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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什么是德州理工大学独立
学区课程 (TTUISD)

现在联系我
们了解更多!

德州理工大学独立学区课程由州政府机构批准创立，自1993年以来，已有超过33万5

千名来自63个国家的学生加入本课程并获得毕业成绩。多元化的授课形式可以满足学

生不同的需求。现在，我们提供从小学到高中12年级的美国同步课程，包括48门小学

课程，28门中学课程，以及83门高中课程。同时学生可以参加162门课程的学分考试

用于所在学校的学分转换。并且：

l 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全日制课程或补充课程的学习

l 不管学生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收到美国高中毕业证书

l 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德克萨斯州教育机构（TEA） 

充分认可，并由德克萨斯州认证的教师授课

l 学生可以随时开始学习，没有报名截止日期

l 课程均按照学生个人的学习进度设计， 

可以自行选择毕业时间提前毕业

l 高品质的课程为学生的大学申请提供优势

l 申请德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将获得 

TTUISD特别颁发的奖学金

区别在于， 
何时何地开始学习。

WWW.TTUISD.TTU.EDU
拉伯克办公室 - 杰瑞德．雷

+1 (806) 834-0801  |  jared.lay@ttu.edu  |  2515 15th Street, Lubbock, Texas 79409

休斯顿办公室 - 秦天
+1 (806) 834-3169  |  victoria.qin@ttu.edu  |  11110 Bellaire Blvd., #209, Houston, Texas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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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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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小瀋陽

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713）995－9982

經典菜色 新增菜色
沸騰魚 $10.99 活魚豆腐湯

香辣鱸魚
沸騰魚

鹹蛋黃焗南瓜
拔絲香蕉大棗

麻辣乾鍋

小雞燉磨菇
東北鍋包肉
火爆腰花
溜肥腸
羊雜湯

尖椒乾豆腐

特 價

油炸糕、驢打滾，小籠湯包，
韭菜餡餅，手抓餅，芝麻大餅，
羊肉燒賣，各式手工面條

傳統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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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每盤僅需99￠凡每桌消費$35元以上，

加點大蝦（白灼、椒鹽、重慶辣子）

地址：9888 Bellaire Blvd. #158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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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小品演員齊聚《生活有點甜》

馮鞏帶徒弟上
由楊亞洲、楊博共同執導，馮鞏、姜宏波、鞏漢林、白凱南、賈玲、

劉佳等傾情演繹的現代生活輕喜劇《生活有點甜》將於今晚（28日）在天

津衛視播出，該劇講述了一群上世紀90年代初國營紡織廠工人們的平凡故

事。該劇是相聲大師馮鞏二十年後再次登陸小熒屏，他扮演的小人物唐喜

樂觀知足、愛打抱不平，仍然能看出來些許當年“張大民”的影子，此次

他不僅帶領自己的徒弟白凱南一同上陣，還與鞏漢林、賈玲、劉惠等相聲

小品演員齊聚《生活有點甜》，頗有看點，用他的話說就是“相聲演員也

不說相聲了，小品演員也不演小品了，全部功力都給了《生活有點甜》。”

曾經在天津紡織機械廠工作過的馮鞏對這個情節頗有感觸：“這樣的故事

現在看起來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但在當時那個年代卻是非常真實的，所

以像我們這樣的學徒工為了回報師傅，經常會幫師傅蓋房子、修房子，或

者得著什麼好吃的點心、好看的點心盒，都會送給師傅們。” 作為馮鞏的

徒弟，白凱南在《生活有點甜》中的表現得到了師傅的讚揚

燦星稱“中國好聲音”為“中國孩子”

2016年6月7日，針對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及世紀麗亮（北京）

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浙江唐德影視股份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申請訴

前行為保全，法院對於該申請於 6月 20日做出了保全裁定，裁定上海燦星

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國好聲音”字樣的節目名稱等。對此，上海燦星及

世紀麗亮均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提交了復議申請。這樁備受矚目的“中

國好聲音”節目名稱歸屬案于 6月 29日開庭審理，法院針對該復議申請案

件組織當事人雙方進行了聽證，燦星製作遞交了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2日裁

決結果等相關證據。

在法庭辯論中，燦星製作總裁田明表示，“中國好聲音”這一品牌屬

於浙江衛視，節目名稱由浙江衛視發明，商標權也屬於浙江衛視。Talpa通

過和唐德勾結，企圖剽竊這一中文品牌，一旦成功將導致國有資產重大流

失。燦星和Talpa的協議到 2018年才失效，對於如今兩家的關係，田明打

了一個比方：“現在Talpa單方面提出‘離婚’，香港仲裁機構還在仲裁過

程中。這種情況下，Talpa找了一個名叫唐德的‘小三’，‘小三’在夫妻

雙方還未離婚的情況下，要和‘原配’爭奪家產，這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對於“中國好聲音”中文品牌歸屬的問題，田明的看法更含了舐犢之

情：“‘中國好聲音’是燦星製作和浙江衛視的孩子，過去的四年裏，他

除了一身西裝來自荷蘭，所有培養、教育的過程都由我們來完成，如今他

不穿西裝了，這個孩子就不是我們的了，就是一個荷蘭的孩子了嗎？”

《冰與火之歌：權力的遊戲》，才剛播畢的第 6季大結局，在美國又締造

開播以來的收視新紀錄，首播時北美共有 889萬觀眾收看，比之前紀錄保

持者—第5季最終回微幅成長，寫下美國影集史難得一見、進入第6季收視

人口還在增加的佳績。

《冰與火之歌：權力的遊戲》本季開始超越原著進度，觀眾不得不第一

時間守在電視機前，才能得知所有人物的命運，早被預期會再創收視高峰

，第 9集出現場面不輸電影大片的私生子大戰，HBO線上看片服務HBO

GO一度因觀眾太多而癱瘓，為第 10集收視破紀錄預先加溫。第 10集中，

統治七國的國王與北境之王皆易手，一心收復家族王位的丹妮莉絲則率領

火龍與艦隊，帶著總理大臣“小惡魔”提利昂朝向維斯特洛前進，“鐵王

座之爭”即將開打。壯闊的畫面與精彩的情節，在全球電影數據庫(imdb)

獲得網友10分滿分。

而首播加上數字平臺等收看人口，在美國《冰與火之歌：權力的遊戲》

第6季各集平均觀眾達 2300萬人，超越HBO創臺以來包括《黑道家族》、

《慾望城市》等的成績，不僅是付費有線頻道史上的第一名，也是目前全

世界最熱門的名劇。獎項分析認為，今年沒有其他影集有如此強勁的氣勢

可以在艾美獎上和“冰”劇一較高下， 有機會蟬連最佳戲劇影集大獎。

電影《海雀，海雀》開機
王洛勇飾演“文支書”

再現貴州省赫章縣海雀村老支書文

朝榮事跡的電影《海雀，海雀》近日在

該村開機。

影片由中國文聯出版社與貴州省畢

節市聯合攝製。

1987年以前，赫章縣河鎮鄉海雀村

森林覆蓋率為 5%，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

33元。海雀村是苗族、彝族聚居地，海

拔 2300米，山大、山多，土層薄。晴天

多沙塵，雨天多洪澇。

1987年冬天，時任村黨支部書記文

朝榮帶領村民們開始植樹造林。1988年6

月，以“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

制”為目標的畢節試驗區建立。海雀村

成為畢節試驗區的“發祥地”。

在文朝榮的帶領下，經過 3個冬天

的苦戰，村民們共植樹12000畝。此後10

年，文朝榮一直帶領村民分批次繼續植

樹。

1995年，海雀獲得“全國造林綠化

千佳村”稱號。

從畢節試驗區建立之初到 2015年，

海雀村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 33元增加

到 6810元，每人平均佔有糧食從 107公

斤增加到 395公斤，森林覆蓋率從 5%上

升到 70.4%，人口自然增長率從 13‰降為

2‰。2014年 2月，文朝榮因病世，享年

72歲。2014年 6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追

授文朝榮“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文朝榮帶領幹部群眾用良種良法

解決吃飯問題，苦幹實幹求生存、謀發

展，就是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中

國文聯出版社社長朱慶說，山上成“綠

色銀行”，山下增糧增畜。生態環境的

改善，科技興農的實施，產業結構的調

整，讓海雀村如今變成了美麗新農村。

“植樹造林讓海雀實現了生態與經

濟'雙贏'，探索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

新路。畢節試驗區三大主題'之一的‘生

態建設’，在海雀村得到了成功實現。

”中共畢節市委常委、副市長王一民認

為。

海雀之變，既有各方大力幫扶，又

有海雀人自身的奮鬥，更離不開文朝榮

的堅持和奉獻。

電影《海雀，海雀》將以一個村的

巨變，呈現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魂的

“時代楷模”。男主角文朝榮由曾出演

電視劇《焦裕祿》的王洛勇擔任，女主

角文朝榮妻子李明芝由李鳳緒擔任。

《海雀，海雀》開機儀式當天，王

洛勇因工作原因未到現場，他通過視頻

表達心意。在視頻裏，王洛勇表示將認

真演好文朝榮，為觀眾呈現一個有血有

肉、情感真實的“文朝榮”。“我今天

為一個與文朝榮一樣偉大的人物而來，

她的愛就像這大山一樣深沉。”《海雀

，海雀》女主演李鳳緒說，“戰勝貧困

是文朝榮夫妻共同的事業，我為飾演這

樣一個優秀的女性而自豪。”

《古田會議》明日上映
首現“朱毛之爭”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古田會議》將於7月1日公映。影片不僅首次
展現在革命初期探索軍隊建設時的“朱毛之爭”，更通過對史實的細緻考察
和對人物的準確把握，呈現出老一輩革命家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極具魅力的個
性特徵。導演譚曉明和毛澤東的扮演者許鉑岑表示，能夠在電影中塑造偉人
青年時期豐富的人格魅力，是《古田會議》做出的新嘗試。

影片真實還原了古田會議歷史，導演兼編劇譚曉明坦言作為一部主旋律
影片，《古田會議》絕不是教科書式地講述歷史，而是要展現思想的交鋒，
充分展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傅柏翠等人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富有
魅力的個性特徵，“可以說在領袖人物的塑造上，我們是有所突破的。朱德
身上有憨厚的一面，但他也是曾經留德的學霸，在政治、哲學等領域有自己
的一套想法，而他表達想法也是很尖銳的。毛澤東有堅定灑脫、霸氣的一面，
同時也有風趣幽默的一面，他知道底層人民想要什麼，他的民族主義，他對
傳統文化的熟悉，使他成為一個本土派的民族英雄。古田會議所具有的深刻
歷史意義和理論智慧其實也蘊含在‘朱毛之爭’裏。”

毛澤東的扮演者是曾在史詩劇《尋路》裏飾演青年毛澤東的許鉑岑，回
憶起兩次對偉人的詮釋，他直言如果說《尋路》的創作可以概括為“誠惶誠
恐地接近”，那麼《古田會議》用“小心翼翼地觸摸”比較準確。

《英雄本色4》昨日啟動

丁晟致敬吳宇森
吳宇森導演的《英雄本色》系列開創

了華語英雄時代，影響深遠。昨日這一系

列宣佈重啟，《英雄本色 4》導演丁晟等

亮相。丁晟表示要以此片向吳宇森導演致

敬，同時既然叫重啟，他也想展示一些新

的風格。

今年 8月 2日，由吳宇森執導、周潤

發、狄龍、張國榮主演的《英雄本色》將

迎來上映 30週年的紀念日，而這個經典

也將被“復活”。隨著一曲《當年情》，

《英雄本色 4》的先導海報昨日曝光。海

報中，四匹狼先後遊走在城市邊緣，色彩

濃重的天空和倒影，讓各個城市拼湊而成

的水泥森林看上去更加神秘莫測。曾執導

《硬漢》、《大兵小將》、《解救吳先生》

的丁晟，對“暴力美學”和警匪片有著自

己的理解與執著。丁晟表示，自己受《英

雄本色》系列影響非常大：“大家知道我

一直在拍硬漢電影、男人電影，我現在非

常榮幸地能夠接過《英雄本色》這個接力

棒。我認為《英雄本色》不單單說的是動

作、暴力，更說的是情懷。”丁晟表示購

買《英雄本色》版權的環節，他並沒有參

與，所以尚未和吳宇森導演有過詳談，他

希望等吳導新片拍完，有時間時和他見面

：“我會向他好好請教。”昨日現場，丁

晟還給吳宇森導演寫了一張明信片：“吳

導，您是我心中的英雄，謝謝您讓我再做

英雄夢。”

對於影片故事，丁晟介紹說同他以前

的導演作品一樣，這部電影的劇本還是他

來寫，“我會讓它更加接近我們內地，讓

內地觀眾覺得更接近我們的生活，我不希

望拍一個看得見、抓不到的電影，但劇情

暫時還不能透露。”周潤發當年塑造的小

馬哥成為影史經典，《英雄本色 4》的演

員陣容備受關注，炙手可熱的吳亦凡作為

資方耀萊的簽約演員，無疑是媒體猜測最

多的人選，丁晟也承認“必須考慮”，但

他也表示“不管肉鮮不鮮，只看演技好不

好。”

丁晟還透露，《英雄本色 4》成功的

話，還會拍第五部。

C2體育圖片

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

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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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都靈，
尤文圖斯足球俱樂
部為新援丹尼爾-阿
爾維斯召開新聞發
布會，阿爾維斯披
23號球衣亮相。據
了解，這位來自巴
西的後衛在新賽季
身披斑馬軍團23號
球衣的主要原因，
是為了向NBA騎士
隊的詹姆斯致敬。

阿爾維斯亮相尤文圖斯

[溫網]費德勒完勝晉級

2016年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將進入第三比賽日，
男單第二輪，費德勒3-0輕取威利斯晉級。

2016美式橄欖球青年組世錦賽在黑龍江哈爾濱開賽。揭幕戰比賽
中，中國隊以0比72不敵澳大利亞隊。

橄
欖
球
世
青
賽
中
國
負
澳



C3文藝鑒賞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星期日 2016年7月3日 Sunday, July 3,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6年7月4日（星期一）6 文匯副刊藝粹

今年舞季的開季節目、正在上演的《風雲》，
是別具意義的重演節目——這是楊雲濤出任

藝術總監後首個舞季（2014年）的節目，也是香港
舞蹈團多年後再次改編本地當代流行文化創作成舞
蹈演出的第一個——兩位前藝術總監舒巧及應萼定
曾分別改編《胭脂扣》和《誘僧》，不過，已是上
世紀九十年代的事。楊雲濤這個舞作，首演時便取
得了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舞蹈製作、聲音設計
及配樂和男主角三個獎項。

“在地”改編
改編名著名作是香港舞蹈團主要的創作方向之

一，上一任藝術總監梁國城便將多部金庸武俠名著
以舞蹈演繹，而他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圖》把名畫
轉為一幕幕舞蹈詩，也頗受歡迎。楊雲濤在改編這
條路上，前有《三國風流》，掌管舞團後更“在
地”：馬榮成創作的《風雲》是香港漫畫經典之
一，連載了近四分一世紀，伴隨了好幾代香港人成
長，其間又有電影改編，接觸更多的觀眾，楊雲濤
將之搬上舞台，某程度上是給觀眾一次集體回憶的

機會，也是拓展觀眾的方法之一——熟悉的題材，
廣受愛戴的作品，對吸引不常入場的觀眾應有幫
助。是以《風雲》之後，去年又有電影經典、已故
著名藝人張國榮主演的《倩女幽魂》，今季稍後則
把馬榮成另一名作《中華英雄》搬上舞台。三季三
個主打作品，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經典。而且，幾
個作品都顯示楊雲濤在中國舞基礎上，再揉合現代
舞的手法，反映了傳統不代表過時，他的雙人舞編
排，尤見功力。有故事較容易吸引觀眾，但作為舞
迷，也希望楊雲濤能繼續發展非敘事、寫意的創
作——還記得2012年叫舞迷眼前一亮的《蘭亭．祭
姪》，以書法家王羲之與顏真卿的書法為題材，以
舞蹈去呈現書法和探索書法家的內心世界，舞蹈以
至整體舞台效果都相當出色。既有藝術形式上的探
索，也引發觀眾對書法藝術的思考。

創新與尋根
能夠兩者兼備自然好，但一年要創作兩個大型

作品並不容易──尤其是要講質而不是純粹求量。
而且，身為藝術總監，考慮的除了創作，還有舞團

的整體發展。在這方向來看，這舞季推出的，與黎
海寧、何應豐合作的《紅樓．夢三闋》，除了讓楊
雲濤自己作不同嘗試，也可看作是進一步跳出框
框、拓闊舞團發展的行動。

舞團在2014年已與無伴奏清唱組合“一舖清
唱”合作《在那遙遠的地方》，結合清唱及舞蹈兩
種不同形式。這次更找來兩位重量級人馬：黎海寧
在香港舞蹈界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毋庸置疑，對香港
現代舞的發展舉足輕重；而何應豐雖不是舞蹈人，
但他對劇場藝術的探索，對發掘身體的底蘊，在香
港劇壇別樹一幟。找兩位不同風格和背景的資深創
作人共同創作，迸發出怎樣的火花是叫人期待的。
而且，以《紅樓夢》為題材，也延續了改編中國名
著或民間傳說的傳統。
的確，走向當代同時也應保持傳統的脈絡，在

引入不同的媒介和舞蹈方法之餘，香港舞蹈團仍然
繼續與內地舞蹈學院合作，帶來“原汁原味”的中
國傳統或民間舞蹈，讓觀眾知道不同的中國舞蹈風
格和由來，也讓舞者增加對中國舞的認識。去年與
北京舞蹈學院合作的《踏歌行》，展現了歷代的宮

廷舞，小心考究及出色的演出，叫人認識中國舞蹈
之美，今年則與雲南藝術學院合作，《彩雲南現》
帶來雲南多個民族的傳統舞蹈。若傳統、現代兩條
路線繼續並行，舞團的發展方向也將更壯闊。
舉辦多年，把空間騰出來讓舞團成員或其他編

舞使用的實驗劇場“八樓平台”，一直零散地與本
地或海外舞團與舞者交流，如2012年台北藝術大學
及2014年兩個韓國當代舞團的交流演出，原本有點
像“人有我有”，今年起確立了交流平台的作用，
十二月一連兩個星期舉行——讓舞團與本地及與亞
洲各地的舞者或舞團交流，顯示出積極利用這空間
的決心。今次的藝術顧問除了楊雲濤之外，還請了
楊春江及不加鎖舞踊館藝術總監王榮祿出任。觀摩
鄰近地區的舞蹈創作，又或本地同儕在進行不同實
驗，都對舞團有益。

舞者提升
要舞團發展完善，優秀的舞者不可少。香港舞

蹈團舞者水平之高及平均，之前也曾斷續提及。舞
者根底好固然是首要，但我想舞團如何培訓他們，
激發他們不斷提升自己，以及嘗試創作，也是必要
的，提升的不僅動作技巧，還有是認識動作的由
來、認識自己身體內在的潛質。像何應豐為《紅樓
．夢三闋》舞者舉辦的工作坊，便力鼓勵舞者認
識動作與身體和內心之間的關係。去年著名英國編
舞家韋恩．麥葛萊格則指導他們如何發掘更多創作
動作的可能。這些工作坊，不單是為一次的演出服
務，而是豐富了舞者的動作，日後隨時取用。
舞團風格定位與發展不是一朝一夕達成。今年

是楊雲濤出任藝術總監後的第三個舞季，節目籌劃
開始展露其想法，未來的發展就叫人期待。

香港舞蹈團

“跳”出傳統覓精
彩

■《蘭亭‧祭姪》

■《風雲》

■何應豐為《紅樓‧夢三闋》舉辦的工作坊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

■《清明上河圖》

香港三大舞團中，香港舞蹈團最“年輕”—今年才慶祝三十五周年，碰

巧現任藝術總監楊雲濤也是三團中最年輕的一個。年輕的有年輕的抱負，記

得今年舞季發佈會上，楊雲濤就曾表示：當代舞蹈潮流已不再囿於舞種。的

確，撇開標籤，還原舞蹈藝術的本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名目舞種，雖

然來自技巧與風格，但只是用以區分，最根本的是把舞跳好、編好，不管是

藝術形式的探索，還是要撼動人心、激發思考，或讓人純粹地感受舞蹈藝術

之美。而這幾年香港舞蹈團的節目策劃與編排，也見到跳出框框、發揮中國

舞技巧特色，走向當代的視野。 文：聞一浩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大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的舞台
製作，早期作品演出五、六小時是時有之事，七日
七夜的紀錄亦有過；今年澳門藝術節重點節目，威
爾遜的獨腳戲《最後的錄音帶》，在澳門文化中心
小劇院的兩場演出，筆者觀賞的第二晚，演出一氣
呵成，只有一小時十分，實是少有。相對曾在香港
藝術節演出的搖滾音樂劇場《黑騎士》（The
Black Rider） ， 和 《 沙 灘 上的愛恩斯坦》
（Einstein on the Beach），可說是“最易看”的一
個製作。
不過，這個製作對一般觀眾來說“容易看”並

不等於便是“好看”，甚至真的“看得明白”；貝
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成名作《等待果陀》
（Waiting for Godot），內容簡單直接“容易
看”，但大多人不會覺得“好看”，“看得明白”
亦不易。而這部原名為《卡拉普最後的錄音帶》
（Krapp's Last Tape）的劇作，是貝克特很重要的
一部短篇作品，戲中內容帶有一定的自傳性。儘管
情節內容簡單，但真的要看得明白，觀眾仍難免要
面對挑戰。今次威爾遜的版本更融入了他獨特的前
衛美學觀，可說是兩位刻意打破傳統的後現代主義
大師顛覆劇場的作品，傳統的劇場經驗和審美反而
會成為“看明白”的障礙。為此，劇場燈光全暗下
來後，突然響起強大的爆烈音響，伴隨雨聲、雷

聲和閃電聲，便仿如要觀眾將過往的觀賞經驗洗擦
掉，拋下一切，進入威爾遜的空間中去吧！

威爾遜強調獨特的空間，和無比“緩慢”的節
奏；他認為戲劇的節奏其實是較現實生活大大加
快，他的“緩慢”，其實是貼近現實生活的速度！
《最後的錄音帶》自始至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便
是威爾遜最喜愛的傳統鏡框式舞台，還刻意地放置
了一大捆用繩子包紮起來的紙張在舞台前端。燈再
亮起時，觀眾眼前的景像便是七十歲的老人家卡拉
普，獨自一人安坐在狀似資料室的空盪盪空間中，
左右兩邊小長桌上置放捆綁的文件、書籍和盒
子，其上各有三盞罩燈懸垂下來；背牆是一排檔案
架，架後有出入口。三邊牆上高處都各有三個加有
欄柵的小窗口。這便是卡拉普每年將過去一年發生
的事情錄音來度過生日的地方。
然而，開場強大的爆烈音響帶出的大雷雨場

面，在劇場獨特的光影及音響效果配合下，變成滿
是鐵枝欄柵的牢房一樣。雷聲、雨聲、閃電，轟炸
般佔據劇場內整個空間；雖有強弱變化，但壓迫
感沒變。這種在觀眾眼中的外在感受，其實映照
的是一個空洞的孤獨空間中，卡拉普翻騰強烈而
複雜情感的內心世界，是卡拉普回望一生難以安靜
下來的波動情緒。這與他靜靜地、無比冷漠和冷靜
地坐在桌“前”的姿態，構成無比荒誕的強烈對

比，這種荒謬正是構成《最後
的錄音帶》的主要元素。
卡拉普的形象臉塗白粉，

劇終時燈光亮起，觀眾更會清
楚地看到他所穿的背心前後剪
裁色澤不同，腳上穿的是很搶
眼的深紅色襪子。在第一部分
維持了二十多分鐘的閃電雷鳴
的場景中，仿如默劇般，卡拉普對長書桌靜靜
地、面無表情地坐，書桌上放置了一台古老的開
卷式錄音機，桌子的上空有懸垂下來的罩燈；他其
實是面對書桌的背面而坐，書桌的櫃桶（抽屜）全
部向觀眾，這種“不正常”的場景更加深了荒謬
感。及後卡拉普慢慢離開書桌在場中走動，先是拾
起香蕉皮，繼後又在櫃桶中掏出香蕉來吞食，再將
蕉皮掉在舞台上，動作誇張猶如冷面笑匠，那正好
和他的小丑式形象貼合，與劇中老人內心的孤獨與
翻騰的感情世界帶來荒謬的對照外，更為觀眾帶來
舞台的疏離感。同時，卡拉普還開始伸展四肢，手
舞足蹈，將右邊小長桌上一堆藏了錄音帶的盒子搬
到桌上，置於燈光下，坐下，面對錄音帶，大叫
了一聲，進入一個寂靜的世界……
第二部分開始，卡拉普開始翻開古老的開卷式

錄音磁帶，一邊翻、一邊舞動，磁帶反覆播放

已逝去的舊事，對母親離世的憶述，還有年輕時與
戀人艾菲（Effi）戀情的終結，在湖上和在小艇上
的情景……貝克特現實生活中的戀人應是他的表親
Peggy Sinclair，這兩段年輕時的感情生活的錄音，
卡拉普反覆地用心聽，但突然失掉理智一樣，將
桌上所有的錄音帶一下子便全撥到舞台上……雷聲
雨聲再響起，卡拉普再站起來走動，隨後再坐下
來，又再翻出錄音帶來聽，一邊聽、一邊夾雜聽
似並無意義的歌聲、雨聲……期間卡拉普一度隱身
到場後的檔案架後，獨留空台一陣子再出場，既像
告訴觀眾，那是一個舞台的空間；亦像留出一個空
間，讓大家思考思考……

可以說，威爾遜在舞台上呈現給觀眾的，便是
一切異常化，被扭曲化的荒誕影像，但又夾雜一
些敘事性的故事情節，既要觀眾入戲，但又要觀眾
抽離。 文：周凡夫

孤寂映照荒誕人生荒誕世界
威爾遜《最後的錄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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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馥 甄 8 日

將推出第 4 張個

人專輯《日常》，

因 應 音 樂 數 位

化，採「限量」

概念，這張專輯

採預購制，發片

後將不再生產，

田馥甄對預購銷

量很滿意，得意

「印刷廠都印不

出來了」，昨舉

行發片記者會，田馥甄難得展現口才，一手一手介紹新歌，而田馥甄回家後也累

翻了，自嘲忙得像隻狗，不過她也曬出踏入歌壇以來最大尺度自拍，驚艷許多歌

迷。

睽違 2 年多，田馥甄即將推出新作品，舉行發片記者會後，她今 (1 日 ) 淩晨

曬出田馥甄的日常，自嘲忙得像隻狗，還完繞口令「忙狗吃芒果」，其中，田馥

甄曬出的自拍照，堪稱是出道以來最大尺度，她身穿黑色細肩帶背心，大方秀出

香肩、微露酥胸，調皮手拿叉子遮右眼，模樣俏皮又不失性感。

田馥甄宣傳專輯外，仍不忘呼籲「請愛護動物」，也讓人見識到她重視毛孩

子的權益，人美心美當之無愧。

【娛樂 7大條】非凡女主播慟流產　
控名醫誤診引論戰

6 月最後一周小 S 在金曲獎「峰姐」惹議，

同天歐陽妮妮回國，短短 68 秒道歉就閃人也被痛

批。主播呂佳宜控名醫誤診至流產還登上頭版，

鄭進一則風流到和「朋友女友」十指緊扣。戎祥

遺孀賴芊合成功尋到下一春，甜認以色列男友，

伊能靜與白歆惠也先後產子帶來好消息。

6/25 小 S 蔡康永「峰姊」惹眾怒 
小 S 在金曲頒獎高呼青峰「峰姊」，惹怒蘇

打綠粉絲，事情鬧大後，小 S 公開在臉書道歉「再

好的朋友，都不該標籤別人」，搭檔蔡康永也跟

進致歉，青峰後來打圓場，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

音樂上。

6/27 鄭進一「朋友女友」照樣牽牢牢
鄭進一被網友爆料上酒店帶小姐出場，還被

拍到十指緊扣的照片，隨後他表示只是跟朋友去

喝酒，而那也不是酒店小姐，而是朋友的女友，

甚至說出「我每天牽很多人，代表心連心」令人

傻眼。

6/27 戎祥遺孀甜認帥哥洋男友
戎祥遺孀賴芊合凌晨受傷掛急診，沒想到身

旁有外國帥哥作陪，曝光後賴芊合坦言是新男友

Kosta，身分是保養品牌的高級主管。沒想到隨即

有男方前員工爆料，Kosta 老婆曾來台灣探望，但

賴芊合選擇相信男友，表示兩人認識時 Kosta 就 黑
細
肩
帶
背
心
微
露
酥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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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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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杰倫（周董）的「地表最強世界巡迴演唱

會」昨起一連 4 天在上海登場。他砸下 1.6 億元

台幣，打造 4D 魔幻太空舞台，以全身 LED 巨型

盔甲的「電幻戰士裝」開場，高科技效果讓人目

眩神迷。上海 4 場合計 4.4 萬人次捧場，票房 2.92

億元台幣。

如漫步宇宙
周董昨以快歌《英雄》與《無雙》揭開演唱

會序幕，出場氣勢如虹，歌迷尖叫聲不絕於耳。

他透過精準的 LED 視頻設計，看起來有如漫步宇

宙之間，帶領歌迷進入太空之旅，並搭配噴霧等

效果，號稱不用戴 VR（虛擬實境眼鏡）就能感

受 4D 逼真特效，還運用逼真道具與華麗視覺設

計，帶歌迷「潛入海底世界」。

這次巡演共出動 20 位舞者、13 位樂手，周

董共換 9 套造型，7 套由江蕙、張惠妹等天后御

用的香港造型師 Tomas 打造，2 套委託國際精品

MOSCHINO 設計，舞台升降機關有 8 個，周董

光記走位就花了不少時間。 

美嬌娘助陣
「董娘」昆凌昨也到場，她事前在微博號召

歌迷大聲唱《英雄》副歌的「擊殺、雙殺、三殺」，

還暱稱老公「周周」，相當甜蜜。他們的女兒「小

周周」才 11 個月大，據悉昨沒帶在身邊。

藝人賈靜雯和修杰楷的姊弟戀於去年修成正果，同年 8 月生下愛女咘咘，近來母女倆更受邀參與

中國實境節目《媽媽是超人》，成為最受矚目的一對。1 日播出的最新一集節目，賈靜雯為了給老公

生日驚喜，特別到超市採買食材，準備煮一頓愛的料理，但也因此曝光了「驚人」廚藝。

賈靜雯為了老公的生日，不只帶著女兒咘咘 Cosplay《灌籃高手》的「櫻木花道」造型拍畫報，今

日播出的節目內容，她還到百貨公司買了一對精緻馬克杯當禮物，甚至打算親手料理生日大餐。因賈

靜雯之前就曾讓人見識到進廚房的慌亂模樣，故這次下廚，讓大家備感期待。

賈靜雯進廚房後的第一道步驟「切洋蔥」，就讓觀眾看了哭笑不得，原來是因為她竟把洋蔥整顆

連皮帶肉切，切下來的洋蔥塊還東掉西掉，更因為做菜期間聽到咘咘哭鬧、忙著哄女兒，湯都滾到溢

出來，所幸聽到聲音才沒釀成意外。雖然料理過程有驚無險，但賈靜雯還是順利完成，和咘咘兩人在

客廳等待修杰楷返家一起享用大餐。

已經是單身。

6/28 非凡主播流產 控訴名醫誤診
非凡主播呂佳宜６月 28 日控訴禾馨診所蘇怡

寧醫生誤診，導致破水併發子宮感染，還將腹中

男胎引產，但醫生反控主播要錢、陳述內容不實。

隔日兩方再度交火，呂佳宜與先生開記者會提出

3 大疑問，蘇怡寧則表示曾建議引產及住院。諷

刺的是，兩人在呂主持的健康節目早已認識，現

在卻在大眾前撕破臉。

6/29 伊能靜高齡誕女 前夫庾澄慶道賀
47 歲的伊能靜去年與小 10 歲中國男星秦昊

結婚，伊能靜歷經千辛萬苦終於懷孕，不但做過

所有高階基因產檢，5 月還赴美待產，終於在６

月 27 日生下女娃「小米粒」，夫妻倆第一時間公

開喜訊，前夫庾澄慶（哈林）也透過經紀人表示

恭喜。

6/29 白歆惠祕生男娃 吳佩慈送 6.7 萬嬰
兒車 

白歆惠自今年農曆過年後就消聲匿跡，之後

果然爆出祕密懷孕，更在６月底順利產下男娃娃，

相當低調。男娃乾媽吳佩慈也出手大方，與另一

位乾媽合送價值 6.7 萬元的嬰兒車。

6/29 秦偉被爆射後不理 性侵醜聞 5 連
爆神隱　

藝人秦偉遭正妹造型師「濱小步」在臉書爆

料「射後不理」，性侵醜聞越滾越大，目前已有

5 女出面指證，其中還包含 1 名資深經紀人，此

外受害的 38 歲謝小姐指控 6 年前險遭秦偉性侵，

秦還說「女生說不要就是要」，行徑令人錯愕，

事發後秦偉則關閉臉書未接電話，持續神隱中。

周董上海玩 4D 舞台 
砸1.6 億 上 太 空

為老公生日秀廚藝
       賈靜雯忙顧咘咘險燒廚房

女星陳珮騏出道多年，在多部本土劇的亮眼表

現讓人印象深刻，擁有不少粉絲，沒想到今天她竟

被民眾用不屑的語氣狠酸是「本土貨」，但她並未

因發怒，而是溫柔地回話對方，高 EQ 的反應，被

大讚超霸氣。

陳珮騏今 (1 日 ) 在臉書透露，她出外辦事時，

在櫃檯被一名小男生認出是明星身分，對方隨即

跟身旁的女同事討論起她，但那女同事卻大聲說：

「那是你，我對本土貨沒興趣。」後來雖不知他

們又聊了什麼，但還是聽到她又提了一次「本土

貨」。面對民眾不禮貌的舉動，陳珮騏仍保持微

笑，溫柔地向對方說道：「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

請不要用本土貨形容，這樣子真的不好聽。」

而陳珮騏事後也在臉書發表想法，雖然知道對

方說的本土貨是指「本土藝人」，但她認為大家都

是在這片土地上面土生土長的本土人，用「本土

貨」形容實在不恰當，更霸氣表示：「我是本土貨，

這是事實，不會自卑也沒什麼好自大的。而且對不

是同樣生長在台灣的人而言，我就是外國貨了。」

引網友一片叫好。

遭酸「本土貨」 
陳珮騏高 EQ

霸氣回應被讚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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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檔最受期待的動作喜劇大片《絕地逃亡》，由國際巨星成龍、

範冰冰、約翰尼· 納什維爾（美）主演，影片將於 7月 22日上映。今日

新曝“鬼畜”版預告及美漫風格海報，相比此前中規中矩的預告，這支

盡顯歡脫。成龍打鬥動作反復跳幀播放，猛壹看還以為自己打開方式不

對，魔性十足。更有大哥戲耍搭檔約翰尼的勁爆對話，配上“賤兮兮”

的小表情，讓人眼前壹亮。還有範冰冰全新動作帥氣登場，驚喜十足。

帶感！成龍魔性打鬥，戲耍“蠢蛋”CP搭檔
電影《絕地逃亡》講述了成龍、約翰尼這對落難搭檔，從俄羅斯南

下香港的爆笑逃亡之旅。今日曝光的“鬼畜”預告裏成龍打鬥動作被快

速剪輯，加之跳幀、倒幀的反復運用，大哥仿佛被上了發條，拳腳招式

簡直停不下來，壹來壹回就撂倒壹群打手，讓人忍不住想跟著節奏動起

來。此次搭檔約翰尼，兩人連蹦帶跳連打帶鬧，在絕地逃亡的路上，壹

次次幹凈利索地收拾對手。成龍更是壹改往日嚴肅臉，汙汙的哄騙搭檔

吃下黑暗料理—— “羊下面的蛋蛋”，冷表情與熱臺詞的碰撞喜劇效

果十足，相當顛覆。聯想到此前約翰尼在《蠢蛋搞怪秀》中讓人捧腹的

經典橋段，不禁好奇他與成龍之間還會發生什麽誇張的劇情。預告中的

冰冰也是壹改以往形象動作亮相，掄吹風耍電槍招招犀利。

驚呆！大咖漫畫海報，畫風閃瞎眼
今日同時曝光的海報中，成龍卻神情凝重，被壹支槍口瞄準頭顱，

橫穿的子彈激起蘑菇雲，誇張的手法暗示著逃亡路上不斷的風波。此版

海報壹改此前表情包萌趣路線，範冰冰、約翰尼· 納什維爾均以黑白頭

像嚴肅登場，與飽滿鮮艷的背景色彩和歡喜的漫畫風格之間形成強烈反

差。這種黑白與鮮艷、嚴肅與熱鬧的對比，也暗示著影片中各種矛盾和

驚喜反轉。

值得壹提的是，成龍此次攜帶“三新”配置出場。環境新，影片全

球 6地取景，翻山越嶺跨江渡河。搭檔新，同行的約翰尼不愧是曾主演

過《蠢蛋搞怪秀》的資深喜劇咖，面部表情豐富，肢體動作誇張，壹言

壹行都成為點燃成龍的導火索。道具新，不但耍套娃對戰性感女打手，

還有人體保齡球刺激登場。如此贊到爆的新配，相信成龍勢必讓今年燥

熱的夏天再多添壹抹趣味。

據悉，動作喜劇電影《絕地逃亡》由北京唐德國際電影文化有限公司、美

國Dasym Media 榮譽出品。中國廣西電視臺、中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有

限合夥）、北京天華華文影視投資有限公司、青年電影制片廠、浙江美濃

影視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耀萊影視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衛星頻道節目制作中心、北京微影時

代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7月22日全國公映。

劇情簡介：
壹個落魄警察（成龍飾），壹個滑頭賭徒（約翰尼· 納什維爾飾），壹

路南下追追逃逃。剛從俄羅斯黑手黨中虎口脫險，又遇蒙古壯漢摔跤花

式被虐，途徑廣西身陷急流險丟命，無奈香港黑幫窮追不舍……他們能

否成功拯救白舒（範冰冰飾）？搞笑、刺激、搏命、冒險，正宗成龍喜

劇範暑假7月22日來襲。

江疏影《危城》演繹亡命女教師
眼神殺俘獲彭於晏

動作巨制《危城》將於 8 月 18 日上

映。在這部男神集結的動作電影中，江

疏影飾演的女教師白玲是壹把不可或缺

的“溫柔刀”，不僅帶著壹群學生“亡

命天涯”，更憑借眼神殺“俘獲”男神

彭於晏。影片中白玲疲於奔命，內心充

滿恐懼和緊張，江疏影介紹在表演時近乎

窒息和缺氧，為了切身實地融入到角色

中，甚至會看悲劇作品逼自己“不高興”，

下足苦功。此外，江疏影還在目前熱播的

電視劇《好先生》中變身禦姐江萊，有網

友評價：顏好腿長每個角色都 hold住，還

與這麽多男神合作，江老師簡直拉得壹手

好仇恨。

“這個老師不簡單” 江疏影成男神
反目導火索

《危城》是江疏影的首部動作電影，

她雖然不需要像男人壹樣動刀動槍，打得

天翻地覆，但卻是男人們反目、鬥爭的

“導火索”，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影片中，江疏影帶著壹群學生逃到普城，

因為她的關系導致劉青雲古天樂壹見面便

兵戎相對。除此之外，《危城》中的另壹

男神彭於晏也因為江疏影而發生思想轉

變，影響了整個故事的走向。

對於如此重要的壹個角色，江疏影直

言“這個老師不簡單”，她介紹，自己並

非第壹次演老師，但《危城》卻是她感觸

最深的壹次。作為壹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

教師，如何“挑”起如此大的壹場戰役？

江疏影表示：“白玲的

武器是她的信念，就像

壹把‘溫柔刀’，在無

形之中潛移默化地感染

著身邊的人。我覺得她

在這部電影中是壹個能

量的傳遞者，也是壹個

希望的探路者。”

挑戰內心戲近乎窒
息 江疏影獲贊“戲裏
戲外真女神”

影片中，江疏影不

僅與男神劉青雲、古天

樂、彭於晏有不少對手戲，還憑借溫柔的

眼神殺“俘獲”彭於晏飾演的浪人馬鋒，

和他上演了“柱咚”、“欲拒還迎”、

“書信之約”等撩人戲碼，首次合作便默

契十足。值得壹提的是，江疏影日前憑借

電視劇《旋風十壹人》《好先生》等作品

贏得壹片好評，在熱播劇《好先生》中，

江疏影搭檔男神孫紅雷，將壹個有血有

肉、作天作地的“霸道女王攻”形象演繹

得淋漓盡致，被網友稱贊為“戲裏戲外真

女神”。

與以往角色的光鮮亮麗不同，電影

《危城》中，江疏影不僅穿著樸素，梳著

厚厚的劉海，甚至因為角色需求，長時間

處於蓬頭垢面、慌張失措的狀態，在表演

上再次突破自我。對此，江疏影坦言只要

角色需要，願意嘗試各種形象，她透露，

“拍攝時為了讓自己保持在心有余悸的情

緒中，會提前壹個晚上去反復看悲傷的電

影，逼著自己‘不要高興’，所以才有了

電影裏很多窒息的狀態，這也是我在《危

城》中最大的挑戰。”

電影《危城》由劉青雲、古天樂、彭

於晏、袁泉、江疏影領銜主演，吳京特別

演出。廖啟智、釋彥能、吳廷燁、洪天

照、姜皓文聯合主演。影片由博納影業集

團有限公司、環宇娛樂有限公司出品，愛

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

化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廣州長長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奧飛影

業投資(北京)有限公司、智樂影業有限公

司、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觀鑒影業有限公司、壹壹傳媒集團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8月18日上映。

《盜墓筆記》曝預告
最正宗南派開啟尋秘征程

今年最受矚目的奇幻冒險

巨制《盜墓筆記》在華表獎霸

氣定檔8月5日後，於今日再曝

“尋秘版“預告；個性分明的人

物角色，危機四伏的千年墓穴，

變幻莫測的地下世界預告中展

露無遺；與此同時，最受矚目

的瓶邪CP，在預告中霸氣聯手

穿越生死，並踏上壹段未知的

“尋秘”之旅，頗有生死同行的

超燃氣焰。據悉《盜墓筆記》由

著名導演李仁港執導，南派三叔

親任編劇，最正宗的南派探險範

勢必引爆今年暑期檔。

千年古墓通陰陽 探險之
旅暗懸危機

此次曝光的“尋秘版”預

告中，以極惡天氣為開場，雲

層渾濁滾動，風雪欲來之勢席

卷整個雲顛山脈。近在咫尺的

千年古墓，冰封雪域突起紛爭，

是人性欲望的貪婪還是掙紮過

後的恐懼，引人入勝且頗具大

片範。“我這種人，如果在這

個世界上消失了，不會有人發

現，但我知道有壹個人壹定會

記得我”，隨著井柏然低沈的

嗓音開場，原著中張起靈的

“高冷”形象神還原，壹場通

往千年古墓的石階，穿越生死

的奇幻面紗就此拉開。“追尋

秘密，壹定會承受知道秘密的

後果”，南派盜墓起範兒，眾

人合力開棺再現原著經典，隱

藏在地下世界的神秘生物傾巢

而出，“地宮護法”怪力開戰，

面對升騰襲來的威脅，“盜

墓”軍團該當如何化險為夷，

引發眾人猜想。

瓶邪CP“高冷”發糖 共
闖魔關生死同行

“我罩妳”，令人出乎意

料的是，“天真萌“的鹿晗飾

演的吳邪竟以“最 man”氣魄

對高冷的張起靈展示出“最暖

戰友力”；預告中，井柏然沈

默寡言，出手淩厲，當吳邪壹

聲極具感染力的“悶油瓶”傳

來，張起靈臉上泛起深沈內斂的

微笑，兩人對視畫面雖驚鴻壹

瞥，但瓶邪CP的“發糖”模式

已宣告正式開啟。值得壹提的

是，吳邪天真不羈的笑容，讓不

少書迷及影迷直呼：“活久見，

這才是我心目中的吳邪”。

地下世界恢弘奇幻 十年
等待揭千年秘境

千年地宮開，南派盜墓來。

此次曝光的“尋秘版”預告中，

盜墓軍團置身危機四伏的地宮，

不僅要抗擊隱藏千年的墓宮護

法，還要防備若隱若現的“魑

魅魍魎”；而地宮中或戴面

具、或像雕塑、或像骷髏的

神秘造型也驚爆眼球；異域

情調布滿機關的墻壁，“屍

蹩”“潮蟲” “蚰蜒”等黑

暗生物則讓本應沈寂的古墓

變成壹場驚險的探秘之旅。

作為原著作者與影片編劇，

南派三叔希望自己的參與能最

大程度還原原著精髓,“稻米”

的十年等待，足以揭開千年秘

境的塵封往事。如今瓶邪CP仍

猶在，追更少年已滄桑，對

書迷及影迷來說，電影《盜

墓筆記》將會是壹場前所未

有的盜墓體驗，8 月 5 日靜候

青銅門啟，揭開深藏千年的

地宮謎團。

據悉，《盜墓筆記》講述

了醉心於古建築的吳邪因偶然

的機會在三叔吳三省帶領下，

與張起靈、阿寧、潘子、胖子

等人展開了壹場前所未有的冒

險之旅。電影鎖定8月5日霸氣

上映，將會是暑期檔唯壹壹部

華語奇幻冒險巨制。《盜墓筆

記》由世紀長龍影視有限公司

發行，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

司、樂視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南派泛娛有限公司、世紀長龍影

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絕地逃亡》曝“鬼畜”預告海報

成龍魔性打鬥

C5科技咨詢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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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務
推薦：去哪兒、ZUJI、攜程、藝龍

去哪兒、ZUJI、攜程、藝龍等可為旅客提供酒
店、機票、團購、車票、景點票等旅遊服務。但不同
的是，去哪兒和ZUJI只做垂直搜索，為旅客全面篩選
最詳實的信息，但並不能保證質素的優劣；攜程和藝
龍則是實際的代理商，可以從他們手中直接購買商
品，質量有保障，但價格相對來說會貴些。

機票比價
推薦：Skyscanner、Fanfares

每個國家或地區幾乎都有一間廉價航空幫普羅
大眾慳錢，例如香港的HK Express、去東南亞國家
廣泛用到的亞洲航空、台灣的虎航、日本的樂桃、
澳洲的維珍航空等等，運氣好能搶到超級低價的機
票。

Skyscanner就是比較好用的綜合性機票搜索網站
了，強大的搜索引擎可以將國際所有航空公司的價格
包羅其中，點擊鏈接可直接進入代理商及航空公司官
網，還能關注某些航線的價格趨勢，設置價格提醒。
Fanfares則是由國泰和港龍聯合推出的限時限量的機
票套餐，每周二上午8點登場，搶完為止，得閒時刷
刷網站說不定就能促成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酒店精選
推 薦 ： Agoda、 Booking、 Hotels、
Trivago
Agoda、Booking、Hotels、Trivago均是全球通用

的酒店預訂網站，房源種類豐富多樣化，可滿足各種
需求。Booking和Agoda在價格方面相差無幾，Book-
ing有許多可以免費取消訂單或只需輸入信用卡作為擔
保的酒店，但Agoda就顯得較為複雜，不僅要預付，
修改訂單也很麻煩，靈活性很低。一般情況下，全額
預付的房價會低於部分預付，再低於到店付款。

出行訂購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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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旅行，安全最重要。“三思而後
行”，才可令到出行風險降到最低。

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旅遊保險
買旅遊保險，就是“買放心”，價格、保障範圍都要

考慮。保險公司會提供僅單次旅程甚至全年旅行的保險，
只要根據需求選擇就可。鑒於遊客在外經常會遇到危險，
例如內地遊客在土耳其乘坐熱氣球受傷甚至身亡，醫療保
險即可提供意外損傷或者緊急醫療的需要。不過要小心留
意條款同細則，是否承保藥物費用、住院保障、醫療運送
服務等。

而平時丟三落四的讀者，最緊要的就是個人財產 / 行
李的保險了。萬一財物被人偷了或者遺失，保險公司都會
賠償，惟大多會設定最高賠償額，其額度是根據投保金額
所決定。小編的朋友在西班牙遊玩時，手持的單反相機被
當地團夥騙走，幸虧投保最低額度的保險，雖最後只拿回
四千蚊，也好過一分錢都沒了。總而言之，簽保單之前，
記得貨比三家，找出最抵的保險計劃。

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民宿安全
近年風靡全球的民宿，短期租房平台Airbnb就受到眾

多旅客的青睞，但因隱私、消防、糾紛、稅收等問題，
Airbnb一直都是眾矢之的，平台與各國政府的洽談也不順
利。譬如大多數人去台灣都會住民宿，但Airbnb的服務在
當地卻屬不合法，去年年末，新加坡有一家六口在台北訂
房慘遭一氧化碳中毒喪命，類似的新聞屢見不鮮。

因此在民宿平台訂房時，旅客一定要了解對方是否有
牌、信用評級、其他用戶的評價等，還可以詢問房東是否
有房門安全栓、反鎖專用鎖等等。如若不幸遇到室內起火
或其他安全事故，一定先撥打急救電話尋求幫助。

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證件備份
證件丟失是最麻煩的事，所以有經驗的旅客都會建議

隨身攜帶複印件，並掃描一份儲存在自己的常用郵箱中，
以防萬一。有備份在手，去報案、辦理補領證件，都會更
加方便。

旅行

貼士

在大數

據時代下，

信息共享、商家競

爭，似乎令“生活不止眼前的

苟且，還有詩和遠方”變得觸

手可及。以往跟旅行社“旅

遊”，如今則是更多人選擇跑去

世界各個角落自己“旅行”，

“旅行體驗師”、“背包客”等

新職業便由此衍生。今日香港

文匯報就搜集一些出色的

APP 和 實 用

網站，各位讀

者可留意暑假

向世界出發前

哪些最合適。

■記者

周曉菁

情報交換
推薦：痞客幫、十六番、螞蜂窩、窮
遊網

鍾意DIY的讀者可以去一些討論區悉心研究他人的
攻略，為自己的行程添磚加瓦，傳統的香港討論區和泰
國行專區泰國營都是不錯的選擇。由台灣傳入的痞客幫
就大受自由行的青睞，其中相片和遊記的分享都很有共
鳴。

內地方面，較受歡迎的屬螞蜂窩和窮遊網，兩者性
質基本相似，前人會在網站上分享大量的經驗和錦囊，
令用戶快速了解即行旅遊地的基本信息，還會有專設的
問答區以供雙方互動，站內的氣氛相對活躍和愉快。

十六番是年輕人中人氣較旺的論壇，約伴資訊是最
大的特色，無論一人出行或計劃租車、拼車出行的，都
可在十六番裡發放信息尋找相投的夥伴，篩選信息的功
能也十分好用，APP中自帶的匯率工具更顯貼心。8264
就更為小眾了，是戶外和極限運動者的聚集地，為愛好
者提供全方位的裝備、知識、線路、戶外保險等信息。

最傳統的雜誌或旅遊類書籍，就比較適合“懶人”
出行，只要按照給出的建議路線就得啦。《新假期》周
刊、《U Magazine》、長空自遊系列書籍都是廣受歡迎
的選擇。

過境覓食
推薦：Tripadvisor、四萬公里

港人用慣“開飯喇”，港人鍾意的日本、台灣等地
則分別有各自的“開飯喇”，例如台灣用愛評生活通，
日本用Tabelog，內地用大眾點評。但去到其他國家怎麼
辦呢？Tripadvisor、四萬公里就是比較好的選擇了。全
球的旅客都是這兩款APP的信息提供者和反饋者，文字
和相片都令人食慾大開，而且兩款APP就人均消費、附
近餐廳等都有很好的篩選，還會顯示當地必吃、頂級餐
廳推介等，即使沒有當地朋友的陪同，也能嘗到最“接
地氣”的美味。

翻譯問路
推薦：旅行翻譯官

英語雖是世界通用語言，旅行中難免遇到未覆蓋區
域。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下，其實許多APP都已經自
帶語言翻譯的功能，如上述提到的APP十六番便是如
此，可以支持語音和文字的輸入與輸出，好厲害！唯一
的缺點是必須有網路，若遇到信號不好又情況緊急便
GG了。旅行翻譯官就好一點，可以download離線的語
音包，有各種生活日常用語，隨時隨處都可方便使用。

此外，在旅行中用到的地圖和相片分享APP更是不
勝枚舉，讀者定有各自“心水”，這裡便不再廢話啦。
講了這麼多APP和網站之後，還是要多說一句——無論
互聯網技術發展得如何迅速，每個人都要從自己獨特的
角度探索這個世界，畢竟這才是旅行的真正意義喇！

訊息交流類

■港人近年喜愛在
海外自駕遊，租車
公司會提供全額賠
償保險的選擇，租
車時不妨留意。

■短期租房平台Airb-
nb不時出現因隱私、
消防、糾紛及稅收等
問題。

■Skyscan-
ner會為使用
者提供數以
百計的機票
選擇，並可
以設計不同
條件，方便
查找。

■痞客幫
的用家會
詳細介紹
旅程上的
點 點 滴
滴，資料
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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