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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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工商 C8

錦江酒家丁師傅手藝享譽國際
八月出應邀前往華盛頓講課！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斯頓的餐飲界，丁師傅是一塊
響當當的金字招牌。他主理的錦江酒家每天食客如雲，大家
都對他的手藝贊不絕口。

美南國際電視每月播出一期的《味全小廚房》節目，味
全公司指定丁師傅教做菜。今年過年的時候，中國國務院僑
辦主任裘援平女士來休斯敦送年飯，第二天慕名前來錦江酒
家品嘗丁師傅的手藝。裘主任對丁師傅的手藝贊不絕口，稱
贊道：“丁師傅的菜漂亮又好吃，真有水準！”

丁師傅原來是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的大廚，也曾經
在蘇州烹飪學院當過老師，專業出身，經驗豐富。丁師傅來
到休斯頓已經有幾十年了，從最開始 downtown 的“洞庭”，
到“丁師傅私房菜”，再到“錦江酒家”和“豫園小吃”，
丁師傅在休斯頓飲食界聲譽卓著。丁師傅對菜品的追求是“本
幫菜要正宗，海派菜要創新、兼收並蓄”，這就是丁師傅本
身成為金字招牌的原因。

此次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第二屆美國淮揚菜研習班只聘
請了一位美國的廚師講課，就是休斯敦的丁師傅。另一位授
課大師是從中國來的淮揚菜大師高岱明師傅。

8 月 2 日，丁師傅將在華盛頓為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廚藝愛
好者表演他的拿手好菜。全美獨此一份的殊榮，讓我們為丁
師傅鼓掌！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道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的防盜系統

汽車上常用的原廠
防盜系統大多安裝有所
謂的晶片電腦式之“引
擎防止啟動”裝置，不

僅車鑰匙無法複製，點火電門（ignition) 亦須
先經原廠鑰匙發出密碼確認後才可以啟動。換
言之，若未能取得車主的原廠車鑰匙，一般的
小偷是無從下手的。

不幸的是，即使用我們採用瞭如上的防盜
裝置，卻並不能高枕無憂。 “敬業”的慣盜
大約可以在 1 至 15 分鐘內破解決大多數的防
盜系統。即使裝備了“引擎防止啟動裝置”，
但若遇上採用拖車掃街的竊車集團，照樣得俯
首就擒。

若要降低失車機率，除了上述硬件裝置
外，尚須牢記以下防盜要訣：

1、若要下車買飲料或去加油，只要車上
無人，務必記得熄火鎖車，拿下車匙，並檢查
前後車窗、天窗和後尾箱有否鎖實質上。

2、開車去公開場所，切勿像電影中的主
人公一般瀟灑將車交由他人代泊，以免不法之
徒趁機複製車匙。

3、停車過夜時，避免將車停放在燈光昏

暗或人跡稀少的地區，即使是如機場、高架
橋、立體車庫等公共停車場，亦不是豪華車的
久留之地 .

4、下車後記得將行駛證等車輛相關證件
隨身帶上。盡量不要把貴重物品留在車上，即
使非留不可，也請放在後尾箱或用衣服蓋著，
以免招致大損。

5、不要停放在違規地區，否則您無法在
短時間內確定車子是被偷還是被警察拖走。

   愛車的你如果認為以上軟、硬件尚不能
確保萬無一失的話，那就請在保單上加上失竊
險一項。

汽車防盜系統很複雜，如果防盜系統一旦
出現任何故障都會導致汽車無法啟動。常見的
故障有以下幾點：

1. 鑰匙裡面芯片出現問題，導致不能感應
出信號或者信號出問題。

2. 點火線圈裡面的感應器不工作，無法感
應出正確的信號密碼給電腦。

3. 防盜電腦晶片的程序出現問題，防盜電
腦無法識別信號密碼，或者總電腦與防盜電腦
通訊有故障。

4. 防盜系統線路開路或者短路，總電腦
與防盜電腦線路故障等等。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丁師傅在美南國際電視 ITV15.3 的《味全小廚房》教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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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議員陳筱玲在休斯頓與支持者見面

本報記者 陳鐵梅 報道

陳筱玲（Angie Chen Button） 今年 11 月就要競選連任第四任州議員，7 月 22 日來到休斯頓與她的支持者節目，美南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在新聞大樓設宴歡迎。休斯頓僑界領袖近三十人參加，並慷慨解囊為陳筱玲議員競選連
任籌款。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李蔚華董事長致詞。

休斯頓華人商會會長孫鐵漢、李蔚華董事長、美
國國會前議員 Steve  Stockman 合影。

陳筱玲議員、李蔚華董事長、美國國會前議員
Steve  Stockman 交談盛歡。

希望診所 COO 首席營運
官 Shane Chen 致辭，介紹
運營情況。

部分嘉賓合影留念。

德州州議員陳筱玲（Angie Chen Button）接受美南國際電視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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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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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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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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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夢巴霍巴利王闖進暑期檔
與去年暑期

檔不同，今年不
少外片不再規避
這一激烈檔期，
動畫電影《哆啦
A夢：新·大雄
的日本誕生》、
印度最賣座大片
《巴霍巴利王》
都於今天上映。

《哆啦A夢
：新·大雄的日
本誕生》中哆啦
A夢變身原始人
帶領大雄、胖虎
、靜香、小夫穿
越回7萬年前，
為解救善良的原
始人，與黑暗族
殊死對抗。《巴

霍巴利王》是印度最賣座的電影，也是印度影史上投資最高的電影，製作成本高達人民幣約1億6975萬。導演S.S
。拉賈穆裏曾執導過《功夫小蠅》《勇士》等叫好又賣座的影片。

伍仕賢再推新作
都市奇幻喜劇《反轉人生》開機
都市奇幻喜劇《反轉人生》近日

開機，這是導演伍仕賢繼電影《獨自
等待》和《形影不離》之後，時隔四
年再度推出新作。

伍仕賢大學畢業後自編自導的電
影短片《車四十四》拿下第58屆威
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
2005年由夏雨、李冰冰和龔蓓苾主
演的愛情輕喜劇《獨自等待》，在上

映後收穫如潮好評；2012年，伍仕
賢推出心理懸疑片《形影不離》，雖
然影片上映後頗具爭議，但因為吸引
到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及吳彥祖
等大牌影星的加盟，仍然吸睛無數。

時隔四年，伍仕賢推出的新作到
底講一個什麼故事呢？記者在廣電總
局的電影備案公示中查到該片的簡單
介紹：推銷員馬奮鬥在經歷人生挫折

後突然發現他的許多願望一開始實現
，可到頭來卻發現他原來最希望擁有
的一直在他面前。結合片名《反轉人
生》，不難猜測這也許是個屌絲逆襲
的故事。在此前的媒體採訪中，伍仕
賢稱該片將是“一部純粹的喜劇片，
回歸到我最早的都市喜劇，與《獨自
等待》風格有些相似，但是更多的是
把喜劇氣氛提升了。”

不少電影以歌曲來推廣影片

誰沾了誰的光

天后為電影開嗓只為還人情債?
有人說，王菲唱了多少電影主題曲，就

是還了多少人情債。
“給你一張過去的CD，聽聽那時我們

的愛情，有時會突然忘了我還在愛著你。”
2011年電影 《將愛情進行到底》 上映時，
影片男主角李亞鵬和主題曲《因為愛情》的
演唱者王菲還是一對。導演張一白曾直言：
“王菲就是為了李亞鵬唱的。”如今王菲與
謝霆鋒複合，《因為愛情》倒像是他們倆的
愛情注腳。曲是人非，為歌曲更添一份懷舊
味兒，以至於這首歌至今都是KTV裏點唱的
熱門歌曲。

2013年，王菲繼續捧好友的場，為趙薇
導演處女作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開嗓。遺憾的是兩大話題人物，加上資深音
樂人竇唯堂弟竇鵬的加盟，也沒能為這首歌
帶來過多的水花。有人認為劇情支離破碎的
影片拖了歌曲的“後腿”，也有人說慢三拍
的節奏和歌詞“良辰美景奈何天，為誰辛苦
為誰甜”這樣的“做作”不利於傳唱。更不
必提趙寶剛的電影《觸不可及》的主題曲
《愛不可及》，縱然托關係請來王菲、林夕
、張亞東的“鐵三角”陣容，歌曲還是同電
影一起，在公眾的記憶裏消失得悄無聲息。

不過，請大牌演唱主題曲提升電影熱度
的方式，倒是啟發了不少電影主創。有網友
說：“現在凡主打青春的電影上映前，都要
找大牌來上一首，讓你有‘看來電影也會不
錯’的感覺，出了電影院後往往感覺就是
‘原來整部電影最美的就是那首歌’。”

王菲演唱的另一首電影同名主題曲《匆
匆那年》 印證了這一點。在某音樂網站上，
這首歌竟然超越《紅豆》《流年》等王菲早
期的成名曲，到現在仍位居收聽熱度第一。
究其原因，不止有王菲一貫剔透的聲音，還
有她的老搭檔、香港鬼才詞人林夕的愛情金
句“如果再見不能紅著眼，是否還能紅著臉
，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遠一起，那樣美麗
的謠言”。像是總結《匆匆那年》的校園愛
情，又遠比墮胎、打架的狗血劇情來得深刻
精緻得多。

到了去年的《港囧》，王菲為電影配唱
已經不需要理由。“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哪個劇本，沒有分生，愈想證明，就愈不肯
定。”主題曲《清風徐來》借用了蘇軾《前
赤壁賦》 的千古名句，曲風開闊，只是字裏
行間，實在看不出與電影有什麼關係。
電影主題曲就像是命題作文

電影主題曲就好像是“命題作文”，有
的時候還是一道縮編題———總有導演希望
把一部電影的故事容量，融入一首幾分鐘的
歌。音樂人趙英俊用電影《火鍋英雄》的主
題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證明，主題曲不
一定要是“故事梗概”，也可以是“補充說
明”。

這首歌創作一度難產，趙英俊起初希望
寫得深刻，熬了三四個月也沒有頭緒。直到
導演楊慶一拍腦袋：“電影裏邊有一件事情
沒說清楚，我們就用一首歌把這件事情說清
楚!”於是，很快寫出了歌詞：“有一首老歌
，曾經陪著我上課，來自草蜢組合，叫做失
戀陣線聯盟。有一個女孩，總是把歌名記錯
，每次問我，都說成失敗者聯盟。”歌詞講
述的雖然不是電影故事的主線，在電影中不

過幾個閃回鏡頭，卻因柔情而顯得格外動人
：陳坤與小夥伴在年少時躲在倉庫排練草蜢
組合的《失戀陣線聯盟》，被少女白百何撞
見，由於聽不清歌詞誤以為是“失敗者聯盟
”。這倒成了長大成年後陳坤和同伴的準確
注腳———合夥開洞子火鍋店瀕臨倒閉，卻
與銀行劫匪展開了驚險刺激的鬥智鬥勇。

“歌曲承載不了那麼多內容，可能只能
為電影裏邊很小的情緒做延伸，所以，音樂
人要把表達的內容找準確了。這樣就算聽者
沒看過電影，對這首歌也會有情感的共鳴。
”在趙英俊操刀的《唐人街探案》主題曲
《唐人街》中，他也沒有將眼光放在電影的
破案主線上，而是用“福字兒要倒著寫就念
尊嚴，一瞬間幾千年，湯圓兒喝兩碗就能不
思念”的歌詞道出華人漂泊在異國，以唐人
街寄託的鄉愁。

不必說是趙英俊這樣的電影音樂創作新
生代，就連已故老將黃霑也在電影音樂的
“命題作文”裏兜兜轉轉。《笑傲江湖》主
題曲《滄海一聲笑》是他職業生涯裏最亮眼
的一筆，最初為寫出影片中武林高手會面時
的不凡氣度，他選擇走大氣磅薄路線，卻遭
到導演徐克的否決，改了6道都慘遭“退貨
”。直到有一天他翻閱古籍，《樂志》中的
“大樂必易”仿佛武俠秘籍中的四字口訣，
一下子幫他打通了創作的任督二脈，黃霑嘗
試將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反著彈奏
，第一句“滄海一聲笑”的旋律應運而生，
隨後不過80余字的歌詞如行雲流水，風雅不
失氣度，道盡高手心中事。

在業界人士看來，當電影遇見音樂，大
牌歌手的話題度和好歌曲的傳唱度為電影帶
來更多的關注。選擇以電影主題曲增加曝光
度，對音樂人也未嘗不是一種選擇。不過短
期可以彼此借力，至於電影和音樂各自的生
命週期，則還是要回到專業的標準裏。多年
後，我們記得《新不了情》中劉青雲與袁詠
儀的愛恨糾葛，也記得同名歌曲裏“回憶過
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為何你還來，撥動
我心跳”的痛徹心扉，卻無論如何也難再想
起，李亞鵬與徐靜蕾是如何“因為愛情，不
會輕易悲傷”了，至於那些只為博關注的敷
衍製作，只怕是“再唱不出那樣的歌曲，聽
到都會紅著臉躲避”。

玄幻劇扎堆熒屏，可惜“爆款”難尋
幾年前，觀眾還在念叨著那些寒

暑假必會見面的老朋友們，小燕子、
白娘子、孫悟空……轉眼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雲裏霧裏的“仙俠玄幻”。
《九州天空城》、《誅仙·青雲志》
、《幻城》等一系列玄幻IP大劇紛
紛開工。視頻網站也不甘示弱，如推
出“優酷玄幻季”搶佔全網暑期檔。
甚至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排隊準備登
上熒屏的仙俠玄幻劇幾乎都由如今最
當紅的顏值偶像主演：楊冪、趙又廷
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黃軒、徐
璐的《九州海上牧雲記》，鹿晗、古
力娜扎的《擇天記》，王麗坤、羅晉
主演的《封神》等。
年輕人熱衷的玄幻劇是什麼？

“仙俠玄幻”劇是發源於網路小
說的故事形式，其中有舶來品日本動
漫，也有取材于傳統誌怪傳說和武俠
小說。更多仙俠玄幻作品是在傳統武
俠小說里加入神話誌怪元素。比如去
年暑期檔熱播的《花千骨》，仙俠們
爭奪的上古十大神器，都在《山海經
》中有據可查。仙俠主角可以修仙得
道，又可以有各種神力、怪力加持，
達到無所不能的境界。

數據顯示，年輕人或學生對此更
有代入感，這裡有他們熱衷的年輕化
、偶像化，簡單純凈的價值觀下的勵
志愛情故事。仙俠玄幻劇都是改編自
網路小說，很多80後對此也情有獨
鍾，在他們眼裏，“那不是電視劇，
是青春啊”。
科幻缺席，玄幻賺錢加造星

仙俠玄幻對於中國影視的意義，
幾乎就等同於科幻對美國影視的意義

。《三體》等令人血脈賁張的科幻項
目目前來看雷聲大雨點小，現代科幻
作品缺失的現狀下，仙俠玄幻類小說
的改編就成了擁有豐富想像力觀眾超
越現實的重要選擇。

但仙俠玄幻風靡除了與武俠情結
相關，也與巨大的利益驅動密不可分
。自2005年《仙劍奇俠傳》創造收
視奇跡開始，11年間，幾乎每部仙
俠玄幻劇都會引起巨大關注，它還是
造星沃土，楊冪、劉亦菲、胡歌、李
易峰、趙麗穎等時下最當紅的偶像明
星皆由此出。造星之外，仙俠玄幻劇
是可以最大限度延長的IP產業鏈，
從前端漫畫到後期周邊產品，尤其是
與影視同步開發的手機遊戲，可以帶
來持續可觀的收益。有公開數據顯示
，去年暑期檔的《花千骨》，給投資
方慈文帶來總收入超過2億元，純利
潤1億多元。
“空心劇”搶當爆款，但也有人潑冷
水

從前年的《古劍奇譚》到去年的
《花千骨》，暑期檔似乎年年都能出
一個“爆款”。滿屏仙俠，今年的
“爆款”會花落誰家？押寶玄幻劇，
就一定萬無一失嗎？有劇評人就說：
“仙俠”“鮮肉”和IP類電視劇，
暑期檔有了這三寶，收視率想不高都
不行。除了題材類型，演員陣容也
“迷之相似”，都是“小鮮肉”“小
鮮花”之類。這種“空心化”的電視
劇，無須觀眾深入思考，只要好玩就
算達到目的。

因此，也有不喜歡這類同質化、
“空心化”電視劇的觀眾表示，近年

來熱播的種種玄幻劇，無一例外都是
在寄情古代、躲避現實。內容上，不
是帝王將相就是才子佳人，不是宮廷
爭鬥就是生死虐戀；形式上，不是搭
車倣襲，就是嫁接主題，不是古今穿
越就是渲染特效。到頭來，人們只記
得撲面而來的“小鮮肉”、風花雪月
的“你儂我儂”，無從收穫觀照現實
的大思考、啟迪未來的大智慧。此類
追逐爆款的同類型劇集太多，已經引
發一定程度疲勞，缺乏推敲的劇情和
“五毛特效”，甚至招來不少吐槽，
收視前景或許並不樂觀。
韋小寶太帥，傳統武俠劇翻拍也遭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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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新
版《鹿鼎記》正在江蘇綜藝頻道熱播
，翻拍古龍的《邊城浪子》也登陸熒
屏。

其實從梁朝偉到周星馳，從黃曉
明到韓棟，每個版本的韋小寶都成為
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各種古裝劇
中以“美男子”形象示人的韓棟飾演
韋小寶，這讓觀眾大呼意外，吐槽韋
小寶不應該這麼帥。韓棟表示：“每
個武俠迷心中都有一個韋小寶，我把
自己的版本做到最好，大家的意見也
會虛心接受。”另外，張檬、婁藝瀟
、張馨予、賈青、吳倩等組成的“老
婆團”也風頭很勁。另外，“雪姨”
王琳、劉德凱、計春華、何中華、釋
小龍等加盟《鹿鼎記》也看點十足。
這部導演賴水清親自上陣的翻拍劇，
可謂有槽點，也有新意。

《追捕》熱拍
張涵予稱吳宇森“戰鬥力驚人”

吳宇森最新電影《追捕》正在熱拍
中，男主角張涵予近日受訪時表示，在
片場因為語言障礙的問題，暫時還沒能
與福山溝通得很好，平時反而跟女主演
戚薇交流比較多。

張涵予合作過不少香港導演，談及
此次與吳宇森合作，他表示吳宇森拍戲
戰鬥力驚人，“吳導演鏡頭運用很獨特
，拍的時候很細心也很全面，所以之後
剪起來會比較好”。《追捕》由吳宇森
執導，陳嘉上、陳慶嘉監製，張涵予、
福山雅治、河智苑、戚薇主演，同時也
有其他日本演員參與，包括國村隼、池
內博之等，該片預計今年底拍攝完成，
2018年春節上映。

久未開嗓的王菲宣佈年底開啟演唱會，最高超過萬元、最低也要
3000 余元的天價門票絲毫不減“菲迷”的熱情。不過，多年沒有新專輯
問世，王菲會在演唱會上唱什麼歌成了問題。翻看她這兩年的作品表，
除了《傳奇》這樣的翻唱之外，《因為愛情》《致青春》《愛不可及》
《匆匆那年》《清風徐來》這一水兒的電影主題曲，是她最有歌迷基礎
的作品。有網友打趣，王菲成了“片尾曲天后”。有業界人士跟蹤了
《將愛情進行到底》《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煎餅俠》《夏洛特煩
惱》等高票房電影，發現其中有不少已經將歌曲作為推廣影片的廣告素
材。而要把電影主題歌這篇“命題作文”做好，遠非想像中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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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運 點 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羽毛球隊派
出歷來最龐大的7人大軍
征戰里約熱內盧奧運5個
項目，在下周出發里奧
前，球隊26日於體院與傳

媒見面。香港羽毛球總會主席湯徫掄在席間
宣佈另設奪奧運獎牌獎金計劃，金牌獎30
萬、銀牌15萬、銅牌7萬5千元，冀眾將力爭
打出好成績。

葉姵延緊記“輕裝上陣”
另外，湯徫掄又稱自己放棄赴里奧，目

的是讓出名額給多一名教練隨隊征奧，強化
隊伍，而總教練何一鳴提前入住選手村，目
的全為爭牌；同時湯徫掄表示，成功爭取羽

毛球全隊參加開幕儀式，希望讓球員們有自
豪感。
至於征奧三朝元老“黑妹”葉姵延下月6

日將在里奧度過29歲生日，對於自己將“黑
妹”評價為打法年輕的“老波骨”時，何一
鳴認為，葉姵延現時懂得設方法製造扣球搶
分戰術，不再胡亂扣殺。另外，葉姵延26日
在訓練時穿上20磅的“砂衣”，談及奧運心
情時，“黑妹”仍銘記前總教練陳智才的金
句“輕裝上陣，創造奇蹟”；她說：“所以
今次里奧，會以享受心情，盡自己能力打好
每一場比賽。”
前世界冠軍、現港隊男單教練欒勁，就

要求兩名港羽男單代表伍家朗和胡贇以輕鬆
心情打比賽，在沒有包袱之下衝擊每一位對
手；而伍家朗也心明此道，他稱不把自己曾

是世青冠軍又爆冷贏過中國林丹的事放在心
上，自己奧運目標希望能打入八強。

至於上屆曾參加倫敦奧運的女雙組合謝
影雪及潘樂恩將再征奧運，兩人不擔心巴西
環境，“我們港隊已有先頭部隊尋找問題，
相信之後巴西奧組委會正視問題，等我們到
埗後，應沒事的了。”

澳洲將搬回奧運村
澳洲奧運代表團團長奇利爾

26日表示，基於里約奧組委對奧
運村問題的修復取得“顯著進
展”，他們計劃讓臨時搬到附近
酒店住的運動員在27日搬回奧運
村。此前，澳洲代表團在奧運村
所住樓房遇到了馬桶阻塞、水管
漏水、電線外露和樓梯間沒燈等
問題，澳洲代表團臨時決定讓運動員先搬到酒店。另有
報道稱，31棟選手村有19棟未通過安全檢查，已進駐的
代表團抱怨問題叢生，部分國家代表隊擬要求補償。

■記者梁啟剛

里約奧運大幕即將開啟，以最大規模出征境外奧

運會的中國軍團絕對會“給你好看”；中國媒體中新社就率先給出“中國

軍團七大看點”，介紹在本屆體壇盛會中，中國隊有哪些不能錯過的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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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羽總另設獎金 冀奧運爭佳績

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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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首金歸屬：誰能“一馬當先”？
根據賽程，里約奧運的首枚金牌將在

女子10米氣步槍賽場產生，中國隊將由老
將杜麗和中生代名將易思玲聯袂出征。值
得一提的是，杜麗和易思玲分別是2004年雅典奧運
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首金得主，如今兩位都曾
有過首金殊榮的奧運明星強強聯手，有望再次為中國
軍團在里約實現開門大吉。

看球場風雲：三大球能否復興？
作為最有人氣的項目，三大球歷來備受關注。在里約奧運會

上，中國軍團有女排、男女籃和女足4支隊伍參賽。
在經歷了倫敦奧運的集體低迷後，這幾支隊伍在這個奧運周

期或漸入佳境或有所復甦。中國女排在去年的世界盃賽上，時隔
11年重奪冠軍；中國男籃也在去年的亞錦賽上以冠軍身份獲得了
直通里約的入場券；中國女足時隔8年重返世界盃賽場後進入八
強，中國女籃則在澳洲人馬赫第二次入主後取得長足進步。也許
未來，一些球迷關於里約奧運的記憶，會因為某支球隊的表現或
某場經典賽事而變得分外深刻。

看新人表現：誰是下一個天王天后？
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歷屆奧

運也是新人輩出的舞台。在中國軍團的416
名參賽選手中，就有302位首次參加奧運的
新兵，寧澤濤、鍾天使無疑是其中翹楚。
在去年的喀山世錦賽上，寧澤濤成為首

位獲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的亞洲人，並
以運動水平和顏值的雙高迅速躥升為新一代
的偶像明星；而在今年三月，鍾天使為中國
隊贏得首枚單車個人項目的世錦賽金牌，她
也被看好將為“單車大國”帶來首枚單車項
目的奧運金牌。
在中國傳統優勢項目中，一批奧運新兵

都具備了奪金的實力。獲得去年世界盃賽最
有價值球員的中國女排重炮手朱婷、中國男
籃20歲新星周琦，都將在他們的首次奧運之
旅中，展示其能否成為未來巨星的潛質。

看包攬大戲：誰是最有底氣的“夢之隊”？
作為中國軍團優勢項目中的王牌，乒乓、跳

水、女子舉重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夢之隊”。中
國乒乓球隊已實現了悉尼、雅典、北京、倫敦4屆
奧運會的全包攬；中國女子舉重曾在2000年的悉尼
和2008年的北京分別上演包攬壯舉。遺憾的是，中
國跳水雖然早已雄霸天下，但在奧運會屢屢功虧一
簣，無緣包攬。里約奧運，是國球續寫包攬神話？
還是跳水首演“一個都不少”？或是女子舉重再次
全取4金？答案就在里約。

中國
戰情

看金牌歸宿：中美對決誰執牛耳
金牌榜的最終排名是歷屆奧運的終極懸念。在著名數據公

司Inforstrada發佈的關於里約奧運會的最新金牌預測中，中國
軍團將以31枚金牌位居美國(41金)之後。儘管對於金牌總數的
預測仁者見仁，但有一點卻是共識——中國軍團“第一集團”
的地位無可撼動，中美爭霸依然是里約奧運的主旋律。

雖說歷屆奧運中國軍團
都是星光燦爛，但總有這樣
一些“王中之王”，會以他
們卓越的表現在中國奧運史
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將所有大賽的金牌都

拿過兩輪之後，林丹如能在
里約登頂，將創造羽球賽場
的三連冠紀錄；奧運“四朝
元老”、已31歲的跳水名將
吳敏霞若再添1金，將與已獲
5金的體操名將鄒凱金牌數持

平，並以獎牌數目的優勢成為中國
體壇“奧運之王”。
已在倫敦奧運會上斬獲兩金的

游泳名將孫楊有望再接再厲；在成
為百米跑道第一個跑進10秒大關
的黃種人、與隊友一起獲得世錦賽
男子4×100米銀牌之後，蘇炳添
和他的隊友將在里約再次演繹中國
速度。中國男籃和女排的頭號球星
易建聯、朱
婷能帶領球
隊走多遠？

看
明
星
表
現
：
誰
是
﹁王
中
之
王
﹂？

看突破：誰能創造歷史？
在競爭激烈的奧運賽場，有一些獎牌甚至名次

顯得彌足珍貴，因為它們創造着各自領域的歷史。
里約奧運，中國軍團有望在男子100自由泳、田徑
男子4×100米接力、男子跳高、單車、女子拳擊、
男子帆船帆板、女子射箭團體等多個項目上實現突
破，為中國軍團在競技體育的領地上開疆拓土。

■國球續寫包
攬神話？

新華社

■中國單車隊
能 否 實 現 突
破？美聯社

■中國射擊
名將杜麗。

資料圖片

■港羽隊望奧運爭佳績。 潘志南攝

■是次里約奧運是中國代
表團境外參加奧運會規模
最大的一屆。 中新社

■中國跳水名將
吳敏霞。新華社

■寧澤濤成新一代偶
像明星。 新華社

■中國女排
去年奪世界
盃冠軍。

新華社

港隊
戰線

■澳洲奧運代表團團
長奇利爾。 路透社



C3體育集錦

食在中國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世界上

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中

国面食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面食

历史悠久、品种丰富、制作多样。

从品种上来说，山西的面食大体可

分为五十余种，如细如发丝的拉面，

刀飞面舞的削面，游龙戏水的一根

面等。制作方法更是有擀、拉、拨、

削、压、擦、揪、抿等几十种，所

用原料除小麦面外，还有高粱面、

豆面、玉米面、荞麦面、莜麦面等

等。调料上自鸡、鸭、鱼肉、海洋，

下至油、盐、酱、醋，不一而足，

所以山西面食有“一样面百样做，

一样面百样吃”的说法。面面俱到，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山西的面

食，了解一下舌尖上的山西。

牛肉丸子面

牛肉丸子面由地道的牛肉，回

民风味的特质丸子以及碱性面条为

剂，混和特有的香料，和中草药，

在配以独特秘制的牛大骨熬成的高

汤，口味独特，香醇，在当地很受

欢迎。牛肉丸子面以其香辣可口而

闻名，它的做法简单快捷。下面我

们来一起揭秘这一美味。牛肉丸子

面里那溜圆爽口的面条是加碱的碱

面，这样让面条口感爽滑并且更有

弹性。这样的面煮至七八成熟后再

用凉水把煮熟的面条洗至凉水透亮，

这样一来面条更容易存放，出彩的

一步就是用油把面拌匀。至关重要

的是，由于丸子面中的汤里加了中

草药，所以它铺满红油却不会上火。

莜面栲栳栳

莜面栲栳栳是晋北、晋中、吕

梁一带家庭主妇的拿手戏。智慧的

女主人将一大块热水和好的面团放

于手背上，夹于中指和食指中间，

放置光洁石板一块，随手一拐、手

托一推、食指一挑一卷，筋薄透亮

的一个个栲栳便整整齐齐地码放在

笼中，急火蒸10多分钟后出锅，浇

上羊肉蘑菇臊子或葱油盐醋等，软

筋适口、浓香不绝。

包皮面

这款美味的面又叫夹心面，而

且这款美食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

事：相传古代晋中有位婆婆在家务

活上经常给儿媳妇出一些伤脑筋的

“难题”。一天，她让儿媳用白面

和豆面擀面条，条件是不能将两种

面事先和匀，而在吃的时候要有均

匀感。这位聪明的媳妇并没有被婆

婆的题目所难倒，做成了这由两种

面粉组成的包皮面。所以做这碗面

要事先将豆面和白面按照 1:1 的比

例准备好，然后将和好的豆面揉成

球状，白面团擀成饼状。最后用饼

状的白面把球状的豆面包住，擀成

面条即可。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面条

可以将豆面和白面的口感发挥到

最佳，吃的时候放上葱、姜、蒜、

香菜调味，配上酸汤，来一碗这样

的面，即便烈日炎炎也让你食欲大增！

剔尖

剔尖以其方便快捷、口感香

滑，利于消化而受到人们的青睐，

是山西面食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过去，有钱人家大多讲究吃“三合

面”剔尖。这种剔尖，粗细匀称，

软硬适宜，配上小炒瘦猪肉浇头，

是上好的传统面食。剔尖两端细长，

中间部分稍宽厚，白细光滑，软而

有筋，浇上浇头，再配以调味佐料，

吃起来十分爽口。做面的时候将按

照 5:3 的比例将面和好，这样的面

比较柔软，和面的时候可以在里面

加少许食盐，这样子吃起来面更有

味道。下锅时一手将盛面的铁板向

锅边倾斜，使面流向碗沿，另一手

用专用的铁筷将碗沿的面往锅里

拨，拨成两头尖，中间粗的小鱼

形。这样一碗面，让你按耐不住内

心的骚动，快快去长一万吧！

不烂子

不烂子是一种传统的山西面

食，看到这个名字想必你会很奇

怪，不懂这是怎样的一种食物。不

懂也就对了，这是因为山西方言里

把“拌”这个字拆成 bu和 lan两个

音来读，谐音就成了“不烂子”，

由此也就有了我们这碗不烂子的

面。不烂子并不是单纯的“面”，

因为它里面还添加了时蔬，像土

豆、茄子、豆角等都可以拌进来，

等面拌好后，放入蒸笼蒸熟即可。

蒸好的不烂子配上事先准备还的汤

汁，沾着吃，伴着吃，炒着吃，都

是不错的选择。是一道简便易做的

小吃，也可以作为主食，不区分大

人小孩食用，很受大众欢迎。尤其

是春末榆树槐树开花时也可以用榆

钱、槐花做食材，伴入面中，把春

天吃进嘴里！

豆角焖面

在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最念念

不忘的就是妈妈亲手擀面做的那喷

香的豆角焖面了。一斤多面条、一

斤豆角再加上一小块五花肉，焖上

一大锅，有菜有肉有主食，足够一

家三口其乐融融吃个心满意足。这

便是豆角焖面的精髓所在——省事

省料。豆角焖面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种儿时的味道，更是故乡的记

忆。豆角焖面好吃的缘由就在于，

这里面的面是用“蒸”的手法，蒸

可以把面中的水分蒸出来，然后再

闷十几分钟，如此做法出锅的面口

感爽滑筋道，让你欲罢不能。

面面俱到
到山西必吃的幾碗面

檳榔 臺灣人綿延的鄉愁

槟榔对大多数北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

对于在偏南方地区生活的人来说，槟榔也许是

生活中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剂。

我对槟榔的第一印象是来自台湾。那一年

时值北方的冬季，我从寒冷的家乡到达台湾的

桃园，下飞机前便早已耐不住身上的保暖衣物

带来的燥热，畅快换上轻薄衣物过起了夏天。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除了对这个地方的季

节反差印象深刻之外，还有偶尔在街道上见到

的颜色殷红的废弃物，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就

是槟榔。

在台湾，槟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调

剂，不论每个台湾人是否都喜欢吃槟榔，槟榔

已经成为一种台湾的文化并深入骨髓。

槟榔树作为棕榈科植物，因其忌霜畏冷，

五度以下即不能生长，所以在中国境内，能种

植槟榔的地方并不多，除了南方沿海城市、云

南等地，便是台湾地区的水土环境最适合槟榔

生长。

通过了解得知，台湾人吃的槟榔，除了新

鲜的槟榔果（俗称菁仔，据说含致癌物质槟榔

素及槟榔碱）还要有一味也是不可或缺的配

角，那就是包在槟榔外面的荖叶及夹在中间的

荖花。荖花是雌性荖藤的花穗、荖叶则是雄性

荖藤的叶，荖叶可以和槟榔一同嚼食，有辛辣

味，药用方面具有健胃功能，还有强力杀菌的

作用。

在台湾最普遍的槟榔吃法有两种：一是将

槟榔剖开，中间加上一块荖花和一些石灰及其

他作料，即所谓的“红灰槟榔”；另一种则是

在荖叶上，涂石灰再包槟榔而不加荖花，此即

“白灰槟榔”或“包叶槟榔”。白灰就是大理

石经过煅烧后产生的熟石灰，应该是经过精加

工后，可以入口的

那种高级的建材。

“红灰”则是熟石

灰加入甘味料、调

味品、香料或中药

而成。

听起来好像不

错，内心又觉得都

来到台湾了，尝尝

最原味的槟榔是何

种口味，本想买二、

三两尝尝便罢，但

是街边偶遇的那个卖槟榔的铺子，里面一个大

叔一边自己手工加工着槟榔，一边对外售卖

着，他听我从来没吃过槟郎，便好心送了我

一颗让我尝尝鲜。没想到一放进嘴里嚼了两

下，便有一种喉咙堵塞、身体发热的感觉、呼

吸急促的症状出现。大叔笑我，让我赶紧吐

出，然后让我坐在她的摊位边休息了一小阵我

才恢复原样。

“我刚才给了你一颗我最喜欢吃的“双子

星”，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大。”大叔边笑我，

边往嘴里扔了一颗“双子星”。

我问他什么叫“双子星”，他耐心解释说

“双子星”是槟榔的另外一种吃法，只是口味

更重。做的时候将两颗较小的槟榔子(菁仔)用

荖叶包在一起，再包上荖叶，吃的时候，像我

这种初入门的人可以撒上一些话梅粉调味，但

是对于他而言，话梅粉反倒会破坏槟榔的口

味，他可不喜欢。

大叔的槟榔铺子在台湾地区很常见，并没

有什么特殊，但是他在铺子中养了一只泰迪和

一只鸟，在夜晚灯火阑珊的街边，他那一盏暖

色的灯将站在桌角梳理羽毛的鸟以及趴在他脚

边发呆的狗全包裹了进去，他们像一家人那般

默契地沉浸在属于他们的小生活中其乐融融，

对每日卷槟榔及售卖槟榔的机械动作没有一丝

倦怠。

大叔说，他的祖籍在福建，他小的时候父

母亲就是靠卖槟榔赚钱养家的，后来父母亲卖

槟榔一路卖到了台湾的桃园，便在此处安了

家，虽然后来父母改行开小吃行，但是记忆中

自己是在槟榔堆里长大的，即便父母现在已经

不在，但是那槟榔的气味仿佛就是家的味道，

这也是为什么他又选择做这一行的原因。

大叔还说，他很想回福建看看，想回到小

时候的时光中沉醉一阵，他还说，他喜欢槟

榔，也许喜欢的不是它的味道，而是那属于它

的那股浓烈且醉人的乡愁。

道别之时，大叔用被槟榔汁染了色的手指

捏了两颗槟榔让我嚼着玩，我怀揣着这两颗槟

榔，却再也不敢将这种独到的台湾风味，我怕

我也会坠入那股乡愁之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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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賽季前熱身賽展開角逐，利物浦2-0戰勝哈德斯菲爾德。

胡梅爾斯嬌妻百變造型

若爾蓋安多賽馬會，開幕式上由民族
馬術表演隊給觀眾帶來了精彩的馬術表
演，射箭、雙鷹展翅、疊羅漢等…！騎手
們壹個個在平地上都難以完成的高難度動
作，卻在馬背上完成了，觀眾們的喝彩聲
中開幕式結束，下午3點多鐘，2000米賽
馬速跑比賽拉開帷幕。

藏族高難度馬術盛宴

小Ｓ主持愛奇藝《姐姐好餓》21 日播出首集，她本
人卻不看首播，「我不習慣跟我老公一起看我的節目，
會很害羞，所以默默假裝沒這件事。」首播前演藝圈好
友幫她宣傳，特別是范曉萱的千字文，對她常惹議感到
心疼，但她說：「讓觀眾開心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樂於切換各種身分
不少圈內好友相挺《姐姐》，讓小Ｓ非常的感動，「我

會一個一個謝謝他們」。最感人的莫過於范曉萱的發文，
看她在生活中切換多種身分，為了娛樂觀眾，接受外界
的批評及誤解。她感動好姊妹的用心，她說包括老婆、
媳婦、媽媽這些人生角色，都是自己選的，「對我來說
是很 Enjoy 的身分」，但主持人，她則賦予自己任務。

主持上，她一直做自己，有好評也有嘲諷，「我設
定的主持人就是帶給大家快樂，Maybe 沒什麼知識，沒
傳達什麼資訊，只希望大家看了可以笑 30 分鐘，雖然不

演員連靜雯在新戲「白鷺鷥的願望」中，與 Junior 飾
演夫妻，卻遭親妹妹張靜之介入感情。連靜雯今天受訪時
說，張靜之雖是小三，但在劇中內心戲非常多，演起來比
較辛苦。

三立新戲「白鷺鷥的願望」將在 8 月 5 日上檔，主要
演員連靜雯、Junior、趙駿亞、張靜之今天出席記者會宣
傳。故事以 70 年代為時空背景，講述女主角瓊美（連靜

三立影音平台 Vidol 昨（20）日宣布，推出戲劇「啟
動愛情這件事」與全台首個運用 VR 360 技術拍攝的實境
節目「進擊的大叔」。三立行動媒體部資深副總張正芬表
示，目前 Vidol 試營運階段有 3 成會員來自海外，與其他
影音平台最大的不同，是三立有長期自製原創內容的團隊
與品牌，未來在 Vidol 會有最多的台灣自製戲劇與節目。

其中，Vidol 實境節目「進擊的大叔」斥資近千萬元，
由 20 年經驗的外景節目團隊拍攝，運用 VR 360 技術，拍
攝台灣即將消失的秘境、外國人必訪的地方，內容包括由
外景主持人到外傘頂洲採集鮮蚵、台南正興街美食與店家
比賽炒飯、台東秘境溫泉栗松溫泉泡湯，並在宜蘭與全台

范曉萱千字文挺姊妹淘足感心
小 S羞與老公看《姐姐》

連靜雯被搶老公 還稱辛苦的是小三

              市 場 最 前 線－
三立 Vidol 平台推戲劇、實境秀吸睛

見得有特別的內容，至少他們開心，那就是我最想做的
事！」

謝陳漢典演前導片
小Ｓ曾在中天《康熙來了》捉弄陳漢典，其實為他

爭取到不少鏡頭，形成一種不明說的照顧。他飲水思源，
替《姐姐》拍前導片，昨出席董氏基金會活動時說：「只
要Ｓ姊有需要幫忙，我就挺！」他與小Ｓ自《康熙》停
播後未再見面，透過媒體放話：「希望有機會上《姐姐
好餓》，我最近有健身，Ｓ姊飢不擇食的話，可以考慮
吃我！」

小Ｓ得知後，大讚他在《姐姐》前導片的演出，「為
我們節目畫龍點睛，真的很感謝他。」難得她開金口誇
獎，但話鋒一轉又說：「我覺得這就夠啦！這樣的距離
我會很感謝他，如果親臨現場怕感覺會變，還要吃他豆
腐，我真的沒辦法。」

雯飾）身為一名傳統台灣家庭主婦，因為丈夫發生意外，
才驚覺親妹妹（張靜之飾）介入了自己的婚姻。

連靜雯受訪時笑說，在劇中她是最後一個才知道自己
被劈腿的人，實在太過分了，不過她也說，編劇將角色心
境刻畫很深，所以她演起來非常過癮，又有點酸酸的感覺。

不過，壓力最大的戲，連靜雯直說，其實是要逆齡十
幾歲、扮演高中剛畢業的那幾場戲。當時她天天都敷面膜，
就怕隔天有細紋露餡，還求饒喊「拜託別再叫我演高中以
前的戲了。」

張靜之則為戲剪去 30 幾公分的長髮，以俐落髮型詮
釋劇中叛逆角色，但看似個性反骨的她，在劇中卻有大量
的哭戲與內心戲，讓連靜雯也忍不住替小三抱屈說，「她
真的比較辛苦。」

Junior 這次是首次在三立電視擔綱男一角色，他曾向
連靜雯吐露心聲，「以前大家都會覺的我是綜藝咖，不會
覺得我會認真演戲」，因此在劇中特別認真學習台語、努
力揣摩角色，希望讓觀眾看到不一樣的他。

趙駿亞則在劇中飾演 Junior 的表弟，是名風度翩翩的
花花公子，他出場開著骨董金龜車，他笑說，「最幸福的
就是我可以不停換車，有時下戲還開著車去買零食吃。」
他被連靜雯形容是個角色中較壞的一位，趙駿亞則替自己
喊冤，「我只是多交了幾位女友而已啦。」

唯一冬季奧運雪橇選手連德安學習滑雪橇等。節目拍攝完
畢，光「縫合」VR 360 影片就花了至少半個月，是一般節
目剪輯的 3 倍時間、10 倍成本。

三立斥資近 10 億元打造的 Vidol，係結合 video 全自製
影音內容與 idol 偶像明星內容，提供使用者即時影音串流
服務平台，主打隨時隨地同步跨載具收看戲劇與綜藝節目，
結合華人娛樂文創，集合明星、戲劇相關新聞、圖片、影
音等資訊，提供中英文版本，搶攻全球華人市場。

目前 Vidol 有近 3,000 小時戲劇節目、近 1,000 小時綜
藝節目內容，一開始靠「愛上哥們」打江山，做的是粉絲
經濟，追劇熱展現鐵粉黏著度，才可能進一步成會員。

娛樂影音串流平台崛起，遊戲橘子集團旗下的酷瞧新媒體，集結了眾多台灣節
目企劃人才及其製作經驗，以貼近年輕世代、流行文化及時事議題，打造出多部熱
門影音節目內容，引起網友共鳴、廣為轉發。而酷瞧新媒體於今年八月，也將啟動
改版，推出更多影音升級服務，並首度跨出網路世界，

在 8/12（五）晚上 19:30，假三創生活園區五樓 CLAPPER STUDIO 多功能展
演廳舉辦《走著瞧！酷瞧星勢力派對》。現場憑下載有酷瞧 APP 之手機即可免費進
場，除邀請多位網路紅人、節目配合藝人與來賓同樂，並安排全新選秀節目《天團
星計畫 PLAN-S》成員、金曲獎最佳新人 Miss Ko 葛仲珊和「大馬鬼才」黃明志獻
上精彩表演，讓來賓感受酷瞧創新、大膽而多元的新時代媒體魅力！

酷瞧首度舉辦實體派對 實力派歌手 Miss Ko、黃明志輪番登台飆歌
一向以原創內容為重心的酷瞧新媒體，充滿活力而多視角的節目風格受到年輕

大眾喜愛，穩居線上娛樂平台的領導者地位。為了拉近與社會大眾間的距離，並回
饋長期支持平台的用戶，將首度舉辦實體派對。邀請曾獲金曲獎最佳新人的「饒舌
界鄧麗君」Miss Ko 開唱，現場演唱大眾琅琅上口的《自拍》，並分享與好友粉絲
們透過社群平台聯絡感情的經驗；而搞笑功力一流但言之有物的大馬才子黃明志，
除與來賓《飆高音》外，也將以妙語如珠的脫口秀影片，為時下的「網紅熱潮」做
出一針見血的現象分析。

《天團星計畫 PLAN-S》選手跨屏決選前夕 以全新面貌驚豔亮相
而由名製作人詹仁雄親自操刀領軍、以培養亞洲天團為願景的選秀節目《天團

星計畫 PLAN-S》，於今年六月初即在酷瞧官網推出前導節目，以環島外景挑戰進
行淘汰賽，引發網友熱烈討論。而通過篩選的 18 名選手，也將進入白熱化的最後
競賽環節，並透過 8/14 起酷瞧與東森超視於每周日晚間 21:00-23:00 同步播出的跨
屏節目展開決選，爭取出道經紀約。本次派對活動，《天團星計畫 PLAN-S》成員
將首次展現全新勁舞表演，為即將到來的跨屏決選宣傳造勢。

台上表演無與倫比 台下更多驚喜 酷瞧派對線上線下精彩放送
為了讓現場來賓感受酷瞧品牌獨特的前衛動感個性，派對特地情商 Red Bull 

Thre3Style Taiwan 冠軍 DJ DinPei 打碟演出，同時設有許多互動科技裝置和遊戲體
驗。同時，遊戲橘子即將上市的最新手遊《勁舞團 PLAN-S》並祭出現場體驗送虛
寶（虛擬寶物）優惠。針對無法撥冗參加的民眾，當天透過酷瞧最新直播功能，即
可於酷瞧官方網站、酷瞧 APP 及《天團星計畫 PLAN-S》專屬 APP 零時差欣賞舞
台精彩表演。

8/12 走著瞧！
酷瞧星勢力派對 三創登場

C6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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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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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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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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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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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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京《危城》打出新花樣
提槍上陣單挑數十人

動作巨制《危城》將於8月12日全
國公映，今日片方同時曝光“殺機入
城”系列之吳京角色海報及個人預告，
在這部男人味爆表的動作電影中，硬漢
男神吳京化身武藝高強的鐵血上校張
亦，手持長槍結合南北功夫，突破以往
動作打出全新花樣，並在40度的高溫下
拍攝以壹敵眾的驚心戲碼，可謂辛苦非
常，展現出驚人的武力值。除了精彩的
動作戲份外，吳京更展現了不俗文戲功
底，不僅臺詞氣場全開，還挑戰復雜的
內心戲，完美詮釋亦正亦邪的腹黑上
校，忠心耿耿卻又狠辣毒絕，讓人捉摸
不透；更與彭於晏所飾演的浪人馬鋒上
演情深義重的兄弟情誼，展現出復雜的
多面性格，令人期待值滿滿。

角色海報曝光吳京殺氣逼人

壹桿長槍所向披靡單挑數十人
這次曝光“殺機入城”系列之吳京

角色海報紅黑相映，紅色線條交錯描畫
出血光正盛的城樓，展現慘烈的肅殺氛
圍；遒勁的黑色水墨線條勾勒出殺氣騰
騰的鐵血上校，執霸氣長槍來勢洶洶。
此番吳京受陳木勝導演邀請，特別演出
上校張亦壹角，與片中眾硬漢打不停，
表現出驚人的武力值。在同步曝光的個
人預告中，吳京面容冷峻眼神堅毅，壹
夫當關對峙保衛團眾人，壹句“這是我
的職責”中氣十足，氣場全開，展現不
俗文戲功底；手持壹桿長槍所向披靡，
更與彭於晏大打出手，在酒壇上演精彩
打鬥戲，看得人心驚肉跳。

盡管《危城》開拍時正值吳京膝蓋
手術後的康復期，但他依然敬業開打，
獲得眾人盛贊，陳木勝導演也表示：

“整部戲裏面武打戲最辛苦的就是他，
我很感動也很感謝他。”吳京早年曾獲
得全國槍術冠軍，此次耍起長槍可謂是
得心應手。此次在動作導演洪金寶精妙
的動作設計下，更是突破固有模式，結
合南北功夫將長槍打出全新花樣，吳京
自己也說：“這些槍的動作讓我打出跟
以前不壹樣的東西。”

由於拍攝時正值盛夏，吳京除了帶
傷上陣外，更要頂著近40度的高溫演繹
激烈的打鬥戲，壹人單挑數十人，化身
拼命三郎，更為了最終呈現出最好的效
果，對自己精益求精，甚至打到肩膀和
手臂都拉傷了，在現場只能不停地冰敷
緩解。但吳京也表示自己不怕拍戲辛
苦，作為專業演員，該為電影付出最大
努力，“答應人家要做的事情壹定要做
好嘛，就這麽簡單。”

挑戰復雜內心戲變身腹黑師兄
與彭於晏演繹兄弟情深

除了精彩的動作戲份外，吳京此
次變身腹黑的狠辣上校張亦，挑戰復
雜的內心戲。身處亂世命不由己，無
奈跟隨殺人如麻的上級，壹桿長槍本
想揮灑正義，卻又沒有選擇地沾滿了
鮮血。吳京自己也說：“其實張亦這
個人物挺可悲的，他只是為了生存和
理想做事，但在當時亂世之中誰對誰
錯，沒有標準答案，可以說他是壹個亦
正亦邪的角色。”

吳京此次在片中還與彭於晏演繹
兄弟情深的戲碼，二人師出同門，年
少時被師傅責罰，甚至同吃壹個雞蛋
充饑，感情親如兄弟，但卻因壹次意
外事件反目成仇，分道揚鑣。後來在
亂世中相逢，各自的境遇早已今非昔
比，兩人也不得不上演虐心的兄弟對
決。這次吳京與彭於晏演繹師兄弟，
二人可以說是“壹拍即合”，同是白
羊座的兩人不論在片場還是片外都是
默契非常，彭於晏也盛贊吳京是個非

常棒的演員，“在拍戲時他幫了我很
多，我也常常向他請教，我們倆就像
真的師兄弟壹樣。”吳京也表示很欣
賞這位小師弟，好學又能吃苦，“拍
打戲很辛苦，我也很心疼他，但是我
們都是這這麼過來的，我能做的就是
把我的經驗傳授給他。”

電影《危城》由劉青雲、古天
樂、彭於晏、袁泉、江疏影領銜主演，
吳京特別演出。廖啟智、釋彥能、吳廷
燁、洪天照、姜皓文聯合主演。影片
由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寰宇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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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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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劉震雲同名小說改
編，由馮小剛執導、範冰冰
領銜主演的電影《我不是潘
金蓮》今日曝光壹款“另壹
個我”海報，海報中範冰冰
再次以兩個反差巨大的形象
出現，壹坐壹站，圓裏圓
外，與之前發布的“左蓮右
冰”海報相呼應。據悉，劇

組為李雪蓮造型專門定制做舊了不少服裝，
但始終“差點感覺”，範冰冰主動提議下鄉
收集真正的村民舊衣，只為給觀眾呈現最佳
效果，被贊非常敬業。

圓裏圓外
範冰冰李雪蓮破次元相逢
此次曝光的“另壹個我”海報延續了

古樸簡潔的中國風調性，畫面中，範冰冰
再次以“雙面”形象出鏡。身穿格子衣和
綠坎肩、戴著花圍巾和紅袖套，壹身村婦
模樣的李雪蓮端坐中央，腳上的雨靴滿是
泥土，拘謹的坐姿和輕攥在壹起的雙手讓
人能感受到她稍微有些緊張。在她身後，
壹身素雅白衣的範冰冰正拿著梳子給李雪
蓮整理頭發。畫面正中圈起壹個圓，讓兩
人相連又相隔，範冰冰和李雪蓮分別身處
圓裏圓外，壹站壹坐。

此款海報創意與早前曝光的“左蓮右
冰”海報相呼應，範冰冰兩個形象的巨大
差異讓人印象深刻，也讓人對範冰冰這次
在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顛覆出演”
有了更具象的感受。但與“左蓮右冰”海
報中分列牛兩邊的紅裙範冰冰表現的張揚
自我、村婦範冰冰的滿臉不忿相比，“另
壹個我”海報中，範冰冰面帶微笑眼眸低
垂，專註於手上的動作，李雪蓮則面露羞

澀，整個畫面氛圍溫暖而和諧，似乎也在
喻示著範冰冰在本人和角色之間找到了平
衡，兩個存在於銀幕內外不同次元的人產
生了奇妙的關聯。

莫名被離婚
李雪蓮被指“潘金蓮”
隨著海報壹起曝光的還有壹組新劇

照，傾盆大雨中，壹葉竹筏駛到江邊，範
冰冰身披塑料雨衣立於船頭。電影中，李
雪蓮遭遇了壹場荒唐的“假離婚”，更被
前夫指為“潘金蓮”，為了討壹個說法她
只身壹人從村裏走到縣裏，從縣裏走到市
裏，壹路走出省走到了首都北京。從劇照
中可以看出，李雪蓮兩手提著土特產，頭
發淩亂頗為狼狽，壹路折騰無果讓她盡顯
疲憊和無助，範冰冰飾演的李雪蓮完全融
進眾多村民之中。

此次出演《我不是潘金蓮》，範冰冰坦
言挑戰和壓力都非常大，同時也為這個角色
傾註了不少心力準備。據悉，劇組專門為範
冰冰定制了不少村婦造型的服裝，並特意反
復做舊，但範冰冰試裝後始終覺得“差點感
覺”。於是範冰冰主動向導演馮小剛和服裝
師提議，下鄉去找真正的村民收集十幾年前
的舊衣服，才有了現在呈現在觀眾眼前的造
型，李雪蓮全身的“混搭風”實際上是“百
家衣”帶來的效果。範冰冰為更完美地塑造
角色，對服化和造型精益求精，敬業非常。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由北京耀萊影
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華誼兄弟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文化—摩天輪文化傳媒、
華誼兄弟電影有限公司、浙江東陽美拉傳
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根據劉震雲同名小
說改編，由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執導、範
冰冰領銜主演。

動作巨制《危城》即將於8月
12日全國公映，酷帥型男彭於晏
化身浪人馬鋒，在片中不僅滿臉絡
腮胡，更主動求刀疤臉自毀形象，
顛覆造型讓他也不禁自嘲：“這次
我是全片最醜的”。片方今日同時
曝光“殺機入城”系列之彭於晏角
色海報及個人預告，彭於晏雙刀上
陣荷爾蒙爆棚，打戲炸裂勢如破竹
，壹路打不停突破體能極限，拼命
表現獲眾人盛贊“超敬業”。除了
粗獷外表和高深武功，彭於晏此番
更是嘗試多樣的表演形式，給力詮
釋善惡難辨的“可愛惡人”，令人
對其抉擇好奇不已。

彭於晏造型粗獷自嘲“全片最
醜” 預告曝光新鮮演繹大突破

在角色海報中，紅黑交織的
水墨筆觸下，彭於晏所飾演的馬
鋒頭戴鬥笠身披長袍，滿臉絡腮
胡，嘴叼野草，盡顯不羈和狂
野。此番出演《危城》，彭於晏
拋卻以往的帥氣形象，為了呈現
角色曾在深山中生活多年的狀
態，彭於晏更主動向導演要求在
臉上加上刀疤和雀斑，“我演的
就是個‘野人’嘛，需要粗獷壹
點。”看到造型後，連彭於晏也
搞笑自嘲“全片最醜”。

除了顛覆的造型，彭於晏也獻
上了多層次的精彩表演。在個人預
告中，馬鋒不按常理出牌，睡著墜
馬、柱咚調戲江疏影所飾演的女教
師等鬼馬表現引發許多笑點，卻又
在客棧以壹敵眾，功夫高深莫測。
作為壹個江湖浪人，馬鋒身處善惡
中間的灰色地帶，恣意瀟灑不受任
何約束，卻又屢在關鍵時刻現身，
左右全城命運，這樣的豐富人物設
定也給了彭於晏更大的表演空間，
“這次表演是很新鮮的嘗試，很多
內容都是大家在現場討論的，所以
我有機會體驗很多不同的情緒和表
演方式，盡量滿足陳導對這個角色
‘可愛惡人’的概念設定。”陳木
勝導演也表示，馬鋒這個角色是很
復雜的，他隨著電影的發展也在不
停成長，“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是
找對人了。”

酷炫打戲破紀錄 彭於晏：我
有突破更有進步

在這部硬漢荷爾蒙爆表的電影
中，彭於晏手持霸氣雙刀，與眾硬
漢壹壹過招，更與片中師兄吳京上
演兄弟鬩墻的虐心戲碼。二人師出
同門卻最終因立場不同而打得難解
難分，展現出不俗的戰鬥力。此次
影片由洪金寶擔任動作導演，動作

戲驚艷酷炫，但拍起來卻是十分不
易，彭於晏透露出場打戲甚至拍了
53條之多，也是打破個人紀錄，
“師父洪老大對我的要求非常嚴格，
當聽到的時候是既興奮又害怕，但
是也非常開心，因為跟洪老大拍動
作戲，會通過他的動作設計讓表演
更有戲。”在高標準的要求下，彭
於晏也是打出了高水準，每場打鬥
都身體力行，更是常常打到筋疲力
竭，壹次次突破體能極限，拼命的
表現也被眾人盛贊“超敬業”。彭
於晏自己也表示：“雖然打得很辛
苦，但是我覺得我更強了，我有突
破，更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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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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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上映。

彭於晏《危城》自毀形象求刀疤

突破體能極限

C5香江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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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惠康超市

頂
好
超
市

王
朝

Ranchester

G
ess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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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BEAUTY DESIGH
Mon-Sat 10 am - 6 pm

11110 Bellaire Blvd.,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72

713-933-4878

女士剪髮 $18
男士剪髮 $8
燙髮 $50

染髮 $30(男) $45(女)

貴賓美容美髮設計屋

特價中
包括洗、吹、剪

剪、燙、染、化妝、繡眉、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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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盈盈代蓮曦
丹美港姐對手30變20 佳麗叫不慣

胸壓

馮盈盈（Crystal）透露今次各佳麗在廣告中扮演
不同角色，“自己演繹斯文優雅路線，（是你

真實性格？）我是活力優雅兩者兼備，今次會有內心
戲，自己都好緊張，之前同朋友娛樂性質有拍過
片。”

魏韵芝獲好友JW打氣
日前剛有十位佳麗被淘汰出局，Crystal順利過

關有得留低，她形容心情更緊張，“即將接受不少挑
戰，行程緊密，競爭更激烈。（男友打氣？）身邊親
友都為我打氣和高興，不只是他，收到不少朋友恭喜
訊息，但沒特別慶祝，因知今日行程緊密，不敢放
肆。”26日開始便少了十個姐妹參與活動，Crystal
不諱言有些不習慣，之前30個女仔相處好熱鬧，人
少了氣氛不及以前高漲，加上大家都累會爭取時間休
息，之後她們會相約落選佳麗共聚。說到熱門人選鄺
美祺（Maggie）被淘汰，Crystal 說：“會接受結
果，但會不捨得。”

全場最性感的魏韵芝（Joyce）表示廣告中飾演

花舖賣花女，但她否認打扮較性感：“你沒看清楚，
每個人各有特色，自己性感得來都高貴，全部服裝是
形象顧問決定，不覺自己有優待，（對自己上圍有信
心？）沒想過，好多女仔身材都好好。”

Joyce與歌手JW（王灝兒）是好朋友，她說：
“她有為我打氣和恭喜我，叫我盡量放鬆，try my
best，要有信心。”對於十個佳麗被淘汰後，Joyce感
到不習慣，因大家感情要好，現在會比之前靜，有些
平日大聲和開心佳麗都不在，但會相約吃飯。
蘇可欣（Eunice）對露腰秀腿造型感滿意，她承

認腳和笑容是自己優點之處。至於造型可突出其身
材？她說：“好多佳麗身材更好，每個角色都能展示
大家優點，（個個都好，你如何突出自己？）我會突
出自己笑容。”沒有拍戲經驗的她不覺輸蝕，而且很
多佳麗都無經驗，大家一起努力。

張家盈腰間現紅色摺痕
張家盈（Vanessa）穿上露臍裝，腰間明顯有道

紅色摺痕，她坦言試衫時有照過3秒鏡。對於肚上紅

印，她尷尬說：“剛才坐的巴士太舒服睡着了，可能
因而起印，15分鐘後應會消失，下次會留意，要改
善坐姿，不在車上睡。”Vanessa在廣告中飾演上班
族，因做錯事被掟紙，笑問是否因打扮太性感？她笑
說：“可能不夠性感所以被罰！”
黃鍶雅（Nicole）會扮演跑車女郎，是否要狂野

演出則見仁見智，有指她裝扮較其他佳麗遜色，她表
示：“不會，我同Peggy（丘雅雯）一樣，以紅色為
主調，拍出來會好睇。”Nicole表示之前曾自己拍旅
遊及化妝短片，對鏡頭不會感尷尬和驚，相信是優勝
之處。Nicole為應付比賽，特地找跳舞老師學椅子
舞，為才藝表演做準備，問她不擔心未表演已遭淘
汰？她謂：“玩這個遊戲便預了，不到自己控制，總
之有機會便表演出來，無機會就當多學一樣東西。”
問她是否努力喼弗，她笑說：“因壓力大，反而吃多
了，但為了着泳衣都要努力操弗。”少了十個女仔參
賽，她都有點不慣，但會帶着她們努力精神繼續比
賽，問她可覺Maggie被淘汰令她的機會大了？她
說：“每個女仔機會都大，我會盡力做好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思穎）20位候選港姐26日到香港上環

拍攝廣告，各人以不同造型配合角色所需，當中不乏低胸、露

腰、秀長腿。最性感搶眼分別是穿上藍色低胸裙輕露“事業線”的魏韵芝，大熱之一的馮盈盈

穿上黑色緊身裙盡現窈窕身形，蘇可欣則是露腰短褲秀長腿，黃鍶雅穿上緊身小背心，而穿白

色露臍裝的張家盈被發現肚上有一道紅印，可謂棋差一着，至於打扮密實的代蓮曦丹美（Dai-

sy）仍難掩其豐滿上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敏之與
森美主持的 《Sunday好戲王》 25日晚於香
港將軍澳電視城錄影最後一集， 請來梁烈
唯、莊思敏、李佳芯等人做嘉賓。

大腹便便的敏之表示完成最後一集拍攝
後就會開始放暑假，專心安胎，問到節目會
否添食？ 她說：“拍得好開心，都希望添
食，但要等自己生完B後添食。”敏之表示
陀B後胃口大變，超喜歡食牛肉，一見到牛
就雙眼發光：“以前無這麼喜歡食牛，喜歡
食菜，現在是有‘瘋牛症’，試過連續幾日
食，食到生暗瘡。”她又自爆試過偷食薯片
同飲檸檬茶，還有會食花膠及海參進補，現
時肥了兩、三磅。除了磅數上升，她最興奮
是上圍也升Cup。難得有“事業線”，敏之
笑言陀B這段時期會多穿低胸衫，怕生完就
無。對於有指她日前與干姐伍詠薇去沙灘時
偷飲香檳？敏之自稱是“乖媽咪”沒有飲香
檳，當日只是曬太陽。

杜之克安排淘汰港姐試鏡
唯唯日前在網上公開找兼職，表示整個8

月都可以接工作，令人擔心其經濟狀況。他
否認經濟出現困難：“原本8月接了外面的節
目，但因為延遲了就不想浪費檔期。”他坦
言目前首要是賺到奶粉錢，還希望置業送給
父母，所以積極尋找工作。
另《Sunday好戲王》26日舉行慰勞宴，

森美、陳敏之、樂瞳、陳智燊及謝雪心等出
席，無綫助理總經理杜之克及無綫非戲劇製
作總監余詠珊亦有現身支持。
杜之克表示《Sunday好戲王》播畢後，

將由曾志偉主持，以屋邨特色作為主題的遊
戲節目《我愛香港》接棒，暫定有18集，製
作費逾6位數，若節目獲觀眾支持希望能成為
長壽節目。日前港姐淘汰了十位候選佳麗，
有指賽制殘忍？杜之克表示淘汰制總有人會
覺得殘忍，而淘汰並不等於結束，可能會陸
續安排被淘汰港姐港男試鏡。
森美對於拍檔陳敏之希望生B後節目再

添食，森美笑謂怕對方生完一個忍唔住再
生，未必得閒再拍，不過他作為過來人也贊
成生多個：“好事成雙嘛，小朋友有弟妹一
同成長會開心好多，我正說服敏之再追B。”
樂瞳早前於電

台訪問中暗示有意
退出娛樂圈，不過
26日她就改口風，
想留在無綫發展。
她透露與無綫尚有
大半年合約，之前
亦有談過續約，但
未有正式詳細談。
她謂年底便效力公
司十年，都希望繼
續留在公司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馬
浚偉為舞台劇《偶然．徐志摩》集編、
導、演於一身，該劇定於11月3至5日
假演藝演出4場，26日馬仔率領一眾演
員包括萬綺雯（蚊蚊）、羅敏莊
（Mimi）、李國麟等人出席記者會，
席間馬仔更獲贈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的劇名墨寶。
馬仔飾演徐志摩，有愛人“陸小

曼”蚊蚊，又有“太太”Mimi可謂享
盡艷福，馬仔指是親自致電邀請二人演
出，Mimi看完劇本即答應，唯一條件
是不能阻礙她照顧女兒，而蚊蚊是從沒
合作過，但她實在太似陸小曼，蚊蚊亦
特別要推掉無綫的《老表3》一劇來幫
忙。蚊蚊則指馬仔去年已找她，加上未
來尚有其他工作才把《老表3》推掉，
馬仔笑說：“那我要親自向無綫解釋一

下了！”馬仔跟蚊蚊合演愛人會有吻
戲，跟太太Mimi亦有場床戲，蚊蚊更
笑指看到劇本的親吻戲也覺得極度超級
浪漫。但蚊蚊跟Mimi均是人妻，老公
們有否來監場？馬仔笑指來到也不理
會，因陳國邦是他師兄，蚊蚊老公陳十
三也剛認識，大家都是戲劇界，會明白
是為藝術，有可能還會再寫激一點！

孕婦敏之開心升Cup

森美說服拍檔生多個
萬綺雯為馬浚偉辭演《老表3》

■張家盈對於腰間現紅
色摺痕也感尷尬。

■佳麗受
訪後便下
大雨，要
齊齊打傘
擋雨。

■20位候選港姐26日
到上環拍攝廣告。

■打扮密實的代蓮曦丹美(左二)仍難掩其豐

滿上圍，更逼向馮盈盈(中)。

■魏韵芝輕露“事業線”。

■《Sunday好戲王》26日舉行慰勞

■敏之完成最後一集拍攝後
就會開始放暑假。

■羅敏莊 ■馬浚偉 ■萬綺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美魔女”溫碧
霞（Irene）26日預祝本月31日的50歲生日，老公何
祖光陪同下切蛋糕慶祝，老闆楊受成更送上大束鮮花
前來祝賀。Irene開完派對，27日便偕同老公、兒子
和一班朋友到峇里島慶生，盡情玩樂後回港即投入拍
劇工作。Irene表示暫時未收到老公送來的禮物：
“老公多年來送我不少名貴奢侈禮物，現在我反而想
建學校做有意義的事，之前在老公家鄉貴州已建過一
間學校，該處比較貧窮，多山又缺水，所以想再起多
一間學校之餘，還想起水井，可以幫到更多人。”

溫碧霞預祝半百生日

■溫碧霞有老公(左)及老
闆楊受成(右)陪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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