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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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廠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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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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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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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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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辦“扛老婆”賽跑
選手穿越障礙笑料百齣

芬蘭松卡耶爾維，當地舉辦“世界扛老婆錦標
賽”，參與者越過重重障礙奮力前行。

“風暴士兵”列隊出街慶祝西班牙文化節

民眾身著星球大戰中的角色服裝，參加在西班牙希洪舉行的2016
年媒體文化和娛樂節遊行。圖為“風暴士兵”列隊亮相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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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阿姆利則，工程師和工人在戰爭紀念碑安裝45
米高鋼刀，以迎接8月15日第69屆獨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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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達拿
溫網8
邁向

冠王

挽救3個賽點 上演驚天大逆轉

在費達拿對陣９號種子施歷的比
賽中，費達拿在以6：7（4）

和4：6先輸兩盤的情況下展開絕地
反擊。第三盤中，雙方先是戰至3
平，隨後費達拿在逆境中成功保發，
並一鼓作氣破掉克羅地亞人的發球
局，以6：3扳回一盤。第四盤比賽
一度陷入膠着，但頑強的費達拿成功
挽救了3個賽點，以11：9勝出。將
兩人鏖戰拖入決勝盤。決勝盤中，愈
戰愈勇的費達拿以6：3取勝，職業
生涯第10次以大逆轉的方式晉級，
向其第8座溫網冠軍金盃邁進。

費達拿賽後表示：“比賽中，
不知怎麼地會希望對手的水準能下降
一點，自己能更幸運一點。而事實就
是如此。”他表示，自己在比賽的最
後階段打得非常好。

“能夠從0：2的情況下逆轉對
手，確實是巨大而又珍貴的勝利，我
也確實很享受這樣的事情發生，”費
達拿賽後說，“從某種程度來說，我
今天很幸運。你知道，出現賽點時，
你很難控制。但我拚了，我盡力了，
我相信我能贏，最終，我做到了。”

本場勝利後，費達拿第11次闖
入溫網準決賽，追平了美國名宿干納

斯保持的紀錄。同時，費達拿也成為
歷史上大滿貫賽事獲勝場次最多的球
員，達到了307場，超過了由女子網
壇“常青樹”娜拉蒂露娃之前保持的
紀錄。

準決賽中，費達拿將對陣加拿
大選手拉奧歷。拉奧歷當日以6：
4、7：5、5：7及6：4打敗曾淘汰衛
冕冠軍的美國球手凱里。

梅利苦戰五盤晉四強
當日同樣經歷5盤大戰才勝出的

還有英國本土名將梅利。2號種子梅
利對陣法國名將宋加時則是先贏兩
盤，又輸兩盤，不過決勝盤中沒有再
給 12 號種子機會，最終以 7：6
（10）、6：1、3：6、4：6和6：1
勝出。

梅利表示：“宋加是一個非常
好的選手，並且是全球最好的草場選
手之一。他自始至終都打得非常努
力，這是一場很棒的比賽。”

梅利將與捷克人貝迪治伯蒂奇
爭奪另一張決賽入場券。貝迪治當日
以7：6（4）、6：3及6：2淘汰法國
球手普伊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瑞士天王”費達拿和英國

本土高手梅利倫敦時間6日雙雙

經歷5盤大戰勝出，晉級溫布頓

網球公開賽男單四強。

美國“雅虎體育”專欄作家沃納洛斯基在
twitter上透露，NBA邁阿密熱火當家球星韋迪決
定離巢投奔芝加哥公牛，合約內容為2年4700萬
美元。

現年34歲的韋迪出生於芝加哥，年少時一直
視公牛巨星米高佐敦為偶像。據悉，韋迪於當地時
間6日在紐約曾與熱火老闆哈里森會面，但熱火不
願意為韋迪提供一份3年期的合同，僅開出一份兩
年4000萬美元的合約，令韋迪最終選擇離開。他
在決定加盟公牛之前，還曾與密爾沃基公鹿、丹佛
金塊等隊會面。據悉，金塊曾給出一份兩年價值
5200萬美元的合約。但韋迪告訴身邊的朋友，一
旦他離開熱火，將會選擇回家鄉芝加哥打球。

韋迪表示，離開熱火加盟公牛不是個容易的
決定，但他認為這對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來說，是
個正確的決定。

他稱，早期他看着公牛的崛起，啟發了他要
成為一個籃球員的決心。而他最珍貴的回憶就是
看着父親在芝加哥的費米小學打籃球的身影，以
及他自己在芝加哥的藍島娛樂中心打籃球的時

光。“我從沒忘記我從哪來，”他說道：“我很
高興有機會為這支點燃我對籃球熱情的球隊効
力。”

公牛即便之前走了羅斯、加素，但在韋迪加
盟後，將可與朗度及占美畢拿組成三
巨頭，維持一定的戰力。

韋迪於2003年選秀中以第
五順位被熱火選中，自此
開啟他在熱火的13季職
業生涯，並成長為一
代巨星。他平均每
場得23.7分、4.8
籃板、 5.8 助
攻，12 次入
選全明星賽，
3度奪得NBA
總冠軍，和1次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
員（MVP）。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韋迪離開熱火
4700萬回鄉効力

■主攻劉曉彤在比賽扣殺。FIVB圖片

中國女排負荷蘭出線告急
中國女排

在八名主力及
主帥郎平缺陣
的情況下表現
起伏，7 日於
世界女排大獎
賽總決賽首仗
以 25： 23、
14： 25、 25：
19、20：25和
8：15 不敵荷
蘭隊，小組出線告急。此役，中國隊接應龔翔宇斬獲21
分，主攻劉曉彤拿下12分，主攻惠若琪和副攻張曉雅雙
雙贏得10分，副攻袁心玥進賬8分。北京時間今午4
時，中國隊挑戰衛冕冠軍美國。 ■記者 陳曉莉

張文釗投恒大 披15號戰袍
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7日正式從魯能簽下邊前

衛張文釗，但未透露轉會費。張文釗將在恒大身披15號
戰袍，值得注意的是，恒大最成功的外援孔卡也曾身披
15號戰袍。

1987年出生的張文釗曾効力於深圳紅鑽和長春亞
泰，並曾在2011年入選國家隊，2014賽季加盟山東魯
能，3個賽季為魯能貢獻了5個進球和3次助攻。

■新華社

“公益垂直跑”8日起接受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第五屆“新地公益

垂直跑”於8日起公開接受報名，兩項賽事“勇闖香港
ICC”及“勇闖上海IFC”將分別於12月4日及10月23
日舉行，香港賽站將繼續成為垂直馬拉松世界巡迴賽
（Vertical World Circuit）終極賽站，屆時來自世界各
地的垂直跑精英將於全球第七高、全港最高建築物環球
貿易廣場（ICC）一較高下，爭奪世界冠軍殊榮。

經過連續4個平路賽段之後，2016環法自行車賽
當地時間6日迎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高山賽段，比利時
車手范阿維馬特憑藉後半程、特別是最後一段爬升路段
的驚人表現，勇奪第五賽段冠軍，職業生涯首次穿上環
法領騎黃衫。

這名31歲的BMC車隊主將此前只在2015年環法
的第13賽段拿到過一次賽段冠軍。這次奪冠讓他出乎

意料地從連續三天領騎的薩甘手裡奪過黃色領騎衫。
當日，共計198名車手自利摩日出發，而這一數字

正是今年環法的全部參賽陣容。
從2005年起迄今，環法還是首次出現前四個賽段無

一人“掉隊”的情況。
7日，環法自行車賽將自阿爾帕容發車，經190.5

公里騎行至蒙托邦收車。這將是賽事進入比利牛斯山前
的最後一個平路賽段。

■新華社

比利時車手稱雄環法第五賽段

6 屆
溫布頓女單冠軍莎
蓮娜威廉絲（細

威），北京時間7日晚直落兩盤輕鬆擊
敗排名世界第50的俄國維絲妮娜，第
9次晉級溫網決賽。不過，她的胞姐維
納絲威廉絲（大威）卻以兩個4：6不
敵4號種子、德國的卻芭，未能重演兩
姐妹爭冠的歷史場面。細威在今屆溫
網的前五輪比賽，除第二輪苦戰三盤
獲勝外，其餘都是兩盤過關。7日晚，
面對四強中唯一的非種子球手維絲妮
娜，很快進入狀態，連破帶保，以
6：2輕鬆拿下首盤。第二盤比賽更

是呈一邊倒，細威
自己的3個發球局均
是“love”保發。
最終，“世界一
姐”以6：0奠勝，
強勢晉級決賽。

至於36歲、5
度奪冠的大威，6
日 晚 以 7： 6
（5）、6：2擊敗世界排名第96的哈
薩克對手席舒維杜娃，7年來首度闖進
溫網四強。惟面對強勢卻芭，以兩個
4：6落敗。卻芭將與細威爭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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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阿維馬特衝過終點
時激情慶祝。 美聯社

■在熱火度
過 13 個球
季的韋迪投
奔 公 牛 。

資料圖片

■梅利為勝利吶喊。路透社

■細威晉級
女單決賽。

法新社

■碧咸攜兩個兒
子觀戰。 路透社

細
威
九
晉
決
賽

與
卻
芭
爭
后

■費達拿霸氣回歸。法新社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7月8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在福建泉州南安
市 石 井 鎮 的 兩 個
村——東安下（自
然村名）和院前
村，因祖先幾百
年前爭奪山地，
發毒誓永不通
婚。近日，南安
一位女大學生曉雯
（化名）表示，沒想到
毒誓阻撓愛情的事會落在自
己身上。她的家人因為這個原
因，強烈反對她和男朋友阿華（化
名）在一起，並讓他們分手。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
離，不是我不能說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
起。”這句話可謂道出了曉雯的心聲。曉雯告
訴記者，她的家在南安市石井鎮東安下，而阿
華家住石井鎮院前村。高中的時候兩個人讀一

個中學，阿華
比曉雯大兩
屆。曉雯高二
那年，一次偶
然的機會他們
相識了，之後兩
人成了男女朋
友。去年國慶節
阿華當兵回來，他

們雙雙見了家長。令
他們沒想到的是，見過家

長後，聽說兩個村莊是不通
婚的，二人遭到了家長極力反

對。

女大學生為愛抗爭
“遭到家人反對後，我一直在

鬧情緒，他不顧家人反對，還毅然來福州陪我
讀書。我們一直在努力。”曉雯說，知道家人
反對後，我經常做噩夢，有一次聽同學說村子

破除了傳統，那麼久以來第一次做了好夢。
“我不清楚以前因為什麼使得兩村互不通婚，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在一起！希望得到父母家人
的祝福和支持。”

院前村與東安下只有一公里的距離，卻隔
着“婚姻的鴻溝”。兩村的村民都知道兩村不
通婚的習俗，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不通婚的
原因。 “具體年代說不上來，可能有幾百年
了吧！”院前村老人會會長李世僑介紹，他也
是從小就被長輩告知不能跟東安下的村民通
婚。原因是院前村有一個女子嫁去東安下，由
於院前村成立較早，把附近的山地都佔領了，
而東安下只是剛成立，並沒有山地，這個女子
覺得很委屈就回老家向她父親討要一點山地用
來以後當墓地，她父親便劃出一些山地給了
她。誰知這一劃劃出問題了：大量的山地被當
時東安下的村民所佔領，大大超出了她父親給
她的範圍。院前村的村民當然不肯了，於是便
大打出手，最後雙方都發毒誓永不通婚。

■東南新聞網

盛夏時節，重慶因地理位置特殊，不少防空洞
被合理開發利用起來，吸引眾多市民前往避暑納涼。
今年重慶共開放106個防空洞供市民避暑納涼。有的
防空洞被開發利用成為了酒窖、火鍋店。圖為防空洞
裡的火鍋店生意爆棚。 ■文 /圖：中新社

防空洞吃火鍋

閩兩村爭山地 幾百年不通婚

記者從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
日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綜合樓工地上發掘
出具有上千年歷史的皇家園林遺址。遺址為古
代著名人工湖“摩訶池”的西北角遺址，是繼
2014年發現並確認摩訶池東南界之後的第二次
重要發現。

杜甫曾泛舟摩訶池
“摩訶池”為梵語，翻譯過來是“廣大有

龍”的意思，存在於隋唐至明代，曾是古代成
都著名的中央公園和皇家園林，許多史料文獻
和詩文辭賦都對摩訶池有所記載，唐代著名詩
人杜甫也曾在此泛舟遊覽。五代時期，前蜀開
國皇帝王建改摩訶池為龍躍池，大興土木，環
池修建宮殿，成為皇家園林。

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摩訶池遺址發掘負
責人易立介紹，此次發現明確了摩訶池的西北
邊界，還出土了大量唐宋至明代的瓷器等生活
用品，以及古代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材料。這
對復原古代摩訶池的方位、範圍、面積、周邊
建築的分佈情況、使用和回填的歷史面貌都有
重要價值。綜合歷次的考古發現推測，摩訶池
鼎盛時期的最大面積約1,200畝，相當於110餘
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根據史料記載，摩訶池周邊還有很多著
名建築，如果確定了摩訶池的邊界和範圍，就
可以順藤摸瓜尋找到更多的遺蹟。不過因為遺
址位於成都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目前考古
發掘工作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見縫插針地開
展。”易立說。據了解，為更好地保護、利用
摩訶池遺址，成都市政府將在摩訶池東華門遺
址的基礎上修建一個面積約50萬平方米，既有
類似於希臘雅典衛城遺址那樣的歷史觀感，又
兼有類似於紐約中央公園休閒功能的蜀都遺址
公園。 ■新華社

3D打印距骨
全球首宗成功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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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方先生今年27歲，是一名電氣工程師。
兩年前跌傷後造成距骨骨折，醫治多年無

效。方先生的距骨已經塌陷壞死，其他醫院給他
的建議是做脛—距—跟植骨融合手術，但做完這
種手術，年輕的方先生就無法再自如行走了。

患者術後行走自如
該中心主任唐康來說，手術關鍵技術在於

“骨泥”。手術中，醫生會截取一部分方先生

自身依然健康完好的骨頭，攪打成細碎的骨顆
粒，加入BMP和促骨形態發生蛋白等材料做成
“骨泥”。
而事先用鈦合金與特殊材料製成的距骨上

則留有很多微孔，把骨泥灌入微孔中後再進行
縫合，等到骨泥生長完畢，患者也就恢復了行
走的能力，輕微緩速的跑動也不成問題，只要
不進行籃球足球等劇烈運動就沒有大問題。此
外，此次3D打印的距骨在承重方面還有所側

重，在承重面的密度比非承重的密度要大，因
此不同部位採取了不同的打印方法，比如承重
輕的面採取霧化打印法等。

據介紹，這項世界前沿技術得到了多家科
研機構支持。由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牽頭，
聯合中國科學院重慶綠色智能技術研究、中國
科學院物質結構研究所等十個單位協作攻關才
得以運用。預計在經歷完四年半的科研到臨床
過程後，該項技術就可以真正來到患者身邊。

■醫生為方先生進行植入手術。 網上圖片

記者從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獲悉，其骨科運動醫學中

心近日成功完成了世界首宗3D打印的距骨植入手術，患者術後可

自如行走。 ■《光華日報》及央視網

■因祖先幾百年前為爭奪
山地互毆，兩村發毒誓永
不通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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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新帥攜新援亮相

法甲豪門巴黎聖日耳曼新帥埃梅裏攜新援本阿爾法亮相。

男單第4輪精彩瞬間

C6大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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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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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好朋友的婚禮》
舒泣宋茜為馮紹峰大打出手

都說上輩子拯救了銀河

系，這輩子才能獲得超級好的

運氣。按照這個比例來算，馮

紹峰上輩子大概是拯救了整個

宇宙吧。7月 5日，電影《我最

好朋友的婚禮》曝光壹支“他

是誰的新郎”版制作特輯。在

特輯中，性感女神舒泣和甜美

少女宋茜頻頻向馮紹峰示愛，

上演壹場愛的爭奪戰，羨煞壹

眾圍觀群眾。

幽默體貼很紳士
又帥又man又可愛
以前總是在電影中放羊、

搬磚的馮紹峰，這次在電影

《我最好朋友的婚禮》中，終

於回歸真實自己，飾演了壹個

穿衣有型脫衣有肉的“世界名

記”。重新回歸顏值正常水準

線的馮紹峰，在電

影中自然備受女生

青睞。

在 制 作 特 輯

中，馮紹峰先是獻

上壹段花式西裝大

秀，繼而穿上運動

服化身綠茵場巨星，

最後還上演壹段肌

肉的誘惑，壹路飆

高的顏值和爆棚的荷爾蒙，看的

人直流口水。“挺帥的，挺man

的”、“非常體貼、非常紳士”、

“可愛，很熱情”，這是舒泣對

馮紹峰這個角色的評價。要說

舒泣這邊還算中肯，宋茜的

評價就熱情似火了：“他顏

值高呀！”、“我是他的未婚

妻，我就要嫁給他！”。

作為“世界名記”，幽默

的化解遇到的不同情況自然也

是必備技能。在電影中，各

種段子馮紹峰張口就來，看到

鳳小嶽飾和宋茜擁抱打招呼，

壹邊匆忙拉開壹邊大呼“泡了

我的姐妹，還要親我老婆？”

難怪宋茜在采訪中不斷強調馮

紹峰“特別的逗”。

馮紹峰：面對愛情我從不

含糊
雖說被兩個女生追求是壹

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如何在不

傷害友誼的情況下，處理好三

人之間的關系，卻是壹件非常

有挑戰的事情。對於這個角色，

導演陳飛宏表示：“林然是在

兩個女人之間的壹個男人，這

樣角色對馮紹峰來說很有挑戰。

能堅持住自己的原則，馮紹峰

在這裏面，很有驚喜。”

壹個是熟悉到在壹起沒話說

也不會覺得尷尬的青梅竹馬，壹

個是海誓山盟即將走入婚禮殿堂

的未婚妻。對於這兩個人，馮紹

峰說：“林然是壹個比較有自己

的態度的男人。青梅竹馬到了壹

定時候，可能會萌發壹些有點微

妙的感覺。但對於宋茜這個角色

，是未婚妻，就要哄著她、寵著

她，林然對這兩個人是完全不同

的，對待愛情從來不能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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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的感情故事，

兩個人的愛情之爭，預知結果，

8月5日，電影院邀妳評判。

《十九歲》發“妳以為”海報
懸疑青春破解真相

由黃子韜、楊采鈺、杜天

皓、李夢主演的青春懸疑電影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不久前

宣布改檔，目前仍暫定暑期上

映。這部由臺灣金馬導演張榮

吉執導，蘇照彬、黃誌明監制，

根據日本推理小說大師島田莊

司同名原著改編的電影作品，

講述了壹段充滿懸疑、曲折離

奇的青春愛情故事。日前，片

方新曝光了壹組“妳以為”海

報。這部將“懸疑”和“青春”

大膽融合的青春電影，到底特

別在哪些地方，在這組海報上

就可以找到答案。

跳出青春片老套路
遠遠不止“妳以為”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是

日本推理小說大師島田莊司的

早期作品。壹改他慣常的本格

推理風格，這部小說從壹開始

到最後結束都是圍繞著幾個 19

歲的年輕人，講述他們之間若

即若離、充滿變數和危機的情

感故事。然而，貫穿始終的懸

疑氣氛使這部作品變得十分特

別，讀者們紛紛被作者“欺騙”，

跟隨著主人公壹起陷入迷局，

直到最後真相大白，所有人才

恍然大悟。

八張海報中以“妳以為這

只是青春片，其實它很懸疑”

為開篇，開門見山的點明了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的最大

亮點。海報中，黃子韜和楊采

鈺的畫面青春逼人，和火燒效

果中的“汽車追殺”的懸疑氛

圍形成鮮明對比，也讓觀眾能

直接地感受到這兩種截然不同

的戲劇效果。“妳以為這只是

愛情片，其實它很動作”和“妳

以為這只是賣顏值，其實它很品

質”也能看出電影具有更加豐富

的情節元素。在此前的采訪中，

黃子韜也曾坦誠過電影的動作戲

部分都是自己親身上陣，掛了不

少彩。而張榮吉、蘇照彬、黃誌

明三位則是電影品質和藝術性的

最強保證。

接下來的五張海報為觀眾

揭示了電影情節的幾大亮點，

尤其是劇情層次的豐富性讓許

多熟知“青春片”套路的觀眾

感到耳目壹新。“妳以為只是

卿卿我我，其實還有欺世陰謀”

直指電影中還牽扯到“陰謀”

成分，海報中三位主演看似壹

團和氣的表象下似乎暗流湧動。

“妳以為付出總會得到回報，

其實單戀最後只有毒藥”顯然

是在描寫單戀的痛苦，這種痛

苦也成為了推動起劇情高潮的

重要動力。“妳以為為愛守護

就是尋找真相，其實真相之外

還有真相。”回歸到電影的懸

疑元素上，海報上騎摩托車的

黃子韜和面色沈重的楊采鈺充

滿了對懸疑的隱喻。“妳以為

遇見就是永遠，其實夢碎只在

瞬間”說出了愛情的理想和現

實的殘酷，19歲時對愛情的壹

切幻夢，在現實中都會有醒來

的那壹天，也讓電影蒙上壹層

悲傷的色彩。最後“妳以為朋

友之間真心相待，其實情字當

頭都是困獸”則是講愛情與友

情的矛盾，看來電影中這四位

年輕人的關系非同小可。

在如今青春片紮堆的時代

背景下，電影創作者們正面臨

觀眾觀影疲勞的問題。循規蹈

矩的青春片將漸漸失去觀眾，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講述的

青春懸疑故事將打破所有人對

青春片的成見。

島田莊司作品首登中國銀
幕 90後新演員不負眾望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是

島田莊司首部在中國改編上映

的作品。就連島田莊司本人都

很重視這次機會，不僅在拍攝

時自費來探班，在之後的宣傳

中也常常在個人微博中號召大

家關註。而除了電影主創為了

品質精益求精、精雕細琢以外，

四位 90後新演員也奉獻出了精

彩的表現，收獲了劇組上下的

壹致肯定。

妳以為黃子韜只會裝酷耍

帥畫眼線嗎？在這部電影中，黃

子韜的表現絕對會讓妳大跌眼鏡，

打破對他的壹切刻板印象。黃子

韜在電影中飾演的“康喬”除了

感情戲和動作戲都交出完美答卷

以外，在表演的細節上也展現出

了令人驚喜的表演天賦。從最初

只是被夏穎穎吸引的懵懂少年，

到為了守護夏穎穎的孤註壹擲，

再到和反派發生沖突，黃子韜的

表演都層次分明。作為偶像歌手

首次跨界電影演員，就能有這樣

的表現力，不得不讓人刮目相看。

楊采鈺在《夏天十九歲的

肖像》中飾演女主角“夏穎穎”。

這個角色肩負起這部作品絕大

部分的懸疑成分，壹切的謎團

都圍繞這個少女。對理想愛情

的幻想，和現實的殘酷，使

“夏穎穎”感到痛苦和迷茫，

“康喬”的闖入更讓她矛盾不

堪。在電影中有許多情緒爆發

戲。黃子韜和楊采鈺的互動都

十分有感染力，作為新演員已

屬難得。

杜天皓和李夢在電影中飾

演“康喬”的同學兼好友，在

“康喬”住院時陪伴在左右。

但實際上，三個人的關系並不

是表面上那麽風平浪靜。妳以

為杜天皓只會演花瓶角色？在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中他挑

戰了壹個內心戲十足的悲情角

色，和黃子韜、李夢的表演產

生了強烈的化學反應。李夢飾

演的“朱莉”是壹個線索式的

人物，直接關系到電影最大高

潮的走向。四位主演都是90後，

但不論是導演還是監制都給出

了非常高的評價。這部電影不

僅將打破觀眾對於“青春片”

的成見，也會打破大家對於

“黃子韜”乃至所有年輕演員

的成見。

《夏天十九歲的肖像》由

大盛國際、小米電視、長富匯

銀、影都文投、天浩盛世、啟

泰文化、貓眼影業、第九單位

聯合出品。妳以為的壹切，都

將在在這部電影中得到嶄新的

答案，讓我們壹同見證吧！

袁泉《危城》開打撕文藝標簽
自曝NG49條創紀錄

動作巨制《危城》即將於 8

月 18日全國公映，氣質女神袁

泉在片中出演保衛團團長妻子

周素素，第二次與導演陳木勝

合作，袁泉主動請纓挑戰動作

戲，頗具顛覆性。首演打戲，

袁泉吃了不少苦頭，她透露有

場戲拍了 49條才過關，打破個

人紀錄。憑借七年的京劇功

底，加上片場的埋頭苦練，袁

泉出色完成動作戲份，令動作

導演洪金寶盛贊其“完美”。

戲劇性的是，此次是袁泉和劉

青雲、古天樂的第二次合作，

此前袁泉曾扮演古天樂的妻子，

在《危城》裏卻成為劉青雲妻子，

劉青雲也難掩對袁泉的欣賞，坦言

“在合作女演員中最像老婆”。

兩人更夫妻同心壹起對抗古天樂，

可謂是“為了新歡狂虐舊愛”，

令人期待不已。

文藝女神霸氣開打 袁泉首
演動作戲獲洪金寶認可

在硬漢集結的動作巨制

《危城》中，袁泉大膽顛覆以

往“文藝”、“柔弱”的銀幕

形象，出演了壹個既能幫助丈

夫處理保衛團家事，又能參與

到拯救行動中的女中豪傑，不

僅文戲爆發力十足，武戲也

“巾幗不讓須眉”。據她透露，

這次打戲是自己爭取過來的，

“初版劇本中周素素並沒有武

打戲份，但我認為這個角色是

有潛力和能量參與到拯救行動

中的，所以和導演爭取到了動作

戲。”首演打戲，袁泉下足功夫，

得空就向洪金寶、吳京兩位功夫

高手請教，同時她也以嚴格的標

準要求自己，有壹場下馬的戲足

足拍了49條才過關。

談到動作戲，有著七年京劇功

底的袁泉表示最難的是對力度和招

式的把握，她更借此表達對陳木勝

和洪金寶的感激之情，“陳木勝導

演給了很大的發揮空間，洪金寶大

哥則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幫助我，

大家之間建立了壹種強烈的信念感，

這是以往拍戲過程中很難遇到的”。

在該片早前曝光的預告片中，袁泉

的武打動作利落瀟灑、神情堅定有

力，留給了觀眾深刻的印象，網友紛

紛稱贊“這樣的袁泉太帥了”。動作

導演洪金寶也十分認可袁泉的表演，

盛贊道：“她對動作戲的把控讓我驚

訝，完全達到了我的要求。”

“為新歡虐舊愛” 劉青雲盛
贊袁泉“最像我老婆”

值得壹提的是，袁泉與劉青

雲、古天樂這對黃金搭檔頗有淵

源，在陳木勝導演上壹部作品

《掃毒》中，袁泉飾演古天樂的

妻子，在《危城》裏卻轉投劉青

雲懷抱，和他壹起對抗大BOSS古

天樂，堪稱為“新歡”劉青雲狂虐

“舊愛”古天樂。談到和兩位男神

搭檔，袁泉表示和劉青雲的搭配很

有火花，她透露，第壹次拍要哭戲

時找不到感覺，然後青雲哥過來後，

突然壹下就有了素素看到克難的感

覺，瞬間就哭出來了。而古天樂飾

演的大反派令她驚呼“怎麽可以壞

成這樣”，“他塑造的很成功，讓

我很有大反派的威脅感”。新任老

公則劉青雲笑言：“早就期待和袁

泉合作，我覺得在我合作的老婆之

中，她是最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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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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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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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擔任大提琴伴奏，NANA 為勇敢追夢的父親感到驕傲，
也謝謝父親的身教啟發，台上感性告白「我愛你」。而妻
子 Julie 則和他合唱當年與「台語天后」江蕙合作的國語歌
〈一種感覺〉。

陽帆除了演陽帆自己的歌曲，也帶來精彩的模仿秀，
化身為費玉清、蕭煌奇、楊烈、凌峰、蔡琴、余天 6 位實
力派唱將，展現令人驚豔的模仿與歌唱才華。演唱會的安
可曲，陽帆以知名的「陽婆婆」造型重新登台唱跳，讓全
場嗨翻。

陽帆 2 日晚上在 TICC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再一
次相見」演唱會，連唱 31 首歌，大展模仿長才，並與老
婆 Julie 以及女兒 NANA 一同表演，嘉賓阿吉仔則獻唱〈命
運的吉他〉。

出道 35 年終於首辦個人售票演唱會，陽帆哽咽表示
在這 35 年間，出過專輯、演過電影、當過主持，「但如
果有人問我主持和唱歌，到底喜歡哪一樣？我真的喜歡唱
歌，下輩子還要再當藝人！」說完隨即感性淚崩。

唱到〈藍與黑〉時，陽帆介紹 17 歲的女兒 NANA 出

出道 35 年終於開唱 陽帆淚崩演唱會

演員林佑威在
新戲「來自未來的
史密特」中，為配
合一幕女主角李毓
芬幻想他是外星人
的畫面，畫上特殊
妝，帥臉易容成詭
譎的面貌，連劇組
裡的小孩都不敢正
眼看他。

科 幻 偶 像 劇
「來自未來的史密
特」即將開播，男
主角林佑威在劇中
飾演 2045 年的基因

工程師史密特，莫名捲入一樁凶殺案，為了查明
真相而穿越時空回到 2015 年，和李毓芬飾演的狗
仔記者米雪相戀。

李毓芬在劇中個性少根筋又愛胡思亂想，有
場戲她把來自未來的林佑威幻想成外星人的模

《寒戰２》４日舉行媒體試片，飾演大反
派的張國柱也出席與眾人一同觀賞，並接受映
後訪談。67 歲的他提到與周潤發、梁家輝、郭
富城３影帝飆戲，搞笑說：「小弟年紀有點大，
看到影帝們心律不整血壓高，但不能輸啊！」

張國柱與郭富城在片中有場劍拔弩張的對
手戲，２人氣場勢均力敵，張回憶當時在香港
機場拍攝，郭走在前面，他聽到後面一大堆人
在喊「郭天王」，他幽自己一默，心想：「我
雖然不是天王，但也是天王老子。」

誇張震當爸變溫柔
因他兒子張震紅遍兩岸三地，日前在橫店

拍《繡春刀２》，他還買茶水去探兒子的班，
父子雖然各自忙拍戲，但１個月至少會見面１
次。提到張震１歲４個月大的女兒，張國柱馬
上變成慈祥爺爺，秀出手機中的孫女照片，笑
說孫女人來瘋，每次見面她都有不同把戲，「最
新特技是『彈舌』，一次可以彈１分鐘，長大
一定很有語言天分。」

張國柱透露張震是他的「銀行」，但 67 歲
的他熱中拍戲，這樣就不用跟一直跟「銀行」
領錢；他說張震比哥哥張翰貼心，「不同小孩
關心的事不一樣，張震當爸後比較溫柔。」

掃射郭富城「過癮」
他在片中是反派大頭目，率彭于晏、楊祐

寧作亂，尤其在隧道中用霰彈槍掃射郭富城的
戲，讓他大呼「很爽很過癮」。片中梁家輝飾
演兒子走歹路的父親，張國柱與梁認識30多年，
知道梁只有女兒，還熱心傳授教子祕訣：「兒
子不乖就開扁！」２人還交流養生之道，梁說
自己維持身材的祕訣是「腸胃不好」，所以多
年來都吃不胖，張則是靠每天跑步保持健康。
《寒戰２》７月８日上映。

《魔輪》曝幕後特輯 林心如何潤東花樣被虐

《寒戰2》
氣勢不輸天王郭富城

張國柱：我是
天王老子

樣。為了短短幾分鐘的鏡頭，林佑威整
整坐了 3 個半小時，讓化妝師在臉上黏
假皮，並用類似乳膠材質的模型土做出
立體感，最後再用噴漆噴全臉定妝，造型
完成後，林佑威盯著鏡子笑說，「好像七
龍珠裡面的比克大魔王」。

以往頂多拍古裝戴頭套，林佑威從來
沒有嘗試過特殊化妝，化完妝後，因臉部和
手部都黏上假皮，動作不方便，連綁鞋帶都
必須請他人代勞。林佑威看到自己帥臉大崩
壞，辨識度超低，覺得很有趣，在棚裡走來
走去自得其樂，卻發現劇組裡的小孩都不敢正
眼看他。

「來自未來的史密特」雖是帶有懸疑色彩
的推理劇，拍攝現場卻因演員間熟識，氣氛非常
歡樂，二度合作的林佑威和李毓芬也默契十足，
不過，劇本設計情侶間的親密互動，像是捏臉、
偷吻或深情對望，因兩人太熟，演起來常忍不住
笑場。

林佑威扮外星人 特殊妝讓帥臉大崩壞

騰訊娛樂訊 由基美影業出品，王早執導，林心如、何潤東、金世佳
主演的懸疑驚悚影片《魔輪》目前正在火熱公映中。這部集驚險刺激與懸
疑燒腦於一體的影片給觀眾帶來了一場強悍刺激的感官體驗，“手心全是
汗，全程緊握雙拳到最後”，“高能刺激，捂眼了 15 次”，更有觀眾稱“叫
破了喉嚨”。今日，影片再曝特輯，將幕後玄機公之於眾，揭秘了《魔輪》
拍攝背後暗藏的驚險。然而在“受虐”的背後，幾位主演卻為拍攝效果的
成功大為歡喜，暗稱“雖虐卻過癮，痛並快樂著”！

林心如何潤東身陷失控遊戲 花式被虐“痛並快樂”
從今日曝光的特輯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魔輪》拍攝現場的驚

險與艱苦。神秘的環境，逼真的道具，讓人望之悚然。特輯通過“精神恐
嚇”“肉體傷害”“化學攻擊”“極速旋轉”“五花大綁”五種“虐行”
分述了五位主演在片場花樣受虐的過程。其中林心如坦言拍攝環境極其驚
險，如果一個人在船上走一定會害怕；金世佳也訴苦道：“知道環境會很
惡劣，但沒想到那麼惡劣。”據了解，金世佳的第一場戲就是徒手拉救生
艇，為使拍攝效果更加真實，導演直言道具組安排的都是真實重量的道
具，整場戲下來金世佳已經累到虛脫。此外，何潤東也爆料在極速旋轉那
場戲中轉盤的轉動也是真實的速度，由於轉得太快，一場戲下來，大家幾
乎都到“快吐了”“噴鼻血”的程度！而導演是最受虐的一個 , 由於空氣
中彌漫著鐵銹和顆粒物，導演坦言拍到最後都喘不上來氣，差點暈過去。

然而另一方面，在戲外的幾位主創也懂得充分自娛，樂在其中，導演
將其概括為虐而過癮，痛並快樂著，“我覺得大家在享受‘被虐’的過
程，尖叫聲與歡笑聲同在”。林心如也表示：“一下來戲外大家都嘻嘻哈
哈的，一喊 cut 的時候，就看到一排五個人的椅子，面對著窗外，我們就
一直幻想我們在馬爾代夫的遊輪上面曬太陽。”何潤東也調侃說大家是一
起受虐，一起刺激，一起享受。這一番極富趣味的幕後大起底不但讓觀眾
了解了《魔輪》拍攝背後的艱辛，也燃爆了另類歡樂。

《魔輪》自帶高智商密碼 強懸疑體質來自基美制造
華語懸疑驚悚影片《魔輪》以小情侶劉晨晨（林心如飾）與於冰川（金

世佳飾）登上一艘名為“天涯號”的遊輪並參與了一場離奇遊戲而展開脈
絡，講述了一段懸疑燒腦的自我救贖故事。影片從視覺、特效、故事等多
個方面展現了獨具一格的精致懸疑風格，並自帶高智商屬性，從遊戲機關
到生死密碼處處充滿玄機，懸疑迷陣費人思忖。 

這部充滿強懸疑風格的電影由上海基美影業主控制作，全面傳承了基
美高質量、精細化的風格。在基美影業制作英文片、合拍片、國產片三管
齊下的戰略中，《魔輪》成為基美影業極具代表性的華語懸疑作品。基美
影業董事長高敬東先生表示：“我們希望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一流的獨立
制片公司，《魔輪》是我們今年要帶給觀眾的一部極具誠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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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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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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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Bissonne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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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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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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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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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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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13) 771-5868
6301 Ranchester Dr.
Houston TX 77036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30AM-5:30PM 週六 10:00AM-5:00PM

Beechnut

Bellaire Blvd.

Harwi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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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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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sner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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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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uTV 選 美 二 十 強 誕 生

小方看重佳麗外表

被指膚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ViuTV實況選美節目《選美D.n.A》二十強見面會7日

舉行，邀請得主持兼評判郭偉亮（Eric Kwok）及方力申首度跟佳麗會面，各佳麗穿緊身白

tee配牛仔褲以catwalk出場作自我介紹，當中有媽咪級、人妻、紋身、F cup身材、整容

及穿唇環佳麗。席間小方笑言會向外表和身材俱佳的佳麗“抄牌”，被司儀笑他膚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林建岳、唐英年及葉澍堃合
資開設的中餐唐人館第三分店7
日開幕，邀得林德信、周汶錡、
林恬兒、林孝賢、林愛兒及蘇麗
珊等到賀。

林德信將於月底擔任緋聞女
友AGA音樂會嘉賓，他坦言傳
出緋聞有點不開心，因為並非真
事，他們跟AGA相識多年，是
在live music酒吧認識的，給對方
的音樂才華所吸引，故未入行已
一 起 組 成 “Black Cats” 夾
band，維持了2、3年，大家也很
開心，當時還靠她搵食。林德信
指報道寫到他好衰，然而都開始

習慣咗，只好一笑置之。但與
AGA有否發展機會？他說：“一
直都是音樂關係，沒這方面的感
情，不是戀愛只是欣賞！”

但AGA的“大胸”女性朋
友也牽涉其中？林德信苦笑回
應：“不好信呀，現拍照可以裁
走好多人，有輯相是半年前影
的，如果要澄清都不知從何開
始，太多事要解釋，總之我們全
部是朋友，我現在是單身！”

周汶錡兒識叫“爸媽”
周汶錡穿透視bra top亮相，

談及兒子Jacques剛一歲生日，現
懂得叫媽媽、爸爸，有時行過聽

到他連聲叫媽媽，她便會放低所
有東西去抱兒子，但她笑說：
“本來我好開心，不過有日見到
他望實盆花叫媽媽，哈哈！”

蘇麗珊日前在面書貼上性感
照，她笑言也不算太性感，只是
與男友游學修去行山太熱，男友
率先脫去上衣，看似很涼快般，
自己才也脫去外衣，但里面是穿
了運動型內衣的。蘇麗珊取笑男
友凸出個肚腩要keep fit，不過她
都愛吃垃圾食物，也要一起跑步
減肥。她笑說：“拍那張相時我
縮肚縮得好厲害，還被男友取笑
說有人讚我有腹肌。”是否想
keep fit轉行性感？蘇麗珊只表示

最近在拍動作片，試過拍一場拔
出武器時，被武指說她動作太浮
誇，她笑說：“我只想戲路廣少
少，但性感這二字跟我應沒太大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鍾楚紅（紅
姑）早前獲韓國護膚品牌邀請
遊歷濟州島。紅姑跟團隊來到
濟州歷史悠遠的石朵茶田及西
廣茶田。紅姑一到步看見延綿
不絕的茶田，心情便豁然開
朗，立即走進茶田之中深呼
吸，感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氣，
之後她更跟採茶婆婆學摘“雨
前一”綠茶。

依傳統疊石頭許願
紅姑興奮地續說：“拍照

是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能夠
捕捉一班採茶婆婆採集‘雨前
一’的情況，確實非常難能可
貴。她們都很喜歡這份採茶工
作，對工作充滿熱誠，亦很享
受當中的過程。不過，她們很
緊張自己的儀容，由於怕曬
黑，因此工作時都會由頭包到
腳，很難得才拍到一兩張見到
樣子的照片，能夠記錄她們如

此燦爛的笑容及辛苦工作的汗
水，讓我感到很滿足！”

濟州島有“三多”，指風
多、石頭多、女人多，為其三
大特色，因此濟州也被稱為
“三多島”。完成了綠茶園旅
程之後，團隊來到金寧海灘，
紅姑被白沙灘上黑黝黝的石頭
堆吸引了眼球，情不自禁上前
探險。她說：“這些黑色的石
頭真的很美麗！原來島上隨處
都可見的石頭堆，其實是韓國
人祈願的象徵及傳統。據說把
石頭疊起來之後，可以許下願
望，如果疊的越高越穩，願望
就越有可能實現。”紅姑熱情
滿滿刻上屬於自己的許願石
堆，盡可能把石堆砌得高高
的，許下誠摯的願望。問及許
了什麼願望？紅姑笑笑口說：
“說了就不靈驗呢！”隨後，
她不忘取出相機，跟隨壯麗景
觀忘我地拍照。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天團
BIGBANG今年出道10周年，特
別 舉 行 “2016 BIGBANG
MADE [V.I.P] TOUR”，以答
謝粉絲們多年來的愛戴和支持。

他們本月22至24日會在香港舉
行的一連四場秀，逾40,000 張
門票火速售罄。7日BIGBANG
宣佈將於9月3及4日在澳門威
尼斯人金光綜藝館舉行兩場演

出，再令港澳歌迷為之振奮。不
過，由於行程安排上的困難，成
員T.O.P將未能出席，是繼台灣
場四場見面會後，BIGBANG再
度以五缺一的陣容上場。

林德信對AGA無戀愛Feel

回復單身的方力申於台上笑言會向佳麗“抄
牌”，也會先看她們的外表和身材，即被司

儀笑他膚淺，至於郭偉亮則笑指老婆葉佩雯知道有
F cup佳麗都叫他小心一點，直到33.5F 的16號石
希露及35F 的18號鄧月平跟他合照時，Eric顯得
拘謹，記者要求三人靠近一點合照，Eric笑說：
“你們全部都是幫葉佩雯做事的！”之後石希露亦
笑說：“真不好意思，差點令你家變！”

Eric慫恿小方“下手”
小方與Eric接受訪問時均表示是首次跟佳麗會

面，也期待未來數月的真人秀中誰會被選為Angle
和Devil 。提到小方先看佳麗身材和外表被指膚
淺，小方沒有生氣，他舉自己有六件腹肌為例，有
看頭大家也會多看幾眼，但他最想還是看美女們素
顏亮相。

Eric則笑指20位佳麗他都喜歡，個個都令他
興奮，因為結婚了的男人不選擇，笑問他老婆又是
否令他興奮？Eric笑說：“老婆以前令我好興奮，

現在令我生性了！”小方即取笑指卻不見Eric戴結
婚戒指？Eric笑言就是不想大家知他已婚，且試過
有次洗手差點遺失婚戒出“大事”。

提到1號歐家裕曾是鄧麗欣排球隊前成員，小
方表示知道也有見過面，但對方已離隊，他又強調
自己評選一定很公平。小方台上笑言會向佳麗“抄
牌”，他帶笑說：“通常是人家問我電話，多數禮
貌會給她們！”Eric 在旁笑說：“我個個都想
抄！”小方答謂：“那麼我主動一點，幫Eric和火
火拿吧！”二人又透露今次真人秀式選美，他倆當
評判會有任務且出埠拍攝，更操生殺權將佳麗淘汰
出局，Eric即笑着叫小方將合眼緣的都篩走據為己
有，小方說：“現我心都亂了，不知怎做好了！”

6號趙詠瑤獲丈夫撐場
同樣擁有F cup的16號石希露及18號鄧月平

笑言未因好身材給其他佳麗排擠，最年輕的18號
笑言可能是她倆排擠大家太靚，16號則指好身材
未必有優勢，因今次選美講多才多藝，而她是在獸

醫診所工作，亦懂拉大提琴，談到她多紋身，她笑
說：“紋身多也不一定是魔鬼，我沒所謂志在參
與。”18號都認為是講實力，她也懂小提琴、鋼
琴、瑜伽等才藝。

5號張沛樂人氣最旺，她反問：“真的嗎？其
他佳麗都好靚、好友善，大家打成一片，贏不贏、
大不大熱沒所謂，大家還要對好一段時間，希望
有人支持啦！”之前她曾行泳衣秀，但未來數
月要參賽，她指經理人公司會與電視台有溝通
安排工作。

6號趙詠瑤獲新婚丈夫來撐場，而她任醫學美
容代言人，也不否認曾整容，她做過吊眼線及以耳
骨隆鼻，不過她都是以自己身體整形，也沒做得太
過誇張、太假，她說：“我有做過自體脂肪移胸，
但減肥後都一併減掉！”2號陳意嵐已經離婚，她
表示之前拍完戲公司提議她與另一朋友一起參選，
但最後只得她入圍。20號余逸思曾傳出退選，她
表示並沒這事，也大讚各佳麗又靚又多才多藝，至
於參選期間她仍可接模特兒工作的。

BIGBANG 9月澳門演出T.O.P繼續缺席

鍾楚紅濟州採茶影靚相

■鍾楚紅
跟婆婆學
採茶。

■1號歐家裕曾是鄧
麗欣排球隊前成員

■方力申與郭偉亮擔任主持兼評判，7日首度跟佳麗會面。

■16號石希露(左)及18號鄧
月平擁驕人上圍。

■ 5 號張
沛樂 ( 左)
和 6 號趙
詠瑤齊晒
甜 美 笑
容。

■林德信與打扮性感的周汶錡
到賀。

■陳意嵐(左)
及余逸思皆是
新聞人物。

■BIGBANG 9月澳門秀又要“五
缺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
“唱作才子”方大同日前推出與
“華語天后”張靚穎合作的單曲
《無所謂》。在新專輯裡，大同
有份打造一部分的音樂錄影帶作
品，《無所謂》 MV便是其一。

MV以復古的年代呈現詩意情
懷，大同在MV裡飾演一位“探
長”，不僅上演槍戰搶救人質戲
碼，更首次在MV裡大秀拳法，
大同謙虛地說：“我只學過4年
武術，導演已經習武25年！”好

友張靚穎特別提早從美國飛回北
京與大同一起拍攝這支音樂錄影
帶，頂着時差及10度低溫穿着短
袖旗袍入鏡，只要一進入拍攝狀
態，靚穎就像裝了新電池般全力
以赴，超級敬業！

張靚穎旗袍Look撐方大同

■方大同 ■張靚穎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7月8日（星期五）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在福建泉州南安
市 石 井 鎮 的 兩 個
村——東安下（自
然村名）和院前
村，因祖先幾百
年前爭奪山地，
發毒誓永不通
婚。近日，南安
一位女大學生曉雯
（化名）表示，沒想到
毒誓阻撓愛情的事會落在自
己身上。她的家人因為這個原
因，強烈反對她和男朋友阿華（化
名）在一起，並讓他們分手。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
離，不是我不能說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
起。”這句話可謂道出了曉雯的心聲。曉雯告
訴記者，她的家在南安市石井鎮東安下，而阿
華家住石井鎮院前村。高中的時候兩個人讀一

個中學，阿華
比曉雯大兩
屆。曉雯高二
那年，一次偶
然的機會他們
相識了，之後兩
人成了男女朋
友。去年國慶節
阿華當兵回來，他

們雙雙見了家長。令
他們沒想到的是，見過家

長後，聽說兩個村莊是不通
婚的，二人遭到了家長極力反

對。

女大學生為愛抗爭
“遭到家人反對後，我一直在

鬧情緒，他不顧家人反對，還毅然來福州陪我
讀書。我們一直在努力。”曉雯說，知道家人
反對後，我經常做噩夢，有一次聽同學說村子

破除了傳統，那麼久以來第一次做了好夢。
“我不清楚以前因為什麼使得兩村互不通婚，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在一起！希望得到父母家人
的祝福和支持。”
院前村與東安下只有一公里的距離，卻隔

着“婚姻的鴻溝”。兩村的村民都知道兩村不
通婚的習俗，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不通婚的
原因。 “具體年代說不上來，可能有幾百年
了吧！”院前村老人會會長李世僑介紹，他也
是從小就被長輩告知不能跟東安下的村民通
婚。原因是院前村有一個女子嫁去東安下，由
於院前村成立較早，把附近的山地都佔領了，
而東安下只是剛成立，並沒有山地，這個女子
覺得很委屈就回老家向她父親討要一點山地用
來以後當墓地，她父親便劃出一些山地給了
她。誰知這一劃劃出問題了：大量的山地被當
時東安下的村民所佔領，大大超出了她父親給
她的範圍。院前村的村民當然不肯了，於是便
大打出手，最後雙方都發毒誓永不通婚。

■東南新聞網

盛夏時節，重慶因地理位置特殊，不少防空洞
被合理開發利用起來，吸引眾多市民前往避暑納涼。
今年重慶共開放106個防空洞供市民避暑納涼。有的
防空洞被開發利用成為了酒窖、火鍋店。圖為防空洞
裡的火鍋店生意爆棚。 ■文 /圖：中新社

防空洞吃火鍋

閩兩村爭山地 幾百年不通婚

記者從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
日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綜合樓工地上發掘
出具有上千年歷史的皇家園林遺址。遺址為古
代著名人工湖“摩訶池”的西北角遺址，是繼
2014年發現並確認摩訶池東南界之後的第二次
重要發現。

杜甫曾泛舟摩訶池
“摩訶池”為梵語，翻譯過來是“廣大有

龍”的意思，存在於隋唐至明代，曾是古代成
都著名的中央公園和皇家園林，許多史料文獻
和詩文辭賦都對摩訶池有所記載，唐代著名詩
人杜甫也曾在此泛舟遊覽。五代時期，前蜀開
國皇帝王建改摩訶池為龍躍池，大興土木，環
池修建宮殿，成為皇家園林。
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摩訶池遺址發掘負

責人易立介紹，此次發現明確了摩訶池的西北
邊界，還出土了大量唐宋至明代的瓷器等生活
用品，以及古代的瓦當、滴水等建築材料。這
對復原古代摩訶池的方位、範圍、面積、周邊
建築的分佈情況、使用和回填的歷史面貌都有
重要價值。綜合歷次的考古發現推測，摩訶池
鼎盛時期的最大面積約1,200畝，相當於110餘
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根據史料記載，摩訶池周邊還有很多著

名建築，如果確定了摩訶池的邊界和範圍，就
可以順藤摸瓜尋找到更多的遺蹟。不過因為遺
址位於成都市中心，高樓大廈林立，目前考古
發掘工作只能在一些在建工地上見縫插針地開
展。”易立說。據了解，為更好地保護、利用
摩訶池遺址，成都市政府將在摩訶池東華門遺
址的基礎上修建一個面積約50萬平方米，既有
類似於希臘雅典衛城遺址那樣的歷史觀感，又
兼有類似於紐約中央公園休閒功能的蜀都遺址
公園。 ■新華社

3D打印距骨
全球首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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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方先生今年27歲，是一名電氣工程師。
兩年前跌傷後造成距骨骨折，醫治多年無

效。方先生的距骨已經塌陷壞死，其他醫院給他
的建議是做脛—距—跟植骨融合手術，但做完這
種手術，年輕的方先生就無法再自如行走了。

患者術後行走自如
該中心主任唐康來說，手術關鍵技術在於

“骨泥”。手術中，醫生會截取一部分方先生

自身依然健康完好的骨頭，攪打成細碎的骨顆
粒，加入BMP和促骨形態發生蛋白等材料做成
“骨泥”。
而事先用鈦合金與特殊材料製成的距骨上

則留有很多微孔，把骨泥灌入微孔中後再進行
縫合，等到骨泥生長完畢，患者也就恢復了行
走的能力，輕微緩速的跑動也不成問題，只要
不進行籃球足球等劇烈運動就沒有大問題。此
外，此次3D打印的距骨在承重方面還有所側

重，在承重面的密度比非承重的密度要大，因
此不同部位採取了不同的打印方法，比如承重
輕的面採取霧化打印法等。
據介紹，這項世界前沿技術得到了多家科

研機構支持。由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牽頭，
聯合中國科學院重慶綠色智能技術研究、中國
科學院物質結構研究所等十個單位協作攻關才
得以運用。預計在經歷完四年半的科研到臨床
過程後，該項技術就可以真正來到患者身邊。

■醫生為方先生進行植入手術。 網上圖片

記者從重慶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獲悉，其骨科運動醫學中

心近日成功完成了世界首宗3D打印的距骨植入手術，患者術後可

自如行走。 ■《光華日報》及央視網

■因祖先幾百年前為爭奪
山地互毆，兩村發毒誓永
不通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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