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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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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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休城工商 C8

錦江酒家丁師傅手藝享譽國際，華盛頓講學贏得交口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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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師傅也是休斯
敦的電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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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另外一個節目《美
食美客》也經常能看到丁師傅的
身影。

8 月 2 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辦
的首屆美國淮揚文化節上，丁師
傅作為唯一應邀講學示範的海外
廚師，與中國來的淮揚菜大師高
岱明師傅一起表演和講學。此次
淮揚文化節是美國中餐聯盟攜手
華盛頓特區市政府，喬治王子郡
社區大學烹飪藝術學院、江蘇淮
揚菜學院、在華盛頓特區市長亞
太裔事務辦公室舉辦的。此次華
盛頓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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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師傅在
華盛頓表演了松鼠桂魚、西瓜雕
刻等絕技，贏得了與會人員的交
口稱贊，大家都說丁師傅技藝超
群、名不虛傳！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道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底盤需要“重”保養

車友對於汽車底盤的保養一直有一個誤
區，就是認為汽車底盤的保養時可有可無的。
實際則不然，對於汽車底盤的保養是非常重要
的。底盤是裝載重要汽車部件的支撐，底盤的
安全性關係整個汽車能否正常行駛。因此，在
觀念上，車主朋友們應該注重其保養的重要
性。

    那麼，汽車的底盤保養主要採用怎樣的
保養方式呢？

一般情況下，通過舉昇機的舉升作用，將
汽車舉起，以此來進行底盤的檢查與保養。日
常中的小保養，四輪定位等等都是必要的預防

保養方法。即註重行車中的路況分析以及行車
技巧等，避免在環境極差的路況下行車。如果
遇到雨天行車，那麼在行車結束後，最後能夠
將底盤的雨水及時風乾。現在的空氣污染比較
嚴重，雨水中多含酸性物質，對於底盤的腐蝕
性較大。而雪天行車則主要注意對底盤積雪的
清理，城市積雪一般都採用撒鹽的方式進行融
化。而雪中含有大量的鹽分，就會造成對底盤
的侵蝕。而上路或者是碎石較多的路況，則要
謹慎駕駛，避免底盤的劃傷。停車後最好做簡
單的檢查工作。

    汽車底盤的保養主要在於“重”字，即

加強對汽車底盤保護的重視程度，才能讓底盤
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同時也保證了車主的行
車安全。

    總之，汽車保養要面面俱到，沒有完全
“堅強”的汽車部件，愛車的每個部分都需要
車主的愛護，尤其是那一直承載車身而默默無
聞的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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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77072

休士頓亞裔商會企業家評選
報名延長至 8 月 12 日

7 月 13 日，休斯頓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在休斯頓商業周刊總部大樓為
2016 年度企業家獎提名舉行記者說明會，記者會由執行長 Linda Toyota、主席趙紫鋆、及年度
晚宴主席譚秋晴向記者介紹企業家評選的情況，並宣佈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

 休斯頓亞裔商會執行長 Linda Toyota 說， “亞裔美國人的企業是地方經濟的
重要組成部分，無論他們是跨國大企業或是在本地經營的一家小公司，亞裔企業
為休斯頓當地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亞洲商會年度晚宴設立該獎項就是為了表彰
及鼓勵這些幫助別人成功的成功企業家。 ”

譚秋晴介紹了，今年的獲獎方式將採用奧斯卡 Style，獲獎結果將在
9 月 30 日的休斯敦亞裔商會年度晚宴上現場宣佈，提名人知道最會
一刻才會知道是否獲獎。休斯頓亞裔商會現接受企業家和社區領袖的
提名，報名截止日為 7 月 29 日。報名表格及說明請登陸網站 www.
asianchamber-hou.org 查詢。

休斯頓商業周刊（Houston Business Journal）發行人 Bob Charlet 擔
任“企業家評選”評審主席。他說：亞裔人士在美國的奮鬥和貢獻
豐富了美國發展的篇章，休斯頓亞裔商會正是發展著這樣一種精神，
頒獎晚宴正是肯定這些勤勞奮鬥有思想的亞裔成功人士。

（休士頓 / 楊笑）為表揚優秀企業主在專業領域及對
亞裔社區的卓越貢獻，休士頓亞裔商會（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將於 9 月 30 日晚在 Bayou Event Center 舉辦以「企
業精神」（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為主題的年度晚宴
暨頒獎典禮。自 7 月 13 日開放報名以來，該活動得到了各行
各業企業家的熱烈響應，為了讓更多企業家有機會參與評選，
休士頓亞裔商會宣佈報名截止日延長至 8 月 12 日。

每年一度的休斯頓亞裔商會“企業精神”獎項旨在表彰及
鼓勵幫助別人成功的成功企業家，肯定這些勤勞奮鬥有思想的
亞裔成功人士，表達對傑出企業家的認同，加強對少數族裔的
力量，能進一步促進大休士頓地區不同族裔之間的交流聯誼，
有助於社區和諧發展。

休士頓亞裔商會今年特邀休士頓商業周刊發行人 Bob 

Charlet 擔任評審主席，今年「企業精神」晚宴將設立年度企
業家（Entrepreneur of the Year）；年度國際企業家（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新星企業家（Rising Star）; 年度女
性企業家（Business Female of the Year）；年度大使（Ambassador 
of the Year）；社區冠軍（Community Champion）等六項大獎。
其中，年度女性企業家獎是今年第一次為優秀女性企業家特別
設立的。

今年的獲獎方式將採用奧斯卡 Style，獲獎結果將在 9 月
30 日的休士頓亞裔商會年度晚宴上現場宣佈，提名人知道最
會一刻才會知道是否獲獎。休士頓亞裔商會現接受企業家和社
區領袖的提名，報名截止日為 8 月 12 日。報名表格及說明請
登陸網站 www.asianchamber-hou.org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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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呎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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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00pm-6:00pm
週三休息

六天營業

真能省 Nelson & Jean Corp.
傢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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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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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89
$259
$1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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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墊廉售高達71%off

＊含沙發﹑雙人座﹑咖啡桌﹑茶几（2）﹑檯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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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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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最大折扣店﹐展示數百種傢俱

電話﹕713-723-9116

︵
精
通
華
、
台
、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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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資本攜《盜墓筆記》點映：共探神秘地下世界
日前，杭州萬象城5樓巨幕廳

舉行了小咖陪你看電影之《盜墓筆
記》專場點映會。

浙江小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邀
請各投資方前來觀影，一同探索神
秘的地下世界。

《盜墓筆記》是浙江小咖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所投明星股權
項目南派泛娛聯合上影集團、樂視
影業發行出品的科幻電影。

影片改編自南派三叔所著同名
小說，講述了醉心於古建築的吳邪
因偶然的機會在三叔吳三省帶領下
，與張起靈、阿寧、潘子、王胖子

，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冒險的故
事。

該影片由李仁港執導，王景春
、鹿晗、井柏然、馬思純等主演，
將於8月5日在各個院線首映。

據業內人士透露，這是暑期唯
一一場奇幻冒險巨制。

《時尚先生》將參與
影視劇、真人秀 IP開發製作
近日，時尚集團《時尚先生Esquire》與

克卜勒時尚管理有限公司啟動戰略合作簽約，
並攜手珠寶產業合作方北京金一文化發展股
份有限公司，舉行“尚STYLE——星設計”
啟動儀式。

發佈會上，時尚集團董事長劉江先生，
《時尚先生Esquire》運營總經理吳曉先生，
北京金一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鐘蔥
先生，克卜勒時尚管理董事長龍筱君女士出
席助陣。吳曉提到，《時尚先生Esquire》一
直將引領當代中國精英男性生活方式作為責
任和目標。2016年正值雜誌創辦20週年，除

了業務本身，將更加著力於全媒體渠道和全
產業鏈的開發，以及“MAN POWER先生力
量”系列演唱會產品、參與電影投資、網路
劇和真人秀IP的開發與製作等。

今年，《時尚先生Esquire》再度突破，
著力發展與國際一線奢侈品品牌合作的短視
頻業務，首支由張震出演的《手 Hands》，
繼6月上線後已收穫了過千萬的網路點擊。
“我們期待尚STYLE計劃能夠成為先生全產
業鏈佈局中的堅實一環，為時尚產業內容商
業化的轉型開闢一條全新的可持續商業形態
。”吳曉說道。

只剩“晉王”獨撐大局
《瑯琊榜2》年底開機
梅長蘇、少閣主…都沒有了？

《瑯琊榜》不僅創下2015年的收視神
話，而且在口碑方面，贏盡各大頒獎典禮
。日前，頗受劇迷們關心的續集終於有了
消息，繼之前有演員爆料續集之後，投資
方也終於放出消息：《瑯琊榜2》確認將在
11月開拍。

記者獲悉，《瑯琊榜2》雖然現在還沒
有完整的劇本，四位男女主演目前也都還
沒看到劇本，但已經有買方主動找到府天
價洽談購買。據了解，以原班人馬出演續
集的願望有可能落空，導演侯鴻亮也埋下
伏筆稱：肯定希望原班人馬，不過要看續
集適不適合他們。年底開拍？定了
梅長蘇病死沙場

根據投資方透露，《瑯琊榜2》已經定
名為《瑯琊榜之風起長林》，將在今年11
月正式開機，依舊由海晏擔任編劇，孔笙
、李雪執導，故事背景依舊架空，講述的
是發生在金陵帝都大梁朝堂的故事，同時
，瑯琊榜瑯琊閣依然存在。

續集的故事將會如何展開，製片人侯
鴻亮此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已經有
了部分劇本，將儘快開拍與觀眾們見面。

《瑯琊榜》中主角梅長蘇最後病死沙
場，續集的劇情將圍繞著瑯琊閣重新展開
一個新故事。但是，依舊存在瑯琊閣和瑯
琊榜，依舊是古裝傳奇。《瑯琊榜》續集
的故事和人物將經歷大換血，將分為上下

兩部各15集，講述兩個不一樣的故事。上
部時間跨度為1-2年，主要人物為28歲的
男一蕭平章、20歲的男二蕭平旌、25歲的
女一蒙淺雪、22歲女二林奚。而下部的時
間跨度為3-4年，人物以25歲的蕭平旌為
主。原班人馬？莫搞
僅王凱保留演出

對於劇迷們來說，從去年爆料有續
集開始，就期待能否原班人馬繼續合作
。不過從目前片方公佈的內容來看，鐵
定破局。而且侯鴻亮在接受採訪時也提
前打了預防針，千言萬語匯成一個意思
——聚齊幾乎不可能：“如果有合適的
機會，肯定是希望能夠讓胡歌、靳東、
王凱一起合作，但最關鍵的還是看項目
適不適合他們。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能獨
立擔負起一部戲了。”

其實這不難想像，畢竟在《瑯琊榜》
之後，三位男演員全部爆紅，各自獨霸一
方。而且新的邀約不斷，且不說續集的劇
本、角色是否適合他們，光要協調三人的
拍攝檔期，就足夠讓片方頭疼。要知道目
前預計續集在橫店、象山拍攝4個月，如果
要聚齊之前的主演們，檔期的確是大問題
。昨天華西都市報記者也從片方了解到，
目前因為劇本還沒寫完，暫時未與主演們
接觸，不過希望他們能預留出年底的部分
檔期。可以確定的是，侯鴻亮證實王凱將
會繼續出演續集。

《今日影評》開播在即
用評論引領中國電影發展

2016年8月7日下午，“影評
的力量”——《今日影評》開播發
佈會暨影評文化互動沙龍在京舉行
。《今日影評》是電影頻道推出的
一檔電影評論類日播欄目，將於
2016年8月8日起，每週一至週五
晚22點檔播出。節目每期八分鐘，
將第一時間發佈權威電影評論聲音
，分享獨家電影觀點，為觀眾提供
正確的觀影指導，為國產電影提供
宣傳窗口，力爭成為中國電影評論
的第一權威平臺。

電影頻道節目中心黨委副書記
張玲、電影頻道節目中心節目部主
任王平久、央影傳媒總經理黨海燕
、《今日影評》欄目製片人王程、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尹鴻、
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張頤武、中國
電影評論學會秘書長張衛、《中國
銀幕》主編陳航、《前任攻略》系
列影片導演田羽生、《喊•山》導
演楊子、“中國影響力”青年導演
劇情短片創作季“最佳導演”獲得
者張馨元、影評人周黎明、左衡、
葉航、音樂製作人董冬冬等三十余
名業內專家、影評人、導演出席活
動，共同見證欄目誕生。

電影頻道堅守宣傳陣地
《今日影評》助力中國電影
張玲表示，電影頻道作為國家

級專業電影頻道，已打造出《中國
電影報道》、《佳片有約》、《光
影星播客》等多檔備受關注的電影
文化欄目，成為主流電影文化的傳
播陣地。而即將推出的《今日影評
》是一檔因時代而生的精品文化欄
目，也是電影頻道為打造電影新聞
的“中央廚房”核心計劃中的項目
之一，它將成為電影頻道實現媒體
融合發展的重要環節與中堅力量。

《今日影評》欄目將為觀眾帶來
一道集社會性、思想性、藝術性于
一體，權威、及時、獨家的電影評

論視聽文化大餐；為優秀的電影作
品提供廣闊的宣傳平臺；為電影從
業者提供一份電影界的口碑輿情。
《今日影評》將與電影頻道現有的
品牌欄目、1905電影網、《中國銀
幕》雜誌以及自媒體客戶端等，一
同形成屬於電影頻道特有的電影文
化傳播陣地。

客觀公正評說電影
每天就評八分鐘

《今日影評》將與中國電影評
論學會、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電
影導演協會等十余家專業機構強強
聯合，邀請尹鴻、周星、饒曙光、
李道新、王一川、索亞斌、左衡、
沙丹、周黎明、高軍等上百位業界
專家、學者、知名影評人、電影創
作者作為嘉賓，為觀眾帶來最具洞
見、最權威的電影觀點，第一時間
把脈中國電影方方面面，以犀利獨
家的評論語態服務廣大觀眾。

《今日影評》點評的內容將涵
蓋電影產業的全過程，緊密關注電
影界的最新動態與最熱事件，欄目
評論內容囊括新片前瞻、映後口碑
、影迷反饋、行銷新法、市場效益
分析、社會效應觀察等。

同時開闢“快問快答”“不得
不說”“全媒體掃描”等諸多創新
環節，客觀犀利評電影。從專業角
度為電影作品的創作建言獻策，從
視聽角度為觀眾提供專業的觀影指
南。力求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文化體
驗，為中國電影
的健康發展貢獻
一份力量。

《今日影評
》欄目為了觀點
數據的準確性，
將與 1905 電影
網、影情大數據
、藝恩、貓眼等
大數據平臺聯合

，形成獨家數據資料庫，通過有目
標地、詳細地數據挖掘，準確、深
入地剖析影市動態，保證觀點更加
週全、落地，資訊價值更高。並逐
步建立屬於《今日影評》特有的電
影作品評分體系，為觀眾提供一份
觀影前的參考依據。

名導名家共敘“影評力量”
數十影人齊賀欄目開播

在隨後的影評文化互動沙龍上
，導演田羽生、楊子、張馨元和影
評人尹鴻、張頤武、張衛、趙衛防
、宋子文分別作為導演陣營與影評
人陣營的代表參與了沙龍對談。在
導演陣營的對話環節中，三位導演
談到了影評帶給他們的影響，他們
認為影評與電影創作就像“河水與
船”的關係，影評人的力薦可以使
新人導演和他的優秀作品脫穎而出
，而影評人的負面評價也將給電影
成績帶來沉重打擊。

在影評人陣營的對話環節中，
五位資深影評人講述了自己的影評
故事，同時表態，自己將在《今日
影評》欄目中履行“真話”原則，
用真實的觀點、真誠的態度評電影
，為觀眾帶來一份有價值的觀影指
南。

《今日影評》首播時間：2016
年8月8日晚22:08，將邀請清華大
學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
席尹鴻做客欄目，為您解析影片
《盜墓筆記》，敬請期待。

李安新電影確定中文名
預計11月11日上映

李安每次出手，都是品
牌保證，就像他四年磨一劍
的新作《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只是放出
一個預告片，就讓影迷舔屏
了，這部電影也被視作奧斯
卡有力競爭者。電影的英文
名早已確定，但中文譯名一
直有多個版本：《比利·林恩
漫長的中場休息》、《半場
無戰事》等等。

昨天，記者獲悉，李安
終於確定了中文名——《比
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電影改編自暢銷作家本·
方丹的同名小說。講述19歲
的士兵比利·林恩，機緣巧合
成為美國英雄。他和戰友們
受邀到全美橄欖球比賽的中
場休息時授勳，卻由此引發
了對人性的終極思考。

李安是反覆推敲後才定

下這個名字：“大兵比利就
像是少年派的一種延續，希
望觀眾能通過比利的視角，
來觀察身邊發生的一切，並
隨著他一起成長。”

在這部電影，李安讓小
兒子李淳飾演一名士兵——
比利·林恩的戰友。

李安有兩個兒子，都很
有電影“戲胞”。

他拍處女作《推手》，
大兒子李涵就被拉去當群眾
演員。之後的《喜宴》，兩
歲的李淳又被媽媽林惠嘉抱
在懷裏露了個臉。

李涵後來讀了設計專業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
的美術設計就出自他手。李
淳和老爸一樣，去美國紐約
大學讀書，還經常演舞臺劇
。李淳在《宿醉2》中，客串
過新娘蘿倫的弟弟泰迪。在

呂克·貝松的《超體》、王童
的《對風說愛你》，以及程
偉豪的《目擊者》中，他都
有出演。

在老爸手下拍戲，李淳
可不敢掉以輕心。拍攝前，
他為角色特意參加了兩周的
密集訓練，每天早上6點到下
午4點，從踏步、喊口號、練
體能到槍支操作等等，24小
時待在訓練營裏。

其實一開始兒子參演自
己的電影，李安是擔心的，
“怕有不良示範，也怕（被
）說，他是我小孩。這麼大
的一個戲，他要表現不好
（怎麼辦）。不過他很稱職
，我沒有對他發過脾氣。我
常常教導演員，不要對鏡頭
做戲。他的話，我需要提醒
他，鏡頭在哪，他太老實了
，跟我一樣。”

對兒子在片中的表現，
李安還是滿意的：“他在接
受訓練的時候不會抱怨，還
交到很多朋友。”

電影預計將於2016年11
月11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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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奧運

作為倫敦奧運會400米和1500米自由泳冠軍得主，孫
楊無疑是中國奧運軍團最為倚重的運動員之一。此

前，他在微博上表示，第三次出征奧運，為國爭光，責無
旁貸；訓練再狠再累，挑戰夢想，無怨無悔。9日奪冠
後，他在微博上稱：“有志者事竟成，感謝所有人！”
近年來，孫楊一直被傷病困擾。因長年浸泡在水中訓

練，2014年，孫楊雙腳的大腳趾出現了嚴重的甲溝炎。
因為紅腫發炎疼痛難忍，孫楊最終不得不在杭州的一家醫
院進行了雙腳大腳趾趾甲拔除手術，並且縫合了將近20
針，導致他很長時間不能下水訓練。

在2014年仁川亞運會游泳比賽中，孫楊在觸壁的剎
那不小心挫傷了左手拇指，最終確診為手指骨錯位。在
2015年的喀山世界錦標賽上，孫楊在檢錄時突然感覺心
臟不適，結果退出決賽，無緣三連冠。

2016年年初，孫楊在澳洲訓練中發生意外，導致右
腳第五蹠骨折。為了不影響奧運備戰，孫楊選擇在受傷第
11天就戴着腳上的固定支架下水訓練。“好多傷痛在當時
看來不能承受，但熬過以後就雲淡風輕，靜心，初心不
改！劍指里約！”孫楊隨後在社交媒體上如是表示。

教練：請大家多包容他
2013年巴塞羅那世錦賽之前，因為孫楊與教練朱志

根之間出現了師徒矛盾，時任浙江體育職業技術學院副院
長的張亞東臨危受命接手孫楊，出色地完成了他“救火教
練”的任務，助其連奪三金，並成為世錦賽歷史上首位來
自亞洲的男子MVP選手。如今，張亞東不僅升任浙江省
體育技術職業學院院長，也是孫楊教練團隊的組長，統籌
負責訓練、科研、保障等各個環節。此次里約奧運會，經
過游泳中心和浙江體育局反覆商討，最終做出了由張亞東
擔任孫楊主管教練的決定。
孫楊自倫敦奧運奪冠後風波不斷，張亞東坦言，孫楊

有時說話會過於鋒利、做事也有不懂事的出位。“不過，
每個人都有優缺點，尤其是年輕人，我們要有一顆包容的
心。”

當地時間8月8日晚，孫楊在里約奧運會男

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頂住壓力，以1分44秒65

的成績折冠，收穫個人第三枚奧運會金牌，這也

是他首次在世界大賽中問鼎該項目冠軍。媒體

稱，孫楊用勝利很好地回擊了澳洲泳手霍頓的

“計謀”，“像個真正的勇士”。事實上，從倫

敦奧運會勇奪兩枚金牌後，孫楊這四年過得並不

平靜，期間曾分別因頂撞恩師、無證駕駛、尿檢

不合格被禁賽三次。此外，身體上的傷病也一直

紛擾不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孫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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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今年5月底，在距離里約奧運會開
幕僅兩個多月的時候，孫楊宣佈簽約某
娛樂公司，開創了現役國家隊運動員正
式進入娛樂圈的先河，並以此又一次同
時登上體育和娛樂新聞的頭條。
儘管該娛樂公司負責人對外界表

示，公司不會過度開發孫楊，會保證其
運動員身份為主的屬性，但大部分網友
仍認為，參加奧運會需要系統的訓練來
維持身體的良好狀態，需要全身心的投
入來保持高度專注，而作為藝人，走秀
演出、商業代言、參加各種節目錄製必
不可少，不可能不分散精力。

據了解，近年來，孫楊已經在《奔
跑吧兄弟》、《了不起的挑戰》、《來
吧，冠軍》、《天天向上》等多檔真人
秀節目中客串。“術業有專攻，我的精
力依舊在泳池。”在喀山世錦賽游泳隊
贊助商的慶功會上，孫楊曾表示暫時不
會考慮進軍娛樂圈，但如果未來結束運
動生涯，時機合適，也不會放棄機會。

孫楊小檔案
籍貫：安徽省淮南市壽縣
出生日期：1991年12月1日
出生地點：浙江省杭州市
項目：男子200米自由泳

運動經歷：
■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個體育世家，從小每
天早晨6時不到就出門訓練。

■2006年在浙江省運會一戰成名；2007年全錦賽
奪得1500米冠軍。

■2008年，入選國家隊。
■2013年11月3日，孫楊在杭州涉嫌無證駕駛汽
車，與巴士發生刮擦事故，被暫時取消國家游
泳隊隊員資格。

■2014年3月，獲“解禁”正式回歸國家隊訓練。
■2014年5月17日，在全國游泳冠軍賽期間尿檢
呈陽性。隨後他放棄B瓶檢驗，並在7月份的聽
證會上提交了有利證據，最終被判定為誤服禁
藥，禁賽三個月。

主要成績：
■2011年7月31日，在上海游泳世錦賽男子1500
米自由泳決賽中，孫楊以14分34秒14奪冠，並
打破這個項目保持了10年之久的世界紀錄。

■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摘得400米自由泳、
1500米自由泳金牌，並刷新自己保持的1500
米世界紀錄。

■2015年8月6日，在喀山游泳世錦賽男子800
米自由泳決賽中，實現該項目三連冠。

■北京時間2016年8月9日，在里約奧運會男子
200米自由泳決賽中獲冠軍。

資料來源：綜合界面新聞、百度百科

簽約娛樂公司
奧運前引爭議

“表情包”少女傅園慧
率真搞怪一夜爆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在里約奧運會女子100米仰泳半決賽結
束後，傅園慧的一段採訪透過電視屏幕，
迅速在國內走紅。這位1996年出生的杭州
姑娘，在微博、微信等社交軟件中幾乎成
了“屏霸”，人稱“行走的表情包”。

因為性格直爽開朗又愛搞怪，傅園慧
有一個“傅爺”的霸氣稱號。有網友稱，
“別人出征奧運會都是體壇健將，而傅園
慧出征奧運是泳壇幽默段子手。”拚盡全
力，號稱用了“洪荒之力”的傅園慧摘下
100米仰泳銅牌，靠實力也靠場外的幽默機
智讓不少“路人迅速轉粉”。翻閱傅園慧

的微博，無論是發文，抑或是回帖，你都
會發現，原來這位拿過喀山世錦賽女子50
米仰泳比賽冠軍的“傅爺”一直都“段子
手”神奇般的存在。喀山世錦賽後，因為
過度勞累，傅園慧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和
傷病較勁。她當時就透露從2016年開始就
沒有進行過有強度的訓練。“強度一旦太
高的話，就會生病，淋巴發炎、扁桃體發
炎或者耳朵疼，然後會睡不着、吃不下，
深度疲勞的一種狀態。”這也就能理解，
為什麼傅園慧在半決賽結束後會這麼說，
“鬼知道我經歷了什麼，真的太辛苦了，
當初的訓練真是生不如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傅園慧的呆萌為她
的第20個七夕節帶來強勁的“桃花運”，幾十萬路轉
粉衝向“傅爺”的微博“示愛”。

網友們紛紛留言：“電視微博驚鴻一瞥，竟然惶
惶不可終日，度秒如年。無奈，來你微博看下以解相
思。麼麼噠，哲學家！”“跟你這樣的女孩子談戀愛
一定很開心！”“完了，你成我女神了……”“我就
是喜歡你這麼性格的女生”……
去年12月31日，傅園慧還以單身自嘲，發微博表

示“快進入20歲有點緊張”。現在看來，將有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男朋友”與傅園慧共度七夕。

七
夕
桃
花
勁

粉
絲
爭
表
白

■當地時間8月8日，孫楊在里約
奧運會男子200米自由泳項目頒獎
儀式上親吻金牌。 新華社

■當地時間8月8
日，在里約奧運會
女子100米仰泳決
賽中，傅園慧獲得
季軍。 中新社

泳 衣 過 緊

洪 荒 之 力

喜 出 望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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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去臺灣不得不吃的
十大美食小吃

台湾小吃闻名世界，“十大小吃”

是一种传统的称法，最能体现台湾饮

食的特点。台湾汇聚着来自中国各地

的人们，他们带来家乡饮食与当地食物

和烹调相结合后发展独特的小吃料理

大肠包小肠

是台湾相当普遍的小吃，炭火烧

烤的大肠外皮微酥，内馅米粒饱满，

夹上风味绝佳的香肠，铺上酸菜、小黄

瓜、姜片与菜脯蛋等小菜，一口咬下肉

汁四溢，满嘴的美味。而这么有特色

的传统小吃，在东海夜市就能找到。

位于东海大学西门町的官之霖大肠包

小肠，是东海夜市里颇具特色的小吃。

鼎边锉

许多人到基隆，都想一尝它的口

味。日本NHK独家专访，特地来基隆

摄影专辑其制作过程。鼎边锉是福州

小吃，在福州人家里这算是家常小吃。

里面有肉羹、虾仁羹、金针、香菇、木耳

、鱿鱼、小鱼干、竹笋、高丽菜，内容

丰富，是标准的汤好料多。然而这只

是配料，主菜是白白嫩嫩的一片称之

“鼎边锉”。 “锉”是台语，为爬滚

的意思。其制作是用米磨成米浆，沿

着大锅鼎边滚下，米浆滑滚的动作叫

锉，所成白白一片，就是鼎边锉。鼎

边锉以邢家所做最为有名。

蚵仔煎

台湾小吃销售排行榜第一名，因

偶像剧《转角遇到爱》被两岸粉丝追

捧。如今从台湾头走到台湾尾，每到

一地都可寻到它的芳影。一颗颗圆润饱

满的蚵仔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浇上

稀薄的太白粉浆后，再搭配几片青菜

和一个土鸡蛋，最后画龙点睛将酸酸

甜甜的特制酱淋在刚离开炉火的蚵仔

煎上，扑哧四溢的香气 中，顿时迎来

一阵噼噼啪啪的美美响声。

阿宗面线

这家面线创立于1975年，卖的是大

肠面线，虽然有一块儿小店面，却不提

供座位，食客需端着碗，捧着烫嘴的

面线或站或蹲，在骑楼下或马路中间吃

，蔚为壮观。更怪异的是顾客经常大排

长龙等待，再端着那碗面线到店家设在

柱子旁边的调酱台，加一些符合自己口

味的辣椒、蒜泥或乌醋。这小小的面线

有人叫它面线糊，意谓面线如浆糊般黏

稠，而且配料和面线都和在同一锅

里。面线里加了鲜蚵，叫蚵仔面线；若

以大肠为浇头，则称大肠面线。

甜不辣

有 50多年历史的赛门甜不辣一直

安稳地坐在台湾本地小吃甜不辣的第一

位的交椅上，不光是因为它的年头长，

更重要的是这种风味独特的小吃充满了

变化与想像。赛门甜不辣的招牌来自70

年代风靡台湾的国外电视剧《七海游

侠》，其中的男主角名叫赛门 · 邓普

拉，由于“邓普拉”与“甜不辣”的发

音接近，才有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店号。

赛门甜不辣的全手工制作工艺也是保证

口感的重要因素，多少年来不曾改变，

一碗甜辣酱混杂的美食就在这里多年如

一日地任凭风霜改变。

棺材板

为赤崁食堂创始人许一六先生所

研发改良的美食，赤崁食堂最初以鸡

肝和蕃茄酱夹在吐司中，称为鸡肝板。

许一六先生在尝过后，将其改良以厚

片 吐司炸酥挖空，填入牛奶面糊、鸡

肉、马铃薯、青豆仁、虾仁、花枝将

挖去的面包皮盖上，棺材板即完成。

棺材板类似西餐中的沙拉面包，再加

上使用刀叉进食，可知棺材板是由西

餐中研发出来的独特小吃，由于食客

戏称其形状似棺材，因此老板以此命

名为棺材板，颇具有恐怖气息的名字。

彰化肉

彰化肉圆的主要材料是特选番薯

粉（清明节后产制），上等猪肉、香菇、

蛋黄、冬虾、竹笋配葱、玉桂香料。

经过配制炊蒸，即是圆形表皮润泽富

弹性的半成品。放入不温不燥的油锅

炸上数分钟，捞起浇洒特制的佐料

——糯米、花生、芝麻、糖搅拌而成

的甜酱，加上上等壶底酱油。吃起来

感觉皮脆馅香，味道可口。

姜母鸭

这是 80年代后期在台湾流行起来

的进补小食，将台湾特产的红面番鸭

煮熟，取鸭肉和老姜（也被称做姜

母），搭配上胡麻油、米酒、中药的

药材包，混合放在客人面前熬煮，炭

火更佳，好似鸭汤火锅一般。

忠孝东路黄牛肉面馆

著名美食家、旅行家舒国治先生

强烈推荐，号称：“纯粹鲜香上，此

店全台北称第一”。牛肉汤香醇、鲜

腴、净清，不带一丝其他作料味（如

豆瓣、花 椒、肉桂、沙茶、番茄、酱

油）。有的行家在吃面时欲极尽酣畅

淋漓，特嘱牛肉另搁放一盘，只全心

大口呼噜吃面，肉仅偶夹一两片，所

剩肉片打包带走回家。

生炒花枝

仅凭“生炒花枝”这个美名，就

当先品为快。“花枝”是由主料鱿鱼，

配以各类竹笋、胡萝卜熬制而成的。

之所以叫“花枝”，是因为鱿鱼上部

有十个肉腕，形如花枝，于是形象地

取名。一口咬下去，会感觉到鲜美汤汁

溢出，而滑韧的花枝口感更是一绝。

舌尖上的河南
世代相傳大刀面

《兰考县志》载：齐氏大刀面发源

于清朝，创始人乃小宋乡小宋集齐东

魁，他思维敏捷，精通商道，善于经

营。清朝时期，小宋集是黄河岸边商贾

云集的码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齐东

魁看到商机，在小宋集开了家面馆，他

制作的面条口味鲜美，特色独到，食客

络绎不绝。有民众曰，"赶集上店，别忘

吃碗大刀面"、"不吃大刀面，白来小宋

集"。一时间，齐氏大刀面宾客盈门，供

不应求。

为满足食客的需求，齐东魁改变

操作方法，加快了做面速度，他将小

刀切面改为大刀切面，果然快捷许

多，生意更加红火，齐氏大刀面也由

此而得名。

清朝末年，齐氏大刀面的传人齐

东魁看到大家这么热爱吃大刀面，就

在民间大刀面的基础上大胆地对其进

行创新制作。精选优质面粉、鸡蛋清、

食盐、小苏打等，经过人工和成，再

经过长达 1.6米的擀面杖八擀八推八压，

使面皮犹如白绫，薄至透明显影，

隔面可观报纸；然后右手提刀，左

手按面，随着长 3 尺、宽 5 寸的大刀

的起落，细如发丝能穿针、长而不断、

用火一点就着的大刀面就制作而成。

水开下面，面条浮起即熟，只用十

几秒钟，细如线，晶莹透明，柔韧滑

润，口感清香爽口，食而不腻的一碗

大刀面就出锅。

夏季，用蒜汁、香醋、芝麻酱、小

磨油、姜末、葱花、香油凉拌，营养丰

富，清香爽口，味道鲜美；冬季，浇上

用鱼、虾肉、大葱、生姜等名贵调料，

慢火精炖而成的汤汁，醇香可口，味道

宜人。

大刀面又称“长寿面”，起源于宋

朝，发源于盛产小麦的兰考县，2009年

被开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开封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大刀面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

大刀切面，既细且韧。以高筋面粉、

鸡蛋清为原料，人工和成面块，再用

近一人高的大擀面杖擀、推、压，使

面皮犹如白绫，薄至透明显影，隔面

可观报纸。右手捉长近一米的大刀，

左手按面，起起落落，细如发丝的面

条便出来了。

水开下面，只要十几秒钟，面条浮

起即熟，浇上汁即可食用。夏季，用蒜

汁、香醋、芝麻酱、小磨油、姜末、葱

花、香油凉拌，营养丰富，清香爽口，

味道鲜美；冬季，浇上用鱼、虾肉、大

葱、生姜等慢火精炖而成的汤汁，醇香

可口，味道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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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宣布正式與威少續約，並召開了媒體發布會，眾多俄城球迷到
場慶祝這壹時刻。

[熱身賽]拜仁0-1皇馬

北美大都會體育場，
皇家馬德裏1比0小勝拜
仁慕尼黑。阿拉巴和伊
斯科先後打中立柱，達
尼洛第79分鐘絕殺。

德國女足狀態爆棚 6-1狂勝辛巴威取得開門紅

巴西聖保羅，裏約奧運會女子足球F組的壹場小組賽在
科林蒂安競技場展開激烈的角逐，技高壹籌的德國女足6-1
大勝辛巴威，取得開門紅。圖為德國隊波普慶祝進球。

FOX 影集《菜鳥新移民》３日在台北圓山飯店拍
攝，憑電影《醉後大丈夫》暴紅的「老周」鄭肯來台
拍攝迎娶戲中未婚妻許瑋甯，他搞笑瞎掰如何爭取加
入劇組︰「我來台灣度假，碰巧遇到《菜鳥》劇組，
為了在劇中客串，使盡奇招。我一直哭，劇組叫我不
要再哭了，我哭得更大聲。」劇組被弄到無法拍攝，
只好答應讓他演出。

《菜鳥》描述台裔移民在美國發生的趣事，昨早
拍攝黃家大兒子楊昇德和櫃台小姐的搞笑戲，及阿嬤
宋靜秀坐輪椅進入圓山飯店。許瑋甯和媒體大玩躲貓
貓，於媒體行程結束後現身，她戲分不多，據悉有部
分情節會前往美國拍攝。

劇組此行造訪迪化街、中正紀念堂、圓山飯店，
演員們來台３天，抽空逛台北 101、夜市，並與台灣
親戚相聚，劇組有童星，遵守不拍夜戲原則，於傍晚
前收工。該劇預計 10 月中在台首播。

競爭激烈的台中國際動畫影展，總獎金高達百萬元，經
動畫導演蔡旭晟、動畫插畫工作者潘心屏等評審委員評分後，
從 362 件優秀參賽作品，選出 48 件入圍作品，今年學生與業
界比率為 4 比 1，高於去年 2 比 1，顯見學生創作與創意活力，
都有可能是下一個導演。

台中市新聞局長卓冠廷表示，包括《暗河》、《他奶奶
的一天》、《水巨人》等優秀作品入圍，題材從環保、社會
弱勢到人際疏離等多元議題，呈現方式更涵蓋剪紙、手繪、

從節目《大學生了沒》出道的女星舒子晨（Nikita），漂
亮臉蛋、修長美腿，加上精湛的舞藝讓她很快地打開知名度，
近來還與好姊妹夏語心、茵茵合體挑戰各種舞蹈，常常影片
一貼出後就吸引上萬網友瀏覽，大讚她們又辣又性感。而舒
子晨在日前分享堂妹的照片後，有網友驚覺她一家根本是神
基因，妹妹完全就是「長腿空靈系」正妹，讓不少男性跪求
認識，紛紛想搶當舒子晨妹婿。

近日舒子晨在臉書上分享堂妹的照片，直呼妹妹長大後
也太正了，不僅比她高連腿還比她纖細，讓她覺得相當開心。    

曾製作過多檔知名偶像劇與綜藝節目，並跨足許多知名
藝人經紀的友松娛樂（6583），於今（5）日登錄興櫃，由國
泰證券擔任主辦輔導承銷商，每股參考認購價為 85 元，預計
於 2017 年上櫃掛牌，可望成為全台首家同時跨足綜藝、戲劇
及藝人經紀的影視娛樂上櫃公司。

友松娛樂成立於 2000 年，為台灣電視節目製作的領導標

假的！諧星出招來台搞笑 老周哭鬧求演《菜鳥》

國泰證輔導承銷 友松娛樂今登興櫃

台中國際動畫影展 48 入圍作品
創意令人驚豔

吳淡如被換角早就有預兆 徐乃麟勸她要看開

張惇涵：「全園來喫桃」
獨一無二的閃爍

鉛筆素描等創新風格，角逐影展首獎 50 萬元，還有機會登上
國際舞台。

去年榮獲「最佳台灣動畫獎」的導演吳德淳，今年以《暗
河》入圍，片中剪紙動畫風格強烈討喜，用台語說書人的方
式，增強本土親切感，去年評審團特別獎得主陳威元、詹凱
勛，今年也以風格各異的《他奶奶的一天》與《水巨人》分
別獲得入圍肯定。

影展策展人陳怡菁指出，入圍高手眾多，如今年台北電
影獎最佳動畫《撞擊測試》，曾參加東京短片節、曼徹斯特
影展、丁格爾動畫影展，導演薛佑廷的手法出神入化，難以
分辨是動畫效果或實景拍攝，台灣的優秀動畫技術與創意令
人驚豔。

竿，主要經營項目為綜藝節目製作、電視劇製作發行與藝人
經紀等業務，近年並跨足兩岸電視節目執行製作，包含歌唱
類、綜藝類、益智類與談話教育類等，製作的知名節目有：
《愛的萬物論》、《我要當歌手》、《女王的密室》、《爸
媽囧很大》、《歡樂智多星》、《百萬小學堂》、《最美和聲》
第三季及《中國好聲音重返顛峰系列》等，專業的製作團隊
與優異的節目品質，受到兩岸影視市場一致肯定。

友 松 娛 樂 2015 年 營 收 為 新 台 幣 2.51 億 元， 毛 利 率 為
29％，每股盈餘 4.32 元，綜藝節目製作及電視劇製作占總營
收比重 92％，其他版稅收入與藝人經紀業務各占 4％。

友松娛樂預計未來將增加兩岸電視劇業務投資及製作產
出比例，並參與 IP 開發的電影及舞臺劇投資，持續培育影視
製作及編劇專業人才，並建構新生代藝人的影視發展平台，
提供華人市場多元的影視服務內容，多方布局收益來源，未
來營收與獲利成長可期。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長張惇涵 5 日在市府出席「全園來喫桃」第二季開播
記者會時表示，第二季節目以 13 個主題，要讓大家看到桃園特殊的魅力，
其中，也有鄭文燦市長推薦的私房景點，歡迎大家跟著節目主持人 Lamigirls
的腳步，從 8 月 19 日開始，每個星期五晚上 6 點 30 分，鎖定北健有線電視
CH4、北桃園有線電視 CH4、南桃園有線電視 CH7 首播，每周六日一晚間 6
時 30 分在公用頻道 CH3 重播，也可瀏覽「桃園事」Youtube 頻道，一起看見
桃園獨一無二的閃爍。

張處長指出，「全園來喫桃」第二季節目，有 10 大旅遊達人推薦的主題，
包括：文青復古路線、都會時尚路線、輕便漫遊路線、濱海鐵馬路線、原味
秘境路線、滇緬異域路線、清涼消暑路線、客家美食路線、浪漫戲劇路線、
沉靜心靈路線等。還加碼夜間旅遊路線、觀光工廠路線以及鄭市長的「私房
嚴選路線」3 個隱藏版主題。市長嚴選路線包括善園客家小館、金河冬粉丸以
及閩南特色的小吃等，請大家持續鎖定節目，跟著 Lamigirls 的腳步，透過 13
大主題遊遍桃園。

市府製播「全園來喫桃」節目有三大意義。首先，節目由 Lamigirls 連
續兩季擔綱主持人，這是地方政府與在地職棒球團的合作，藉由與在地球團
Lamigo 桃猿隊的合作行銷桃園，目前也是台灣城市行銷的成功新模式。

第二、「全園來喫桃」第一季從去年 9 月 4 日開播，製播 13 集分別介紹
了 13 區的特色。根據「104 年桃園市有線電視業者服務品質暨觀眾滿意度調
查報告」顯示，在公用頻道中看過「全園來喫桃」節目的觀眾，有高達 91.6%
的滿意度；而在「桃園事」Youtube 頻道上，13 集累積超過 10 萬人次的點閱；
「桃園事」臉書粉絲專頁專文的總觸及人數也超過908萬人次，獲得相當好評。
市府希望透過與有線電視業者的合作，充實數位化的節目內容，並推廣公用
頻道，讓媒體真正貼近這塊土地及文化。

第三、張惇涵強調，「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地的故事」，桃園升格後，市
府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來行銷桃園的美好，例如：今年「2016 台灣燈會」
充分展現了桃園的多元文化以及科技夢想；「大溪文藝季」展現了大溪百年
遶境的社頭文化等。「505 濱海觀光公車」的新路線，也即將在本周六上路，
希望在夏季的山線「北橫旅遊節」之外，打造桃園的濱海之旅新品牌。

市府透過多元的活動行銷桃園，但桃園的美好不只在於假日的活動，製
播新一季「全園來喫桃」節目，就是要讓市民朋友、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
遊客，感受桃園專屬的魅力，張處長引用 Lamigirls 最新單曲的歌詞，希望透
過「全園來喫桃」，看見桃園獨一無二的閃爍。

鑑寶節目「女人要有錢」只見新人笑，不見後人哭，徐乃

麟接手吳淡如上陣，自認可以把節目做到最好，吳淡如則在臉

書上發表爆氣文，「下定決心不要當『台灣的』公眾人物了。

不想忍耐那些隨便編故事就寫的新聞，也有權利不介入因為一

點小名小利就爭得你死我活的鬥爭，更不想過『任何人都可以

對你有意見』的生活。」

吳淡如主持 3 年「女人要有錢」，日前被通知換成徐乃麟

主持，消息露出時她人在國外，5 日下午在臉書上發表心情。

經紀人汪冠瑋說，吳淡如生氣不是指單一換角過程，而是這些

年累積的事件，「此時不必多說，就等她消化完，過兩天就沒

事了。」一句「不想當台灣公眾人物了」被指可能想退出演藝

圈，汪說：「她沒有要退出，如果有其他節目找，她會積蓄自

己能量再上陣。」

其實吳淡如被換角已有預兆，節目這半年來不斷增加重播

數量，到後來每個月只讓她進棚一次。汪冠瑋說，兩周前就已

收到消息，終於確定後，她 5 日才把這段期間來的心情全用文

字表達在臉書上，雖然暫時沒電視節目，但她仍忙著廣播、寫

作、念 EMBA 和照顧女兒，生活充實而忙碌。

其實，徐乃麟和小嫻搭檔接手「女人要有錢」已進棚 3 次，

無論和鑑寶師及觀眾默契都在培養中，徐乃麟說，綜藝圈來來

去去，開節目、停節目或換人是常態，要試著看開：「人生至今，

古董、字畫、寶物我都涉獵許多，做這節目和綜藝不同，已有

素材可以發揮，不必不斷想哏，目前得心應手。」手上有什麼

特別寶物可以拿出來鑑定？徐乃麟說：「當年生活狀況好的時

候，曾花 700 萬買了一顆 5 克拉鑽石送老婆，旁邊還鑲了許多

翡翠，如果有機會，我會拿出來鑑定看看，

是否還有當年那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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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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聖女奇緣》在馬來西亞檳
城開記者會，導演高志森及一眾主角張可頤(Maggie)、
劉心悠、方力申、衛詩雅、谷德昭、張繼聰和新加坡視
帝李銘順等出席。導演高志森表示拍攝一場女主角衛詩
雅和張繼聰結婚的戲份時，分了數天動用近百名的人員
拍攝。
詩雅表示這幾個月都不停進出檳城，上個月就跟

秋生合作，今次就跟張繼聰做一對。她說：“上次拍攝
的電影是比較沉重的話題，所以心情都要保持灰暗感。
今次是喜劇，心情天天也很興奮，還有跟可頤姐和心悠
都成為了朋友。”詩雅表示今次演員都是第一次合作來
自不同門派，學到不少事情，而且都有一個共同話題就
是“榴槤”，他們還趁有空檔就相約到“榴槤山”食新

鮮跌落的榴槤。
張繼聰說最開心就是酒店有24小時服務的健身

房，他說當精力旺盛的時候就會去發洩一下，老婆見到
他晚上都在健身房就放心了。

心悠從旁向可頤偷師
張可頤很久沒接電影，今次接的主要原因是電影

是喜劇，她一直希望可以拍喜劇，加上所有演員都是第
一次合作很有挑戰性。劉心悠表示一直很欣賞Mag-
gie，合作之前也看過很多Maggie的電影，現在可以從
旁偷師。其中最搞笑是她們三個女生要整蠱戲中的世紀
賤男李銘順飾演的Gary，用盡很多以為聰明實際是搞
笑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使
徒行者》8日晚舉行首映禮，三位男主角張
家輝、古天樂、吳鎮宇型爆到場，女主角佘
詩曼穿黑色露肩喱士裙亮相，卻不敵Deep V
大露背裙好身材盡現的韓國女星Clara Lee。
Clara Lee被讚穿得性感漂亮，她表示多謝，
但也是配合戲中的性感角色，記者指她的低
胸裝將女主角阿佘K.O，Clara聞言說：“並
非如此，不要這樣說！”
古天樂跟張家輝在戲中有場被追斬的戲

份，古仔透露該場戲分了幾天拍攝故不算辛

苦，家輝則笑錢導錢嘉樂平日愛搗蛋，但正
式拍攝時卻很認真安排很好，像拍另一場撞
車戲，也用了大量科技配合，於安全狀況下
才進行拍攝。
今次戲中吳鎮宇要演獨腳戲，他笑說：

“無辦法啦，我無朋友又無對手，所以要做
獨家村，只對着部儀器在分析。”不過戲中
他跟佘詩曼亦有感情線，鎮宇即對大家讚
說：“阿佘靚女到呢！身材好到呢！”家輝
也在旁笑說：“不怕韓流襲擊，我們支持本
土的！”

香港文匯報訊（朱燁 北京報道）京劇
《謝瑤環》拍攝電影劇組建組會暨動員大會
日前在北京京劇院排練廳舉行。
據悉，此次拍攝電影就由丁曉君、王

艷、竇曉璇這三位在各自劇團擔綱出演謝瑤
環的主演分別出演謝瑤環、武則天和蘇鸞
仙。
該劇組的主演主配演平均年齡僅三十六

歲，以這個年齡段的演員擔綱電影拍攝，在
京劇電影工程中尚屬首次，也是充分展示京

劇的後備力量。而主創、顧問團隊則呈現出
經驗豐富、實力強大，有由資深藝術家組成
的主創顧問團隊為電影拍攝工程把脈為電影
拍攝成功增大了保險系數。
京劇電影《謝瑤環》舞台版將於9月23

日在長安大戲院演出，央視戲曲頻道亦將現
場直播。2017年4月，京劇電影《謝瑤環》
還將與《穆桂英掛帥》、《趙氏孤兒》、
《乾坤福壽鏡》、《勘玉釧》一起參加第七
屆中國北京國際電影節。

衛詩雅檳城拍喜劇

Clara低胸裝K.O.阿佘

京劇經典《謝瑤環》將搬上銀幕

松岡李那自認單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松岡李那（Linah）9

日聯同男子組合R-ICE去到香港銅鑼灣宣傳新歌《情
迷Milano》，新歌同時係動畫《櫻桃小丸子:來自意大
利的少年》的支持歌曲，所以小丸子亦有現身支持。
Linah與林德信（Alex）的緋聞傳咗好多年，問

Linah有沒有搵Alex評價吓，她說：“Alex唱歌、彈結
他同彈琴都叻，我沒唱俾佢聽，但有俾我的日文歌佢
聽，佢都鍾意，我以前有消遣時都有一齊唱歌。”對
於返香港可有同Alex見面？Linah說：“有成班朋友一
齊見面，有相約食飯。(係咪情侶關係？)佢從來都唔係
我男朋友，我現在都係單身，沒拍拖。””

鍾欣潼徵男友
需價值觀一致

羨慕鄭希怡有個可愛女

Twins因蔡卓妍要開工拍電影，只得阿嬌單拖出席領獎，說到早前
陳妍希來港，阿嬌因有工作在身，未能相約
一聚，至於有否買禮物送給對方的BB，阿嬌
謂：“因沒時間選購，BB用品需親自購買，
由於BB用品都很可愛，很捨得花錢買， 故
此自己一度想開嬰兒用品店做生意。”

阿嬌要揀個靚老公生個Ｂ
現時阿嬌已經有三個契女，其中一個便

是鄭希怡囡囡“梁浸浸”，但不敢再收妍希
BB為契女，怕因契得太多會影響自己生小朋
友的quota。

阿嬌覺得鄭希怡不錯，雖不是嫁入豪

門，但很幸福又有個得意女兒，阿嬌笑言：
“我基因應該不太差，都要揀個靚老公，跟
住生個仔似媽咪。”大家叫她應先找到另一
半，她笑說：“未有，自問不揀擇，就算姐
弟戀都不介意。”隨即阿嬌公開說：“快些
來追我啦。”阿嬌表示可能個人圈子太細，
要放大圈子才行，自己眼角不高，但對方必
需有基本條件，為下一代個樣要四四正正，
有經濟基礎，年紀細不重要，但要成熟，價
值觀一致，否則很難相處。

林峯支持嘉穎內地發展
林峯透露近日準備一首夏日新歌，稍後

拍攝MV會安排着比堅尼女郎 上陣，問他會

否邀女友做MV女主角，林峯強調工作分開
的。說到鄭嘉穎不續約無綫一事，林峯表示
不清楚對方合約情況，他說：“知他這幾年
有好多內地發展傾向，我們都有合作過，希
望大家在外面有機會再合作。(贊成嘉穎向外
闖？)每個人選擇的路有自己考慮，他有自己
意向和發展路線，可能他想出去學更多新事
物，面對新火花會有驚喜。”
近日有傳內地實施“禁韓令”，變相令

香港藝人增加機會？林峯謂：“不知道，但
本身好支持兩岸三地藝人，大家可以見到韓
國劇不會搵華人的藝人，反而好多韓星過來
發展，所以應該給予華人藝人多些機會，我
們有很多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峯、鍾欣潼（阿嬌）、泳兒、鄭俊泓、
胡鴻鈞、王菀之、張敬軒、GEM等歌手日前出席“香港流行音樂MV頒獎禮
2015”，捧走三個獎的林峯狀態不俗。說到鄭嘉穎不續約無綫一事，林峯
表示知道對方這幾年有好多內地發展傾向，希望在外面有機會再合作。
阿嬌表示見鄭希怡很幸福又有個得意女兒，自己揀丈夫要價值觀一致。

■松岡聯同男子組合R-ICE宣傳新歌。

■導演高志森向
各演員教戲。

■林峯在台上又唱又跳。

■左起：香港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議員馬逢國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英皇高層吳雨出席香港流行音樂MV頒獎
典禮。

■鍾欣潼表示
找男友年紀細不重
要，但要價值觀一
致，否則很難相

處。

■張敬軒和王菀之宣佈下
半年會合體開演唱會。

■左起：Clara、錢嘉樂、導演文偉鴻、佘詩曼、古天樂、吳鎮宇及張家輝亮相首映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智霖
（Chilam）拍攝節目《我的HERO》，適逢
也是Chilam的農曆生日，又是七姐誕，故此
Chilam前一晚和太太袁詠儀(靚靚)去了七姐
廟上香。

Chilam新歌《HERO》是歌頌父親，
他覺得很多歌只歌頌母親，事實上父親也是
家庭的英雄人物。
說到他和兒子魔童（張慕童）相處的苦與

樂？Chilam謂：“樂趣是可以一齊玩，苦處

是我要付出很大體力，小朋友多是喜歡拋來
拋去好似馬戲團，我的肌肉也是從中練出
來，但都很開心要好好珍惜，兒子開始大不
讓我親，但就狂親媽咪，我有些傷心，時間
真的很殘忍。”

Chilam提到老友郭富城正積極備戰月
底演唱會，兩人日前遇見，Chilam大讚對方
狀態大勇，很期待他的演出，礙於城城開秀
當日，他要到澳洲工作，不過返港後一定去
捧場。

張智霖讚城城狀態大勇

C4中國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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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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中心呼喚愛》
歐豪張慧雯演繹最“痛”初戀

由歐豪、張慧雯主演的青春
愛情電影《在世界中心呼喚愛》
發布了壹款全新的預告，比起電
影前幾款物料營造的夏日清爽、
初戀最美的清新風格，該款“心
痛版”預告畫風突變，張慧雯飾
演的夏葉入院生命垂危，歐豪飾
演的柯達雨中飆車海邊吶喊，預
示著二人的命運發生著轉折，其
中歐豪中年造型也是首次曝光。

《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由韓
國著名導演郭在容執導，歐豪、
張慧雯、楊紫擔綱主演，本片也
是三位人氣偶像首次合作，電影
即將於8月26日登陸全國院線，
收尾暑期檔。

心痛版預告畫風突變
歐豪中年造型曝光
張慧雯全程虐心
《在世界中心呼喚愛》根據

日本同名小說與電影改編，原版
催人淚下的純愛故事深入人心，
成為很多人“哭過”的回憶。而
中國版《在世界中心呼喚愛》自
從公布以來，壹直以清新的風格

作為標榜，濃濃夏日氣息，伴隨
著歐豪與張慧雯的歡聲笑語，校
園單車畫面鮮亮，展現的是初戀
最美的時節。然而美好的時光總
是轉瞬即逝，兩位主角的命運也
迎來了轉折的壹刻。

“我的人生有兩次生命，壹
次是出生，壹次是遇到妳。”作
為壹部以回憶的方式來講述故事
的電影，這款“心痛版”預告片
開場也首次曝光了歐豪飾演的柯
達中年造型，下顎依稀的胡子茬
和偏分頭造型頗有成熟之氣。預
告片在歐豪的宛若書信體的旁白
中拉開帷幕，張慧雯飾演的夏葉
甜美的笑容，兩人攜手奔跑、雨
中罰站“人生若只如初見”般的
美好，回憶中的夏日初戀的美好
溢於言表。

然而伴隨著預告片中“那些
原本平凡的日子卻顯得格外珍貴”
的畫外音，夏葉意外倒地，柯達
背起夏葉狂奔的場面，兩人的命
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比之前
夏日純愛的美好，畫風急轉直下，
原本攜手單車漫步校園的景色轉

瞬成為了柯達雨中狂奔的景象，
平時微笑可人的夏葉此時滿臉病
容的躺在床上，隨後而來的柯達
含淚訴說、海邊吶喊等虐心片
段，前後對比明顯，更加突出命
運的弄人。

歐豪張慧雯共迎未知命運
郭在容透露悲劇結局暗藏希望
本次與“心痛版”預告片

同時曝光的還有壹套話題劇
照 ，伴隨著劇照上的戳心文
字，歐豪、張慧雯美好時光不
在，將壹同面對即將到來的未
知命運。

來自韓國的著名導演郭在容
曾經表示，這版《在世界中心呼
喚愛》是自己籌備十年的心血之
作，三位主演都是由導演親自選
定，並且透露經過多年對劇本的
打磨，中國版《在世界中心呼喚
愛》的故事已經與原版有著較大
的變化，將會以自己的風格為觀
眾展現壹部全新的故事，是繼
《假如愛有天意》之後又壹部感
人至深的純愛電影。

如此壹來，對比於深入人心
的原著，中國版《在世界中心呼
喚愛》的故事又會怎樣發展呢？
其中楊紫飾演的“另壹個夏葉”
也值得關註，這位“夏葉”與張
慧雯的角色之間有何關聯？同時
在預告片結尾，柯達在夕陽之下
含淚擁吻夏葉，“我們再也不分
開”。中國版《在世界中心呼喚
愛》似乎再度留給觀眾希望，柯
達與夏葉的命運如何，約定之中
的世界中心的誓言，只待公映之
後再做分曉。

《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由北
京宸銘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霍爾果斯青春光線影業有限公
司、北京天悅東方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出品。大猩猩電影有限公
司、北京華麗視界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竣騰影業（北京）有限公
司、世紀長龍影視有限公司、耀
邦（廈門）投資有限公司、揚州
富海國龍影視投資中心（有限合
夥）、蘇州諾伊曼實業有限公司
聯合出品。8月26日夏秋相交之
際，收尾暑期檔。

歐陽娜娜加盟成龍新作《機器之血》

個人大提琴演大碟《15》
澳大利亞版812盛大發行

環球音樂旗下“大提琴演奏家”歐陽娜娜在結束完“在地球旅行”生日音
樂會亞洲巡演之後，靜心備戰全新大熒幕作品。日前，她受“功夫巨星”成龍
邀請，攜手羅誌祥加盟由成龍主演並擔綱監制的科幻動作巨制《機器之血》，
並擔任女主角。

歐陽娜娜、成龍、羅誌祥等該劇主創及主演團隊於悉尼歌劇院舉行了
盛大開機發布會。曾在《北京愛情故事》、《破風》等電影以及電視劇
《是！尚先生》中有過精彩表現並得到廣泛認可的演技新星歐陽娜娜，首
次出演科幻題材的電影就搭檔巨星，並擔任重要線索人物。對於這些突如
其來的全新挑戰，娜娜苦練功夫動作，瘋狂突擊，表現的非常專業，力求
展現出最好的表現。

《機器之血》自今年6月發布概念海報以來就吊足了觀眾胃口，更有
澳洲媒體拍到成龍現身悉尼大學。成龍在拍什麼、跟誰搭檔，成了壹周以
來媒體、粉絲猜測的焦點。據悉，成龍大哥早先在歐陽娜娜的巡演上通過
壹段生日祝賀視頻首度公開披露即將赴澳洲拍攝新電影的消息，隨後公布
電影男女主角分別是娜娜和環球EMI同門師兄羅誌祥。成龍的經典動作風
格，加上羅誌祥的鬼馬、歐陽娜娜的純真——“龍豬娜”組合的發布令人
耳目壹新。

歐陽娜娜對此次與成龍大哥合作感到非常興奮，希望自己也可以是像成龍
大哥壹樣奮力工作，為電影付出，就算拍戲拍到摔斷腿也在所不惜。成龍趕緊
擺手，笑說：“千萬不要啊！那樣妳媽媽非殺了我不可。”演技新苗歐陽娜娜
在發布會上也屢次獲得成龍大哥的盛贊，對於電影的敬業態度以及大提琴的演
奏技巧都非常贊！

對於“在地球旅行”生日音樂會亞洲巡演順利收官的歐陽娜娜，這壹天可
以說是多喜臨門，好消息接踵而至。七月初剛剛在香港結束為期2天的個人大
提琴演奏專輯《15》的宣傳活動，在澳大利亞就收到了澳洲團隊在發布會現
場帶來的驚喜。繼《15》的國際英文版於5月底在韓國正式發行,並火速登上
韓國最大音樂網站Naver首頁後，澳大利亞版本也即將與澳洲地區廣大樂迷見
面，韓版專輯也將於10月份發行。

壹旦開始就全心投入的工作狂娜娜，在給悉尼帶去壹抹青春亮色的同時，
也將自己的個人古典演奏專輯帶到澳洲，《15》大碟澳大利亞版將在8月12
日盛大推出！加盟主演大制作科幻電影的好消息壹經發出，粉絲朋友們紛
紛點贊，期待歐陽娜娜首次動作電影中的精彩表現！

苦練鞭法手臂打開花
劉青雲自認片場最危險人物

動作巨制《危城》即將於8月12
日全國公映，實力派演員劉青雲飾演
保衛團團長楊克難，時隔多年再拍打
戲的劉青雲花費三個月苦練鞭法，壹
言不合就“抽”自己，將手臂抽出條
條鞭痕，劉青雲也自認是片場最“危
險”人物，更是多次表示歉意：“鞭子
很難掌握，壹不小心就會打到其他人，
真的很抱歉”。動作導演洪金寶則對他
贊不絕口，揮鞭成180度的動作僅用三
天便遊刃有余。今日片方曝光“殺機入
城”系列之劉青雲角色海報及個人預告
片，劉青雲揮舞長鞭遊刃有余，同時凸
顯人物的忠義和擔當，堪稱影片的
“中心思想”，此外被網友戲稱“青
天”CP的劉青雲與古天樂更是上演了
壹出反目對決的精彩戲碼。

苦練鞭法越打越興奮 得心應手獲
贊“指哪兒打哪兒”

本次曝光的劉青雲角色海報，紅
黑交織的水墨筆觸下，劉青雲手持兩
米長鞭血氣方剛，壹身正氣。而長鞭
的武器設定也是動作導演洪金寶為劉
青雲量身定制，“因為要塑造壹個瀟
灑的形象，不管是近身的搏鬥還是拉
開距離過招，長鞭這個武器都很適合
劉青雲的角色。”此次出演《危城》，
不僅是劉青雲多年之後再挑戰打戲，
早前他還曾向導演陳木勝表示，“我
很久沒拍打戲，妳放心找我嗎？”，
但得知有洪金寶擔任動作導演，他便
放下疑慮。這也是劉青雲和洪金寶的
首次合作，有了動作導演洪金寶的指
點，劉青雲將壹條長鞭揮舞得格外精

彩，“洪大哥真的很有經驗，會告訴我壹
些小技巧，就能很輕松的掌握要領。”

不過，在拍攝打戲時劉青雲也曾
多次受傷，稍不留神手中的鞭子就會
抽到自己，“其實就是壹邊拍壹邊受
傷，因為鞭子要打到180度真的很難，
每次拍完打戲後我的手上就有壹條條
的鞭痕。”為此劉青雲也邊拍邊練，
僅用三天時間便掌握把鞭子甩成180度
的技巧，獲得導演陳木勝盛贊，“劉
青雲練得非常好，可以說是把鞭子用
的得心應手，指哪兒打哪兒。”動作
導演洪金寶也表示，劉青雲的練習令
拍攝事半功倍。談到這次拍攝打戲的
經歷，劉青雲顯得意猶未盡，“很享
受拍打戲的經歷，有種自己像是個小
朋友來到遊樂場的感覺，每壹樣我都
覺得很新鮮，真的是越打越興奮。”

“青天”CP上演終極對決反目成
仇 劉青雲詮釋硬氣真俠義

眾所周知劉青雲和古天樂是多年
的老搭檔，戲裏戲外默契度十足，在
本次曝光的個人預告中，
劉青雲多次與古天樂上演
對決戲碼，壹言不合就開
戰。《危城》中劉青雲所
飾演的是普城保衛團團長
楊克難，負責在軍閥戰亂
的非常時期守衛整個普城
人民的安全，而古天樂在
片中飾演的正是任性妄
為、仗勢欺人、以殺為樂
的軍閥少帥，在古天樂勢
力攻入普城後，就展開了

正義與邪惡攻守對決。對於片中的
角色，劉青雲贊道“他真的非常硬
氣”，導演陳木勝則表示他是壹位
真正的大俠，“劉青雲這壹次的角
色，是整部電影裏面的中心思想，
他是最堅持的壹個，在所有人都放
棄的時候，他還是堅持要面對強
權，甚至可以犧牲自己來面對最險
惡的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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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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