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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賽季英超第25輪壹場焦點
戰在金沙球場展開角逐，曼城客場2比0
取勝伯恩茅斯，斯特林先拔頭籌，熱蘇斯
傷退，替補出場的阿圭羅制造明斯烏龍。
曼城3連勝後落後榜首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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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士賽第二輪奧沙利文出局

奧沙利文在比賽中奧沙利文在比賽中。。當日當日，，在威爾士加的夫進行的在威爾士加的夫進行的20172017
斯諾克威爾士公開賽第二輪比賽中斯諾克威爾士公開賽第二輪比賽中，，英格蘭選手奧沙利文以英格蘭選手奧沙利文以
33比比44不敵同胞戴維斯不敵同胞戴維斯，，無緣下壹輪無緣下壹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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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中國國羽不敵日本
亞錦賽無緣爭冠
2017年亞洲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暨蘇

迪曼盃預選賽昨在越南胡志明市進入準決賽較
量。中國隊（國羽）雖由陳清晨/張楠在混雙
比賽先下一城，但在其後的男單、男雙及女單
比賽連輸三場，出人意料地以1：3不敵日
本，無緣爭冠。

今屆亞錦賽，國羽只派出部分主力陣容參
賽，小組賽，先後以5：0橫掃香港和中華台
北，以小組第一身份出線；8強賽，再以3：0
輕取馬來西亞，打進四強。

18日的準決賽對陣日本隊，第一場混雙，
中國隊派出張楠/陳清晨迎戰日本組合東野有紗/
渡邊勇大。結果張/陳組合不負眾望，以22：20
及21：19艱難取得開門紅。

但其後的三場比賽，國羽年輕小將表現不
濟，關鍵時刻未能頂住壓力落敗。第二場男
單，石宇奇以10：21、21：19及17：21不敵
日本的西本拳太；第三場男雙，李俊慧/劉雨
辰以16：21、21：16及16：21負日本組合園
田啟悟/嘉村健士；第四場女單，陳雨菲背水
出戰日本名將山口茜，由於雙方實力存在一定
的差距，陳雨菲一直處於下風，最終以15：
21、10：21連輸兩局。令中國隊以總比分1：
3不敵日本無緣決賽。 ■記者 陳曉莉

作為平昌冬奧會前的一次綜
合性大賽，本屆亞冬會是

中國隊檢測自身實力的絕佳機
會。在此前的七屆亞冬會上，中
國隊曾經佔據獎牌榜第一，也曾
落到過第四。日、韓、哈等強隊
不斷進步，此番盡遣精銳的中國
隊在獎牌榜上得到什麼樣的成
績，將是本屆賽事最大的看點之
一。

短道速滑 中韓爭霸
近年來，無論是在世界範圍

內還是在亞洲範圍內，短道速滑
項目的主旋律一直是中國隊與韓
國隊之間的“雙雄會”。范可
新、武大靖等中國隊名將將悉數
登場，而為了備戰2018年平昌
冬奧會韓國隊更是派出全部主
力。

女子方面，中國隊在索契冬
奧會之後處於新老交替階段，成
績略有波動，最近一段時間的中
韓交鋒中國隊表現稍遜對手，男
子方面中國隊則在一些項目上具
備一定優勢。

在去年世錦賽上，韓天宇在
男子1500米中摘得金牌，填補
了中國隊在世錦賽男子1500米
項目中無金牌入賬的空白。在去
年12月短道速滑世界盃上海站
中，武大靖奪得男子500米金
牌，男隊在5000米接力的競爭
中力克對手奪冠。

除了韓國隊之外，日本和哈

薩克近年來的進步也十分明顯，
短道速滑賽場，注定是一番龍爭
虎鬥。

中國雙人滑矢志奪金
在亞洲範圍內，中國隊在花

樣滑冰雙人滑項目上具備着比較
明顯的優勢，中國隊也對拿到這
個項目的好成績信心滿滿。

去年12月的花滑大獎賽總
決賽，中國組合于小雨/張昊以
及彭程/金楊分獲第二名和第六
名，展現出了不錯的狀態，此番
出征札幌，冠軍將是他們的唯一
目標。

本屆亞冬會並沒有設置自由
式滑雪空中技巧項目，這對於在
這一項目上具備傳統優勢的中國
隊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冰強
雪弱”一直是中國冬季項目的特
點，在中國隊的12枚冬奧會金
牌中，11枚來自冰上項目，能否
在亞冬會上找到中國隊雪上項目
的下一個突破點，是本屆比賽的
關注點之一。

為了增強北京冬奧會的人才
儲備，中國隊還選派了一些有潛
力的年輕選手來到札幌參賽。

展望平昌冬奧會和2022年
冬奧會，中國代表團秘書長任洪
國曾表示，中國的冰雪運動正在
快速發展，作為競技體育工作
者，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打造一支
“有能力”的隊伍去參加冬奧會
的所有項目比賽。 ■新華社

在日本札幌舉行的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19日

開幕，派出最強陣容出征的中國隊將參加全部64個

小項的比賽。在距離平昌冬奧會僅剩1年、距離北京

冬奧會越來越近的大背景下，中國隊對於這一亞洲最

高級別綜合性冬季運動會格外重視，對於冬季體育迷

來說，這屆比賽的看點同樣不少。

■■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升旗儀式後合影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在升旗儀式後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代表團團長高志丹中國代表團團長高志丹（（右右））向組向組
委會贈送紀念品委會贈送紀念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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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的
中國體育代表團18日舉行升旗儀
式。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
局副局長高志丹表示，希望這種莊
嚴的儀式能激發運動員為國爭光的
鬥志和決心。

當天上午11時，升旗儀式在札
幌王子酒店舉行。中國代表團團部
和短道速滑隊參加了儀式。儀式簡
短而莊重，五星紅旗在挑高的會議
廳裡升起。高志丹表示，綜合性運
動會的升旗儀式，對運動員、教練
員是一個很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也
是一種鼓勵和激勵。

他表示，中國的冬季項目起點
低、基礎弱，這次是抱着學習的態
度來參加亞冬會，但是站在新的歷
史起點上，他們將全力以赴，交出
一份合格的學習答卷。

另外，冰壺項目的比賽18日拉
開戰幕，中國男女隊齊齊迎戰哈薩
克，結果分別以12：1及20：2大
勝，取得開門紅。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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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亞冬會札幌開幕

中國代表團升旗
冰壺隊開門紅

京魯爭奪CBA季後賽資格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17日晚進入到常

規賽倒數第二輪比賽的爭奪，四川主場獲勝確
定晉級季後賽，江蘇輸球提前出局，而北京、
山東則將在最後一輪爭奪最後一張晉級季後賽
入場券。形勢原本不錯的山東隊卻被傷病所
累，當晚客場面對新疆隊以85：118慘敗；而
上輪“死裡逃生”的北京隊以110：98輕取福
建，在積分榜上重返前8。四川隊本輪主場對
陣天津，以117：109獲得勝利，成功晉級季後
賽。 ■記者 陳曉莉

周躍龍威爾士賽止步八強
威爾士桌球公開賽當地時間17日在加的夫

結束了8強賽，中國選手周躍龍以0：5不敵蘇
格蘭選手唐納森，無緣準決賽。周躍龍前一天
連續擊敗羅斯．梅亞和李．霍加闖入8強，但
當天面對世界排名並不靠前的唐納森，他完全
不在狀態，整場比賽沒有亮點，最後連輸五局
被淘汰。不過，周躍龍在本屆賽事仍創造了個

人職業生涯的紀錄，首次打入排名賽8強，成
為本屆比賽唯一闖入 8 強的中國球員。

■新華社

香港五人足賽決戰麥花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NIKE香港

五人足球賽2017”18日假觀塘康寧道遊樂場進
行首站賽事，首日賽事分別進行了10歲以下、
12歲以下及公開組賽事，吸引了不少職業球會
及足球學校派出梯隊參賽。其中車路士足球學
校及傑志A隊兩支傳統青訓強隊均於10歲以下
組別輕鬆晉級。

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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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五年，死
亡事件再在香港馬
拉松賽事中出現。
今次事件的不幸不
僅只是一位參加十
公里跑的52歲女士，也是香港馬拉
松賽舉辦以來第四位死亡的參加者。

相信絕大部分人參加每年一次的
香港馬拉松賽事，目的都是以追求健
康為目的，所以每當嚴重受傷出現，
都是我們不想見到的，更何況發生死
亡事件。但隨着馬拉松賽事愈來愈普
及化，就連很多平日甚少參與任何運
動的人士，都被身邊的朋友鼓勵或刺
激而膽粗粗地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貿
然加入大隊，為的是要證明自己：
“你得我都得”的信念，甚至“唔衰
得”的面子，在這種情況下，受傷或
意外的個案自然會增加。

但這不代表死亡個案也一定會增
加，因為跑馬拉松而死亡的個案仍屬
少數，但隨着參加者愈來愈多，出現
死亡個案的機會也因此而有可能上
升。事實上，近幾年世界各地都興起
跑馬拉松，包括半馬拉松比賽，而死
亡事件也開始增加。這些死亡個案中
不乏40歲以下的年輕跑手，而這些
年輕跑手在出現問題後，往往都無法
救回，根據心臟專科醫生的分析，絕
大部分年輕跑手，尤其是20至30多

歲的，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本身患有
因心肌肥大而造成供血不足的心肌症
(HOCM)。這病症屬先天性，一般情況下難
以察覺，但很大機會可以透過心臟超聲波來
診斷和確認。

此外，根據過往馬拉松賽死亡事件的統
計，發現跑手多在接近或過了終點時出現，
其中原因是這些有問題的跑手當跑到接近終
點前心臟往往到了超負荷的臨界點，但意志
上卻強迫自己去完成最後那短短距離，在這
種意志與體力出現矛盾下把自己推往死亡邊
緣。至於在終點後出事，可能是因為跑手在
衝線後立即停下來，導致停留在下肢的血液
未能有效地回流心臟，最終引發心臟問題。
為了安全，跑手有責任自我了解身體狀況，
不應貿貿然以“人做我做”的心態去參加長
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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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慧李俊慧//劉雨辰劉雨辰（（右右））在男雙比賽落敗在男雙比賽落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代表團升旗中國代表團升旗
儀式在日本札幌市儀式在日本札幌市
舉行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冰壺隊選手劉銳
在比賽中擲壺。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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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洪門致公堂盛大舉行2017年春宴聯歡活動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
2 月 12 日晚，芝城洪門致公堂假南

華埠彩蝶軒隆重舉辦2017年春宴聯歡活
動。伊州聯邦眾議員 Danny Davis、中國
駐芝加哥總領館劉軍副總領事、薛亮領
事、臺北經文處副處長陳瓊玉、秘書侯國
南、僑教中心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美
洲協勝公會元老團主席和美國
洪門致公總堂總顧問伍煥鵬、林
惠明總理、伍銳賢總理、紐約協
勝公會主席伍文達和何國昌先
生、芝城協勝公會主席鄭汝創和
蔡錫鋒、美國安良工商會元老團
主席伍健生、總理陳達偉、美國
洪門致公總堂白傑熊總理、李偉
強總理、總監堂李柱燊、紐約洪
門致公堂主席李庭信和伍煥強、
芝城洪門致公堂主席馬森駐和
譚建國等嘉賓與洪門致公堂
2017屆全體職員同仁共度佳節
，氣氛熱鬧。當晚的活動由芝城
洪門致公堂外交專員史衛明主
持。

宴會開始之前，洪門曲藝社為大家送
上喜慶的粵曲《快樂伴侶》、《打金枝》等
名曲，讓宴會充滿濃濃的節日氣氛，喜慶
熱鬧。威武的瑞獅翻騰跳躍，把宴會拉開
了序幕。芝城洪門致公堂2017屆主席馬
森駐對到場的各界嘉賓表示了熱烈的歡
迎。他表示，芝城洪門致公堂在各位元老

、總理的領導下，及全體僑界友好的支持
下，洪門致公堂會務蒸蒸日上，呈現出一
片新氣象。洪門致公堂多年來積極服務
社區，為芝城僑社和諧穩定貢獻良多。在
新的一年祝願所有嘉賓雞年大吉大利，
心想事成！

美國洪門致公總堂總理白傑熊隨後

代表總堂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願大家雞年如意吉祥，雞年行大運。他
表示，非常榮幸帶隊參加芝城洪門致公
堂一年一度的春宴盛會，今晚也很高興
看到三堂（洪門、安良和協勝）歡聚一起，
共慶佳節，喜慶洋洋，在這裡祝願芝城洪
門致公堂在新的一年會務興隆，蒸蒸日

上。伊州聯邦眾議員Danny Davis致辭表
示，今晚非常榮幸參加芝城洪門致公堂
的新春聯歡活動，非常高興看到那麼多
來自紐約及外州來的洪門致公堂同仁歡
聚一起。他還表示，芝加哥華埠是一個充
滿活力的社區，並祝願新的一年芝城華
埠發展更加繁榮，並成為一個傑出的社

區，推動芝加哥發展。
芝城洪門致公堂主席譚

建國致答謝詞，他表示，在
僑社各界的共同支援下，芝
城洪門致公堂在2017年一
定不負眾望，取得更加輝煌
的成績。在此感謝各界來賓
蒞臨參加今晚的盛會，祝大
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當晚的春宴聯歡活動精
彩紛呈，洪門致公堂職員和
社區人士紛紛為大家獻唱
歌曲。一眾嘉賓在共品美酒
佳餚的同時，互相送上最誠
摯的新年祝福，獻唱始終呈
現一片喜慶熱鬧的氣氛。

洪門、安良和協勝三堂齊賀雞年 喜慶洋洋 春宴聯歡活動精彩紛呈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左11：：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薛亮領事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薛亮領事
中中：：劉軍副總領事劉軍副總領事、、右右11：：芝城洪門致公堂主席馬森駐芝城洪門致公堂主席馬森駐））

洪門致公堂主席洪門致公堂主席
馬森駐致歡迎詞馬森駐致歡迎詞

美國洪門致公總堂美國洪門致公總堂
總理白傑熊致辭總理白傑熊致辭

伊州聯邦眾議員伊州聯邦眾議員
Danny DavisDanny Davis致辭致辭

芝城洪門致公堂芝城洪門致公堂
主席譚建國致答謝詞主席譚建國致答謝詞

全體合影全體合影

洪門致公堂元老餵送紅包洪門致公堂元老餵送紅包（（左左11：：馬森駐馬森駐、、左左22：：伍銳賢伍銳賢、、左左33：：林惠明林惠明、、左左44：：白傑熊白傑熊）） 洪門致公堂元老洪門致公堂元老、、總理總理、、主席等祝酒主席等祝酒

洪門曲藝社演唱粵曲洪門曲藝社演唱粵曲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左11：：劉軍副總領事劉軍副總領事、、中中：：馬森駐馬森駐、、右右11：：薛亮領事薛亮領事））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左11：：僑教中心王偉讚主任僑教中心王偉讚主任、、左左33：：芝城協勝公會主席蔡錫鋒芝城協勝公會主席蔡錫鋒
左左44：：陳瓊玉副處長陳瓊玉副處長、、左左55：：葉子貞副主任葉子貞副主任、、前左前左11：：協勝公會鄭汝創主席協勝公會鄭汝創主席）） 協勝公會職員合影協勝公會職員合影

芝加哥龍岡親義公所春節聯歡晚宴 公告

芝加哥龍岡親義公所主席
張傑雄 劉振斌 關元輔 趙健航

本公所定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假座南富麗華酒樓舉行春節聯歡宴會，屆時頒發
敬老金、獎學金（申請獎學金截止日期為二月二十五日），敬請四姓會員及家眷踴躍參加，同慶新春！

本公所會員家眷，每位餐券費二十元。凡每位會員(包括夫婦每位）交香油費滿二十元者，發餐券一張。
年滿七十五周歲及以上會員長者，獲敬老紅包一封。領取獎學金學生也發餐券一張入席。請大家於二月六
日至二月二十五日到公所登記領取免費餐券或購買餐券，以便安排席次。

另外公所定于四月二日（星期日）為龍岡日，並定於上午九時行清，希四姓昆仲提前三天報名，以備車
輛。當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分發燒肉糕點，歡迎各會員宗親及家眷參加。

本公所每日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為辦公時間，希四姓會員宗親互相告知。並祝

新春快樂！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星期日 2017年2月19日 Sunday, February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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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陳山聰的體重達190磅，
是人生高峰。自2013年他跟何超雲

分手後，翌年重投無綫劇接劇，也是那
時迷上跑步。山聰表示當初跑步是自發
性，想跑就跑，現在更感染大哥大嫂、
大家姐全部都跑，且是參加全馬。

“有人喜歡打籃球，有人喜歡踢足
球，而我就迷上跑步。因為沒有任何的
限制，你起床可以去跑，出外拍劇可以
去跑。好多人覺得藝人拍劇好辛苦，但
其實睡多睡少是自己去分配，我都盡量
抽時間練。現在已習慣了早起，跑步不
可以逼，而是去感染身邊人跑。好慶幸
我身邊有一班‘CrazyRunner’成員袁偉
豪、胡蓓蔚會一起跑步，連我的家人，
我大哥大嫂、大家姐全部都跑，且是參
加全馬。”

透過跑步展示另一面
近日雖忙於拍攝新劇，但山聰仍不

忘操弗自己，只因還有兩星期就要出戰
東京馬拉松。而在跑馬拉松的過程，山
聰似懂釋放心中的壓力，咬緊牙關向前
衝，跑離“負能量”。

“因為自己是第一次跑東京馬拉
松，我最想拿到成績。在很多人跑過都
讚好正，因東京是世界五大賽事之一，
氣氛好好，也很難報名。這次我是付錢
報團去參加，因擔心等多兩年，自己已
去不到那個level（水平），所以希望盡
快參加，現在心情已很興奮。入行伯樂
之一劉德華，曾贈我六字箴言‘少說

話，多做事’，我希望透過跑步，令觀
眾對陳山聰有另一種看法，當然有好有
不好，這個世界不會所有人都鍾意陳山
聰。我亦不會以跑步作自我宣傳，這樣
做會好辛苦。現在做人最重要心態，你
要自己問自己‘人生最重要是什麼？要
點去面對自己將來的路？’如果只着眼
一些負面報道，你會錯過人生很多精彩
美好的部分。想通了，負面評論對我來
說是nothing。”

想演紀律部隊人員
人生是真正的長途馬拉松，未到死

的一天，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輸是贏。
套用在演員身上也是同一道理，現在一
刻不紅不緊要，只要肯守落去，或有機

會遇到一個令觀眾難忘的好角色。像山
聰的好友之一陳展鵬曾經因失意而去做
地盤，但逆境過後，展鵬已經貴為“視
帝”。近年TVB流失不少小生，其實也
是山聰上位的好時機。

“好老土講句，事業上順其自然，
這刻安於現狀，我已好滿足，因現在追
求的已不是那回事。自己只想嘗試多些
不同角色，永遠做奸角也好悶，因為來
來去去那五、六、七道板斧，連最邪惡
的殭屍都演過。你問我‘羨唔羨慕展鵬
攞獎？’我不會刻意去爭取什麼，真的
不需要，我好享受現在的演員生涯，寧
願拍多幾個劇，儲多些錢去跑多些不同
地方的馬拉松，支持到我做另一樣興趣，
我已經好開心。5月我都報加拿大的賽事，

希望公司可
以畀我放假
去跑步。至
於角色上，我
入行至今從未
扮演過紀律部
隊人員，所以警
察、救護員及消
防員都想做，最
想做的當然是警
察及飛機師，因警
察幾乎是每個人小
時的志願，飛機師則
是平時不會接觸到
的，想感受一下警察及
機師的心理。”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為《溏
心3》復出拍劇的李司棋早前擔
任電台節目嘉賓。1968 年當選
“香港公主”的司棋姐，縱橫電
視圈接近半個世紀，司棋姐犀利
在曾五入五出TVB，演過無數經
典角色，而每次回巢均創出事業
高峰，1978年回巢那次，亦因為
拍攝甘國亮監製的《山水有相
逢》而與黃韻詩成為好友，二人
分別飾演的“大妹姐、細妹
姐”，至今仍被電視迷奉為經典
神劇。

黃韻詩拍罷電影《92黑玫
瑰對黑玫瑰》便淡出幕前，原來
不少人找司棋姐遊說黃韻詩“出
山”，司棋姐說：“至今，
我跟她每年都會見面、飲
茶，我們互相都好欣賞對
方，明白對方的個
性。現在她逍遙自
在，不時去旅行，真
的樂逍遙啦！丈夫都
退休了，跟她周圍
去，兒子又靚仔！
（ 她 想 不 想 復 出

呢？）不會了，甚至很多人找我
跟她談，我亦問過她好多次！她
說不用想啦！唔會呀！”

囡囡跟前夫仍友好
1989年，司棋姐因發現首任

丈夫有第三者離婚，但離婚之後
因前夫關係，令她跟女兒葉子青
有七年時間不相往還，及至上世
紀 90 年代中，母女關係才改
善，所以對於近日有線奇妙電視
找她與女兒合作拍攝旅遊節目

《帶阿媽去旅行2017》，司棋姐
認為這機會難能可貴，非常珍
惜。

至於去年女兒被傳媒揭發第
二度離婚，被指與她同樣“坎
坷”，司棋姐一點也沒介意的
說：“我一早知，我這份人很心
急，當然站在女兒立場，希望她
早點處理，女人有幾多個青春
呢，但作為媽咪，我認為不該干
涉她的生活，所以沒直接對她
講。我不覺得她受我影響，覺得
她處理比我叻很多，她很有理
智，囡囡現在也有好多人

追！”
她又自言從不覺得與

子青處理感情手法相似，
“當然不似啦，
我 這 份 人 很 灑
脫，從不會忍，
但或許女兒真的
很 欣 賞 她 的 前
夫，所以需要時
間下決定，她現
在還跟前夫是很
好的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林奕匡（Phil）
18日於銅鑼灣出席“皇室堡×林奕匡《Songs
Of Love》簽唱會”，與歌迷大玩遊戲及進行親
筆簽名活動，作近距離接觸。

活動上，Phil被問到剛完成三場首次個人演
唱會，並請到兩位天后楊千嬅和容祖兒撐場，當
時他的心情是否心如鹿撞大為緊張？Phil表示自
小便是祖兒歌迷，能於自己的演唱會上與偶像合
唱，感覺疑幻似真，緊張得“心噗噗跳”！

Phil早前已宣佈婚訊，但不論在形式及地點
等細節上仍非常神秘，到底進展如何？Phil笑言

到現時為止仍處
於計劃階段，因
此很多細節仍未
落實，一有消息
將會盡快向大家
公佈。不過談到
平日會否購買小
禮物給未婚妻
時，Phil則不諱言平日工作繁忙，不能時常陪伴
未婚妻，所以一有時間都愛逛商場購買小禮物
表達心意。

香港文匯報訊 二人女子組合Robynn &
Kendy（R & K）經過一年的休息和沉澱，今年
重新出發，帶着新面貌推出新歌。她們早前接受
有線娛樂新聞《樂壇第一手》專訪，分享經歷低
潮後的感受。

Robynn & Kendy的新歌講及浮浮沉沉的人

生觀，提到去年的低潮期，Robynn指：“2015
年去咗好多地方做巡迴，上年想請3個月假休息
下，但因為各種原因，結果3個月變咗一年。”
從網絡歌手走到唱片公司旗下的幕前組合，二人
都大有感觸，Robynn坦言：“我以為我哋可以
對娛樂圈置身事外，但慢慢覺得咁樣會畀人標籤
成一樣嘢。其實成日被定型‘小清新’ 都好
攰，好開心呢首新歌解脫咗我哋。”

Kendy解釋新歌和音創新，二人於新歌
MV中更會大膽挑戰性感尺度，對此，Robynn
興奮表示：“之前會覺得‘唉，又係呢啲衫，
唔好啦’，今次以黑色為主，有濕身，感覺好
新鮮，自己好鍾意。”為營造特別拍攝效果，
Kendy憶述：“導演想營造個背景好慢，所以
我哋錄影時首歌要校快1.75倍，咪嘴型係有啲
難度。”

陳山聰近年成為馬拉松常客，並和袁偉豪、胡諾言等組成“Crazy Runner”，

去到邊跑到邊。2月尾，山聰會首次去跑東京馬拉松，而5月在加拿大的賽事，他亦

報了名。愛上跑步影響了山聰思考人生的方法，令他明白就算現在有多大的負面新

聞和負面評論，對他來說是nothing，只因人生才是真正的馬拉松。

採、攝：植毅儀場地：將軍澳皇冠假日酒店

林奕匡閒時買禮物氹未婚妻

與女兒同經歷兩度離婚
李司棋：她比我叻好多

■■山聰和袁偉豪山聰和袁偉豪、、胡諾言組成胡諾言組成““Crazy RunCrazy Run--
nerner”。”。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山聰(左一)月初偕女友(左二)、大哥大
嫂到芭提雅度假，大騷弗爆身形。網上圖片

■山聰感染家人熱愛跑步。
網上圖片

R & K挑戰性感 擺脫“小清新”

■愛上跑步
影響了山聰思考
人生的方法。

■■李司棋透露黃韻詩不想復出李司棋透露黃韻詩不想復出。。

■■林奕匡跟歌迷玩遊戲林奕匡跟歌迷玩遊戲。。

■■Robynn & KendyRobynn & Kendy今年重新出發今年重新出發。。

專
訪

將人生當作長途馬拉松

陳山聰睇化：
負評是nothing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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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鐘一語毀了丁小芹 班傑靠腰憶念劉雨柔

林千又挺肚出院 
感想：母親真偉大！

胡宇威收…任務 傻眼外加百感交集

吳宗憲爆愛女住院原因
竟是錄影愛 XX

張翰閃婚成家壓力大
愛妻林利霏 6月產萌娃

中天《麻辣天后傳》密探洪都拉斯、沈玉
琳、大愷與李懿，以及來賓小鐘、班傑、禹安與
IVY，在節目上控訴對天后利菁的不滿。

利菁雖被來賓指控不滿事件，但她反控來
賓的砲火也很猛烈，爆料丁小芹演藝事業會一
蹶不振，「是小鐘害的！」小鐘聽聞傻住，利菁解
釋因小鐘曾在某節目上，讓丁小芹成為最該退
出演藝圈女星第一，暗指小鐘的烏鴉嘴一語成
讖，勁爆話題讓現場來賓驚訝不已。

小鐘在節目中搞笑嗆利菁「憑什麼出唱片」，
讓也曾發片的沈玉琳跳出來喊：「這句話我沒有
辦法附和，因為我也出了」利菁聽聞笑翻，馬上
反駁：「我出唱片拿到排行榜冠軍啊！」讓小鐘
立刻語塞。

利菁反過來爆料：「丁小芹妳這輩子是小鐘
哥害的！」此話一出，小鐘整個嚇傻，直呼：「我
跟她不熟啊，怎麼會害到她？」

原來，小鐘曾在某節目中參與票選「哪位女
明星最該退出演藝圈」，當時丁小芹票數最低，
但播出後竟大逆轉變成最該退出的第一名，原

公視、TVBS 新戲《酸甜之味》將於 3/18 推出，劇中演
員林予晞、黃遠、張翰，日前在《食尚玩家》os 桑阿松的帶
領下，前往大甲鎮瀾宮春酒辦桌晚會宣傳造勢。林予晞不畏
低溫寒流大露美腿，冷得頻頻發抖，還喊道：「這就是我的
誠意跟熱情啦！」而去年底和林利霏閃婚成家的張翰，對於
家有了全新的體認，愛妻將在 6 月生產，讓他坦言壓力變大
了。

去年底剛成家的張翰，對於家有了全新的體認，表示家
對他來說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存在，即使是在 17 歲的青春叛
逆期，對家有很多不滿，對父母有很多怨言，但家人是始終
在身邊的人。成家之後，坦言：「覺得壓力變比較大，跟以前
當小孩的感覺不一樣，現在自己即將要當爸爸了，責任變更
大了。」他也透露小孩預計會在 6 月報到，主持人阿松打趣
地說：「這也太巧了吧！《酸甜之味》戲裡老婆是六月，戲外
小孩六月要出生。」引起全場大笑。

林予晞、黃遠第一次升格演人妻、人夫，覺得跟過去角
色很不一樣，在劇中面臨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對黃遠而言，
即使父母很早離異，但從沒有讓他覺得失去家的溫暖，還是
會經常跟父母親相聚吃飯，感覺一樣溫馨。林予晞則是很開
心享受家裡所給予的關懷與愛，與兩個妹妹還是一樣喜歡

近日自爆開完刀的林千又，在 12 日臉書上發文表示已經出院，但是由
於肚子裡有防沾黏溶液，所以肚子變大，像孕婦一樣，睡覺的時候也不方
便，因此感嘆：「覺得懷孕的媽媽們真的好偉大！」。

貼文中，林千又說醫生已經告知她可以出院休息，但是身上的傷口
一個月內都不能碰水，只能洗下半身，並提到：「醫生在我肚子裡面放了
1000c.c. 的防沾黏溶液所以我的肚子變好大，腰好酸，睡覺的時後也不能
側躺好痛苦，突然覺得懷孕的媽媽們真的好偉大！」。

林千又在文末提及造成身體必須開刀的原因是，當模特兒時期常為
了拍照好看一整天不吃，拍完後才暴食，吃壞身體所致。最後她謝謝來自
各方的祝福，也希望能趕快恢復健康。

女星 Sandy 上月 27 日在臉書貼出照片，透露自己住院了1 個星期，但
未說明發生什麼事。昨（12）日，進棚時，吳宗憲才透露愛女因為錄影習慣
憋尿，導致腎臟發炎，但也搞笑的說：「不要讓媽媽知道，不然她就會被收
回去了！」

吳宗憲進棚錄製《小明星大跟班》，受訪時談到 Sandy 前段時間住院，
他透露因為愛女錄影時習慣憋尿，雖然因腎臟發炎住院 1 星期，不過還好
無大礙。但因為 Sandy 免疫系統比較不好，決定利用住院的時間做詳細的
檢查。

胡宇威去年工作滿檔，今年農曆春節難得獲得假期的
他，開工後立刻飛往湖南衛視參加元宵喜樂會的活動，他
深感榮幸收到湖南衛視的邀約，只不過「台語 RAP」的任務
讓他除了傻眼之外，內心更是百感交集；製作單位特別集結
中港台帥哥他和蔣勁夫及吳卓羲 3 人，設計一個合唱，每個
人都要用各自方言在歌曲當中表演一小段 RAP。

他得知要表演台語 RAP 後，不僅用注音替 RAP 做備
註，過年期間也跟父親學台語，春節全家人的活動就是一
起練習台語 RAP；他在元宵喜樂會的直播現場展現這段時
間以來的苦練成果，工作人員、觀眾和網友們，都給了他台
語 RAP 表演不錯的評價；甚至在表演結束後，他的名字更
登上微博的實時熱搜榜第 12 名，讓他又驚又喜。

賴著爸媽。
新婚的張翰晉升好好丈夫，已經準備好要陪老婆林利

霏在家追劇觀賞《冰與火之歌》最新一季。林予晞笑說自己
好像一直在跟工作談戀愛，以前當空服員時都在飛，今年
也是要拍戲，如果有空檔的話想跟姊妹們聚餐。黃遠被阿
松套出曾談大八歲姊弟戀，眾人追問他用什麼方法追到姊
姊？黃遠害羞地說：「我是在一起之後才知道她是姊姊啦！」

來是小鐘認為結果太好猜，才故意投給丁小芹，
利菁虧小鐘烏鴉嘴「害丁小芹從此一蹶不振」。

小鐘趕緊解釋：「那節目收視率超低，沒人
在看，根本沒有影響啊！」小鐘緊張模樣，讓現
場來賓各個笑翻。

另一位來賓班傑，表示剛出道時，曾上利菁
的《麻辣天后宮》，因節目話題辛辣，為此特別
研究女性臀部，還莫名拿到證書，被稱為「肉慾
男藝人」，讓他原本想營造的形象大不相同，感
到很無奈。

利菁馬上機智反問：「因為我，你摸了多少
人屁股？」班傑立馬回「非常多」，利菁笑：「那
你要謝謝本宮啊。」讓全場笑翻。接著利菁也反
控，平常對班傑與劉雨柔照顧有加，兩人卻在敵
對節目《康熙來了》公開戀情，班傑解釋：「是
分開之後才公開的。」

利菁追問，最喜歡劉雨柔身上哪個部位？他
深思熟慮後表示：「應該是腰！」最後班傑為彌
補恩人利菁，自行公開新戀情，坦言現在與一位
泰國華僑的小模熱戀中。

星期日 2017年2月19日 Sunday, February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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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武俠系列第四部作品《刀背藏身》，首款國

際版海報亮相2017柏林電影節。畫風簡潔明了、剛柔相

濟，徐浩峰本人在柏林電影節期間獲得首屆亞洲璀璨之

星最佳導演大獎，更讓人對這部新作產生期待。

同《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三

部前作壹樣，《刀背藏身》也改編自徐浩峰導演原著同

名小說。以中國軍隊在喜峰口長城會戰中大破日寇的

“破鋒八刀”為線索，描述了在動蕩年代傳奇刀術的生

死較量、武林人士的俠義風骨，以及從家國命運到江湖

眾生的愛恨情仇。

除此之外，許晴、春夏、張傲月、黃覺、耿樂、陳

觀泰等壹眾實力派影星的傾力加盟也成為影片的壹大看

點。尤其是在徐浩峰導演“零替身、零特效、零威亞”

，實打實拍的堅持下，演員如何真刀操練、脫胎換骨，

演繹徐氏武林，十分令人期待。

此次曝光的國際版海報，將導演壹貫主張的硬派寫

實功夫、精深奧妙的武學品味、美輪美奐的造型藝術都

體現無遺。前景的女子背影精幹英武，身背狹長平直的

雙刀，刀柄纏繞暗紅絲線。遠景的女子長袍垂地，在亂

石荒冢前默默祈禱。海報中天與地、生與死、剛與柔、

人與刀，其背後的故事給觀眾無限遐想。

電影《刀背藏身》預計於2017年年內與觀眾見面。

奇幻片《完美有多美》新海報透玄機

汽車修理工迎人生巨變
平行世界穿越成總裁
由姜武監制，新銳導演梁棟執

導，姜武、蔣勤勤、李乃文、王德

順、朱旭等主演的奇幻喜劇《完美

有多美》將於2月17日中國上映，

片方發布“時來運轉”版海報，汽

車修理工程天樂（姜武 飾）站在

修車廠前，手握壹把金燦燦的鑰匙

，面帶微笑，仿佛人生的重大轉機

即將到來。

在電影中，姜武飾演的程天樂

從普通修車工人穿梭到平行世界，

壹步升天成為科技公司總裁，從只

能偷開著別人的賓利兜風到擁有豪

車和私人飛機，程天樂的角色不但

有著小人物市井的壹面，也有著高

冷霸氣的壹面，雙面人生被姜武遊

刃有余地表現了出來。經歷了壹段

段啼笑皆非卻引人深思的事件後，

小人物程天樂終於成為了壹個有錢

有權又有心的人，也收獲了夢中情

人卓彥妮（蔣勤勤 飾）的芳心。

程天樂雖然得到了原來世界中

不曾敢想的事業和愛情，但也失去

了他原來擁有的重要的東西。導演

通過壹次平行世界的穿梭，讓主人

公經歷了三次別離之痛，直面人生

的抉擇。“壹次穿越，三次別離”

的宣傳語高度概括了這部電影的主

旨，奇幻喜劇的外表下隱藏著溫情

暖心的內核。

張藝謀三月開拍《三國·荊州》？
爆料稱鞏俐鄧超主演 張藝謀方面暫未回應

有網絡爆料稱，《長城》之後

，張藝謀將拍攝壹部三國題材的電

影，初定片名《三國· 荊州》，主

演陣容包括鞏俐、鄧超、張涵予、

楊洋、周冬雨等，有望在3、4月份

於湖北開機。截至目前，張藝謀方

面並未就此事真偽做出回應，時光

網記者正在進壹步求證中。

雖然張藝謀沒有出面確認下壹

部作品就是《三國· 荊州》，但張

藝謀去年年底在接受時光網專訪時

曾透露，他的新片確實計劃在今年

3月左右開機，“實際上在拍《長

城》的三年當中我壹直在磨我的下

壹個劇本，已經磨完了。明年二月

份《長城》做全球宣傳，所以我就

把開機時間定在三月。演員都選好

了，隊伍壹直在工作，明後天我就

要去開我們的美術會。”

所以從開機時間來看，爆料中

的《三國· 荊州》與張藝謀的工作

安排是吻合的。另據媒體報道，去

年博納影業老總於冬在湖北省電影

創作生產研討會上接受采訪時曾透

露，張藝謀正在籌備與荊州三國古

城的相關電影。這壹說法似乎也讓

《三國· 荊州》的真實性又添了壹

分。此前，導演高希希和張黎都曾

有過拍攝名為《三國· 荊州》的電

影的計劃，但遲遲未見行動。2月

將盡，張藝謀新片到底拍什麽，相

信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徐浩峰新片徐浩峰新片《《刀背藏身刀背藏身》》曝國際版海報曝國際版海報
許晴春夏主演許晴春夏主演 ““零特效零替身零特效零替身””演員真打實拍演員真打實拍

楊冪新片《繡春刀2》網友路透照曝光
灰頭土臉造型硬朗 楊冪要挑戰打女角色？

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曬出楊冪在拍攝《繡春刀· 修羅戰場》時的

片場照片，只見楊冪高高紮著馬尾辮，造型硬朗，但她看起來風塵仆仆

灰頭土臉的，似乎要挑戰身手矯健的打女角色。在另外幾張照片中，楊

冪戲服腳踩著粉色涼拖，笑容十分燦爛，看起來心情不錯。

《繡春刀· 修羅戰場》已於2016年4月3日宣布開機，該片由路陽執

導、寧浩監制，楊冪、張震、張譯領銜主演，影片講述了北鎮撫司錦衣

衛沈煉張震在追查案件中身陷陰謀，為了證明清白，與楊冪飾演的少女

北齋協力查明真相的故事。路陽導演的上壹部作品《繡春刀》於2014年

暑期檔上映，雖然口碑很好，但票房成績壹般，陸陽曾希望把《繡春刀

》拍成三部曲。據悉，續集《繡春刀：修羅場》將會在前作制作基礎上

進行升級，而新晉加入的楊冪帶給觀眾不少驚喜，她將搭檔張震在片中

出演壹名畫師。主演張震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拍《繡春刀》（訓練

）是非常苦的壹件事情，導演在動作上面的要求非常高，他們都開始訓

練了，慢慢就會有體會。很少有壹個電影可以花這麽長時間去做籌備，

可以把細節做得非常仔細和特別。”

近日，全英文華語電影產業商業雜誌《The Chinese

Film Market》（《華語電影市場》）在柏林電影節上

刊發了動畫電影《吃貨宇宙》導演陳廖宇的獨家專訪

，首次揭秘了《吃貨宇宙》在故事靈感、角色設定等

創作方面的制作細節，同時也披露了若幹電影原畫設

計圖。

《吃貨宇宙》的導演陳廖宇是北京電影學院

動畫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動畫藝術系主任，也

是中國動畫研究院副院長，國內多項動畫賽事的評委

。在《華語電影市場》的采訪中陳廖宇透露，《吃貨

宇宙》的創作靈感最初成型於上世紀90年代的壹個

小飯局上，2006年開始創作故事，最初版本的設計只

有面食角色。2007年，陳廖宇團隊寫出第壹版完整的

電影劇本，並立了項，不過那時候，國內動畫電影的

投資和市場大環境跟現在沒法比，很難等到機會去實

現，但他也從沒停止過籌備這個項目。

近些年來，陳廖宇又對影片的美術風格、人

物造型、故事主線等做了新的構思，於是，這個醞釀

多年的故事就變成了現在的《吃貨宇宙》，背景擴大

到整個吃貨平行宇宙，比起前壹階段的設計，強調了

更宏大的宇宙觀。

從十年前的概念到如今包子餃子闖世界的

《吃貨宇宙》，陳廖宇闡述了故事結構的演變和推進

。“壹部電影就和人壹樣，首先三觀要正確。比如我

們討論這些食品角色之間會有什麽矛盾點，如果從健

康、不健康，或者東方、西方，還是傳統、現代等這

些概念中制造矛盾點都站不住腳。

食物各有不同：外形、味道、氣味不同，制

作過程也不同，但是各自都有存在的價值。如果把食

物都換成人，也是壹樣的。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大家

各不相同，但是生存的價值是壹樣的，擁有幸福的權

力也是平等的。而與之相反我們就可以找到壹個矛盾

點，那就是對成功、正確和完美只有壹個衡量標準，

這種單壹標準的概念和多元的寬容之間存在著矛盾，

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理解和認可的。”

據了解，《吃貨宇宙》的兩位主角，名叫壹

毛錢的餃子實際上描述的是壹個人如何認識和接納自

己，她的腦子裏被裝進壹枚鋼崩兒之後，有人就認為

她跟大家不壹樣了，而且這個不壹樣帶來的更多是困

擾，於是她變得不願意接納自己，很想改變自己；男

主角包墩墩的設定，對應的則是這個時代裏的那些心

態平和的人——他們沒有什麽大道理，也沒有什麽大

夢想，信奉天上不會掉餡餅。包子是壹個能夠接受自

己的角色，他從不抱怨，並成為餃子這個角色的壹面

鏡子。

對於陳廖宇來說，《吃貨宇宙》的核心其實

就是“做自己”，他也談及了自己對於當下的中國動

畫電影的市場的看法：“從創作的角度出發，短期的

話，大家會很在意誰的票房過億了，其實從行業的角

度，我更看重壹部動畫影片有沒有可復制的模式，是

否具備正向的成長性。如果在影片成功的基礎上能夠

實現壹個蛻變，中國的動畫電影行業才算是進入了新

的發展階段，不過，至少現在中國的動畫導演們已經

開始試圖或有某種自信建立起自己的創作語言和風格

了。”

事實上，《吃貨宇宙》自2016年柏林電影節

開始嘗試海外發行，歷經戛納、多倫多、AFM等多

個國際電影市場推廣，並再次來到柏林，更多的素材

和物料露出也給予了版權購買方更大的信心。本片制

片人、天工異彩董事長常洪松表示：“海外發行其實

也是被逼的。從投資回報的角度看，動畫電影在中國

國內市場的風險很大，因此只能通過海外或者延期、

衍生品等各種方式，站在投資的角度去尋找平衡的方

案。”

但幸運的是，憑借獨特的題材優勢，具有中

國傳統元素的角色設定，以及精良的制作，《吃貨宇

宙》獲得了海外市場的廣泛認可，也壹直在海外市場

保持著很高的熱度，甚至已經有了打破中國動畫電影

海外預售紀錄的傲人成績。

據悉，《吃貨宇宙》正在趕制後期，將於

2017年登陸內地銀幕。

懸疑女性情感話題之作《夜色撩人》近日公
布了女主角余男的制作特輯，揭秘片中女主角芥
子的壹夜歷劫過程。影後余男此次在片中飾演都
市普通女性，並從個人角度解讀婚姻關系中女性
的情感需求。在這部由第五代導演夏鋼執導的
《夜色撩人》中，余男飾演都市生活中的壹名普
通女性芥子，有著幸福平靜的婚姻，夫妻關系也
和睦融洽，但突如其來的壹夜變故，卻讓芥子對
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懷疑。她變得不信任自己的枕
邊人，不斷地向異性好友警察求助，最終導致了
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余男通過芥子這個形象，
精準地演繹了普通女性在經受暴力傷害後的心理
重創，在余男看來，芥子這個角色就是國內普通
都市婚姻中女性的縮影，她的壹系列心理反應都
是特別正常的，同時她也坦言這次表演很有挑戰

性。余男此次的全新出
演也被導演夏鋼盛贊：
“余男以她超高的演技
，將這些不可言說的細
膩部分都呈現出來了”
。在《夜色撩人》最新
發布的特輯中，余男首
次談到了婚姻中女性的
期待：“被綁架的時候
，希望丈夫能為自己站
出來”。盡管影片中芥
子遭遇的情況是壹種極
端現象，但相對來說，女性確實是弱勢群體，關
鍵時刻，需要男性的保護，而芥子的丈夫，卻沒
能達到她的期望。對此，余男稱：“我覺得每壹

個女的，遇到這樣的事情，可能都會有變化，會
變得對自己的丈夫不信任或者懷疑”。據悉，
《夜色撩人》將於3月10日全國上映。

《《夜色撩人夜色撩人》》曝余男特輯曝余男特輯
影後出演都市歷劫少婦影後出演都市歷劫少婦
解讀夫妻情感需求解讀夫妻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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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ow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L’Auberge Casino 

Resort had the most legendary Midi Baccarat 
run ever of 31 bankers! Now it’s your turn.

EPIC BACCARAT ACTION.
RUN OF 31 BANKERS!

星期日 2017年2月19日 Sunday, February 19, 2017

史迺麗 ( 前排右六 ) 與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姊妹們 , 黃春蘭會長及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 僑務委員劉秀
美歡聚一堂。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 李莉穎、邵梅五、郭蓓麗、蔡淑英、
黃春蘭會長、世華總會長黎淑瑛、世華南加州分會執行長 , 洛杉磯的
資深主持人，也是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執行長史迺麗、
李瑞芬秘書長、吳展瑩、張燕曉、彭思雅、林琬真監事、歐陽婉貞律
師互相交流。

世華南加州分會執行長 , 洛杉磯的資
深主持人，也是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
管協會總會副執行長史迺麗 , 與世華
總會長黎淑瑛 , 美國許氏參業集團副
總裁許聖美相見叙歡。

李迎霞、羅秀娟副會長、王妍霞聆聽口才一流 ,
洛杉磯的資深主持人史迺麗主講 談話藝術獲益
頗多。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黃
春蘭會長介紹主講人史迺麗姊口才
一流 , 笑話一籮筐 , 難得請到她來休
士頓 ,，讓姊妹們有機會與她互相切
蹉口才。

廖秀美、何真、李迎霞、高嫚璘、陳美雪聆
聽洛杉磯的資深主持人史迺麗主講 談話藝術
獲益良多。

與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姊妹們
歡笑聲滿堂。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林琬真監
事 , 何真，世華總會長黎淑瑛，世華南加
州分會執行長 , 洛杉磯的資深主持人，也
是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會副執行
長史迺麗互相切蹉口才。

世華南加州分會
執行長 , 洛杉磯的
資深主持人史迺
麗在談話藝術分
享會上幽默十足 ,
談笑風生 . 史迺麗
強 調， 主 持 人 講
話一定要字句清
晰， 重 要 是 機 智
反 應， 需 靠 平 時
充 實 自 己， 多 準
備一些講話題材。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廖秀美、高嫚璘、
許聖美、黃春蘭會長、僑務委員劉秀美、世華總會
長黎淑瑛、談話藝術主講人史迺麗、林琬真監事、
趙婉兒、陳美雪、胡小蓮於 2 月 11 日在希爾頓花園
旅館歡聚。

史迺麗應邀對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會員們主講談話藝術

幽默十足 談笑風生 演講令與會姊妹們獲益良多 歡笑聲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