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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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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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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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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691－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echat ID: nodocloan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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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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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C7綜合影視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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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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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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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由張藝謀執導的《長城》

將于 12月 16日全國公映，影片由中國電

影股份有限公司、樂視影業、傳奇影業

、環球影業聯合出品，彙集了馬特· 達蒙

、景甜、佩德羅· 帕斯卡、威廉· 達福、

劉德華、張涵予、鹿晗、彭于晏、林更

新、鄭恺、黃軒、陳學冬、王俊凱等中

外豪華陣容以及余心恬、劉冰、李亨等

實力派新人演員。

片方發布“饕餮圍城”版預告，首

次曝光長城不爲人知的“秘密”，各種

威力強大的精巧機關，還有鎮守長城的

神秘軍隊無影禁軍，將長城變成巨大的

陸上航母，而他們的對手就是上古神獸

饕餮。預告中戰鬥場面恢弘壯大，處處

顯露出的中國文化元素，更表明張藝謀

從未放棄“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初

心。

“很多東西是你從未見過的”。正

如《長城》預告中威廉· 達福所言，這款

“饕餮圍城”預告曝光了大量信息，馬

特· 達蒙飾演的雇傭兵，千裏迢迢來中國

尋找一種神秘武器，意外發現了長城的

驚天秘密。長城原來不止是一段城牆這

麽簡單，預告中所展現出來的各種威力

強大的精巧機關只是這個“陸上航母”

的冰山一角。還有鎮守長城抵禦上古神

獸饕餮進攻的無影禁軍，“他們一輩子

都在爲這場戰爭做准備”。

電影中的無影禁軍分屬五個不同的

兵種，各軍各司其職，協同作戰。虎軍

是工程和機關部隊，操控著長城上各種

威力強大的精巧機關，和弓箭部隊鷹軍

一起，負責遠程打擊；熊軍和鹿軍則是

兩支主力近戰部隊，熊軍厚重鹿軍靈活

，他們將和饕餮貼身肉搏；還有套著飛

索的鶴軍，她們手持長槍從高空躍下，

利用重力各種角度全方位進攻，這些在

預告中都可以看到。

據悉，影片中的饕餮，每 60年一次

降臨人間，它們並非無意識的野獸，而

是有組織有計劃地“掠食人類”。在預

告中，饕餮首度以群像現身，速度極快

，有組織的瘋狂地攻擊人類、摧毀建築

物，戰力極其恐怖。

長城是中國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

的標簽之一，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和

無數的神話傳說，對于電影創作來說

更是一個數不盡的寶藏，攫取其中一

點就可以發散出很多的想象空間。此

次張藝謀將它們與長城相結合，創造

了一個中國文化特有的故事。在此次

曝光的預告片中就有頗多亮點，神秘

的長城關城、《山海經》裏的上古神

獸、精銳的無影禁軍、瑰麗的皇宮、

如畫的五彩山、神奇的中國火藥和中

國功夫，還有炫酷的中國冷兵器作戰

方式等。

張藝謀曾明確表示：“這（長城）

是中國電影走出去、向世界講好中國故

事的重要一步。”通過娛樂電影，去普

及一些基本的觀念，他覺得這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方向，“至

少讓全世界愛看娛樂電影的年輕人，看

到這個電影讓他們知道火藥是中國發明

的，”張藝謀調侃稱。

據悉，電影《長城》已參加 2016年

紐約國際動漫展，並于今日淩晨在紐約

舉行見面會，導演張藝謀攜主演馬特· 達

蒙、景甜、佩德羅· 帕斯卡、王俊凱重磅

亮相。發布會上還發布了四位主演的人

物海報，片中馬特· 達蒙和佩德羅· 帕斯

卡飾演兩位從西方奔赴長城的雇傭兵，

景甜飾演無影禁軍中鶴軍將領，王俊凱

飾演皇帝。

《長城》新預告 無影禁軍集結長城開戰

綜合報道 10月 11日晚，韓寒在微

博上正式公開自己的第二部電影作品

——《乘風破浪》，並首先向網友曝光

了幕後陣容。

在之前的報道中我們得知，韓寒被

曝出的立項電影分別是《三重門》和

《天空制造》，而這次發布變成了另外

一部電影，也讓不少網友表示很突然，

韓寒自己也在微博中自己調侃一番：

“實在對不起《三重門》和《天空制造

》，不過這不算跳票，這是插票。”同

時韓寒還特意表示，自己這回不會親自

出演。

據悉，影片《乘風破浪》制片人于

夢和李雯雯此前已經在制片行業從業多

年，後者除參與過《萬萬沒想到》制片

工作外，還曾擔綱過《報告老板》《星

映話》等多檔網劇項目，豐富的經驗使

得二人爲新片的保駕護航不在話下。而

曾爲《後會無期》、《萬物生長》等多

部影片從事制片工作的徐征，此次在片

中任職制片主任。另曾參與過《風聲》

等影視劇拍攝工作的第

一副導演張洪偉，此次

也將一起完成新片的工

作。

而在聲音、美術

和攝影方面，聲音指

導郭明在電影聲音剪

輯混音、聲音設計方

面都有所建樹，參與

制作包括《推拿》等

十余部電影作品。美

術指導王闊，從《三

槍拍案驚奇》開始和

張藝謀導演參與電影

的美術設計工作，深

受業界好評；攝影指

導程馬，畢業于北京

電影學院攝影系，曾

被紐約大學選中公派

赴紐約大學電影制作

專業單人訪問學者；

曾擔任《火鍋英雄》

剪輯技術制作的白玉

俠，此次在《乘風破浪》中擔任剪

輯指導工作。

根據之前網曝的劇情，《乘風

破浪》講述了小鎮青年阿浪認爲父

親阿正從未理解他的職業與生活，

然而在一次機緣巧合下，他見證並

經曆了父親當年傳奇而有趣一面的

故事。

目前影片還在拍攝當中，檔期未確

定，主演陣容有待公布。

韓寒正式發布第二部電影作品
名為《乘風破浪》

綜合報道 近日，在中宣部的繁榮文

藝創作經驗交流會上，電影人吳京受邀

出席並做出以《打破類型片壁壘，用心

以恒，用心以誠是電影人該有的匠人精

神》爲題的演講發言，著重分享了《戰

狼》的成功創作經驗。《人民日報》隨

後大篇幅重點報道並引用了吳京的發言

內容，充分肯定了《戰狼》在動作類型

片上的突破性表現和裏程碑式探索。

吳京的《戰狼》，作爲中國式硬漢

電影和新式主旋律動作類型電影的開山

鼻祖，不僅得到了觀衆買票力挺，國家

級媒體發聲支持，更啓發並引領了更多

中國電影人對這一電影類型的實踐與探

索。可以說，中國式硬漢電影由《戰狼

》開創，自《戰狼》興起，隨著《湄公

河行動》的大獲好評與商業成功，我們

有理由相信，吳京、張涵予之後，中國

電影銀幕之上，還會有更多的硬漢崛起

。

“中國人能打，會打，是世界公認

的，但是我也越來越意識到動作始終都

是外化的表現，沒有一個核、一個精氣

神是立不住的。”吳京聊到《戰狼》的

創作思路時表示，“美國夢是個人的奮

鬥史、草根的神話，而中國夢承載著億

萬中國人的情結，歸根結底，就是強國

夢。只有國家強大，個人價值才能得到

最大的實現。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主

旋律反而給了動作電影靈魂，而動作電

影就是它在文化領域裏施展的拳腳。”

《湄公河行動》的成功，則進一步印證

了這個類型具備可複制性，這是《戰狼

》之于中國電影最重要的意義。正如吳

京所言，“主旋律題材只要講出漂亮的

故事，或者抓住某一種情緒做到極致，

一樣可以讓大衆信服和買單。”

吳京近期在拍攝《戰狼 2》，在已

曝光的片場劇照裏，我們再次看到吳京

“糙硬漢”的一面：蹲在坦克上吃盒飯

，被謝楠調侃是“民工導演”；不喜歡

塗防曬霜，皮膚暴曬“黑成煤”；直言

自己“不靠臉吃飯，靠命吃飯”，受傷

都是家常便飯。在流量小鮮肉們被天價

片酬、面癱演技、文戲替身等負面新聞

纏身時，吳京這種“自我糟踐”式的玩

法，反倒顯得愈發珍貴。

人民日報刊登吳京文章
主旋律硬漢動作片迎來春天

C2體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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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12日，意大利羅馬，由大教皇等羅馬宗教贊助的“United for peace”慈善足球

賽在羅馬奧林匹克球場開賽，球王馬拉多納，羅馬王子托蒂，法國傳奇坎德拉，貝隆等現身參加，比賽是爲了聲援

意大利地震受災群衆。

近二十年來，受到好萊塢電影的影響，掀起了一股健身風潮。歐美的電影明星藝人無論男女，時常在電影中展

現自己的健美身材，讓不少觀衆起而效尤。有這樣一位健美運動員練出一身鋼鐵肌肉，一度被譽爲世界上體脂最低

的男人，卻因爲用藥過度在三十歲時撒手人寰。

綜合報道 2016年 10月 12日，上海大師賽繼續展開爭奪，西班牙天王達爾狀態不佳，盡

管挽救了賽點，但還是3-6/6-7(3)不敵塞爾維亞人特洛伊基，無緣16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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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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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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特已說過自己希望急流勇
退，近日他接受牙買加一家

電視台採訪時表示：“（明年
的）跑手大獎賽將是我在牙
買加的最後一場比賽。”
今年 6月初於是項比
賽，保特以9秒88奪
冠。

保特還再次強
調，2017年8月的倫
敦世錦賽後他將選擇
退役，“是的，我肯
定會在明年倫敦世錦賽
後選擇退役，這將是我最

後一屆世錦賽。”他稱自己
會從下月開始恢復操練，備戰明年
的倫敦世錦賽。不過，他現在還沒

想好，到時是參加100米、200米
的其中一項，還是兩個單項都參
加。

奧運摘下九金 屬意急流勇退
保特已在 2008 年北京奧運

會、2012 年倫敦奧運會以及
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連續三
屆奧運會包攬男子短跑 100
米、200米以及4×100米接力
合共九面金牌。今年初，保特
曾獲教練建議嘗試挑戰2020年
東京奧運，然而保特還是屬意急
流勇退，畢竟4年後他已經34
歲，要繼續保持最佳狀態
並不容易。

■綜合外電

牙買加飛人保特日前在

接受其家鄉一家電視台採訪

時透露，明年6月的牙買加

跑手大獎賽將是他在自己祖

國的最後一戰，向祖家支持

者謝幕。這位30歲的奧運九

金飛人還重申，將在來年8

月於倫敦舉行的世錦賽後選

擇退役。

對於美職籃球星J.R.史密夫來說，這是
個棒極的夏天，他先是幫助克里夫蘭騎士
奪得上屆NBA總冠軍，隨後又跟“另一
半”拉埋天窗。15日，他跟騎士的續約僵
局亦正式結束，之後還宣佈太太再有BB，
自己將再當爸爸，好事成雙。

J.R.史密夫與騎士的續約談判持續了整
個夏天，直到15日他終於決定留隊，跟騎
士簽訂了一份總值5,700萬美元的4年合
約，志在衛冕的騎士明顯不希望續約僵局
令球員分心，而雙方亦在此事上作出了讓
步。已育有兩女的J.R.史密夫續約後還透過
社交網站宣佈，他太太又有身孕了。

另外，15日凌晨NBA季前熱身賽，公

牛後上以118:108擊敗由勒邦占士領銜的騎
士，公牛2勝2負，首發五虎得分都上雙，
其中朗度拿下20分，韋迪貢獻11分、6籃
板及5助攻。

新秀壓哨絕殺 勇士險勝金塊
另一場，勇士在第四節仍落後15分的

逆境下，最後5分22秒投中4球三分球爭
取到加時機會，最終憑新秀麥卡的壓哨絕
殺，得以129:128險勝金塊。勇士三巨頭
只打了前三節，史提芬居里攻入22分，杜
蘭特及基利湯遜也分別貢獻了19分及17
分。

■記者梁志達

續約兼添B
J.R.史密夫好事成雙

巴神失機 尼斯仍領跑法甲
儘管回勇的

“巴神”巴洛迪
利於15日凌晨法
甲足球聯賽射失
一球12碼，尼斯
主場仍以2：0擊
敗里昂，由於同
日排第2的摩納
哥作客以1：3不
敵圖盧茲，尼斯
領跑積分榜的優
勢得以擴大到4
分。

西盃三強抽得好籤
西班牙盃足球賽32強，三強都抽得

好籤面對低級別球隊，其中衛冕的巴塞
羅那會對乙組B（第三級別）的靴高
斯，皇家馬德里會對乙組B的利安尼
沙，馬德里體育會則鬥乙組B的古祖
奴。

C朗被通坑渠發記者晦氣
皇家馬德里葡萄牙“球王”C．朗

拿度日前練球時被馬些路“通坑渠”，
隨後大腳將球踢向看台並唸唸有詞，口
語專家指他是說了：“記者，你們又有
東西寫了。”

伊雲斯強姦案重審獲判無罪
4年前因強姦罪成被判入獄兩年半

的27歲前鋒捷迪伊雲斯，日前重審後獲
判無罪釋放。這名前威爾斯國腳2007至
09年踢過曼城，現効力英格蘭第三級別
球會車士打菲特。 ■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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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史密夫接連傳
出好消息。 美聯社

■巴洛迪利(右)領黃
牌。 路透社

■捷迪伊
雲斯(右)
和女友離
開法院。

美聯社

■保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有
他的招牌慶祝動作。 法新社

■保特寫下了賽跑
界的多項歷史。

法新社

■今夏奧運保特再
添獎牌。路透社

車仔炒李城三蛋幫主帥減壓

車路士新球季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
前7輪得兩場保持不失球，主帥干地被
炒魷的賠率日前更突然急升溫。15日晚

第8輪，“車仔”就在主場來個大炒李
斯特城3：0，暫以5勝1和2負的成績為
干地減減壓。衛冕的“李城”新球季僅
得2勝2和4負。

干地繼續排出三後衛陣式，隊長泰
利傷癒復出鎮守防線，柏度洛迪古斯代替
為母奔喪請假的韋利安踢正選翼鋒。客隊
占美華迪擔正攻堅，翼鋒馬列斯退居後
備。雙方球員都臂纏黑紗比賽，車仔是悼

念韋利安喪母，班主是泰國人的李城則是
悼念剛離世的泰國國王普密蓬。

今夏轉會車仔後首度倒戈對李城的
防守中場簡迪，遭到客隊球迷喝倒彩。
開賽8分鐘，夏薩特開角球，中場尼曼
查馬迪近柱二傳，小禁區邊後柱位的迪
亞高哥斯達無人看管下為車仔射成1：
0，這是他今季聯賽入的第7球。車仔之
後控制大局，後衛大衛雷斯25碼外罰球

怒轟中柱角彈出。33分鐘，柏度洛迪古
斯前場混戰中將球踢高，客隊解圍球
“省”到夏薩特的頭再彈前，後者斜殺
入禁區射成2：0。下半場，客隊的富治
斯禁區內有犯手球之嫌，球證沒判12
碼。主隊之後被門柱救回一命，並於80
分鐘由域陀摩西斯跟後備入替的查洛巴
“撞牆”，最後由域陀摩西斯近門射成
3：0完場。 ■記者梁志達

■域陀摩
西斯打空
翻慶祝。

法新社

■夏薩特(藍衫左)射成2：0。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調查
公司AC尼爾森（AC Nielsen）日前發佈的最新調查
報告顯示，在過去的三年裡，中國人對足球的興趣
增幅超過4％。不過，中國球迷與其他國家球迷的不
同之處在於，很多中國球迷支持多家俱樂部，而不
僅是某一支特定球隊，例如曼城的中國球迷中，有
95％支持曼聯，71％支持利物浦，68％支持車路
士，64％支持阿仙奴，這一現象為中國獨有。

AC尼爾森指，31％的中國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足
球賽事感興趣，國民對該體育項目興趣的顯著提升，
得益於中國政府對足球產業發展的支持與推動，以及
中國投資者在世界各地對體育產業的佈局。

荷蘭海牙足球俱樂部於2014年被Vansen國際
體育公司收購，這是當時歐洲第一個也是唯一由中
國公司部分或全部擁有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從那時
起，僅僅兩個賽季後，這個數字已經暴增至13家，
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球隊，如AC米蘭、國際米
蘭、馬體會和曼徹斯特城足球俱樂部（曼聯）的母
公司——城市足球集團。

皇馬在中國有1.27億球迷，在歐洲各隊中排名
第一。國際米蘭和AC米蘭，其中國球迷數量都超
過了1.06億人，分列第二、三名。

除了並不“專情”外，AC尼爾森調查亦表明，
中國人數最多的球迷種類是“社交型球迷”，這類
球迷參與足球的原因更多在於社交層面。另外，15
日展開的中超第27輪賽事，恒大雖以6：0大勝永
昌，但因蘇寧2：1挫上港，令恒大的奪冠夢須推遲
下一輪。

■調查指中國
球迷往往同時
喜 愛 多 支 球
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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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如 肚懷5月鑲金小公主
霍建華羞迎前世情人

42歲的林曉培剛出道即憑主打歌《煩
》走紅，《心動》更成經典情歌，她曾奪
下金曲新人獎，9年前卻因酒駕肇事爭議
讓事業急凍，迄今仍舉步維艱。她接受
《蘋果》專訪，懺悔糊塗蠢事，坦承有過
自殘傾向，拍《海角七》時更遭男友劈腿
，但昨仍遭網友羞辱，她表示早有心理準
備會被罵，自認所犯的錯會隨她到老死，
曾犯下的罪行深烙心中， 「每天用負面情
緒折磨自己」。

她2007年酒駕撞死護士賠家屬800萬
元，直到今年6月才將銀行貸款還清，回
首人生低潮時，事業因負面新聞墜入谷底
，曾窮到戶頭僅剩 136 元，還硬是保了 5
張保單，當時每月保費好幾萬元，她揭露
原因： 「擔心欠人家的還不了，就怕我有
個萬一，至少媽媽、債權人還有錢可以拿
。」

拍《海角》慘被劈腿
她坦承因躁鬱症有自殘傾向，並無奈

地說： 「疤都好了，傷卻還在。」也悟出
自殘改變不了人生，只讓自己很痛、讓愛
你的人傷心，軟弱大於堅強，自殘不會讓

你更舒服， 「（傷疤）只是提
醒我有多麼愚蠢」。

她曾經信仰愛情，甚至說
過 「男人就是我的世界」，回
想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是拍
《海角》時，男友赴歐洲進修
，她深情傳訊給對方： 「只要
你不離開地球，遠距離都不是
問題。」不久，男友卻向她坦
承劈腿愛上別人，她自我安慰： 「我覺得
他蠻善良的，不然我痴等下去不就更可憐
。」

任音樂小說製作人
她低潮時曾將自己禁錮，但歌迷透過

臉書透露想放棄自己的人生，她莫名的責
任感油然而生，決定用歌聲鼓舞對方，也
才清醒想起媽媽及因重度精神狀況住院的
哥哥，生活費需由她一肩扛，拎著一卡皮
箱赴香港、中國尋求演出機會，她今年首
次擔任歌手毛恩足《枕頭上的海浪聲》音
樂小說製作人，持續演出的力量，期盼走
出人生谷底。

Shino強國求生

●姓名：林曉培
●年齡：42歲（1973╱12╱09）
●身材：160公分╱46公斤
●經歷：1998 年發行首張專輯《Shino 林
曉培》，憑主打歌《煩》走紅，2007年酒
後駕車肇事，演藝事業中斷，之後接演電
影《海角七》及舞台劇，近年事業重心轉
往中國、香港，並擔任歌手毛恩足《枕頭
上的海浪聲》音樂小說製作人
●殊榮：第10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
●經典歌：《煩》、《心動》、《手太小
》等
●酬勞：中國商演每場34.6萬元台幣，台
灣校園每場5萬元

王陽明爽看愛妻露蠻腰 蔡詩芸勾頸玩乳貼
33歲的王陽明和老婆蔡詩芸結婚9個月，時常在臉書po

照曬恩愛，私底下也是形影不離。記者日前直擊王陽明出席
時尚活動酒會後，迫不及待直奔位於東區的自家潮牌店找老
婆，穿著寬鬆露肚裝的蔡詩芸好身材藏不住，不畏大眾眼光
，早已在店門口等候，頻頻引頸 「望夫」。

王陽明下車後和老婆一起進入店內，吸引不少粉絲朝聖
看偶像，老闆王陽明也親民幫粉絲介紹商品，之後王陽明換

衣服和老婆走出店外，走在後頭的蔡詩云忽然興起，從背後
給老公一個 「勾頸抱」，向他討揹揹，一臉滿足的模樣。

一路上王陽明也大方在街頭放閃摟老婆腰，羨煞不少路
過少女，不少路人認出夫妻倆，報以羨慕的眼神，之後夫妻
倆到附近的點心店吃甜點，為感情持續 「增甜」。細看蔡詩
芸的纖細小蠻腰，結婚9個月的肚皮似乎還沒有消息。

連方瑀 密練1年引吭滿堂彩
動員祖孫3代開唱圓夢

40歲的林心如懷孕5個月，始終低調不願透露預產期及寶
寶性別，據了解她確實是懷女寶，昨更由第1個知道 「華心戀
」的20年好友舒淇，間接以1張她與林心如、林熙蕾貼緊緊的
合照並標註 「4個女孩的旅行」，把懷女寶的小祕密公開破梗
。孩子的爸霍建華昨頂光頭現身深圳，雖台上未正面回應，但
笑容滿面代表一切，甜蜜迎接前世情人。

林心如上月出席時尚活動，靠巧妙剪裁遮住4個多月的孕
肚，對懷孕心情，她強調生活步調正常，也讚老公貼心，夫妻
相處就是平凡的小幸福。近來霍建華忙拍《如懿傳》，她趁空
檔和舒淇、林熙蕾同遊日本，屬於姊妹們的小確幸，3人分享
角色扮演逗趣照，只見林心如不時用大抱枕遮肚或隱身在好友
後頭，不讓隆起的孕肚曝光。

閨蜜舒淇提早破梗
舒淇和林心如交情超過20年，她比林爸還搶先知道 「華心

戀」，林心如甚至讓舒淇和霍建華通電話，確認戀情為真。這

回，林心如肚裡寶寶性別，舒淇和林熙蕾當然也比別人早知道
，昨舒淇在社群網站放上3人背面的溫馨合照，以7個字 「4個
女孩的旅行」婉轉表示姊妹淘肚中還有1個女孩，接著林心如
也轉貼此文，寫著 「Girl Power（女孩力量）」還有4個女孩的
圖案，藉此表明寶寶性別。

霍傳授女追男妙招
霍建華昨以《如懿傳》劇中光頭造型出席時尚活動，以往

嚴肅的他看似心情大好，還打趣說男模比他帥，因為 「有頭髮
」。他被問到女生應該送男生什麼禮物，建議送一些自己做的
小點心，傳授女追男妙招。

林心如這胎懷帶財女寶寶，命理師詹惟中以紫微斗數算出
她休養2年後會有懷第2胎的機會；王奇則以塔羅牌看出 「華
心」命中注定還有1個兒子的命格，若林心如願意，生2至3個
子女都沒問題，女兒會讓父母事業再上一層樓。

73歲連戰夫人連方瑀演唱之夢成真！昨晚在松菸辦個
人獨唱會，連家祖孫3代全員出動，蔣方智怡、張琍敏等
好友也到場聆聽。她勤練1年圓夢，2小時演唱超過20首
歌曲，在場約300名親友嘉賓報以滿堂喝彩。

連方瑀出了名地喜愛詩詞歌曲，曾是合唱團成員，錄
過2張專輯，去年她在50周年金婚宴上大展歌喉，同時贈
送自唱的14首歌曲CD當伴手禮，令人驚訝她果真愛歌如
痴。

路永佳連惠心助
唱

在光輝的10月，
她終於辦了首次個
人演唱會，據悉勤
練了 1 年，連家祖
孫 3 代豈能不捧場
，大女兒連惠心、

二媳婦路永佳都上台助唱，大媳婦蔡依珊則因練唱時喉嚨
有問題而沒登台。

連戰透過辦公室主任丁遠超說，連家兒孫在連方瑀耳
濡目染下，她念1句 「床前明月光」，兒孫馬上回 「疑似
地上霜」，原本孫子們也打算上台陪奶奶唱歌，最後怕小
孩難控制而作罷。

連奶奶獨唱會採贈票方式，現場約有300位親友捧場
，因參加人數超出預期，場地從華山藝文特區改到松山菸

廠。連方瑀怕唱古詩詞令人不易理解，貼心印製歌詞，包
括《相思》、《水調歌頭》、《短歌行》等曲，另有2首
是連家祖先所寫的歌。

路永佳為支持婆婆喜好，長時間陪練唱，她透露婆婆
勤練到詩詞都能倒背，只是擔心體力和嗓音能否有最佳展
演，她表示： 「與婆婆一起練唱、登台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古詩詞的意境很美，讓原本不錯的婆媳關係因練唱感情
變得更好。公公連戰也會加入詩詞的討論和分享。」

連勝文蔡依珊親民
昨連戰被問夫人開唱心情如何，他說： 「很興奮。」

問他喜歡聽夫人唱歌嗎?他回： 「謝謝。」連戰女兒連詠心
則低調進場。昨晚現場約300人，大家都聚精會神聆聽，
每首歌唱完後，都拍手叫好。中場休息時，連勝文和蔡依
珊步出會場，夫妻倆十分親民，要連勝文講點話，他拱手
說: 「謝謝，辛苦了。」

林曉培 酒駕肇禍 扛債9年 認命受辱自殘烙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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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陳奕迅（Eason）當年放棄英國著
名大學建築學學位，毅然回港踏上演藝路。一般父母
面對兒子這般決定時，定必十分震驚；Eason的父親
陳裘大也不例外，父子關係更因而走進低谷 。陳裘
大早前接受港台節目《我們不是怪獸》訪問， 詳述
他如何從抗拒到接受， 並以兒子作為歌手為榮的經
歷。陳裘大自言是個“怪獸家長”，因他對兒子的
管教十分嚴厲，小時候要他們每星期總結學到的知
識，到兒子出國讀書時，大學修讀的學科也要由他決
定，故當Eason決定要做歌手時，便對爸爸說︰“從
小自己也不能作決定，希望今次能讓我自己選擇。”
陳裘大對此決定很反感，因為Eason讀書成績不錯，

自己一直為他鋪路成為建築師，更擔心兒子唱歌
“搵唔到食”，反問“世上能有多少個張學友？”陳
裘大坦言不喜歡卡拉OK，所以為人父親的他從來不
知兒子唱功如何，直至他在八強比賽中首次現場聽
Eason唱歌，才如夢初醒；後來連身邊朋友也盛讚Ea-
son的唱功，他才慢慢接受兒子的決定。

身教Eason孝順之道
雖然陳裘大的管教甚嚴，但Eason仍以父親為最

敬佩的偶像。談及他與Eason的相處之道，陳裘大直
言身教很重要，自己以前會經常探望外婆，與她談
心，Eason亦有看在眼中，也許潛移默化他要孝順。

他喜歡親子相處，當年不時帶Eason到處遊玩，又教
他踏單車，後來更成為歌曲《單車》的藍本。隨着
孩子長大，二人亦轉變成朋友的關係，還會以書信聯
繫感情；當兒子遇上挫折時，他都會寫信開解。

陳裘大小時未有機會上正規學校，只靠一張張夜
校證書積累起來，考到赴英攻讀工程學的 獎學金，
再回港大完成碩士，因此他最大的心願是希望兒子能
戴上四方帽，當年 Eason 的決定成為他最大的遺憾，
Eason亦一直哄他會後補；直至2014年，Eason曾就
讀的英國大學頒發他榮譽博士，以表揚他對音樂的貢
獻，他更在演說清唱《天下無雙》，陳爸爸當然十分
感動，也一圓心願。

唐嫣繼劉亦菲、李小璐、王珞丹、劉詩詩、趙麗穎之
後，成為新一屆金鷹女神。14日晚在開幕式上，唐嫣

身穿優雅的金色禮服華麗亮相，以“金鷹”展翅動作揭幕。
隨後，唐嫣受訪時表示，成為金鷹女神非常榮幸、開

心，認為這是大家對她拍了很多戲的認可。她還透露，自己
在賀歲檔將會有電影《鋒味江湖之決戰食神》與觀眾見面，
目前正在拍攝與梁朝偉、吳亦凡合演的電影《歐洲攻略》。

當兵苦孫楊寧回泳池操練
如今成了“女神”，問她可會想拿金鷹獎？唐嫣也笑

言，自己當然也想，但她未來的
路還很長，如果有獎的話，那也
是很開心的事。
真人秀《真正男子漢》第二

季即將開播，參與者楊冪、孫
楊、蔣勁夫和沈夢辰齊穿空軍軍
裝亮相。此前，楊冪、佟麗婭、
沈夢辰、張藍心等女星宣佈加入
《真正男子漢》時，一度令人擔
心這班女星們可能承受艱苦的軍
旅生活嗎？14日晚楊冪也被主持

人問到“你是不是男子漢？”，楊冪一臉堅毅說：“我也是
男子漢！”她坦言女兵的訓練也很辛苦，女兵並不比男兵
差，證明女兵也可以保衛祖國。楊冪還透露，自己以前從來
沒有扮演過軍人，而在節目錄製中，她們也並不是扮演軍
人，她們是有被授予軍銜的。楊冪希望，能在軍營裡當真正
的兵。
至於奧運冠軍孫楊談起節目中的軍旅生活，笑言自己寧

願回到游泳池裡，他說：“在泳池裡都是可控的訓練，在軍
隊裡是各種突發情況也要堅持。去軍隊後，最大的感受是震
撼。”最後，四人齊敬標準軍禮，獲得掌聲雷動。

袁弘張歆藝婚後久別重逢
另外，張智霖、袁詠儀夫婦14日晚有份參與演出開幕

式晚會，和陳建斌一起帶領《一年級》畢業季的嘉賓婁藝
瀟、孫耀琦等人一起亮相。另一對夫妻袁弘和張歆藝，則與
劉江導演、張靜初、秦嵐等人主演的《咱們相愛吧》劇組一
同亮相；因拍戲原因一直聚少離多的袁弘夫婦，更表示感謝
金鷹節和《咱們相愛吧》節目能夠使兩人久別重逢。

其他表演嘉賓尚有周筆暢、韓磊、明道、沙寶亮、譚維
維。春風滿臉的譚維維日前接受了男友陳亦飛的求婚，14
日晚她表明希望婚禮從簡，但對於婚期就大賣關子。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三大“女神”舒淇、林心如及林熙蕾近日齊組
“人妻旅行團”，到日本遊玩。懷孕5個月的心如都玩得輕鬆愉快，但
仍然口密未有公開腹中寶寶的性別。不過舒淇晒圖留言時卻口快快洩
密，她在微博上載與心如、林熙蕾的背影照，留言：“四個女孩的旅
行”，讓一眾網友猜測另一個“女孩”，就是指心如腹中寶寶。隨後，
心如在facebook上傳一張有一串粉紅色心形氣球的照片，並留言：
“Girl Power”，似乎是在和應舒淇，默認懷女胎。
台灣演藝圈“黃金剩女”現只剩林志玲未有着落，15日志玲姐姐為

其慈善基金會2017年年曆舉行簽名會，她透露這次拍攝遠赴西班牙、
南極、阿根廷、馬丘比丘以及上海迪士尼，畫面壯麗。

志玲客串演蔡康永新片
對於好友林心如被爆懷女胎，林志玲即笑說：“好羨慕！這時就覺

得我一事無成，很祝福啊，很棒。我私下都會私訊給心如，她很好玩，
她都會立即回，我都想說她不是在當新娘嗎，怎麼能立即回簡訊？她是
個很可愛的女孩。”
此外，林志玲最近拍攝蔡康永新片《吃吃的愛》，被女主角小S抱

怨她劇本超多頁，對此，志玲急忙澄清：“沒有，我是客串啦！”至於
片酬方面，她笑着推說因是康永哥的電影，要待下次電影辦活動，再請
導演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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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 11屆中國金鷹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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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鷹獎 14日晚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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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玲羨慕 自嘲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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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蔣勁夫、孫
楊、楊冪和沈夢辰齊穿
空軍軍裝亮相。 中新社

■唐嫣穿起華服
變身“金鷹女
神”。 中新社

■袁弘和張歆藝聚少離
多。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今年以獨立歌手身份重新於樂壇出發的林欣
彤，近日接受電台訪問。

《巨聲2》一夜成名，林欣彤由一個平凡少女變成備受傳媒
追訪的對象，她承認初入行是措手不及未能適應：“當時壓力
很大，擔心很多事情，不再是小妹妹，又不可以走音或記錯歌
詞。”音樂事業如日方中，外來人看到這個幸運兒，沒料到原
來她埋藏着一斤斤的負能量，加上從小照顧她成長的祖母又患
上老人痴呆症及突然中風，林欣彤直認這是當時失聲及患上抑
鬱症的原因。她在情緒最差時更曾想自尋短見，“但最後我知
道不可以，因為身邊太多愛我的人，但有句說話‘如果有勇氣
自尋短見，不如用來活着’提點着我要好好活着。”
林欣彤直言新歌《懸崖花》是送給分了手的前度男友，她

指入行前已認識對方，雙方離離合合多次。對於感情，林欣彤
坦言自己極度執着，盼用真誠感動對方，“我希望用我的堅持

感動對方，或者令關係變
好。”
林欣彤談到最刻骨銘心的

感情時，直認不灑脫，“其實
一早出現了問題，但中間斷斷
續續，大家中間各有男女朋友
的，但一直放不開！我們的關
係，是很不愉快地結束的，最
近聽到朋友說他有了新女朋
友，生活得很開心。”最後她
將這段舊情化為今年首支派台
歌《懸崖花》，向前度男友寄
予無限祝福。

認當年反對Eason做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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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人妻樂遊日
本。 網上圖片

■林志玲15
日舉行簽名
會與粉絲見
面。 中央社■林欣彤坦言對感情極度執着。

■舒淇留言“四個女孩的
旅行”，暗示心如懷的是
B女。 網上圖片

■陳裘大詳談與陳奕迅的親子關係。

陳裘大用書信聯繫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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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為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國慶，由芝加哥
中華會館主辦全僑慶祝中華民國雙十
國慶餐會，於十月八日晚間，假南華埠
富麗華酒家隆重舉行。中華會館主席黃
于紋、董事長陳達偉、駐芝加哥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副處長陳瓊
玉、新聞組組長莊璧璘、組長張志強、華
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
、僑務委員賴志鴻、周賢孟、項邦珍、區
一平、中華會館歷任主席暨傳統僑團、
郊區各校友會及社團約六百多人出席
了當晚的盛會，場面盛大熱烈歡欣。

國慶餐會司儀是僑務委員項邦珍
和李本安總長共同主持，在李美珍帶領
大家齊唱中美國歌後，拉開了餐會的序
幕。

芝加哥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首先
在致歡迎詞時表示，感謝為籌備今年各
項慶祝活動的總幹事區一平僑務委員、
副總幹事項邦珍僑務委員、劉國仕先生
，同時她也謝謝所有義工們的無私奉獻
大家共襄盛舉，促成這次雙十國的慶祝
活動完成。黃主席說，「雙十」是一個光
輝偉大的日子，芝加哥中華會館一如既
往，推崇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理念
，秉承海外僑胞的愛國精神，從而長期

支持中華民國政府。105年的歷史證明
，中華民國立足台灣，放眼天下，將繼續
在國際社會樹立典範，並為世界永續發
展做出貢獻。最後黃主席代表中華會館
暨僑學各界，共同祝賀中華民國國運昌
隆、國泰民安、僑社和諧、安定繁榮、百
業興旺！

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在致詞時
表示，大芝加哥僑學各界為了慶祝今年
的雙十國慶，從九月到十月間舉辦一系
列的慶祝活動，共同慶祝我們國家的生
日。國慶酒會、升旗典禮、國慶遊行和當
晚的餐會，顯現大家對中華民國的支持
。他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誠摯感謝芝
加哥中華會館以及所有籌備、參與各項
活動的僑團領袖與僑學先進們。何處長
說：「華僑為革命之母」，沒有海外僑胞
的支持與策勵，就沒有今天中華民國在
臺灣的發展。展望未來，企盼海外僑胞
們繼續秉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普
世價值，護持我們所熱愛的中華民國，
協助臺灣走向國際，大家不分地域、族
群、黨派，精誠團結，相互合作，為僑社
的繁榮福祉，再創新求猷，為中華民國
的永續發展與長治久安，共同努力。最
後何處長恭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僑社
團結進步！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以及中
華會館董事長陳達偉也分別致詞，恭祝
中華民國國運昌隆。王偉讚主說到：欣
逢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全球各地
僑胞紛紛在僑居地舉辦了約 330 多場
的系列慶祝活動，芝加哥僑界在中華會
館的帶領下，大家以歡欣鼓舞地心情齊
聚在中華會館前，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
的國旗冉冉升起，他和每位僑民內心的
愛國情緒一樣，達到了最高點。最後王
主任代表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興新
委員長，向芝加哥中華會館、國慶籌備
會及所有參與協助活動的僑團領袖與
僑學先進們，表達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
。

當晚何震寰處長、中華會館主席
黃于紋、董事長陳達偉、華僑文教中心
主任王偉讚、國慶籌備會總幹事區一平
僑務委員、副總幹事項邦珍僑務委員，
共同合切蛋糕，為中華民國慶生，在場
全僑僑民共同歡唱生日快樂歌。

餐會上處長何震寰頒發僑務榮譽
職聘書給僑務諮詢委員：梅國彬、黃于
紋、陳達偉；僑務顧問：梅施美英、徐曙
明、呂瑞玉、李曼宜；僑務促進委員：王
慶敏、陳莎莎、楊于萱、李秀玲、陳韻如、
林俊光、邱垂洸、馮秀蘭；並頒發祝賀狀

給當選為全美李氏公所美東總長李本
安先生。

餐會的娛興節目包羅萬象，精彩
十足，其中包括：中華會館中文學校的
兒童舞蹈小班表演的「一休歌」；中班表
演的「鳳陽花鼓」；華埠小姐伍佩俐演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華僑婦女會表演的
「蘆花」；CITY Club Gymnastics Acade-
my所表演的兒童韻律操；榮光會演唱
「藍天白雲」和「臺灣小調」；安良工商曲
藝社表演「遊龍戲鳳」；中華會館婦女舞
蹈班表演「阿里山之歌」；芝城低音歌后
劉又明演唱兩首英文經典歌曲「Bye
Bye Love」和「No More」；台大校友會

演唱「龍的傳人」；台灣同鄉聯誼會演唱
「我愛中華」等表演節目為嘉賓助興，將
晚會慶祝氣氛炒至最高點，全場充滿國
慶歡欣的喜氣。

在娛興節目中，還穿插著由美中
中文學校協會的副會長錢懷德主持「義
賣兩張華航機票」，最後由Lily Chan以
1,250 元買中，所得金額將做為這次國
慶活動款項。

餐會的最後，貴賓們揮舞著中華
民國國旗和全體嘉賓合唱「梅花」、「中
華民國頌」，晚會在一片溫馨歡樂的氣
氛中圓滿落幕。(攝影: 黃纘榮/鍾任
財/Mike Chiu/ 張耀淑)

芝加哥中華會館主辦全僑慶祝

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餐會

貴賓們合切蛋糕為中華民國慶生，共同歡唱生日快樂歌
從右到左：僑務委員項邦珍、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

台北經文處處長何震寰、中華會館董事長陳達偉、國慶籌備會總幹事區一平

City Club體操俱樂部小朋友精彩表演 劉又明醫師英文歌曲演唱 中華會館舞蹈班(中班)表演

貴賓們舉杯慶祝中華民國105生日,何震寰處長(右8),黃于紋主席(右9),陳達偉董事長(左5)等人合影

芝加哥台北經文處、中華會館、及台美商會等社團合影 主持人：李本安與項邦珍貴賓們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合唱「梅花」和「中華民國頌」

台美青商會合影 政大校友會合影 美中中文學校協會合影貴賓合影

UNITY新年晚會籌備會合影 成功大學校友會合影

中華會館婦女舞蹈班

台大校友會合影 台美商會合影

中華會館中文學校兒童舞蹈小班表演 華僑婦女會表演 安良工商曲藝社表演

何震寰處長(右4),黃于紋主席(右5)與國慶籌備辛勞工作人員合影

處長何震寰(前排左三)頒發僑務榮譽職聘書

星期日 2016年10月16日 Sunday, October 1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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