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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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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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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美金魚養殖場召開首屆股東獎勵大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8 月 13 日，佳美金魚養殖場召開了首屆股東獎勵大會。
一共有十幾位股東獲得了 500 元至 2500 元不等的現金獎勵，大家群情激昂，現
場氣氛火熱。

佳美金魚養殖場是德州最大的金魚養殖場，占地 47 英畝，位於糖城附近。
2015 年 2 月成立，從最開始的 5 個股東，短短一年半時間就迅速壯大到幾十個
股東。佳美金魚養殖場共有金魚、錦鯉等 80 多個品種的觀賞魚類，金魚品種多、
活力好，漁場從今年 7 月起開始試營業，對多家美國寵物連鎖店供貨，也接受商
戶和個人訂單，每周六漁場對公眾開放，顧客可以現場購買自己喜愛的金魚。

雖然佳美金魚養殖場成立的時間不長，但前景好、投資風險小，所以一傳
十，十傳百，老股東介紹新股東，股東的隊伍迅速發展壯大。佳美金魚養殖場的
董事長張文充滿信心地表示，要把佳美金魚養殖場做大，做到在美國上市！

當天參加股東獎勵大會的股東們個個樂開了花，連說沒想到沒想到，投資入
股不但能分紅，而且還能得獎，二次收益！佳美金魚養殖場的原始股每股一塊
錢，一千股為一個單位，認購原始股最少為一個單位（也就是一千元）。一千元
就能當股東，而且是原始股，一旦上市，股價最少翻幾十倍。據張文董事長介紹，
公司內部還實行獎勵機制，介紹新股東可累積現金獎勵，這樣一來，一次投資可
得雙倍收益。如果有興趣加入佳美金魚養殖場一起做事業的朋友，可以直接打電
話 832-605-3897 給張文董事長咨詢洽談。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凹陷修復

首先，什麼是

凹陷不破漆修復技

術呢？汽車凹陷修

復就是把汽車凹陷

部分在不破壞汽車

油漆的前提下修復到原來狀態。一般情況

下，汽車凹陷修復能達到原來狀態的是銳

角和鈍角凹陷。主要是沒有掉漆的凹陷可

以修復如初，冰雹坑可完美修復。特別對

汽車四個門及頂上的小坑修復非常實用。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並不是萬能的，僅限於

沒有車漆損傷的部分，以鐵和鋁為材質的

車輛可以修復。現在有些汽車廠商為了節

省成本，有些部件以硬塑料代替了鐵和鋁

的材質。那麼這項技術就無能為力了。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是一種對於汽車外

型各部位，因外界力量撞擊而形成各種

凹陷進行修復的國際先進技術，該技術也

大大的縮短了修復時間（一個凹陷修復

大約需 20---- 40 分鐘），和大幅度降

低了費用（大約只需傳統鈑金、噴漆的

50%）。並且經該技術修復後的凹陷部位

將永不變形和褪色，完全使車輛再次展現

原有的風采。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高低的識別方法：

1、技術差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從

正面可以看出來小點點。從側面可以看出

來凹陷或有水紋。

2、技術一般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

從正面看不出來什麼問題，從側面我們用

腦袋來回動可以看出來慢凹陷或有水紋。

3、技術好的技師修復出來的凹陷從

正面、側面等任何角度都看不出來問題。

4、看技師能不能修復死角的凹陷或

者是車金上的凹陷。

汽車凹陷修復技術的優點：1、維修

成本較低。 2、修復時間較短。 3、由於

汽車原漆不受影響汽車的價值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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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77072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道

股東獲獎，心花怒放！

三人獲得 1000 元獎勵 佳美金魚養殖場董事長張文接受美南電視采訪

8 人獲得 500 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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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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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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頭兒子”配音明星雲集
林永健半夜答應邀約

這個暑假，你陪孩子上了幾個補
習班？是否為孩子的快樂成才路操碎
了心？將於8月19日上映的央視全版
權動畫電影《新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
2一日成才》或許能給你答案。

“大頭兒子，小頭爸爸，一對好
朋友，快樂父子倆”。這一次，陪伴
大家20年的《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
將圍繞“成長與成才”主題，講述了
大頭一家人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經歷的
難忘故事。

片中，圍裙媽媽變身陪讀家長，

大頭兒子也將開啟“小小上班族”的
補課模式，大反派王博士首次亮相，
並打出“只要找到我，你的孩子就可
以馬上成功”的成功標語，將大頭兒
子選為“一日成才”計劃的實驗者。
而小頭爸爸一心想帶著大頭兒子逃離
暑假，大頭一家人的成才之路艱辛而
曲折……

該片配音陣容明星雲集，央視少
兒頻道主持人鞠萍姐姐、董浩叔叔、
金龜子紛紛為主角獻聲，小鹿姐姐、
綠泡泡、哆來咪、紅果果、毛毛蟲、

黃煒等深受小朋友喜愛的主持人也參
與到電影的配音中。

此外，在《爸爸去哪兒3》中深
受觀眾喜愛的林永健父子也加盟了
本片。據悉，這也是林永健和兒子
大竣首次為動畫電影配音。林永健
表示，自己是在半夜接到配音邀約
的電話，他立刻答應，因為大竣是
大頭兒子的小粉絲。林永健笑言，
在錄製《爸爸去哪兒3》時，大竣曾
埋怨過自己：“你能不能學習學習
人家小頭爸爸？”

祖峰談諜戰劇偶像化：
觀眾正常的審美需求而已

近日，由喬任梁、祖峰、張恒主演的諜戰大戲
《代號》正在天津衛視熱播。祖峰在《潛伏》裏飾
演的反派人物李涯給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次
在《代號》中，祖峰飾演的男主角周孝存被賦予了
更豐富的內容，有家庭生活，賢惠的妻子，除了是軍統高
層還是個炒股大亨，多重身份也讓祖峰在詮釋人物時有了
更多的展示空間。近日，祖峰接受重慶晚報記者專訪，說
到近年來諜戰劇偶像化的問題，祖峰表示這並不是壞事，
大家喜歡看帥哥美女很正常。同時他還大讚此次跟他合作
的喬任梁很謙虛，學習能力也很強。

喜歡演內心複雜的人物
記者：有人說相比之前《歡樂頌》的奇點和《北平無

戰事》的崔中石，《代號》中的周孝存才是祖峰最正確的
打開方式，你覺得呢？

祖峰：也許吧，周孝存比我之前演的人物都更豐富，
以前我演的諜戰劇中的角色好像只有工作，性格都比較執
著。

記者：出演李涯之後，你是否想嘗試其他反派角色？
祖峰：我覺得人都有很多面，所謂的壞人去殘害別人

時有各種原因。只要人物的變化軌跡能夠讓我接受，我都
可以嘗試。

記者：你更喜歡哪種類型劇？
祖峰：我是屬於外形不太鮮明的類型，不像喬任梁長

得那麼帥氣，也不像黃渤、葛優那麼有特點，我喜歡出演
相對內心複雜的人物。

讚揚喬任梁樂觀又虛心
記者：你怎麼看現在諜戰劇偶像化？
祖峰：現在有這個趨勢。不過，這不是壞事，大家都

愛看賞心悅目的面孔，很正常。我覺得除了外形條件之外
，人物性格是否合適應排在選角的第一位。
記者：你怎麼評價喬任梁在劇中的表演？

祖峰：我覺得喬任梁很合適《代號》裏馮九思這個角
色。馮九思是一個很瀟灑的公子哥，性格樂觀。我看任喬
梁發的朋友圈經常好幾天不能睡覺一直在工作，但他的自
拍都是很快樂的樣子，而且人也很虛心。我在大學曾教過
表演課，喬任梁之前也拍過一些戲，可能沒有人給他指點
，我們在走戲時就會交流得多一些，他也能迅速消化，我
覺得以後他的演技會更好。

李宗翰轉型硬漢：
感謝《謎砂》激活了我

最近，一部叫《謎砂》的電視劇每晚7
：30在東方衛視播出，喚起了觀眾對於國
產刑偵劇的記憶，畢竟電視黃金檔已有七
八年未出現過這類題材了。好劇自然不會
被埋沒，《謎砂》開播兩周，多次問鼎電
視劇收視率冠軍，並且在社交網路上聚集
了一撥粉絲。

近日，該劇主演李宗翰接受了記者
採訪。從昔日“民國小生”轉型為如今
的“警界硬漢”，李宗翰憑藉此次成功
的演出在觀眾中重新“圈粉”，聊起小
鮮肉當道、嚴肅題材和嚴肅演員何去何
從等話題，他也有成熟的思考：“有些
小鮮肉靠臉吃飯，不磨練演技，他們被
熱捧會影響其他年輕演員，特別是認真
演戲的年輕演員。”
A題材：多年沒在黃金檔看到刑偵劇了

李宗翰將《謎砂》定位為一部燒腦劇
，“燒腦劇一直有忠誠的收視群體，像美
劇的《絕命毒師》、《疑犯追蹤》開篇都
依靠‘強情節’，觀眾被情節牽著走，層
層深入地去追想結局”。《謎砂》也不例
外，開篇就吸引住了觀眾：檢察官林冰
（趙子琪飾）收到舉報，稱有警察暗中受
賄，私放罪犯，而涉嫌警察正是緝毒支隊
一隊隊長齊雁南（李宗翰飾）……

警察為什麼要私放罪犯？伴著疑問，
故事以現實與過去交替的方式交待起因：
齊雁南注意到多起國際走私毒品案均與一
名代號“老K”的毒犯有關，但“老K”相
當狡猾隱蔽，一直未被發現真面目，齊雁
南通過追蹤各種蛛絲馬跡，逐漸將嫌疑鎖
定在本地富商柯世蘭（李乃文飾）身上；
而林冰在調查中逐漸剝開真相，但意外發
現真相觸及一個巨大的貪污利益共同體
……有觀眾評價該劇：“這種一案到底的
玩法比單元式案件對邏輯和情節的要求更
高。”

該劇首播當天就有觀眾在豆瓣感嘆：
“多少年沒在黃金檔看到國產刑偵劇了！”
的確，國內刑偵劇經歷了七八年斷檔，當
年《重案六組》、《永不瞑目》、《刑警
本色》、《黑洞》等劇一度霸佔了國內電
視臺黃金檔；東方衛視這次播出《謎砂》
也算暑期檔的一股清流，從《幻城》、
《青雲志誅仙》、《九州天空城》等玄幻
劇中跑出。
B角色：“柔情小生”轉型硬漢不再回頭

《謎砂》聚集了趙子琪、李乃文等實
力派演員，沒有一個當紅小鮮肉，照樣贏
得了高收視。其中，李宗翰飾演緝毒警察
齊雁南，著實讓不少觀眾感到意外。

《梧桐雨》裏的謝佳樹、《阮玲玉》
中的張達民等民國劇角色，讓李宗翰曾有
“民國第一小生”的稱號。這部兩年前拍
完的《謎砂》算得上李宗翰的轉型之作，
此後，他還出演了電影《我不是潘金蓮》

，飾演范冰冰的前夫，是一個有著精神潔
癖的極品直男。顛覆以往形象的還有正在
熱播的《老九門》，劇中李宗翰出演造型
邋遢的冷面刀客黑背老六。有觀眾在社交
網路上笑道：“翰哥已經在硬漢路上回不
了頭了。”

雖然常演文弱小生，但《謎砂》並非
李宗翰與警察角色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我在十幾年前演過類似題材，那個戲叫
《暗戰》，但我只演了開頭——一個犧牲
了的小警察，這次才算真正接觸警察刑偵
劇，特過癮。”李宗翰覺得這個角色激活
了自己：“其實生活中我一點都不柔情，
頂多算鐵漢柔情，甚至有點大男子主義，
當年的‘柔情’只是出道時的市場定位，
我得感謝齊雁南這個角色激活了我。”

採訪中，李宗翰還狠批行業中小鮮肉
當道的現象：“有些小鮮肉靠臉吃飯，不
磨練演技，他們受熱捧會影響其他年輕演
員。有很多年輕演員演戲很認真，卻沒有
演出重要角色的機會。我不是在指責小鮮
肉們，而是要告訴大家什麼才是演員，雖
然實力派演員可能已經是小眾關注的群體
，但我希望行業能朝好的方向發展。”
C口碑：沒有宣傳不炒話題也有“自來水”

嚴肅的正劇題材，演員多為實力派，
自然沒多少話題，因此《謎砂》上線初期
並未收穫廣泛關注。但是看過該劇的觀眾
大多給出了高度評價，有人稱《謎砂》是
“中年版《余罪》”，也有人說它是“電
視劇版《無間道》”，關於“戴局是不是
內鬼？”的話題在社交網路引發很多網友
響應。

《謎砂》隨之圈了一票“自來水”，
這些觀眾大多關注的是劇情、故事、案件
的合理性，很少看顏值，“好久沒看過這
種刑偵劇，比起其他玄幻劇、偶像劇，真
是太拉升智商了！”“《重案六組》裏的
小警察已經是劇裏的戴局長啦，說話腔調
賊有范兒！”“全員演技線上，臺詞太好
聽，基本功真紮實！”還有人在豆瓣上發
長文留言，表示雖然特效、道具偶見槽點，
但故事、演技真心好，“現在遍地都是自
帶名氣、自帶粉絲、自帶劇情的大IP劇，
這樣一部劇本原創的好劇如果被埋沒，也
著實可惜。”

接受採訪時，李宗翰表示沒必要為
引起關注而生造話題：“這個時代無非
就是一個‘你消費我、我娛樂你’的互助
過程，槽點遍地都是，話題來得快去得
也快，但說到底還得看劇本身。我們沒
有用太多鋪墊和自黑引起關注，但收視
率還可以吧，我們已經很知足了。”他
始終認為還是有相當多的理性觀眾：“偵
探燒腦題材在中國一直很火，只不過突然
冒出各種‘美色’把觀眾迷惑了，希望以
後題材能更豐富。”

《紅在囧途》開機 製片人：
網紅是這個時代特殊現象

近日，網路大電影《紅在囧途》在北
京舉行開機發佈會，影片出品人張佩、製
片人任相君、音樂總監崔恕、編劇顧偉、
導演楊豐億和主演劉茗嫄、常誠、賈漪娜
、越王鉤劍、郭子龍等出席活動。

《紅在囧途》講述網紅推手馬上紅遭
遇“桃色陷阱”，面臨情感和經濟危機，
從而踏上囧途的故事。國內知名編劇顧偉
曾成功擔任院線電影《微愛之漸入佳境》
、《新娘大作戰》的編劇，為國內“奔命
”題材公路喜劇影片開了先河。

著名音樂人崔恕為影片《紅在囧途》量
身打造所有音樂，他曾為電視劇《甄嬛傳
》、《幸福像花兒一樣》，網劇《太子妃
升職記》等製作主題曲，均取得了矚目的
成績。“網紅是這個時代造就的特殊物種

和現象。” 製片人任相君說，“我們想通
過《紅在囧途》這部影片告訴人們，紅的
方式有很多種，但不要在一味的博眼球、
求上位之中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

記者了解到，此次片中的演員均為新
人，在片中飾演“鋼管女”的劉茗嫄曾作
為練習生在韓國進修四年。回憶那段時光
，劉茗嫄直言嚴苛的訓練可以忍受，但無
法忍受經紀人的不負責任和欺騙，“跟我
們要了全款去買電腦、手機等東西，結果
只付了一個月的分期人就不見了”。因此
劉茗嫄萌生退意，回國後逐步找到了自己
的定位，“與其夢想一夜爆紅，不如做一
個腳踏實地的演員，好好演戲”。

據製片人任相君透露，《紅在囧途》
預計在2017年暑期播出。

王寶強首次自導自演《大鬧天竺》獲粉絲力挺
日前，王寶強正式起訴離婚。此

前，王寶強通過微博發佈離婚聲明，
稱馬蓉與其經紀人宋哲發生不正當關
係，引爆網路。記者發現，王寶強離
婚一事也讓其自導自演的新片未映先
火。

公開資料顯示，《大鬧天竺》是
由王寶強首次自導、自演的現代題材

動作喜劇電影。 影片講述唐宇及手
下吳天、陳傑一同前往印度尋找父親
留下的遺囑，在新德里遇到美女沙麗
，沙麗受熟人之托綁架他，吳天危急
時刻營救了唐宇，兩人在陌生的印度
展開一場冒險之旅。而遺囑之所以放
在印度，更是隱藏著秘密，四個小夥
伴在印度一路上經歷種種磨煉，最終

修得“正果”的故事。
據悉，《大鬧天竺》編劇啟用

了《泰囧》的老班底，王寶強首度
跨界擔當導演。導演王寶強在拍攝
吊威亞時，意外受傷，嘴部連縫了
十針，之後寶強帶傷返回片場，繼
續電影拍攝，為自己的導演處女作
盡心盡力。

吉倫哈爾為《鐵拳》轉型硬漢
連續半年“自殺式集訓”

由傑克·吉倫哈爾和瑞
秋·麥克亞當斯攜手奧斯卡影
帝福裏斯特·惠特克主演的電
影《鐵拳》將於9月2日在內
地上映。

《鐵拳》是一部熱血動
作電影，講述的是一位傑克·
吉倫哈爾飾演的昔日拳王重
返擂臺的故事。因為一次意
外而失去妻子的拳王正處於
人生的低谷期，被剝奪了女
兒的撫養權。現在，這位曾
經的拳擊冠軍想要再度奪魁
，並且學習如何做一名稱職
的父親。

該片在美國備受好評，
其中傑克·吉倫哈爾的演技更
是受影評人推崇，被譽為近
年最成功的銀幕轉型之一。

他此次為角色進行了
“自殺式集訓”，連續6個月
，吉倫哈爾每天都去健身房
鍛鍊，每天上下午都要進行
訓練，內容包括——1000個
仰臥起坐、100個引體向上、
100 個雙杠支撐、100 個深
蹲×2組、跳繩、8英里跑步
、拳擊訓練。

《鐵拳》的導演安東

尼·福奎阿在好萊塢也以”
虐演員”而著稱，他從第一
天開始便就要求吉倫哈爾
“每天都到健身房去，讓吉
倫哈爾像一位真正的拳擊手
一樣訓練，“我讓他參加真
正的拳擊賽般對打，並且真
的有被擊中。我想要看見他
為自己所作的努力，因為除
了真正的拳擊手之外，沒有
人能了解拳擊手所作的努力
與犧牲”。

作為男主角，吉倫哈爾
坦誠《鐵拳》裏所有的拳擊
場面都是真實的，包括挨打，
“10到 200公斤的重拳打在
身體上，會讓你感覺到瞬間
腫脹、出血、倒地，有時你
甚至會懷疑自己會不會再也
站不起來。為了拍攝影片而
接受所有鍛煉，目的不僅僅
是讓我擁有如拳擊手一樣的
身材，而是讓你切實體驗到
在經歷某種剝奪後，身體與
心靈將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最大的挑戰更在於拳王霍
普是一名“左撇子”拳擊手
，吉倫哈爾必須習慣用左手
打拳。最終吉倫哈爾在增重
20斤的同時，塑造出了“教
科書一般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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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
隨着伍家朗及胡贇雙雙止步男單16
強，香港羽毛球隊已完成今屆奧運
所有賽事，教練何一鳴認為港隊有
力做得更好，希望年輕球員能夠汲

取教訓，在兩年後的亞運捲土重來。
16強面對韓國隊“老對手”孫完虎，首次出戰

奧運的伍家朗明顯敗在經驗不足，第一局一度領先三
個決勝分，可惜屢次失機被對手反勝，次局再敗下以
局數0：2被淘汰，至於另一港將胡贇亦同樣以0：2
落敗未能晉身八強。

總教練何一鳴總結港隊坦言對成績未感滿意：
“賽前我們訂下了男單8強的目標，可惜未能完成，
年輕球員欠缺經驗下發揮不太穩定，未能敵過首戰奧
運的壓力，不過我相信兩年後的亞運他們可以衝擊獎
牌。”

至於女單方面，何一鳴認為港隊新人不多，希望
“黑妹”葉姵延能夠繼續打下去，亦期待小將張雁宜
可以快速成長。混雙組合李晉熙／周凱華賽前被寄予
厚望，可惜籤運不佳令他們未能更進一步，而女雙組
合在潘樂恩經歷8個月的重傷能夠再上賽場已屬難能
可貴。

至於單車小將梁峻榮則完成自己奧運的處子秀，
出戰場地單車男子個人全能賽的他最終在18位車手
中排名11，值得一提的是這位22歲小將在個人追逐
賽及行進間計時賽均刷新個人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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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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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朗在比賽
中回球。 美聯社

奧 運 點 滴

男友遭起底 歐鎧淳感無奈
“美人魚”歐鎧淳（Stephanie）在里約奧運開幕式出任香

港代表團持旗手後一夜成為網絡紅人，被譽為“最美持旗
手”。不過，在結束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賽事後，24歲
的她曾一度流露退役之意。幸經過深思熟慮，她一改口風，表
示回港休息一段時間後再為未來打算，但肯定的是會繼續將游
泳放在第一位。對於被起底其男友是香港水球隊代表Jona-
than，Stephanie感到非常無奈稱“食得鹹魚抵得渴”。

■記者 陳曉莉

稱港乒一哥“茂李”藝人挨批
香港藝人蘇施黃16日在電台節目中對港隊制服極表不滿，

並以“呢條茂李”形容港乒“一哥”黃鎮廷，批評對方沒有把
Polo Shirt的鈕子扣好。她同時還批評港隊單車制服上的紫荊花
圖案陰影正好落在運動員的乳暈位置，設計差劣。對此，前香
港劍擊奧運代表李忠民在 facebook發表《致蘇絲黃的公開
信》，要求蘇施黃尊重運動員，又質疑蘇施黃根本不明白單車
衣在風阻及功用上設計，不應隨便作出批評。而黃鎮廷本人亦
表示，自己怎樣穿衣只在乎舒服、不影響發揮，“難道要為了

外觀而比賽？” ■記者 陳曉莉

八強憾負德國警花 最終名列第六
里約奧運

風雨突至囧事多 米勒一仆奪金
當地時間15日（北京時間15日晚至16日

晨），里約奧運結束第10天較量。不過當日，里
約風雨突至，令比賽囧事不斷：吹落了巴哈奧林
匹克公園上空的攝像機、令帆船帆板比賽推遲，
而晚場的田徑比賽更在開賽20分鐘後被迫暫停。

幸半個多小時後比賽得以恢復。不過據新華
社消息，比賽暫停前，男子撐桿跳高決賽已完成5
米50高度第一次試跳的三名選手成績全部作廢，
一切重新開始。其後支撐橫桿的器械又出現故
障，令比賽再次中斷。最終主場作戰的巴西“黑
馬”達席爾瓦以6米03贏金。中國選手薛長銳名
列第六。

同樣遇囧的還有男子110米欄預賽。在賽事
暫停前已經進行了兩組，但由於前兩組選手比賽
時的天氣情況與後三組選手相差太多，組委會決
定這兩組沒進前四名的八名選手再進行一場重
賽，最終只有牙買加的卡特獲得晉級。

沒受大雨影響的女子400米決賽，則出現經
典一幕。巴哈馬選手米勒在終點線前奮力衝刺，

仆倒越過終點線，以些微優勢擊敗世錦賽冠軍美
國名將菲麗絲奪走金牌。

米勒賽後表示：“我想（前仆）只是一種反
應，當時我腦中一片空白，等到我回過神來，發
現自己趴在跑道上，身上有些挫傷和擦傷，不
過，我還好。”

當日其他比賽，籃球場誕生男子組八強， 半
準決賽對陣為：阿根廷
對美國、克羅地亞對塞
爾維亞、西班牙對法
國、立陶宛對澳洲。

體操賽場，美國
“全能女王”拜爾斯女
子平衡木決賽中險些落
木，但仍帶走一枚銅
牌。朝鮮擁有跳馬“一
招鮮”的李世光則順利
摘得男子跳馬金牌。

■記者 陳曉莉 ■米勒在衝線前的一刻仆倒。 美聯社

■錄影圖像顯示米勒（下）率先
衝線。 美聯社

李慧詩

雖 猶榮敗
在16強對澳洲車手美雅絲

“復仇”成功，距離四
強只差一步的李慧詩尚要闖過德國
車手禾高一關，賽前豪言“若你能超
越我就一定能拿到獎牌”的她此前曾與
李慧詩碰頭兩次，各勝一場往績平分秋
色。作為200米計時賽的世界紀錄保持
者，禾高毫無疑問是獎牌的有力競爭者
之一，這場八強賽事採取三場兩勝制，
首場李慧詩選擇在後方伺機而動，不過禾
高今場戰術運用非常出色，完全遮擋在李
慧詩的前方，令向來以爆發力見稱的她無
法盡全力衝刺，雖然李慧詩在最後一圈奮
力狂追可惜仍以半個車位落敗。

第二場輪到李慧詩在前方“帶頭”，
有“女警車手”之稱的禾高向來擅於後來
居上，果然在最後一個半圈時突然發難，
利用斜坡加速一舉超前李慧詩。雖然李慧
詩其後多次嘗試再次超前，但禾高預判成
功先行佔據行車線，保持領先並衝過終
點，以場數2：0擊敗李慧詩晉身四強。

而在名次賽，李慧詩在三名對手夾擊
下在最後一圈突圍成功，僅僅落後於國家
隊選手鍾天使衝過終點得第六名。鍾天使
在16強被英國占姆絲淘汰後最終排名第
五，不過她與宮金傑在單車女子團體競速
賽的金牌，已為中國場地單車運動創造歷
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牛下女車神”李

慧詩在里約奧運爭先賽未能衝擊獎牌，八強不敵德國

勁敵禾高最終排名第六。四年來的血與汗，雖未能為

李慧詩帶來一面里約奧運獎牌，但她永不言棄的精

神，卻足以振奮人心，李慧詩作為香港運動員所散發

出的光芒，也給全球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慧詩（左）不敵德國的禾
高無緣四強。 法新社

■李慧詩（左）在比賽中
始終處於下風。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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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舌尖上的廣西 走街串巷吃遍廣西米粉
广西作为“米粉大省”，粉

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市的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各种米粉店。在广

西呆的久了，越发的理解本地人

对米粉的热爱。他们可以一天嗨

三顿粉，老友粉、螺蛳粉、酸粉

......百吃不厌，天天吃也不会腻。

大街小巷走两三步就可以遇到一

家“米粉店”，当然也有散满街

道的酸笋味道。现在就跟着我们

一起走街串巷，去扒一扒那些本

地人常吃的米粉吧！

一、老友粉

老友粉口味鲜辣，汤料香

浓，开胃驱寒，南北方的食客都

比较容易接受，深受人们的欢

迎。因为它价格亲民，口味独

特，如今老友粉已经成为南宁的

标志性特色小吃,无论是本地市民

还是外地游客都喜欢到老牌的米

粉店里嗨一碗老友粉。夏天吃后"

大汗淋淋 "，冬天吃后 "浑身暖

暖 "。就是这酸辣够劲的老友粉

hold住了那些靓仔阿妹的心。

刚到南宁我也挺好奇这“老

友粉”是怎样的一碗粉，难不成

里面有“老友”？后来听当地的

朋友介绍才知道，原来这碗“老

友粉”里还有个暖心的故事。很

久以前，一位老者每天都在一个

茶馆喝茶，有几天因为风寒患了

感冒就没出门喝茶。茶馆老板听

说后，将精制面条佐以爆香的蒜

末、豆豉、辣椒、酸笋、牛肉末、

胡椒粉等煮成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送给这位老者食用。老者见到这

热辣酸香的面条后食欲大增，心

情大好，将这一碗面条吃了下

去。吃了面之后，老者发了一身

大汗，第二天感冒就好了。病好

了之后，老者对茶馆老板心存感

激，就写了“老友常临”的牌匾

送给茶馆老板，“老友面”由此

得名并渐渐名扬八桂。老友粉正

是从老友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成了现在家喻户晓的美食。

二、螺蛳粉

螺蛳粉，可以说是每个游走

他乡的广西人心头抹不去的乡

愁。外地人对螺蛳粉可能掩鼻而

过，唯躲之不急，然而每个广西

人对螺蛳粉都有说不完的爱。在

这里生活久了，对螺蛳粉也由恨

生爱，最后在那酸笋的味道里，

欲罢不能，再也不能拒绝这碗重

口的螺蛳粉！

螺蛳粉中的圆粉，采用的是

干粉，在煮之前需要泡一下，这

样的粉筋道爽口有嚼劲。螺蛳粉

的汤是采用螺蛳熬制而成，味道

鲜美，加上几个油果和油炸过的

腐竹，让这碗螺蛳粉甚是勾魂。

三、卤菜粉

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这

里，不尝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怎

成？桂林米粉不同于螺蛳粉，这

里的粉是大米磨成浆后压成的圆

柱或者片状。圆的人们叫做圆

粉，片状的人们称为切粉，通常

你点餐的时候服务员会询问你一

句：“要圆粉还是切粉“。这种

分洁白、细嫩、软滑。

来一碗经典的桂林卤菜粉，

加一块脆皮，香而不腻，咬起来

嘎嘣脆，再到配料台上添点酸豆

角或酸菜，极大的满足感由内而

发。待你吃的口舌生香时留点碗

底，再舀一勺热乎乎的骨头汤，

晃匀下肚，定会吃得全身毛孔打

开，酣畅淋漓。

四、生榨粉

生榨米粉是一种富有壮乡风

情、方便快捷的早餐，因为这种

米粉是现榨现吃的，所以才有

“生榨米粉”这一说。一大早，

走进街头巷尾的生榨米粉店，窗

口早已战了很多顾客了，老板娘

一边配料，一边忙着收钱。“二

两加卤蛋”，老板娘利落的接过

钱，老板则舀一勺米浆，放进镶

有几十个圆孔铜板底的榨具，压

榨到锅里后，待翻滚几分钟，米

粉浮出水面，就可以用网兜捞

起，放入碗内，着一些列动作一

气呵成，不半点拖泥带水。老板

介绍说，生榨米粉煮的火候不够

或者煮过了，就容易一夹就断，

这样子就要遭顾客嫌弃了，在刚

开店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

况，顾客不断抱怨，后来慢慢掌

握了火候，既不耽误食客吃饭，

也提高了效率。米粉装到碗里，

老板娘接过米粉配上煮熟的瘦肉

末、豆腐丝、青菜丝、花生米，

一碗热腾腾的生榨米粉就上桌

了。食客可以在配料台根据个人

口味加入高汤、酸笋、酸豆角等

配菜。极富壮乡风味的正宗生榨

粉制作好了，那浓郁的香气令人

胃口大开，吃两大碗绝对没问题。

最传统的要数蒲庙镇的生榨

米粉了，这里的米粉软、滑、香，

还有与众不同的微酸味道。而且

着微酸并不是我们通常的食醋，

二是而是在加工米粉过程中产生

的一种能帮助食物消化的酵母菌

后自然形成的一种味道。所以这

种味道是米粉本身的味道奥，吃

生榨米粉能吃到这种“馊味”，

就说明你找对店家了！

五、宾阳酸粉

刚才讲的生榨米粉是天生丽

质自带酸味，下边我们要讲的则

是一款爽口消暑的夏日必点美

食。酷夏来一碗这样好吃没商量

的酸粉，不仅嗨到爆，更能解暑

润肠，让你心情大好。宾阳酸粉

历史悠久，他以接地气的民间风

味而让人念念不忘，在这个酷暑

时节，来一碗酸粉，想必你会顿

感凉爽透体、心旷神怡、精神倍

增，具辟邪祛暑的神奇功效。

宾阳酸粉粉质雪白幼嫩，吃

起来爽滑可口、酸甜适中、柔滑

香脆。走进酸粉店，吆喝一声，

问老板娘要一万酸粉，只见老板

娘把酸甜的酱水拌到蒸粉托里，

加上几片红烧肉、店里秘制的腊

牛肉、脆皮，再拌上酸豆角、花

生米、蒜末、辣椒等作料，一碗

色、香、味俱全的酸粉就呈现在

你眼前了！

六、生料粉

生料粉，是玉林独具地方特

色的传统风味食品。这里的生料

就是指猪肝、猪肠、瘦肉片等猪

杂，从配料就可以看出，这一碗

粉多么朴实。其实，生料粉在解

放前已出名。至今在广西区的

“粉界”也已占据一席之地。

做生料粉，要先将小锅中先

放入骨头汤，烧开后放入生料，

快速调味后放入粉，煮熟了生料

后，粉也可以了，在汤碗中放入

碎葱和熟油，然后起锅倒入碗中

即可食用。这种粉的味道鲜美，

肉质原汁原味，口感好，而且由

于肉汁和粉结合的时间较长，因

此粉的味道和肉鲜合二为一，选

料中必须是当天新鲜的生料，猪

肝鲜红，煮出来软嫩不硬，瘦肉

为粉红色，由于不像其他地方会

放入嫩肉粉调节肉的口感，煮熟

后肉质并不滑，而是嚼起来很有

肉的纤维感，最后是粉肠了，粉

肠煮得时间要把握好，口感应该

是爽脆的，没有任何异味，由于

它的形状特殊，会残留较其他两

者多的酒味，因此会透着轻轻的

米酒香味！

七、防城卷粉

在街边小巷，你会常看到卖

卷粉的小摊，观察久了，你会发

现，所有制粉的工具也都类似，

一口罩着纱布的大锅，一盆研磨

好的米浆，一条挑粉兼卷粉用的

竹扦，一块摊凉粉皮兼卷粉的马

口铁皮，一盆馅料，一把蘸油用

的鹅毛扫，一碗油。一勺米浆被

放到蒸锅的纱布之上，扣上锅盖，

一两分钟后米浆变成了粉皮，锅

盖一开，锅里的蒸气在灶台周围

四下散开，做粉的人用竹扦轻刮

纱布，将蒸熟的粉皮挑出，然后

放置在旁边，转身又将一勺米浆

摊放在蒸锅里，回过头来便将早

已准备好的馅料撒在粉皮上，然

后立即用竹扦将粉皮卷成条状，

末了再用鹅毛扫从碗里蘸些油抹

在马口铁上，整个工序一气呵成，

讲究的是双手与眼的协调配合，

数秒钟之内米浆即变成了卷粉。

当地人吃卷粉，喜欢现在灶

头打一碗汤，在汤里面撒些葱段，

吃的时候可以沾一下汤，蘸一点

醋，在淡淡酸味的刺激下，仿佛

食欲大增，能吃掉好条的卷粉。

八、粉虫

粉虫算是广西比较传统的小

吃，因为它外形像虫草，所以人

们想象的称它为粉虫。吃起来软

滑有弹性。可以配上猪肉、牛肉

或者杂烩炒粉虫，也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做成粉虫汤。粉虫的做

法和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些，或压

榨煮熟或摊平蒸熟不同，粉虫是

手工一条一条搓出来的。有点像

西北面食中的搓鱼儿。中间稍

粗，两头尖细，因为整体比较柔

韧有形，所以吃起来口感比较饱

满。

油光光、白嫩嫩的红色、白

色和黄色的粉虫，浇上麻油、苏

梅酱，酸醋豉油辣椒酱，再放上

一小撮氽过滚水的绿豆芽和韭

菜，再来点酸豆角或者酸菜，可

谓色、香、味俱全，又软又爽滑，

好嚼好咽，那酱、那菜、那搓成

各种条纹栩栩如生的粉虫搅合在

一起，就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很

吊胃口，吃胀了肚也不觉得腻。

十、隆安粉利

壮乡的乡亲都知道，粉利都

是在过年前做的，对与庄稼人来

说，秋后粮食入仓，天气阴冷，

年前已无事可忙，大伙儿围坐在

火堂旁，嬉笑着准备每年必不可

少的“年货”---粉利，还一边兴

高采烈地谈论着一年的辛劳、一

年的收获、一年的喜悦。对于他

们来说，粉利代表着大家的和

睦，邻里的互敬互爱。Q弹爽口

的粉利也是过年过节小朋友的最

爱，有点像年糕，但是制作及烹

饪手法则大大不同。开吃之前，

先了解一下粉利的制作过程吧！

粉利也是用稻米米浆做成的，用

米浆搓成小圆柱，上火蒸至八成

熟，取出晾干就是我们的粉利

了。制作成条的粉利等晾凉冷却

后，状乡人一般要放入冷水中保

存，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开

裂。为了防止泡在水里的粉利发

酵，也为了保存更长的时间，就

要勤换泡粉利的水。

粉利复杂的制作工艺，为这

一美味奠定了基础。粉利做好

后，吃法更是多种多样了，你可

以直接蒸熟蘸酱油吃或者切成条

状、片状，配上腊肉、芹菜或菜

花、青蒜等烩炒装盘食用。在做

的时候可以不用烹饪很长时间，

让煮在锅里的粉利变的柔软就可

以食用了。这么多的食用方法是

不是让你眼花缭乱？那就来到粉

店，吃一碗粉利吧！

来讲讲你最喜欢的家乡米粉

是哪一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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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約奧運會小組賽第五場比賽，中國男籃60-94塞爾維亞，小組賽五
連敗出局。上壹屆倫敦奧運會中國男籃也是5連敗出局，兩屆奧運會中國
男籃壹場不勝。本場比賽易建聯得到20分，翟曉川11分，郭艾倫8分。

英超首輪開始 1場較量，曼聯客場 3比 1
擊敗伯恩茅斯，穆裏尼奧執教紅魔首場英超開
門紅。馬塔上半時首開紀錄。下半時，魯尼頭
球破門，伊布遠射打進世界波，馬夏爾2次助
攻。亞當-史密斯扳回壹分。

男子400米決賽：
範尼凱克破紀錄奪冠

伯恩茅斯1-3曼聯

2016年裏約奧運會田徑大項結束了男子400米決賽爭奪。南非選手
範尼科爾克以 43秒 03獲得冠軍，打破了美國選手邁克爾-約翰遜在
1999年8月26日創造的43秒18的前世界紀錄！格林納達選手詹姆斯以
43秒76獲得亞軍，美國選手梅裏特以43秒85獲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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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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連身裙Q遮孕肚
霍建華光頭被封最帥皇帝

沈玉琳0恥度月賺300萬 許聖梅區區85萬算啥

林宥嘉自洩手汗症 牽起馬子好鹹濕

霍建華和林心如峇里島浪漫完婚，小倆口婚後各忙各
的，霍建華投入古裝劇《如懿傳》拍攝，剃頭造型搭英挺
五官乾隆扮相曝光，被封 「史上最帥皇帝」 ，他在劇中妃
嬪成群，戲外和孕妻暫時分離約3個月，她昨被拍到穿寬
鬆連身裙、平底鞋現身北京機場，工作結束預計專心待產
。

扯上《還珠》紫薇
霍建華在《如懿傳》飾演多情乾隆皇，和眾妃子有不

少感情戲，他扮相表情嚴肅，頗有皇帝威嚴，但重點絕對
是帥，網友讚 「皇帝長成這樣才值得妃子宮鬥」 。而乾隆
角色，也被點出和林心如18年前在《還珠格格》的紫薇有
所牽扯，因紫薇是乾隆私生女，只能說粉絲好入戲。

霍建華忙拍戲，林心如工作暫告段落，昨被拍到身穿
白色連身裙巧妙隱藏孕肚，只是一個轉身，她背著粉色小
背包，少女心十足。

演藝圈最厚顏的沈玉琳昨舉行單
曲《人狗情未了》發片記者會，把阿
霞驚楞了，這傢伙從製作人變名嘴，
從通告藝人變歌手，他昨說是自己投
資250萬元出片，為的就是年底尾牙
撈錢，他一出場就秀饒舌，阿霞聽完
之後，只想說， 「難怪他敢在鬼月發
片」 。

自誇 「沈不挑」

許聖梅日前談到名嘴末日錢難賺
，但她月撈85萬元，仍是驚死人的高
收入！而沈玉琳也臭屁自稱 「沈不挑
」 ，通告從有線電視第1台接到100台
，1個月最多100個通告，若加商演、
活動主持、演講，阿霞以他一場通告
酬勞約2萬元估算，他的月收可達300
萬元！

吞壯陽藥拼2胎

難怪他轉型當藝人後，還清5年
前開製作公司欠下的3千萬元債務，
目前在內湖、五股各買1棟50坪的房
子。48歲的他跟小17歲老婆芽芽恩恩
愛愛，育有1歲大的女兒，正在拼第2
胎，他笑說： 「我接過壯陽藥通告，
舉凡鹿茸、鱉精都拿來吞，體力ok。
」 阿霞對老沈甘拜下風，只好送上匾
額一座 「恥度沒上限」 。

林宥嘉出席公益活動幫弱勢青少年招募學費，他七夕時
在微博曬出和女友丁文琪的自畫像，阿霞昨一問才知道他們
兩人那天是去百貨公司約會、畫畫，愛女友的他逛街時都會
跟丁文琪牽手，但他超會流手汗，自爆一下子就濕了。

靠視訊戀愛
阿霞聽說他接下來要忙到海外宣傳專輯，問他會不會沒

時間陪女友，他無奈回： 「在台灣的時間比較少。」 打算靠
視訊和丁文琪維繫感情，阿霞建議林宥嘉可以牽著女友跑宣
傳，邊工作邊談戀愛，感情永遠 「濕情畫意」 。

司馬玉嬌離婚+喪母+扛債+養兒
酗酒毀容斬心魔重生

63歲的資深藝人司馬玉嬌歷經婚
姻失敗，焦慮纏身，甚至酒後失足毀容
左下巴留下5公分疤痕，日前她接受
《蘋果》專訪，打開心房揭露黑暗過往
，她坦言當年婚姻破碎，且母親驟逝，
她要扛500萬房貸及撫養2個兒子，才
焦慮到借酒澆愁，後來為兒子重新振作

，近年來到身心健
康科定期治療，不
再酗酒，並積極投
身公益。
司馬玉嬌 14 歲

演出首部黑白國語
電影《八美圖》，
之後接歌仔戲電影
《鄭元和與李亞仙
》，被楊麗花相中
，演了《洛神》等
多部台視楊麗花歌
仔戲，星途順遂，

1991年還登上國家戲劇院，演出歌仔
戲《呂布與貂蟬》，她也曾受邀主持綜
藝《天天開心》，念出大家耳熟能詳的
謝幕詞： 「30分鐘咻一下就過去了。
」 紅極一時。

喪母借酒澆愁

35年前她當紅時嫁作人婦，
卻開啟了人生艱辛的歷程，當
時她將賺來的錢全投入丈夫的
生意，卻是 「有去無回」 ，她
扛不下經濟重擔選擇離婚，又
因前夫競選國代，為了維持形
象，2人破鏡重圓2度結婚，

但最後國代沒選上，兩人婚姻也沒保住
，2度離婚，前夫無法付生活費，由她
獨自撫養2子。

2子事業有成
她不願以 「離婚」 定義往日情，稱

「是感情遇到瓶頸走不下去」 ，但她當
時獨自撫養2子，背負500萬元房貸，
最疼她的母親驟逝後，內心惶恐不安，
開始借酒澆愁。她說為了兒子重新振作
，定期治療，賣掉在宜蘭710萬元的房
子，供兒子讀大學，剩下的錢支付房貸
，終於還清銀行貸款。

回首過去，她坦言對前夫沒有恨，
至於前夫當年對她家暴、出軌的傳聞，
她說： 「為了小孩，不願多談，畢竟孩
子的身分證，他永遠是孩子的爸」 。而
她的兩個兒子，老大35歲、老二也30
歲了，工作有成，放下重擔的她只希望
再跟好戲結緣。

KID被爆劈腿吳怡霈 許維恩幫腔滅流言
35歲的許維恩和32歲KID今年4月認交往，昨卻驚傳

情變。讀者爆料本月3日在KID出席醫美活動的後台，聽
到他疑似劈腿吳怡霈被許維恩發現，因此跟吳怡霈提分手
，2人為此爭執。但KID昨駁斥： 「太誇張了，我跟小恩
好得很。」 吳怡霈也否認， 「我跟KID只是主持，私下沒
互動」 。不過許維恩卻語帶玄機說： 「我無所謂的，交朋
友是他的自由。」 沒否認此事。她今在臉書為KID、吳怡
霈說話，重申兩人本來就有交朋友的權利和自由。

讀者指KID日前於活動開場前曾在後台跟吳怡霈吵架
，2人吵完後臉色都不好看，讀者描述： 「有聽到KID要
跟吳怡霈分手，吳怡霈不想，KID回說沒辦法，因為女朋
友已經知道了。」 加上後來看到許維恩14日凌晨在臉書發
文： 「信任一旦被破壞要再重新建立真的很難！」 許多網
友猜測她疑似和KID分手，該讀者才決定提供線索。

記者事後求證KID，他先大叫： 「什麼東西啊？太誇
張了啦，我等一下還要跟小恩去吃飯。」 對跟吳怡霈傳交

往，KID澄清： 「我們完全沒曖昧，她都有男朋友了。」
表示許維恩管他管很嚴。至於許維恩為何PO疑似情變文
？KID解釋： 「她不是在講感情的事。」 吳怡霈也納悶說
： 「怎麼可能？當時我經紀人跟助理都在後台，我一到就
忙彩排，根本沒空和KID講話。」 表示2人沒交往。

最後記者求證許維恩，一開始先問她為何po疑似分手
文？她以簡訊表示： 「是其他工作的問題，別擔心，謝謝
關心。」 之後又再傳訊息說： 「其實我不太管他的事情，
我無所謂的，交朋友是他的自由。」 答案耐人尋味。

而昨晚許維恩出席家族聚會，在臉書直播，也可見到
KID身影，似乎以行動滅情變。許維恩姊姊許路兒也po出
合照，謝謝大家為她慶生，照片中KID和許維恩都穿著藍
背心，之間隔了2位許家姊姊。

KID今也在臉書再次澄清， 「最近跟吳怡霈（Patty）
主持大學生了沒，跟她學了很多東西，也發現我們是可以
互相打鬧到不行的朋友，我們兩個聽到新聞的時候傻眼到

不行，想說這樣也可以喔！」
KID因主持《綜藝玩很大》出外景，跟女藝人常朝夕

相處，外界好奇他如何給許維恩安全感？KID日前受訪曾
透露： 「憲哥（指吳宗憲）都在啊，有時候他還會幫我跟
小恩報備，所以我跟憲哥在，小恩就很放心。」

不過KID也坦言自己桃花快要多過憲哥， 「憲哥現在
發現很多女藝人都慢慢靠攏我，可能因為我出外景空檔都
會和她們熱絡吧，但我是希望她們趕快進入狀況，因為第
一天大家還不熟，但我跟她們聊天吃宵夜拉近距離後，隔
天就會發現她們錄影比較放鬆。」

如今KID卻因和吳怡霈搭檔主持中天《大學生了沒》
，2人被爆疑似擦出愛火，也讓他和許維恩的戀情面臨考
驗。

吳宗憲聽聞後對KID與許維恩這一對表示： 「前前後
後的事情我都沒有參與到，就祝福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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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佳麗穿着不同款式的間條系列泳裝
亮相。6號馮盈盈（Crystal）身材向來

有料，她在出發前也表明期待泳裝上陣，豈
料16日她的表現令人大跌眼鏡，她穿上大會
提供的泳裝後上圍突然“消失”。Crystal對
於上圍縮水的話題，也顯得甚為避忌，支吾
以對回應指是角度、燈光問題，泳衣設計亦
可能有問題。被問到她在網上的照片顯得玲
瓏浮凸，但現在突然消失，與網上大不同？
她強調：“不可以用‘消失’來形容，近來
節食修身，個人的肌肉只是比較緊緻了。”

反觀5呎9吋的2號劉穎鏇（Tiffany）外
形最搶眼，雖然穿上一件頭泳裝，但仍憑着

34.5D驕人身材成功突圍，16日見她亦明顯修
身，狀態愈來愈勇。不過對於成為現場焦
點，她略顯尷尬，問她首次穿泳衣見傳媒會
否不習慣？她坦言有點不習慣，在美國雖然
也經常去沙灘，但不習慣被人望着又影相，
平時亦不會穿得好性感。Tiffany又透露自己
正積極keep fit，已瘦了6至7磅，但對現時的
身形仍未感滿意。

張寶兒出現輕微離罩
另一位搶眼佳麗是 5 號蘇韻姿（An-

drea），她個子矮小，但禾稈冚珍珠，着起吊
帶泳裝谷出心形胸；至於4號代蓮曦丹美繼續

甫士王上身，非常自信，她靠游水和打跆拳
道去練線條。

有“選美王”之稱的7號陳雅思（Bon-
nie）與麥明詩好友3號張寶兒（Bowie）以同
一款三點式示人，身形同樣瘦削，Bonnie被
發現腋下離奇“起褶”，Bowie則出現輕微離
罩情況。

16日下午，眾佳麗前往參觀日本最著名
的職棒場地之一“福岡巨蛋”，體驗日本
人最熱愛的棒球運動，觀賞職棒球隊練習
的情況。一班佳麗將於未來數天，透
過學習及體驗日本的各種傳統文化，
以發掘她們各自獨特的個性及美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影《點
五步》15日晚舉行首映禮，演員廖啟智與嘉
賓溫碧霞（Irene)、林敏驄、許鞍華、王喜、
Shine等到場支持。Irene上月底於峇里島度
過50歲生辰，便立刻投入工作到北京拍廣
告，可是卻病了兩天，不過其粉絲為她開了
個驚喜派對為她補祝生日，令她好感動，也
感到時間過得很快，會好好珍惜身邊所擁有
的，包括朋友和工作。

Irene表示驚喜派對上，粉絲送上一個六
層大蛋糕和禮物，之後拆禮物才發現一位男
粉絲送了一隻價值70萬港元的名錶給她。
Irene說：“粉絲的一番心意我好開心，但實
在太名貴了，我寧願將送給我的禮物的錢，
用作慈善，去幫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例如
起學校，我會更加開心。”她坦言老公都有
送珠寶給她，但有些只戴了幾次感覺好浪
費，所以希望粉絲對她的心意能轉化成善心
幫人。笑問送名錶的男粉絲是否好靚仔？
Irene笑言是屬於穩重型，老公有否吃醋？她

笑指應該不會了。
林敏驄有關心好

友邵音音心臟病入
院，阿驄戲言音音姐
只是去看婦科沒大
礙，他曾致電音音姐
卻無人接聽，之後找
到其女兒，說她只是
上了廁所。阿驄所知
音音姐是到韶關工
作，但她又開直播，
又有好多猛男陪住太
過高興，已經“㷫合
合”，加上天氣熱才
輕微中暑，她女兒就
一腳踢她入醫院，應
該這兩天可以出院，就是血壓低了一點。不
過有報道指音音姐是心血管撕裂，阿驄口不
擇言說：“她的絲襪裂了，可能high得滯，
等出院我再幫她拔罐。”

溫碧霞獲男粉絲送70萬名錶

十強佳麗泳裝亮相身材見真章

香港文匯報訊 《2016香

港小姐競選》十強佳麗16日

在日本福岡進行第二日外景拍

攝，並首次穿上大會提供的泳

裝見傳媒。一向被指是有料之

人的6號馮盈盈，穿上大會提

供的泳裝後上圍突然“縮

水”，與網上照片大不同；相

反2號劉穎鏇憑着34.5D驕人

身材成功突圍，愈戰愈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任白戲寶《牡丹亭驚夢》由
徒弟陳寶珠及梅雪詩（阿嗲）於文化中心再度公演七場，15日晚
首場順利演出，師父白雪仙特來捧場看足全場，寶珠與阿嗲謝幕
時，熱情粉絲紛紛湧到台前拍照，粉絲更向坐在前排中間位置的
仙姐說多謝，仙姐隨後沒接受媒體訪問便由好友護送離開。完騷
後數十粉絲改在後台門外守候，還高舉燈牌支持偶像。

寶珠姐跟阿嗲於後台接受訪問，對於再度演出是否感滿意？
寶珠姐表示永遠不會滿意的；阿嗲亦說：“希望明晚再好一點！
但都多謝大家，留到這麼夜，這麼辛苦！”提到5月曾演出過20
場，寶珠姐表示休息了一段時間，體能上也應付得到，不過也要
好好保護聲線，不好再感冒。仙姐來看足全場，阿嗲帶點擔憂
說：“見她今晚沒出聲，我想我應該做得好曳！”記者指仙姐有
笑容，她才笑着說：“有笑就好了，她一向比較嚴格。”寶珠也
表示台下太黑看不清楚師父坐的位置，總之演出時是專注演戲，
之後會親自上仙姐家聽取意見，其實平時仙姐都會有紙仔留給她
們的。上次仙姐給了哪些意見？阿嗲指都是叫她們加倍努力，奈
何自己怎做也達不到師父要求，也只好盡最大努力。

阿嗲多謝“古先生”
寶珠姐有兒子楊天經來捧場，她坦言天經常常帶給她正能

量，故此到兒子演出舞台劇時，她表明會每場都捧場，實行要做
星媽。問會否給天經意見？寶珠姐說：“沒有呀，他都演過幾
次，經驗比我還更豐富！”

完成訪問後，天經與太太為寶珠姐送上愛心暖水潤喉，並代
古天樂送贈多張《使徒行者》電影戲票，阿嗲笑着表示要多謝
“古先生”，天經則指這樣叫古仔不知他會否懂得回應，阿嗲帶
笑說：“那應該叫樂哥哥？樂Dee Dee？多謝你！”

《牡丹亭驚夢》載譽歸來

仙姐帶笑捧場 寶珠不自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周
柏豪16日為護膚品
牌設計獨有生日蛋
糕，並以天然材料
炮製健康食品，柏
豪有感工作生活顛
倒，在食方面會以
健康為主。

近日他忙於與
蔡卓妍（阿Sa）合

拍新戲，早前兩人便完成一幕親嘴鏡頭，柏
豪說不是太激，又指今年跟阿Sa較熟稔。

此外，柏豪手頭仍有另一部電影和拍攝
有韓星參與的內地真人騷《陽光藝體能》，

有傳因內地實施“禁韓令”，致令首度拍攝
真人騷的柏豪大為得益，焦點都放在柏豪身
上，對此，他表示：“這事（指禁韓令）發
生前已經開始拍攝，所以不受影響，韓星姜
虎東仍有拍攝，（加重你演出機會？）不知
道，因節目是講運動籃球，大家覺得我表現
不錯，隊友便投選我為隊長。”

說到網民惡搞短片，將柏豪拍成NBA
籃球明星，他表示：“有看到，挺好玩，不
會反感，網民都要花很多時間去做，多謝大
家，（繼余文樂便輪到你被惡搞？）一直都
講我和他，只要無傷大雅，大家嘻嘻哈哈開
心下便算。這次網民好有誠意用心製作，香
港值錢在大家好有創意文化，夠快觸覺又
強，搜索組很厲害，這些是香港優勢。”

柏豪讚網民惡搞短片有創意

■溫碧霞望粉絲對她
的心意能轉化成善心
幫人。

■代蓮曦丹美
繼續甫士王上
身。

■天經夫婦為寶珠姐送上愛心暖水潤喉。

■首場演出順利，寶珠、阿嗲等答謝戲迷支持。
■白雪仙看足全場。

■馮盈盈
令人大跌
眼鏡。

■劉穎鏇憑着
34.5D 驕人身
材成功突圍。

■十強佳麗首次穿上泳裝見傳媒。

“ ”

■周柏豪在食方面以健
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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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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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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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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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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鎮偉執導，韓庚、唐嫣主演，莫文蔚、吳
京、胡靜友情出演的“西遊”系列電影《大話西遊3》
將於9月15日中秋節起在全國上映。今日，該片曝
光壹組“情懷版”海報，主演們以經典造型震撼亮
相，濃郁的水墨畫風韻味十足，熟悉的場景瞬間將
觀眾的記憶帶回到二十年前。

“情懷版”海報還原經典 至尊寶紫霞感動回歸
自《大話西遊3》宣布定檔以來，這部情懷滿溢

的作品就備受影迷期待，最新曝光的“情懷版”海
報也讓觀眾得以窺見更多影片細節。該款海報以
黑、白、灰為主色調，水墨畫般的質感充滿古樸的
東方韻味，悠遠深沈的意境勾起觀眾無限遐思。此
外，張揚的金色雖然著墨不多，卻極為點睛，與海
報清冷的基調相對比，營造出今昔壹體的感覺，更
與影片中時空穿梭的概念遙相呼應。海報中，韓庚
飾演的至尊寶仿佛穿越時空而來，略顯憂傷的神情
讓人對其在影片中的遭遇猜測不已；唐嫣飾演的紫
霞似在人海之中尋找著什麼，雖身處鬧市之中卻帶
給人深深的孤獨感；孫悟空雙手遭到禁錮，盤腿獨
坐的側影顯得無奈又無助。值得壹提的是，作為
“西遊”系列電影的靈魂人物，導演劉鎮偉也在海
報中亮相，他手拿劇本滿懷激情地為演員講戲，全
情投入的樣子極具感染力，亦透露出對於影片的珍
愛之情，20年後導演攜手全明星陣容再拍“西遊”，
真情演繹必將為影迷帶來無盡的感動。

壹部電影壹生牽絆 傳奇再現引人期待
由香港導演劉鎮偉執導並擔任編劇的“大話西

遊”系列電影《月光寶盒》和《仙履奇緣》是壹代
中國影迷心中永恒的經典，其無厘頭搞笑的風格深受觀眾的喜愛，至尊寶
和紫霞淒美的愛情故事更成為影迷心中永遠的缺憾。談到“西遊”系列電
影，導演劉鎮偉表示與“西遊”的緣分壹言難盡，經過19年的思索，自己
終於想通故事應該怎樣收場，即將上映的《大話西遊3》將會彌補20年前
的遺憾，至尊寶和紫霞會迎來全新的結局，觀眾壹直困惑的問題也將在影
片中得到解答，《大話西遊3》是“西遊”的“終結篇”，也是對自己和
觀眾的壹個的交代。“大話西遊”系列電影是導演的壹生所愛，對影迷來
說又何嘗不是意義非凡，片中經典的人物、無厘頭的對白、搞笑中透著哀
傷的橋段，都成為壹代人難忘的記憶，如今20年的牽絆終於得到回應，讓
人倍加感動又無比期待。

據悉，電影《大話西遊3》由韓庚、唐嫣主演，莫文蔚、吳京、胡靜
友情出演，春秋時代影業、樂華娛樂、星光聯盟領銜出品，北京卓然影業
有限公司發行，天津銀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發行，影片將於9月15日
中秋節登陸大銀幕。

《爵跡》曝蓄勢待發版海報 奧汀之戰壹觸即發

電影《爵跡》曝光蓄勢待發版海
報，其中3D高精角色單人海報分別通
過主演範冰冰、吳亦凡、陳學冬、陳偉
霆、郭采潔、楊冪、林允、嚴屹寬、李
治廷、王源、汪鐸的微博率先曝光，引
起影迷們的積極轉發與熱評，再次引爆
新壹輪“爵跡日”。而3D高精全陣容
海報中王爵使徒集結亮相、嚴陣以待，
決戰前夕壹觸即發的緊迫感油然而生。
電影《爵跡》由郭敬明親自執導，範冰冰
、吳亦凡、陳學冬、陳偉霆、郭采潔、

林允、嚴屹寬、王源、汪鐸主演，楊冪
特別出演，李治廷友情出演，影片將於
9月30日全面公映，率先引燃國慶檔。

《爵跡》蓄勢待發海報戰力十足
超寫實服裝貼合角色性格

此次曝光的《爵跡》3D高精角色單
人海報，無論從人物服裝、發型，甚至
皮膚質感等各項細節都制作極為精細。
海報中範冰冰飾演的鬼山蓮泉高盤束
發，身披亮銀鎧甲，手持魂器回生鎖鏈

英氣逼人，吳亦凡飾演的銀塵側身回眸
英武不凡，陳學冬飾演的麒零手握巨劍
呈迎敵姿態、戰力十足，陳偉霆飾演的
幽冥發絲飄逸，高舉利刃表情冷魅，郭
采潔飾演的特蕾婭回身媚邪壹笑，楊冪
飾演的神音手握束龍鞭傲氣淩然，林允
飾演的天束幽花張弓搭箭，嚴屹寬飾演
的鬼山縫魂正氣凜然目光堅毅，李治廷
飾演的霓虹赤膊上陣英勇無畏，王源飾
演的蒼白少年神情鎮定、運籌帷幄，而
汪鐸飾演的漆拉表情凝重若有所思。在

3D高精全陣容海報中，王爵使徒集結亮
相，人物形象極富動感、魄力十足，眾
人仿佛正在為壹場殊死之戰的到來而蓄
力。

據悉，為了更貼合原著小說中各個
角色的性格和身份，吳亦凡飾演的銀塵
所穿金屬絲綢質感的長袍，是導演郭敬
明特別提出要以絲綢為基礎，同時兼具
防禦性金屬質感和光澤效果的服裝。而
為了體現王源飾演蒼白少年的奇幻感，
導演要求他身上服裝的布料呈現出超寫
實的狀態。所以最終影片中銀塵身上的
金屬絲綢、蒼白少年鬥篷邊緣持續分化
成灰燼的材質，都是現實中不可能存在
的布料效果，也為《爵跡》世界再添魔
幻色彩。此次電影《爵跡》的眾主演通
過微博首發蓄勢待發版海報，也迅速引
起了影迷與粉絲的積極轉發與熱評，再
次引爆“爵跡日”的熱潮。影迷們在評
論留言中紛紛表示：“希望能夠早日在
大銀幕見證王爵與使徒們熱血沸騰的燃
魂壹戰！”

11位王爵使徒造型美輪美奐 特效
超強解算精益求精

電影《爵跡》的美術指導表示：
“《爵跡》的後期制作上，11位角色的
服裝細節、發型細節，甚至皮膚的質
感，都是我們花費大量時間渲染制作的
重點，力求精益求精，讓CG動畫中的
人物角色最大化去貼近真人。”其中，

範冰冰飾演的鬼山蓮泉除了壹頭飄逸
的秀發需要巨大時間逐根渲染制作以
外，其服裝頸部的立體刺繡也是動用
了數十萬根金線制作而成；陳學冬飾
演的麒零，他的披肩上更有總計15萬
根之多的動物毛發種植。為了展現足
夠的細節，每位角色的模型面數都達
到了上百萬面。在魔幻視效電影領
域，眾所周知人的皮膚與水的流體特
效壹直都是業內非常頭疼的難題。而
《爵跡》中僅僅讓陳偉霆飾演的幽冥
從黃金湖泊中走出的鏡頭，水自然地
貼在身體頭發上並沿著皮膚往下流的
制作則更是難上加難，後期制作上就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人物皮
膚以及水珠水面進行更加細致的解
算，以求達到最真實的效果。

電影《爵跡》改編自郭敬明於
2010年出道十周年發表的紀念長篇小
說，由郭敬明親自執導，範冰冰、吳
亦凡、陳學冬、陳偉霆、郭采潔、林
允、嚴屹寬、王源、汪鐸主演，楊冪
特別出演，李治廷友情出演，樂視影
業（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最世文化
發展有限公司、江蘇原力影業有限公
司、和力辰光國際文化傳媒（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騰訊影業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獅門影業、星光麥特傳
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無錫愛美神影
視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影片將於9月
30日全面公映，率先引燃國慶檔。

《花樣廚神》曝預告
楊紫瓊 Henry 同臺對決

花樣“食色”電影《花樣
廚神》，由楊紫瓊、Henry(劉
憲華)、黃經漢等明星聯袂主
演。該片自定檔8月26日之後
，於日前首度曝光“食色驚人
”版預告。預告中驚喜連連，
不但有當紅美男子Henry的花
樣廚藝大展示，食色俱全、撩
人胃口；更有“功夫女神”楊
紫瓊的驚艷回歸，氣場十足、
霸氣依舊。此次，楊紫瓊扮演
壹位嚴謹苛刻的“美食品鑒家”
，雖毒舌苛刻但卻眼光獨到，
愛惜人才，表面對呆萌少年
Henry冷酷嚴厲、廚場“開撕
”，但實則“別有用心”。
Henry也在壹次次打擊和磨礪
中明白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廚
神”。

鮮肉Herny廚藝逆天引
發騷動 楊紫瓊犀利點評
“廚神”作品

作為暑期檔唯壹壹部以
花樣“食色”為主題的影片，
首支“食色驚人”版預告，
驚艷來襲。此次Henry（劉

憲華）扮演了壹位心
懷大廚夢的美少年壹
晗。不僅熱愛美食，
還燒的壹手好菜；在
機緣巧合之下參加國
際廚藝大賽，壹路腦
洞大開，神奇開掛走到了總
決賽的舞臺。楊紫瓊則壹改
功夫巨星形象，在《花樣廚神
》中扮演壹位嚴謹苛刻的美
食欄目制片人，霸道女強人範
十足，並慧眼識珠發掘Henry
的廚藝潛質。巧的是楊紫瓊不
但戲裏是制片人，戲外也是電
影《花樣廚神》的總監制。

而Henry作為《花樣廚神
》的男主角，不僅顏值逆天
迷倒萬千少女，更有驚人的
男友廚藝力，舉手投足間散
發這獨特魅力。預告片中的
多道美食也都出自Henry之手，
其嫻熟的刀工技法，自成壹
派的烹飪手段，制作了多種
傳統家常菜，色彩明艷搭配
得當，隔著屏幕便引人食指
大動口水直流。相信粉絲看
到預告片後，也想找像Hen-

ry壹樣廚藝力爆表的男友，
為自己烹飪壹桌美食大餐。

Henry為戲苦練廚藝 壹
切只因“味”愛而生

《花樣廚神》是Henry(
劉憲華)初登銀幕之作，他坦
言，在沒有拍這部電影之前
他除了泡面和煎蛋，基本不
會其他的菜肴，所以壓力很
大。但是在片場，第壹次與
前輩楊紫瓊對戲以為會謔謔
哈哈的切磋武藝，但楊紫瓊
前輩不僅悉心傳授演技經
驗，還十分貼心的與Henry
分享料理心得。經過了楊紫
瓊的多方面指導，Henry更
是順利的完成《花樣廚神》
的拍攝儼然變成壹名出色的
“廚神”。

據悉，電影《花樣廚神》
將於8月26日全國上映。

《瘋狂小事》曝“何老師hold不住的發布會現場”
由霍汶希擔任總制片，鄒佡執導，

陳偉霆、唐藝昕、Jessica（鄭秀妍）主
演的追夢愛情喜劇《那件瘋狂的小事叫
愛情》正在全國熱映中。今日曝光何炅
在片中主持發布會的片段，何老師壹改
現實中老練沈穩的主持風格、在發布會
中“紕漏百出”，包袱壹個接壹個。隨
著影片的熱映，陳偉霆以出色的演技征
服了無數人，觀眾盛贊其為“如今最會
演戲的小鮮肉”。

其實片中如“何炅主持發布會”的

喜劇橋段還有很多，全片笑點密集卻不
做作，觀眾贊其為“暑期檔最減壓影
片，夢想與執著，小人物的平凡，滿滿
當當正能量”。與帥氣的佛爺不同，此
次陳偉霆完全顛覆形象出演壹個極具喜
感的小人物，對於這樣壹個十分考驗演
技的角色，陳偉霆完全展示了自己的
“搞笑功夫”。不少觀眾表示，“原以
為陳偉霆只是靠臉吃飯的‘小鮮肉’，
沒想到飈起演技來這麼贊。”與此同時，
還有不少觀眾被片中阿拉善、夏威夷的

風光“圈粉”，“看完電影後就想馬上
辭職出去旅遊”。陳偉霆推薦電影時表
示：“如今我們每個人的壓力都太大，
希望電影能給大家帶來輕松和喜悅”。

據悉，《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
講述剪輯師江洋（陳偉霆飾）經歷著人
生中最苦逼的日子，導演夢被嘲笑、漂
亮女友被惦記、古板父親不可理喻，屋
漏偏逢連夜雨，工作上又發生重大失
誤，使得江洋陰差陽錯踏上壹段瘋狂之
旅...電影正在全國熱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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