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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餐桌椅批發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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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281) 980-1360
(832) 878-3879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WEST HOUSTON
OF

Dan Kao
Sales Manager

Efan Hsu
Internet Manager

華語專線：

225-921-9157

11890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機票﹐美國境內旅行團﹐遊輪﹐酒店﹐租車
現有暑期回國特價機票﹐$1299起

時間﹕6.1起飛﹔7.30返回
Tel:713-952-9898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德州團組接送觀光服務 二十年豐富經驗

4號出口

星期二、三、四
9：00AM
星期五、六
9：00PM
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77-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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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 — 下午 5:00 

      週五：上午 9:00 — 下午 5:30 

      週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www.af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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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銷毀大量毒品迎國際禁毒日 價值超5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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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馬舉行盛大典禮，慶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馬擴建工程竣
工。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旗下的“中遠海運巴拿馬”號貨輪當地時間26
日上午通過位於巴拿馬運河大西洋一側的阿瓜克拉拉船閘，成為巴拿馬
運河擴建工程完工後通行的第一艘船。

墨西哥發現1.4萬年前長毛象屍骨

西哥中部城市圖爾特佩克的一群工人，早前在
一條地底去水工程中，發現一具長毛象屍骨。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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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入國際學校 擲500萬“買位”？

陳豪稱未選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
嘉穎、田蕊妮、吳業坤與彭懷安(Ed-
die)6月30日在香港將軍澳電視城為新
劇《迷》舉行拜神儀式，嘉穎被問到
早前女友陳凱琳(Grace)生日時把慶祝
獨照放上網，但就不見男友芳容，年
長女友十多年的嘉穎笑言他們年代不
同，自己則比較喜歡把喜悅放在心
中。

嘉穎已替《迷》劇開工個多月，
拍檔田蕊妮加入才約一星期，原來今
次是二人繼《Only You》一劇後再度
合作，嘉穎表示很開心能再合作，只
是劇集要到十多集才入正題。說到嘉
穎早前為女友慶生，不過Grace只把

個人獨照放上網，未見嘉穎在內，嘉
穎笑說：“有些事情不用這樣，我和
她知道便可以。我們年代不同，現今
的人喜歡將東西放上網，我就喜歡放
在心中，無須全世界知曉，最重要是
過得開心。”

田蕊妮方面，她因喪母而被老公
杜汶澤捉去看中醫，對此阿田直認有
其事，但只是調理身體，和媽咪無
關，更笑言依然是捱得之人。早前阿
田和老公度過結婚11周年紀念，當日
杜汶澤不在香港，阿田反而更開心沒
有一起過，接着她又甜笑說：“多謝
他在我收凌晨4點、接住早上6點開
工時致電回來，開工時叫我回家找已

收藏好的禮物。雖然似整蠱我，我都
感動，因為結婚11年，仍肯花心思逗
我開心。”說畢後，她鬼馬地問嘉
穎：“你又如何？”嘉穎即說：“我
到 11 周年，再講你知還會不會逗
她。”

Eddie曾於四年前被拍到與美女
拖手的親密照，因而與正印女友朱慧
敏鬧分手。最近這位美女被起底是參
與ViuTV節目《慳D啦Honey》的參
賽者Crushy，Eddie被問到此事時，
他再次強調：“我無偷食，只是送對
方回家，是有拖手。其實我與對方並
不認識，而識的意思是識了一段時
間，但這是一次性識的，之後任何事
都沒有發生。因對方喝醉才送她回
家，當時有其他朋友一起送。(拖手好
熱情？) 是的，這是我的問題。”

鄭嘉穎認有“代溝”享受快樂在心中

■鄭嘉穎相隔多時再與田蕊妮
合作。

育有三名子女的阿Mo，表示現階段仍然在
找學校當中，他說：“尚未決定入讀本

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為了找學校已經很頭
痛！看過多間學校，很多都不錯，現在跟老婆
仍處磋商階段。”

不否認老婆想復出
對於報道中提及的國際學校，阿Mo承認

他有去參觀過，問到是否不合心水？阿Mo否
認說：“不想特別作出評價，這樣對小朋友
和學校都不公平。現在以開放心態去找學
校，有三個仔女就要更努力去找，我主要都

是看學校的教育制度。”又否認拿出500萬購
入資本證劵，還指三名仔女的教育費何止500
萬，所以每一步都要和老婆認真商量。問到
老婆是否要復出拍戲幫補學費？他笑說：
“不關事，這是男人要肩負的責任。其實她
對演藝界有興趣有熱誠，如果她不演戲，觀
眾都會有損失。”

洛雯與拍檔沒芥蒂
同場的湯洛雯近日被指因轉數慢，被節目

《學是學非》的拍檔梁嘉琪杯葛，湯洛雯說：
“這個說法太好笑，可能我太真，平時都鬥開

嘴，大家相處方式太熟。我都想幫嘉琪澄清，
其實她對我好好，私底下都會約出來，(她說你
笨？)我好聰明的，節目中我叫‘聰明湯’。”
她強調與嘉琪之間並沒芥蒂，大家更在手機群
組笑指報道峰迴路轉。提到另一拍檔張秀文傳
出與前經理人Victor拍拖，問到可有恭喜對
方，湯洛雯即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應是
工作關係。我們不談感情，開工都是講《學是
學非》。”

至於黃智賢，他透露劇中與女主角邵美琪
有感情線，更會演第三者介入她與陳豪的婚
姻，他相信這個組合能帶給觀眾新鮮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 陳豪(阿Mo)與黃智賢、湯洛雯及

簡慕華等 6月 30 日現身將軍澳，出席無綫新劇《完美叛侶》之

“‘信’者得愛”活動。最近有報道指阿Mo與老婆陳茵媺以500萬元

（港元，下同）購入國際學校的資本證券，為長子拿取K1入場券，阿

Mo承認他有參觀過該國際學校，但現階段還未決定讓兒子入讀本地學

校抑或國際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許懷欣(Ryan)的新專輯《The Stay
Up - "Wake Up"》近日推出，日前他舉行“The Stay
Up 許懷欣 EP Release Party”造勢，即場演唱新歌，更
請來Rockabilly Band擔任暖場嘉賓搞熱氣氛。

Ryan的圈中好友如Anders Nelsson、Soler、小塵
埃、馬嘉均以至忙於為自己個唱準備的梁詠琪(GiGi)也
來撐場支持。當然Ryan的老婆、媽媽、弟弟許懷谷以
至許冠文的女兒兩夫婦也來力撐他出碟。問到為何爸爸

許冠傑不來，Ry-
an 指爸爸要為年
底個唱練歌，所以
不敢打擾他，不過
新碟爸爸也給了很
多寶貴意見，Ry-
an 會在慶祝派對
結束後親自送上
CD給爸爸欣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新劇
《全職沒女》6月30日進行片頭拍攝後便正式
煞科，演員張兆輝、陳松伶(松松)、陳瀅、張
振朗、王卓淇、姚瑩瑩、楊卓娜及鄭子誠等
均有參與。張兆輝與陳松伶表示劇集拍完真
的有點依依不捨，不過二人將要北上工作，
松松在北京開設工作室，休息一星期後便演
出一部奇幻電影；輝哥則要接拍古裝劇演反
派角色，1日便動身到橫店開工。

松松望快開第二季
松松笑言與劇組分開很不捨得，但仍保

留電話群組，尤其是今次合作群策群力，最
難得有些不用開工的演員都有來探班，是她
拍戲以來從沒試過，所以希望《全》劇能像
美劇製作般會有第二季，可以延續下去，大
家就不用等十幾年後才再見。問到無綫有否
再找她拍新劇？松松帶笑說：“未有呀，可
能要看我的表現吧！”輝哥即笑謂：“不用

看，好快會有電話，她是粒‘快叉’電芯，
很快又能充滿電去工作！”

輝哥在劇中飾演酒店大堂經理，大熱天
時仍要穿三件頭西裝開工，他苦笑指試過烈
日當空在中環街頭拍外景，助導曾中了兩次
暑，不過即使辛苦仍是拍得很開心。輝哥之
後便馬不停蹄，1日要到橫店拍劇三個月，他
也了解過橫店氣溫比香港還高，而且又是古
裝，因此會帶備充裕物資以防中暑。

赴橫店拍古裝

張兆輝首要防中暑

許懷欣出新碟
家人好友力撐

■張兆輝被陳松伶摟住合照。■陳瀅(左二)大秀美腿。

■(左起)區永權、陳瀅和林
盛斌的擊球動作似模似樣。

■許懷欣(左五)出新碟，親友力撐。

■陳豪與一眾《完美叛侶》合演者6月
30日大派海報宣傳。

■陳豪暗示老婆陳茵媺或會復出。

■陳豪以高難度動作拾花球。

■湯洛雯不認為自己蠢。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代“宅男女神”陳瀅，6月30日
除了出席劇集活動外，也偕區永權(Albert)和林盛斌(阿
Bob)以及網球女將張玲參加“保誠社區網球普及計劃”
的宣傳活動，藉以鼓勵學生培養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

穿短裙示人的陳瀅展露美腿，盡顯青春活力，她更
與區永權及網壇明日之星組隊，上演一場友誼賽大騷球
技。樣子甜美的陳瀅不時都有做運動，她更自爆熟識網
壇動態︰“網球比賽很刺激，每次觀賞網球賽事都很緊
張，所以我很期待
10 月中舉行的香
港網球公開賽，希
望到時可在現場一
睹網球精英較量，
親身感受熱鬧氣
氛。”至於俱為人
父的 Albert 和 阿
Bob，都認為給子
女提早接觸運動是
有益無害。

陳瀅自認關注網壇

美南版■責任編輯：張 琳 2016年7月1日（星期五）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16歲時即獲得奧運資格的菲比斯當晚在得知賽果後，於水中向喝采
的觀眾張開5隻手指，象徵5度參加奧
運。菲比斯說：“由於此前發生的一
切，還能重返奧運賽場，這個過程比我
之前參加過的任何一場比賽都要困
難。”

他稱，他在當晚的比賽中狀態並
不是特別好。但是，入選美國隊、參加
里約奧運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是
我今晚唯一需要完成的事。”他說。

當日，為了確保200蝶的奧運席
位，菲比斯退出了100米自由泳的爭
奪。結果，在200米蠂泳決賽中，“飛
魚”一直保持領先，最終以1分54秒
84的成績力壓勁敵希爾茲奪冠。

曾酒駕被捕 現強勢歸來
不過，當晚“飛魚”的決賽成績

與2009年他自己創造的1分51秒51的
200米男子蝶泳世界紀錄相比顯得有些
遜色。2009年也是高科技泳衣時代的
終結，在那之後國際泳聯禁止運動員穿
“鯊魚皮”泳衣。

此外，菲比斯還將爭取100米蝶泳
和200米個人混合泳的奧運資格，這兩
個項目上他都贏得奧運三連冠。

菲比斯是奧運史上贏得最多獎牌
的運動員，共獲得22面獎牌，其中18

面金牌。2014年9月再度在家鄉巴爾的
摩因酒駕超速被捕，被取消國際賽事資
格，但他繼續訓練，誓言再次進軍奧
運。

他在 Facebook 寫道：“我回來
了，我得吃東西，我餓了，也累了，吃
飽了就上床睡覺。”

菲比斯2015年2月與未婚妻妮科
爾·約翰遜（Nicole Johnson）訂婚，今
年5月升任爸爸，6月再度獲選加入美
國奧運泳隊，可說是雙喜臨門。

此外，曾在倫敦奧運會上獲得4枚
金牌的美國名將米西·富蘭克林也獲得
了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奧運參賽席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當地時間29日晚（北京時間6月30日凌晨）在內布拉斯加州奧瑪哈舉行的美國游泳奧運選拔賽

男子200米蝶泳決賽中，翌日（30日）便滿31歲的“飛魚”菲比斯以1分54秒84的成績奪冠，成

功鎖定里約奧運會參賽資格，為自己送上最好的生日禮物，同時也寫下世界泳壇新里程碑，將成為

第一個參加5屆奧運會的美國男子游泳運動員。

200米蝶奪冠 收穫最佳生日禮物

網爆寧澤濤恐被取消奧運資格

朴泰桓為里奧申請緊急仲裁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洛桑時間6月29日稱，

由於韓國奧委會禁賽規定而可能無法參加里約
奧運會的韓國游泳名將朴泰桓正申請該法庭在7
月8日前進行“緊急仲裁”，為自己征戰里約
的機會做最後的努力。

朴泰桓在2014年因藥檢呈陽性而被禁賽18個
月，雖然2016年3月2日禁賽期已滿，但由於韓國
奧委會的規定，在該禁賽期結束後的3年時間，他
依然不能代表本國參賽。韓國奧委會6月16日表
示，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朴泰桓而有所鬆動。

朴泰桓之前曾為自己第三次——也很有可能
是最後一次征戰奧運的機會做出諸多努力，在5月

份的一次記者會上，他向在場媒體行傳統的跪拜
禮，以求媒體助其呼籲。

朴泰桓的法律團隊曾在此前表示他們將上
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法庭29日稱，朴泰桓
期望在7月8日前能得到“可能讓他有機會征戰
巴西”的仲裁結果。8日也是韓國國家游泳隊里
約參賽大名單的選拔截止日。

作為韓國唯一的奧運會游泳冠軍，朴泰桓
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奪得男子400米自由
泳金牌和200米自由泳銀牌，在禁藥事件之
前，他是韓國游泳界的優質偶像及廣告商與粉
絲的寵兒。 ■新華社

6月30日，一則微博消息引爆內地游泳
界：“喀山世錦賽100自冠軍寧澤濤恐將被取
消里約奧運資格”。但隨後，該微博被刪除。

該微博透露：“爆寧澤濤恐被取消奧運資
格 因私接廣告頂撞領導”。但隨後，該微博
被刪除。

不過，據網易體育消息，目前中國游泳隊
的奧運參賽名單暫未出爐。游泳中心表示，大

概要等至7月中才能確定各項參賽人選。
寧澤濤四天前結束澳洲的集訓返回北京，

目前正在為里約奧運會作最後衝刺準備。雖
然，日前澳洲名將麥克沃伊在澳洲奧運選拔賽
上游出47.04的佳績，超過寧澤濤2014年創造
的個人最好成績0.61秒，但根據世界排名，排
名第二的寧澤濤仍是獎牌的有力爭奪者。

■記者 陳曉莉

菲比斯創紀錄 進奧運

國際排聯6月30日更新了
里約奧運會女排初報名單，惠
若琪、朱婷領銜中國女排20人
名單，隊長仍然由惠若琪擔
綱。受傷患困擾的前世界第一
副攻楊珺菁榜上無名，而年僅
19歲、在大獎賽表現搶眼新人
龔翔宇上榜。

與世錦賽和世界盃不同，
奧運會各代表隊只能派出12名
隊員參賽。國際排聯6月30日
在里約奧運會官網更新了各隊
的初報20人名單，在中國女排
初報名單中，除參加大獎賽的
15人外，老將魏秋月、副攻張
曉雅、自由人王夢潔均榜上有
名。但參加了瑞士女排精英
賽、但受傷患困擾甚少上陣的
副攻楊珺菁遺憾落選。

里約奧運會於8月5日至8
月22日舉行。儘管韓國、日本
兩國女排早早確定了里約奧運
會的12人參賽名單，但中國女
排主教練郎平在29日的公開課
上對傳媒表示征戰里約奧運會
的中國女排12人名單不會在短
期內出爐，甚至有可能會到臨
近奧運會時才會最終決定。

郎平說：“名單肯定要等
到女排大獎賽以後，根據對
手、自己的情況來考慮。排球
這個項目比較特殊，名單最後
一天是8月3日出，上次世界盃
的時候我們在最後一天還有球
員生病。如果現在就把名單定
下來，還有40天的時間，我們
就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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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當地時間6月29日進行的
溫布頓網球賽中，費達拿終結了黑馬
威利斯的溫網之旅，而祖高域創下了
大滿貫賽事30連勝的紀錄。而加拿大
美少女布沙爾當日身着一件娃娃裙亮
相，以6：4、6：3淘汰斯洛伐克對手
賴芭莉科娃，並輕鬆過關。

當天的賽事再次遭遇“雨襲”，
很多比賽無法按時進行。不過，費達
拿和祖高域雙雙成功晉級。費達拿以
６：０、６：３和６：４擊敗了世界
排名在第700位開外的威利斯。資格
賽選手威利斯在首輪比賽中爆冷戰勝
世界排名比自己高600多位的立陶宛
選手比蘭基斯，已經創造了奇蹟。

威利斯賽後說：“也許這聽起來
有點好笑，但是我的確為失利感到失
望。”威利斯還說：“我開始打得還
行，慢慢進入了比賽狀態，享受這個
過程。如果我發揮更好，還能和羅傑
（費達拿）周旋一下，那就很不錯
了。現在，我為自己贏得了一杯啤

酒。”
另外，因受天雨影響而被迫中斷

的中國金花彭帥對陣美國球手斯蒂芬
斯一役，傷癒復出的彭帥6月30日於
補賽未能把握搶七良機，在頑強地化
解三個賽點下仍以6：7（5）、2：6告
負。 ■記者 陳曉莉

費達拿終結黑馬
布沙爾輕鬆過關

5

■布沙爾 美聯社

■在冠軍頒獎台的菲比斯笑容燦
爛。 法新社

■衝線後，菲比斯張開5隻手指，寓意5進奧運。路透社

■朴泰桓向國際體育仲裁
法庭申請“緊急仲裁”。

資料圖片

■寧澤濤正為里約奧運做最後
衝刺階段的備戰。 資料圖片

■龔翔宇在大獎賽
表現搶眼。 新華社

■菲比斯在200米蝶泳決賽一路領先。法新社

里約奧運中國女排初報名單
主攻：朱婷、張常寧、劉曉彤、惠若琪、劉晏含、王雲蕗

副攻：袁心玥、徐雲麗、張曉雅、顏妮、鄭益昕

接應：楊方旭、龔翔宇、曾春蕾

二傳：沈靜思、魏秋月、丁霞

自由人：林莉、王夢潔、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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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LING MCCALL LEXUS
10025 SOUTHWEST FREEWAY,HOUSTON TX 77074

(59號南﹐八號公路前)
TEL: 713-995-2600 1-800-256-6225

E-MAIL: mma@smlexus.com

原裝日本進口
最佳售後服務

凌志全線車系 現貨供應或預定

☆☆☆另有大量優質二手車選擇☆☆☆
新車可享有兩年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MARTIN MA

馬 田 澤
請電話預約﹕

713-995-2667( 直 線 )

713-501-6888( 手 機 )

通國﹑粵﹑英語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Camry,
Tundra

Bella 張
(281)223-2919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歐洲杯1/8決賽在圖盧茲開始第6場較量，比利時
4比0大勝匈牙利，創造本屆歐洲杯贏球紀錄。德布勞
內助攻中衛阿爾德韋雷爾德首開紀錄，此後任意球中
楣。下半時，阿紮爾助攻替補前鋒巴楚瓦伊破門，94
秒後，德布勞內助攻，阿紮爾終結716分鐘大賽進球
荒。終場前，替補卡拉斯科再下壹城。

比利時4-0匈牙利

柔道大獎賽中國摘銀

在2016年布達佩斯柔道大獎賽女子78公斤以上級比賽中，中國選
手馬思思獲得銀牌，於頌獲得銅牌。

韓
乒
賽
丁
寧
勝
劉
詩
雯

2016年國際乒聯世界巡回賽韓國公開賽落幕，中國隊包攬全部冠
軍。許昕拿到雙冠王，他再次戰勝馬龍在男單中稱王，還搭檔張繼科贏
得男雙冠軍。丁寧在女子賽場成為雙冠王，單打決賽她復仇劉詩雯奪取
女單冠軍，兩人還壹起搭檔贏得女雙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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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趙薇第二部導演作品《沒有別的愛》殺青 獻吻袁泉
趙薇第二部導演作品《沒有

別的愛》6月27日全戲殺青，該
片不僅擁有監製兼編劇李檣、攝
影指導曾劍、美術指導郝藝這樣
的黃金班底保駕護航，眾多實力
派演員更是合體飆戲。殺青當天

，趙薇與眾主創統一“組服”著
裝，歡樂合照。導演趙薇更獻吻
袁泉，感謝其在戲中的顛覆性
“突破”。

當談及從《致我們終將逝去
的青春》到《沒有別的愛》的最

大突破時，趙薇表示：“兩部作
品幾乎沒有相似性，《沒有別的
愛》拍攝難度更大，但自己已經
成長，合作的團隊也非常優秀，
充滿溫情的劇組一同拍出了好看
的故事。”

上半年中國電影票房增幅放緩
拍電影的人熱情不減

上半年票房增幅放緩
據相關數據，到 6月結束，中

國內地上半年票房將達 230億元。

去年上半年同期票房則為201億元，

增幅不到15％。與近年30％以上增

幅相比，明顯是放緩了。

不過，今年 1 月賀歲檔、2 月

春節檔中國電影票房的增長還是驚

人的。特別是 2月電影市場，呈現

井噴式爆發，全國月度放映場次

595 萬場，同比上升 52%，月度觀

影人群逼近兩億人次，同比放量增

長73.7%。月度票房達到68.8億元，

創下最賣座月份紀錄。

但 4 月、5 月影市則出現大回

落，分別為 31.1億元、31.4億元。

即將結束的6月，雖然有《魔獸》、

《海底總動員2》、《獨立日2》等

近十部好萊塢大片上映，但影院表

示也只是比四五月略好一點。

今年缺少現象級影片
為什麼上半年增幅不如人意

呢？

據浙江星光院線老總富海芳分

析，除了三月冒岀一部《瘋狂動物

城》外，四月、五月都沒有出現現

象級影片。而六月的《魔獸》也沒

有如期待中那般破《速 7》紀錄，

止步于15億元。

此外，《葉問 3》偷票房事件

之後，電影管理層加大了對買票房

等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票房中的

泡沫在被慢慢擠出。

據悉，中國電影的銀幕數已達

到了 3.5萬塊,但觀影人次的增長卻

低於銀幕數的增長，銀幕單位面積

產量一直不高。

以昨天的《驚天魔盜團 2》為

例，19 時 30 分，“貓眼電影”顯

示該片的全國上座率只有 10.5％，

場均人數是14人。

暑期影市能扳回一局嗎
昨天，杭州一家影院經理告訴

記者，從二月的高峰到四五月低谷，

六月平局，上半年幾乎沒怎麼賺錢。

現在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暑期檔、

國慶檔、賀歲檔。

那麼暑期檔最期待哪幾部片子

呢？她表示看好7月8日的《寒戰2》

和8月5日的《盜墓筆記》。

而華策影視集團總裁趙依芳與

華策影業總裁傅斌星，昨天也在北

京發佈了 2016-2017 年度片單，近

30部影片的曝光，翻開了華策影業

“夢+1”計劃的新篇章。《快手槍

手快槍手》、《反貪風暴 2》，以

及張一白監製，井柏然、Angelaba-

by主演的愛情片《微微一笑很傾城》

，也將在這個暑期與觀眾見面。

國產片也在下半年發力，國慶

檔有馮小剛執導、范冰冰等主演的

《我不是潘金蓮》，王晶執導、劉

德華、黃曉明等主演的《王牌逗王

牌》，郭敬明的《爵跡》等，賀歲

檔有張藝謀的《長城》等等。

而下半年的外片則有《諜影重

重5》、《星際迷航3：超越星辰》

、《哈利· 波特》的衍生電影《神

奇動物在哪》、《冰川時代5》。

電影《九層妖塔》被判侵犯小說《鬼吹燈》作者署名權
陸川導演的電影《九層妖塔》改編

自《鬼吹燈》小說之《精絕古城》，去

年賺得6.8億票房，成為陸川票房最高的

電影。其中，有不少觀眾還是小說《鬼

吹燈》的粉絲。但是原著作者張牧野、

筆名天下霸唱，卻對電影的改編提出了

異議。

他認為，雖然電影已經購買了《鬼

吹燈》的改編權，但是《九層妖塔》的

劇本完全脫離了原著小說，是對原著的

粉碎性改編。而且社會評價較低，侵犯

了自己的署名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並

因此將中影公司、陸川、以及夢想者電

影公司等一起告上法庭。

昨天上午，北京西城法院對此案一

審宣判，認定《九層妖塔》侵犯了原告

的署名權；但並不侵犯原告的保護作品

完整權。那麼，一審判決的理由是什麼

？雙方對此又是否認同呢？

判決要點一、電影為原著作者署名
的義務不能免除

庭審中，被告方提出，《九層妖塔》

影片開頭的醒目位置明確寫有，“根據

《鬼吹燈》小說系列之《精絕古城》改

編”的文字，足以使公眾了解影片係根

據原告創作的小說改編攝製而成的基本

事實。對此說法一審判決予以否定。審

判長吳獻雅表示，“作者姓名不等同於

作品名稱，因此，被告關於電影《九層

妖塔》已經標明改編自小說《精絕古城》

就可以免除為原著作者署名義務的抗辯

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援。本院認為，

原告張牧野關於《九層妖塔》的侵犯其

署名權的主張成立。”

判決要點二、改編後的作品沒有
損害原著作者聲譽就不侵犯保護作品
完整權

庭審時，原告方出示了內容對比以

及一些影評及觀眾評論的截圖，說明電

影對原著進行了粉碎性改編，侵犯了自

己保護作品完整權。而一審判決認為，

被告已經從原告處購買了改編攝製權，

被告方提交的《九層妖塔》獲獎證據能

證明涉案電影得到了行業的認可，也證

明沒有違背行業規律。

吳獻雅介紹，在當事人對著作財產

權有明確約定，法律對電影作品改編有

特殊規定的前提下，司法應當秉持尊重

當事人意思自治，尊重創作自由的基本

原則，在判斷電影《九層妖塔》是否構

成侵犯原告保護作品完整權時，不能簡

單依據作品是否違背作者在作品中表達

的原意這一標準進行判斷，也不能根據

電影對原著是否改動，改動多少進行判

斷，而是注重從客觀效果上進行分析，

即要看改編後的作品是否損害了原著作

者的聲譽。一審判決認為，觀眾對《九層

妖塔》的批評都是針對電影本身的，並

沒有指向小說《鬼吹燈》。

吳獻雅提出，雖然原告張牧野提交

了個別網友針對其本人的評論，如“天

下霸唱你有多缺錢，版權賣給陸川？”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評論真正

的指向也是對電影《九層妖塔》

的批評，而不是針對作者本人。

並且，對於一部公開上映的商業

電影來說，僅憑個別網友的評論

也不足以證明其對原著作者的社

會評價降低，聲譽受到損害。一

審法院認為，從小說創作，到電

影改編，再到一般觀眾觀影，三

者利益要平衡。“在充分尊重、

維護小說作者的人格尊嚴、聲譽

的前提下，也應該尊重合法改編

者他的創作自由、藝術規律，通

過尊重前兩者，還要促進文化產

品更多的創新，滿足公眾多元化

的文化需求，在三者間平衡。”

判決要點三、《九層妖塔》
導演、編劇陸川不是適格被告

天下霸唱認為陸川把他的《鬼吹燈》

之《精絕古城》改編的亂七八糟，所以

把陸川與中影公司等一併告上了法庭，

一審法院對涉案影片及各方簽訂的合作

合同等證據進行了審查。

吳獻雅強調，上述證據證明陸川僅

係涉案電影的編劇、導演，並非涉案電

影的製片者，並不負有對電影署名的審

查義務，故陸川並非本案被控侵權行為

的民事責任承擔主體，不應對被控侵權

承擔民事責任。

判決要點四、天下霸唱提出的100
萬精神損害賠償金未獲支援

吳獻雅指出，本案中，原告張牧野

未提交證據證明涉案行為對其造成嚴重

精神損害，因此關於其要求賠償精神損

害撫慰金的主張不予支援。

法院一審判決被告方在發行、播放

和傳播電影《九層妖塔》時署名天下霸

唱為電影《九層妖塔》的原著小說作者

，並就涉案侵權行為刊登聲明，向原告

賠禮道歉，消除影響，駁回原告其他訴

訟請求。對於一審判決的結果，張牧野

的代理律師王韻表示遺憾：“依我現在

的經驗來看， 我找不到任何一部影片，

它的改編者是為了侵害原作者的聲譽或

者名譽去進行改編的，也就是說依據一

審判決的邏輯，將不可能在電影改編這

個層面出現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對於

此，我覺得是一個邏輯上的問題，非常

遺憾。

對於判決具體的結果，我還要跟原

告張牧野進行協商以後再確定。”被告

中影公司代理律師李景健表示尊重法院

判決：“就保護作品完整權認定說理非

常充分，也符合我國法律的規定，特別

是符合電影攝製的基本規律，及行業發

展需要，我認為這個判決的論述是正確

的。我認為這個案件當中，署名權並非

案件最核心的爭議焦點，所以我們會尊

重法院的判決，進行相關的聲明。”

國產片扎堆暑假檔開始
今年6部進口片同期上映

作為中國電影的票房黃金期，每年暑假檔

都賣氣驚人，去年《捉妖記》《煎餅俠》《大

聖歸來》聯手收割票房的盛況大家還沒忘記，

所以國產片擠破頭也要搶進 7、8月上檔，而國

外引進片這兩個月一般比較少。不過，今年情

況突然逆轉，記者了解到，目前已經確定《忍

者神龜 2：破影而出》、《泰山歸來：險戰叢

林》、《愛寵大機密》、《冰川時代：星際碰

撞》四部引進片將在 7、8月先後上檔。此外，

進口買斷片《紅色警戒999》和《海洋之歌》也

分別定檔7月27日和8月12日。

具體來看排片時間表：《忍者神龜 2：破

影而出》7月 2日上映，與 7月 8日上映的《大

魚海棠》、《寒戰 2》僅隔一週不到的時間；

《泰山歸來》7月 19日上映，僅比 7月 22日上

映的《絕地逃亡》早三天；《愛寵大機密》8

月 2日上映，而 7月 29日正是《封神傳奇》首

映的日子；《冰川時代：星際碰撞》8月 23日

上映，8月 18日上映的《危城》只比它早了 5

天。昨天有一則新聞稱，開心麻花的馬麗在香

港醫院昏迷，不過與她有關的資訊是，她和沈

騰、常遠“開心麻花三笑匠”將為《冰川時代

5》配音。據悉，沈騰配音的是再度回歸的黃

鼠狼巴克，這個口頭禪就是“凡事都要聽我的

！”的角色在《冰川時代 3》中一炮而紅；而

馬麗配音的則是一個新角色——女樹獺布魯克

，她是永遠的活寶、笨手笨腳總是在不經意間

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的樹獺希德的夢中情人；

而常遠配音的美洲駝香格裏也是一個全新的角

色。

另外，有媒體報道稱，《紅色警戒999》也

是卡司陣容群星熠熠，影片通過一樁銀行搶劫

案開始，逐步將警匪兩個對立關係捲入同一個

利益漩渦。警察內部的腐敗，臥底警察亦正亦

邪的身份……警察涉黑是美國電影十分擅長的

題材，其場面表現和人物刻畫都相當淋漓盡致

。實力派演員的加盟更為該片錦上添花：超級

巨星伍迪哈裏森，及在此次挑戰大反派的影后

凱特溫絲萊特，《為奴十二年》主演切瓦特· 埃

加福特、《絕命毒師》中的“小粉”亞倫· 保爾

、《復仇者聯盟》“獵鷹”安東尼· 麥凱、《蝙

蝠俠大戰超人》中驚艷四座的“神奇女俠”蓋

爾加朵、《行屍走肉》“弩哥”諾曼· 瑞杜斯等

當紅巨星實力出演。

韓劇《太陽的後裔》
將被中國改編成電影

華策影業28日在京公佈2016至2017年度出

品片單，其中韓劇《太陽的後裔》中國電影版、

韓國愛情電影《內在美》中國版、香港電視劇

《尋秦記》電影版等頗受關注。

華策影業總裁傅斌星介紹，《太陽的後裔》

中國電影版將由導演張一白擔任監製，其他陣

容尚未明確；《內在美》中國版由原版導演白

宗烈執導，原版女主演韓孝珠也將客串出演；

《尋秦記》電影版主創也尚未明確。

片單中還包括張一白監製，井柏然、楊穎

主演的愛情片《微微一笑很傾城》，影片將於

8月12日起在全國上映；《繡春刀· 修羅戰場》

導演路陽推出的懸疑片《刺殺小說家》改編自

同名小說，是一部現實與幻境交織、多重空間

互動的影片，既有優秀懸疑故事的特質，又蘊

含社會深度和立意。

此外，女作家張悅然將親自執導根據自

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水仙已乘鯉魚去》

，作家江南的小說《此間的少年》也將被改

編成同名電影，而張嘉佳將執導《末等生》

《很多年前我是拳王》《地球最後十分鐘》

三部影片。

昨天，將於7月2日亮相的好萊塢大片《忍者神龜2》在上海永華電影院IMAX影廳
舉辦超前觀影場。今年的暑期檔，不論對好萊塢大片還是國產片來說，都非常重要。因為
上半年，近年來一直狂飆突進的中國電影市場增幅放緩，四五月的票房同比都呈下降趨勢，
六月表現也很一般。無論是片方還是影院，都指望著能從七八兩月多賺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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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倫（周董）當爸後的全新 「地表最強」巡演，6月30日在上海起跑，他3年前在 「魔天倫」演
唱會上炫8塊腹肌，如今胖了13公斤不賣肉，透過LED虛擬實境帶1萬1000名歌迷 「上天下海」，製作
費共砸1.6億元，愛妻昆凌也到場陪伴。

他昨穿 「電幻戰士裝」，搭乘太空艙穿越 「時空之門」現身舞台，台上巨型盔甲LED多層次浮空
矗立、太空人漫步於宇宙之間，視覺效果奇幻。他連唱兩2首電玩歌曲〈英雄〉、〈無雙〉炒熱氣氛，
問： 「尖叫聲在哪裡？就是喜歡聽你們尖叫！」歌迷叫聲震耳欲聾。

他自豪表示這次演唱會比上次更好看，透過視頻效果建構無所不能的4D空間，帶歌迷徜徉海底世
界，讓歌迷不用戴VR眼鏡也能身歷其境和美人魚相遇，全場跟他大合唱〈珊瑚海〉。

他要求亮燈讓他看清楚歌迷，驚呼： 「哇！你們都好年輕，我的歌迷是不是越來越年輕了？有沒有
稍微年紀大一點的？」見一男歌迷把女兒扛在肩上，他說： 「聽我的歌是不分年紀的！」

他昨共換9套華服，有2套是MOSCHINO為他量身打造，雖沒裸露，他在彩排空檔仍和教練在後
台健身較量。前一晚總彩，他督軍指揮，除記自己的表演和走位，邊盯全場大小事，氣氛嚴肅，沒人敢
嘻鬧。

演唱會昨起在上海連唱4場，票房吸金約2.9億元，明年唱回台北小巨蛋。

周董封肉帶歌迷上山下海 「地表最強」 砸1.6億虛擬實境

阿喜和 JR 紀言愷推出情歌合唱
EP《你的擁抱》，販售所得全數捐給
忠義基金會，做為幫助失依兒的基金
。兩人除了前往忠義基金會探視院裡
的小朋友，和小朋友玩遊戲交朋友，
也深刻體會到要照顧一位失依兒到成
年，需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和費用。

兩人邀請金曲獎導演陳映之拍攝
〈你的擁抱〉音樂錄影帶，陳映之用
簡單卻寓意深遠的鏡頭和插畫，呈現
溫暖的情歌。兩人表示，雖然是首公
益單曲，但還是希望藉由朗朗上口的
旋律和感動人心的歌詞，能夠讓歌曲
傳唱，不要因為是公益而覺得有距離
。因此 MV 偋棄傳統公益歌曲的既定
印象，改走浪漫唯美路線，阿喜和JR
兩人俊男美女的組合，顏值破表，站
在一起就賞心悅目。

為了拍攝新歌 MV，JR 在偶像劇
《後菜鳥的燦爛時代》一殺青，就立
刻剪短頭髮，並且染了亞麻褐的新髮
色，五年沒有染髮的JR，為了染較淡
的髮色，在髮廊待了 8 小時，好動的
他到最後已經受不了，頂著滿頭染髮
劑穿著袍子在髮廊來回走動，完全坐
不下來。

兩人近日帶著公益EP上遍各大小
節目宣傳，遇到許多支持的星友，比
如黃子佼、納豆等人，聽到《你的擁
抱》EP收入全數捐給忠義基金會，義
不容辭的就認購，許多好友都一百張
一百張的買，足見演藝圈充滿溫暖。

在眾星友助攻之下，EP首日銷售就衝上博客
來銷售排行榜的第四名，好成績只在五月天、周
杰倫之下，讓阿喜和JR感到非常開心。雖然EP賣
得好，但兩人卻一塊錢版稅也沒有，即便如此，
兩人笑說看到大家這麼支持這個公益活動，得到
的成就感遠大於賺到的錢。更是因為做公益，才
讓他們有機會和五月天周杰倫並列在銷售排行榜

上，也是一大收穫。
為了感謝歌迷的支持，兩人 7 月 23 台南、高

雄，7月31日台北板橋大遠百舉辦三場《你的擁抱
》簽名拍照會，不過JR婉拒和砍迷抱抱，他說，
天氣這麼熱，他這麼會出汗，一定滿身大汗黏答
答的，還是合照就好了。〈你的擁抱〉MV今晚在
JR和阿喜的臉書搶先公布，明天將在YouTube等
海內外視頻網站上線。

阿喜、JR《你的擁抱》 只賣輸五月天、周董

華納新人Erika 30日為 「你單戀我牽線
」活動拍攝宣傳短片《單戀教戰守則》，
24歲的她卻自爆過往 4戀情都是被甩，其
中16歲的初戀還是以被劈腿收場，每回失
戀總得花上半年療傷，愛情的死穴是 「男
友把分手掛在嘴邊」，她目前單身，對愛
情則是順其自然。

影片邀來人氣男團SpeXial的成員子閎
飾演曖昧對象，2人不畏35度高溫，在溜
冰場手牽手一起溜冰，子閎更貼心餵Erika

吃芒果冰消暑，還自招談過 3 段戀情，目
前是單身狀態，誇讚Erika： 「相當大方、
運動細胞又好、講話自然、漂亮。」讓外
界好奇2人之後是否來電。

「你單戀 我牽線」活動即日起至7月4
日於《Warner Music Taiwan 華納音樂 (華
語部)》粉絲團上線，故事獲選者，將獲得
市值新台幣 5261 元 (諧音：我暗戀你)之
《高級戀愛巴士一日遊》，活動將送出 5
組。

Erika曝4段戀情都被甩
SpeXial子閎展大方讚漂亮

民視《我的老師叫小賀》學生演員王上豪加入八點檔《春花
望露》演出，與蘇晏霈飾演廣告公司同事，日前拍攝燈具落下險
些砸到蘇晏霈，王上豪戲裡成功英雄救美的戲，戲外卻意外讓蘇

晏霈頭部撞地，造成輕微腦震盪。
劇情安排，王上豪要保護跌在

懷裡的蘇晏霈，卻因為王上豪扶了
腰卻忘了護住頭部，
不慎讓全然信任他的
蘇晏霈跌倒的當下，
後腦勺直接撞擊地板
，當場 「叩」一大聲
，眾人還覺得演得非
常逼真。蘇晏霈撞擊後腦的當下雖然感覺有些大
力，但是並沒有放在心上，一直到隔日再繼續拍
攝時，卻怎麼樣都無法記住台詞，一句話共NG
了十幾次，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經驗讓她感覺非
常緊張，工作人員問她是否有頭昏、想吐和吃不
下的感覺，才讓她驚覺有可能是撞到頭造成的影
響，趕緊去看醫生照了X光，果然有輕微腦震盪
。

她自己也很驚訝這麼嚴重，她表示這是開始拍
戲以來受過最大的傷，幸好醫生說一、二個禮拜
後就會自行修復，現在也有乖乖吃藥，恢復的情

況十分良好。
王上豪得知後，非常自責內疚，自覺是因自己拍戲經驗不足

，沒有盡到保護對手演員的責任，不斷向蘇晏霈道歉，蘇晏霈表
示因為兩人拍了一整天的戲，其實都有些疲倦，或許之前合作的
王燦、王建復和江俊翰等人，因合作機會多比較有默契，遇到激
烈的動作戲都很放心演出，因為知道大哥哥們都會保護她。所以
與王上豪對戲前，也認為平常跳舞、健身、運動很在行的王上豪
，對於轉身落地的動作應該難不倒他，所以拍攝前沒有再提醒王
上豪要注意保護她的頭部和頸部，才會發生這次意外。看到王上
豪對自己的失誤非常緊張，蘇晏霈笑說： 「他不停以小動物的無
辜眼神看著你道歉，怎麼捨得跟他計較呢。」

小鮮肉英雄救美落漆 蘇晏霈頭撞地板腦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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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小瀋陽

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713）995－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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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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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入國際學校 擲500萬“買位”？

陳豪稱未選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
嘉穎、田蕊妮、吳業坤與彭懷安(Ed-
die)6月30日在香港將軍澳電視城為新
劇《迷》舉行拜神儀式，嘉穎被問到
早前女友陳凱琳(Grace)生日時把慶祝
獨照放上網，但就不見男友芳容，年
長女友十多年的嘉穎笑言他們年代不
同，自己則比較喜歡把喜悅放在心
中。
嘉穎已替《迷》劇開工個多月，

拍檔田蕊妮加入才約一星期，原來今
次是二人繼《Only You》一劇後再度
合作，嘉穎表示很開心能再合作，只
是劇集要到十多集才入正題。說到嘉
穎早前為女友慶生，不過Grace只把

個人獨照放上網，未見嘉穎在內，嘉
穎笑說：“有些事情不用這樣，我和
她知道便可以。我們年代不同，現今
的人喜歡將東西放上網，我就喜歡放
在心中，無須全世界知曉，最重要是
過得開心。”
田蕊妮方面，她因喪母而被老公

杜汶澤捉去看中醫，對此阿田直認有
其事，但只是調理身體，和媽咪無
關，更笑言依然是捱得之人。早前阿
田和老公度過結婚11周年紀念，當日
杜汶澤不在香港，阿田反而更開心沒
有一起過，接着她又甜笑說：“多謝
他在我收凌晨4點、接住早上6點開
工時致電回來，開工時叫我回家找已

收藏好的禮物。雖然似整蠱我，我都
感動，因為結婚11年，仍肯花心思逗
我開心。”說畢後，她鬼馬地問嘉
穎：“你又如何？”嘉穎即說：“我
到 11 周年，再講你知還會不會逗
她。”
Eddie曾於四年前被拍到與美女

拖手的親密照，因而與正印女友朱慧
敏鬧分手。最近這位美女被起底是參
與ViuTV節目《慳D啦Honey》的參
賽者Crushy，Eddie被問到此事時，
他再次強調：“我無偷食，只是送對
方回家，是有拖手。其實我與對方並
不認識，而識的意思是識了一段時
間，但這是一次性識的，之後任何事
都沒有發生。因對方喝醉才送她回
家，當時有其他朋友一起送。(拖手好
熱情？) 是的，這是我的問題。”

鄭嘉穎認有“代溝”享受快樂在心中

■鄭嘉穎相隔多時再與田蕊妮
合作。

育有三名子女的阿Mo，表示現階段仍然在
找學校當中，他說：“尚未決定入讀本

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為了找學校已經很頭
痛！看過多間學校，很多都不錯，現在跟老婆
仍處磋商階段。”

不否認老婆想復出
對於報道中提及的國際學校，阿Mo承認

他有去參觀過，問到是否不合心水？阿Mo否
認說：“不想特別作出評價，這樣對小朋友
和學校都不公平。現在以開放心態去找學
校，有三個仔女就要更努力去找，我主要都

是看學校的教育制度。”又否認拿出500萬購
入資本證劵，還指三名仔女的教育費何止500
萬，所以每一步都要和老婆認真商量。問到
老婆是否要復出拍戲幫補學費？他笑說：
“不關事，這是男人要肩負的責任。其實她
對演藝界有興趣有熱誠，如果她不演戲，觀
眾都會有損失。”

洛雯與拍檔沒芥蒂
同場的湯洛雯近日被指因轉數慢，被節目

《學是學非》的拍檔梁嘉琪杯葛，湯洛雯說：
“這個說法太好笑，可能我太真，平時都鬥開

嘴，大家相處方式太熟。我都想幫嘉琪澄清，
其實她對我好好，私底下都會約出來，(她說你
笨？)我好聰明的，節目中我叫‘聰明湯’。”
她強調與嘉琪之間並沒芥蒂，大家更在手機群
組笑指報道峰迴路轉。提到另一拍檔張秀文傳
出與前經理人Victor拍拖，問到可有恭喜對
方，湯洛雯即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應是
工作關係。我們不談感情，開工都是講《學是
學非》。”
至於黃智賢，他透露劇中與女主角邵美琪

有感情線，更會演第三者介入她與陳豪的婚
姻，他相信這個組合能帶給觀眾新鮮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 陳豪(阿Mo)與黃智賢、湯洛雯及

簡慕華等 6月 30 日現身將軍澳，出席無綫新劇《完美叛侶》之

“‘信’者得愛”活動。最近有報道指阿Mo與老婆陳茵媺以500萬元

（港元，下同）購入國際學校的資本證券，為長子拿取K1入場券，阿

Mo承認他有參觀過該國際學校，但現階段還未決定讓兒子入讀本地學

校抑或國際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許懷欣(Ryan)的新專輯《The Stay
Up - "Wake Up"》近日推出，日前他舉行“The Stay
Up 許懷欣 EP Release Party”造勢，即場演唱新歌，更
請來Rockabilly Band擔任暖場嘉賓搞熱氣氛。

Ryan的圈中好友如Anders Nelsson、Soler、小塵
埃、馬嘉均以至忙於為自己個唱準備的梁詠琪(GiGi)也
來撐場支持。當然Ryan的老婆、媽媽、弟弟許懷谷以
至許冠文的女兒兩夫婦也來力撐他出碟。問到為何爸爸

許冠傑不來，Ry-
an 指爸爸要為年
底個唱練歌，所以
不敢打擾他，不過
新碟爸爸也給了很
多寶貴意見，Ry-
an 會在慶祝派對
結束後親自送上
CD給爸爸欣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新劇
《全職沒女》6月30日進行片頭拍攝後便正式
煞科，演員張兆輝、陳松伶(松松)、陳瀅、張
振朗、王卓淇、姚瑩瑩、楊卓娜及鄭子誠等
均有參與。張兆輝與陳松伶表示劇集拍完真
的有點依依不捨，不過二人將要北上工作，
松松在北京開設工作室，休息一星期後便演
出一部奇幻電影；輝哥則要接拍古裝劇演反
派角色，1日便動身到橫店開工。

松松望快開第二季
松松笑言與劇組分開很不捨得，但仍保

留電話群組，尤其是今次合作群策群力，最
難得有些不用開工的演員都有來探班，是她
拍戲以來從沒試過，所以希望《全》劇能像
美劇製作般會有第二季，可以延續下去，大
家就不用等十幾年後才再見。問到無綫有否
再找她拍新劇？松松帶笑說：“未有呀，可
能要看我的表現吧！”輝哥即笑謂：“不用

看，好快會有電話，她是粒‘快叉’電芯，
很快又能充滿電去工作！”
輝哥在劇中飾演酒店大堂經理，大熱天

時仍要穿三件頭西裝開工，他苦笑指試過烈
日當空在中環街頭拍外景，助導曾中了兩次
暑，不過即使辛苦仍是拍得很開心。輝哥之
後便馬不停蹄，1日要到橫店拍劇三個月，他
也了解過橫店氣溫比香港還高，而且又是古
裝，因此會帶備充裕物資以防中暑。

赴橫店拍古裝

張兆輝首要防中暑

許懷欣出新碟
家人好友力撐

■張兆輝被陳松伶摟住合照。■陳瀅(左二)大秀美腿。

■(左起)區永權、陳瀅和林
盛斌的擊球動作似模似樣。

■許懷欣(左五)出新碟，親友力撐。

■陳豪與一眾《完美叛侶》合演者6月
30日大派海報宣傳。

■陳豪暗示老婆陳茵媺或會復出。

■陳豪以高難度動作拾花球。

■湯洛雯不認為自己蠢。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代“宅男女神”陳瀅，6月30日
除了出席劇集活動外，也偕區永權(Albert)和林盛斌(阿
Bob)以及網球女將張玲參加“保誠社區網球普及計劃”
的宣傳活動，藉以鼓勵學生培養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

穿短裙示人的陳瀅展露美腿，盡顯青春活力，她更
與區永權及網壇明日之星組隊，上演一場友誼賽大騷球
技。樣子甜美的陳瀅不時都有做運動，她更自爆熟識網
壇動態︰“網球比賽很刺激，每次觀賞網球賽事都很緊
張，所以我很期待
10 月中舉行的香
港網球公開賽，希
望到時可在現場一
睹網球精英較量，
親身感受熱鬧氣
氛。”至於俱為人
父的 Albert 和 阿
Bob，都認為給子
女提早接觸運動是
有益無害。

陳瀅自認關注網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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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入國際學校 擲500萬“買位”？

陳豪稱未選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
嘉穎、田蕊妮、吳業坤與彭懷安(Ed-
die)6月30日在香港將軍澳電視城為新
劇《迷》舉行拜神儀式，嘉穎被問到
早前女友陳凱琳(Grace)生日時把慶祝
獨照放上網，但就不見男友芳容，年
長女友十多年的嘉穎笑言他們年代不
同，自己則比較喜歡把喜悅放在心
中。
嘉穎已替《迷》劇開工個多月，

拍檔田蕊妮加入才約一星期，原來今
次是二人繼《Only You》一劇後再度
合作，嘉穎表示很開心能再合作，只
是劇集要到十多集才入正題。說到嘉
穎早前為女友慶生，不過Grace只把

個人獨照放上網，未見嘉穎在內，嘉
穎笑說：“有些事情不用這樣，我和
她知道便可以。我們年代不同，現今
的人喜歡將東西放上網，我就喜歡放
在心中，無須全世界知曉，最重要是
過得開心。”
田蕊妮方面，她因喪母而被老公

杜汶澤捉去看中醫，對此阿田直認有
其事，但只是調理身體，和媽咪無
關，更笑言依然是捱得之人。早前阿
田和老公度過結婚11周年紀念，當日
杜汶澤不在香港，阿田反而更開心沒
有一起過，接着她又甜笑說：“多謝
他在我收凌晨4點、接住早上6點開
工時致電回來，開工時叫我回家找已

收藏好的禮物。雖然似整蠱我，我都
感動，因為結婚11年，仍肯花心思逗
我開心。”說畢後，她鬼馬地問嘉
穎：“你又如何？”嘉穎即說：“我
到 11 周年，再講你知還會不會逗
她。”
Eddie曾於四年前被拍到與美女

拖手的親密照，因而與正印女友朱慧
敏鬧分手。最近這位美女被起底是參
與ViuTV節目《慳D啦Honey》的參
賽者Crushy，Eddie被問到此事時，
他再次強調：“我無偷食，只是送對
方回家，是有拖手。其實我與對方並
不認識，而識的意思是識了一段時
間，但這是一次性識的，之後任何事
都沒有發生。因對方喝醉才送她回
家，當時有其他朋友一起送。(拖手好
熱情？) 是的，這是我的問題。”

鄭嘉穎認有“代溝”享受快樂在心中

■鄭嘉穎相隔多時再與田蕊妮
合作。

育有三名子女的阿Mo，表示現階段仍然在
找學校當中，他說：“尚未決定入讀本

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為了找學校已經很頭
痛！看過多間學校，很多都不錯，現在跟老婆
仍處磋商階段。”

不否認老婆想復出
對於報道中提及的國際學校，阿Mo承認

他有去參觀過，問到是否不合心水？阿Mo否
認說：“不想特別作出評價，這樣對小朋友
和學校都不公平。現在以開放心態去找學
校，有三個仔女就要更努力去找，我主要都

是看學校的教育制度。”又否認拿出500萬購
入資本證劵，還指三名仔女的教育費何止500
萬，所以每一步都要和老婆認真商量。問到
老婆是否要復出拍戲幫補學費？他笑說：
“不關事，這是男人要肩負的責任。其實她
對演藝界有興趣有熱誠，如果她不演戲，觀
眾都會有損失。”

洛雯與拍檔沒芥蒂
同場的湯洛雯近日被指因轉數慢，被節目

《學是學非》的拍檔梁嘉琪杯葛，湯洛雯說：
“這個說法太好笑，可能我太真，平時都鬥開

嘴，大家相處方式太熟。我都想幫嘉琪澄清，
其實她對我好好，私底下都會約出來，(她說你
笨？)我好聰明的，節目中我叫‘聰明湯’。”
她強調與嘉琪之間並沒芥蒂，大家更在手機群
組笑指報道峰迴路轉。提到另一拍檔張秀文傳
出與前經理人Victor拍拖，問到可有恭喜對
方，湯洛雯即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應是
工作關係。我們不談感情，開工都是講《學是
學非》。”
至於黃智賢，他透露劇中與女主角邵美琪

有感情線，更會演第三者介入她與陳豪的婚
姻，他相信這個組合能帶給觀眾新鮮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 陳豪(阿Mo)與黃智賢、湯洛雯及

簡慕華等 6月 30 日現身將軍澳，出席無綫新劇《完美叛侶》之

“‘信’者得愛”活動。最近有報道指阿Mo與老婆陳茵媺以500萬元

（港元，下同）購入國際學校的資本證券，為長子拿取K1入場券，阿

Mo承認他有參觀過該國際學校，但現階段還未決定讓兒子入讀本地學

校抑或國際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許懷欣(Ryan)的新專輯《The Stay
Up - "Wake Up"》近日推出，日前他舉行“The Stay
Up 許懷欣 EP Release Party”造勢，即場演唱新歌，更
請來Rockabilly Band擔任暖場嘉賓搞熱氣氛。

Ryan的圈中好友如Anders Nelsson、Soler、小塵
埃、馬嘉均以至忙於為自己個唱準備的梁詠琪(GiGi)也
來撐場支持。當然Ryan的老婆、媽媽、弟弟許懷谷以
至許冠文的女兒兩夫婦也來力撐他出碟。問到為何爸爸

許冠傑不來，Ry-
an 指爸爸要為年
底個唱練歌，所以
不敢打擾他，不過
新碟爸爸也給了很
多寶貴意見，Ry-
an 會在慶祝派對
結束後親自送上
CD給爸爸欣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新劇
《全職沒女》6月30日進行片頭拍攝後便正式
煞科，演員張兆輝、陳松伶(松松)、陳瀅、張
振朗、王卓淇、姚瑩瑩、楊卓娜及鄭子誠等
均有參與。張兆輝與陳松伶表示劇集拍完真
的有點依依不捨，不過二人將要北上工作，
松松在北京開設工作室，休息一星期後便演
出一部奇幻電影；輝哥則要接拍古裝劇演反
派角色，1日便動身到橫店開工。

松松望快開第二季
松松笑言與劇組分開很不捨得，但仍保

留電話群組，尤其是今次合作群策群力，最
難得有些不用開工的演員都有來探班，是她
拍戲以來從沒試過，所以希望《全》劇能像
美劇製作般會有第二季，可以延續下去，大
家就不用等十幾年後才再見。問到無綫有否
再找她拍新劇？松松帶笑說：“未有呀，可
能要看我的表現吧！”輝哥即笑謂：“不用

看，好快會有電話，她是粒‘快叉’電芯，
很快又能充滿電去工作！”
輝哥在劇中飾演酒店大堂經理，大熱天

時仍要穿三件頭西裝開工，他苦笑指試過烈
日當空在中環街頭拍外景，助導曾中了兩次
暑，不過即使辛苦仍是拍得很開心。輝哥之
後便馬不停蹄，1日要到橫店拍劇三個月，他
也了解過橫店氣溫比香港還高，而且又是古
裝，因此會帶備充裕物資以防中暑。

赴橫店拍古裝

張兆輝首要防中暑

許懷欣出新碟
家人好友力撐

■張兆輝被陳松伶摟住合照。■陳瀅(左二)大秀美腿。

■(左起)區永權、陳瀅和林
盛斌的擊球動作似模似樣。

■許懷欣(左五)出新碟，親友力撐。

■陳豪與一眾《完美叛侶》合演者6月
30日大派海報宣傳。

■陳豪暗示老婆陳茵媺或會復出。

■陳豪以高難度動作拾花球。

■湯洛雯不認為自己蠢。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代“宅男女神”陳瀅，6月30日
除了出席劇集活動外，也偕區永權(Albert)和林盛斌(阿
Bob)以及網球女將張玲參加“保誠社區網球普及計劃”
的宣傳活動，藉以鼓勵學生培養積極健康的生活態度。

穿短裙示人的陳瀅展露美腿，盡顯青春活力，她更
與區永權及網壇明日之星組隊，上演一場友誼賽大騷球
技。樣子甜美的陳瀅不時都有做運動，她更自爆熟識網
壇動態︰“網球比賽很刺激，每次觀賞網球賽事都很緊
張，所以我很期待
10 月中舉行的香
港網球公開賽，希
望到時可在現場一
睹網球精英較量，
親身感受熱鬧氣
氛。”至於俱為人
父的 Albert 和 阿
Bob，都認為給子
女提早接觸運動是
有益無害。

陳瀅自認關注網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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