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節省$825*
給我一通電話，讓北美
最大的汽車與房屋保險公司
保護您，還幫您省錢！

12705 S Kirkwood Rd Ste 213
Stafford, TX 77477

Bus: 832-999-4966
www.steveyanginsurance.com
We speak Taiwanes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楊凱智

保護：
❶您的車子

❷您的房子

❸您的銀行帳戶

Steve Yang, Agent
我們說你的語言

＊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折省是根據2012年全國新投保人調查中所申報轉到State Farm*後的折省金額。**依據A.
M.Best提供的簽單保費。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為了您的方便，此文件
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若解釋上有差異，則以英文版為準。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
ny-Bloomington, IL; State Farm Lloyds-Dallas,TX.各保險公司有獨立財務擔保其商品。

0905023TX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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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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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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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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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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際乒乓球學院
將於7月隆重開業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道)休斯頓國際乒乓球學院 將於7
月23日在Katy隆重開業。開業當天，球館對外免費開放，歡
迎您攜帶朋友及家人前來體驗。

參加開業活動的還有奧運選手、美國國家隊成員鄭佳琪、
馮一君、Timothy Wang等乒乓屆大腕。您可以零距離觀看奧
運選手打球。並有機會挑戰奧運選手，與國手切磋球藝。還可
得到休斯頓國際乒乓球學院的教練團隊的免費指導。

休斯頓國際乒乓球學院有全美一流的場館設施、全美最強
的教練團隊。為休斯頓的小朋友們提供了一個專業平台、為大
朋友們豐富了業余生活。

為答謝大家的支持，在開業當天特設優惠活動。當天報名
的學員可以享受15%的優惠，免收注冊費，並有特別禮品贈送
。誠摯邀請愛好乒乓球的朋友前來參觀。

活動內容：
9:00am-11:30am 開放式自由打球
11:30am-1:00pm 午餐
1:00pm-2:00pm HITTA教練員免費指導
2:00pm-3:00pm 奧運選手和HITTA教練員乒乓表演，挑戰奧
運選手
3:00pm-6:00pm 開放式自由打球

休斯頓國際乒乓球學院誠摯邀請休斯頓愛好乒乓球的朋友
出席7月23日下午 兩點的開業典禮，您將有機會與奧運選手
一決高低。乒乓球學院地點 ：510 S Mason Rd，Katy，TX
77450，聯系電話：678-735-0788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國近日發布的一份新研究報告描繪
出雇主對高等教育要求的工作趨勢越來越嚴格。現今高技術需
要專業技能以滿足工作的要求，因此，正規教育對獲得夢想中
的工作肯定會有所幫助。沒有大學文憑的人們發現找工作是困
難的挑戰任務，特別是因為大多數雇主喜歡僱用已完成正規高
等教育的候選人。據國家政策分析中心提供的統計數據，具有
大學學歷個人的平均收入比一個高中畢業生高2倍。具有碩士
和博士學位的個人的平均收入比一個高中畢業生高3倍。

自2008年的經濟危機后，美國的就業狀況正在慢慢恢復，
但這些就業機會絕大多數都需要專業的技術和先進的教育。喬
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教育和勞動力中心最近發

布的一份就業報告顯示，超過一千萬個就業機會招聘的人員都
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經歷。 擁有學士或者更高學歷的人群就業人
數第一次超過那些僅有高中學歷的， 百分比分別為36%和
34%。

經濟危機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的要求剝奪了許多藍領和文職
工作，因為高科技代替了常規的人類工作。製造業和建築業領
域的就業機會因為自動化和第四產業革命而大量下降，辦公室
和行政工作等領域也是一樣，未來的高教育的要求對那些沒有
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來說，是他們找工作的一個主要的門檻。

因此，數以百萬計的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現在都要開始擔

心自己的工作機會。根據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美國
人中，68%也就是2億多人都沒有大學學歷，而且每年有34%
的學生高中畢業后不再繼續學業。 這一數據能夠解釋為什麼許
多美國人會支持川普的就業的政策。因為他的大部分支持者都
沒有高學歷。 除了美國本土，其他國家也呈現出了相同的就業
趨勢。英國贊同脫歐的人大多都缺乏高等教育經歷，他們現在
已經感受到了自己正在被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競爭環境拋棄。
然而，孩子的高等教育成為許多美國家庭的一項艱鉅的任務

，因為強大的升學競爭和高財務負擔。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為達到傳送愛心
，使貧困學童順利完成學業，愛心組織每年一
度的募款園遊會於七月四日（星期一） 美國國
慶日當天在文化中心盛大舉行。政要，佳賓雲
集，配上精彩的表演節目，以及來自海峽兩岸
華人的近三十個社團所推出的風味小吃攤位，
推出吸引人的美食，使這場園遊會真正超越了
種族，政治，宗教的藩籬，大家打成一片，為

推動貧童教育，而奉獻大愛。
節目從十一時左右開始，由美南電視雙語

名主持人馬健主持。在全體起立唱國歌後，由
北一女校友儀隊進場表演揭開序幕，愛心會長
李正揚首先致歡迎詞，感謝大家的參與，他說
：愛心是自發性的組織，旨在增強在美華人社
團的團結，幫助休士頓地區民族弱勢和貧困社
群以及地區民族之間的溝通與和諧。愛心組織

為非營利機構，聯合許多休士頓
中華組織，包括各僑團組織，宗
教團體和商家共同籌款。過去二
十四年，都在挑選休士頓貧困的
小學，捐贈該校學生全年的學用
品，至今已使超過二萬的學生受
惠，深得僑社和主流社會的肯定
。今年被選中的Park Place 小學
，其中 有20 % 是亞裔，該校學
生代表也由校長Lim 女士率領，
登台表演越式的民族舞 「 鼓舞
」 ，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當天出席的貴賓還有休市市
長代表，首席市議員Mike Knos
, 他在致詞時還不忘提醒在場觀
眾別忘了儘早去作選民登記，以
行使公民的權利。另一位特別來
賓州議員吳元之，也特別趕到現

場，他特別提到愛心組織這二十年
多年來的善舉，以及他個人與愛心
組織的因緣，幾乎愛心組織的活動
他都沒錯過，多年來已成為愛心的
一員，另一位貴賓張文華法官，也
上台肯定愛心的善舉及他們多年來
為促進美國社區族群和諧所作的貢
獻。而 「 台北經文處 」 黃敏境處長
伉儷也由副處長齊永強，及僑教中
心副主任李美姿陪同，於中午十二
時左右，抵達現場，黃處長並登台
致詞，讚揚愛心這一群傻子，二十
多年來無怨無悔的默默付出，而所
獲的成果不可言喻。

當天，愛心的會長李正揚還頒
獎給捐款人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的 總 裁 及 執 行 長 Ken
Janda , 他這次捐了二千五百元，另
外，他也頒獎給張南庭先生，這次他以私人名
義捐了一千元。而Crown Mark Inc. 的蕭素薰女
士，這次也捐出了一千元。

當天的節目還有 「 紅扇舞蹈團 」 楊青表演
新疆舞，以及李衛民主持的 「 Lee Golden
Dragon 」 表演舞獅，炒熱全場氣氛。以及唐愉
拉，廖霞的京劇 「 武家坡」 ， 「 周潔曉慧舞蹈
學校」 表演的古典舞，傣族舞，現代舞，似水

流年，以及潘桃肚皮舞社，夕陽紅， 「 心之韻
」 ，歌友村，華夏藝術團，美國德州廣東藝術
團及多位個人演出，以及由前會長陳瑩所主持
的多項機票及I-Pad 等精彩禮品的抽獎。

今年參與風味小吃的社團包括智勝學院，文
化中心，中台禪寺，玉佛寺，密儀雷藏寺，福
遍中國教會，光鹽社，世華婦女會美南分會，
知青聯誼會，東北同鄉會，休斯敦華裔聯盟.•
••••••• 等近三十家社團的參與。

2016 愛心組織園遊會於美國國慶日當天舉行
政要佳賓和社區人士，共賞歌舞和品賞風味小吃獻愛心

高科技改變全球就業新趨勢 需要高等教育和高級技能

圖為巿長代表巿議員Mike Knos ( 後排左 ），州議員吳元之（
後排右 ） 與Park Place 小學的舞蹈表演者及校長 Lim 女士（
前排右一) 在大會上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夫婦（ 右六，右五） 齊永
強副處長（ 右四），愛心組織會長李正揚（中）與世華工商
婦女會會長羅茜莉（ 左六 ），及該會成員，愛心理事在園遊
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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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好吃面。虽然没

有山陕地区样式繁多，但细

究起来，也自有它处无法比

拟的特点。以浇头来论，大

致分起来，有“卤”、“汆”

两大类。这两种的区别，民

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勾芡

为“卤”，不勾芡为“汆” 。

不论是“汆”还是“卤”，

材料俯首皆是，口味变化多

端。 但有一点：炸酱面和麻

酱面不在这两种之列。

炸酱面，是北京人家里

最普通不过的家常饭。经

老舍、梁实秋和唐鲁孙等

前辈的文字加持，得以升

华成为北京饮食文化代表

之一。老舍小说《四世同

堂》里有这么一个情节：

祁老爷子大寿前一天常二爷

进城给他祝寿。一进门，小

顺的妈要给他做饭。常二

爷说吃个面片汤就行了。

“片儿汤？”祁老人的小

眼睛睁得不能再大一点。

“你这是到了我家里啦！

顺儿的妈，赶紧去做！做

四大碗炸酱面。煮硬一点！”

的确如此。北京人爱面

子，讲究礼节。有朋自远

方来了，日子过得再捉襟见

肘，也不能怠慢了客人。就

拿我家来说，三十多年前

老爷子那会儿喜欢热闹，好

交朋友。一帮小兄弟有屁大

点事推门就到我家来了。

三言两语把事情说完，紧

跟着就是：“得啦，别走

了，赶上什么吃什么吧！”。

这时候，大多数都是吃炸

酱面。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需要留饭，相对来说炸酱

面还是简单。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北

京市场上黄酱从来没有限量

过。那时候我家有一个带盖的

小瓷罐儿，专门盛黄酱的。到

合作社买一毛钱黄酱，正好把

罐儿装满。酱是稀稀的黄豆

酱，棕黄色，带着零星的黄豆

瓣。早些年北京酱园子不止六

必居和天源两家。桂馨斋也没

这么大名气。住甘家口的时

候，那里合作社的酱颜色略

深，偏咸，回到西城，颜色就

发黄一些了，吃起来有回甜，

即便是黄酱，不同的酱园子，

东西路数都不相同。

回到家如果有功夫（时

间），把酱蒸一下最好，如果

来不及，就无所谓了。现在用

干黄酱，做之前要兑水泻开，

如果不蒸，吃起来味道不融

合。想吃肉丁炸酱，一般来说

在上半个月，肉本儿没怎么用

（那时候买肉单有肉本儿，和

购货本儿不在一起用）。打酱

的同时会捎带手买一毛钱肉。

售货员手起一刀，薄薄一片，

往称上一扔，正合适！肉丁炸

酱。回家切丁，中火把肉丁煸

透，再下黄酱，慢火炸透，等

酱锅出了虎皮纹，就可以出锅

了。到了下半个月，肉本儿上

的肉没有了，只好改戏。羊肉

末炸酱、海米炸酱、茄子炸

酱、香菇炸酱、鸡蛋炸酱、

光棍炸酱……很多吃法都是食

材匮乏时人们智慧的体现。

炸酱出来了，就准备面

码。家里吃饭，丰俭由人。

春天菠菜、夏天黄瓜、秋天

萝卜、冬天的大白菜，信手

拈来。都是什么季节吃什

么。不由着季节，随时可以

吃到的就是青黄豆嘴和豆

芽。后来市场经济发展，反

季节菜不稀罕了，全面码这

个词儿才跟着出来。

大约九十年代初，甘家

口新疆村还没有迁走的时

候，村口开了一家炸酱面馆

儿。一大碗面，一小碗酱，

萝卜白菜黄瓜丝儿，青黄豆

嘴儿水萝卜，各种各样八个

面码，加上面和酱一共十个

碗。等您的面该上啦，肩上

搭着毛巾的服务员一手托着

托盘站在您跟前，另一只手

叮了当啷把那八样小面码和

炸酱倒进大碗里，变戏法一

般，引得我等食客趋之若

鹜。就是因为白菜丝儿和黄

瓜丝儿能一块出现在碗里。

新疆村一迁走，面馆也没

啦。再后来，海碗居才过来。

吃炸酱面，酱炸得再好，

搁在糟面条里，也是白搭。

吃面讲究筋道。白面、盐、

水，按比例和好醒透，擀大

面片折叠起来刀切细条。宫

廷御膳传人王希富老爷子

讲，面条分头路条、二路

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

等。居家过日子，没有那技

术，我的习惯就是，面和硬

了，就切细一点。懒汉子和

稀泥，有时候面和软了，就

擀宽条，拎起来揪片，更香。

吃的时候别忘了蒜。

潮汕 這是一個能把粥吃成傳奇的地方
木心说，“没有比粥更温柔

的了”。一样米养百样人，而潮

州人擅长的是将一样米做出百种

样式，养出独一无二的潮州美食

文化：粥。潮汕粥和杂咸的丰富

多彩，潮州菜的美味传奇，甚至

潮汕人独特的体质和思维，都可

能与潮州粥有莫大的干系。在最

想吃碗热粥的时节，让潮菜美食

专家张新民带你走进一个令人称

奇并心生向往的粥之故乡。

在潮汕人的美食世界中，一

离不开茶，二离不开粥。很多人

去潮汕，是为了体验当地人的茶

文化。不过潮汕人的日常生活中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食物，虽平

淡却非凡，从古至今都在滋润着

潮汕人，它就是粥。如果想了解

潮汕美食，粥是很重要的一环，

潮汕人早上吃粥、晚上也吃粥，

但这粥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粥可是

大有不同，而且他们的叫法也有

差异。

要了解潮汕人

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粥

从字面意义看，“粥”字由

中间的米和两边的弓组成，意思

是水火并用，左右开弓将米粒拉

扯大，只有将米粒煮开了，才能

将生米变成可以用来充饥果腹的

食物。与粥相关的还有个“糜”

字，释义是煮米使之糜烂。现在，

只有潮汕人将“粥”称为“糜”，

还沿用着古称。

在潮汕走一趟，各种粥店、

夜糜档扑面而来，这让你坚信糜

才是他们的主食。他们每天睡醒

后要吃白糜，午饭和晚饭也以糜

为主，还将夜宵称为夜糜。顺便提

一句，到了潮汕不吃夜糜就会错

过很多体验。潮汕的夜糜摊子开

到很晚，即使是深夜才到的人也

能吃一碗热乎乎的粥或者猪杂汤。

现在风光无限的潮州打冷

大排档，其实前身都是很不起

眼的夜糜摊，汕头市区最出名

的“富苑夜糜”连店名都还保

留着这种叫法。这家店是汕头

最好的夜糜档，位于商检局旁

的小巷内。老板是惠来人，有

隆江猪脚等很多惠来美食。夜

糜档的壮观景象总是惹得前来

的朋友啧啧称赞，所有的菜全

部都以明档方式摆放出来，或

在大锅里慢火煮着。客人站在

摊前，只要看到喜欢的，用手

一指，旁边点菜的人便会记录

下来，速度极快，有时你刚坐

到位子上，所要的菜肴已然送

到餐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饭让不爱美食的人都胃口大

开，这时配一碗白糜就是必须

的了。

不过，这白糜看着普通，怎

么就能成了潮汕人饮食中的主角

呢?

为什么潮汕人喜欢吃粥？

有种观点认为，潮汕地少人

多，粮食紧缺，食糜比食干饭更

能节约粮食。潮汕俗话“焖三糇

四，淖糜十二”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七两半重的一竹筒白米，如

果用日常使用的焖法煮饭，只能

得到三碗干饭；如果用笊篱捞饭

的糇法，可以得到四碗干饭；要

是煮成淖糜（即稀饭），则可以

得到整整十二碗！这句话似乎可

以成为前面观点的有力证据。用

笊篱糇饭，是旧时潮汕人一种很

普遍的食俗。因为糇饭的饭粒松

散，没有焖饭密实，所以显得

“有物”，感觉更能充饥果腹。

潮汕人之所以会对粮食进行如此

的精打细算，肯定是因为曾经遇

到过温饱问题。因此，“缺粮说”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种观点是“养生说”。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潮州人深

知糜具有药用和养生的价值，因

此才选择糜作为主食。这一说法

的根据源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

他在《煨芋帖》等著作中多次提

到潮州人吴复古（又名子野，号

远游，位列潮州前七贤，是位有

道家思想的隐士高人），在书帖

中这样记述道：“夜饥甚，吴子

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

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

妙不可言也。”从苏东坡的诗文

来看，吴复古对饮食养生是有独

到见解的，这些见解不但影响了

他的好友苏东坡，也影响了后世

的潮汕人。

实际上潮州人的食糜习俗很

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白糜这东西很奇怪，虽然不会

像烟酒一样直接让人产生强迫性

的生理嗜好，但可能是太容易消

化或太养胃的缘故，如果经常食

用就会使人的肠胃产生适应性的依

赖，一旦不吃白糜，肠胃可能就会

不舒服。我年轻时曾是一个牛奶爱

好者，后来经常吃糜，现在如果早

餐不吃白糜而改喝牛奶的话，马上

会因为牛奶过敏而拉肚子。可以这

么说，我跟大多数潮汕人一样，终

生只能以白糜为早餐了。

科威特男子為向離婚妻子
證明魅力一天娶4位女子

据科威特媒体报道，科威特一男子离婚时

妻子愤怒地说离婚后你会打一辈子光棍，为证

明自己有魅力，该男子后来一天娶了4位女子。

科威特《舆论报》日前报道说，28 岁的

科威特男子结婚后几个月，因感情不和决定

与妻子离婚，离婚时，妻子愤怒地说，“和

我离婚后，不会有任何女子与你结婚，你会

打一辈子光棍。”报道引用这位男子的话说，

“当时我发誓：我不仅能结婚，还要在一天内

娶 4个女子。”

报道说，离婚后这位男子还真的在同一天

与 4位女子结了婚，但结婚聘礼花了 50万第纳

尔(1第纳尔约合 21.6元人民币)，度蜜月共花费

10万第纳尔。

据报道，科威特是伊斯兰教国家，实行一

夫多妻制。

“英國最悲傷狗狗”
因面部表情難過難覓新主

英国动物救护站一只被称为“英国最悲伤

的狗狗”因为长着一张不开心的脸，无时无刻

不在皱着眉头，所以一直找不到新主人。

这只名叫阿莎的混血斗牛犬已经4岁了，一

年前被救狗组织从威尔士波厄斯郡救出，至今仍

待在救护站。它总是下垂的眼睛和悲伤的面容使

得许多收养者望而却步。阿莎的看护者想要给它

找到一个新家，并且呼吁人们看到它开心的一面。

救护站的创立者安德丽•牛顿(Andrea Newton)也

表示，实际上阿莎是一只可爱活泼的小狗。她说，

“人们看到阿莎的下垂眼和难过的表情就认为它

很痛苦，不想带它回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

和其他的小狗一样开心快乐。”

目前，慈善机构正在努力尽快帮助阿莎寻找

新的家庭。阿莎适合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者

大龄儿童的家庭，希望有意愿的收养者能有耐

心，给它安全感。

日本廚師用空手道手法打年糕
快如閃電

日本奈良的厨师美都雄•中谷(Mitsuo Na-

katani)因极快的速度翻动糯米年糕成为网红。

一段视频录像显示，美都雄正以闪电般的速

度，用空手道打法击打木桶里面的糯米面

团，同时有一个助手拿着巨大的木槌交替着

叩打面团。

美都雄敲打的速度飞快，观众得使用慢

镜头才能看清他是怎么打的。专家说他每

秒能打三下。他说：“我们敲打每一块面

团达 2 分钟。这种打法是我原创的，叫快速

糯米拳。搅和面团的关键是把握好时间，

信任打锤的同事。”两名厨师在敲打过程

中，习武式的呐喊能帮助他们高速地步调

一致地工作。

美都雄是日本糯米年糕的著名生产商。年糕

是用糯米面团经过击打捣碎、蒸熟而制成。每天

都有数百名粉丝聚集在美都雄的厨房围观，品尝

糯米年糕。

南非幼年疣豬雄獅爪下上演
驚險逃生

南非圣瓦里野生动物保护区近日上演了惊险一

幕：一头幼年疣猪正被一只饥肠辘辘的雄狮追赶，

而就在雄狮的爪子距离这头小疣猪仅不到一米时，

小疣猪飞快奔跑，最终奇迹般逃生。保护区管理员

萨拉•默克罗夫特(Sarah Moorcroft)用相机记录下了

小疣猪成功逃生的一幕。

萨拉于5月份拍摄到了这组照片。据她描述，当

时她正驾车带领游客参观保护区。原本四周一片平

静，突然远处冲出来一头幼年疣猪，后面紧跟着一

头正在捕猎它的母狮。慌乱中，这头小疣猪朝着一

头正在休息的雄狮的方向跑去，这使得雄狮格外惊

喜，于是它起身开始追捕这头已然吓坏的小疣猪。

萨拉见状决定带着相机跟拍这头雄狮捕猎小疣猪的

全过程。

然而就在这头饥肠辘辘的雄狮快要追赶上小疣

猪时，小疣猪飞快奔跑，最终竟奇迹般从雄狮爪下

惊险逃生。萨拉表示：“从雄狮开始追捕，到小疣

猪成功逃生，整个过程几乎在一瞬间就结束了。不

过所幸我还是抓拍到了小疣猪成功逃生的一幕。”

虽然这头幼年疣猪从狮子爪下成功逃生，但它

的兄弟姐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萨拉称：“我后来

在继续带领游客参观时发现，母狮们成功捕获了另

外两只小疣猪。不过这并不足以让保护区的狮群饱

餐一顿，对于它们来说，这只不过是零食而已。”

英女子跨國約會80次
免費全球豪華遊樂

来自英国坎特伯雷的 30岁美容师娜塔利•伍德

从 2014年开始就加入了网上旅行约会活动，她一共

和来自马尔代夫、美国和科威特的 80个不同的人约

会过，对方会给她机票和酒店的费用，还有一些零

花钱。她说自己会首先确保喜欢他们，所以随后在

建立亲密关系时没有压力。而自己也不是物质女，

只是为了豪华旅行而做这些事。

“旅行小姐”是一家约会网站，成立于2年前，

它将想要去旅行的单身男女配对，让他们一起出

行。娜塔利的约会对象一般是来自各国事业有成的

商人，有土耳其人、阿布达比人、迪拜人、马尔代

夫人、澳大利亚人、科威特人和美国人。除了为娜

塔利的机票和酒店买单以外，这些男人还会给“旅

行小姐”网站一些钱用于给她置办时装、豪车和豪

华派对，娜塔利说自己大约花了他们 6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39万元)。

娜塔利说自己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而是为了找

到兴趣相投、能一起周游世界的伙伴，“我的 80个

约会对象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比我年纪大一些，都

是非常厉害的商人。他们厌倦了独自旅行，又有足

够的资金可以和我一起分享。那些叫我物质女的人

不过是嫉妒我的冒险，我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这种生活方式让我得到了正在寻找的美好事物。再

说我是单身，我喜欢见新的人，喜欢被宠爱。”她

表示自己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安排见面以

前，我坚持用 skype联系一下，并看他们的身份证。

不过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绅士。”

自 从 两

年前加入网

站以后，娜

塔利就飞到

世界各地，

去以前想也

不敢想的地

方。今年 6月

份，她 到 科

威特见了一

位国际会计师，他邀她到自己的国家看看。她

说：“他的朋友有辆摩托艇，我们整周都在豪华

别墅开派对。在那儿我没有花一分钱，都是他买

单的，他还给我钱去购物，还送我不少高档时

装。我们是纯粹的朋友关系，我呆在他的一间公

寓里，他自己住在另一间。我们约好了一年内在加

拿大再见一次。”

她说，值得一提的还有自己去迪拜的旅行，

“旅游的一半时间我住在豪华酒店，另一半时间

住在那个男士的别墅里。还有一个男生在澳大利

亚珀斯，他有许多收藏的私人飞机，我有幸乘坐了一

次。”现在，娜塔利正在迈阿密见一位外科医生，

他们坐红色野马敞篷车在城市里兜风，还去了裸

体主题沙滩。她说：“我希望能不断地去不同的

地方、接触到更多人，我可能会爱上并嫁给一位

国际商人，但是在那以前我想以‘旅行小姐’的身

份继续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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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瘋”回歸紐約
3年3600萬美元簽網隊 啟新篇章

林書豪 Jeremy Lin

出生日期：1988年8月23日
身高：6呎3吋
體重：200磅

職業生涯
2010-2011 金州勇士
2011-2012 紐約人
2012–2014 侯斯頓火箭
2014-2015 洛杉磯湖人
2015–2016 夏洛特黃蜂
2016年7月 布魯克林網隊

現年27歲的林書豪去年夏天和NBA夏洛特
黃蜂簽下2年430萬美元的合約，但他第2

年握有球會選擇權，今年打出身價的他，決定
跳脫合約成為自由球員。

北京時間1日深夜，林書豪在facebook上貼
出自己身穿網隊7號球衣的照片，並寫道：“旅
程繼續，感謝開啟新篇章。”

隨後，貼文吸引超過6.8萬人點讚及2000多
則留言。林書豪在twitter說：“謝謝黃蜂去年給
我機會……我會想念你們大家。”而網隊稍後也
釋出後衛積克（Jarrett Jack），美國傳媒認為此
舉是為了積極爭取林書豪重返紐約。

與艾特金森重聚
林書豪在紐約人締造“林瘋”傳奇時的助

教艾特金森（Kenny Atkinson）現在掌網隊帥
印，外界普遍認為，這也是林書豪加盟網隊的
主要原因之一。

林書豪於2008年効力於紐約人時打出“林
瘋（Linsanity=Lin + Insanity）”式的奇蹟，
2012年加盟侯斯頓火箭。

去年夏天轉會至夏洛特黃蜂，在黃蜂時，
林書豪的表現顯然超出合同本身價值，他的打
法很好地融入了黃蜂體系，場均得11.7分、3.2
個籃板和3次助攻，甚至一度成為聯盟最佳第六
人的候選人。

現在，轉戰布魯克林網
隊，美國傳媒普遍認為是林書
豪與網隊雙贏。《紐約郵報》
指出，網隊與林書豪是非常理
想的結合，林書豪簽下 3年
3600萬美元合約，平均年薪達
1200萬美元，約佔薪金上限
12％，相當於前一年薪金上限
中的830萬美元；林書豪在合
約最後一年還有球會選項，如
果屆時林書豪想離隊，也才29歲。

而對網隊來說，目前急需一位有
領導特質、天分及能帶來球隊進步的
球員，林書豪完全符合；另外，林書
豪還可以第六人身份，成為相當具成
本效益的球隊拼圖。

康利締最貴紀錄
除林書豪外，在NBA自由市場，侯斯頓火

箭球星侯活，以3年7050萬美元與阿特蘭大鷹
隊簽約，四年後重回東岸。而灰熊後衛康利則
以1.53億美元與灰熊續約五年。創下NBA史上
總值最貴的合約，過去只有兩名NBA球員曾經
拿到逾3,000萬美元年薪，分別是米高佐敦和高
比拜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NBA華裔球星林書豪日

前在facebook上宣佈，將離

開夏洛特黃蜂，加盟紐約布

魯克林網隊。據 ESPN 消

息，林書豪以3年3600萬美

元和網隊達成協議，網隊將

是他NBA生涯効力的第6支

球隊。

林書豪以3年3600萬美元的身
價加盟網隊，被美國傳媒評為雙
贏。但在前NBA全明星球員、現
効力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北
京國安的馬貝利看來，“網隊簽下
林書豪只是為了開拓亞洲市場，這
些錢並非是出自籃球本身，他被
NBA利用了。”

“哈哈！NBA在利用這個傢
伙來開拓亞洲市場。我不認為這是

一個單純基於籃球因素開出的價
格。”馬貝利在twitter上圍繞着林
書豪的新合約頻繁與網友互動。馬
貝利表示，有的球員只是因為打了
8場好球，就得到了過於豐厚的合
同。不過，當有網友提到姚明時，
馬貝利表示，姚明在球場上就是一
頭野獸，他與林書豪不一樣。
馬貝利曾在網隊効力三個賽

季，並在那裡成為一名全明星後衛。

2000-01賽季，馬貝利在網隊場均可
以得到個人職業生涯最高的23.9分，
以及7.6次助攻。而他在NBA獲得的
最大一份合同，是與紐約人簽下的4
年7600萬美元。

另外，剛被網隊裁掉的控衛積
克在得知林書豪簽約後，在twitter
上連連“哈哈哈”，並坦言：“有
太多籃球以外的東西讓自己發
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馬貝利：林書豪被NBA利用了

■林書豪在facebook公佈自己加盟
網隊。

■馬貝利對林書豪
的身價甚有微言。

資料圖片

■“林瘋”回馬槍，重
返紐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香港女泳
手劉彥恩日前在體院的香港D1公開賽女子200
米背泳，游出2分09秒33的新香港紀錄，奪
取金牌之餘，更達到里約奧運A標準，成為第
4位直奔里奧的香港女泳手，一圓8年奧運
夢。

於美國密芝根大學練水一年即見成效的劉
彥恩，是繼何詩蓓、鄭莉梅、江忞懿後第四位
達里奧A標的香港泳手，亦是首位在香港賽事
達A標的泳手。里奧女子200米背泳的A標是
2分10秒60，而她的時間比這一規定快了1秒
有多；劉彥恩同時打破“美人魚”歐鎧淳5月
在日本造出的2分10秒88香港紀錄，歐鎧淳
當日同場比賽，以2分11秒95得亞軍。

劉彥恩去年於密芝根大學畢業，為奧運續
留校訓練，她尿檢後笑言：“鬆一口氣，努力
終有回報。”23歲的彥恩自言對達A標感意

外：“自己的奧運夢從08奧運追到現在才實
現，終一圓8年奧運夢。”她立即安排月中返
回密芝根大學練水，全力備戰里奧，預計下月
初直飛里約熱內盧。

而獲授勳香港行政長官社會服務獎的歐鎧
淳，賽後對沒能達A標感到失望，但她仍可於
下月赴里奧出戰4×100米混合接力賽，同時
期望自己以100米背泳B標晉身里奧，目前正
等待國際泳聯審批。

劉彥恩2009年出道，當年在越南亞洲室
內運動會助港隊奪女子4×100米自由式接
力、女子4×100米四式混合接力兩面金牌，
並在個人100米背泳奪銅。2010年廣州亞運及
2012年杜拜亞錦賽，再助港隊奪4×100米混
合接力銅牌。

劉彥恩達里奧A標
港泳隊第四人

■劉彥恩在比賽中。資料圖片

郎平教練
體壇縱橫

中國女排經過多年的歷
練，形象已深入民心，成為
中國體壇的象徵，更是香港
市民最喜愛及擁戴的中國體
育隊伍，女排的成功，在於

她向世人展現了一支隊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過
程，尤其在郎平教練掌管中國女排後，給女排帶來
了新面貌，讓女排更接近民眾。

最近曾到北京採訪正在備戰里約奧運的女排，
由於溝通上出了問題，女排主教練郎平事前沒有收
到有香港記者到場採訪的通知，雖然如此，郎平仍
採開放態度，接受了記者的現場採訪，並樂意地進
行訪問，這跟她擁有開放的視野和曾到國外見過世
面很有關係。

中國女排曾處於一段最低谷時期，正急需一名

有能力和具有國際視野的教練主掌女排，當年正在
意大利執教的郎平臨危受命，自意大利歸國接掌女
排，但因涉及到提早跟球隊解約需要賠償的問題，
幸得已故的朱樹豪先生的協助解決了此難題，當年
郎平在北京接手女排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因有一班
香港體記在場記錄了此一刻。

記憶中最先向香港讀者報道郎平的香港媒體是
《晶報》，當年効力北京女排的郎平只有19歲，
她的“鐵鎯頭”威力讓她在排壇嶄露頭角，在當時
報道中國體育消息的渠道不多，我的上司當年主持
《晶報》體育版的湯老先生便每晚7時收聽中央廣
播電台，得知郎平此位崛起的新彗星，便把她報道
給讀者，日後郎平的威名便響徹國際排壇，她也成
為中國體壇的驕傲。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菲比斯 羅切特
齊晉里奧

美國游泳巨星菲比斯在日前進行的美國奧運選
拔賽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比賽中戰勝羅切特，鎖
定這個項目的奧運會參賽席位，將在里約為個人在
這個項目中的第四枚奧運金牌而戰。作為該項目的
世界紀錄保持者，羅切特最終以1分56秒22的成績
排在第二位，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奧運單項參賽
席位。在里約奧運會上，他將在這個項目中和菲比
斯再度對決。 ■新華社

林志堅旋風式加盟傑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失意德甲漢堡

隊的華裔中場林志堅，旋風式回港並即時和傑志簽
署兩年合約。日前林志堅已回德國“執拾細軟”以
趕及本月13日跟球隊開操。25歲的林志堅在談到回
香港發展的原因時說：“在德國即使踢漢堡正選，
都只係一個普通人。前年在香港，有大量香港球迷
找我簽名合照，還拿着我効力漢堡同格雷特霍夫的
波衫找我簽名，實在受寵若驚！香港人比德國人，
更加將我當做自己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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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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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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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集錦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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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四國男籃精英賽，遼寧男籃迎戰澳大利亞隊。經過四節的
較量，遼寧隊最終以79-86不敵澳大利亞，無緣兩連勝。

歐洲杯1/4決賽在波爾多開
始第 3場較量，德國與意大利
120分鐘1比1戰平，並在點球
大戰中6比5勝出，首次大賽淘
汰意大利。

溫網穆雷取勝晉級16強

2016年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展開
正賽第六日的爭奪，在男單第三輪的
較量中，2號種子、前賽會冠軍穆雷
直落三盤，以 6-3/7-5/6-2擊敗澳大
利亞選手米爾曼，晉級16強。

直擊德國淘汰意大利

C6影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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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

本店

中國教會●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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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 dren

2 萬呎展示中心

週一﹑二﹑四﹑五﹕12pm ~ 8:00pm
週六﹕10:00am ~ 8:00pm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

二件式 全套單人床
七件式 客廳組＊
五件式 木面鐵腳餐桌組
五件式 實木餐桌組
三件式 玻璃面咖啡桌﹑茶几組
三件式 木面鐵腳咖啡桌組

$129
$649
$129
$249
$ 25
$ 35

$29
$289
$259
$19
$159

5呎高落地燈
四件式 臥房組
雙層床（含兩床墊）
Queen Headbord
一套Queen bed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地址﹕12677 Hiram Clarke, Houston距休士頓中國教會約 1 哩

貨真價省﹐華人自營
(華﹑台﹑英語)美國第一名牌ASHLEY沙發及臥房組大量供應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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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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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慶節長週末，三部新片齊發
力也未能撼動迪斯尼動畫片《海地總動
員 2：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的位
子，“海底 2”票房持續長紅，連續三
周穩坐冠軍。華納兄弟新片《泰山歸來
：險戰叢林》 (The Legend of Tarzan)
列第二，環球影業公司的《人類清除計
劃 3： 大 選 年 》 (The Purge:Election
Year)居第三。

適逢美國國慶長假，本週北美票房
達1.88億美元，比上周略增0.1%。進入
第三周的“海底2”收穫了4190萬美元
，繼續處於領先地位。

根據北美票房統計網站www.box-
officemojo.com 上的數據，“海底 2”
迄今為止已在本土進賬 3.72 億美元，
海外貢獻了 1.66 億美元，總票房 5.38
億美元。

華納兄弟 1.8 億美元製作的《泰山
歸來：險戰叢林》竭力挑戰“海底 2”
未果，首個週末在 3561 間影院上映，
票房 3813 萬美元，屈居第二，影院評
分機構CinemaScore將其評為A-。

環球影業 1000 萬美元製作的《人
類清除計劃 3：大選年》雖不敵《泰山
歸來》，但首映三日來，票房 3087 萬
美元已超過成本 3 倍，CinemaScore 為
其評分B+。

斯皮爾伯格執導的迪斯尼大片《吹
夢巨人》(TheBFG)投資 1.4 億美元，首
映未能贏得觀眾青睞，票房收穫 1958
萬美元。CinemaScore評分為A-。

上周票房亞軍《獨立日 2：捲土重
來 》 (Independence Day:Resurgence) 本
週入賬1650萬美元，跌落至第五。

下周新片將有環球影業的 3D 動畫
喜劇片《愛寵大機密》(或譯《寵物當
家》The Secret Life of Pets)，二十世
紀福克斯的喜劇片《婚禮找伴法》
(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Dates)
等上映，是否在收穫笑聲的同時收穫票
房，還有待觀眾評判。

暑期檔開始
除了《寒戰2》
還有哪部值得花錢

上周無驚喜
韓國歐巴只能看臉
神龜兄弟連臉都沒法看

上個週末，林心如、何潤東主演的
驚悚片《魔輪》票房不到500萬元，林
姐姐如果再在驚悚片的大道上一條黑地
走下去，我不敢腦補“上仙”霍建華的
臉色。

而動畫片《醜小鴨曆險記》收進
300萬元票房，竇驍等主演的《終極勝
利》3天票房不到50萬元。這部電影今
年還在戛納電影節大把燒錢做宣傳，片
商目測已哭暈在廁所。

此外，還有《絕戰》等看了片名
不知道是什麼的電影，除了上映首日
有幾十萬元票房，週六、週日幾乎沒有
進賬，勉強逃出“慘”字的只有以下三

部片子。
EXO組合裏樸燦烈的人氣，在上海

電影節上已經見識過了，他出現在酒店
時，初中女生擠滿大廳，歐巴的一顰一
笑都能引發長時間尖叫。

那麼粉絲轉化成票房了嗎？
《所以……和黑粉結婚了》（後簡

稱《黑粉》）首週末票房6000萬元左右
，一數據不能說很差，但也沒有預期那
麼高。主要原因還是，電影不好看。

很多影評人把《黑粉》和李敏鎬、
鐘漢良主演的《賞金獵人》批得體無完
膚——超級爛片。

我覺得這兩部中韓合作片，雖然差，
但還不能算爛。《黑粉》的故事接地氣，
但樸燦烈一口韓國腔的中國話，讓人分
分鐘齣戲，而袁姍姍在勵志的馬甲線之

後，演技沒有任何
進步，兩人的感情
戲生硬得讓人只想
吐槽。

《賞金獵人》
也好不到哪去，雖

然李敏鎬負責耍帥，鐘漢良負責搞笑，
兩位的粉絲效應疊加起來，勉強讓票房
過億，但這樣的成績撐不了多久的，即
使鐘漢良的表演比在《三人行》中要自
然。

當然，最讓人失望的，就是票房冠
軍《忍者神龜2》，首週末過1.7億元。

這個電影基本上都是靠漫迷們的懷
舊風撐起了票房。第一集的口碑就堪憂，
但神龜兄弟的舉止、語言還算幽默，老
鼠大師也算神秘有個性。到了第二集，
這些特色並沒保留，而是講了一個很美
國式的英雄救地球的故事，除了梅根·福
克斯依舊非常吸引眼球……電影毫無新
意，孩子看個熱鬧，大人麼，就當集郵
敲章完成了第一、二部的觀影吧。
本週有火花

《大魚海棠》捂得最嚴實
看《寒戰2》最不花冤枉錢

本週末，有9部新片要上映。根據
記者前期看片的情況，《寒戰2》值得
一刷。

郭富城、梁家輝、周潤發三影帝飆
演技，外加繼續作死的彭于晏，更精彩
的看點是有關權力和慾望的鬥爭。

另外就是，同一天上映的兩部動
畫電影《搖滾藏獒》和《大魚海棠》，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準備了12年的《大
魚海棠》的，連胡歌都在微博上為它
打過宣傳了。但這部片子至今沒有安
排媒體看片，在上映前杭州也不會有
看片了。

不知道光線影業是想學周星馳，捂
到最後一刻來驚艷大眾呢，還是發現拿
不出手，不如先饑餓行銷好歹首映爆發
一下。

《搖滾藏獒》倒是看過了，作為半
個搖滾樂迷，覺得還可以。主角雖是藏
獒，雪域高原只是一個背景，試圖講的
還是一個搖滾樂手的出道經歷，但故事

實在很一般，說不出亮點。只是“搖滾
貓王”很出彩，另外，插曲用了許巍、
鄭鈞的歌，也與情節配得很好。

至於大家都說厭了的粉絲電影，本
週《致青春·原來你還在這裡》（以下簡
稱《致青春2》），將加入大戰。但它
和《致青春1》毫無關係，期待值不用
高，如果你是吳亦凡和劉亦菲的粉絲，
就當看一個多小時的MV吧。

這部片子今天到杭州宣傳，劉亦菲
要跑五家影院，但只與觀眾見面，沒有
媒體採訪環節。男主吳亦凡也要跑幾個
城市，同樣沒安排媒體交流。是什麼原
因，估計大家都秒懂。《致青春2》擺
明瞭要靠粉絲撐場，但我還是希望偶像
們至少演技線上。

最後說說喜劇《發條城市》。導
演和主演王自健6月下旬就來過杭州了
，只是片子跑了那麼多站宣傳，口碑
方面似乎也沒特別大的動靜。我個人
也把它視作一部粉絲電影，如果你是
王自健的80後脫口秀的粉絲，那就去
看吧。

中國市場受重視？好萊塢大片中國味兒越來越濃
要說現在的票房霸主，非《獨立日2》和《驚

天魔盜團2》莫屬。觀影之後，不難發現，它們均
有一個相同點，那就是其中的中國元素越來越多了
。其實，不止是這兩部電影，最近播放的大片中都
有類似情況出現。這寓意著他們對中國市場越來越
強的一種重視？抑或是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市場
的一種獻媚？

《獨立日：捲土重來》 災難片的大師之作
■前作賞析：1996年的《獨立日》代表著德

國導演羅蘭·艾默裏奇巔峰時代的到來，也奠定了
他災難片大師級導演不可撼動的地位。之後所導的
《後天》和《2012》不僅全球票房成績火爆，也
都是末日災難大片的經典之作。

《獨立日》第一部由威爾·史密斯主演，主要
講述外星人入侵，地球人奮起反抗保護地球的故事
。影片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場面十分壯觀，特效在
當時看來也足夠震撼。在同類英雄主義災難科幻類
型片裏，《獨立日》的突破主要有兩點，一是影片
首次把外星人有模有樣地搬上大銀幕，與地球人對
峙；二是導演羅蘭·艾默裏奇在影片中大秀炸毀白
宮的過癮場面，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儘管有專業的
影評界人士說它劇情平凡、高潮廉價、漏洞無數，
但《獨立日》仍是1996年度美國當之無愧的票房
冠軍，並一舉拿下第69屆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

正在熱映：時隔20年，《獨立日2》裏外星人再
次捲土重來。雖然早前的外星人入侵讓人類有了戒
備之心，不僅在月球上建基地，還發展出一套強大
的地球防禦系統。然而，外星人卻帶著威力更強大
的武器再次入侵，對地球的破壞和所帶來的災難自
然會比之前更勝一籌，全世界各地的地標建築被毀
成了渣渣，白宮當然也在其中。面對如此浩劫，各
國勇士匯集在一起，為人類生存而戰，共同奮力抵
禦外敵。

■熱辣點評：1，與前作相比，特效進步，科
幻大片的視覺畫面更震撼。

2，外星人入侵的梗，已經老到不行了，沒啥
新意。何況他們的智商也明顯見低。

○月球基地由中國監控，多見帶有LOGO的中

國產品
○基地頭號女飛行員由Angelababy出演
中國元素

視角：有人預料，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
票房收入市場就在不遠的將來。而事實情況也確實
如此，為數不少的好萊塢影片只要在中國得以上映
，其在亞洲的票房市場收入就會佔有整體收入的很
大份額，甚至對有些影片來說，中國電影市場還會
成為票房收入主力，為其慘澹境況力挽狂瀾，比如
《速7》，比如《環太平洋》。

近期由遊戲改編的電影《魔獸爭霸》也是同樣
，儘管在北美票房遇冷，但在中國大陸卻呈現出另
一番繁榮景象，有更多人願意用情懷為曾經那些一
去不返的青春遊戲時間買單。同樣，《魔獸爭霸》
中啟用了已經看不出本尊模樣的華裔演員吳彥祖，
以拉近與中國觀眾之間的距離，這早就成為好萊塢
影片慣用的手段之一。導演羅蘭·艾默裏奇早在電
影《2012》時就有過中國元素的植入，只不過今
時今日的《獨立日2》更進一步，女演員不再是打
醬油的角色，而是參與到拯救地球的角色中去，
Angelababy不僅是飛行戰隊中唯一的女飛行員，
還有貫穿始終的感情戲。
《驚天魔盜團2》 魔幻製作的高智商犯罪動作片

■前作賞析：一個名為“四騎士”魔術師團隊
，四人表面上是技術嫺熟的魔術師，在華麗麗的舞
臺上天衣無縫地表演嘆為觀止的奇幻魔術戲法，而
其實，他們是一群高智商的竊賊，在眾目睽睽之下
完成偷天換日的偷盜。一個個就像所向披靡、智慧
雙全的羅賓漢，行走江湖劫富濟貧，但最終還是被
FBI所追蹤，從此劇情走向層層推進，懸念得以破
解。

《驚天魔盜團1》是2013年國慶檔的票房冠
軍，第二部換了個美籍華裔導演，就票房成績來說
，同樣輕鬆登頂國內冠軍寶座。

正在熱映：在《驚天魔盜團2》中，魔盜四騎
士再次聚集，他們的魔術才華照舊贏得萬眾矚目和
掌聲無數，隨後，也迎來了新的敵人和更驚險的搶
劫任務，他們要幫大反派沃爾特偷取晶片，可誰知
道“四騎士”發現晶片是假的，於是他們試圖假戲

真做，自證清白。再然後，經過沃爾特的鑒定，晶
片是真的。到底是真是假？魔術裏面套著魔術，都
是有套路的。此外，片中不乏好萊塢大片中拿手好
看又驚險刺激的動作追逐戲碼與感情元素。從一上
映，其票房便一路領先，排在《獨立日2》之前。

■熱辣點評：1，如夢似幻的魔術，炫酷的特
技，震撼的聲效，光這幾點就值回票價了。

2，故弄玄虛，頭重腳輕，試圖用一件華麗外
衣包裹住襤褸的內在。

中國元素
○演員們偶爾蹦出來中文發音
○取景澳門，場景道具中植入范冰冰鏡頭
○周傑倫扮演魔術道具店老闆，並獻唱主題曲
視角：最早的美國大片加入中國元素，是為了

滿足美國觀眾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心，那時的中國形
象大多是被醜化和扭曲的，或者可以說，那時外國
人眼裏的中國就是那個樣子，這也可能是諸多鄉土
苦難題材影片能在國際佔有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而斗轉星移，隨著中國市場越來越強大，好萊塢大
製作們紛紛調轉船頭，啟用中國明星，不失時機地
展現中華名川的美好壯麗。目的只有一個——票房
，他們看中的是國人兜裏的銀子。就像有人說《驚
天魔盜團2》是中國觀眾定製片，主角們脫口而出
的中文對話，彩蛋一樣以別出心裁的方式出現在大
銀幕中小銀幕上的范冰冰（澳門一家小店裏，一個
老太太正在看著電視劇《武媚娘傳奇》），還有周
傑倫的短暫客串與主題曲創作獻唱等等，都自然而
然地拉近了與中國觀眾的距離。《驚天魔盜團2》
是范冰冰第二次在好萊塢大片中的出鏡，還記得，
上一次是她在“中國特供”版《鋼鐵俠3》裏的三
分鐘尷尬出鏡。中國女演員一度以加入好萊塢大片
巨制為傲，且大肆宣傳，成為賣點，但按以往經驗
，影片在大銀幕播放後，無不讓人嘆息，中國面孔
都不過是打醬油角色一閃而過，這次即便是周董也
沒逃過這個命運。不過，好萊塢這種為了票房絞盡
腦汁想盡各種手段和辦法的製片理念，還真的值得
我們思考一番。

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後，記者曾寫過觀察手記：電影的泡沫之夏
來了。這一點在緊接著拉開大幕的暑期檔中就很明顯了，到目前為止，誰也
沒辦法精準地說出一個數字——到底多少電影會亮相？從 40多部到 70多部
的說法都有，因為不斷有新片宣佈進入國產電影保護月，也不斷有電影跳票
改檔期——不到暑期檔結束那天，沒有答案。業內人員關注數字和票房曲線，
對普通人來說，最關注的永遠是“有什麼電影好看的”？今年暑期檔一開始，
記者就馬不停蹄地各種看片、“試毒”，以爭取在每週，都能給出一些購票
建議。避開雷區，擁抱遺珠。我實話實說，你掂量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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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各地中考結束、高考
成績陸續出爐，壹大批壹同走
過青春最美好時光的朋友們逐
漸散場。還記得當年青梅竹馬

的好朋友嗎？還記得當年沒有勇敢去愛
的青澀夥伴嗎？在即將於8月5日上映的
電影《我最好朋友的婚禮》中，舒泣和
馮紹峰以“友達以上，戀人未滿”遺憾
開場，不過，在舒泣飾演的顧佳的努力
下，終於和馮紹峰飾演的林然上演了壹段
有點“糊塗”但絕不遺憾的愛情故事。

舒泣馮紹峰上演最強CP
和最好的朋友“糊塗愛”
在電影《我最好朋友的婚禮》中，

舒泣飾演的顧佳和林然飾演的馮紹峰是
從小就認識的朋友，堪稱青梅竹馬的最
強CP。不過，盡管兩人從小玩到大，顧
佳卻壹直並未對林然產生感情。在兩人
分開很久之後，顧佳才突然發覺自己對
林然並非是簡單的“兒時玩伴”之情。

對於這場感情，舒泣說：“其實我
們跟原版電影都完全不壹樣了，原版男
主角他不知道自己喜歡誰，有壹點點搖
擺，但我們這個電影，紹峰他是非常堅
定、沒有任何搖擺的，他根本不知道顧
佳也喜歡他了。”所以雖然舒泣飾演的
顧佳在電影中使出渾身解數追求馮紹峰
飾演的林然，但其實更像是壹場有些糊

塗的感情。

舒泣：拆婚不道德 但愛要勇敢表達
電影中舒泣飾演的顧佳是抱著拆婚

的目的出場，壹直青梅竹馬的好朋友突
然要和壹個自己完全不認識的人結婚，
最強CP遭遇“路人”解散威脅，最好的
朋友糊裏糊塗中就要被別人搶走，平日
在職場上叱咤風雲的女強人當然不甘失
敗，親自上陣解決戰鬥。

對於這個角色，舒泣在采訪中表
示：“拆婚是不道德的，不過，在電影
裏，顧佳之所以要去這樣做，第壹是因
為愛壹個人就要勇敢告訴對方，然後讓
尊重對方的選擇；再壹個，妳最好的朋
友突然跟妳說他要結婚了，妳肯定會嚇
壹跳吧！妳就會想，那個女的妳認識多
久啊？了解嗎？妳就敢說妳們兩個能壹
輩子在壹起了？妳要慢慢地去熟悉，去
判斷那個人是不是適合他。”

《我最好朋友的婚禮》由中國電影
股份有限公司與哥倫比亞影業公司聯合
出品，滕華濤監制、陳飛宏執導，舒
泣、馮紹峰、宋茜、葉青、鳳小嶽領銜
主演。在愛情中從來沒有絕對的對和
錯，勇敢表達，並尊重對方的選擇，不
因懦弱而放棄，不因執念而錯過。8月5
日，《我最好朋友的婚禮》帶妳領略愛
情的百轉千回。

《
我
最
好
朋
友
的
婚
禮
》

馮
紹
峰
舒
泣
糊
塗
愛

《大話西遊3》曝手繪場景圖

至尊寶紫霞再續前緣

由春秋時代影業出品，劉鎮偉執
導，韓庚、唐嫣、吳京、莫文蔚等主
演的愛情喜劇電影《大話西遊3》即將
於8月19日傳奇上映。時隔20年經典
重現，《大話西遊3》自立項起就備受
關註。近日《大話西遊3》正式曝光的
手繪場景圖。氣勢恢宏的場景與至尊寶
紫霞之間的絕美愛情配合得天衣無縫，
讓人更加期待這部正牌續作的問世。

魔幻巨制
重金打造今夏最酷炫特效場景
《大話西遊》是香港電影裏程碑式

的作品，它將魔幻傳奇與無厘頭搞笑融
為壹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喜劇風格。
電影裏的魔幻場景曾經讓無數觀眾嘆為
觀止，因此，在制作這壹部全新續作的
時候，導演劉鎮偉力求在還原“大話
迷”心中經典場景的前提下力求突破。
對此劉鎮偉說：“20年前，很多東西都
很簡陋，20年過去了，我們的科技有了
壹日千裏的進步，當然要給大家更美的
畫面才行！”

曾幾何時，中國的大銀幕被好萊塢
電影所占據，近幾年來，隨著中國電影
技術的迅速發展，《捉妖記》、《尋龍

訣》、《美人魚》等電影的特效場面毫
不遜色於任何壹部好萊塢特效大片。那
么，《大話西遊3》能否延續這些優秀
國產特效電影的先例？對此片方信心滿
滿。據悉，《大話西遊3》有1400多個
特效鏡頭，無論是天庭的隨意門還是牛
香香洞府的設置，都場面宏偉大氣磅
礴，令人震撼，絕對將成為這個夏天
的霸屏之作。出品人呂建民透露：“劉
鎮偉導演是壹個想法非常多的人，但他
以往的電影，很多場景都無法實現他的
腦洞，《大話西遊3》超過90%的畫面
都有特效支撐，這次絕對滿足導演的想

象力和觀眾的口味！”

再續前緣
至尊寶紫霞重新演繹五百年虐戀
對於任何壹個喜歡電影的中國觀眾

來說，《大話西遊》都是繞不過去的經
典之作。而至尊寶和紫霞仙子間的愛
情，當屬最讓影迷為之動容的部分，而
《大話西遊3》將會續寫這段扣人心弦
的愛情傳說。從今日曝光的場景圖來
看，唯美背景中的七彩祥雲，呼應了大
話西遊前作電影中那句“我的意中人是
個蓋世英雄，有壹天他會踩著七色雲彩
來娶我”的經典臺詞。而至尊寶面露悲
痛，懷裏緊緊抱著壹身新娘妝扮的紫霞，
更是幾代影迷心中永恒的畫面。

對於重新演繹這壹段經典愛情，韓
庚表示：“至尊寶在影迷心目中已經是
壹個非常經典的熒幕形象，接演這個角
色我的壓力很大。但是導演非常信任
我，希望我能和他壹起重新講壹個新
的、圓滿的故事，所以我才答應了
他。”而令人嚴重好奇的是，劉鎮偉聲
稱所有《大話西遊》的粉絲都沒看懂原
來的故事，韓庚更是透露不止唐嫣要壹
人分飾演兩角，他也要在《大話西遊3》
裏壹人分飾三角！這段曠世之戀的真正

結局將會怎樣，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得道聖僧
話癆唐三藏將喜劇進行到底
《大話西遊》系列的經典，跟羅家

英創造的唐僧這個角色有很大關系。那
段《only you》更是中國洗腦神作的祖
師級歌曲。而在《大話西遊3》中，唐
僧將由著名演員吳京飾演。在最新曝光
的場景圖中，唐僧以背影示人，身著明
黃色僧衣和飄逸的紅色袈裟，在樓閣之
上享受萬人朝拜。高山聳立，雲霧縹緲
的場景為他平添幾分佛相，顯得寶相莊
嚴。

雖然看上去像個得道高僧，但唐
僧骨子裏還是《大話西遊》裏那個能
把人活活煩死的話癆。那麼，壹向在
電影裏大殺四方的硬漢吳京能否勝任
這壹角色呢？對此，吳京的妻子，在
本片中飾演鐵扇公主的謝楠爆料說：
“吳先生在生活中就是壹個話癆！”
而“愛徒”韓庚也“不勝其煩”地說：
“沒唐僧在就是劇組最清凈的時候！”
新版唐僧將會是什么樣子？吳京又如
何在功夫硬漢、得道高僧、繞舌話癆
三種角色之間無縫切換？這個懸念將
留到電影上映才見分曉。

《快槍手》曝傲嬌歌
林更新首度“開唱”魔性洗腦

日前，即將於7月15日上映的
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曝光“傲
嬌歌”，視頻將電影中的精彩片段
進行混剪，以鬼畜方式魔性展現，
腦洞炸裂、賤性十足。林更新更首
度“開唱”，讓網友直呼“終於聽
到林狗唱歌”。此支視頻壹經露出
就被網友稱為洗腦神曲，掀起全民
快手熱潮，讓觀眾對影片本身更為
期待。

林更新首度“開唱”
魔性旋律過耳難忘
視頻腦洞大開，秉承《快手槍

手快槍手》壹“賤”到底的逗比氣
質，將影片中的亮點臺詞進行混
剪，以鬼畜方式魔性呈現。此前曝
出的預告及特輯中，多個金句給網
友留下深刻印象，“王八蛋”、
“我睡過妳嗎”、“請問您看的是
金瓶梅嗎？”都讓人津津樂道，視
頻中這些臺詞不斷重復，魔性洗腦
讓人過耳難忘。

而這支視頻壹經曝出，就遭到
網友的圍觀：“什麼鬼！好洗
腦！”、“現在滿腦子哥就是中國
第壹快手。”鮮少唱歌的林更新在
影片中臺詞配合歡樂的音樂，似乎
是做了壹回hiphop歌手。此次小新
以另壹種方式“開嗓”，這也讓粉
絲們大呼過癮，“終於聽到林狗唱
歌了！”

“賤”性十足
《快槍手》欲掀動作喜劇熱潮
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前期

曝光的預告、特輯等物料中可以看
出，影片“賤”性十足、包袱笑料
不斷。林更新演繹的“千變快手”
不僅手快，且嘴快、腦子快，與張
靜初插科打諢逗趣不停；騰格爾顛
覆形象變身新壹代“屁王”，與
時而嫵媚時而潑辣的劉曉慶演繹
壹對逗比夫妻，二人承包影片滿滿
笑點；性格迥異的幾位組成奪寶者
聯盟，與錦榮等飾演的陰狠反派角
色鬥誌鬥勇。此次奪寶爭霸賽中，
“開槍”開得自然、“放賤”更成
習慣。

除了喜劇類型吸引人，影片中
大量的動作戲份都經過精心打磨，
幾位主演隨時開戰，在火車、飛
機、大漠等地挑戰高難度動作戲
份，這部傾註了主創眾多心力的作
品，必將掀起今夏動作喜劇熱潮，
讓觀眾們在動作冒險中體驗驚險刺
激，爆笑度過2016盛夏。

影片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華策影業（天津）有限公
司 、北京天堂文化發展有限公
司、北京藝洋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樂華圓娛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橫店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
京高登世界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電影頻道出品，上海亞洲電
視藝術中心、伊犁大盛傳奇影業
有限公司、上海通江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貿大匯文化投資管
理中心、立德星影視文化傳媒
（北京）有限公司、中川影業傳
媒（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全景
無限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五洲電影發行有限公司、萬
達影業（青島）有限公司發行，將
於7月15日全國上映。 據悉，影
片將同步推出 IMAX版、三屏合壹
270度環幕的超感ScreenX版放映
格式，以及根據影片情節、動作、
場景、音效實現實時超感體驗的
4DX版本，敬請關註。

C5香江演藝

成人午餐 $9.69/人; 成人晚餐及週六、日全天 $12.89/人
60歲以上老人，平日中餐$8.39/人; 晚餐及周六、日全天$10.89/人

兒童(3-8歲) $5.99/人; 兒童(9-12歲) $7.99/人

$12.89/成人晚餐 $10.89/老人晚餐

老人快樂時光 $7.95/60歲以上
（週一至週四）2:00-5:00pm

誠請看枱、SUSHI MAN

中、日、美大型自助餐廳

占地20.000呎

可容納600多人

中式﹑日式﹐西式及拉丁美洲
式等各種國際美食﹐有牛排﹐
海鮮﹐壽司﹐鐵板﹐沙拉及各色
甜點還有廣式點心（有豆豉排
骨﹐鳳爪）等近250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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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孫從小熟唱《上海灘》

葉麗儀 製炮
獨一無二兒歌碟

葉麗儀早前獲音樂人兼老友鮑比達邀請，
為冼杞然執導的好萊塢大製作《終極勝

利》（The Last Race）主唱中、英文版的主
題曲，Frances被片中李愛銳這段悲壯偉大事
跡所感動，當收到歌曲的純鋼琴音樂時已經毛
管直豎，必須投以豐富情感去演繹。從經典劇
作主題曲到到《終極勝利》電影主題曲，
Frances俱演繹得淋漓盡致，不過以往鮮有唱
電影主題曲的她也難免感受到一絲壓力，她認
真地說：“這跟唱流行歌曲截然不同，錄音時
要靠鮑比達從旁給予一些畫面，透過他描述畫
面再運用想像去唱出來。片尾曲最後一句要聲
嘶力竭傾盡全力，心情很沉重，不過我好快已
把情緒調節過來，要拎得起放得下。”

兒子遺傳音樂細胞
較早前Frances和中樂團合作開秀，這次

是另一挑戰，她要求中樂團脫離過往演出框
框，要奏出占士邦音樂配英文歌，結果效果奇
佳，“我發覺很多年輕一輩樂師，以前玩嗩吶
應該有規限，現時年輕一輩已衝破這些規限，
好似當中一位男樂師把嗩吶吹到像風笛、喇
叭、色士風，相當難得。原來他3歲開始玩這
樂器，朋友都說現在的小朋友要入名校，每個
人都要有件樂器，識彈琴已經好普通，反而會
學其他特別樂器，令現在音樂人的質素提高不

少。”
Frances的兩個孫兒分別是6歲和8歲，但

她不會像一般怪獸家長逼孫兒學這學那，視乎
小朋友的興趣，也很鼓勵他們學音樂：“最初
陪孫仔一起上堂，兩個人回家後便拿着一本書
一齊學，我學得太慢又懶去練習，他就經常
練，現在比我好，其實他唱歌都好聽，在學校
唱合唱團。我個仔唱歌都不錯，多多少少有我
遺傳，同樣都喜歡音樂，（母子檔演出？）有
點難，他做精算學，突然叫他來唱歌有點怪，
不易搵食。我們雖然沒試過公開表演，有次一
起唱和音，所以唱片上印上他名字，他不知幾
開心，好驕傲同媽咪一起唱歌，倫永亮對他更
讚不絕口，說他高低音應付自如，還叫我多帶
兒子來唱歌，但就要看時間。”

她提到兩個孫仔便喜上眉梢，孫兒都很喜
歡聽這位嫲嫲唱歌，這位廿四孝嫲嫲更為孫兒
獨家炮製了一張兒歌碟，這張私人CD只有孫
兒獨享：“全張碟有十首兒歌都是我唱，但不
會考慮公開發售，大家可有見兒歌搵個阿嫲來
唱？哈哈，孫兒現在邊聽邊跟住唱。”至於跟
孫兒組“嫲孫檔”便不可行，雖然孫仔經常曲
不離口，很喜歡唱歌，可是叫他唱時便會躲起
來，“大抵8歲小朋友這階段開始懂得怕醜，
好似好好的在家彈琴，忽然有客人到訪即不敢
再彈，反而3、4歲時膽子較大，隨意拿起梳

子或牙刷當成麥站在台上唱‘浪奔浪流’，甚
是好笑，他算是我粉絲。每當我出門時，他們
便上網播我的歌給小朋友聽，絕大多數播‘浪
奔浪流’，已經朗朗上口，他們不懂詞意都會
照唱可也，最曉得是‘浪奔浪流’頭兩段，另
一首耳熟能詳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這歌旋
律舒服正好是逗他們入睡歌曲。”

保養秘訣在於染髮
葉麗儀大部分時間留在澳洲弄孫為樂：

“8歲大孫仍然很喜歡跟嫲嫲去街，過幾年便
有自己生活，6歲細孫因腦部受創過，如同BB
不懂坐立行路說話。而他重20公斤，所以移
動他時要靠器材輔助，我在澳洲會好好多，多
個人多雙手，減輕新抱負擔。”沒事做的話，
她都會返港跟朋友敘舊，她開心說：“可以約
人打球、食飯，香港這樣好玩，在此地很多球
友，阿Lam（林子祥）都是我球友，他打高爾
夫球技術好過我，可能他玩開網球，馬步紮得
好穩，不過我們年紀差不多，或者我大他一年
半載，哈哈。”

年屆68歲的她被讚保養得宜，她自爆最
大秘訣是染黑髮，看起來年輕不少，外國人估
她只得50來歲，她自信說：“最多叫我阿
嬸，無人叫我阿婆，哈哈，連老公都未見過我
髮色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內地男星陳曉與
台灣女星陳妍希將於本月19日舉行
婚禮，好事將近，不過最近內地女
星孫耀琦在直播中大爆陳曉與趙麗
穎曾拍拖，但否認陳妍希是“小
三”。孫耀琦爆料後，坊間大為吃
驚，有網友指責孫為博出位而把他
人的幸福“放上枱面”。

日前，孫耀琦在微博留言公開
道歉：“第一次和粉絲們直播聊

天，好多話沒考慮清楚就說出來，
因此給我的朋友們帶來了各種困
擾，甚至讓前輩、老師們也感到失
望，對此我想對所有因為我而受到
影響的人說我錯了，對不起。我並
沒有任何惡意或者想要炒作的想
法，希望大家能原諒我的過失，我
以後也會更加謹言慎行。希望大家
不要再糾纏於所謂的‘八卦’，它
們真的沒有任何意義。”

葉麗儀（Frances）縱橫樂壇46載，

音樂路上可尋找到她澎湃激昂的懾

人聲韻，但在兒孫世界，她則是

個和藹可親、溫婉仁慈，事事

以孫兒為首的好嫲嫲，更獨

家炮製一張兒歌唱片，給

兩個乖孫專享。

■葉麗儀大
部分時間留在澳
洲弄孫為樂。

■葉麗儀笑言連老公都未
見過她髮色真面目。

資料圖片

■葉麗儀為好萊
塢大製作《終極
勝利》演唱主題
曲。 資料圖片

■倫永亮(左)對葉麗儀兒子
的歌喉亦讚不絕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馬蹄露
將於月中假香港荃灣大會堂舉行一場演唱
會，日前請來張慧儀及關寶慧等一班好友
出席演唱會記者會，不過身為主角的馬蹄
露卻遲到近半小時才現身。

會上馬蹄露穿上6吋半高跟鞋低胸露
背泳衣大秀31A iPad胸唱出改編自鄭秀文
《信者得愛》的演唱會主題曲《咔啦
秀》，十分落力。

消瘦不少的馬蹄露表示因年初患鼻竇
炎影響喉嚨軟骨組織發炎，於是戒吃零食
及飲食清淡，結果瘦了15磅，現110磅，
不過演唱會的服裝就不設底線，但會以型
格為主。她表示今次個唱除有份投資6位
數，並兼任總監和策劃，因為今年是加入
TVB廿周年，希望幫自己留一個紀念，屆

時個唱會以酒吧為背景，並請來6位嘉賓
演唱。除了投資演唱會，她又透露將於10
月前往沙巴拍寫真集，希望能在年底推
出。

好友關寶慧和張慧儀專誠到來撐場，二
人表示演唱會當晚都會捧場。問到可擔心當
晚被臨時拉上台？她們異口同聲說怕怕，上
到台只會說話。關寶慧又自爆登台瘀事：
“試過登台唱一首好熟的《甜蜜蜜》，怎麼
知入錯位之後全首歌都入不到歌，全程只站
在台上。”張慧儀亦稱不喜歡唱歌和登台，
很怕甩嘴和入錯位，以前都是公司安排宣傳
才去登台。對於馬蹄露開演唱會，她大讚對
方比自己有勇氣，所以一定會支持。談到工
作，她表示現正拍一部電影，之後返內地拍
電視劇。

馬蹄露低胸露背谷個唱

指陳曉趙麗穎曾拍拖 孫耀琦公開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喜歡下廚的杜琪峯（杜
Sir）早前拍攝《三人行》期間充當伙頭大將
軍，化身Chef Johnnie炮製拿手好戲“黑松
露飯”。片場廚房傳來陣陣飯香，古天樂、
趙薇、鍾漢良、謝天華、洪天明、譚玉瑛和
盧海鵬等演員，拿着自己的飯碗乖乖地排
隊，等候Chef Johnnie逐一替他們盛飯，非
常熱鬧。

戲中飾演高智慧罪犯的鍾漢良說：“我
們就好似大家庭，每晚同杜Sir和杜太太，
成班工作人員一齊食飯。通常由杜太太發辦
和下廚，好好食，我覺得好幸福，而我當然
無份煮，只是負責擺碗筷、傳遞食物，最重
要是負責‘食’，哈哈哈！”他自爆非常愛
吃，每次都是負責吃清枱上所有飯餸的“清
道夫”。探班當日，鍾漢良替趙薇打蛋醬，
可是碗太小蛋醬太多，他小心翼翼地攪動，
以免蛋漿溢出碗外。飾演腦科醫生的趙薇，
因為還未收工，她穿着生袍在廚房純熟地炒
蛋，畫面非常有趣。而她炮製洋葱炒蛋看似
簡單，但最合古仔口味，他大口地吃得痛
快。

正當大家都在廚房忙個不停的時候，古
仔就像他在戲中飾演的警員一樣沉默，靜靜
地“觀戰”，問他為何不出手呢？他說：
“這麼多高手出招，哪用我？我吃就行！”

片場廚房飯香撲鼻

趙薇着醫生袍下廚

■鍾漢良替趙薇打蛋醬，但有點
雞手鴨腳。

■趙薇穿着醫生袍炒餸，畫面有
趣。

■陳曉被指與趙麗穎(右)
曾拍拖。 網上圖片

■孫耀琦
網上圖片

■馬蹄露(中)有好友張慧儀(左)
及關寶慧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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