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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工
廠
直
接
批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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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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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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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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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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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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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Blvd.
6969 WestBranch Dr.Houston, TX 77072
TEL:(281)498-1616 Fax:(281)498-8133
Website:www.jadebuddha.org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Jade Buddha Temple

每月第二/四週四 7﹕30P-9﹕30P 西北區佛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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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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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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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週六下午2﹕00P-4﹕00P 粵語佛學講座在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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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B:www.cbchouston.org

何國明主任牧師、王浩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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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曉士頓中國教會 
Houston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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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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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堂崇拜：上午九時十五分﹙英語、粵語﹚ 
午堂崇拜：上午十一時正﹙國語﹚ 

梨城分堂崇拜：下午二時﹙國語﹚ 
牧師：鄭忠禎 

主日學：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國語﹚ 
12005 County Road 59, Pearland, Tx, 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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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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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whcc@whcchome.org 
主任牧師：許重一 

中文牧師：黃奕明、粵語牧師：施克健 
英語牧師：白安卓、李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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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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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湖中國教會 
Clear Lake Chine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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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ww.clearlakechinesechurch.org 
中文牧師：張友鴻牧師 
英語／青少年：林文平牧師 

英語崇拜：上午九時三十分 
中文崇拜：上午十時五十分﹙國語/粵語﹚ 

查經禱告會：禮拜三晚上八時 
禮拜五晚：中文查經、AWANA兒童節目 

           青少年團契 

 
  

7707 Hw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Tel: (281)499-2131  Fax: (281)499-5503 
網址：http://www.fbcchome.org 
電郵：office@fbcchome.org 

主任牧師：林永健 
行政主任：楊黃琳娜 
國語、粵語崇拜：上午九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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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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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地中國教會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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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katyccc@katyccc.org 
網址: http://www.katy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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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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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福華人教會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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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趙德光 

 中文敬拜：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English Worship：Sunday 9:30AM 
  禱  告  會：禮拜三晚上七時半 
  小      組：禮拜五晚上八時正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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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星期二 2016年8月23日 Tuesday, August 23, 2016

英超第英超第22輪先賽輪先賽11場場，，曼聯主場曼聯主場22比比00擊敗南安擊敗南安
普頓普頓，，取得取得22連勝暫居榜首連勝暫居榜首。。博格巴上演回歸首博格巴上演回歸首
秀秀。。魯尼傳中助攻伊布連續魯尼傳中助攻伊布連續22場英超破門場英超破門。。下半下半
時時，，盧克盧克--肖贏得點球肖贏得點球，，伊布主罰梅開二度伊布主罰梅開二度。。

曼
聯
曼
聯22

--
00

南
安
普
頓

南
安
普
頓

奧運男足決賽在馬拉卡納球場打響奧運男足決賽在馬拉卡納球場打響，，巴西與德國巴西與德國120120分鐘戰為分鐘戰為11比比11平平，，並在點球大戰並在點球大戰
中中55比比44勝出勝出，，首次奪得奧運男足金牌首次奪得奧運男足金牌。。上半時上半時，，內馬爾任意球首開紀錄內馬爾任意球首開紀錄，，德國隊德國隊33次打中次打中
橫梁橫梁。。下半時下半時，，德國隊長邁爾追平比分德國隊長邁爾追平比分。。點球大戰點球大戰，，巴西門將維弗頓撲出彼得森點球巴西門將維弗頓撲出彼得森點球，，內馬內馬
爾射進致勝點球爾射進致勝點球。。

男足決賽內馬爾男足決賽內馬爾
助巴西奪金助巴西奪金

諶龍諶龍22--00李宗偉奪金牌李宗偉奪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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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Lane,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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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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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8月23日 Tuesday, August 23, 2016
美南版■責任編輯：郭禕禕 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里約奧運賽事全部結束，中
國軍團獲得26金18銀26銅，獎牌
榜列美國之後位居次席；從此看
來，中美之爭將仍是東京奧運主
旋律，不過東道主日本、此次被
大面積禁賽的俄羅斯也可能加入

第一集團的爭霸中。
中美之爭的焦點還在於交叉

項目的競爭，集中體現在游泳、
體操兩個大項和射擊、田徑、拳
擊的個別小項上。中國游泳雖在
本屆奧運會上金牌數大打折扣，
但在這個奧運周期中顯示出了人
才儲備的厚度，獲得了奧運史上
最多的參賽資格，在多個項目上
具備了與世界強手競爭的實力。
中國體操在里約奧運支付的昂貴
學費，也勢必在4年後的東京體現
出其應有的價值。

■中通社

最終金牌榜最終金牌榜
（截至北京時間22日）

排名 代表團 金 銀 銅 總數

1 美國 46 37 38 121

2 英國 27 23 17 67

3 中國 26 18 26 70

4 俄羅斯 19 18 19 56

5 德國 17 10 15 42

6 日本 12 8 21 41

國家隊金牌榜名單國家隊金牌榜名單
金牌數 國手/隊伍 金牌項目

第1金 張夢雪 女子10米氣手槍

第2金 吳敏霞/施廷懋 女子跳水雙人3米板

第3金 龍清泉 男子舉重56公斤級

第4金 林躍/陳艾森 男子跳水雙人10米台

第5金 孫楊 男子200米自由泳

第6金 鄧薇 女子舉重63公斤級

第7金 陳若琳/劉蕙瑕 女子跳水雙人10米台

第8金 石智勇 男子舉重69公斤級

第9金 向艷梅 女子舉重69公斤級

第10金 丁寧 乒乓球女單

第11金 馬龍 乒乓球男單

第12金 王鎮 男子20公里競走

第13金 國家隊 單車團體爭先賽

第14金 施廷懋 女子跳水3米板

第15金 孟蘇平 女子舉重75公斤以上級

第16金 曹緣 男子跳水3米板

第17金 國家隊 女乒團體

第18金 國家隊 男乒團體

第19金 趙帥 男子跆拳道58公斤級

第20金 任茜 女子跳水10米台

第21金 傅海峰/張楠 羽毛球男雙

第22金 劉虹 女子20公里競走

第23金 諶龍 羽毛球男單

第24金 陳艾森 男子跳水10米台

第25金 鄭姝音 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級

第26金 國家隊 女子排球

里約奧運里約奧運

中國軍團此番金牌“縮水”，很
大程度上在於部分優勢項目的奪金點
紛紛失守。除“金牌大戶”射擊和體
操均折戟里約外，在倫敦奧運會上包
攬全部5枚金牌的中國羽毛球隊，在
混雙、女雙和女單項目上均無緣決
賽。成績不錯的舉重，也在女子53
公斤和男子62公斤級比賽中，因爭
議判罰和意外受傷而失去兩個賽前認
為有把握的奪金點。但這些優勢項目
或王牌小項，在中國都有着深厚的根
基。假以4年的恢復與調整，當能在

東京重新成為中國軍團爭金奪銀的主
力。

“王牌”優勢項目 有望捲土重來

在出征里約奧運的中國軍團
中，首次參加奧運大賽的“新人”
佔據了所有參賽選手的73%。經過
里約奧運的檢驗，這些新人的表現
有諸多亮點，獲得的金牌數佔據中
國軍團金牌總數的一半。

摘取5枚金牌的中國舉重隊，4
枚來自奧運新面孔，新人佔據半數
的中國跳水隊獲得全部8枚金牌中
的7枚，其中女子10米跳台金牌得
主任茜才15歲，成為中國體壇首位
“00後”奧運冠軍。

在中國代表團遭遇首日無金的
尷尬後，張夢雪頂住壓力在射擊場
為中國軍團射落首金、趙帥為中國
跆拳道贏得首枚男子項目奧運金
牌、宮金傑/鍾天使為“單車王

國”實現了單車奧運金牌零的突
破……
這些貼着“90後”甚至“95

後”標籤的新生力量，4年後都將
進入其運動生涯的成熟期甚至黃金
期，東京奧運必將是他們絢麗綻放
的舞台。

新人摘金佔半 來屆可擔大任

里約堪稱中國體操的滑鐵盧。
在北京奧運會上狂攬9金、倫敦奧運
也收4金的中國體操隊不僅在男子團
體賽中無緣三連冠，在雙槓、吊環、
高低槓、平衡木等優勢單項全面潰
敗，在其奧運征戰史中首次無金銀進
賬，僅獲兩枚銅牌。在這些暗淡成績
的背後，還有另一個數據，在其10
名主力選手中，僅有張成龍一人參加
過上屆奧運會。

同樣以年輕隊員為主的中國男
女籃也慘遭敗績，女籃1勝4負排名
第十創歷屆奧運最差戰績，男籃小組
賽遭遇5連敗，在12支參賽隊伍中排
名墊底。在其他項目中，也有不少年

輕選手或因過於緊張出現失誤，獲因
缺少經驗而功虧一簣。
但這些令人扼腕的失敗，在某

種程度上也讓人欣慰和期待。這也說
明這些隊伍已完成新老交替，失敗只
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陣痛，是為未來
崛起付出的學費。正如中國男籃主帥
宮魯鳴所言，當初組建這支隊伍的目
標就是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

經歷成長陣痛 蓄力未來崛起

里約奧運閉幕式上播放本屆奧運的精
彩鏡頭回顧短片，沒有中國代表團的畫面，
在央視頻道擔任閉幕式解說的白岩松更說：
“我們中國是沒有來參加本屆奧運會嗎？”
22日里約奧運舉行閉幕式，並播放兩分多
鐘的回顧短片，白岩松在央視轉播頻道一邊
解說時，對於畫面中缺乏中國隊鏡頭表示不
解，還說，看來女排贏主辦國巴西隊是“得
罪人了”。白岩松隨後又說：“剛才播放的
是本屆奧運會的精彩鏡頭，我到現在都還在
思考一個問題，我記得中國代表團來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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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約奧運會閉幕式里約奧運會閉幕式2222日舉行日舉行，，中國閉幕式旗手選擇了包攬兩枚女子乒乓球金牌中國閉幕式旗手選擇了包攬兩枚女子乒乓球金牌

的丁寧的丁寧。。而隨着里約奧運圓滿結束而隨着里約奧運圓滿結束，，奧運會自此進入奧運會自此進入20202020““東京奧運周期東京奧運周期”。”。中中

國軍團在里約收穫國軍團在里約收穫2626枚金牌枚金牌，，不僅與美國不僅與美國((4646金金))的差距拉大到的差距拉大到2020枚枚，，還在近還在近

44屆奧運會中首次退出了金牌榜前兩名的位置屆奧運會中首次退出了金牌榜前兩名的位置。。但從里約望東京但從里約望東京，，中國軍中國軍

團強勢可期團強勢可期。。 ■■中新社中新社

里約奧運國家隊表現雖不如預期，
不過在今屆奧運會上，正賽與花絮令人
難忘，包括游泳選手傅園慧受訪、跳水
選手秦凱向女友求婚及中國女排“王者
歸來”。

國家隊經典畫面國家隊經典畫面

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

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

中美之爭勢延續中美之爭勢延續

■■中國羽毛球隊在混雙中國羽毛球隊在混雙、、女雙和女單女雙和女單
項目上均無緣決賽項目上均無緣決賽。。 美聯社美聯社

■■任茜成任茜成
為中國體為中國體
壇 首 位壇 首 位
““0000 後後””
奧 運 冠奧 運 冠
軍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丁寧丁寧((右右))任中國代表團旗手任中國代表團旗手
出席奧運閉幕式出席奧運閉幕式。。 新華社新華社

得到一面金牌已經普天同慶，女子
3米板跳水選手施廷懋卻意外成為史上
最受忽略的金牌得主，原因其隊友何姿
的男友秦凱在頒獎典禮上當場單膝跪
地、手拿鑽戒求婚，在現場掌聲和歡呼
聲中，秦凱為何姿戴上戒指，兩人幸福
地相擁在一起。這一幕讓奪銀的何姿被
求婚，反而“上了頭條”。

求婚搶戲
求婚搶戲

中國女排一枝獨秀，成為整個中國
軍團的最大亮點。從小組賽第四名到最終
時隔12年重新登上奧運冠軍寶座，中國
女排創造了世界大賽中的逆襲神話。這支
由昔日“鐵榔頭”郎平執教的鐵血之師，
也再次詮釋了三十年不變的“女排精
神”。

傅園慧獲得女子游泳100米背泳銅
牌，受訪時表情誇張搞笑，率性又愛自我
解嘲，她說自己“用盡了洪荒之力了”，
這個詞迅速成為熱詞。早前，她在網路直
播平台作客，短短一小時圍觀人數累計達
1,055萬。透過短片畫面可看到，“成
名”後的她有些苦惱，表示自己從來不想
當“網紅”，只想做自己。

■■里約堪稱中國體操的滑鐵里約堪稱中國體操的滑鐵
盧盧。。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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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屆五十的城城依然魄力充沛，3小時的演出
上絕無欺場，全晚換上11個造型。染上粉紅

髮色塗了銀色甲油的城城，先以潮爆螢光粉紅配
上眼罩的舞士造型劃破智能舞台現身，與40位舞
蹈員勁歌熱唱《舞士精神》及《最激帝國》，緊
接在巨型光輪上大玩體操動作，在光輪內作出360
度旋轉，又站在滾輪頂端，台下觀眾拍爛手掌。
之後城城化身“美猴王”，更扮猴子叫聲向大家
打招呼，他表示：“好開心！好榮幸！能夠第8次
在殿堂級紅館表演，是我福氣，今次將舞台升
級，打造智能舞台，相信全世界只有一個，這將
會挑戰吉尼斯世界紀錄，很開心有大家見證。”
穿上裙子的城城更風騷地展示美腿誘惑粉絲。城
城亦首次在演唱會上唱出《火熱動感 La La
La》，帶領全場萬多位觀眾一起唱卡拉OK，笑
着叫台下觀眾同人講“剛與城城唱卡拉OK，想唱
就要買飛入場”。

智能舞台猶如一個長型貨櫃的形狀，可以一
變四，升高伸長縮短，360度轉動，城城和舞蹈員
能夠在中間穿插。

舞台平面能夠投射出不同火車、大廈等漂亮
畫面，智能燈光亦可營造出不同效果，好似幾十
支金光棍高掛紅館，城城被光環圍着，視覺上目
不暇給。

感觸含淚 想成家立室
阿城在唱《一個人的舞曲》中，跟排舞師

Sunny在高台上鬥舞，之後他脫去上衣展示身上的
“紋身”衣，笑說：“最近興紋身，厲不厲
害？”其後換上白色透視裝時，他脫去外套大秀
八塊腹肌并透出白色打底褲，城城鬼馬地不停擺
甫士扮穿回衣服，身形弗爆表露無遺。

城城在微電影中扮演過父親，他有感而發
說：“我都好想成家立室，有自己的小朋友，我
都不小喇！但這刻工作都好重要，拍完這個微電

影之後，我學識愛在當下。”唱畢《愛的呼喚》
後又再感性說：“可能人大了好易感動，好少會
令我中間唱不到下去，做一個演唱會真的不容
易，能有這麼好的粉絲默默支持自己……”此時
城城不能言語強忍淚水：“放心啦，我忍得住，
出道25年、正邁向第26周年，經歷過甜酸苦辣，
就算幾辛苦和受傷都不緊要，我知道有你們支
持，想不到25年後是否仍有機會站在舞台上，但
男兒有淚不輕彈！會將這份鼓勵埋藏心中，不知
還有幾個25年，過多25年可能我已經百年歸老
了，但都無悔在舞台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人
生。”他以《臨行》一曲作為送觀眾的情書。

預告女友將來捧場
安哥時，城城以紅色踢死兔配上鳥籠頭飾，

與舞蹈員在半空中玩盪韆鞦，一度升到兩層樓高
的城城更打開雙手沒有扶着韆鞦架，又只用單腳
撐着，聯同韆鞦架下吊着的舞蹈員做出高難度動
作，台下觀眾看得膽戰心驚，拍案叫好。

頭場未見城城女友方媛現身，城城接受訪問
時預告女友會來捧場：“她有工作，今日沒來，
過多幾日會飛來看我，但已祝福我good show，為
我打氣，（是否想成家立室？）將來一定會，但
不會在台上求婚，其實我是個好低調的人，在工
作上好燦爛，多彩多姿，但希望生活平實、踏
實、低調，可以同大家分享生活上點滴，但不可
太多。”

身形弗爆的城城特地找周潤發的教練調節飲
食，城城透露開秀前已成功由每日飲6杯咖啡減至
1小杯，就連至愛的麻辣火鍋都忍口，大家指城城
秀肌時間太短，以及透視褲的打底褲太長，他笑
言會改細打底褲，或者索性只穿裸色打底褲。至
於盪韆鞦時則有用一條隱形威吔，所以沒有問
題，在舞台高空跳舞的位置也計算得好準確，雖
搖晃但完全。

報答粉絲撐足25年

360度旋轉光輪上玩體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15場“郭富城舞林密碼世界巡迴演唱會2016”21
日晚在紅館登場，正式揭開以五千萬打造的“智能舞台”奧秘，全晚呈獻層出不窮的舞
台變化，令人嘆為觀止。向來挑戰難度的城城浪接浪做出驚險演出，不惜站在5層樓高
舞台上勁歌熱舞，又在兩層樓高上玩花式盪韆鞦，觀感一流，城城更大秀八塊腹肌，看
得粉絲們熱血沸騰，并吐真言有成家立室之念，整晚匯集刺激、性感、感性於一身。

城城搏盡

■■城城站在滾輪頂端城城站在滾輪頂端，，極講求平衡力極講求平衡力。。

■■身上的紋身其實身上的紋身其實
是是““紋身紋身””衣衣。。

■■城城大秀肌肉城城大秀肌肉。。
■城城一度不能言語強忍淚
水。

■■頭場完成後頭場完成後，，城城偕經理人小美與工作人員慶功城城偕經理人小美與工作人員慶功。。

■■城城與舞蹈員城城與舞蹈員
在兩層樓高上玩在兩層樓高上玩
花式盪韆鞦花式盪韆鞦。。

■■城城在巨型城城在巨型
光輪上大玩體光輪上大玩體
操動作操動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鍾楚紅
（紅姑）與韓國化妝品牌合作，22日出席
其影集“鍾楚紅‘雨前．一刻’的旅程”
慈善企劃發佈會。穿上露肩裝的紅姑早前
到濟州5日為相集拍攝，因每日由朝拍到
晚，拍足16小時，有天凌晨兩點便起來上
山影日出。紅姑笑說：“好就沒試過拍這
麼長時間，不過有目標想做好件事自然有
推動力，享受其中，（會否考慮復出拍
戲？）我享受自己影，控制權可以在自己
手上，給人影沒有這麼好，總之是喜歡便
影，較鍾意影景同物件，在香港影人的話
給人望住好奇怪，外國無人認得我會比較
好，但就甚少自拍。”

紅姑日前相約37年前處女電影《碧水
寒山奪命金》的劉松仁、杜琪峯和一些幕

後人員聚會，紅
姑開心說：“這
麼多年後，是好
難得，當我收到
通告時已很期
待，這麼多年是
第一次見，好開
心見到這麼多
人，很珍惜這次
聚會，最開心是
個個都安好，
（杜Sir有否叫你拍戲？）沒有，可能怕了
我NG很多，見到他都不好意思。

紅姑被不少網民大讚“凍齡”，她笑
說：“是嘛，盡量保持，松哥才是凍齡，
自己則活在當下，滿意生活現狀。”

中央社電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兒任
祥證實，顧正秋21日下午3時30分因
敗血性休克過世，享壽87歲。任祥表
示，家屬將在位於台北民權東路的金
寶山設立靈堂，再行通知親朋好友。

顧正秋原名丁祚華，1929年生於
南京，1933年移居上海，1939年送去
民辦上海戲曲學校學戲，先後得到程
硯秋、黃桂秋、魏蓮芳、朱琴心、陳
桐雲、張君秋、梅蘭芳的薰陶，使她
成為兩岸劇界，集最多名師真傳於一
身的青衣祭酒。她是第一屆也是唯一
的一屆“正”字科出身，因此改名為
顧正秋，和歌手庾澄慶的媽媽張正芬
同班，當時顧正秋是入學考第一名的
新生，也是第一名的畢業生。

她在1946年開始自組劇團唱戲，

1948年應邀到台灣表演，之後就留在
台灣。1953年與任顯群結婚後解散劇
團，退出舞台。

任祥證實母親21日過世，她難過
地說，前一天還通了4個電話，“嘻
嘻哈哈，細說她的往事，聊她的不善
理財，我的新菜，她的朋友”；之後
任祥和其丈夫回家吃晚飯，沒想到晚
上11時就接到菲傭電話說顧正秋吐
了，送去醫院當時發高燒。

醫生判定顧正秋為流感讓她住
院，以退燒藥止住發燒，一直到前天
上午4時家屬離開醫院，顧正秋都顯
現為正常，還可如廁，不過到了上午
7時醫生緊急來電告知要住加護病
房，狀況嚴重，之後到下午3時30
分，顧正秋都是昏迷狀態，醫生斷定

為“敗血性休克”而過世。
任祥回憶，上周三才和母親見面

聊天，“她提及感恩她有這麼好的一
生，朋友都對她好，她從不輕易誇獎
我的，也笑嘻嘻的說上天給她個好女
兒，當天我們母女相互鼓勵，什麼都
不重要，努力修行最重要。我們母
女，相互珍愛，我以她為榮。”

京劇名伶顧正秋病逝 鍾楚紅讚劉松仁是“凍齡王”

■■紅姑在濟州拍攝期紅姑在濟州拍攝期
間間，，每日由朝拍到晚每日由朝拍到晚。。

■顧正秋
因敗血性
休 克 過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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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歐洲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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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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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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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2016年8月23日 Tuesday, August 23, 2016

黃品源離婚3年 兒子黏合破鏡
當街吻前妻 再婚倒數

明道《最強女團》羞收告白 溫翠蘋千金殺進8強

Selina Go！和寶可夢一樣也能超進化

丁文琪不要看 林宥嘉對櫻花妹耍無賴

雞排妹第一次很複雜 大推湯匙奶女星

Hit Fm聯播網與全球6大中文電台共同舉辦的 「全球流行音樂
金榜（簡稱全金榜）」，今由林宥嘉、畢書盡揭曉2016上半年度
的20大金曲，林宥嘉以《天真無邪》一曲入圍，MV還特別飛到日
本拍攝，並邀請日本女星小松菜奈當女主角，被問到有無趣事發生
？和女友丁文琪感情穩定的他笑說： 「我很想要跟小松菜奈要Line
，但我不能，因為我熱血無 『賴』。」耍冷還順便替自己打歌。

畢書盡之前在演唱會上大秀好身材，腰間的刺青引起粉絲好奇
？他表示刺青是在今年刺的，刺上的是媽媽的生日，除了是給自己

出道10年的一個紀念，也代表著媽媽與家人的愛一直陪伴在他身
邊，給他鼓勵。

今年的主辦方是舊金山的星島中文電台，靠近海岸的舊金山盛
產海鮮，因此電台送上豐盛的海鮮拼盤，裡頭還有著兩隻大龍蝦，
祝賀林宥嘉跟畢書盡成功殺入20大榜單中，電台也預祝他們的作
品能在下半年能夠繼續保持新鮮度，強勢入圍總年度20大歌曲，
前進舊金山。

48歲的黃品源2012年與小模上摩鐵被
逮，隔年與結縭17年的蜜兒離婚。讀者爆
料20日凌晨，黃品源與蜜兒現身內湖居酒
屋，酒酣耳熱之際，2人齊赴隔壁商店買冰
，情不自禁在店門外擁吻，似已破鏡重圓
。他昨受訪坦承與前妻復合，關鍵是19歲
兒子，形容 「兒子是我們的鑰匙」。他9月
3日將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開演唱會，據悉
將發表2人當年定情曲，有可能再向前妻求
婚。

讀者目擊黃品源帶著蜜兒與兒子在內
湖居酒屋和友人聚會，戴著帽子的他，與
蜜兒比鄰而坐，不時交頭接耳，有說有笑
，黃品源為蜜兒夾肉，蜜兒一度親暱地靠
著他，坐在蜜兒旁邊的兒子，也湊近聊天

，氣氛和樂。
一家四口赴日度假
不久，蜜兒與友人走到店外聊天，黃

品源接著跟出來加入。後來他拉著蜜兒到
隔壁的便利商店買冰，結帳時，蜜兒依偎
著他，出了店門口，蜜兒突然抱住他，接
著2人忘情擁吻，友人看到這一幕故意大喊
一聲，當時已是深夜，黃品源示意友人小
聲點。

日前他和蜜兒被目擊帶兒女赴日度假
，當時問黃品源是否和前妻復合，他還否
認，昨天再問他，他坦承 「感情有回來」
，表示： 「情緣未了，想逃也逃不掉。」
怎麼追回前妻的？他說： 「一直對她都很
好，沒有因為離婚改變。我們還有兒子，

不可能完全斷，會定期討論兒子的事。
」

兒棄網球改念音樂
他透露，在洛杉磯就讀大學的兒子

是兩人復合關鍵，最近兒子放暑假返台
，他和蜜兒帶兒子到居酒屋放鬆心情，
之前的日本行則讓彼此感情迅速增溫。
他的兒子國中時是台灣青少年網球排名
20強的好手，但大學就讀音樂系，未繼
續打網球。兒子會繼承衣缽出道嗎？他
說： 「不刻意規定，看他自己。」

據悉他離婚時，將內湖億萬元豪宅留
給前妻住，自己搬到南港工作室；半年前2
人開始回溫，日前他悄悄搬回昔日愛巢。
是否將在下月演唱會上求婚？他表示，確

實有計劃為前妻獻唱一首未發表、對2人很
有意義的歌，但不透露是否為求婚橋段。
至於會否再婚，他說： 「我不會通靈，沒
想到未來的事。」

「星二代」備受矚目，溫翠蘋15歲女兒齊藤依莎（ISSA）身高
173公分，氣質清新，上月以踢館方式加入中國選秀節目《最強女團
》，目前擠進8強，被讚 「最美00後」。總指揮官明道也誇她台風沉
穩、舞技優，極有可能晉升6強。李明依16歲兒子威力是帥氣的混血
小帥哥，被力邀加入男團SpeXial。

ISSA踢館舞功獲好評
《最強女團》總製作費2.5億元台幣，陸續邀吳克群、汪東城、

韓星泫雅、韓國女團 「SISTAR」等等大咖壯聲勢， 「SISTAR」成員
多絮在前天播出的節目中，用中文向明道告白： 「哥哥，我喜歡你！
」明道臉紅心跳，讚多絮電力超強。

ISSA是選秀成員，因直播時間和美國學業撞期一度退出，上月趁
暑假參加踢館賽，以碧昂絲（Beyonce Knowles）的《Single Ladies》
闖關成功，由12強一路打進8強。明道讚她 「年紀雖小，但外型成熟
、舞功高強」，非常看好她。

SpeXial招手李明依兒
李明依就讀高二的兒子身高181公分，高大帥氣，日前SpeXial上

她主持POP Radio《依同開Mic辣》節目，力邀威力加入SpeXial，成
為第13位團員，但她說： 「那團吃不飽，我兒子暫時沒興趣。」她還
開支票，只要SpeXial把時間空出來，她就帶所有團員去吃美式漢堡
、牛排，保證讓大家吃飽、喝飽再回家睡飽。

在網路上有一支討論度
極高的短片，就是Selina為
好自在所拍攝的 「是女生
又怎樣」的影片，引起熱

烈的回響，網友們紛紛表示，現在的Selina，在他們心目中仍然還
是公主，只是比起從前，更進階了，感受到了過往沒看到的自信
與美麗。

我是公主 但我沒有公主病
提到 「公主」，最快聯想到的就是難搞、依賴、驕縱，浴火

重生後的Selina，以自身的經驗，重新推翻大家對公主所下的定義
，一開始總給人嬌滴印象的她，自從經歷過人生中的大低潮後，
已從人們眼中楚楚可憐的公主蛻變進化成可以拿刀上戰場的鐵甲
公主，戰鬥力提升，就像神奇寶貝變成寶可夢一樣，重新定位了
自己，生命力更加炙熱。

學會接受 重新愛上自己
從小到大，Selina甜美的形象，讓大家習慣把她當公主般寵愛

著，擁有美麗的外表、千萬人擁簇崇拜的演藝事業，過著另人稱
羨的順遂的人生，而在歷劫火吻與婚變後，突如其來的外在變化
和內心深處的裂縫，一度曾讓她跌至谷底，過了好一陣子不快樂
的日子，而從糾結的低潮中，學會了堅強面對，重新愛上自己，
也因為這些考驗，讓她學會接受新的人生，不走別人為她舖的公
主路，而是更有自信的邁向自己主導的夢想路。

逃出虛幻的城堡吧！所謂的公主們
十幾歲當當小公主，二十幾歲談幾場戀愛，三十歲步入婚姻

生活；長的漂亮擁有幸福的婚姻，才叫圓滿，好像打從一出生，
就應該過著被別人規劃著的人生，如同演員在演一齣戲一般，只
能照著劇本走，在戲裡永遠不是真正的自己，人們對女生的既定
印象總是如此，但誰說女生就要照著這樣的步伐走？重新活出自
己的Selina告訴每個女生，每個人都有主導自己人生的權利，女生
都應該要好好愛自己，跳出別人眼中的框架，才會活的更有自信
。

「論胸型、高度位置、點點顏色、
形狀、大小，我在演藝圈應該可以排名
前10。」22歲雞排妹（鄭家純）好膽來
挑戰《請回答》單元，豪氣大聊禁忌火
辣話題，還加碼爆料，狂誇G奶寫真女
星羽庭： 「她的就像個湯匙形狀，本應
要垂下去，但竟可以起死回生，總之是
很神奇的胸部。」她自認對謾罵的抵抗
力蠻強的，大部分都可以不痛不癢，嗯
！讓人不得不佩服她的確是個奇女子！

被問到幾歲獻出第一次？她聽聞哈
哈大笑： 「感到疼痛的是在18歲，那年
腦子進水……。」156公分高的雞排妹也

透露交友理念： 「絕對不會跟
帥哥交往，只要求健康，有點
胖也沒關係，但不能接受比我
矮…太難了。」

雞排妹保護自我也有一套，她堅決
不和情人或未來老公拍情慾片，理由竟
是： 「不保證哪天分手或離婚。」問她
誰是最假掰的藝人，她難得 「含蓄」起
來： 「都不錯啊，演藝圈怎會有假掰的
藝人呢？」不禁要問，這位辣妹子開始
要與人為善了嗎？更多麻辣內容請鎖定
《請回答》。

雞排妹進行完第3本寫真集宣傳行程
，目前正拍攝最新網路電影，長度達60
分鐘，經紀人透露是跟賭有關的電影，
導演是袁仁康，在片中大打麻將，目前

在廣東拍片。而她因為常飛香港工作，
加上11月又要拍港片，目前正努力學廣
東話，還PO上網跟大家分享，粉絲們也
覺得她學得很快又好，認為她有語言天
分。

雞排妹雖然在台、港都有高知名度
，又是火紅寫真女星，但是她出道後，
情路一直不順，據了解，雞排妹認為她
是鄭家純，但交往對象，卻往往還是把
她當成雞排妹藝人看待，甚至有人要她
退出演藝圈，不要去工作，埋下分手導
火線，令她感到灰心，認為自己沒有談
戀愛跟結婚的命，還是專心工作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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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thehappyvillage.com E-mail: happyvillageapt@hotmail.com

☆ 華人管理順心意
☆ 位於西南城中區
☆ 購物辦事兩相宜
☆ 公車校車在門前
☆ (1)(2)(3)房任君選

☆ 圍牆鐵門電子鎖
☆ 閉路監控與巡邏
☆ 國粵滬語服務佳
☆ 幸福永遠跟隨您

附設短期帶傢俱套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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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票房：《X特遣隊》三連冠
儘管《軍火販》(WarDogs)等三部

新片齊發力，也未能撼動連續兩周的

北美票房冠軍《X 特遣隊》(Suicide

Squad)霸主地位。上周亞軍《香腸派對》

(Sausage Party)繼續保持第二，《軍火

販》列第三。

本週北美票房進賬1.29億美元，

比上周下挫24.4%，無論新片還是舊片

均未見出色表現。根據票房統計網站

boxofficemojo.com數據，進入第三周的

《X特遣隊》票房繼續大跳水，僅得

2071萬美元，與上周的4353萬美元相

比，一半不到。

儘管這樣，也不影響《X特遣隊

》的三周霸主地位。迄今為止，這部

華納兄弟耗費1.75億美元大製作的影

片已經收穫了5.72億美元，其中北美

本土2.62億美元。

新力影業的《香腸派對》進入第

二周，也和《X特遣隊》命運相似，

票房跳水55.3%，僅有1532萬美元入賬

。不過這部1900萬美元小成本製作，

本土已有6532萬美元的不俗進賬，繼

續保持票房第二。

華納兄弟喜劇片《軍

火販》、萊卡的動畫片

《久保與二弦琴》(Kubo

and the Two Strings)和米高梅製作的

《賓虛》(Ben-Hur)三部新片齊上陣，

雖未能撼動《X特遣隊》和《香腸派

對》，但擠下季軍、迪斯尼的《彼得

與龍》(Pete's Dragon)，後者票房僅為

1133萬美元，退至第六。

《軍火販》、《久保與二弦琴》

和《賓虛》本週首映票房分別為

1430 萬美元、1261 萬美元和 1135 萬

美元。

電影評分網站Cinema Score 給三

部新片分別打出了B，A，A-評分。

《麻辣變形計》揭秘保鏢
正能量不輸奧運精神

由袁曉滿執導，迪麗熱巴、馬可領

銜主演的都市熱血勵志偶像劇《麻辣變

形計》正在湖南衛視熱播。該劇自8月

10日開播以來，在奧運熱潮的衝擊下仍

能穩居收視榜首，實屬不易。

《麻辣變形計》以青春保鏢團的成

長故事為主線，展現了保鏢這一頗具神

秘色彩的行業生態環境。關小迪（迪麗

熱巴飾）、梁大巍（馬可飾）等人在經

歷了自由搏擊、野外生存、高空跳傘等

一系列魔鬼式的訓練之後得以加入“烈

火神盾”，麻辣保鏢們緊張又刺激的進

擊路上，不僅有劍拔弩張的博弈對抗，

還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糾葛。該劇除

了真人秀式的殘酷訓練之外，甚至囊括

了極限跑酷、街頭滑板、室內攀岩、賽

車競技等高強度的極限運動，高燃的競

技畫風與時下濃厚的奧運氛圍不謀而合

。《麻辣變形計》通過主人公們的“打

怪升級”成長路，傳遞“迎難而上、勇

往直前”的青春正能量，將現代都市武

俠江湖的內核展現得淋漓盡致。

奧運會結束
正好看《冰川時代》和《諜影重重》

這可能是我從業以來最糟糕的暑期

檔，特別是進入8月以來，每週為了業

務研究去看片，都有點上刑場的感覺。

更多時候，我用在矮子裏拔長子的精神

勝利法，雖然有時拔出來的，還是穿了

厚底鞋加內置增高墊的“殺馬特”男。

所以，真要感謝裏約奧運會，貢獻

了一大批高顏值，好身材，技能滿滿，

全身肌肉特別是臉部都調動得非常好的

運動健兒，給我們洗眼睛。更幸運的是，

閉幕式一結束，幾部賣相不錯的大片，

就無縫對接跟上了！

好萊塢系列動畫電影《冰川時代5：

星際碰撞》（以下簡稱《冰川5》），

還有馬特· 達蒙的《諜影重重5》，明天

上映。

終於，兩個月近90部電影花樣作死

的日子，我們熬過去了！！

14年前，一部《冰川時代》讓我們

認識了永遠在追松果的奎特，威猛的猛

犸象曼尼，不吐槽會憋死的樹懶希德，

靈巧忠義的劍齒虎迪亞哥等可愛萌物。

第五部，是它的完結篇了。

整個“冰川”系列，全球累計票房

破30億美元，這些萌物有多受歡迎？看

看周圍人的手機殼或者屏保圖案就知道

了。

每年暑期檔，動畫片都是主角，但

今年，不論是《大魚海棠》、《新大頭

兒子和小頭爸爸2》、《精靈王座》這

些國產動漫，還是進口的《愛寵大機密》

、《海洋之歌》，都沒有出現爆款。原

因之一，那就是缺少“闔家歡”的動畫

片。

很明顯，接下來的“冰川”就是啊

，這電影每一部出來，都是妥妥的從8

歲到80歲都愛的節奏。

這一部終結篇，集合了前四部出現

過的萌物，有點像“為了告別的歡樂聚

會”。我昨天在上海提前看片，全場都

笑得很開心。要特別推薦的話，沈騰配

音的黃鼠狼巴克十分出彩，躲避恐龍追

擊的戲份，在IMAX大銀幕上令人印象

深刻。

而同天上映的第五部《諜影重重》，

也是一個講故事+有演技的電影。

馬特· 達蒙再度回歸《諜影》系列

，關注的是當下熱門話題——資訊安全

和隱私。該片在北美上映時，其實口碑

有分兩極，那些執著原系列的鐵粉，覺

得馬特和之前的人物性格有些脫節，而

故事的懸疑感也和之前4部有所不同。

我想，這些朋友肯定是沒有經歷過

我們這樣的暑期檔。等你吃兩個月隔夜

菜後，有機會吃現煎牛排了，看你還挑

不挑。不過，誰也不確定第五部是不

是“諜影”系列的終結篇了，前不久

馬特來北京宣傳時說，為了回到9年前

的狀態，46歲的他已經狂虐了自己一通

，因為這一部打得很火爆，大部分場

面還是他自己上陣，這個敬業程度，

有點心疼啊。好了，處女座的第一天

，就有兩部經得起挑的電影上映，心

情也好一點了。

《喊·山》首映 導演：拍了七部電影現在才畢業
在今年上海電影節傳媒關注單元獲

得最佳導演與最佳編劇兩個獎項的

《喊· 山》將於8月26日上映，影片昨

日首映，導演楊子，主演郎月婷、王紫

逸等亮相。楊子錶示，《喊· 山》更像

是他的處女作，“之前的六部，更像學

生作業，我現在才剛畢業。”

《喊· 山》改編自女作家葛水準的

同名獲獎小說，講述了一個整日生活在

驚恐之中的被殘忍剝奪說話能力的啞巴

女人，因為一場突發的命案而開始與命

運抗爭的故事。影片在改編過程中加入

了懸疑與虐戀的元素，使得劇情在原著

紮實的故事基礎上所包含的人物更真實

，情感更豐富，結局峰迴路轉，真相撲

朔迷離。影片之前先後參加了多個國際

電影節，在國際上廣受好評。

電影在太行山實景拍攝，並力邀好

萊塢著名攝影師帕特裏克· 麥基亞作為

《喊· 山》的攝影指導。電影作曲則請

來了世界頂級音樂大師，曾為《蝴蝶》

、《夜曲》等20多部經典影片配樂的尼

古拉斯· 艾瑞拉親自操刀。美術則由曾

擔任過《暗戰2》、《神話》、《色戒

》等影片的馬來西亞美術指導江漢林擔

任。

嘗試過多種風格的楊子錶示，

《喊· 山》更像是他的處女作，“之前

的六部，更像學生作業，我現在才剛畢

業。”關於電影的結局問題，楊子保留

了自己的看法，也對觀眾的觀點表示了

理解，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點

，這樣正是電影的魅力所在。而對於結

尾紅霞為什麼不喊出聲來，導演解釋是

沒有想到一句不矯情媚俗的臺詞，所以

寧願留下“瑕疵”也要將張力保持到最

後。

談及對票房的預期，楊子稱：“我

們相信空間還是有的，在已有的空間

裏去盡最大努力，把影片推到觀眾面

前，希望能夠讓影片獲得認同它的觀

眾。”

阿湯哥不滿片酬 《碟中諜6》暫停製作
電影《碟中諜 6》主演

“阿湯哥”湯姆· 克魯斯與片

方派拉蒙就片酬問題產生分

歧，導致影片暫停製作。

“碟中諜”系列是廣受

歡迎的商業片代表，系列第

五部《碟中諜5：神秘國度》

在中國的票房就達到8.7億人

民幣。第五部的導演克裏斯

托夫· 邁考利也已確定回歸執

導第六部電影，並且將與布

魯斯· 蓋勒一起撰寫劇本。影

片原本預計將於 2017年 1月

開拍。

據業內人士透露，阿湯

哥對於自己能得到的票房分

賬並不滿意，與派拉蒙在片

酬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阿湯

哥目前正在倫敦拍攝環球影

業的驚悚大片《新木乃伊》

，他希望《碟中諜6》能為他

帶來一樣甚至更多的收入。

目前《碟中諜6》已暫停

製作，這已經不是影片第一

次出現問題了。今年7月份，

有消息稱影片的劇本出現大

問題，甚至有可能導致影片

流產。雖然劇本問題已經解

決，但仍然使得影片的開拍

時間從此前預想的2016年 11

月推遲至2017年1月。

派拉蒙希望影片于2017

年後半年公映，但具體時間

未定。希望《碟中諜6》的製

作過程不要像阿湯哥在電影

中一樣需要經歷層層關卡。

電影《花樣廚神》在北京舉辦首映

發佈會。主演楊紫瓊、Henry悉數到場

亮相，暢談電影拍攝感受與難忘的美食

記憶。

電影《花樣廚神》講述了知名的電

視製作人怡珊(楊紫瓊 飾)，繼挖掘了國

際廚神翰偉(黃經漢 飾)後，展開下一屆

新廚神的尋找工作遇到的各種趣事。

談及此次除了擔任主演，還身為製

片人，楊紫瓊表示，自己非常支援與欣

賞現代女性導演，同時希望全世界都可

以看到中國人對美食的研究，“拍攝這

類電影很幸福，既能滿足味蕾的需求，

又可以體會片中家庭的情感與愛”。

楊紫瓊表示自己生活中也是一枚

“吃貨”，“來我北京我喜歡羊肉火鍋

，在馬來西亞我一早就去吃咖喱粉”。

提到與Henry的合作，楊紫瓊笑言很

享受，“如同多了一個開心果般的弟弟

”。另外她還大讚Henry私下努力練習

廚藝，狂做蛋卷到“心理陰影”，同時

演技進步飛速，是個有靈性又用功的演

員。Henry則透露為這部電影苦練四個

月廚藝，楊紫瓊表示工作人員都品嘗過

Henry 的 手

藝，還打趣

評 價 說 ：

“沒有人死

， 所 以 是

OK的。”

發佈會

現場，Hen-

ry表示十分

想念媽媽的

手工水餃，

那是自己童

年最喜愛的味道。Henry更自曝拍攝電

影期間因為需要減肥而不自信，楊紫瓊

前輩卻教會自己人生任何事要做到“平

衡”。

據悉，電影《花樣廚神》將於8月

26日在全國上映。

方青卓演霸道總裁不自信
導演：不應怕進口大片

由蒲巴甲、魏一、姜超、方青卓等

主演的電影《勿忘初心》本週四將上映

。昨日，導演尹哲攜演員魏一、方青卓

等來渝與觀眾見面，正在重慶拍攝電影

的聶遠也到場為好友尹哲助陣。

影片講述海歸碩士穆薩遇見北漂的

女主角雪蓮，雪蓮為了賺錢給父親治病

，兼職直銷工作，兩人陰差陽錯的合租

住房，引出了一系列引人發笑、讓人深

思的故事。導演尹哲認為國產片不應害

怕進口大片，只要把故事講好，貼近觀

眾的心自然會有好的票房。通常在影視

作品中扮演善良大媽的方青卓此次的角

色是霸道女總裁，方青卓說：“最初很

擔心，自己都沒有信心，但是看到成片

後很高興形象有轉變。”

楊紫瓊自曝愛吃羊肉火鍋楊紫瓊自曝愛吃羊肉火鍋
讚讚HenryHenry如同如同““開心果開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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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中華民國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
明機率105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於8月18日
蒞休訪問，並於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在
12400 Greenspoint Dr. Houston,TX.77060 的 Hilton
Greenspoint Hotel 一樓 Campobello Room 舉行 2016 年台
美產業合作商機訪問團歡迎會，並與 ABS Group、Key-
stone、 Principle Power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及媒體專訪
活動。當天出席包括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呂正欽
副組長、盧文燦科長、劉乃元科長；中鋼公司風電事業
發展委員會魏豐毅副主任委員、王明亮組長；財團法人
中國驗船中心劉英如執行長、程維淵助理驗船師、鄭偉
成助理驗船師；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洪春暉產業顧
問兼主任；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暨台灣風力發電
產業協會黃聰文副組長 &秘書長；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
服務中心周怡彤業務長；經濟部航空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簡志維副主任、葉青青專案經理；工研院北美公司暨經
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王韶華總經理 & 執行長；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林清祥執行秘書、曾馨
慧組長、何曉雯副組長、李璧君副組長；ABS代表/Ted
Hofbauer,Director, Renewable Energy, ABS Group; Key-
stone 代表/Benjamin Foley, General Manager, Renewable
Energy; Principle Power 代 表/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Principle Power; Leo Yao, Repre-
sentative in Asia-Pacific, Greater Houston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Bureau; 休士頓台商會梁慶輝會長；新世紀保險
公司王敦正榮譽董事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副處長林映佐，科技組組長游慧光、俞欣嫻秘書、台灣
中油美國公司陳雄茂總經理等。

正於美國參訪的經濟部工業局 「台美產業合作與商
機訪問團」，8月18日傳捷報，中國鋼鐵公司、台灣風
力發電產業協會、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
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證下，與美
國 的 ABSG Consulting Inc. 丶 Keystone Engineering 及
Principle Power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將針對引進
離岸風場計畫驗證、離岸風力機固定式承載平台，與浮
動式承載平台等技術項目，共同合作建置台灣離岸風力
發電產業能量。

工業局吳明機局長強調，此次與美商 ABSG Con-
sulting Inc.丶 Keystone Engineering 及 Principle Power 聯
合簽署 MOU的主要意義，除了促進台美離岸風力發電
相關廠商合作，協助推動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發展之外，
更重要在於透過引進 Keystone Engineering之 「離岸風力
機固定式承載平台」以及 Principle Power的 「離岸風力
機浮動式承載平台」2項技術，建置台灣離岸風力發電

產業能量。
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黃聰文秘書長表示，美商

ABS是全球主要離岸風場計畫驗證機構之一，可提供專
業之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所需相關驗證技術協助。 美商
Keystone Engineering則擁有大型離岸風力機海底基座製
造技術，其源自於墨西哥灣石油天然氣鑽採平台之特殊
結構技術，歷經卡崔娜颶風災害，仍完好無傷。 而美
商 Principle Power所設計之離岸風力機浮動式承載平台
，亦有實際運作案例。 期望透過此次聯合MOU簽署，
加速推動引進 Keystone Engineering及 Principle Power的
離岸風力機固立式及浮動式承載平台技術，設計抗颱耐
震具競爭力承載平台，簡化安裝施工程序的方案，可有
效降低國內離岸風場開發成本，為台美再生能源合作建
立新里程碑。

工業局吳明機局長更進一步表示， 台灣目前尚無離
岸風場計畫驗證相關法規，期透過與國外驗證單位合作
，協助國內廠商取得驗證。同時，因我國尚無離岸風場
建置營運經驗，透過本次促成7個單位聯合簽署合作備
忘錄，促進台美離岸風電技術合作，將協助國內產業取
得離岸風場計畫驗證技術，包含：離岸風場生命週期服
務（如系統概念規劃、設計基礎、製造、運輸與安裝、
試運轉、營運與維護等）、浮動式風機基座之設計與建
置技術、離岸風電研究發展之諮詢服務等，將可加速推
動台灣離岸風電之建置，帶動離岸風力發電產業自主供
應鏈，實現台灣無核家園之綠能創新產業政策理想。

工業局吳明機局長表示，目前的政策目標是希望能
在2025年時讓再生能源發電達到整體發電的20%，因此
推動太陽能、離岸風力等再生能源發電是目前的發展重
點。吳明機局長說明，由於離岸風電較不受土地的限制
，且電力產能更高，因此在台灣土地有限的情況下，離
岸風電會是相對適合的選項。此次聯合七個單位共同簽
訂合作備忘錄是個相當重要的進展；不僅能夠促進台美
離岸風電產業發展，也能引進關鍵技術，協助台灣構建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更帶動許多如造船、鋼鐵等相關產業
成長。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王韶華執行長表示
，本次合作備忘錄的聯合簽署在台美辦公室的促成下，
透過離岸風場驗證技術及離岸風力機固定、浮動式承載
平台技術的引進，有助於國內風場開發，共逐全球與美
國風力市場產業鏈商機。

IMDE(International Maritime Development) 汪 永 龍
（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在會上簡報 「台美風
能產業合作願景.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率105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圓滿成功訪問
8月18日與ABSG Consulting Inc.、 Keystone、 Principle Power簽署 MOU

加強台美離岸風電技術合作 台美綠能產業創新機

美國參訪的經濟部工業局美國參訪的經濟部工業局 「「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 88月月1818日傳捷報日傳捷報，，中國鋼中國鋼
鐵公司鐵公司、、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
動辦公室動辦公室88月月1818日晚上日晚上66時時3030分在分在Hilton Greenspoint HotelHilton Greenspoint Hotel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
證下證下，，與美國的與美國的ABSG Consulting Inc.ABSG Consulting Inc.丶丶Keystone EngineeringKeystone Engineering及及 Principle PowerPrinciple Power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副處長林映佐，，科技組組長游慧光科技組組長游慧光、、中華民國經濟部工業局局中華民國經濟部工業局局
長吳明機率長吳明機率 105105 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圓滿成功訪問在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圓滿成功訪問在 HiltonHilton
Greenspoint HotelGreenspoint Hotel合影合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率105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圓滿成功訪問
8月18日與ABSG Consulting Inc.、 Keystone、 Principle Power簽署 MOU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率105105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訪問年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蒞休訪問,,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林清祥執行秘書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林清祥執行秘書、、
王韶華王韶華 執行長執行長、、曾馨慧組長曾馨慧組長、、何曉雯副組長何曉雯副組長、、李璧君副組長李璧君副組長、、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呂正欽副組長呂正欽副組長、、盧文燦科長盧文燦科長、、劉劉
乃元科長乃元科長；；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周怡彤業務長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周怡彤業務長、、久鑫科技公司陳姵宇經理久鑫科技公司陳姵宇經理、、宋世芬北美業務處長共襄盛舉宋世芬北美業務處長共襄盛舉..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王韶華總經理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王韶華總經理 && 執行長執行長、、經濟部工業經濟部工業
局局長吳明機局局長吳明機、、IMDEIMDE汪永龍汪永龍（（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
Principle PowerPrinciple Power代表代表/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
mentment、、 KeystoneKeystone代表代表/Benjamin Foley, General Manager/Benjamin Foley, General Manager、、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副處長林映佐處副處長林映佐、、科技組組長游慧光參加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科技組組長游慧光參加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 「「台美風能產業合作願景台美風能產業合作願景
Ｊ主講人Ｊ主講人 IMDEIMDE 汪永龍汪永龍（（Eddie Wang), Managing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Director互相交流互相交流..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MOU SignMOU Sign--
inging備忘錄簽署代表備忘錄簽署代表ABS/Ted Hofbauer,ABS/Ted Hofbauer,
DirectorDirector相見歡相見歡..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MOU SignMOU Sign--
inging備忘錄簽署代表備忘錄簽署代表 Keystone/BenjaminKeystone/Benjamin
Foley, General ManagerFoley, General Manager合影合影..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與MOU SigningMOU Signing備忘錄簽備忘錄簽
署代表署代表 Principle Power/Kevin Banister,Sr.Manager,Principle Power/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Business Development等等 出席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出席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

美國參訪的經濟部工業局美國參訪的經濟部工業局 「「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台美產業合作與商機訪問團」」 88月月1818日傳捷報日傳捷報，，中國鋼鐵公司中國鋼鐵公司、、台灣風台灣風
力發電產業協會力發電產業協會、、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88月月1818日晚上日晚上66時時3030分分
在在Hilton Greenspoint HotelHilton Greenspoint Hotel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證下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證下，，與美國的與美國的ABSG Consulting Inc.ABSG Consulting Inc.、、KeystoneKeystone
EngineeringEngineering及及 Principle PowerPrinciple Power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由中國鋼鐵公司由中國鋼鐵公司、、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
室室88月月1818日晚上日晚上66時時3030分於分於Hilton Greenspoint HotelHilton Greenspoint Hotel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證下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見證下，，與美國的與美國的ABSGABSG
Consulting Inc.Consulting Inc.、、Keystone EngineeringKeystone Engineering及及 Principle PowerPrinciple Power等七個單位的代表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等七個單位的代表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林清祥執行秘書經濟部台美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林清祥執行秘書、、中鋼公司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魏豐毅副主任委員中鋼公司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魏豐毅副主任委員
、、IMDEIMDE汪永龍汪永龍（（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Eddie Wang), Managing Director在會上簡報在會上簡報 「「台美風能產業合作願景台美風能產業合作願景」」 、、ABSABS代代
表表/Ted Hofbauer,Director/Ted Hofbauer,Director、、Principle PowerPrinciple Power 代表代表/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Kevin Banister,Sr.Manager, Business Develop--
mentment等等出席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出席簽署合作備忘錄晚宴..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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