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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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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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貸、各類保險，找駿傑！

雅坤超強防水地板
專業防水 質量上乘 經濟環保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王朝商
場內的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Fast Easy 
Mortgage），門臉不大，招牌也不是很
顯眼，但生意紅火。駿傑貸款和保險公
司依靠自己的勤勞和知識，熱情地為客
戶提供專業服務，幫助無數人實現了購
房的夢想，同時也獲得了大家的贊譽和
認可，在同行中脫穎而出。

安居樂業，這是中國人常說的。房
子和家對中國人來說，是奔向小康的第
一步。但是房價永遠是收入的很多倍，
要想盡早擁有自己住房，只能依靠貸款
了。這也是通過將房子抵押給金融機構
而獲得在金融機構借款買房的一種機
會。如果買房子貸款，就要找個資深的
貸款經紀人及誠實的貸款公司。駿傑貸
款和保險公司，代理多家銀行，他們根
據你個人的實際情況，幫助你申請到最
低的利率。他們親切的服務人員將為你
提供免費咨詢服務， 並且保證幫你拿到
最低的利率。負責人陳敏妮及徐秀桃表
示，很多人不能貸到款都是因為資料不
全，信用和收入不夠。以她倆多年豐富
的經驗，會正確指導你 提前做好準備，

幫助你節省金錢，申請到最好的利率！
房屋貸款有多種不同特性及特色，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能為您靈活地量身
訂造最切合您需要的房屋貸款。她們的
貸款計劃，可以幫助你申請到 3% 的低
首期房屋貸款，淨值套現貸款。還可以
做不查收入， 不查銀行存款的貸款。無
信用，無收入，外國人貸款都可以一次
辦得到！可以為客戶提供銀行貸款保證
信！貸不到款，不收費用！

房屋作為私有不動產，花費了絕大
數人的精力、物力和財力，亦承載了不
少家庭的夢想。人們都說有家才有希
望，而房子在其中充當的就是載體的角
色，為愛遮風擋雨。我們都希望能夠生
活的安心舒適，但意外總是無處不在，
為了賦予房子以保障，購買房屋保險是
一個好的保障手段。正如陳敏妮及徐秀
桃介紹所說，房地產雖然風險較少，但
並不是毫無風險。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
故造成房屋毀損的可能性隨時都存在。
一旦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那將會
給房屋所有者帶來經濟損失甚至人員傷
亡。因此，為了盡量規避風險、減少經

濟損失，購買房地產保險就很有必要。 
房屋保護無兒戲。駿傑貸款和保險

公司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一切都是為了
找到最適合您的保險。她們會根據需
要，篩選出滿足您特定需求的保險，既
保費低，而且承保範圍不會多、不會少，
恰到好處。

除了住宅和商業房產貸款和保險
外，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還代理多家保
險公司業務，精辦汽車保險、商業保險、
健康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IRA 和年金
等退休計劃。精通國、英、粵語。駿傑
貸款和保險公司正在發展和擴充業務，
歡迎有意在本行發展的人仕加盟，並提
供如何考取貸款及保險牌照資料。          

有 關 貸 款 和 保 險 事 項， 歡 迎 致
電 陳 敏 妮：832-677-3188 minnie.
fasteasy@hotmail.com 或 徐 秀 桃：832-
535-8860 yvonnestchee@gmail.com 或親
臨公司 , 地址：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在 王 朝 廣 場
內，永華酒家對面。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

（本報記者施雪妮）不喜歡磁磚的冷酷？
不喜歡地毯藏垢？卻又發愁地板受潮變型？現
在您不必再為此事而煩惱了！雅坤地板推出超
強防水地板，讓您免除煩惱，解除後顧之憂。
更為驚喜的是，雅坤防水地板還可以直接鋪進
浴室裏，讓只有單一的磁磚建材又多了一種選
擇。　

雅坤防水地板除了防水以外，還有 3 大保
證　－　（1） 耐磨，（2） 防褪色，　（3） 
防汙。雅坤防水地板更擁有終生防白蟻保證，
耐用，多變，美觀和容易安裝清理的特質。 

更耐用與 15 年或 30 年的原廠保證
耐磨：為了使表面耐磨層更穩定更持久耐

用，雅坤防水地板只選擇與世界最大耐磨層工
廠－美國美特公司合作。 防褪色：在裝飾層上
必須要有防 UV 的材質才能達到此種效果，而
且為了在環保方面盡一份心力裝飾紙之原材料
必須是水溶性的。 防汙：雅坤防水地板更擁有
其它品牌無法比擬的優勢。更耐用，耐磨，防
退褪色，防汙，還包含了基材的品質、尺寸的
穩定性、吸水厚度膨脹率以耐撞擊、耐刮、耐
煙灼等等，而且地板安裝裝業，服務 更要有保
障。

雅坤防水地板的＂全程質量監控體系＂，
包括專業的產品選材、工藝設計，生產監督、
出廠檢查，專業施工，這也是雅坤防水地板卓
越的產品質量和安裝質量的具體體現。 

更好的防潮性：
雅坤防水地板只選擇來自馬來西亞熱帶雨

林的硬木所生產高密度板。 這是因為馬來西亞
熱帶雨林的硬木所生產的高密度板的平均吸水
厚度膨脹率只有 0.3%。雅坤防水地板的防水功
能來自於特殊的工藝加工及所使用的特殊原料。
首先，地板表層經過特殊處理，讓水無法浸入，
其次，地板接口處使用了耐水封劑，滲入地板
木纖維達 3-5mm，將表層滲透過的纖維完全塑
化，防水性能出眾，另外地板的底部特別加上
防水平衡層，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自地面浸入
地板，避免地板出現起翹、開裂等情況。

終生防白蟻保證：
因為使用的是馬來西亞熱帶雨林的硬木所

生產的高密度板，雅坤防水地板經過檢驗，證
明其為環保防白蟻超耐磨地板，而雅坤防水地
板也是目前休斯敦唯一提供此項保證的公司。 

防汙、容易清潔
雅坤防水地板不易堆積臟汙塵土。 它非常

衛生及容易清理，尤
其是對有皮膚過敏性
的人，不會傷害人體
健康。此外，清潔工
作方面隻需要清水以
擰幹的拖把或抹布擦
拭即可。一般的清潔
劑是不需要的，它有
著雙重好處，即符合

環保標準且經濟。
防刮傷
雅坤防水地板表面有耐磨層設計能使地板

不易刮花受損，相較於其他種類的木地板，這
個性能更為持久耐用。

不褪色
雅坤防水地板表面設計層 ( 地板表面的木紋

圖案設計層 ) 的原材料是由歐洲和美國生產的。
因它們是按照全球標準及嚴謹的品質管理

下生產的，不變色或褪色。
優越核心防水功能 - 少於 8% 厚度膨脹率
隻有堅硬是不足夠。雅坤防水地板的核心

是由硬木纖維所制成 , 有著非常好防水性質。 
事實可以証明 – 堅硬的覆蓋材料是非常防水
的。 因此，當你在選擇最佳的超耐磨強化木地
板時，請選擇雅坤防水地板。

雅坤地板幾年前是一家前店後庫的地板商
店，經過不斷地經營、擴展、融資、重整，現
在成為集零售、批發、設計、安裝一站式服務
的大型材料建築設計公司，在城中區和西南區
分別擁有三萬和兩萬尺兩座大型倉庫。除了地
板以外，磁磚、大理石、花崗巖、雅坤櫥櫃、

藝術玻璃鋼洗浴等也是其建材的亮點。
雅坤地板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括安排工程

人員親自到戶，估算測量、施工安裝。雅坤地
板還是特別執照授權的建築商，有資格親自為
您實施工程。選擇了雅坤地板，雅坤地板保證
服務您到位。

雅 坤 地 板 西 南 區 店：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 電 話：281-499-
4488。

雅坤地板西南區店：13230 Murphy Road #600 
Stafford. TX 77477，電話：281-499-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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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體育部評出2016年中國十佳
運動員，協助中國女排時隔12年重踏奧
運冠軍頒獎台的主攻手朱婷位居榜首，
駕駛“中國．青島號”三體帆船挑戰單
人不間斷跨太平洋紀錄時在夏威夷附近
海域失聯至今的郭川位居第二。以下為
十佳運動員（共11人）：
1、朱婷（女，排球）

22歲。中國女排時隔12年再獲奧運
冠軍，朱婷作為主力隊員為此建功，並
榮獲里約奧運會女排最有價值球員與最
佳主攻手稱號，並入選奧運會女排最佳
陣容。
2、郭川（男，帆船）

51歲。郭川是中國航海運動的先
鋒，擁有多項航海紀錄。2016年10月25

日，在駕駛“中國．青島號”三體帆船
挑戰單人不間斷跨太平洋紀錄時，在夏
威夷附近海域失聯至今。
3、柯潔（男，圍棋）
19歲。柯潔在1月的夢百合盃世界

圍棋公開賽五番棋決勝戰中戰勝韓國的
李世石九段，繼百靈盃、三星盃後在12
個月內獲得個人第三個世界冠軍，成為
史上最年輕的圍棋三冠王。12月8日，
他又衛冕三星盃。
4、孫楊（男，游泳）
25歲。孫楊在里約奧運會上贏得男

子200米自由泳冠軍，並獲400米自由泳
銀牌。這一年，他克服了兩次腳部骨折
的困擾，堅持訓練比賽，從而連續兩屆
奧運會為中國游泳隊帶來金牌。

5、鍾天使∕宮金傑（女，自行車）
25歲∕30歲。在里約奧運會上，鍾

天使與宮金傑搭檔奪得場地單車女子團
體競速賽桂冠，實現中國自行車項目奧
運金牌零的突破。在2016年3月舉行的
世界場地自行車錦標賽上，奪得女子個
人爭先賽冠軍。
6、丁寧（女，乒乓球）
26歲。丁寧在里約奧運會上贏得女

子單打和團體兩項冠軍，成為乒乓球歷
史上第五位女子“大滿貫”得主，並在
奧運會閉幕式上擔任中國代表團旗手。
7、趙帥（男，跆拳道）
21歲。趙帥在里約奧運會上贏得男

子58公斤級冠軍，實現中國男子跆拳道
奧運金牌零的突破。

8、韓天宇（男，短道速滑）
20歲。韓天宇在2016年世界短道速

滑錦標賽上摘得男子1,500米冠軍，成為
世錦賽41年歷史上首位中國冠軍。
9、王鎮（男，田徑）

25歲。王鎮在里約奧運會上，他以
1小時19分14秒的成績率先撞線，首次
贏得奧運金牌，成為繼劉翔、陳定之後
第三位獲得奧運會田徑項目金牌的中國
男選手。
10、陳艾森（男，跳水）
21歲。陳艾森今年首次參加奧運

會，成為奧運會歷史上第一位包攬男子
跳水10米台單、雙人冠軍的運動員，為
中國跳水隊填補了兩屆奧運會無緣男子
單人10米台金牌的遺憾。

1.
中 國 健 兒 里 奧 創 佳 績

在8月間舉行的里約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取得26
金18銀26銅的優異成績，其中女子場地單車、男子跆
拳道等項目取得歷史性突破，中國女排時隔12年再奪奧
運金牌。不過，一些傳統優勢項目有所退步，敲響了警
鐘。

2.
“ 十 三 五 ”規 劃 發 佈

中國指導“十三五”時期體育改革發展的綱領性
文件——《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5月5日發
佈。《規劃》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時期的體育工
作，力求在體育改革創新、全民健身、競技體育、冬
奧會籌辦、體育產業等重點領域取得新突破。

3.
新《全 民 健 身 計 劃》面 世

6月 23日，中國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
（2016—2020年）》。《計劃》指出，要以增強人民
體質、提高健康水平為根本目標，開展全民健身活
動，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供給；統籌建設全民健身場
地設施，方便群眾就近就便健身。

4.
殘 奧 選 手 里 約 傳 捷 報

9月間舉行的里約殘奧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取
得107金81銀51銅，創造51項世界紀錄的佳績，連
續第四屆佔據殘奧會金牌榜與獎牌榜第一位，為建設
健康中國，實現全面小康注入一份動力。

5.
足 協 與 體 育 總 局 脫 鈎

2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
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鈎”基本完
成，成為獨立運行的國字號體育社團。4月11日，國
家發展改革委發佈《關於印發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
劃（2016—2050年）的通知》，對足改提出了分階段
的明確目標。

6.
推 進 冰 雪 運 動 迎 冬 奧

11月，中國《全國冰雪場地設施建設規劃（2016—
2022 年）》和《冰雪運動發展規劃（2016—2025
年）》先後發佈。兩項規劃將為實現“三億人參與冰雪
運動”的目標，為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成功舉辦營造良
好氛圍。

7.
納 比 掌 中 國 男 足 帥 印

3月底，中國男足從2018年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
40強小組賽驚險出線，打入12強賽，但隨後的戰績一
路走低。10月22日，國足迎來世界級名帥——意大利
人納比。中國足協與納比的合作分兩個階段，2019年
亞洲盃前為第一階段；之後根據雙方意願展開下一步
談判。

8.
姚 明 入 選 NBA 名 人 堂

4月5日，NBA官方宣佈，侯斯頓火箭前中鋒姚
明入選2016年奈史密斯籃球名人堂，與其共同入選的
還有奧尼爾和艾佛遜等傳奇人物。9月9日晚，入選儀
式在美國斯普林菲爾德市舉行，姚明成為史上首位進
入名人堂的亞洲人。

9.
全 國 冬 運 會 走 進 新 疆

1月20日至30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冬季運動會
在烏魯木齊舉行。本屆冬運會首次走出東北，同時也
是新疆第一次單獨舉辦全國綜合性運動會，有力助推
西部地區冰雪運動的發展。

10.
四 川 男 籃 首 獲 CBA 總 冠 軍

3月20日，四川金強男籃在CBA（中國男子職
業籃球聯賽）總決賽第五場對決中以94：91險勝遼
寧男籃，以總比分4：1奪得隊史首冠，成為八一、
上海、廣東、北京之後CBA史上第五支捧起總冠軍
獎盃的球隊。

中國權威
體育報章中國體育

報與人民日報體育部聯
合評選出2016年中國十大

體育新聞。這一年，體育大
事不斷。奧運會在巴西里約熱

內盧舉行，中國體育代表團取
得 26 金 18 銀 26 銅的優異成

績，其中中國女排時隔12年再
奪金牌；在殘奧會上中國軍團
取得107金 81銀 51銅，創
造 51 項 世 界 紀 錄 的 佳
績……以下為入選的中
國十大體育新聞。

■■中國女排時隔中國女排時隔1212年重奪奧運金牌年重奪奧運金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里奧女排比賽在里奧女排比賽，，朱婷膺最有價朱婷膺最有價
值球員值球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殘奧健兒里約殘奧健兒里約
屢創佳績屢創佳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納比臨危受納比臨危受
命命，，接過國足帥接過國足帥
印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姚明在入選名姚明在入選名
人堂儀式上談笑人堂儀式上談笑
風生風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四川男籃首舉四川男籃首舉
CBACBA冠軍鼎冠軍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航海家郭川航海家郭川
失聯多時失聯多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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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妒英才英年早逝令人嘆惋
瀟 湘 才 子 常 湘 濱 一 路 走 好！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12 月 27 日上午 10 點，永福殯儀館舉行了
常湘濱博士追悼會。整個追思堂擠滿了前來悼念的朋友，人山
人海，眾多親朋好友以及各界人士齊聚永福堂，送別常湘濱。
天妒英才！瀟湘才子常湘濱博士 19 日晚因心臟病突發逝世，
享年 54 歲。常湘濱博士堪稱第一代大陸移民成功的典範，他
自幼聰穎過人，少年得誌，16 歲考上武漢大學，專修化學。大
學畢業後年考取暨南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三年後又考取美國愛
荷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順利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德州大學博士
後研究，師從名門，導師評價他是個不平凡的人。之後很快受
聘於殼牌石油公司從事科研。但他卻在在 30 歲時毅然決然決
定辭職，自己創業。並且另闢蹊徑，步入電腦及相關產業。在
他的帶領和經營下，公司迅速成長，經過 20 多年的打拚，業
務不斷擴大，在同行享有盛名。

常湘濱博士是非常成功的商人，為 directron.com 公司和 prime 
system 的董事長，並且熱心公益，樂善好施，造福社區。當天
來悼念常湘濱博士的社區人士、各界朋友擠滿了禮堂，很多人
沒有座位，不得不一直站著送湘濱最後一程。
　　追悼會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紅梅女士、華
夏中文學校、湖南同鄉會、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等社區負責人以
及常湘濱博士生前好友、兒女、家人都發言表達哀思，大家痛
哭失聲，深情地回憶了與湘濱一起經過的點點滴滴，沈痛悼
念瀟湘才子常湘濱的突然辭世。現場擺滿了各界人士敬獻的花
圈，常湘濱安靜地躺在鮮花環繞中，面色安詳，猶如沈睡一般。
大家面色凝重，一個接一個地走過靈前致哀，看見湘濱最後一
面，大家都淚流滿面，恨天妒英才！惟願湘濱一路走好！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沉痛悼念常湘濱博士

常湘濱博士生平簡介

各位親屬，各位來賓：
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沈痛的心情來悼念

常湘濱博士並為他送上最後一程。
常湘濱博士在 1962 年 6 月 19 日出生

於湖南省炎陵縣。因突發性心臟病，經多
方搶救醫治無效，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
11 點 30 分在美國休斯頓 St. Luke's 醫院辭
世，享年 54 歲。噩耗傳來，我們無不為之
震驚，無不萬分悲痛 !

湘濱在 6 歲時隨父母親從炎陵縣移居
湘潭市，在那裏度過了美好的童年和青少
年。他自幼聰穎好學，在湘潭以優異成績
讀完小學 , 初中和高中。他對湘潭情有獨
鐘，他是個自豪的湘潭人。

湘濱在 1978 年考入學武漢大學化學
系。他學業成績名列前茅，還寫得一手好
字，課堂筆記做得如印刷一般，令人羨慕。
他求知欲望極強，課余時間專研相關科技
知識並發表論文。他被推舉為班團支部組
織委員，積極組織全班同學聚會和外出活
動，突顯其出眾的組織能力和奉獻精神。
他興趣愛好廣泛，關心同學，廣交朋友。
他以優異成績於 1982 年大學畢業後，順
利考取暨南大學化學系讀碩士研究生。在
讀期間，除了專業研究課題外，他積極參
與各種活動，其中應征為廣州最大的百貨
公司設計的營銷管理計劃書榮獲全國第二
名，並被該公司采用。他年方二十出頭就
已經顯現出一名未來優秀企業家的潛力。

湘濱在 1985 年獲得暨南大學的理學碩
士後，又不負眾望地考取美國愛荷華州立
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繼續從事分析化學研
究。在名導師 Dennis Johnson 教授的指導
下，他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課程和研究論文，
於四年後獲得了博士學位。導師稱贊他是
個不平凡的人。他與導師成為忘年之交，
畢業後幾次回去專門拜訪尊師。獲得博士
學位後，湘濱又師從國際分析化學權威
Alan Bard 教授，在德州大學繼續從事博士
後研究。由於在分析化學方面深厚的專業
知識，湘濱在 1990 年被殼牌（SHELL）石
油公司聘請為研究科學家，他在那裏為該
石油公司建立了一種新的分析化學方法。
之後他供職於全球最大的輪胎生產公司之

一 Goodyear, 在其總部從事分析化學工作。
1997 年對於湘濱的職業生涯來說是具

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這一年他毅然決然
地離開了他熱愛的，學習和工作了近二十
年之久的分析化學領域。這一年他滿懷信
心地投入了競爭異常激烈的高技術行業，
正 式 家 入 家 族 企 業 DIRECTRON.COM
電腦公司的領導和運營，任董事長。在
他和家人的共同經營，努力打拼下，公
司業務飛速發展，分公司遍布休斯頓，
達拉斯，奧斯丁，聖安東尼奧。在他和家
人的策劃下公司又於 2004 年買入 PRIME 
SYSTEM，為大休斯頓地區的許多中小學
提供電腦設備，各種教學設施並提供技術
支持。這兩個公司在他的帶領下，經歷了
激烈的行業競爭，經歷了幾次全球金融危
機，經歷了艱難的業務轉型。但公司仍能
穩健地成長，業務範圍不斷地擴大。他在
充滿風雨的成功道路上充分展示了非凡的
商業運營才華。

湘濱非常熱心地組織，籌劃和參與各
種僑社活動並慷慨解囊。他來休斯頓不久
就與幾位學者一起籌劃創建了旅美專家協
會，並在 1992-1993 年擔任理事，該協會
成為大休斯頓地區專業人士不可缺少的組
織。他在 1999-2004 年任華夏中文學校理
事長期間，高瞻遠矚地為學校的長遠發展
購買自己的校舍，成立劉鈞教育中心，開
辦分校，增設新的課程，加強教師培訓，
增加對外合作和交流。該校現在擁有一個
總校，六個分校，近三千學生的大型綜合
性學校。湘濱對華夏中文學校做過特殊的
貢獻，有著特殊的感情，留下特殊的記憶。
直到去世前他仍然是該校的副理事長。湘
濱與幾位湖南同鄉一道在 2002 年籌劃成
立了休斯頓湖南同鄉會。在同鄉會的發展
過程中，他出謀劃策，積極組織和參與各
項活動。特別是在 2011 年他策劃組織贊
助休斯頓第一屆湖南味視超男快女活動並
擔任主持，給休斯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也為湖南同鄉的發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
勞。華人球星姚明於 2003 加盟休斯頓火箭
隊後，湘濱積極推動成立了姚明球迷俱樂
部，給休斯頓的僑界帶來一股熱浪，也促

進了華人華僑與主流團體的友誼。湘濱的
愛心和奉獻還體現在更廣泛的群體，他在
2007-2009 年連續擔任兩屆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的理事長，引領大休斯頓地區及兩岸
三地華人華僑的和諧發展。湘濱還非常關
愛二戰老兵飛虎隊成員及家屬的生活，收
集飛虎隊的資料，多次舉辦飛虎隊圖片實
物等展覽，紀念那些在戰爭中為保衛和平
而獻身的英雄們，讓我們更珍愛和平。他
不爭名奪利，為人低調，盡心盡力地在社
會各個角落奉獻他的熱情和愛心。

湘濱自幼熱愛自然，熱愛生活，興趣
愛好廣泛，並廣交朋友，關愛他人。他對
攝影的執著可謂達到如醉如癡之境界，他
一直是休斯頓攝影協會的熱心會員和理
事，他的攝影作品獲得廣大朋友的推崇和
專業人士的贊譽。他喜愛打高爾夫球，更
喜歡高爾夫球場優美的環境，新鮮的空氣，
友善的朋友。他的文字功底也值得稱贊，
他寫的文章和博客真誠，細膩，圖文並茂，
極富感染力。

常湘濱先生在 1985 年與盛穗楚女士結
為伉儷，育有常樂，常盛，常如意三個懂
事乖巧的兒女；在 2014 年與劉清華女士再
婚，育有常斯潭寶貝女兒，聰明可愛。

常湘濱博士聰明睿智，文理兼通，遠
見卓識，運籌帷幄，多才多藝，樂觀進取。
他一生樂善好施，為人親和，熱心僑社，
慷慨奉獻。他對父母孝順不已，對家人關
懷備至，對兒女慈愛有加，對朋友熱情謙
和；對員工關愛友善。常湘濱博士的一生，
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值得
稱贊的一生。他是一位孝順父母的好兒子，
一位富有愛心的好丈夫，一位疼愛兒女的
好父親，一位精誠卓越的企業家，一位多
才多藝的僑界領袖。他的離去，是家人和
朋友的無限哀痛，是休斯頓僑界的巨大損
失。 

湘濱，你留給我們的都是美好的記憶。
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2016 年 12 月 24 日於休斯頓

常湘濱博士，1962 年 6 月 19 日生於湖南炎陵縣。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 11 點 30 分，因心臟病不治，於美國休斯敦 St. Like’s
醫院病逝，享年 54 歲。

常湘濱博士在 6 歲的時候隨父母親搬到湘潭市生活，在那裏完成
了他的小學和中學學業。

1978-1982 年，考入武漢大學化學系學習，獲理學學士學位
1982-1985 年，考入暨南大學化學系讀碩士研究生
1985-1989 年，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
1989-1990 年，在 UT Austin 化學系做博士後
1990-1993 年，在 Shell 石油公司任職
1995-1997 年，在 Good Year 任職
1997 年，正式投入家族企業 DIRECTRON.COM 電腦公司的管

理和運營，任董事長。在他和家人的精心經營下，公司業務不斷，
分公司遍布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聖安東尼奧。2004 年，買入
Prime System，任董事長，為休斯頓幾個大學區提供電腦設備，各種教
學設施並提供技術支持。

1985 年與盛穗楚女士結為伉儷，育有女兒常樂和常盛，兒子常如
意。2014 年與劉清華女士再婚，育有女兒常斯潭。

常湘濱博士非常熱心休斯頓僑界組織和活動。1992-1993 年與專
業人士發起旅美專家協會並擔任理事。1998-2016 年任華夏中文學校
理事，理事長和副理事長。2002 年與湖南同鄉籌劃成立了湖南同鄉會。
2003 年積極推動成立了姚明球迷俱樂部。2007-2009 年擔任中華文化
服務中心的理事長。2015 年舉辦飛虎隊圖片實物等展覽。

常湘濱熱愛自然，熱愛生活，興趣愛好廣泛，廣交朋友，關愛他
人。他特別喜歡攝影，打高爾夫球，寫作。

常湘濱一生樂善好施，為人親和，熱心僑社，慷慨奉獻。他孝順
父母，關懷家人，慈愛兒女，關愛員工。常湘濱博士的一生，是不平
凡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值得稱贊的一生。他是一位孝順父母的
好兒子，一位富有愛心的好丈夫，一位疼愛兒女的好父親，一位精誠
卓越的企業家，一位多才多藝的僑界領袖。他的離去，是家人和朋友
的無限哀痛，是休斯頓僑界的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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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將建“廣萊塢”南方影視中心

建設世界電影取景城市

綜合報導 黃飛鴻、葉問、李小龍
的故鄉廣東佛山市將建設“廣萊塢”南
方影視中心，打造屬於廣東的電影產業
基地。“廣萊塢”將依托佛山豐富的景
用資源，建設世界電影取景地標城市。
近日，該項目在佛山市政府舉行發布會
。廣東是中國最大的電影票倉，2015
年，廣東票房收入62.42億元，約占全
國總票房的1/7，並連續14年位居全國
榜首。也就是說，全國每7元錢的票房
，就有1元錢是廣東作的貢獻。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
提出了建設“廣萊塢”的設想。他表示
，影視文化產業園區是影視精品的孵化
器，是影視創作生產的搖籃，世界上凡
是電影產業發達的地方，都有比較像樣
成型的影視基地，像美國的好萊塢、印
度的寶萊塢，北京的中影影視基地、浙
江東陽的影視文化產業園等，廣東市場
資源豐富，有能力有信心打造南海之畔
的“廣萊塢”。

“廣萊塢”建設定址佛山，由佛山
市政府、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廣東
廣播電視臺、廣東省廣播電視網絡股份
有限公司等聯手共建，涵蓋電影產業全
產業鏈發展，包括搭建電影創作生產、
發行放映、影視投資及版權交易、電影
衍生產品生產和展銷、電影活動舉辦、
電影人才培養以及電影裝備研發生產等
全方位的國際電影中心。

“廣萊塢”將依托佛山豐富的景用
資源，建設世界電影取景地標城市，將
西樵山、佛山祖廟、南風古竈、清暉園
、南國桃園等人文景觀、歷史景觀以及
亞熱帶豐富的自然景觀等，按取景要求
遴選出來，向全世界攝制組無償開放。

同時，建立專業的投融資管理和服
務機構，促進各類影視作品與金融資本
實現無縫對接；在佛山選取標誌性地點
打造世界規模的文武秀場，舉辦各大電
影節慶活動、各類型電影主題展映活動
、真人秀活動、武林賽事活動。選址建
設佛山影視產業園，通過優惠政策和優
質服務，吸引國內外電影企業和研究機
構來產業園以及影遊企業落戶。選取世
界各國城市電影經典人物或場景，構建
世界最長的電影主題博覽園，

佛山市政府和珠江電影集團有限公
司還將牽頭在佛山籌建珠江電影學院，
借助美國電影學院和臺灣、香港電影機
構以及中國大陸電影學院的專業師資力
量，提供專業影視創作培訓、制片導演
培訓、表演培訓、後期制作培訓、發行
與影城管理培訓、影視文化專業學習等
課程，開設全面系統的影視培訓班，培
養影視新粵軍。

佛山市市長朱偉表示，以影視產業
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突破口，是佛山提
高城市品質，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推動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建設“廣萊
塢”南方影視中心，是佛山打造具有全
球影響力的電影城市，塑造佛山影視文
化中心城市、國際化都市的嶄新城市名
片的壹次重大機遇。

據悉，佛山傳媒集團將成立文化投
資公司，具體負責“廣萊塢”建設的推
進工作。佛山市政府與中國建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行合作設立總規模
為50億元的佛山市文化產業發展投資
基金，采用股權投資、股權與債權相結
合或者投資相關子基金等多種方式對目
標企業或項目進行投資。

秦漢、賀軍翔兩代偶像對陣《寒武紀》

集結了秦漢、賀軍翔、周雨彤、侯
明昊、符龍飛、尹馨等幾代偶像演員的
網劇《寒武紀》正在北京郊區熱拍。該
劇20日舉行媒體探班，劇中主要演員
亮相，為這部黑色都市偶像劇揭開冰山
壹角。

該劇架空故事背景，講述了善良樂
觀的女主角唐印(周雨彤飾演)滿懷憧景
踏上前往瞻南島的逐夢之旅，和握有驚
人秘密的型男警察李永基(賀軍翔飾演)
相遇，身不由己地卷入壹場充斥愛情、

金錢、欲望甚至死亡的權力遊戲。
瓊瑤劇經典男主角秦漢與新壹代偶

像代表賀軍翔在劇中分別飾演黑幫老大
和警察。這也是秦漢演藝生涯首個反派
角色。秦漢說，據他所知，臺灣許多黑
幫老大都很溫和，對人客氣，背後卻有
其無情殘酷的壹面。這部劇中塑造的黑
社會大佬也不是那種壹眼看上去外表耍
狠的人，他是狠在骨子裏的人。

秦漢說，這個角色帶給他從未有過
的演繹體驗，他雖然是個黑幫大佬，雖

然殺人不眨眼，但面對親情和愛情的時
候，也有著溫情和無可奈何的壹面，黑
幫老大雖然能夠呼風喚雨，卻也無法讓
自己的親生兒子留下來。

70歲的秦漢至今仍然活躍在熒屏
上，參加真人秀、客串大電影、古裝劇
。但他還是不太習慣“小鮮肉”的提法
，談及劇中合作的賀軍翔等年輕壹輩男
演員，他說：“我們的小生很內斂，演
技好，合作起來很輕松，對他們不敢說
指教，搭戲很有默契感。”

偶像演員賀軍翔則表示，很喜歡這
次飾演的警官角色，耍狠刷壞對他來說
是很大挑戰。

該劇總監制袁玉梅曾監制熱門網劇
《萬萬沒想到》系列，總導演由《泡沫
之夏》導演江豐宏擔任，總制片人劉壹
曾任電影《王的盛宴》制片人，美術指
導謝濤曾打造電影《壹代宗師》及《太
平輪》。總制片人劉壹說：“幕後班底
對壹部作品來說至關重要，我們要用做
電影的態度來拍攝壹部網劇，把《寒武
紀》打造成壹部現象級的類型網劇。”

該劇預計明年春季播出。

《《擺渡人擺渡人》》蓉城火鍋發布會蓉城火鍋發布會
梁朝偉陳奕迅邊吃邊爆料梁朝偉陳奕迅邊吃邊爆料
由王家衛監制、張嘉佳執導，梁朝

偉、陳奕迅主演的賀歲愛情喜劇電影
《擺渡人》12月20日來到蓉城，舉辦
了壹場“火鍋主題發布會”。畫風不同
的四人，竟然邊吃火鍋邊開發布會，涮
著菜、爆著料，另現場粉絲直呼“活久
見”。導演張嘉佳現場透露，原來電影
《擺渡人》項目的成立，竟然是來自於
火鍋。“火鍋是我們劇組的定情信物。
我與王家衛導演的第壹頓飯就是吃火鍋
，我們邊吃邊聊才有了今天的《擺渡人
》。在片場，就連我們的宵夜都是火鍋
。”而四位主創也深信影片中的這句臺
詞--“能夠壹起吃火鍋的人，都是同
壹個世界的人。”

發布會當天，四位主創圍坐在火鍋
桌旁，入鄉隨俗吃起了火鍋，邊吃邊聊
拍攝趣事。火鍋必備菜品鵝腸、鴨血、
毛肚、豬腰片等讓四位大快朵頤。導演

更是直言：“沒有火鍋，就沒有如今的
《擺渡人》。”

王家衛現場表示：“火鍋是溫暖的
，《擺渡人》也是壹部有溫度的喜劇。
希望能在寒冷的2016年底，給大家帶
去溫暖。”梁朝偉也利用當天的鴛鴦鍋
重新解讀了自己的角色：“紅鍋白鍋好
像人生的兩種階段，紅鍋熱熱鬧鬧就是
年輕的時候，拼命就要在這個階段。白
鍋就像妳生活了幾十年，在看懂了很多
事情之後，會得到的成長。《擺渡人》
裏的我，就像這個鴛鴦鍋壹樣。”

當天，四位男神吃著火鍋，品著酒
，在蓉城大爆料。梁朝偉首度傳授“男
神約會大招”。劇中飾演陳末的他說道
：“陳末喜歡何木子想要追她，費了好
大功夫。但絕招就是吃火鍋。這樣大家
可以邊吃邊聊，有更多的時間了解彼此
。”現場的男觀眾們馬上心領神會。而

後更有陳奕迅現場吐露：“別人拍戲都
要減肥，保證自己在畫面裏美美的。而
我卻為了這部戲在增肥。”談及原因，
陳奕迅坦言：“因為我這次飾演的馬力
是壹個沈浸在痛苦裏的人，當壹個人落
寞、頹廢的時候肯定不會太帥太精神。
所以，我那段時間吃了好多，努力把自
己吃胖。”

張嘉佳在發布會現場首曝自己在電
影《擺渡人》中也客串了壹把，出演了
酒吧街的其中壹個老板。張導笑稱：
“我這個角色還是很關鍵的，小說中最
激烈場景的就是酒吧高爾夫。而我可以
算是這件事的慫恿者之壹，所以妳們可
以仔細找壹下。”對於這種話說壹半的
導演，現場觀眾直呼：“求擺渡，求上
映。”對此王導說道：“火鍋要煮到時
候才好吃，所以大家等12月23日煮開
鍋的時候壹定要去試壹試。”

聖誕檔變“吐槽檔” 大片賣座遭差評
6億元！上周五至周日三天，借

著洋節“聖誕節”的勢頭，內地電影
票房迎來了壹個小高潮，幾部大片在
票房上均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然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
這些票房大賣的影片在口碑上卻遭到
“滑鐵盧”，在豆瓣網上，《擺渡人
》4.3分、《鐵道飛虎》5.6分、《長
城》5.5分，沒有壹部影片通過網友
的合格驗收。

王家衛監制的影片《擺渡人》明
星雲集，曾被觀眾抱以巨大期待，但
是該片上周五公映後，網上鋪天蓋地
的差評卻迅速發酵。該片改編自同名
暢銷小說，首執導筒的張嘉佳顯然還
不太具備把文字轉變成影像的能力，
由三段愛情故事拼接而成的劇情太過
孱弱，臺詞從頭到尾都在狂灌心靈雞
湯，喜劇橋段過於誇張反而令人尷尬
，插入十多首流行歌曲也無濟於事。
盡管攝影、美術都是壹流水平，但故
事實在很難打動觀眾。不少失望的觀

眾甚至調侃，看了《擺渡人》之後，
覺得《長城》沒那麼難看了，應該向
張藝謀道歉。截至昨天下午，該片累
計票房已達2.45億元，且連續三天問
鼎票房冠軍。

面對爭議，昨天中午，王家衛在
微博發文，引用《壹代宗師》裏的臺
詞回應影片差評，稱：“其實天下之
大，又何止南北。壹味求全，等於固
步自封。在妳眼中這只是壹部電影，
對我來講是壹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
，有缺憾才能有進步。”他不忘在最
後亮明自己的態度：“我喜歡。”該
片主演梁朝偉、陳奕迅、楊穎等人也
都在第壹時間轉發表示支持。《鐵道
飛虎》改編自紅色經典《鐵道遊擊隊
》，與此前《智取威虎山》《湄公河
行動》等主旋律大片不同，該片采用
動作喜劇路線，並上演扒火車、炸橋
梁等各種大型動作場面，從觀感上說
，是壹部合格的爆米花電影。不少影
院經理都表示，《鐵道飛虎》的放映

廳現場笑聲不斷，不過，也有觀眾吐
槽片中的日軍表現得有點“笨”，影
片沒有脫離抗日“神劇”範疇。

意外的是，兩年前因“吸毒事件
”而淡出娛樂圈的房祖名在片中飾演
火車修理工銳哥，戲份甚至多於黃子
韜、王凱，是名副其實的男二號。而
之前片方發布的所有海報和宣傳中卻
從未出現過他的名字和形象。房祖名
“突如其來”的出演，也引發了壹些
觀眾的不滿，有人甚至在網上留言，
認為該片是在欺騙消費者。此外，
《鐵道飛虎》還因為獲得北京微影時
代科技有限公司的10億元票房保底受
到關註。該片投資方之壹耀萊影視與
微影時代約定，若《鐵道飛虎》的最
終票房少於10億元，微影時代需向耀
萊影視支付3億元保底金。目前該片
累計票房約為1.8億元，但電影產業
研究專家蔣勇預測，按此趨勢，該片
破10億元的可能性比較小，微影時代
的票房保底可能以失敗告終。

電影《情聖》成都路演
筷子兄弟肖央否認“單飛”

日前，導演宋曉飛、董旭，主演肖央
、艾倫、代樂樂、克拉拉現身成都，為電
影《情聖》宣傳造勢。頻登大熒幕的肖央
此次在現場直言，音樂會繼續，“筷子兄
弟”不會單飛。

電影《情聖》講述了男主角肖瀚(肖
央飾)為重新找回心跳的感覺，在幾位好
兄弟的出謀劃策下經歷了壹系列搞笑的故
事，整個過程跌宕起伏。

作為男主角的肖央在現場透露，他演
出了所有男人的“小心思”。“我相信我
演出了很多人的壹種感受，好像很多人都
有過對愛情短暫、片刻背叛的想象，所以
我覺得這個電影很有意思。”

繼《超級快遞》後不滿壹個月再到成
都的肖央此次顯得心情大好，不僅大聊電
影趣事，還表示《情聖》更得他心。“實
話實說我更喜歡這部電影，因為這是創作
態度特別端正的壹部電影，它雖然是壹個

喜劇片，但它其實很真誠。”肖央說，電
影裏有很多令他感動的部分，並不是簡單
的讓大家笑，因為導演投入了非常多感情
在該部影片裏。

此次在影片中飾演對閆妮壹見鐘情的
艾倫在現場表示，片中他出演的是“高富
傻”，影片裏他與閆妮有非常多的感情戲
。當被問及拍攝激情戲的感受時，艾倫略
顯羞澀：“這是我第壹次拍激情戲，很緊
張。閆妮老師告訴我不要覺得是在演戲，
在她的引導下我的狀態越來越好。閆妮老
師在我心目中是真的喜劇大腕，喜劇女演
員本來就很難，她很會演，有自己的風格
。”

頻繁出現在大熒幕的肖央被記者問及
是否“單飛”時，肖央直言：“為什麼要
單飛呢？我們這個電影片尾曲我唱了壹版
馬上就會有，然後我跟王太利老師還會有
新歌馬上就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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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6日的尾場演唱會，小豬繼續毫無保留去表演，大施舞技
和展露一雙麒麟臂。他再發揮其半鹹淡廣東話，問台下歌

迷拆了聖誕禮物沒有？當聽到台下有人說沒有，因要來看演唱
會，小豬就搞笑說：“那我怎樣回答？多謝啦，就用演唱會當是
禮物，成嗎？”有Fans大嚷不行，小豬笑說：“那你出去！”
他又自爆頭場完秀後，凌晨兩時多仍跟朋友學廣東話急口令，更
即場示範，引得粉絲笑個不停。

讚“祝英台”依舊漂亮
曾經和小豬在2000年合作過台劇《少年梁祝》的梁小冰，

26日也有前來捧場。在演唱會玩熒幕配對環節時，鏡頭影着小
冰，小冰興奮得向小豬放飛吻，小豬見到對方時驚訝說：“Oh
My God！我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呀，那時我才18歲，過了20年，
嘩，妳還一樣年輕，一樣漂亮。”更教小冰傾前一些，和他的照

片合照，開心的小冰便擺出V字手勢和托頭的可愛動作，又作狀
扮錫。

小豬續道：“《少年梁祝》是我首部古裝，當時18歲，但
拍到我好老又包包臉。那時小冰已很好演技，導演又惡，我有不
對就直接罵，很大壓力。因為這部戲，之後我不敢再拍古裝片，
對白很難背。很感謝小冰今晚來為我加油。”完秀後，小冰到後
台和小豬大玩合照，兩人不停做出趣怪表情，其後她更放上微博
跟支持者分享。

自爆拍《轉角》一度心酸
及後，當他演繹《愛轉角》一曲時就表示：“有一部劇集

(《轉角遇到愛》)讓很多觀眾認識我，其實拍時有過心酸。演的
時候人人冷落我，大家只是訪問大S(徐熙媛)，劇集播出街仍是訪
問大S，我只站在後面，做任何反應也沒用。”

羅志祥羅志祥梁小冰梁小冰
齊凍齡廿年齊凍齡廿年

港秀落幕未見女友現身港秀落幕未見女友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記

者者 李思穎李思穎））羅志祥羅志祥((小豬小豬))

一連兩場一連兩場““20162016 ShowShow

Crazy WorldCrazy World世界巡迴演世界巡迴演

唱會唱會——香港場香港場”，”，已於已於

2626日順利完成日順利完成。。雖然小雖然小

豬的女友周揚青依然未豬的女友周揚青依然未

有出現有出現，，不過羅媽媽捧不過羅媽媽捧

足兩晚場足兩晚場，，還有他的昔還有他的昔

日拍檔梁小冰日拍檔梁小冰，，小冰更小冰更

公然向主人家放飛吻公然向主人家放飛吻，，

成為全場高潮成為全場高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商天娥已有兩年沒拍無線劇集，對於
効力該台29年的麥長青(麥包)因意興
闌珊未被重用而決定離巢，娥姐客觀
分析覺得無線捧“親生仔女”是理所
當然，但就不要忘記他們在旁邊這班
“大”的，用得着就要用。

娥姐 27 日出席維園工展會活
動，獲老公、媽媽和妹妹到場支持，
娥姐透露：“今日在會場連續出席兩
個產品活動，(收兩份錢？)其實它們
是來自同一老闆，健康飲品是老闆的
女兒負責，新產品剛起步，所以叫我

收便宜一點。我都收便宜很多，不過
沒所謂，因已連任養生機產品代言人
九年，除了有一兩年外，每次續約酬
勞有遞增。在內地開展網上購物，老
闆都好有心分紅給我，自己都有提議
他們換上新包裝來吸引客源。”
已停了兩年沒拍無線劇的娥姐表

示，有合適的劇本和角色才再考慮，
“分分鐘他們都忘記了我。其實這段
時間不停收到劇本，有喜劇和感性題
材，但鬧劇可免，因我太正派。”

說到麥包在無線29年，最後心
灰意冷離開娘家，娥姐愕然道：“是

嗎？不是轉部頭約嗎？他不會心灰，
可能都是說說而已。麥包很喜歡做戲
和說話，(無線未有看重麥包，近期
很多機會落在有線過來的藝人身
上？)不要怪我直率性子，應這樣
說，有時‘親生子女’較緊要，生出
來當然要力捧下。好像我們這些在旁
邊的，用得着就用啦，(“親生仔
女”都變孤兒仔？)是嗎？我是‘親
生女’麼？不過我結婚時，無線都是
說‘嫁女’，(即你是親生女？)不知
啦。我大個女出去行下，但照顧細之
餘，也不會忘記我們這些大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朱千雪和張
彥博27日到寶琳出席活動，由於在室外舉行，
冷得二人牙關打震。
同時要兼顧拍戲與學業的千雪，現正於大

學修讀法律博士，她表示最近正在放聖誕假，趁
空拍劇及出席活動賺學費。她說：“之後元旦接
了活動，希望新年賺夠交學費，(學費很貴？)因
為我想同時讀多幾科，快點畢業。”

千雪表示近日忙於拍攝《踩過界》，連聖
誕也沒有慶祝：“今朝6點吹風吹到現在，很多
謝監製同劇組，遷就我放假才可以拍劇，希望聖
誕和暑假都可以拍劇，每年保持有劇出街。”
談到拍《踩過界》一劇的趣事，她謂有次放飯期
間與王浩信及蔡思貝穿律師戲服，去了附近的籃
球場打籃球，球技最好的是王浩信。千雪笑謂：
“各人之中最差勁就是我，但我穿上高跟鞋打
波，沒拗柴都已算很好了。”

另外，在活動上自彈自唱的張彥博，透露
近日除了忙於拍劇外，聖誕和新年期間也接了不
少商場秀，感到十分充實。

籲無線別只顧“親生子女”

商天娥不濫拍 作品合適才考慮

朱千雪狂接活動
賺錢交博士學費

■■羅志祥羅志祥((中中))兩場港秀已於兩場港秀已於2626日順利舉行日順利舉行。。

■■梁小冰梁小冰((左左))跟小豬跟小豬
的圖像啜嘴合照的圖像啜嘴合照。。

■■完秀後完秀後，，小冰進入後台小冰進入後台
和小豬敘舊和小豬敘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豬充當小豬充當
DJDJ 表演打碟表演打碟
功架功架。。

■■小豬自言過往拍小豬自言過往拍
劇時曾感到心酸劇時曾感到心酸。。

■■商天娥樂於出席代言活動商天娥樂於出席代言活動。。

■■朱千雪為賺學朱千雪為賺學
費努力曝光費努力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石詠
莉(Sukie)27日到電台接受訪問及宣傳專輯
《Welcome 2 My Destination》的第三
版，於聖誕節生日的她透露當晚與未婚夫
鄧健泓(Patrick)吃飯慶祝，相當甜蜜。
Sukie表示演唱會之後要忙於宣傳專

輯，反應理想她也很開心。剛過生日的
她，透露與Patrick吃飯慶祝，她說：
“今年經歷了很多個第一次，他向我求
婚，第一次講我願意，我希望不要有第
二次啦。還有舉行第一次個人演唱會，
感恩過了精彩的一年，很有意義。”她
謂已當演唱會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但男友堅持要送一次旅行給她作為禮
物，因今年她都很少時間休息，故想去
有陽光與海灘的地方，並計劃2月起
程。Sukie指並非想避年，只是那段時間
才有空檔。
將於明年結婚的Sukie，透露已定了

日子，但心儀的婚禮場地沒有期，現考
慮轉場地還是改日子遷就。“我倆不喜
歡搞太誇張的婚禮，喜歡低調一點。”
她透露男友已飛抵上海為舞台劇演出做
準備，而她稍後亦會去照顧男友的起居
飲食，因平日被對方照顧得多。又謂會
帶定口罩，嚴陣以待霧霾天氣。

石詠莉難忘2016
開秀當生日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 草蜢早前為

新歌《上天關了一扇門》拍攝
MV，這首歌由王菀之作曲、黃
偉文填詞，今次還特別邀請超
級好友鄭丹瑞(旦哥)執導。

拍攝時草蜢三子都收起笑
臉，並顯得一臉哀傷，因歌詞
令他們憶起已故師傅梅艷芳，
縱事隔13年，草蜢仍忘不了梅
姐。

《上》曲是草蜢對師傅梅
艷芳的一點思念，本月30日便
是梅姐13周年死忌，草蜢一直
將思念梅姐的情緒放在心裡。

蔡一傑表示，其實梅姐離開了
後，他們也沒特別再提起這件
事，一直收藏在心底，抑壓着
自己平靜地度日。因這件事實
在難以接受，原來他們三人在
接到梅姐死訊之後， 不約而同
躲起來去逃避，在今次MV他
們便將這個故事拍出來。

草蜢與旦哥淵緣雖深，卻
是首度合作，旦哥更是首執
MV導筒，因他們覺得這首歌
很感性， 一定要物色一位與草
蜢相同意念的人來拍攝，今次
證明三子沒找錯人。

草蜢藉新歌MV緬懷師傅梅姐



沈玉琳自告奮勇當金主 《名模》主持群辦尾牙

台北不跳上海跳 歌迷聽 aMEI 演唱大哭

台中跨年晚會雙主場連
線 中信金砸重金贊助

五月天呼籲叫就好
歌迷很乖沒跳躍

馮德倫婚後首度現身上海
穿著大不同

華視 16 日舉行耶誕點燈儀式，華視主播群、

《名模出任務》主持人沈玉琳、伊林娛樂名模陳

思璇、賴琳恩、李懿、曾智希、陳志強、大愷、楊

鎮、梅賢治及阿 Ben 參與。沈玉琳今年接 25 場

尾牙，吸金 500 萬，成為今年的尾牙王，24 日 48

歲生日和跨年也在高雄夜店主持，搶錢搶很凶，

他將和《名模出任務》主持群辦尾牙，昨豪氣說

他當金主，金額沒上限。

沈玉琳昨笑說自己混在名模當中，整個人也

優雅起來，賴琳恩吐槽：「玉琳哥真的完全不會

害羞、很好意思耶！」沈笑稱，尾牙送禮給大家

是不錯的選擇，他覺得大愷適合送生髮水，陳志

強送啞鈴，至於陳思璇，陳志強接話說應該送男

人，沈虧她眼光太高，唯一符合條件的可能只有

哈孝遠。

陳思璇說，2017 年期待姻緣但不強求。賴

琳恩日前傳婚訊，因歌手男友陳乃榮在演唱會

上示愛，她昨說：「那不算求婚啦！但我們交往

本來就以結婚為前提。」小兩口有婚期？她甜笑：

新婚的香港藝人馮德倫 15 日晚間首度在婚後現身公開

活動，照片顯示他穿上藍色西裝，有網友說，這與馮德倫平

常隨意的穿著大有不同。

綜 合 陸 媒 報導，馮 德 倫 以代言人 身 分 出 席白蘭 地

（Brandy）品牌 Martel Noblige 在上海舉 行的宴會。他是

Martell Noblige 在亞洲的首位代言人。

在照片中，馮德倫穿上藍色西裝，有網友對此留言說，

這與馮德倫平常隨意的穿著大有不同，穿上西裝頗有貴氣和

紳士風範。

星島日報報導，馮德倫平時會喝些白蘭地，但酒量一般。

他說，酒對他來說是用來品嘗的，適可而止。

華語天后 aMEI 的烏托邦演唱會，在結束了美加地區

的第 55 場演出之後，16 日在上海端出以 20 周年為主題改

版的「烏托邦 2.0 演唱會」，不過經紀人陳鎮川表示，「烏

托邦 2.0」確定沒有在台北演出的機會了，目前應該會安排

在高雄演出。

aMEI 的演唱會每次都會有一大段，讓歌迷又哭又笑

的經典歌曲設計，被歌迷稱為：「哭到站不起來！」而這次

在上海，她更從最新一張專輯，唱回第一張專輯，帶著歌

迷在音樂中，來一趟不可思議的時空之旅。

aMEI 從 16 張正式專輯，各挑了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歌

曲，搭配大螢幕中當年的專輯照片和曲目，其中有慢有快，

把歌迷搞得又哭又笑！最後在她重新編曲的《姊妹》中，

全場一萬多人含著眼淚跟著她大合唱，她自己也幾度因為

情緒唱不出來，氣氛十分感人。

此外，aMEI 更唱了一首已經 10 幾年沒有演唱的嗨歌，

而且是聽了會哭的嗨歌，當《YOU MAKE ME FREE》的

前奏響起，歌迷尖叫聲幾乎要掀翻上海梅賽德斯體育館

的屋頂，有歌迷說：「聽到前奏我就大哭了！這首幾乎快

要忘記的歌，aMEI一唱，才發現原來每一句歌詞都記得！」

演唱會期間 aMEI 也播放了一段影片，aMEI 說：

出道前

唱片公司的人為了建立我的

個人資料

問了我一句：你的夢想是什

麼

「開萬人演唱會啊！」

當時的這句回答，其實心情

就跟小時候作文

在我的志願裡回答將來要當

醫生，當太空人一樣

純粹只是個不負責任的白日

夢

但不過就在發片後的第 393

天

在我完全來不及反應的情況

下

我真的站上了第一場個人演

唱會的舞台

當時聽到第一首歌「一想到你

呀」前奏的時候

眼前一片黑

後來燈就亮起  看到的畫面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台下的人，不只一萬……

那一刻我告訴自己，我再也不想離開這裡

我要拿生命好好的活在屬於我自己的舞台上

這是我的烏托邦  我的天堂

這 20 年的舞台

有大有小，有風有雨，有笑有淚

有多少為了聽我唱歌而來的人 已經算不清楚

但我還是那句話

十萬人  一萬人  還是一個人

只要站上來了，我就會唱

而你，

還記得是從哪一首歌加入我的世界的嗎？

「烏托邦 2.0 演唱會」12 月 16、17 日在上海連唱兩場，接

下來還要在大陸其他城市巡迴，並將移師到星馬，也將唱進倫

敦、米蘭、馬德里及洽談中的峇里島。目前表定將突破百場，讓

aMEI 再創紀錄，成為華語單一演唱會破百場的女歌手。

五月天今晚在台北小巨蛋開唱，五月天主唱阿信要粉絲「今晚大家可

以開心大笑、用力揮手，但是記得，不要跳」，唱到嗨歌「離開地球表面」時，

粉絲果然很乖，大聲唱沒跳躍。

五月天睽違 4 年再度回到台北小巨蛋開唱，開場先由師弟鼓鼓帶來

三首歌暖場，接著五月天站在舞台白幕後，打光僅呈現五人影子，演唱「Do 

you ever shine」開場，台下1 萬名歌迷尖叫聲不斷，為演唱會揭開序幕。

月初蘇打綠在小巨蛋演唱「三天三夜」，音量超標遭罰，五月天這次

不僅先在官方臉書粉絲頁公布「共同入場須知」，第一條開宗明義就和歌

迷約法三章，「為維護小巨蛋周邊里民居住安全，場內請勿跳動」。

演唱會現場也能看到工作人員拿著「演出期間保持歡樂擊掌拍手，代

替上下跳動」的牌子，提醒粉絲開心時拍手就好。

五月天主唱阿信今晚第一次開口說話，也是提醒粉絲，「今天在小巨蛋，

大家可以開心大笑、用力揮手，但是記得，不要跳」，有別以往會要歌迷嗨

的時候就用力跳起來，阿信笑說，「人生痛苦的事情很多，也不差這一個」。

阿信要歌迷，「很嗨的時候可以站起來，用力叫沒有關係，待會我會

唱這首歌，如果過關，我會很開心，很開心結果，安可會加歌」，阿信說的「這

首歌」，指的就是會讓歌迷跳得很嗨的「離開地球表面」。

不過歌迷也很遵守約定，唱到「離開地球表面」時，台下一萬名歌迷果

然只有站起來，揮舞著手中的螢光棒，跟著阿信大聲嗨唱，腳都沒有離開

地面，只有搖晃身軀。

TVBS 節目部副總監游輝凱、TVBS 節目部經理李懿慧還送上花籃，

寫著「祝五月天 小巨蛋分貝測試順利過關」，令人莞爾。

台 中 市 跨 年 晚 會

「2017 花 YOUNG 台中」

將在台中洲際棒球場及麗

寶樂園第二停 車場雙 現

場連線舉辦，中信金控旗

下中國信託商銀及台灣人

壽大手筆贊助。

台 壽 表 示，「2017 花

YOUNG 台中」跨年晚會

演唱會陣容堅強，不僅有

知名歌手盧廣仲、韋禮安、

玖壹壹、經典天團 5566，

更邀請近日跨界合作的董

事長樂團及 九天民俗 技

藝團，將音樂及傳統鼓陣

巧妙結合，兩團體跨界共

演將在台中跨年晚會首次

曝光。

此外，更邀請了澎恰

恰與許 效舜組 成的鐵 獅

亮光團，以說學逗唱的方

式在跨年舞台首度帶來歌唱以外的表演。

台壽總經理林欽淼表示，台壽持續以實際行動支持文創活動，從過去

透過包場支持國片，到今年 7月贊助五月天南港演唱會，11 月更邀約保戶

及弱勢孩童欣賞國際級加拿大幻光馬戲團表演，這次更響應台中市政府

舉辦跨年晚會，希望提供台灣民俗技藝團體更大的表演舞台。

報導指出，名酒公司早前為遷就馮德倫結婚，曾改到愛

爾蘭取景拍攝代言宣傳品。

被問到拍攝時太太舒淇可有陪伴在側，馮德倫笑而不

語，但表示過程順利，拍得很開心，覺得自己很幸福，所有

愛自己的人都在身邊，包括經理人和工作人員。

馮德倫生於香港，既是演員、導演，又是歌手，曾參與演

出許多電影，他的形象正派，氣質更有濃濃的學院風格。

馮德倫與藝人舒淇於 9 月突然宣布結婚，一對「金童玉

女」獲得許多影迷的真誠祝福。

「隨時（可以登記）吧！」但婚禮還要規畫，也

透露男友很懂得製造驚喜，她的寫真書 29 日上

市，男友準備預購送給親友，相當給力。

CC66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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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超級英雄電影《神奇女俠》今日
曝光了壹張新劇照。劇照中蓋爾·加朵飾
演的神奇女俠去偷壹把神秘的亞馬遜女
戰士的神劍，以便去幫助史蒂夫·特雷弗
（克裏斯·派恩飾）去結束戰爭。神奇女
俠就是用這把劍在《蝙蝠俠大戰超人：
正義黎明》中對付毀滅日，這把劍被取
名位“弒神者”。在漫畫中，這件武器
是壹柄由火神赫淮斯托斯打制的能從亞
原子水平斬切的利劍，而“弒神者”曾
出現在喪鐘的故事線當中，這把劍也是
火神赫淮斯托斯給他的，而在其他的故
事線中，這是壹件宙斯的利劍，並在奧
利匹亞諸神與日本諸神的戰爭中使用過
。《神奇女俠》由派蒂·傑金斯執導，蓋
爾·加朵、克裏斯·派恩、康妮·尼爾森、
羅賓·懷特、丹尼·休斯頓等人主演，將
在2017年6月2日在美國上映。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曝最新劇照曝最新劇照
蓋爾加朵偷得壹把亞馬遜女戰士神劍蓋爾加朵偷得壹把亞馬遜女戰士神劍

《俠盜壹號》曝機器人制作特輯

傲嬌K-2SO演技高
由盧卡斯影業制作、迪士尼影業發行的《星球大戰

外傳：俠盜壹號》 (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今
日曝光壹款中文版機器人制作特輯，聚焦片中的主角機
器人——傲嬌的K-2SO. 機器人角色作為每壹部星戰電
影的傳統亮點，在本作中再度發揚光大，打造出傲嬌賤
萌的大長腿機器人K-2SO，其獨特的個性賺足影迷們的
喜愛。每部星戰電影中都會出現壹款讓影迷追捧的經典
機器人，從復古話癆的C-3PO，到細膩縝密的小胖桶
R2-D2，再到機敏靈活滿地滾的BB-8，皆以獨特魅力
在全球圈粉無數。如今的《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
作為星戰系列的首部獨立外傳，也推出了專屬的全新機
器人K-2SO，海外上映以來已經迅速征服了全球影迷。

K-2SO外表呆萌性格傲嬌，體型高大瘦長，是目前
星戰機器人中第壹大長腿；其以帝國安保機器人形態被
義軍重新編程，成為了義軍組織中極具迷惑性的特別情
報員兼間諜特工。K-2SO不僅能駕駛飛船及操作各種武
器，影帝級的演技也令人驚艷——在帝國軍隊面前他可
以壹秒變臉假裝暴揍義軍同伴，甩出“再說話就撕爛妳
的嘴”等搞笑臺詞；此外它偶爾還會跟女主角小小地爭
風吃醋，盡顯人工智能的傲嬌賤萌。

在今日發布這款中文版制作特輯中，著名演員兼配
音員艾倫·圖代克為K-2SO擔任動作捕捉及配音（《海
洋奇緣》中那只雞憨憨就是他配音的）。艾倫·圖代克跟
影片導演壹樣是位鐵桿星戰迷，從壹名粉絲成為真正的
星戰電影主創成員讓他無比激動，更加全情投入。

艾倫·圖代克說這種感覺像是回到了童年：“感覺
棒極了，自己就像回到小時候玩星球大戰的遊戲，不同的是身邊真的有爆炸起火，心底的童真在這壹刻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從特輯中可看到，艾倫·圖代克在拍攝中時刻踩著“高蹺”、穿著動作捕捉裝備跑來跑去，為K-2SO給予了豐富而生動的動作
支持，加上他善於表現人物心理變化的細膩表演，將壹個鮮活有趣、情感豐富的K-2SO展現在大銀幕上。

《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將於1月6日以2D、3D、IMAX 3D、中國巨幕全格式登陸內地影院。

索尼出品的科幻冒
險大片《太空旅客》正
式宣布定檔2017年1月
13日與內地觀眾見面，
壹場“跨越120年的太
空旅程”即將開啟。影
片今天曝光了壹款“深
空驚情”版定檔預告，詹妮弗·勞倫斯
和克裏斯·帕拉特攜手探尋二人載體空
中醒來的真正原因，卻絕望發現飛船核
心部件都已加密無法進入，深空危機兇
險異常，兩位主演身陷險境，生死未蔔
。

早在2007年，《太空旅客》就曾
入選“電影工業最佳未拍攝劇本”清單
，成為全球各大知名電影公司競相爭搶
的對象。電影講述了詹妮弗·勞倫斯和
克裏斯·帕拉特等太空旅客乘坐壹艘宇
宙飛船去往另壹個星球開始新生活的故
事，但在旅行中出現了壹個意外，使得
他們比早於預定到達目的地時間90年
被休眠艙神秘喚醒，兩人將要揭開飛船
事故背後的真相，並承擔拯救人類的重
任。

據悉，影片已提前入圍奧斯卡年度
最佳視覺效果獎初選名單，這也充分肯
定了影片在視覺特效方面的出色表現。
廣闊無垠的神秘宇宙、因太空失重騰空
而起的球形水流等特效場面極為震撼壯
觀，維也納套房、中央大廳、休眠倉等
真實搭建的布景又細膩考究無出其右，
每個細節都營造出讓觀眾仿若置身宇宙
飛船時的美妙質感，顯示出這部大制作
影片的滿滿誠意。

《太空旅客》由莫騰·泰杜姆執導
，奧斯卡影後詹妮弗·勞倫斯和“星爵
”克裏斯·帕拉特聯袂主演，以及英國
著名演員麥克·辛、老戲骨勞倫斯·菲什
伯恩等重磅演員加盟，國內正式定檔
2017年1月13日，將以3D以及中國巨
幕3D制式登陸各大院線。

德尼邏《喜居演員》正式定檔明年2.3
超級碗前三日公映 過氣脫口秀演員迎來事業第二春

索尼經典宣布羅伯特·德尼羅主演的電影《喜劇演員》正式定

檔2月3日北美公映，也就是超級碗舉行的前三日。

該片由《靈魂歌王》導演泰勒·海克福德執導，德尼羅在片中

扮演壹位言辭辛辣的過氣喜劇脫口秀演員，和萊斯利·曼恩飾演的

Harmony在壹場婚禮上相識，逐漸尋回事業第二春……這也是德

尼羅自1982年馬丁·斯科塞斯的《喜劇之王》後第二次扮演喜劇

脫口秀演員。 該片是德尼羅多年的夙願，他與編劇阿特·林森努

力了很久終於將影片從計劃變為現實，劇本中大量采用了喜劇中

心段子創作手傑弗瑞·羅斯的單人喜劇脫口秀素材。林森與德尼羅

曾合作過《即時發生》等影片。《喜劇演員》將於明年1月15日

為棕櫚泉電影節閉幕，之後2月3日北美正式公映。

動畫片《墨西哥亡靈節》曝新劇照
皮克斯最新力作 小主人公“盜墓”偷吉他

由皮克斯出品的動畫片《墨西哥亡
靈節》最近曝光了首張劇照，影片由
《海底總動員》和《玩具總動員3》導
演李·昂克裏奇執導。

《墨西哥亡靈節》講述壹個鞋匠家
庭出身的12歲小男孩米格爾，自幼有
壹個音樂夢，但音樂卻是被家庭所禁止
的，他們認為自己被音樂詛咒了。在米
格爾秘密追尋音樂夢時，不小心進入了
死亡之地，在這裏他遇見了家人們的靈
魂，並得到了他們的祝福去歌唱，最終

重返人間。
在新劇照中，米格爾手持吉他，在

光芒的照射下，露出滿意輕松地微笑，
腳邊金色的樹葉隨風舞動，仿佛有了生
命壹般。然而這把吉他是從米格爾的偶
像——已經去世的歌手De La Cruz的
墓上“借用”的，這壹舉動卻因為時機
不巧，導致米格爾以“盜墓”罪被送往
死亡之地。在這裏他將與禁止音樂的家
族祖先有正面的碰撞。《墨西哥亡靈節
》將於2017年11月22日上映。

《美女與野獸》發布全新預告海報
艾瑪沃森身著經典黃裙

迪士尼經典動畫改編的真人電影
《美女與野獸》近日發布全新預告海報
，艾瑪·沃森飾演的貝兒身著舞會黃色禮
裙微微低頭，展露唯美側顏，藍色背景
上的金色羽毛與禮服配色相映，不知是

否為了呈現真實感，貝兒臉上的小雀斑
也可以看出。《美女與野獸》講述了被
野獸俘虜在城堡的貝兒的奇幻之旅，盡
管非常害怕，但這名美麗又獨立的年輕
女性在城堡中結識了許多好友，並透過

野獸醜陋的外表看到了他真正的靈魂。
真人電影版《美女與野獸》由曾經

執導《福爾摩斯先生》、《暮光之城》
的比爾·康頓執導，影片匯集了愛瑪·沃
森（貝兒）、丹·史蒂文斯（野獸）、盧
克·伊萬斯（加斯頓）等眾星出演，更有
傾情獻聲。該片將於2017年3月17日在
美國上映，中國內地也有望同步引進。

高票房喜劇《壞媽媽》將推續集
米拉·庫妮絲等主創悉數回歸

由STX娛樂制作並發行的喜劇電影
《壞媽媽》將迎來續集，並定名《壞媽
媽的聖誕節》，定檔2017年11月3日
美國上映。前作已於今年7月美國上映
，並以2000萬美元的預算收獲近2億
美元的全球票房，續集的推出在意料之
中。

前作導演喬恩·盧卡斯和斯考特·摩
爾繼續擔任《壞媽媽2》的導演和編劇

，米拉·庫妮絲、克裏斯汀·貝爾、凱瑟
琳·哈恩三姐妹也將回歸。

在新的故事裏，姐妹聯盟繼續對抗
生活重負的壓力，並不得不面對她們母
親的假期來訪。

據悉，STX還會推出壹部名為《壞
爸爸》的副片，為《壞媽媽2》預熱，
將於2017年7月14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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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88廣告

HERE ARE 51 REASONS  
YOU WON’T WANT TO MISS

 We’ve earned our bragging rights.

We’ll keep you entertained with 
our top-ranked museum district,
our renowned theater district
and one of the nation’s best  
ballet companies.
We’re home to top-notch Tex-Mex,
the best BBQ and over 
10,000 other restaurants
serving the food of more than 70 
countries and American regions. 
You may have heard we’re the most  
diverse region in the U.S.
and speak over 145 languages.
We have the world’s  
largest medical center,
including the premier  
hospitals in the country.
We have the award-winning 
Buffalo Bayou Park,
the massive Memorial Park
(3X the size of Central Park),
the beautiful Discovery Green
and more golf courses than 
you can shake a putter at,
making us one of the 10 
greenest cities in the U.S.
Galveston beach is a short drive away.
So is the San Jacinto Monument,
Battleship Texas,
The Woodlands Waterway
and the Kemah Boardwalk.
If you’re looking for a job, we’re 
a top city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with the most Fortune 500 
companies outside of NYC.
And even better, our paychecks 
stretch further than anywhere else.

As the nation’s fourth-largest city, we’re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and have a nightlife full of energy.
We’re the birthplace of NASA,
Dennis Quaid (and brother Randy),
Jennifer Garner (Golden Globe winner),
Jim Parsons (AKA Sheldon Cooper),
ZZ Top (formed here in 1969)
and, of course, Beyoncé.
Ever heard of the rodeo? 
Ours i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Port of Houston is a pretty 
BIG deal, too (it’s #2 in total tonnage).
We’re passionate about
the Houston Zoo,
the Houston Texans
and everything about J.J. Watt.
Don’t forget our outstanding bar scene,
the Anheuser-Busch brewery and 
nearly a dozen craft breweries with 
arguably the best beer in the country. 
Our 655 square miles could 
contain NYC, Boston, Miami,
San Francisco and Seattle,
which gives us plenty of space for  
our 15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It helps to have two major airports,
including one of the nation’s largest.)
So clear your schedule, and get  
your gear from The Galleria.
Gather the whole entire family for  
10 free days of Super Bowl LIVE.  
Get pumped for live music,  
some good ol’ Texas eats
and football at its finest,
because the Super Bowl is 
coming to Houston, y’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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