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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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81) 980-1362

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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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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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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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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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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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19 日，在世界頂級的音樂大廳 -
紐約卡耐基音樂廳由錢護壯教授指揮的大合唱
拉開了序幕，此演唱團體由北美合唱團，薩費
爾學院，新澤西高中，紐約教會和 New England 
Symphonic Ensemble 近 150 人 組 成， 演 唱 的
曲目是著名作曲家 Faure 最著名的作品安魂曲
《Requiem》和中國民歌《大青藏》。在“安魂
曲”組曲中有進臺詠和垂憐經《Introtietkyrie》，
有奉獻經《Offertoire》, 還有這部作品更加抒情
的天堂經《Inpardisum》等。

站上世界項級音樂廳 - 卡耐基音樂廳的舞
臺，大家都懷著激動的心情開始了這場演唱，
在演唱安魂曲時，演唱者們帶著對作品的崇敬，
在錢護壯教授的指揮下，唱著：上帝啊，願我
的贊美和誓願隨著這禱告飄向耶路撒冷 ......，
歌聲中有高亢莊嚴的合聲，也有柔緩的音調，
有回應之聲，也有漸漸的回歸到平靜的氣氛。
天籟般動人的歌聲和波瀾壯闊的和聲把觀眾們
帶入了神聖的境界，觀眾感到的不只是一種歌
聲的震撼，也是一種心靈的震撼。在演唱無伴
奏中國民歌《大青藏》時，完美的旋律，震撼
的歌聲，帶著我們的觀眾走進了青藏高原，體
驗著遼闊的茫茫草原，把在壯觀的大草原上回
蕩的歌聲傳遞給觀眾，使觀眾眼前呈現了一幅
美麗的畫面。

此次的演出是錢護壯教授帶領合唱團續維

許碧珠會長在會上贈送鵬程萬里水晶獎牌和長春
會 35 周年手袋 , 歡送即將榮調返台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及夫人台灣書院張
琍琍秘書 .( 記者黃麗珊攝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 , 張琍
琍夫婦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許碧珠會長 , 柯志佳副
會長祝賀壽星：祝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盧照金、王秀姿、林婉珍、徐婀娜、康桂蘭、蕭
素卿，林惠芬，劉美、吳君惠。( 記者黃麗珊攝 )

卡耐基音樂廳演出現場照片全景

部分女合唱演員在卡耐基音樂廳錢護壯教授宣傳
牌前合影

( 本報記者黃麗珊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於
7 月 9 日 下 午 2 時 30 分 至 下 午 4 時 30 分 , 在
5885 Point West,Houston,TX. 的台灣人活動中心
溫馨舉行七月份月會 , 由柯志佳副會長主持 . 長
春會會歌合唱由王吉盛副會長 , 謝文山理事領
唱 , 劉美伴奏。許碧珠會長作報告 , 歡迎來賓，
介紹新會員 , 並與主持人祝賀壽星 . 許碧珠會長

在會上贈送鵬程萬里水晶獎牌和長春會 35 周年
手袋 , 歡送即將榮調返台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齊永強副處長及夫人台灣書院張琍琍秘
書 . 長春會柯嫚妮前顧問贈送領帶歡送齊永強副
處長 . 張闕桃女士贈送紀念品歡送齊永強副處長
夫婦 . 齊永強副處長與長春會王吉盛副會長合唱
英歌曲 [And I Love You So], 廣受歡迎 . 許碧珠
會長七月月會邀請蕭文源理事長，分享科技與
健康，長春會會友們踴躍參加。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
長致詞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 35 周年 , 長長久久 ,
非常捨不得大家 , 每月期待參加長春會 . 依依不
捨之情 , 意於言表 . 長春會會員 10 月回台參加
雙十國慶 , 我們在台北高興看到大家 .

許碧珠會長很感謝六月份謝同老師，分享
防治三高─血糖的保健，還有血壓、血脂的保
健，理事會會安排謝同老師繼續分享血壓、血
脂的保健。

許碧珠會長致詞 , 感謝齊永強副處長；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等來賓，6 月份撥空參加；感謝
第一教會潘劉慰慈師母撥空參加，並兼做志工；
感謝經文處陳偉玲秘書撥空參加，並兼做行動
領務服務。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溫馨舉行七月份月會

也 納 音
樂節之後
的又一成
果，在將
近九個月
的籌劃和
準備的過
程中，錢
教授投入
了全部的
精力，除
在音樂上
技術上指
導團員理
解作品和
提升所要表達的意境，還有聲樂教學傳授練唱
的理念和便於掌握的合唱技巧，另外還要主持
日常合唱團的有關事宜，決策一系列有關到紐
約演出的事項。王佳雯老師的加入對整體合唱
水平的進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幫助起點低的
團員從每一個音節練起，使沒有合唱經驗的團
員達到收放自如的合唱水平。通過合唱的練習
大家都有了超乎想象的進步，創造了超乎想象
的奇跡，全體團員都在努力學習的情況下硬是
啃下了拉丁文，以英文為母語的演唱者也啃下
了大青藏的中文歌詞，合唱團員們自信地站在

卡 耐 基 音
樂 廳 的 舞
臺 上 鏗 鏘
有 力 的 引
吭 高 歌。
在 將 近 九
個 月 的 籌
劃 和 準 備
過 程 中，
整 個 合 唱
團 也 面 臨
著 來 自 方
方 面 面 的
各種挑戰，

遇過降暴雨
的惡劣天氣，也有人生病，也有人腳做手術，
更有痛失親人者，但是堅持是每個人的信念，
正因為大家的堅持才贏得了今天的成功演出。

此次的演出也讓這些音樂愛好者經歷了人
生最美好的時刻，有了改變人生的體驗，實
現了作為一個音樂愛好者登上世界頂級音樂
廳 - 卡 耐 基 音 樂 廳 之 夢。MAP 公 司 Director  
Peter Tiboris 在 我 們 卡 耐 基 音 樂 廳 演 出 後 給
錢教授的慰問信中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寫
道：your performance was stunning，elegant, 
beautifully conducted with a memorable sound. 

北美合唱團中西合璧完美旋律震響紐約卡耐基音樂大廳

許碧珠會長銘謝贊助及樂捐：感謝諸位的
慷慨捐助。

許碧珠會長 感謝樂捐：李克溫 $100.00，陳
俊榮 $40.00。

許碧珠會長銘謝志工：劉美、周武藤、巫
范秀妹、施菊英、陳玉裡、吳美瑢、張明忠、
蘇宏彥；及其他幾位沒記名的熱心志工的協助，
使得月會圓滿順利完成。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齊永強副處
長 , 張琍琍夫婦 ,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許碧珠會長 ,
柯志佳副會長祝賀壽星：祝生日快樂，健康長
壽。

盧照金、王秀姿、林婉珍、徐婀娜、康桂蘭、
蕭素卿，林惠芬，劉美、吳君惠。

許會長請尚未繳 2016 年會費的會員請儘速
繳交，也希望各位會員踴躍樂捐，以便推行各
項會務。因事無法到現場繳會的，可以郵寄到：
1726 Randons Point Dr, Sugar Land, TX 77478; 
Annie Huang 收 ；支票抬頭：Houston Formosan 
Evergreen Association。許碧珠會提到   ,   八月份
講員理事會決議邀請沈清政前副會長分享松年
醫療保險，請會友們踴躍參加。

許碧珠會長宣佈今年雙十國慶理事會決議

Congratulations on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正是
因為全體合唱團員的努力，正是因為理事們為
全體團員訂機票，訂酒店，訂旅遊，發周報不
辭辛苦，正是因為各個聲部長精雕細琢為團員
加練的付出，正因著你們才讓北美合唱團譜寫
了在海外華僑華人的輝煌的篇章。（韓麗玫稿）

組團，請向團長許碧珠報名。
EMAIL : anniehuang228@gmail.com , Tel: 

832-282-3936。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喜樂！
參加長春會，輕鬆愉快，元氣活潑。老朋

友相見敘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ACC 餞行餐會 Churasca 巴西餐廳
負責人謝文麒素食招待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助養媽媽贈送紀念 T 恤給來自非洲馬拉威與賴索托 27 位 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院童。 Churasca 巴西餐廳提供蛋糕歡迎 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慧禮法師及院童。

台北經文處俞欣嫻
秘書、劉秀美、黎
淑瑛、葉宏志僑務
委員、美南旅館公
會陳美芬榮譽理事
長、嚴杰理事長、
周 雲 會 長、 陳 清
亮、何怡中理事、
婦女工商林琬真、
廖秀美、陳美雪、
高 嫚 璘 前 會 長 及
何 真 等 參 加 ACC 
Churasca 巴 西 餐
廳 餞行餐會。

來自非洲馬拉威與賴索托 27 位 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院童
在休士頓玉佛寺演唱心經。

劉秀美、陳美芬、陳清亮、葉宏志夫人與阿彌陀
佛關懷中心院童有小歐巴馬暱稱的賴索托天備相
見歡。

來自非洲馬拉威與賴索托 27 位 ACC 阿彌陀佛關懷
中心院童享用 Churasca 巴西餐廳素食招待。

「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
團蒞休圓滿成功演出、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發起人
慧禮法師、公關林青嶔、休士頓召集人黎淑瑛、
葉宏志僑務委員 , 世台基金會林鋕銘秘書長 , 總結
報告此次活動共募到 2 萬多元。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發起人慧禮法師、公關林青嶔與 27
位院童以美妙歌聲答謝大家。

美南旅館公會陳美芬榮譽理事長、嚴杰理事長、周雲會
長及理事和會員與阿彌陀佛關懷中心院童歡聚一堂。

「2016 台灣愛飛揚」國際文化教育慈善交流巡演
團蒞休圓滿成功演出、7 月 16 日晚上 Churasca 巴
西餐廳 負責人謝文麒向阿彌陀佛關懷中心捐款由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發起人慧禮法師代表接受、休士
頓召集人黎淑瑛、葉宏志僑務委員 , 世台基金會林
鋕銘秘書長見證。

C8休城工商
星期二 2016年7月19日 Tuesday, July 1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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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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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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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槍手快槍手》今日公映
揭秘五大看點

近日，動作喜劇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

》在全國上映，影片由潘安子導演執導，林

更新、張靜初、騰格爾、劉曉慶、錦榮領銜

主演。上映當日，片方曝出製作特輯，並甄

選本片五大看點，讓觀眾一睹為快。

看點一：首部西部動作喜劇 動作戲份
一次過足癮

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講述林更新、

張靜初、騰格爾、劉曉慶幾人組成奪寶者聯

盟，為奪回國寶與錦榮飾演的大反派鬥智鬥

勇，路途中發生的一系列笑鬧不斷的故事。

影片輾轉敦煌、嘉峪關、上海、南京等多地

拍攝，是國內首部西部動作喜劇大片。

影片中充足的動作戲份讓觀眾目不暇

接，更新挑戰跑酷、張靜初雙槍在手、騰

格爾扒火車，地下室血戰，刺激好看一次

過足癮。

看點二：強大陣容碰撞花火 嘔心瀝血
悉心打造

電影《快手槍手快槍手》中， 林更新

負責搞笑耍賤，張靜初負責舞槍弄劍，兩人

一路嬉笑打罵，相愛相殺；騰格爾、劉曉慶

飾演一對老夫老妻，騰格爾變身妻管嚴，做

飯、洗腳、跪搓衣板，對劉曉慶伺候週到；

錦榮則化身大Boss，展現腹黑陰暗一面。幾

位演員碰撞出奇妙火花，共同上演一段讓人

啼笑皆非的故事。

此次曝光的製作特輯，也將影片悉心打

造的過程展示。林更新為逼真展示老年形象

化粧九小時，張靜初身上被刺進數根玻璃碴

，主創在拍攝時還要應對突如其來的沙塵暴

等惡劣天氣，幾位主演克服困難通力合作，

將最棒效果展示在觀眾面前。

看點三：奪寶題材引人入勝 爆笑之路

歡樂無窮
《快手槍手快槍手》以奪寶為主要題材

，近年來，冒險題材影片一直備受人們所喜

愛，而能否拍的巧妙精彩對於導演來說也是

個不小挑戰。影片劇本經過反覆打磨，而最

終影片故事情節完整、邏輯清晰，且劇情流

暢，讓人笑到飆淚。

看點四：11版本重磅上映 華語首部全
格式影片

作為今年暑期檔最值得一看的動作喜劇

大片，《快手槍手快槍手》此次將以11種版

本全格式上映，分別是： 2D 普通版、

IMAX2D、中國巨幕 2D、杜比全景聲 Dolby

Atmos、中國多維聲、ScreenX、4DX、MX4D

、DTS-X、中國巨幕 DTS-X 以及杜比視界

Dolby Vision。11個版本的影片將同時登陸

電影院，讓《快手槍手快槍手》將所有 2D

版本涵蓋，成為華語首部全格式影片，開華

語電影史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快手槍手快槍手》將

在杜比影院上映，同時也是首部採用杜比視

界杜比全景聲製作的華語電影。

看點五：將爆笑進行到底 彩蛋都能笑
出聲

《快手槍手快槍手》將爆笑進行到底，

不僅正片精彩紛呈，就連彩蛋也經過精心剪

輯。該片經全

體主創悉心打

造而成，動作

場面精彩刺激

，奪寶情節爆

笑十足，多版

本上映讓人盡

享視覺盛宴，

是今年暑期檔

不可錯過的動

作喜劇大片。

暑期的北美票房頭把交椅持續被動畫片壟斷，上周冠軍《愛寵大機密》(

又譯《寵物當家》The Secret Life of Pets)繼續領先，而此前連續三周排

行第一的《海底總動員 3：多莉去哪兒》(Finding Dory)成績驕人，已成

為北美本土歷史上最賣座的動畫片。

點擊進入下一頁

北美票房統計網站www.boxofficemojo.com最新出爐的數據顯示，本週

末北美票房收入1.6億美元，比上周下跌26%。上周首映票房破億美元、

照明娛樂和環球影業出品的 3D動畫喜劇新片《愛寵大機密》進賬 5056

萬美元，勢頭減弱，但仍是本週風頭最勁的影片，為總票房貢獻了近1/3

。

這部萌寵片獲得影評網站Cinema Score評分A-，成本僅7500萬美元。

上映10日，已將2.03億美元收入囊中。

本週票房亞軍為新力影業的新片《捉鬼敢死隊3》(Ghostbusters)，這部

講述哥倫比亞大學兩位女教授為證實自然界中鬼魂的存在，組隊在曼哈

頓捉鬼的故事獲Cinema Score評分B+，首映3日，票房4600萬美元。

華納兄弟投資 1.8億美元的《泰山歸來：險戰叢林》(The Legend of

Tarzan)本週收穫1112萬美元，從上周第二順延第三。該片上映17天，本

土票房1.03億美元，海外9060萬美元，共計1.93億美元。

“海底 2”退居排行榜第四，這部由華納兄弟出品的動畫片已成為歷

史上北美本土票房最高的動畫片，為華納公司在本土賺了 4.45億美元，

超過了《史瑞克 2》的 4.41億美元。該片還在海外收穫了 2.76億美元，

總票房7.21億美元。

排行榜第五的影片為二十世紀福克斯的喜劇片《婚禮找伴法》(Mike

and Dave Need Wedding Dates)，本週收入750萬美元。

本週另一部新片《潛伏者》(The Infiltrator)由《林肯律師》導演布拉

德· 福爾曼執導，根據前美國聯邦海關特工羅伯特· 梅若同名自傳改編，

講述臥底特工梅若上個世紀80年代全程參與偵破美國史上最嚴重的一宗

洗錢案內幕的影片，Cinema Score給出A-評分，本週票房僅528.7萬美元

，未能得到觀眾認可，列排行榜第8。

下周新片將有派拉蒙影業的科幻系列片《星際迷航 3：超越星辰》

(Star Trek Beyond)，華納兄弟的恐怖片《鬼關燈》(又譯《關燈現形》

Lights Out)和二十世紀福克斯的《冰川世紀3：星際碰撞》(Ice Age: Col-

lision Course)等。

近日，成都天音奇林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奇林公司”）出品的電影《李雷和韓梅梅》在珠

海舉行開機儀式。同日，泓竹影業發佈維權聲明，稱

本公司獨家享有“李雷和韓梅梅”電影、網路劇的改

編權、攝製權及與之相關的權利。

對此，記者採訪了當事雙方，泓竹影業方面表示

一直在創作，原定於年底開機；奇林公司方面則稱也

將發佈聲明，並強調不會因此影響拍攝。

李雷和韓梅梅最早是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的初中英語教科書裏的人物。2001年人教社推出英語

教材修訂版，李雷和韓梅梅退出了90後的視野。

在今年上海電影節期間，奇林公司出品的電影

《李雷和韓梅梅》尚未開機就提前展開宣傳。該片由

80後新銳導演楊永春執導，片方當時稱“與以往各

種網路微電影和話劇不同，此次的《李雷和韓梅梅》

是人教版英語教材的正版授權”。

楊永春導演受訪時表示：“李雷與韓梅梅的故事

是大家共同的回憶，雖然一億個人心中有一億個李雷

和韓梅梅的形象，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望，但我希望

用一個全新的角度和最接地氣的故事引起更多人的共

鳴。”同時，片方透露，為滿足觀眾的期待，李雷和

韓梅梅、Jim、Lucy、Lily、林濤、淩峰、魏華等初中

英語教材上大家熟悉的人物都會出現在影片中。

日前，該片在珠海舉行開機儀式。同時，泓竹影

業發佈維權聲明，就版權歸屬展開聲討。

泓竹影業稱，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或人民教

育出版社(下稱“人教社”)是“李雷和韓梅梅”相關

元素的權利人。北京文脈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下稱

“文脈堂”)獲得了根據“李雷和韓梅梅”相關元素

改編、攝製電影、網路劇的獨家權利，並將上述相關

權利獨家授權給泓竹影業。因此，泓竹影業在全球範

圍內獨家享有“李雷和韓梅梅”電影、網路劇的改編

權、攝製權及與之相關的權利。

另外，泓竹影業聲稱從未將上述權利授予奇林公

司享有或行使，要求奇林公司立即停止其關於“李雷

及韓梅梅”電影項目的宣傳、發佈、及可能的改編、

攝製行為，並公開道歉，消除其行為給泓竹影業造成

的負面影響。

“我們是 2014年 12月底從文脈堂拿到的版權。

”負責人莊女士告訴記者，泓竹影業依據享有的獨家

授權正在積極籌備並開發以“李雷和韓梅梅”為主題

的網路劇以及電影，均暫名為《李雷和韓梅梅之後來

》，網路劇暫定於 2016年 11月開機，電影項目也計

劃年底開拍，目前已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及人力、

財力成本。

不過，莊女士表示目前不方便透露劇本內容和演

員陣容，“我們一直在創作，因為李雷和韓梅梅對

80後的網友來說有不同的意義，我們也做了大量前

期的調研”。

另外，由於早前《李雷和韓梅梅》的話劇曾上演

，問到會否有聯繫，莊女士直言：“沒有關係，但我

們雙方關係很好，也有在討論。”

針對這起維權糾紛，奇林公司負責人陳先生回應

稱：“沒有什麼糾紛，不會影響我們的拍攝，謝謝關

心。”他表示公司將儘快就此發佈聲明。記者從其朋

友圈看到，電影《李雷和韓梅梅》開機儀式上，人教

社相關工作人員也出席助陣。而電影的第一個分鏡頭

圖是韓梅梅摔倒，李雷上前攙扶。

值得一提的是，獲得人民教育出版社獨家授權的

北京文脈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太榮，16日

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在和北京泓竹文化簽約的時候曾

表述已經有一部授權在先，即奇林公司獲得授權。

2012年，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抵達洛杉磯，慶祝成功收購美國院

線AMC。當時他說他在好萊塢的熟人將會聽到更多來自他的消息。近 4

年後，他踐行了諾言。本週二，AMC宣佈收購歐洲最大的放映商。本週

三又傳出萬達收購派拉蒙影業49%股權的消息。

點擊進入下一頁

中國有望在明年底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票房市場。這已使好萊塢的行

為方式發生重大改變，例如大量資金正潮水般涌向合作投資的大片，或

者一些影片的續集只是因為在中國票房表現好才得以獲批。好萊塢與中

國的這種相互依賴還滲透至美國影業公司的日常決策中，每當需要做出

任何具有風險的製片決定時，都會審慎地考慮中國的票房市場。“鮮有

外國公司大規模成功打破好萊塢的行事規則。”專門向亞洲買家提供資

產評估服務的業內高管彼得· 施洛斯說。但他表示，中國的買家們正在

接近該目標。

“由於中國市場的特殊情況，我們傾向於選擇傳遞正能量的影片。”

湖南電廣傳媒首席內容官周石星表示，“當我們選擇投資一部影片時，

先要評估影片的政治和政策風險，然後才是商業前景。”電廣傳媒是中

國一家大型媒體集團，該公司曾和獅門娛樂公司聯合投資了一系列影片

。

現在，中美兩個電影市場的交流融匯在大銀幕上清晰可見。在最近上

映的影片《獨立日：捲土重來》中，對抗外星人侵略的地球聯軍包括中

國女星Angelababy，人們喝的是蒙牛牛奶，使用的聊天工具是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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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亦凡、劉亦菲主演的電影《致青春 2：

原來你還在這裡》公映6天票房超過了2億，這應

該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但跟票房相比，該片的

口碑卻一路走低。目前，該片在豆瓣上的評分居

然只有 3.9分，低於何炅導演的《梔子花開》(4.1

分)。網友差評集中在故事生硬，男主角演技差，

一位取名“昏昏”的網友寫道：“除了故事沒講

好外，吳亦凡這種沒有經過專業表演訓練的偶像

，缺了大導演把關，自己演就完全不著調。而劉

亦菲還自顧不暇呢，也就沒能力再拉一把對手 。

不是光有顏值就能有票房，該片撈錢意圖明顯，

因此只給半星。”

昨天下午，該片導演周拓如接受媒體記者採

訪，就此事作出回應。他說，作為一個導演當然

希望能夠得到大家中肯的評價。“但從一些直接

的表像來講的話，我覺得很多內容充滿了惡意的

攻擊。”

周拓如此前是一名廣告片導演，《致青春 2

》是他的大銀幕處女作。能夠有 2億的票房，他

稱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不過跟我們的預估還

有一定距離。”

他為吳亦凡辯護，稱選擇吳亦凡和劉亦菲是

正確的，“他們是我理想中的人選。”

雖然吳亦凡沒有接受過科班訓練，但周拓如

認為，“他身上與生俱來的陽光、可愛的氣質和

片中程錚這個人物是有高度的匹配度的。”在後

來的拍攝中，他對吳亦凡也有個要求，就是不要

試圖去用技巧化的表演，“只需要用心去感受這

個人物，跟著劇情走，自然而然會得到一個跟程

錚感同身受的情感立場，那麼這個時候你所有的

情緒的發揮都是合理的。”

對於吳亦凡的表現，周拓如評價道：他完全

進入了程錚這個角色，通透、乾淨，對蘇韻錦癡

癡地執迷。既有帥酷的一面，又有癡情、難過的

一面。這樣的一種演繹，真情流露的感覺，就是

程錚最好的表達方式。不過有網友認為吳亦凡在

片中的表演過火，是“咆哮帝第二”。周拓如解

釋，我們人在很多時候會情緒失控，電影中的程

錚也會有情緒失控忍不住的時候，也會悲傷難過

。在電影中，當他真心實意想給女友提供幫助，

後者卻用紙條的方式拒絕了他，這對於他的信心

打擊是毀滅性的。“這種表演方式其實我覺得是

一種非常好的表達。”

對於影片中設定的開放式結尾，有觀眾表示

有點看不懂。對此，周拓如解釋，電影《致青春

2· 原來你還在這裡》最終說的就是程錚和蘇韻錦

二人兜兜轉轉還在這裡。

“當蘇韻錦決定去紐約找回程錚的時候，其

實這個扣子也就解開，我們答案自然而然也就公

佈出來了，兩個人最終其實還是在一起。”至於

影片最後一個畫面的定格，“我是希望做些刻意

的留白，就如同維納斯很美，但斷臂卻恰恰是其

最美的體現，就是我們再說的藝術原理中的殘缺

之美。”對於如此低的評分，周拓如懷疑道，早

在電影沒出現之前就已經有這些負面評論出來，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對我們劇組，或

者說電影的攻擊。”

最後他呼籲：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確合理、良

性迴圈的電影環境去工作，我們的電影創作人需

要一些生存空間。“我也呼籲我們的媒體不要與

我們的國產電影為敵，我們剛剛在起步階段，會

有許多做不到的，但是卻會很努力的希望做到最

好，這是我們真誠的聲音。”

《致青春2》票房不低口碑低迷 導演稱遭惡意攻擊
打著青春片的旗號，《致青

春·原來你還在這裡》搶佔暑假檔
，而且因為有吳亦凡、劉亦菲這樣
的偶像演員，目前過2億的票房不
算低。不過與之形成反差的是，該
片上映後口碑低迷，甚至在豆瓣電
影上的評分只有3.9分。近日，導
演周拓如接受媒體微信採訪，首度
直面“爛片”的評價：“評價非常
不客觀。”

周拓如回應，電影上映後看到
了各種評價，影迷也在其微博等平

臺表達對電影的感受。但他說很多
內容他並不認可，因為不是站在客
觀立場去表達的，“評價電影的行
為，甚至於是一些問題的攻擊，坦
率說我能完全做到心如止水，一點
反應都沒有也不太可能。作為一個
導演當然希望能夠得到大家中肯的
評價，但是我覺得很多內容充滿了
惡意的攻擊。”在豆瓣電影上，該
片的分數已經降到3.9分，許多人
用“慘不忍睹”“一星都多了”來
形容。對此周拓如稱這樣的評分大

大出乎他的意料，甚至有一些不公
，“6月30號電影點映之前，就已
經有一堆負面評分被刷出來了。在
電影沒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這些評
論出來，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對我們劇組，或者說電影的攻
擊。”他稱需要一個正確合理、良
性迴圈的電影環境去工作，他覺得
自己被電影水軍惡意刷負評：“我
覺得我們整個行業缺乏一些監管，
需要有一些正確的聲音來引導整個
電影市場。”

昨天，好萊塢動作片《諜影重重 5》正式宣佈定檔 8月 23日進軍暑期檔

。主演馬特· 達蒙攜手本系列最受好評的第二、三部導演保羅· 格林格拉

斯回歸。

影片故事發生在後斯諾登時代。中情局發現了伯恩和好搭檔尼基· 帕

森斯的蹤跡。年輕的網路專家海瑟· 李自告奮勇追蹤伯恩，而伯恩也在

尋找著關於自己身世的驚天黑幕。馬特· 達蒙多年後再度回歸，扮演伯

恩。據悉，他為該角色進行了密集的體能訓練。從已曝光的片段中可以

看到，他依然冷峻沉著，身材也從《火星救援》中的瘦骨嶙峋完全恢復

到最佳狀態。

同時，影片的動作戲也有所升級。標誌性的近身格鬥依然密集，更有

多段酷炫激烈的追車戲份。馬特· 達蒙在拉斯維加斯街頭一段近 10分鐘

的追車戲更被製片人弗蘭克· 馬歇爾稱為“整個伯恩系列中最精彩的追

逐戲。”

除馬特· 達蒙和保羅· 格林格拉斯外，因《丹麥女孩》獲得奧斯卡最佳

女配的艾麗西亞· 維坎德出演網路專家海瑟· 李；老戲骨湯米· 李· 瓊斯出

演中情局高官杜威。

80後青春回憶搬上銀幕
電影《李雷和韓梅梅》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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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會長淨海法師 副會長宏意法師
玉佛寺每週開放七天，10:00am-5:00pm
每週日09:00am-11:30am英語講座禪坐

10:00am-12:00pm共修法會佛學講座
01:30pm-03:00pm念佛共修
03:00pm-04:30pm佛學研討

每月第三週六10:30am海邊放生及素食野餐
圖書館藏書錄音影帶豐富歡迎洽借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10:00a.m. 英語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10:00a.m.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10:00a.m.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1:15a.m.中文崇拜(粵語/國語)Chinese Worship Service
11:15a.m. 英語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30p.m. 中文學校(九月開課)Chinese Schoo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 713-461-0963 Fax: 713-461-5186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英語崇拜、粵/國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普通話翻譯)、英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高中 SAT 補習班
週五生活團契、普通話小組及其他聚會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禮拜六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張文傳博士
主任牧師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305 S. Main, Houston, Texas 77025 
Tel: (713)663-7550   Fax: (713)663-6896 

網址：http://www.hcchome.org 
電郵：hccoffice@hcchome.org 
教牧同工：曹惠基、潘小玲 
D. Carter、譚聖欣、賴永敬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10638 Hammerly Dr., Houston, Texas 77043 
Tel:(713)935-9422、935-9447 Fax: (713)935-9928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北區植堂牧師：祝華達 / 英語傳道：Ted Cox 
家庭事工：林徐玉仙 / 青少年：燕華欣、孫國軒 
兒童主任：陳秀女 / 粵語傳道：吳謝寶芳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卅分﹙國語/粵語﹚ 
 午堂崇拜(英)、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503 N. Austin St., Webster, Texas 77598 
Tel: (281)338-1929    Fax:(281)338-0435 
電郵: clearlakecchurch@comcast.net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青少年、兒童崇拜：上午十一時十五分 
週四上午: 長輩活動和婦女聚會 

週五/六晚:兒童聚會 AWANA,青少年和成人團契 
主日下午:中文課和英語學習班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24747 Roesner Road, Katy, TX 77494 
Tel. (832) 437-1998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主任牧師：楊浩峰 

華語牧師：滕茂坤 / 英語牧師：林懷祖 
青少年事工：章迦恩/兒童事工：陳明佑 

關懷事工主任：王台妹 
        中文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 
      英文、青少年崇拜：上午十一時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702 Smith Road.,  
Port Lavaca, Texas 77979 
電話：(361)553-6300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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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猛龍隊召開新聞發布會，德羅贊與新援西裝革履帥氣亮相。

孔蒂亮相切爾西發布會

切爾西新帥孔蒂在英國倫敦出席發布會。孔蒂與切爾西簽約三年，
歐洲杯結束之後正式上任。

米克爾森沖擊62桿未果

米克爾森在英國公開賽首輪追平大滿貫最低桿63桿，取
得領先，險些沖擊史無前例62桿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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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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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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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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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ldengaterestaurantequipment.com
E-mail:Goldengateman@gmail.com

星期二 2016年7月19日 Tuesday, July 19,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7月19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鄺御
龍）由於近幾屆
奧運中國國家隊
都能奪得好成

績，於獎牌榜“坐亞望冠”，
下月的里約奧運當然希望能繼
續保持佳績，所以今屆將派出
共711人的代表團出征巴西，
為國家隊歷來境外最大規模。

今屆國家隊的參賽選手達
416人，較2012年倫敦奧運時
多出20人，男、女健兒比例更
傾向“陰盛陽衰”，男子選手
減少了11人，反觀女子選手則
增多了31人。目前女子選手佔

國家隊全體選手為61.5％，巾
幗英雌愈來愈受器重。選手平
均年齡維持在大約24歲，最年
少的仍是14歲，但最年長的已
降低了2歲。比賽經驗方面，
有 108 人參加過四年前的倫
奧，當中35人曾在以往各屆奪
得金牌，林丹、吳敏霞、陳穎
等27人更是在倫奧摘金，他們
三人和易建聯等甚至是“三朝
元老”。

而參賽大項中，國家隊由
上屆的23個增多至26個，除了
手球和新增的七人欖球外其餘
項目都有份染指；反觀小項則
減少了2個。

出征人數創新高 以老帶新前景好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在動員大會上
表示，此次代表團總人數為711人，是中國

隊境外參加奧運會規模最大的一屆。其中運動員
416人（女256人，男160人），教練員、領隊、
科醫人員等295人。教練員中包含了美國、德國
等11個國家的29名外教，分別涉及田徑、游泳、
女足等17個項目。

共35名奧運會冠軍參賽
參賽的416名運動員來自全國29個省區市以

及解放軍，其中有滿族、蒙古族、回族等10個少
數民族的32名運動員。運動員平均年齡為24歲，
年齡最小的是游泳隊的艾衍含，14歲；最大的是
射擊隊的陳穎，39歲。

蔡振華表示，本次代表團中首次參加奧運會
的為302人，佔參賽運動員總數的73％，113人參
加過奧運會，佔代表團運動員總數的27％。女子
射擊運動員陳穎、女子跳水運動員吳敏霞、男子
羽毛球運動員林丹、男子籃球運動員易建聯等已

經分別參加了3
屆奧運會，是
代表團中參加
奧運會最多的
運動員。

參賽運動員有來自12個項目的35名奧運會冠
軍，其中27名為倫敦奧運會冠軍，包括了李曉
霞、吳敏霞、陳穎、張成龍、林丹、吳靜鈺、孫
楊等運動員。

據介紹，本屆奧運會共設28個大項306個小
項，中國代表團共報名參加除橄欖球和手球之外
的其餘26個大項210個小項的比賽。其中射箭、
現代五項、舉重、跳水、花樣游泳、體操、蹦
床、藝術體操、籃球、乒乓球、羽毛球、高爾夫
球等項目均滿項報名參賽。

競走名將劉虹意外落選
世錦賽100米自由泳冠軍寧澤濤此前傳言因

簽約贊助商與國家隊贊助商存在品牌競爭將因此

無緣里約奧運會，但隨寧澤濤出現在動員大會
現場，傳言不攻自破。而競走名將劉虹的落選，
讓人意外。2015年田徑世錦賽女子20公里競走項
目上，她為中國隊奪得了唯一的金牌，前兩屆奧
運會，劉虹均獲得第四名。

第三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當地時
間2016年8月5日至8月21日於巴西里約熱內盧
舉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共有參賽選手
639人，創造歷屆奧運參賽人數之最，同時也獲
得了史上最好成績，共獲得51枚金牌、21枚銀
牌、28枚銅牌，雄踞金牌榜第一、獎牌榜第二。
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國代表隊共有參賽選手396
人。

“小鮮肉”寧澤濤可以去
里約了！18日的中國奧運代表
團成立儀式上，這位備受關注
的游泳名將如願現身，從而打
消了外界對其無緣里約奧運會
的擔憂。

今年6月30日以來，有關
寧澤濤因“私簽代言”被取消
奧運資格的傳聞甚囂塵上，甚
至一度傳出他遞交退役申請的
消息。對於此事，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始終
沒有發佈任何消息，這一態度
也讓外界對於寧澤濤的里約奧
運前景充滿猜測。

不過，如今隨中國奧運
代表團游泳項目大名單的公
佈，赫然在列的寧澤濤終於可
以確定拿到奧運會門票。屆
時，他有望出戰男子100米和
50米自由泳兩個項目，而他和
孫楊也成為中國泳軍在里約奧
運會上的最大看點。

“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
員，特別榮幸，特別驕傲，”
會後，面對數十名記者的“圍
堵”，寧澤濤回答道。不過對
於如何“解禁”的問題，他始
終三緘其口。對於記者的再三
追問，他表示，里約奧運會的
最大目標就是“不斷突破自
己，創造新的成績。”

作為中國泳軍的標誌性人
物，寧澤濤曾先後斬獲仁川亞
運會男子自由泳50米、100米
冠軍，並在第16屆喀山世界游
泳錦標賽男子100米自由泳決
賽中以47秒84榮獲冠軍，創
造了亞洲游泳的歷史，成為中
國游泳隊繼孫楊、葉詩文之
後，衝擊里約奧運會金牌的又
一大主力。不光如此，他英俊
的外表也備受公眾喜愛，“亞
洲飛魚”“泳壇新男神”等都
是粉絲們給他起的綽號。

當日，寧澤濤被不斷上前
要求合影的“粉絲”圍了個近
乎水洩不通，這其中甚至包括
了以“顏值”著稱的藝術體操
隊隊員。他也成為大會期間最
為忙碌的運動員。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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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35冠軍領銜征里奧
代表團成立 416健兒赴會創境外參賽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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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名運動員將出征里約。發揮最
高水平、爭取最佳成績仍然是體育健兒們的
最大目標，但同時要指出的是，“唯金牌
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讓每位選手都成為
“中國榜樣”應該是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最大
目標。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至今，中國體育健
兒們在奧運會上爭金奪銀為國爭光，從許海

峰到女排，從劉翔到孫楊，一代代體育人用
自己在奧運會上的出色表現激勵國人，金
牌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上作用明顯。

32年過去了，在新一屆中國軍團即將出
征之際，無論是中國代表團還是中國普通民
眾的體育價值觀都在發生變化。

金牌令人激動，但回顧奧運歷史，最打
動人的卻未必是金牌，正如我們會永遠記得

“偉大的倒數第一”阿赫瓦里。他那句“我
的祖國把我從7千里外送到這裡，不是讓我開
始比賽，而是要我完成比賽”，已經成為奧
運史上最經典的語錄之一。中國體育是時候
徹底拋掉“唯金牌論”了。無論奪金與否，
希望每位中國選手都能在奧運賽場上成為
“中國榜樣”。

■新華社

“唯金牌論”可以休矣 期待“中國榜樣”

■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右）會
見中國體育代表團。 新華社 ■里約奧運中國代表團19日誓師。 新華社

■中國藝術
體操隊與蹦
床隊部分隊
員 會 後 合
影。 新華社

■寧澤濤（右）19日出席成立大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報道）18日下午，里約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動員大會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中國代表團正式宣告成立。與此同時，備受關注的中國奧運代表團的參賽名單也最終確定，其中有

35名奧運冠軍，此前有傳言稱將無緣里約奧運會的游泳名將寧澤濤順利入圍。

近兩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資料比較
2016年里奧 2012年倫奧

代表團總人數 711人 621人

參賽運動員 416人(160男256女) 396人(171男225女)

首次參加奧運 303人 244人

曾經奪金選手 35 32人

少數民族選手 32 25人

平均年齡 24歲 24.68歲

最年少 14歲(艾衍含，游泳) 14歲(邱鈺涵，游泳)

最年長 39歲(陳穎，射擊) 41歲(劉英姿，射擊)

比賽大項 28個 26個

比賽小項 306個 302個

參賽大項 26個 23個

參賽小項 210個 212個

開幕式旗手 未公佈 易建聯(籃球)

C6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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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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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影節”接受致敬好威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植植）電影

《幸運是我》兩位主

角惠英紅（紅姐）和

陳家樂，近日受邀出

席“第21屆華盛頓

香港製造電影節”，

大會特別設立“向惠

英紅致敬”單元，慶

祝紅姐加入影壇 40

周年。在座談會上，

有熱情粉絲帶齊紅姐

歷來所有電影作品的

珍藏海報支持，紅姐

大受感動之餘，也忍

不住開玩笑：“現在

這 些 海 報 好 值 錢

的！”從影40年仍

很有衝勁，希望可以

有更多時間演出，讓

觀眾看到更多不同風

格的惠英紅！

影后惠英紅和陳家樂，近日受邀出席
華盛頓香港製造電影節。第21屆華

盛頓香港製造電影節於7月12日至8月31
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由史密森尼學會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辦，多年來
致力推廣香港電影。

重映第一部獲獎作品
適逢今年是小紅姐從影40周年，新

片《幸運是我》又即將上映，所以大會特
別設立“向惠英紅致敬”

單元，於美國時間17日晚上放映惠英紅
的經典作品《長輩》。《長輩》由邵氏兄
弟出品，於1981年上映，是劉家良自編
自導自演的武打喜劇片，紅姐亦憑這部電
影榮獲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
角。大會特別挑選這電影向惠英紅致敬，
藉此表揚她40年來為香港電影的付出及
貢獻。大會亦安排了10位粉絲與紅姐見
面，其中一位忠實男粉絲，更帶備了紅姐
歷來主演的電影海報見面，如數家珍地細
數紅姐每一部作品，令紅姐深受感動，想

不到自己主演的作品影響深遠，即使遠在
美國仍有不少熱情影迷：“第一眼看到忍
不住即時‘嘩’了一聲出來，因為我好多
都沒有，他（男粉絲）話這些袖珍海報從
香港同美國的舊戲院收集回來，現在應該
好值錢。”紅姐今次聯同陳家樂一同出席
電影節及座談會，座談會上座無虛席，紅
姐再次感受到當地粉絲的熱情，並分享從
影多年來的感受：“今次同美國觀眾見面
好開心，是美國對香港電影的一次肯定。
自己從影40年以來，由早年的武打片，
慢慢轉戲路嘗試更多不同類型的作品。我
不知道人生有幾多個40年，但希望可以
有更多時間，給觀眾看到更多不同風格的
惠英紅！”

和陳家樂把握時間觀光
惠英紅對上一次去美國經已是20

年前，所以座談會圓滿結束後，她
和陳家樂亦把握時間，在當地觀
光一下。他們首先去到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博物館，欣
賞來自世界各地的歷史文
物，紅姐對中國陶瓷展品
最有興趣，而陳家樂則
鍾情韓國藝術家 Mi-
chael Joo 的大型
現代作品。

■有粉絲帶齊偶像
歷來所有電影作品
的珍藏海報支持，
紅姐大受感動。

■紅姐和家樂為電
影海報簽名，送給
美國粉絲。

■紅姐和家樂
到訪國立自然
史博物館。

■大會特別設立
“向惠英紅致敬”
單元，慶祝紅姐加
入影壇40周年。

北京行禮
妍希婚照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女星陳妍希和內地
男星陳曉本月初於合肥領證結婚，正式結
為夫婦，19日他倆先在北京舉行婚禮，隨
後會再到台灣及安徽行禮。據知，北京的
婚禮場地設於懷柔區雁棲湖島上雁棲精品
酒店，由於“棲”字普通話發音近似
“希”，取諧音“妍希福”，相當好意
頭。至於二人的甜蜜婚紗照亦於18日曝
光。
相中的妍希穿上一襲VERA WANG抹

胸白色婚紗戴上頭飾，前短後長的裙襬設
計突顯她大方與可愛的特質。陳曉就穿上
黑白配西裝，帥氣十足。而即將升格當媽

的妍希還未見肚，其側面獨照仍見纖腰。
另外，妍希佩戴卡地亞（Cartier）Solitaire
1895訂婚鑽戒，並和陳曉一同戴上該牌經
典系列結婚對戒。
二人拍攝婚照時的甜蜜花絮片段也在

18日公開，現場見妍希翹實老公流露出甜
美笑容，陳曉則多次親吻妍希的額頭及
嘴，二人又不時對望，互挑下巴，令影樓
充滿粉紅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出道十年的歌手胡琳正式簽約加盟
理想天映公司，18日舉行“胡琳·
理想勇闖高峰”記者會，理想天映
行政總裁朱明銳、薛家燕、陳欣
健、向雪懷、何麗全及王梓軒等前
輩及友好均到來支持，胡琳更獲新
公司承諾投資一千萬全方位去打
造，並進行金色花環頒贈儀式，寓
意她能似蝴蝶般振翅高飛。
胡琳坦言感覺自己似嫁給了公

司一般，至於簽約年期則保密，且
簽多少年根本並不重要，原因是做
得好自然不會想太多，假如無心或
效果一般才會似捱時間，但她附託
給了公司。未來新發展，胡琳表示
會歌、影及舞台劇三棲發展，但她
向來性格慢熱，現入行十年亦是一
個好機會去嘗試更多方面。她又透
露八月先跟王梓軒合作拍攝家燕姐
的微電影《愛在起跑線》，戲中她
演老師角色，還首次當女主角。

對於她推出演唱會DVD有好

銷量一度賣斷市，還被炒高價，胡
琳笑說：“我當然希望大家能夠以
公平價錢去買得到，我不支持炒
價，但不知會可以加印多少。”新
公司承諾為她明年舉行紅館演唱
會，胡琳表示場數多寡也一樣開
心，至於演出的性感底線，她指暫
沒界定，她覺得表現性感不一定要
少衫，畢竟監製也不相同，演員其
實是工具去表達，故不應設定界
限。但祼露演出呢？她答謂：“我
自己沒底線的，只不知其他人會否
介意，我向來都說自己是沒形象
的！”

家燕姐跟子女公私分明
家燕姐透露新一齣微電影是擔

任監製，兒子負責當製片，女兒亦
有幫手，電影故事講述老師與學生
之間的矛盾，最後以愛去化解一切
困難，其中王梓軒演老師，跟胡琳
有感情線，家燕姐自己亦會客串，
投資接近三十萬港元，唯目前尚未

跟演員談片酬，只希望能拍出有意
義又正能量的短片去參賽。家燕姐
坦言跟子女一起開會時，她們會改
口叫她做家燕姐，知道在工作上即
使叫阿媽也不會幫他們去解決問
題。

簽約新公司獲千萬打造
胡琳明年有機會攻紅館

香港文匯報訊 薛家燕日
前出席室內兒童遊樂中心旗
艦店開幕禮，並與香港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局長一
同為品牌主持開幕儀式。
家燕姐更與蘇局長及一

眾嘉賓參觀和試玩場內設
施，家燕姐在NERF主題區，
手拿着NERF的射槍試玩，表

現得十分興奮；家燕姐與她
的一眾學員在波波池區開心
合照，童心未泯的家燕姐如
小朋友般舉起V字手勢，玩得
相當投入；最後她更和蘇局
長一同跟導師學習扭氣球，
家燕姐十分專心聽導師的講
解，成功扭出花花造型製成
品。

家燕姐玩轉兒童遊樂場

■家燕姐手拿NERF的射槍表現興奮。■一對新人甜蜜程度爆燈。 網上圖片■妍希甜笑摟着老公。 網上圖片

■朱明銳為胡琳進行
金色花環頒贈儀式。

■胡琳獲多位圈中前輩好友到場
支持。

C5臺灣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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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視、中天新戲《美好年代》製作人王珮華日前與女主角黃韻玲接受中視《改變的起點》
專訪，黃韻玲想起剛出道被某女星嫌醜的辛酸，以及後來開公司開到舉債，竟在攝影棚失控
淚崩。

出道被酸長得可惜
黃韻玲被主持人哈遠儀問到人生最大挫折為何，她想起發行首張唱片時曾被人身攻擊，

老闆要她割雙眼皮她沒割，去錄影化妝時就有資深女星拉高音調嘲諷她：「唉呦！妳長得『可
惜』嘍！妳看看妳眼睛這麼小這麼垂，沒長好嘛！」讓她非常難堪。

但打擊最大的，是她和前夫經營唱片公司倒閉欠下鉅債，黃韻玲說那年她和朋友想聚餐
慶生，但一看存款：「戶頭只剩 500 塊，根本活不了。」為省錢，只好尷尬打給朋友說不吃
飯純聊天就好。沒想到一到朋友家，所有滾石老同事都在那等她鼓勵她，憶起這段往事，她
淚流不止說：「做音樂就像雲霄飛車，總有高低，不可以放棄希望。」

《美好年代》正熱播
此外，製作人王珮華大讚黃韻玲在《美好年代》中表現亮眼，但話鋒一轉提到過去曾遇

高人氣女星在片場耍大牌，嫌服裝不夠美，發脾氣改劇本，跟螢幕前甜美形象判若兩人，她
氣到在心中怒吼：「怎麼會這麼難搞！」但為使拍戲順利，明明火山就要爆發，她仍輕言細
語陪笑說：「哎呀，別生氣嘛！這樣可以嗎？妳今天好嗎？都還舒服吧！」簡直跟八點檔劇
情有得比。

《美好年代》周一至五晚間８點中視播出，晚間９點中天娛樂台播出。《改變的起點》
每周日下午５點中視首播，每周二晚上 12 點及每周五晚上８點重播。

演出「美好年代」回憶出道辛酸 黃韻玲戶頭
500 元人生最挫折

小 S 變瑪麗蓮夢露！
《姐姐好餓》超狂新歌曝光

偶像劇「惡作劇之吻」今天開放媒體探班，41 歲蔡
燦得戲裡演李玉璽的媽媽，李玉璽戲外頻喊她「母親」，
蔡燦得開玩笑直呼很礙耳。

改編日本漫畫的偶像劇「惡作劇之吻」，台灣版
2005 年播出，捧紅演員鄭元暢、林依晨、汪東城等人；
今年重新翻拍「惡作劇之吻」，集結李玉璽、吳心緹、
蔡燦得、趙自強等人演出，已緊鑼密鼓拍攝。

今天首次邀請媒體前往台北陽明山溫泉片場探班，
李玉璽穿日式浴衣化身記者，帶媒體現場直擊吳心緹與
蔡燦得泡湯戲。

蔡燦得表示，李玉璽戲外都叫她母親，很礙耳，較

由六月、李沛旭、柯淑勤、張勛傑、阿本領銜主演的華視最新八點檔《海海人生》，預計 8 月初上檔。女主角
六月臨盆在即，前日在臉書公布肚中寶貝屆滿 9 個月，「隨時有可能衝出來」，昨天 (7/12) 仍挺著大肚出席《海海
人生》媒體餐敘。

新戲中，六月和阿本兩位不老童顏演出年輕姊弟，她還跟李沛旭、張勛傑有錯綜複雜的三角戀；劇中的六月在
逆境中成長，因上一代的情感糾葛，被冠上小狐狸精的罪名，悲苦遭遇讓她笑稱：「覺得自己像灰姑娘。」

劇中角色賺人熱淚，從小遭受虐待、孤苦無依，但即使遭遇到困難仍微笑面對、淡然處之，女主角「徐海恩」
開朗的特質，與六月真實性格不謀而合，戲中女主角從小失去雙親、寄人籬下，戲外六月從小也是少了父母陪伴、
由祖父母帶大，有著相似的背景。

不過六月笑說：「戲裡女主角被虐待相當悲慘，我很幸運，爺爺、奶奶、阿姨都很疼愛，是在愛裡成長的。」
但也慶幸女主角個性跟她一樣樂觀，讓《海海人生》充滿著正能量。

2011年和李易結婚走入家庭之後，六月就減少戲劇上的演出，《海海人生》是婚後唯一一部擔綱女主角的八點檔，
她透露花了許多心力演出，談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童年戲份非常悲苦，演出的童星有些被欺負的情節，讓已是
慈母的六月回憶大嘆「很不捨」。

其中有一場，演員強餵小童星吃餿水的戲分，雖然明知道是「道具」假餿水，但演出的逼真程度，還是讓人揪心，
就連飾演反派的柯淑勤在旁都感到心疼，不禁淚灑片場。

六月談到，或許很多人以為戲劇都是誇示效果，但對照現今社會的新聞事件，會發現每天都有受虐、家暴的孩子，
她一時悲從中來直呼：「不能理解虐待孩童的人！」強調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看戲對於人情冷暖，也能有更大體會。

繼《歡喜來逗陣》廣受觀眾歡迎，六月再度與明金城導演合作《海海人生》，她回憶工作過程大讚：「氣氛很
愉快。」

金鐘影后嚴藝文在台視、TVBS《遺憾拼圖》劇中，
飾演楊貴媚從小到大的閨密「盧燕」，幾乎每句話都會
夾雜著英文單字，國、台、英三種語言自然巧妙切換，
每次一出場，她獨特的「台式英文」立刻在網路引起鄉
民熱議。

嚴藝演技備受肯定，這也讓她這個角色從原本只設
定的前幾集，後來不斷被加戲，在劇中變成與楊貴媚「秋
蘭」互飆演技、很重要的靈魂人物，她笑說：「每次來拍，
都以為自己的戲份該殺青了，沒想到編劇跟導演一直幫
我加戲，最後還跟媚姊一起殺青，很謝謝大家喜歡我這
個角色。」

對於在劇中說著可愛的「台式英文」，嚴藝文說：「其
實我台語、英語都不好，是為了演戲硬練的，意外發現
自己好像還滿有語言天分。」本身是客家人的她，踏進

嚴藝文破台語菜英文
 切換自如噴喜感

「華視天王豬哥秀」停播
華視映畫互咬

據 台 灣
《東森新聞》
報 道， 中 日 混
血前主播梁立
外 型 甜 美，
2013 年被曝與
父 母 預 約 SPA
遭延誤，要求服
務人員下跪道歉，引
發軒然大波，當時雖然
否認並發文道歉，仍遭

電視臺懲處並調離主播工作，事隔約 3 年時間後，她將臉書專頁重
新改名，並轉行與日本朝日電視臺合作主持新節目、重新出發。

梁立 3 年前曝出要求服務生下跪道歉事件後，當時雖然發文
道歉，認為自己身為公眾人物，本就該以較高道德標淮要求自己，
但強調“我保證，絕無怒嗆強逼芳療師下跪的情事”，事後仍遭
電視臺記下 2 大過、並調離主播臺，形象重創後沈寂了一段時間，
許久沒有在熒光幕前出現。

相隔約 3 年時間後，梁立將臉書專頁改名，從原先的“主播 梁立”
改成“梁立 リャンリー”，並似乎轉行當美食節目的主持人，2016 年初
和日本朝日電視臺合作節目“梁立的 BEST 臺灣”單元，經常在臉書 PO
出訪問名廚、介紹美食的照片。

除此之外，梁立目前和朝日電視臺合作節目，並將“梁立的 BEST 臺灣”單元影片
頂置在臉書，畫面中，只見她說著一口流利日文，細心介紹臺灣美食，並擺出自信、優
雅笑容，和其他主持人對答如流，似乎已揮別過去陰霾、重新出發，也讓不少網友為她
的新工作加油打氣。

據台灣媒體報道，小 S 幫電影《海底
總動員 2》配音，因此特別和老公許雅鈞
自掏腰包邀請患病兒童看電影，大手筆請
了 500 個家庭，11 日出席活動時，被問到
有沒有健忘的經驗，她提到曾經有一次跟
大 S 喝完咖啡後，便直接說“走吧”，小
孩卻忘記帶走。

她想了一下表示，有一次她和大 S 家
中附近的咖啡廳聊天，結束後她直接站起
說“走吧”，姐姐傻眼問她“你確定你就
要這樣走了？”她理所當然回答不然呢，

演藝圈之前，根本不會說台語，但妙的是，找她演出的角
色卻多半要說流利的台語。

她一開始，學台語只能硬背、苦練，而第一部台語比
較重的戲，剛好就是跟楊貴媚一起演出的《微笑面對》，
劇中兩人也是好朋友，嚴藝文回想當時，除了表演，楊貴
媚在台語上也教了她許多，讓她至今都相當感謝，「當年
演的好友角色比較端莊，這次完全『走鐘』，變得相當奔
放。」

嚴藝文在《遺憾拼圖》戲裡，為愛遠走他鄉，跟著老
公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國，從原本單純貪吃的台灣妹，搖身
變為時尚的獨立新女性，因為老公過世才回台灣，成為好
友楊貴媚面對人生課題時的狗頭軍師。

本週嚴藝文也將面臨，揭開隱瞞老公過世多年的真
相，讓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連楊貴媚也束手無策，
就算是哭戲，嚴藝文舉手投足間散發的喜劇節奏，還是讓
全場笑翻。

雖然在戲劇中帶給觀眾歡笑，但在《遺憾拼圖》拍攝
期間，嚴藝文的親生父親卻因癌症病逝，令她十分傷痛，
但也因為接拍這齣特殊題材的戲劇，讓她重新審視人生，
「人生有很多的來不及，拍完《遺憾拼圖》後，考慮未來
也替自己辦場生前告別式，好好說再見。」

《遺憾拼圖》每週五晚間 10 點於台視、每週六晚間
10 點於 TVBS 歡樂台播出。

李玉璽喊母親 蔡燦得直呼很礙耳
想聽到喊「得」，李玉璽立馬搞笑配合喊「得」，蔡燦
得甜回「嗨，璽」，逗笑全場。

談起夏天拍冬天戲，3 人異口同聲喊很辛苦，李玉璽
戲裡服裝會穿到 4 層，熱到爆汗，還要演出很冷的表情；
演戲經驗豐富的蔡燦得坦言拍戲常遇到，只能盡量不要
動，不斷自我催眠「好冷喔」。

怕水的吳心緹有場游泳戲，開拍前特地加強訓練，
能游但不會換氣，拍攝時看到水很深，怕到快哭；李玉
璽則是有場網球戲，要近拍展現發球帥樣，結果打到攝
影師的頭。

大 S 提醒她“你女兒還在旁邊”。她才驚
覺自己把女兒落在咖啡廳了，搞笑的對答
讓現場所有人笑翻。

小 S 除了邀請病童一起到電影院看電
影以外，對於日前臺東發生嚴重臺風災情，
她也表示自己和公公合捐了 100 萬（約 20
萬元人民幣），當時對方告訴她要捐錢，
她馬上回應，“爸爸我也要捐錢給臺東，
因為臺東是我的家，我是臺東媳婦”，最
後她們決定一人一半。

最美孕婦搞三角戀？ 六月挺肚邀看八點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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