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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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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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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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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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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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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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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票房一般，但《路邊野餐》這部在海外收穫13座獎盃的國產文藝片

，依然是最近不少文藝青年們的熱門話題。

昨日記者意外得知，導演和發行商當初竟然定了《路邊野餐》的上映

時間是“僅10天”。

也就是說，《路邊野餐》只放到7月24日，25日就下檔了。

電影發行方太合娛樂和製片人單佐龍都表示，他們真的不是饑餓行銷

，而是認為10天就夠了。如果真想看，就抓緊這幾天去看吧。

點擊進入下一頁

《路邊野餐》被稱作是“神作”，導演畢贛也被讚才華橫溢。十幾個

電影微信公眾大號、知名影評人等，都在極力推薦這部電影。“安利大

軍”中甚至不乏姜文、侯孝賢等電影大師。

昨日 20時，記者在“貓眼電影”APP上看到，《路邊野餐》從 7月 15

日上映，6天票房是 492萬元。雖不足 500萬元，但對一部投資不到 200

萬元的藝術片來說，這個數字已非常成功。

杭州對《路邊野餐》也是青睞有加。“新遠國際”、“蕭山德納”等

影院經理也表示，《路邊野餐》場次雖不多，但上座率很高。

該片發行方“太合娛樂”江浙滬地區發行負責人汪旭告訴記者，《路

邊野餐》首週末 3天票房，杭州約 12.2萬元。而南京、蘇州和無錫 3個

城市加起來，約10萬元。他表示，杭州放得相當好。

不過，昨日記者在採訪中意外得知，導演和發行商當初竟然定了《路

邊野餐》的上映時間是“僅10天”（一般一部電影上映時間是1個月）

。也就是說，《路邊野餐》只放到7月24日，25日就下檔了。

昨日，電影發行方太合娛樂的發行總監田琦表示，事先和導演商量過

，只放10天。他們認為《路邊野餐》這樣體量的文藝片，真想看的人10

天之內肯定會去看，而不感興趣的人即使放的時間再長也不會去看，10

天夠了。

“導演比較自信，對票房也不是特別在意。我們在意的是觀眾感受到

這樣類型的電影，覺得沒有浪費時間浪費錢。也希望以後有更多這樣類

型片子能夠進影院，培養觀眾的觀影習慣。”

不過有一些申請延期，或對電影比較支援的影院，會考慮延長放映，

但數量不多。全國七千家影院中，約有 100家左右影院的《路邊野餐》

放映期延至 8月 14日，即放滿一個月。杭州有 5家影院，分別是“新遠

”、“蕭山德納”、“奧斯卡”、“佳映”、“保利西溪”和“麥迪遜

”。同時，隨著院線大規模放映結束，《路邊野餐》7月 25日將在愛奇

藝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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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古龍先生的武俠小說，
《邊城浪子》改編得並不多，上
一次改編，還是在 1991 年由 TVB
出品。如今闊別 25 年，《新邊城
浪子》才再次翻拍並開播。說起
來翻拍武俠劇是最吃力不討好的
事情，導演黃祖權說不僅僅是把
該劇當做一部武俠巨作，更希望
能夠表達出古龍劇作中每一處細
節和值得回味的情感：“《新邊
城浪子》是古龍老先生的書籍中
描寫感情最為傳神的一部，對情
感的拿捏更為細膩，對善與惡的
分辨更為鮮明。這也是我認為武
俠巨作最經典的東西，就是以情
感為主。”不過相較于現在走紅
的仙俠劇，對許多年輕觀眾來說
，或許看看傳統的武俠劇，會變
成另外一種感受。

這兩年郭敬明的小說陸續被
改編成影視劇，而且因為強大的
小說效應，這些作品都受到粉絲
們高度關注。如今玄幻劇《幻城
》宣佈將進軍暑假熒屏。演員陣
容包括馮紹峰、宋茜、馬天宇等
，很符合小四隻用小鮮肉的習慣
。因為小說在前，所以劇情本身
其實沒有太多可說的，頂多會做
一些適合電視劇的改編。不過外

界高度好奇這部電視劇的特效，畢竟這部劇的內容全
靠特效來支撐。根據目前拿到的數據，全片的特效內
容為2480分鐘，幾乎佔了90%，相當於22部大電影的
量。而且許多被用在電影中的特效技術，第一次在電
視劇製作中使用。不知道這僅是一個噱頭，還是足以
讓觀眾滿意？

結婚前林心如還要在《秀麗江山》中宮鬥一把
近年來，不少影視作品都與“林心

如工作室”有著莫大的關係。《傾世皇

妃》《姐姐立正向前走》《遺忘》《十

六個夏天》等，都由該工作室參與製作

。而林心如本人，也完成了從優秀演員

到“林老闆”的華麗轉型。事業得意，

情場更是如沐春風，林心如與霍建華即

將奉子大婚的消息一直持續高熱不退。

今晚，由林心如擔任製片兼主演的古裝

歷史劇《秀麗江山之長歌行》，這樣一

部讓觀眾等待已久的 IP大劇，將登陸江

蘇衛視幸福劇場。昨日，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有業內人士表示，繼《甄嬛傳》

《羋月傳》之後，《秀麗江山之長歌行

》有望再次創造皇后題材古裝劇的收視

神話。

《秀麗江山》改編自李歆所著網路

小說，講述了西漢覆滅、王莽篡漢之後

，陰麗華和劉秀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

經過數十載不懈努力，結束戰亂，建立

東漢，開創盛世偉業的故事。雖然皇后

題材古裝劇此前不乏精品，但是《秀麗

江山之長歌行》的總導演林峰依然顯得

信心十足。

林峰對記者說，這部劇不僅保留了

愛情、宮鬥等觀眾喜聞樂見的元素，還

在武打場面上做了精心雕琢。“我們盡

最大努力還原了西漢末年風雲詭譎的亂

世圖景。

唯美的畫風、電影級別的質感，

《秀麗江山之長歌行》絕對值得期待！

”除了兩位主演林心如和袁弘，林峰還

對記者透露，由於《秀麗江山之長歌行

》涉及的歷史人物眾多，不少知名演員

也都受邀客串。“比如戚薇、任泉、李

立群、馬天宇、孫驍驍等，都將在不同

階段登場亮相。

至於他們每個人究竟飾演了什麼角

色，還是等電視劇開播，大家自己去劇

中找答案吧！”導演林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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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QQ炫舞》聯合蘭渡文化推出的首

檔網際網路偶像養成直播互動真人秀節目《拜託了

！粉絲》在上海舉行發佈會。活力四射的選手開場

秀點燃了現場氣氛。他們當中有北上廣蓉等 7大城

市30所高校海選中脫穎而出的的大學生，也有擇優

選拔的網路紅人、鮮肉藝人。而明星導師董晴和李

岷城也到現場為選手加油打氣。總導演在發佈會上

表示希望通過節目，打造一組全民勵志偶像團體，

並鼓勵更多熱愛表演的炫舞玩家去突破自我，以夢

為馬。

發佈會最後，騰訊、蘭渡文化、拾捌文化和導

演組、藝人共同進行節目啟動儀式。這意味著，今

年夏天，《拜託了！粉絲》將為喜愛唱跳的年輕人

提供夢想展現的平臺，同時掀起一波造星熱浪。目

前，《拜託了！粉絲》將在 7月 23日開始，每週六

晚 7點在炫舞夢工廠進行直播互動，陳漢典、肖驍

、UNIQ組合等多位藝人傾力加盟，擔任明星導師

為選手助力。節目精選錄播部分也將在騰訊視頻播

出。

下一個偶像誕生：
為炫舞玩家量身打造

助力未來之星
《拜託了！粉絲》是為喜愛《QQ炫舞》的玩

家量身打造的一檔綜藝節目，將依託于《QQ炫舞

》高人氣視頻直播平臺炫舞夢工廠播出。《QQ炫

舞》歷史註冊玩家近 2億人，這不僅是數量龐大的

觀眾群體，在他們當中，也潛藏著未來之星。導演

組表示：“我們希望這檔節目能給遊戲玩家提供更

多元化的娛樂方式，並且給熱愛舞蹈表演藝術的玩

家提供實現夢想的機會。”

騰訊負責人在發佈會上用“夢想”、“粉絲”

、“連接”和“正能量”四個詞語闡釋了《拜託了

！粉絲》的節目理念。在直播熱潮下，他們希望打

造一檔內容優質且有趣，能夠傳播歡笑和正能量的

網際網路 IP節目，連接起優秀的青年和粉絲。提供

更大的舞臺讓年輕人展示自我。 “拜託了粉絲，

讓我成為我！”

在《拜託了！粉絲》中，28位擁有舞蹈、音樂

等演藝夢想的年輕人將集結“炫舞城堡”，通過一

個半月的藝能養成，才藝 PK淘汰，最終蛻變為擁

有百萬粉絲的全民偶像。通過隊長爭奪賽、戰隊排

位賽、戰隊淘汰賽、終極 PK賽等比賽，選出最有

價值的隊伍直通12月盛典，而總決賽勝出隊伍將踏

上“造星之旅”，獲得去美國紐約百老彙舞蹈中心

交流學習、豐厚的獎金、炫舞網劇及大電影的參演

機會，有機會簽約經紀公司出道。

蘭渡方也表示：“希望通過《拜託了！粉絲》

，給有夢想的年輕人提供展示才華和實力的渠道。

我們打造的不只是網紅，而是希望能

夠塑造擁有忠實粉絲，傳遞正能量的

全民偶像，傳遞一種青春、時尚、積

極的品牌態度。”

網路綜藝新玩法：
網際網路直播雙向互動

粉絲票數決定去留
改變以往選秀節目先拍攝、製

作，再播出的“延時”模式，《拜

託了！粉絲》用了互動直播，讓選手每天與用戶

實時密切接觸。這一模式重新塑造了選秀的顛覆

式玩法。不論選手之前人氣如何，在節目中，所

有人都將從零出發。讓用戶實時投票決定選手去

留。導演組表示：“這保證了它絕對是一個公平

、公正的舞臺。”

正如同在發佈會上播放的《拜託了！粉絲》概

念片中，成為一名偶像所要付出的不斷地奮鬥與努

力，騰訊負責人表示：“這一切都源於粉絲的支援：

‘拜託了粉絲，讓我成為我！’”

作為一檔偶像成長的節目，在《拜託了！粉絲》

，觀眾能夠看到每一位選手在節目中的努力拼搏，

揮灑汗水和學習成長後的蛻變。進入 PK階段的 28

位選手需要挑戰各種主題任務，從而贏得在炫舞夢

工廠的直播時間。而在直播中，除才藝展示外，可

以實時回應粉絲的問題、拉票及展示唱歌跳舞以外

更多的技能。不僅如此，選手們需要通過直播賺取

PK賽所需的資源，比如道具、秀導以及培訓機會

等。

在《拜託了！粉絲》中，一切都由粉絲說了算

。只有得到粉絲的支援，選手才能獲得資源。最重

要的是，選手的去留完全由粉絲實時投票來決定。

節目中完全依靠粉絲的力量來養成偶像。

而夢工廠的直播獨樹一幟，更好的詮釋了“互

動”二字。有別以往的“主播單向收禮”，主播不

僅能收禮物，也能夠回饋粉絲禮物，直播溝通變得

更加新奇有趣。

在此前的首次直播互動中，許多選手也已經引

起了粉絲的巨大反響，擁有明星臉的高顏值選手讓

粉絲不中斷點讚，還有唱歌達人、舞蹈全能、美粧

博主，選手五花八門的藝能讓人眼前一亮。通過直

播每天點滴的成長，粉絲能夠“零時差”了解偶像

日常生活，而選手能夠不斷聚集人氣，形成自己的

鐵桿粉絲團。

網紅主播保駕護航 神秘嘉賓華麗助陣
據悉，在夢工廠已經聚集人氣的15名主播將作

為“引路人”，以 “一帶二”或“一帶一”的方

式“收徒”，教授選手網路直播的秘訣，讓選手學

會展示自我風采，增加人氣。

小鮮肉的成長少不了“老司機”的熟練引領。

除了網紅主播為選手保駕護航，明星嘉賓也將加盟

，為選手們的晉級之路加持。《拜託了！粉絲》在

每期節目中都會邀請明星嘉賓來助力選手，指點迷

津，傳授經驗。明星嘉賓將和固定主持人一起搭檔

主持，給予選手點評，為每期的優秀選手頒獎。首

期嘉賓就將請到陳漢典、肖驍來助力“小鮮肉”，

而第二期也請來了人氣偶像團體UNIQ。

明星導師董晴和李岷城也在發佈會上亮相，為

選手們加油打氣。雖然娛樂圈中的競爭異常激烈，

有諸多阻礙實現夢想腳步的絆石。而兩位明星導師

依舊鼓勵選手積極面對自己的夢想道路：“人生不

是一帆風順的，需要努力、信心、耐心，踏踏實實

走好每一步。”

最後選拔而出的五位優秀選手出道。他們不但

會得到《QQ炫舞》的培養和資源，明星導師願意

把自己的經驗傳授給他們，能夠讓他們少走一些彎

路，早日站上夢想的舞臺。

導演畢志飛歷時10年打造的青

春電影《純潔心靈•逐夢演藝圈》

日前宣佈定檔 12月 8日。21日，該

片在北京舉行媒體見面會，導演畢

志飛分享了影片的創作緣起、拍攝

過程及特色亮點。

現場發佈的先導預告片用混剪

方式展示了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

景的十幾位演藝新人，在逐夢演藝

圈時所經歷的一系列痛苦掙扎。片

中既有人為了演員夢奮發向上，不

甘淪落；也有人一心為求名利，誤

入歧途。短短一分半鐘，夢想、希

望、堅守、純潔、陰謀等全都躍然

銀幕之上，如同利劍匕首，為觀眾

刺破演藝圈的偽裝。而最新曝光的

海報上，鮮明的色彩對比奪人眼球

。鮮紅的背景暗喻18位學子逐夢演

藝圈的赤誠之心。據介紹，《純潔

心靈•逐夢演藝圈》聚焦當下社會

青春群體中藝術院校學生，通過十

幾名學生的學習生活經歷，揭露演

藝圈不良現象，體現年輕人成長歷

程。

據悉，畢志飛曾先後取得北京

電影學院表演係碩士學位和北京大

學影視學博士學位，對電影表演、

劇作和攝製有完整且專業的理論修

養。《純潔心靈》自劇本寫作到尋

找和培訓演員，再到最後成片，歷

時 10 年，劇本先後 30 多次修改與

打磨。

他對自己的創作始終堅持著高

標準，“要麼不做，要做就做好”

是他對自己十年一覺電影夢的解讀

。“我拍電影不是為了賺錢，這 30

多年來我所有的熱愛都獻給了電影

，我要把所學到的展示出來，作品

要對得起我們付出的時間，要對得

起我的老師。

畢志飛打造《純潔心靈》：
我的熱愛都獻給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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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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辦簽證大眾印刷公司

6418 Wilcrest Dr. Houston,TX 77072

承印一切所有印刷用品

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星期日 2016年7月24日 Sunday, July 24, 2016

NBA球星韋德造訪位於河南嵩山的千年名剎少林寺，並親身體驗學
習少林拳法。

韋德首訪名剎少林寺 絲
綢
之
路
拉
力
賽S S1 0

2016 絲
綢之路拉力賽
離 開 美 麗 的
新 疆 ， 來 到
了 莫 高 窟 腳
下的絲路重鎮
——敦煌。

安道爾賽事精彩瞬間

如果妳正在尋找壹個具有歐洲風
格的山地越野挑戰賽，但是妳並沒有
達到環勃朗峰耐力賽標準，那妳就去
安道爾Ultra Trail Vallnord賽，安道
爾賽賽道十分具有挑戰性。這次比賽
有來自41個國家超過3000名的跑者
來參加，通過這項賽事跑者們用他們
的汗水換來了別人看不到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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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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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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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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前的賽制，比賽於第1至第4局，領先的球隊可在
8分和16分時有2次長達60秒的技術暫停，以方便電

視轉播插播廣告。同時，這對球隊來講也是固定的調整機
會，落後的一方贏得喘息之機，領先的一方希望在戰術上進
一步壓制對手。不過，隨着鷹眼挑戰系統的推行，排球比賽
被技術暫停、教練兩次主動暫停以及多次鷹眼挑戰所中斷，
導致精彩的攻防轉換連續性被硬性打斷，同時比賽時間也相
應地被拉長，有時甚至長達兩個半小時，這在大獎賽和世界
聯賽尤為明顯。

盼更好地控制比賽時間
依據奧運排球比賽的賽程，每天在馬拉卡納齊諾體育館

進行六場比賽，開賽時間分別是9時30分、11時35分、15
時00分、17時05分、20時30分及22時35分。其中最後一
場比賽極可能拖延到凌晨才結束，這對雙方運動員和觀賽觀
眾都是嚴峻考驗。有鑒於此，國際排聯經過協商確定里約奧
運會男女排球76場比賽的技術暫停全部取消，不過雙方教
練每局兩次30秒的主動暫停則仍然有效。

取消技術暫停，無疑對教練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對場上
運動員來講，也需要更多地面對自己解決問題的局面，對心
理是一極大考驗。
實際上今年5月的瑞士女排精英賽，就已取消了技術暫

停。當時前赴參賽的雖然不是全班的主力人馬，但掛帥的安
家傑、隊長惠若琪等都在里約奧運陣容之中。所以，相對其
他沒有派人參賽的隊伍而言，中國女排可謂已提前適應新規
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女排慣用的比賽節奏有可能
因這次改規被打亂，須前期備戰提早作出相應的調整。
另外，由於預售門票顯示奧運排球上座率有望達到

90％，故取消技術暫停也有助球迷更好地觀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FIVB突然宣佈里奧取消技術暫停

中國
女排

無懼
規
改

女足抵聖保羅訓練營
中國女

足結束巴黎的封
訓，於當地時間22
日飛抵巴西聖保
羅，入住中國奧運
代表訓練大本營，
正式開啟了里奧之
路。不過，一下飛
機，姑娘們就連連
叫冷，幸天氣預報
顯示周日起聖保羅
天氣回暖。另外，
出發前，全隊在酒店送別賽前因傷無緣
奧運會的隊員任桂辛，主帥布魯諾還親
自將她的奧運球衣送到她手裡，令任桂
辛傷心不己，抱着“老爺爺”落淚。

■記者 陳曉莉

中國男籃負尼日利亞
中國男籃北京時間23日凌晨在美

國洛杉磯與尼日利亞男籃進行了一場內

部教學賽。經過四節較量，中國隊以
67：80告負。中國隊開局連得6分確立
優勢，但隨即尼日利亞隊反超比分並
掌控主動。上半場結束時，中國隊以
31：42落後。第三節，尼日利亞一直保
持着兩位數優勢。末節中國隊依舊無反
擊之力，最終以13分之差落敗。根據
賽程安排，中國隊將在洛杉磯和奧克蘭
與美國男籃進行兩場熱身賽。

■記者 陳曉莉

陳定帶按摩床抵巴西
倫敦奧運會男子20公里競走冠軍

陳定於巴西當地時間22日凌晨5時左右
抵達里約熱內盧。陳定表示目前自己右
腳肌肉有些小傷，但是並無大礙。抵達
巴西後，陳定及教練立即奔赴訓練營集
訓，8月10日進入運動員村。此次陳定
一行赴巴西還帶來了一張按摩床。據教
練孫荔安介紹，這張床在內地只需要約
400元人民幣，但這次卻花費了300美
元的托運費。或許這張按摩床將是陳定
備戰的秘密武器之一。 ■新華社

國際排聯

（FIVB）於北

京時間 22 日

深夜突然在官

方網站宣佈，

即將開幕的里

約奧運會將取

消全部 76 場

比賽的技術暫停，這一措施無疑

是希望能更有效地控制比賽時

間。不過，由安家傑掛帥的中國

女排早前在瑞士精英賽已適應過

這一新規則，故此番由教練郎平

領軍征戰奧運應不會太陌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3日午後，剛剛在22日晚間以4：1讓曼聯首
次在上海灘輸球的多蒙特走進滬小學。烈日
下，多蒙特足球學校的教練們帶領近50名小
學生在球場感受足球的樂趣。而多蒙特球星
施雲賓達與柏柏斯達夫普路斯更是大方配合
學生合影，送簽名。
是次，在德國企業的贊助下，一場以激

發中國年輕一代對足球的熱情的訓練項目正
式啟動。作為啟動日的特別項目，且恰逢德
甲球隊多蒙特中國行。23日，來自上海浦東
新區6所小學的近50名學生接受了多蒙特足
球學校教練的專業指導。“在德國，我們隨
處可見孩子們在空地上愉快地踢球，而在中

國，足球對於孩子更多的是一種訓練，我們
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讓他們更多地領會到
足球的樂趣，並學習到如何更好地在運動中
自我保護，”德國商會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經
理Winkler介紹道。
據Winkler透露，是次項目的後期將主要

針對6所小學的足球教練展開，他們將得到德
國標準的培訓，學習如何對適齡學生進行足
球訓練。值得一提的是，23日，滬氣溫首破40
度，但多蒙特球星施雲賓達與柏柏斯達夫普路
斯仍於午後出現在球場。他們的出現讓學生們
興奮不已，紛紛上前要求簽名和合影。面對孩
子們的熱情，兩人始終面帶微笑，一一滿足學
生的要求。

多蒙特率滬小學生享足球樂趣

■取消技術暫停，對教練郎
平並不陌生。 資料圖片

■女排老將魏秋月在訓練中。 資料圖片

■新規將令場上球員需更多地自己解決問題。 資料圖片

■東方23日舉行切金猪開操儀式。潘志南 攝

■施雲賓達及柏柏斯達夫普路斯與小學生合影。 夏微 攝

中國拳手楊連慧（左）將在美國拉斯
維加斯美高梅大花園球館，與澳洲拳手扎
帕維尼亞進行一場超輕量級比賽。這是中
國拳手首次在美高梅酒店進行10回合的
職業拳擊比賽。 新華社

;�;�
:#:#

■布魯諾將7號球衣贈
予任桂辛。 微博圖片

里奧點滴

■東方新兵（左起）麥基、米曹及梁振邦。潘志南 攝

獲中資地產商冠名贊助 東方開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東方撤

資消息一出，八方支援。中資地產商立即和
梁守志面談，一拍即合每季注資2,000萬撐
這支港超聯的“雙料冠軍”，料周一簽妥三
季冠名贊助合作協議後，即可公告天下這個
梁守志口中的白武士真實身份。

23日，會長林建名在女友陪同下精神奕
奕到達香港九龍仔球場，聯同主席康寶駒及
一眾東方隊員舉行拜神、切金猪開操儀式。
副總監歐偉倫、教練“牛丸”陳婉婷及隊

長葉鴻輝異口同聲指東方經此一事後更團結、
更上下一心、意志更堅。

陳婉婷指近日心情如過山車，但大家共
患難，艱苦時球員沒有外投之心，有情有
義，令大家更懂得珍惜共處，事件帶來正能
量。
對於增添三人，她介紹，米曹是位善於

用波的中堅；梁振邦攻守兼備；麥基體能好
亦能攻善守，可與基奧雲尼互補不足。不
過，對棄亞冠盃資格，“牛丸”感可惜，然
而她認為兵源足以衛冕超聯，並以爭奪亞冠

資格為新一屆目標。
目前開操遲要追回時間，新一屆仍以傑

志、南華為主要對手。而門將葉鴻輝則認為
南區沒有大牌球星卻是實力分子有力成為
“Big 4”之一。
前鋒麥基及梁振邦則異口同聲表示無悔

加盟。其中麥基一心挑戰亞洲賽：“這當然
十分失望，但只要為東方贏得聯賽冠軍，便
可重奪亞冠盃資格。作為球員，會方人事變
動我無能為力，但會方在短短幾日便覓得新
贊助商，可見會方積極解決問題，相信只要
渡過這次難關，球隊定必變得更強。”
內地地產商撐起東方，總監梁守志指這

地產商會冠名贊助費，更表明不會干涉體育
會運作，令球隊未來三季安心爭佳績。

C6臺灣影視

台視、TVBS《遺憾拼圖》劇情漸入高潮，收
視率也跟著節節高升，為了感謝觀眾支持，劇中
主要演員楊貴媚、黃姵嘉及李易，特地前往台南
的國華街、正興街與台中逢甲夜市掃街。

遺憾 3 人掃街吃不停 李易心繫六月生娃頂著
37 度的高溫，三位演員汗如雨下，臉上卻堆滿笑
容，除了近距離會粉絲以外，前來捕獲野生的粉
絲還有機會抱回萬元現金，以最實際的好康回饋
粉絲，原本只送 2 萬元，李易被熱情的民眾團團

遺憾 3 人掃街吃不停 李易心繫六月生娃

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2016
新舞臺藝術節」精選新馬戲、音
樂、戲劇等六檔「跨界」節目，
10 月將於台南、大台北開演。

今年適逢中國信託 50 週年，
「2016 新舞臺藝術節」推出六檔
節目，都將加碼推出場場「新台
幣 50 元 x50 張」藝文分享價，

新舞臺藝術節 六檔跨界演出

柯一正直言戴立忍被利用
真正要對付的是…

陳星合是台灣最年輕的太陽劇團成員，也是
唯一登上該劇團賭城表演舞台的台灣人，將雜
耍推向世界藝術領域。日前他上公視《世界這
Young 說》，與主持人李四端對談，剖析一路走
來的心路歷程，也首度公開離開太陽劇團原因。

節目現場陳星合也秀了拿手的水晶球表演，
透露「它的特性就是要表演『不能控制的控制』」
李四端打趣問：「我勇敢來問你一句，我這年齡
還能練這個，有機會嗎？」陳星合立刻回答：「當
然可以啊！」李四端笑回：「謝謝你的鼓勵，不

台灣「囝仔歌王」施福珍，
今年 81 歲，他來自純樸的彰化，
創作超過半世紀，許多讓人琅琅
上口的歌曲，更引發了無數台灣
人的共鳴；民國 77 年施福珍再與
老師退休的妻子周玉葉，兩人自
創「和和音樂操」免費傳授，竟
也風靡全球，到現在吸引超過幾
10 萬人學習。健康、快樂是他們
夫妻倆的最佳寫照，國寶級的稱
號也當之無愧。

用 60 年代流行的迪斯可音
樂，加上簡單的配音以及喊口
令，這就是風靡全球的「和和音
樂操」，而這對老夫妻，就是「和

和音樂操」的創辦人。
太太學了 7 年的韻律操，先生有音樂專才、聲音又好聽，簡單的基本操，全套動作總共 56 個招式，

因為免費、好學又好用，就這樣從民國 77 年，研發創辦到現在，已經吸引了全世界超過幾 10 萬人來
學習。

說到這位有音樂專才、聲音又好聽的配音先生，轟動武林驚動萬教、上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
這樣的形容詞，對他來說，還真的不夠。

從第一件作品《點仔膠》，膾炙人口的羞羞羞、阿財阿財天頂跌落來、點落點叮噹、還有吃芭樂
放槍子，一直到之後的大摳呆炒韭菜，好多好聽的童謠，若是講給你懂、鬍鬚就好打結。他就是來自
彰化員林，貨真價實的台灣「囝仔歌王」施福珍。

至於為什麼阿財阿財天頂跌落來，這首童謠，最後會改成秀才秀才騎馬弄弄來，今天終於真相大
白。

在當年，不能夠說台語的年代，台語童謠竟然能夠這麼紅，施福珍說，這都要感謝童子軍。
超過半個世紀的囝仔歌創作，400 多首的童謠，不但是台灣人最美好的集體記憶，也讓台語的美，

永遠流傳。

國寶級囝仔歌王
施福珍童謠創作不斷

陳星合對談李四端
分享在太陽劇團的挫敗與成長

包圍，看在粉絲的熱情支持份上，李易笑說：「看
來我個人應該要加碼了！」讓全場歡聲雷動。

被劇組上下封為「吃貨」的黃姵嘉，事前得
知掃街路線，已做好功課準備大啖美食，姵嘉說：
「粉絲的熱情比南台灣的太陽還熱，今天還可以
邊掃街邊品嚐小吃，好開心啊！」

遺憾 3 人掃街吃不停 李易心繫六月生娃楊貴
媚在《遺憾拼圖》中「秋蘭」一角受到觀眾喜愛，
親和力十足的她帶著劇中小女兒黃姵嘉，以及無

緣的女婿李易，在台南及台中最多小
吃、最熱鬧的街上，發送小禮物；所到
之處都被熱情民眾團團圍住，原本忙著
做生意的店家，急忙放下手邊工作，與
三位演員握手，一邊遞上美味小吃讓他
們品嚐。

楊貴媚直呼：「每次面對面會粉絲，
一路吃不停，最苦惱的就是伴手禮扛不
動，還有回去該減肥了。」不過因粉絲
太熱情，他們只能稍作停留，黃姵嘉則
扼腕不能每一家都品嚐，楊貴媚笑說：
「等收視破 2，我們就來場慶功美食之
旅吧！」

遺憾 3 人掃街吃不停 李易心繫六月
生娃在劇中被觀眾罵到臭頭的李易，隨

邀請更多
新朋友參
加這場藝
術饗宴。

節目
包括首度來台的加拿大幻光馬戲
團，風靡全球 23 個國家，締造
400 場演出紀錄，即將在台灣首
演「虛實之境」，帶領觀眾往返
猶如電影「全面啟動」的幻境和
現實之間。

多次獲得葛萊美獎的國際級

指揮家帕佛•賈維和知名鋼琴家
艾馬爾，將在台南首次合體，共
同演繹貝多芬經典名曲「皇帝」
等德式經典樂章。

另外四檔國內節目包括書
法 家 董 陽 孜 的 跨 界 劇 場「 騷
2016」，集結爵士樂、現代舞和
多媒體，與各領域年輕藝術家大
玩書法線條；「莎妹劇團」與日
本「第七劇場」的跨國合作；「紙
風車劇團」、「沙丁龐客劇團」
也各將帶來逗趣溫馨親子劇。

著劇情發展逐漸洗白。而現實生活中顧家、愛老
婆小孩的他，因另一半六月臨盆在即，讓他十分
緊張，近日工作多半推掉，隨侍在側，但為答謝
粉絲對《遺憾拼圖》的支持，特地請公司同事支
援幫忙照顧老婆及兒子，手機也不離身，跟六月
隨時熱線。

李易興奮地說：「很開心來會粉絲，但一方
面也擔心老婆隨時要生了，已做好隨時要奔回台
北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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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我有自知之明」。
回憶在拉斯維加斯太陽劇團表演時，每場 2

千人，每年超過 400 場，觀眾一起起立鼓掌的掌
聲，陳星合覺得很幸運的能夠站上那個舞台，但
進團後，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反而開始失
去自信。直到有個法國朋友說：「你都已經來太
陽劇團了，會差到哪裡呢？」才令他釋懷。

陳星合也透露離開太陽劇團的原因，「我覺
得我沒有找到跟別人和諧相處的方法，我的目標、
注意力只有放在每天要去練功房練習、每天的表
演，可是我忘記我們是一個 team」。面對大學生
提問：「什麼是成功？」他表示，「我不是標準
答案，所以我不會覺得我成功了」，並鼓勵：「其
實我們都比想像中勇敢，而且不要忘記，我們都
有跌倒再站起來的勇氣」。

金馬名導戴立忍遭貼「台獨」標籤，雖發
3000 字文自清，仍引起大陸網友群起圍剿，趙薇
執導電影《沒有別的愛》日前亦發布聲明撤換戴
立忍角色，引起軒然大波。導演柯一正昨上三立
節目《新台灣加油》直言戴立忍「被利用」，大
陸早已準備好「對付」台灣藝人。

柯一正表示，影視工作人員跟大陸談合作時
就必須簽下附帶條件：「如果你參加政治事件造
成劇組損失，就必須負起賠償責任。」雖然戴立
忍未參與政治、政黨活動，但因在大陸頗有名氣，
因此拿他來「開刀」，準備對付台灣藝人。柯一
正更分析，這些動作將使戴立忍卻步於從事社會
運動、聲援弱勢。

針對戴立忍 3000 字澄清文，柯一正直言大
陸不會滿意，大膽猜測戴立忍應曾和大陸相關單
位有溝通，但未說出「我是中國人」這類他們想
聽的話。柯一正認為，大陸要的是每個人的「表
態」，尤其藝人是傳導力量很大的「媒介」，希
望透過他們口中傳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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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張耀淑/採訪報道】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於七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在芝加哥西郊的
黑立克湖森林保留區的公園 (Herrick
Lake Forest Preserve)，舉辦了二零一
六年的夏季郊遊野餐。芝加哥經濟文
化辦事處組長張志強全家、組長孫良
輔、僑務委員賴志鴻伉儷、促進委員陳
德香伉儷以及逾百位客家鄉親及好友
們歡聚一堂。

燒烤活動當天早上雖然雷震雨，但
中午時分天公作美，雲開日出，野餐現

場綠草如茵，空氣宜人，迎著徐徐夏日
微風，再加上燒烤的香味、熱鬧的歌舞
、精彩的有獎問答、趣味十足的團體遊
戲，以及由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何震寰、組長張志強、孫良輔、華僑
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
客家同鄉會會長余成貴所贊助許多豐
富現金禮卡的抽獎，讓大家渡過了一
個溫馨難忘的夏日週末。

客家同鄉會會長余成貴在致詞時，
對各方鄉親好友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也感謝各位理事們的熱情與辛勤的

付出。客家同鄉會的宗旨是“聯絡鄉
親、發揚客家文化和精神、促進客家鄉
親們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將我們優美
的客家文化，在海外傳承下去”。希望
藉此活動能夠凝聚各地鄉親、增進友
誼、豐富大家的休閒生活，希望大家吃
得愉快、玩得盡興。

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張志
強和孫良輔均發表熱情洋溢的致詞，
對客家同鄉會凝聚芝加哥地區鄉親，
活躍華人社區生活的年度野餐活動表
示充分肯定，並勉勵客家同鄉會繼續

為繁榮僑社再作貢獻。
在會長余成貴的策劃，全體理事通

力合作之下，各司其職。客家同鄉會的
理事們準備了豐盛的佳餚，有涼麵、乾
扁四季豆、茶葉蛋、玉米、涼伴黃瓜、綜
合青菜、炒米粉、十錦炒飯、水果、珍珠
奶茶等美食佳餚，再加上現場香氣四
溢的烤香腸、雞腿、豬排，讓在場的每
一位都吃得津津有味，口齒留香。

節目是由能歌善舞的彭慧真擔任
主持，幽默風趣的談吐，讓在場的鄉親
及好友們笑聲不斷。首先是由客家山

歌隊演唱「天空落水」、「客家真情」以
及「油桐花」等歌曲揭開了野餐會的序
幕；由會彈會唱、會寫會畫的點子王
楊學慶、前任會長邱垂洸、張瑞玲、副
會長李郁惠等演唱多首民歌，台上台
下熱烈唱和；能歌善舞的彭慧真所帶
領的健康操、精彩的有獎問答、趣味十
足的團體遊戲等，都讓大家玩得不亦
樂乎，一年一度的夏季郊遊餐會，直到
下午四點左右，在歡聲笑語中圓滿落
幕。 (攝影: 曾宏政/ 張耀淑)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舉辦夏季野餐烤肉活動

美食佳餚 歡歌笑語 嘉賓與客家鄉親樂融融

客家同鄉會
會長余成貴致詞 中西部客家同鄉會2016年夏季郊遊野餐全體合影

芝加哥經濟文化
辦事處組長張志強致詞

芝加哥經濟文化
辦事處組長孫良輔致詞

貴賓合影：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左三)、組長張志強(左四)、
會長余成貴(中)、前會長邱垂洸(左一)、副會長李郁惠(左二)、彭慧真(右二)等

烤肉：台北經文處組長孫良輔(左二),
僑務委員賴志鴻(左三),副會長李郁惠(右二)

合影會長余成貴伉儷(後排)
註冊組蘇麗卿(前左)邱美純(中)林寶娥(右)

合影：左起婦女會會長居維萊、
蘇麗卿、郭敏敏等以及江妙應、彭英客家同鄉會鄉親好友們合影

前會長邱垂洸和前會長張瑞玲
合唱表演，楊學慶伴奏

客家同鄉會理事表演歌唱舞蹈：
江妙應(左) 張瑞玲(中) 彭慧貞(右)客家山歌隊演唱「天空落水」、「客家真情」以及「油桐花」

能歌善舞彭慧貞帶領大家做健康操 野餐會一景理事們準備豐盛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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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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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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賞金
獵人》22日晚舉行首映禮，監製黃百鳴、導演
申太羅、內地女星唐嫣、徐正曦、樊少皇及吳
千語一同出席，韓國型男李敏鎬則壓軸亮相，
身穿西裝的他一出場，近二百粉絲紛紛尖叫起
來。李敏鎬以廣東話跟現場粉絲打招呼，並透
過翻譯分享演出的經歷。

李敏鎬表示曾經在電視劇及電影跟大家
見面，也拍過一些動作戲，不過今次的動作
場面更大型，要吊威吔，他為有最佳效果，
早於拍攝前兩個月已努力受訓。然而拍攝期
間頭部曾受傷，李敏鎬透露當時是跌倒撞傷
頭部，但他明白拍動作片經常發生這些情
況，故身為演員也盡量去將問題解決，再投
入拍攝工作。問到他未來會想拍愛情片還是
繼續拍動作片？他表示自己對演出角色沒規
限，也知觀眾等其演出已久，故希望今次跟
香港團隊合作，也得到大家欣賞。

之後，李敏鎬向現場粉絲做出心形手勢，
並以普通話連講四次“我愛你”，到落台前又
再向粉絲做出心愛大家的手勢，粉絲尖叫聲又
此起彼落。首映禮後，李敏鎬獲安排從九龍灣
坐車到灣仔吃橋底辣蟹，甫下車即被粉絲發現

重重包圍，經保安護送下進入食肆，接近一小
時吃飽後便離去。23日下午“Oppa”亦返回
韓國繼續工作。

樊少皇戲中未顯身手
唐嫣在片中亦有跳車及爆破等動作演出，

其中一場要爬到車邊感覺頗驚險，另外亦跟李
敏鎬一起有動作場面，她指演出前都有受訓及
排練，因此能順利完成。至於樊少皇在戲中演
管家，不用動作演出，導演申太羅表示未能讓
樊少皇盡情發揮，只好寄望下次合作安排他再
打過。導演亦大讚李敏鎬很聰明，拍動作戲表
現專業。

莊端兒當晚穿紅色低胸裙露五寸事業線來
捧場，她笑言裙子是老闆娘諸葛紫岐所選，都
是配合寫真集宣傳，她坦言一直是李敏鎬粉
絲。記者笑她是來色誘偶像？她笑指不好這樣
講，其實只是想引起他注意，希望送本寫真給
他；又怕他會留低不拿走，才讓他先看自己真
人。莊端兒本也想集郵，卻知不是易事，記者
提議她可衝上台？她笑說：“我怕會摔倒，之
前裙子都被卡住，還是斯文點，太主動會嚇親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無綫處境劇《愛
．回家之八時入席》23日舉行“小小廚神 隆重登
場”活動，劇中演員包括黎耀祥、毛舜筠、郭少
芸、胡渭康、李霖恩、邵珮詩及簡淑兒分成三組即
席下廚煮雞蛋菜式，由祥仔和毛姐當試食評判。

毛姐見大家下廚時表現手忙腳亂，便教大家拿
刀的正確手勢，卻被祥仔取笑她似“劈友”。胡渭
康在旁則爆毛姐拍攝時，用薯仔雕花，卻不慎割傷
手指流血，毛姐表示並沒大礙，入廚都會經常發
生。

在劇集中，毛姐將有“戲中戲”演廚藝高手主
持烹飪節目，而毛姐本身到過巴黎修讀“藍帶”課
程，現完成了三分一，也將煮過的菜式拍下作為紀
錄，希望畢業後有時間便將之集結成書，或主持飲
食節目。談及21歲長女剛從溫哥華返港，毛姐未有
時間陪她去旅行而遭到投訴，不過明年她便大學畢
業，屆時則會舉家歐遊作慶祝禮物。至於日前她跟
兩位女兒逛街時給偷拍，毛姐指女兒並沒介意，且
報道也很正面，但她指長女喜歡小朋友志願當幼稚
園教師，不想入娛樂圈，她也感恩兩女的讀書成績

也很好。

祥仔想做肥媽
祥仔自言廚藝師承母親也算了得，至於與毛

姐相比，則是峨嵋跟武當派之別，他精通中菜，
毛姐是西餐較拿手。當日品嚐過毛姐炮製的溫泉
蛋，祥仔給75分，最讚賞是她自製的蛋黃醬，所
扣的分是菜式簡單了點。提到毛姐有意出烹飪書
及做飲食節目，祥仔笑說也有興趣一起做，不妨
像肥媽與陸浩明般，但他要做肥媽的位置。

香港首映哄粉絲

李敏鎬灣仔吃辣蟹

毛舜筠有意出書 秀巴黎學廚技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歐陽震華(Bob-
by)、岑麗香、洪永城與黃翠如等人 22 日晚為
《2016 TVB最受歡迎廣告頒獎典禮》擔任頒獎嘉
賓，結果“最受歡迎女主角”與“最受歡迎男主
角”分別由羅蘭和蔣志光奪得。

無綫安排30位入圍港姐於頒獎禮中演出，同時
讓廣告客戶票選進入最後20名的佳麗，過程兒戲兼
欠透明度。難得與入圍港姐見面，Bobby跟一眾佳
麗大擺港姐造型拍照，並笑道：“她們好厲害，我
蹲一會兒都腳抖。”Bobby稱曾當華姐評判及港姐
司儀，他說：“向海嵐那屆我做港姐司儀，華姐評
判就選了鐘嘉欣出來，我挑女生是有一手。”至於
Bobby想拍什麼類型廣告，他說：“近期會拍內地
安全帽、安全帶廣告，有安全套廣告拍就最好，可
造福人群。如果拍藥物、樓盤廣告就要好小心，怕
連累別人。”

洪永城就開玩笑稱想拍醫學美容廣告，因他都
想五官再靚一些。問到會否介意女友唐詩詠整容，
他認真地說：“不用吧，她已很完美標致。我喜歡
她現在的狀態，整了另一個面貌就不是她了。”提
到唐詩詠日前在活動上公然餵馬國明吃包，洪永城
說：“工作需要當然沒問題，平時就不好了。工作
以外餵食好不得體，但明白她為了工作要搞氣
氛。”

今年拍了不少護膚品、化妝品和香水廣告的岑

麗香，希望將來可拍有關時裝的廣告，當提議她可
與男友情侶檔上陣，香香笑道：“我不介意，但他
不是圈中人，要問他肯不肯。而且我要教他怎樣站
位和配合燈光，將來他做代言人時，大家都會想起
我。”

阮嘉敏有優勢
30位港姐於秀前表演跳舞和作自我介紹，由現

場廣告客戶評分投票，選出最後入圍的20人。對於
篩選過程兒戲欠透明度，大熱之一的馮盈盈(Crys-
tal)仍有信心晉級：“時間短反而是很好的表現機
會，怎樣在最短時間內吸引大家目光。”在加拿大
有選美經驗的陳雅思(Bonnie)也有信心突圍，至於
有不少廣告拍攝經驗的阮嘉敏(Mandy)則在客戶前
明顯有優勢，她說：“希望他們都會支持我，有沒
有着數不敢說，只是自己的經驗會多一點。”

■李敏鎬(右二)和唐嫣(右三)等人，22日晚出席《賞金獵人》首映禮。

■歐陽震華(中)自認揀女有一手。

■黎耀祥(圖中央黑衫)想像肥媽那樣，聯同毛姐
演出烹飪騷。

■ 黎 明 親 切 和
藹，令粉絲都顧住
傾談而忘記合照。

■Leon（右）
並非和fans各有
各坐，而是親密
交談。

繼早前香港的演唱會後，黎明23日晚移
師澳門再次舉行演出，兩場演唱會共

抽出八位幸運兒跟偶像近距離短聚，緊接是
兩個半小時的演唱會部分。演唱會於晚上8
時33分開始，黎明以一身便服出場，當晚
有4千人捧場。而舞台兩邊分別設有小舞
台，黎明先走到一邊向觀眾打招呼說：
“VIP房的朋友，要小心玻璃，不過之前我
已經找朋友視察過了。”接着黎明走到另一
邊小舞台，之前小舞台位置突然熄了燈，黎
明笑說：“要不要這麼現實熄燈呀？”他又
指將來再開演唱會要學懂多一樣就是魔術。
而黎明率先獻唱快歌《DNA出錯》及《危
情追蹤》等名曲。

在23日首場，四位幸運粉絲有幸跟Le-
on一起參與以“8字型摩天輪”(影匯之星)為
主題的環節，另外四位幸運粉絲24日晚則

跟黎明經歷“蝙蝠俠夜神飛馳”。當日傍晚
5時35分，黎明架上黑色墨鏡、身穿黑色大
會T恤現身，他率先跟來自香港、澳門、順
德及中山的三女一男粉絲合照，再由一男一
女工作人員陪伴下步入摩天輪6號包廂。

Leon逐一與粉絲握手，而粉絲們也很
識做，留出中間位置給偶像坐下，在12分
鐘的遊歷下，可見Leon跟他們有說有笑，
表現得投契和開心，而且亦在摩天輪上搭住
粉絲的肩膊大合照，粉絲們都笑到“四萬咁
口”。到玩完摩天輪後，黎明出來時也向在
場的粉絲揮手，又站定給傳媒拍照，之後才
準備稍後舉行的演唱會。

來自澳門的Lucia高興地表示，她喜歡
Leon已很多年，今次能近距離接觸，她盡量
爭取時間跟偶像傾偈，而偶像亦有講到自己
畏高，提及玩跳樓機及蹦極跳時有多怕。她

大讚偶像說：“覺得Leon好勇敢，即使畏
高仍為了工作去突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多
困難也一樣做到。”她又指他們共八名幸運
兒也一起談過，大家都喜歡Leon，也不想他
難做，所以適當時做適當的事，結果大家有
聊天、拍照和拿簽名，她還拿了一張卡讓偶
像簽名送給朋友，以求送她驚喜。

香港粉絲Ivy表示喜歡黎明已有30年，
從他參加新秀時已看好他能得獎，雖然今次
玩摩天輪時間太短，只能大合照沒機會單人
跟偶像合照，但當時也很珍惜跟Leon攀談
的時間。“感覺拍照沒一起聊天那麼珍
貴！”來自順德的婷婷自言從1992年“四
大天王”時期起已喜歡黎明，覺得他人品很
好，所以特別喜歡他，今次很開心偶像有為
她簽CD。問到偶像有否講金句？她笑說：
“沒金句、沒銀句，都是講平時的事情！”

陪粉絲坐幸福摩天輪

黎明濠江演唱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一連兩場《黎明Le-

on Random Love Songs Live in Studio City 2016》23日晚在澳

門新濠影匯綜藝館作首場演出，黎明一早便跟幸運粉絲同坐摩天

輪。粉絲們對住偶像如癡如醉，更寧願不花時間拍照，也要爭取

跟眼前的偶像聊天，希望從而對Leon有更深入了解。

■四名幸運兒23日和Leon一起坐摩天
輪。

鑼開

■ Leon 當
晚 的 演 唱
會，和之前
香港一樣有
網上直播。

Bobby自豪挑女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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