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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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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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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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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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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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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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22體育圖片
星期二 2017年2月21日 Tuesday, February 21, 2017

世
界
隊

世
界
隊11

55
00
--
11
44
11

美
國
隊

美
國
隊

NBANBA 全明星周末開始全明星周末開始，，在新秀賽中在新秀賽中，，世界聯隊以世界聯隊以
150150--141141擊敗了美國隊擊敗了美國隊。。掘金小將賈馬爾掘金小將賈馬爾--穆雷成為最耀眼的穆雷成為最耀眼的
新星新星，，他全場三分球他全場三分球1313投投99中中，，拿下了拿下了3636分分1111次助攻次助攻，，巴巴
迪迪--希爾德希爾德2828分分，，克裏斯蒂安克裏斯蒂安--波爾津吉斯波爾津吉斯2424分分1010個籃板個籃板。。

歐聯杯歐聯杯11//1616決賽首回合壹場焦點戰在老特拉決賽首回合壹場焦點戰在老特拉
福德球場展開角逐福德球場展開角逐，，曼聯主場曼聯主場33比比00完勝聖埃蒂完勝聖埃蒂
安安，，伊布上演帽子戲法伊布上演帽子戲法。。博格巴打中橫梁博格巴打中橫梁。。

曼聯曼聯33--00聖埃蒂安聖埃蒂安

LPGALPGA澳洲賽決賽輪澳洲賽決賽輪

LPGALPGA澳大利亞女子公開賽結束決賽輪的爭奪澳大利亞女子公開賽結束決賽輪的爭奪，，韓國韓國
名將張哈娜名將張哈娜33桿逆轉奪得個人桿逆轉奪得個人LPGALPGA第四冠第四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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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七倒戈惹爭議 飛馬南華互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南華、香港飛馬就19日晚港超聯派
出前南華球員陳肇麒上場有違兩會
協議一事約見傳媒，飛馬承認知法
犯法。飛馬領隊奇雲邦特坦言：
“我知道兩間球會有合約條款，但
不知有白紙黑字。我不是藐視合約
或不尊重對方（南華），我只是做
了作為領隊應做的事，就是派出最
好的球員出賽！”

奇雲邦特表示：“陳肇麒是飛馬
的球員，不是借將；我覺得從法律角
度來看，我們沒有違約，我有權派出
最好的球員出賽，我有權派肇麒出

賽。”被問及“違約”或被訴諸法
庭？奇雲邦特重申：“我從來沒有不
尊重任何人，這不是我的意圖，我不
是那樣的人，這很重要。我的確作出
了決定，但我沒有意圖忽視、不尊重
任何人。以我所知，我獲准派任何球
員上場。從足球的角度，我的責任是
要派出最好的球員，所以我自作主張
派陳肇麒上陣。”

南華足主張廣勇20日午在南華
會大樓召開記招，批評飛馬在19日
晚港超聯派出陳肇麒上陣倒戈，違
反雙方協議。“雙方有白紙黑字的
協議。”張廣勇指出：“球會之間

必須有誠信，否則以後不知如何相
處。”他表示會去信飛馬要求對方
解釋，亦敦促足總正視問題，不過
尚未研究是否採取法律行動。

直接和飛馬斟陳肇麒轉會事宜
的南華足球隊行政副主任馮玉麟則
透露：“近日飛馬曾致電提出以容
許南華派今季免費加盟的羅港威倒
戈，來換取‘陳七’披甲，但南華
拒絕！”

另外，身為足總董事的飛馬班
主梁芷珊亦於19日晚發文，指派陳
肇麒合理，但帖文數分鐘後就被刪
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體育
中國專員楊德強20日介紹和講解啟德體育園
進展。他指出有關部門正就體育園設施積極
收集體育界的意見，希望提升香港體育場地
以主辦更多大型的亞洲及世界賽事，為主辦
亞運會鋪路。

楊德強透露：香港體育園內包括可容納
五萬名觀眾的主場館，建議高度由55米增
至70米，配合開合式上蓋及靈活草坪系統
（美國上世紀主辦世界盃，已採用在欖球場
上使用可移動的足球天然草場地），場館內
可容納2至5萬人，為不同賽事靈活調動座
位數量；將來啟用後會取代上世紀90年代
興建的大球場舉辦國際七人欖球賽、國際足
球賽事及演唱會等國際盛事。

此外，可容納4,000至10,500人的大型
室內體育館及可容納5,000人的公眾運動
場，可供香港足球聯賽和國際田徑進行賽
事。另外，園內還設有美食區、零售店舖
區。同時部分地區劃出供建築酒店及辦公室
大樓。

楊德強強調：體育園會加入營運條款，
確保市民和體育界可以在合理時間和收費下
使用設施。體育園會由承辦商以自負盈虧方
式營運，將收入按百分比和政府分賬，承辦
商會參與體育園設計，確保硬件能配合運作
需要。若興建超支便需要按實際情況由承辦
商或政府包底。體育園計劃今年第二季向工
務小組和財委會申請撥款，明年完成招標並
開始工程，2022年落成啟用。現時估計造
價238億元（港元，下同），按通脹調升後
達319億元。

體育園集思廣益
為亞運提升設施

第八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各項賽事20日
全面展開。中國代表團一日進3金，包括滿
丹丹在越野滑雪女子1.4公里個人競速賽為
中國隊奪首金、臧汝心在女子單板滑雪平行
回轉比賽奪冠以及高亭宇在速滑男子500米
以破亞洲紀錄的成績稱王。

其中在越野滑雪女子1.4公里個人競速
賽的比賽中，滿丹丹在資格賽中以第二名的
成績出線，在決賽的3輪比賽中均一路領
先，最終在最後一輪中以3分48秒29的成
績獲得金牌。銀牌和銅牌分別由哈薩克的克
羅米娜和韓國選手朱惠利獲得。澳洲選手萊
特獲第三名，但不參加評獎。

男子組方面，孫清海在決賽最終輪中以
微弱差距敗給韓國選手馬格納斯·金，銅牌
由日本選手柏原暢仁獲得。 ■新華社

亞冬會
中國軍團一日三金

■滿丹丹奪越野滑雪女子1.4公里個人競速
賽金牌。 新華社

在新賽季之前的轉會期，中超球隊掀起
轉回“金元戰”，各俱樂部一擲千

金，出手之豪爽令世界足壇側目。連續多
年重金引援，中超俱樂部身家水漲船高。
據德國《轉會市場》近日統計，中超3強上
港、恒大和蘇寧的球員總身價排在亞洲前
三。其中上港總身價7,650萬歐元亞洲第
一，恒大總身價4,808萬歐元亞洲第二，蘇
寧總身價4,370萬歐元亞洲第三。

這三支俱樂部是亞洲僅有的身價超
過4,000萬歐元的球隊，亞洲第四身價的
迪拜阿赫利只有2,763萬歐元，在東亞
區，除了中超三強之外，身價最高的只
是1,938萬歐元的日本球隊浦和紅鑽。

雖然身價不一定代表實力，不過，
本賽季亞冠盃，中超球隊的表現將更會
因身價得到各方關注。

22日，蘇寧和恒大分別迎戰韓國濟
州聯隊和香港東方。上賽季，蘇寧止步
小組賽，本賽季首戰替補被剝奪資格的
全北汽車出征的濟州聯隊，蘇寧必定極
力想開個好頭。

恆大戰東方陣容初定
恒大與香港東方一戰，或最受關

注，粵港球隊之爭、亞冠豪門與新軍之

爭，看頭不小。新賽季，恒大老闆許家
印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三大重點裡第一
點就是要在2017年實現“四冠王”的目
標，而亞冠盃是重中之重。在出戰亞冠的
中超三強中，廣州恒大是相對陣容最為穩
定、也是最為均衡的，替補和主力陣容間
的差距也最小。

陣容方面，除了韓國金英權外，其
餘的絕對主力都在。從連續多日的訓練
看，恒大主帥史高拉利反覆演練的第一
套陣容包括李學鵬、馮瀟霆、梅方、張
琳芃、保連奴、鄭智、高拉特、阿蘭、
廖力生和郜林等10人，如無意外，該套
10人陣容加上門將曾誠，將是史高拉利
亞冠首戰的主力陣容。

葉鴻輝：不畏懼對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正在

廣州備戰亞冠的東方，刻意“藏起”隊長
葉鴻輝，謝絕內地傳媒訪問。他20日晚對
香港傳媒表示：“在香港練習時是用人造
草，來到這裡改用真草場，球落地後速度
較快需時間適應，而比賽用球亦有別，所
以在比賽場地練習最為關鍵。”他還強
調，面對數萬球迷，“東方隊不畏懼，最
重要是及早投入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

敏輝 廣州報道）2017賽季亞

冠盃拉開戰幕，三巨頭恒大、

上港、蘇寧代表中超球隊為榮

譽而戰，另外香港東方作為亞

冠新軍，期待亞冠首秀。上

港、蘇寧目標無疑是在上賽季

基礎上再進一步，而中超6連

霸廣州恒大在經歷一個慘淡的

亞冠周期後，新賽季目標直指

冠軍。

■■飛馬主帥奇雲邦特飛馬主帥奇雲邦特。。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迪高迪高（（前前））在廣州賽前訓練在廣州賽前訓練，，一絲不苟一絲不苟。。

■■恒大隊長鄭智恒大隊長鄭智（（右右））與隊友進與隊友進
行賽前訓練行賽前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車路士大將奧斯卡前車路士大將奧斯卡。。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啟德體育園立體效果圖。 資料圖片

身價逾4000萬歐元 雄霸亞洲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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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張
學友“A CLASSIC TOUR 學友．經典
世界巡迴演唱會”於2017年首站在台
北小巨蛋舉行了6場演出，更於19日晚
完美落幕，被台灣觀眾們直呼能看到歌
神的演出，他們是全台灣最幸運的人。
張學友於慶功宴上謙虛地表示，19日
晚台北尾場表演得不錯，發現自己真的
可以駕馭這次的演唱會，整個過程就是
要不斷的修正自己。

而這次開唱他堅持準時開場、不
降KEY、不用提詞機，每一個小細節
都讓人感受到具水準的演出，張學友
坦言：“在每個地方都是準時開唱，
希望讓看演唱會有好的風氣；不用提
詞機是因為我會盯着熒幕看，乾脆全
部背下來！”

他亦強調體力是巡唱中最重要的，
他亦花上超過一年時間作準備，努力之
下現在是身材最好的時候。慶功宴上，

主辦單位代表特別向學友送上藝術品
“琉璃牛”，其所向披靡與堅韌無懼的
精神，不只代表學友的生肖與性格，而
古時訂盟又有“牛耳之盟”，希望代表
歌迷與“歌神”約定再回台舉辦巡演安
歌場。

蔡依林讚Amazing
19日晚尾場不少藝人如蕭敬騰、

五月天阿信及蔡依林等都前來朝聖，

其中蕭敬騰在演唱會結束後更到後台
跟學友合照，他也在臉書上貼出合照留
言：“我就說吧！只有哥會跟弟拍照，
而且，弟跟哥拍照時哥是最快樂的”。

蕭敬騰表示坐着聽到學友唱《離
人》即泛淚，到了經典組曲系列更是哭
得厲害，他說：“很多小時候聽的歌，
聽了會恍神，想到很多小時候的事。”
蔡依林在微博晒出與學友的合照，留言
大讚“Amazing”。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梁
靜儀）《2016
年度 TVB全球
華人新秀歌唱
大賽》 19日晚
於無綫電視城
舉 行 ， 胡 蓓
蔚、林師傑及

陳鴻碩擔任司儀，台灣歌手林曉培、
黎小田、張家誠等任評判，表演歌手
有鄭俊弘、譚嘉儀及谷微等。當晚十
三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參賽者分組唱自
選歌曲，經過一輪比賽，結果由8號周
奕斌(馬來西亞檳城)奪得金獎，銀獎是
10號施勤(新加坡)，而銅獎則由4號伍
富橋（中國香港）奪得。

“大師兄”鄭俊弘大讚參加者水
準高，並分享個人經驗， 建議參加者
要放鬆，好好享受表演時刻。十六年
前參加新秀的Fred，表示與同屆參賽
者仍有聯繫， 並已相約他們於三月返
港聚舊，他開心說：“認識他們時個
個都係單身，現在已結婚生仔，成家
立室， 有些都轉咗行，以前聚會都會
唱卡拉OK，我去倫敦、 馬來西亞都
會揾他們，他們又會聽我的歌、買我
的唱碟。”

當晚擔任司儀的胡蓓蔚(豹嫂)穿上
低胸晚裝大騷事業線， 她指日前試身
時也沒有這效果。 問到她穿性感服裝
事前可有先給老公單立文過目？她笑
說：“唔使， 佢畀好多自由空間我，
無論我去邊、做咩，從來唔會管我，
我亦唔會亂來，何況，我又係一個持
家有道的女人。”豹嫂又指老公是個
很黐家的人。她笑說：“反而自己鍾
意出街， 老公從來唔去蒲，係一個保
守廣東人，屋企只要有零食， 有電視
遙控器，佢就唔會出街，根本唔使擔
心老公去偷食！”

鄭俊弘讚新秀參加者水準高

學友搞喊蕭敬騰

徐子珊為寵物送愛

香港文匯報訊 著名時裝設計師何
國鉦（Dorian）再度與香港愛護動物
協會合作，發起慈善影展，邀得多位
愛寵物的名人，聯同著名寵物雜誌拍
攝，以“My Best Friends”為主題，
捕捉既溫韾又有趣味的照片，希望向
大眾宣揚珍惜動物的訊息，並視牠們
為生命中的重要伙伴。

這輯照片會製作成慈善相集及座
枱月曆進行義賣，收益將會全數捐贈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以幫助被遺棄的動
物。

19位粉墨登場的名人明星包括徐
子珊、童愛玲、陳煒、陳法蓉、盧覓
雪、陳嘉桓、姚子羚、馬天佑、龐卓
欣、倪晨曦、朱韻韻、簡幗儀、C All-
Star 的梁釗峰和陳健安及名人莊家
豐、何國鉦、愛協會長傅明憲和愛心
大使阮小儀等。慈善影展希望向大眾
宣揚珍惜動物的訊息，並視牠們為生
命中的重要伙伴。

相集當中都是關於一些日常生活
的瑣事，如享用英式下午茶、廚房中
烹調美食、與好友桌球耍樂、瑜伽運
動、理髮、繪畫及出外旅遊等等，每
一個造型和主題都獨一無二並且玩味
十足，每一幕都自然流露出人與寵物
之間的默契，甚至於攝影現場，一眾
名人均顯現出愛心洋溢的畫面，鏡頭
前後都同樣溫馨，配上Hotel sáv逸酒
店的時尚格調環境襯托下，令相片生
動有趣，同時更具感染力。

■■在慶功宴上在慶功宴上，，學友獲環球音樂大中華區總裁暨執行長張松輝特別送上藝術品學友獲環球音樂大中華區總裁暨執行長張松輝特別送上藝術品。。

■■蕭敬騰笑言蕭敬騰笑言
當聽到學友唱當聽到學友唱
《《離人離人》》時時，，
感動標淚感動標淚。。

■■鄭俊弘鄭俊弘

■■徐子珊徐子珊

此劇為輕喜劇，卡士有睇頭，
有視帝視后級的演員坐鎮，

以尚家及宋家兩大家族為主線，
飾演銀行家宋仲基的Bobby與阿
田在劇中飾演夫妻，更跟吳業坤
調換了靈魂。Booby指因為劇中
多長輩，所以不叫坤哥，叫他
做“Seven”，問到有什麼
意思？他笑說：“冇咩意
思，一個7字。”至於他
的角色名跟韓星“宋仲
基”同名，問到可擔心對方
的粉絲投訴？他說：“我又
唔係醜化佢，只係美化佢，有
我去做宋仲基咪顯得真的宋仲
基更英俊。”至於阿田就表示
首次跟Bobby 合作期待又榮
幸，因細個已睇對方的劇
集，更是她的偶像，今次還
能演對方的太太就更開心。

另外，陳豪於劇中飾
演金融才俊，與森美飾演

兩兄弟，他透露兩人更會有肉搏
戲：“要除衫打Boxing，已經問咗
張繼聰點減，減肥容易但操弗難，
而家要搭快班車谷大肌肉。”

問到演出台慶劇會否感壓力？
他說：“咩劇都唔係好理，難得咁
多人腳同新鮮人，火花幾好。”當
中要騷肌，已經向張繼聰請教操肌
心得，他說：“盡趕啦！要趕快班
車谷大肌肉。”

張繼聰艷福不淺
張繼聰表示角色不能透露，只

可以講是他流住魔鬼的血同時又好
有仙氣，而他飾演的角色更會與劇
中尚家幾姊妹胡蓓蔚、鄧佩儀、莊
思敏、龔嘉欣、江美儀及譚凱琪有
感情線，艷福不淺的他笑說：“韋
小寶咁。”他又透露劇中要着背心
騷肌，故由農曆新年已開始操弗，
並已增肥了十磅，不過就連累他做
商演活動時無西裝合穿。說到他拍

劇經常要減肥操肌？阿聰無奈的
說：“始終係新一代艷星，我已經
叫監製講唔好又露腹，唔想又食白
烚雞，而家終於可以同家人食飯，
鄰里關係好了。”

麥明詩表示在劇中的角色缺乏
自信，媾仔唔叻，更被人搶了男朋
友。問到是否與現實中的她相反？
她笑說：“每個人有些位很有自
信，有些位就沒自信，我可能做戲
方面唔夠自信，我就攞返我沒自信
的位出來去演繹角色。”她又直言
小時候曾試過被人搶男友，但自己
就應該未試過搶人男友。

有指她要用交友apps去結識男
仔？麥明詩就否認：“唔係，唔好
咁講，都係以前下載來玩吓，唔覺
得做藝人同其他人有咩分別，既然
普通人都可以下載，我都下載來體
驗，但就無成果，因為工作比較忙
碌，都係得閒吓、睇吓相，無真
係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無綫 50 周年台慶劇《誇世

代》20日於將軍澳電視城舉行開

鏡拜神儀式，高層曾勵珍、監製陳

維冠聯同歐陽震華(Bobby)、陳豪

(Moses) 、田蕊妮(阿田)、張繼

聰、邵美琪、麥明詩、李佳芯、森

美及龔嘉欣等逾六十位演員齊齊現

身拉紙炮切雙燒豬，埸面熱鬧。劇

中飾演銀行家宋仲基的Bobby與阿

田在劇中飾演夫妻，他的角色名跟

韓星“宋仲基”同名，Bobby笑言

唔係醜化對方，只係美化對方。

視帝視后坐鎮 50 周年台慶劇

Bobby 坤哥同

交 換 靈 魂 ■■麥明詩和陳麥明詩和陳
嘉寶有不少對嘉寶有不少對
手戲手戲。。

■■飾演銀行家的飾演銀行家的BobbyBobby跟阿田跟阿田
扮演夫妻扮演夫妻，，角色名跟韓星角色名跟韓星““宋宋
仲基仲基””同名同名。。

■■李佳芯李佳芯 ■■陳豪陳豪

■■無綫為慶祝無綫為慶祝5050周年周年，，即將開拍台慶劇即將開拍台慶劇《《誇世代誇世代》，》，高層曾勵珍高層曾勵珍、、監製陳維冠率領監製陳維冠率領6060多位演員出席記者會多位演員出席記者會，，此劇卡此劇卡
士有睇頭士有睇頭，，有視帝視后級演員坐鎮有視帝視后級演員坐鎮，，包括歐陽震華包括歐陽震華、、陳豪陳豪、、田蕊妮田蕊妮、、邵美琪邵美琪、、張繼聰張繼聰、、李佳芯李佳芯、、麥明詩等麥明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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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嗆後悔同團鼓鼓拒
被閒言打倒

廖克發《不即不離》

周湯豪撇緋聞
鬼鬼雀斑都是好友

看見下一個李安 台南全美打造
新銳導演院線放映新機制

補教名師高國華與第二任妻子蔡郁璇離
婚近 7 年，分手後女方轉當 RC 主播餬口，對
於龐大的經濟支出，蔡郁璇大喊吃不消，除了
房貸，還有女兒的教育、生活費，忍無可忍只
好向前夫討先前談定的贍養費，不料竟遭「我
已被妳榨乾」回絕，痛心的她只好採取法律
途徑，準備提告。

蔡郁璇與高國華離婚前，已談好每月支付
12 萬元的贍養費，不過高只履行了 2 年，就自
動減半僅給 6 萬，隨後又稱狀況不好便停止
支付，但蔡郁璇礙於他出獄後可能收入不穩
定，就沒再跟他提過贍養費一事。

但因為女兒的教育費負擔實在太重，蔡郁
璇只好再向前夫求助，豈料高國華回應願意 1
個月支付 2 萬，但依舊只維持了 2 個月，再重
蹈覆轍說狀況不好，不過蔡郁璇覺得他每月
都出國玩，有錢出國也不願顧女兒，認為要求
並不過分卻換來如此結果，感到相當痛心。

至於離婚多年的蔡郁璇，問及是否有新
戀情？她表示 2 年前有男友，但現在已分手，

從台南拚進國際影壇的導演李安曾說，「我從小在全美
看電影長大的」，70 年代他經常背著書包到專播二輪片的「全
美戲院」看電影，孕育他的電影夢；至今，台南全美戲院仍
堅持營運，更首度結合群眾力量，共創一個台灣新銳導演院
線放映的新機制，希望讓更多未來的李安被看到。

全美戲院第三代吳堉田表示，全美正著手進行一個「大
銀幕小心機」的計劃，免費開放新銳導演的優秀作品在大
螢幕上映，並將票房 100％全數回饋給新銳導演，鼓勵他們
繼續製作下一部優秀作品，也讓更多台灣電影被看見。由於
全美須負擔高額的影院維運費用，因此也首度發起群眾募
資計畫，由全美出一半、民眾出一半，共創台灣新銳導演院
線放映的新機制。

目前全美戲院打造台灣新銳導演院線放映新機制的群
眾募資計劃已完成，共計 331 人贊助近 48.5 萬元，並有逾 30
位導演、40 多部電影爭取放映。預計 3 月起，全美戲院每週
六上午 10:30—12:30 將舉辦 18 場「全美周末新銳導演作品
特別放映」，映後還有與新銳導演面對面的座談會。

全美戲院設立於民國 39 年，至今超過一甲子，雖然遭
受電視、錄影帶、網路崛起的衝擊，其他很多老舊戲院都拆
了散了，全美仍堅持著（有 2 個影廳座席 330、209 席），與
走路大概 10 分鐘近在咫尺的二輪老戲院「今日戲院」（1969

鼓鼓去年底單飛發片《MAKE IT REAL 鼓鼓可以唷》，舉辦多場簽
唱會，人氣爆棚加場，12 日來到桃園舉辦最終場，現場從２歲到 62 歲粉
絲都有，近千人到場支持。他日前在本報專訪談到從 MP 魔幻力量一路走
來的心路歷程，被前團員的負面新聞掃到覺得很衰，無意針對任何人的抒
發心情，豈料，嘎嘎對號入座，爆氣在私人臉書反嗆「後悔跟你一起玩過
團」，鼓鼓昨心情不受影響，透過相信音樂回應：「希望大家就向前走吧。」

鼓鼓從創作人、鼓手、製作人，再到歌手，表現多才多藝，他昨火力全
開又唱又跳，笑說：「這一路上真的滿瘋狂的，從９月開始有一些宣傳活動，
一開始我體力超差，唱幾首歌就喘到不行，第一場校園活動不但沒有介紹
自己是誰，還在所有人面前滑了一大跤。」也坦言經過很多事情，不確定自
己的下一步是什麼，但對於歌迷的一路支持，他表示，會努力用音樂回報，
更鼓勵粉絲有夢想就勇敢去做，不要被閒言閒語打倒。

歌手周湯豪今天慶功簽唱，感謝媽媽比莉及粉絲支持；被問起緋聞對
象藝人「鬼鬼」吳映潔、部落客雀斑，周湯豪直喊就是好朋友。

周湯豪（Nick）去年 10 月發行第 3 張專輯「REAL」，以雙專輯方式，
一張是流行音樂創作專輯，另一張是 EDM 電子概念專輯，銷售成績亮眼，
下午在台北西門町舉辦慶功加場簽唱會。

看見現場擠滿粉絲，周湯豪表示，「中間停過 4 年，很多人依然沒有放
棄我，心中對大家非常感謝。」他也謝謝媽媽支持，坦言「媽媽比我還相信
我自己」，不知道媽媽有沒有到場，但出門前媽媽還燉雞湯給他喝。

近來感情生活受關注，緋聞對象有鬼鬼、雀斑，媒體追問感情事件，周
湯豪說，「任何事情，不管有或沒有都不會想要講，我是來做音樂，不是做
新聞」，並開玩笑喊已單身 100 年。

他表示，大家都是朋友，每次都一群朋友出去，「我朋友很多，像我和
鬼鬼是好朋友，不會為了媒體或緋聞而避諱她」，想找什麼朋友就會去找，
不會刻意躲。西洋情人節當天要工作，唱片宣傳結束後，將投入拍攝偶像劇，
不僅擔綱男主角，更為該劇創作片頭曲。

昨天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貼文怒指有瘋狂粉絲，周湯豪說，一
直知道那位瘋狂粉絲是誰，「因為她跟蹤我很久了」，本來沒想提，覺得是
個人隱私，但「她已經太超過，影響到我的生活和身邊的朋友」。

導演廖克發的紀錄片《不即不離》描寫祖父曾是馬來
亞共產黨，為國家自由而犧牲的故事，獲選本屆柏林影展第
15 屆新銳營，不過在前往柏林途中，卻接到該片在馬來西
亞將被全面禁演的消息，廖除了深感失望，也表示台灣真的
擁有非常自由的電影創作和欣賞的環境。

《不即不離》曾入選釜山影展超廣角競賽單元，還獲新
加坡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影片，雖然廖克發知道此題材是國
家的歷史禁忌，但抱著紀錄片在國際間擁有許多獎項肯定，
希望能將電影帶回馬國，「回馬來西亞公開映演」已成為他
拍此片的最大心願，從過年前就積極準備電影相關送審事
項，最後依然被拒。

柏林影展的臺灣之夜酒會 11 日舉行，超過 300 位國內
外影人參與，廖克發也特別在場表示，「《不即不離》會在
４月發行 DVD，因此還是有機會讓馬來西亞的觀眾觀賞影
片。」今年台灣獲選「世界電影大觀」觀摩單元的紀錄片《日
常對話》、入圍「新生代兒童短片」競賽單元的電影《層層
摺起的寂寞》劇組皆出席晚會。

年成立，有1個影廳 465席），由同一家族歷經三代共同經營。
吳堉田指出，有 2 個堅持，讓全美不輕言放棄，一個是

傳承台南人記憶的責任，還有一份對電影藝術的熱愛。全
美戲院至今堅持使用傳統的手繪電影看板，想傳承的不只
是職人工匠下筆觸的溫度，更是台灣歷史的記憶。

今日、全美戲院也在開創新的價值，吳堉田強調，「二
輪不等於二流」，以往電影放映採用 35 釐米膠卷，在放映
或運送過程可能被損壞、刮傷，影響畫面甚至被剪掉，給人
負面印象，但 5 年前全美、今日戲院已將設備數位化，影片
品質相等，近年透過多元企劃與活動，希望吸引更多新的觀
眾進場。

今日、全美仍保留老戲院才有的特色─影廳銀幕前方
的小舞台，去年底開始推出「全成有戲」系列，在 70 歲的今
日戲院重現 25 年前的現場演出，邀請相聲瓦舍、魚蹦興業
等劇團演出，帶來不一樣的戲院視覺享受。

吳堉田說，傳統老戲院通常設有舞台，人們到戲院不只
看電影、也可以看好戲，早期有現場演出的歌仔戲、布袋戲，
後期有歌廳秀，但隨著時代變遷，戲院的時間及空間都被
電影占據，未來希望推廣到戲院看戲，終極努力的目標是發
展定目劇，今日戲院有 465 席，相當於一個中型劇場。

無奈直呼：「現在都遇不到，很想要有個伴」
期待未來有不錯的戀情。

贍養費頻跳票 蔡郁璇準備告高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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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武俠系列第四部作品《刀背

藏身》，首款國際版海報驚艷亮相2017柏

林電影節。畫風簡潔明了、剛柔相濟，贏

得海內外壹片贊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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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對這部徐氏武林傳奇的新作

無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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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武俠

巨制IP、徐浩峰武俠品質保駕護航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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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樸實無

華，又蘊意深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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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蒼涼，遺世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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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導演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的武學三境界之說，也在這幅

海報中得到了別樣的哲學解讀。

範偉竟成“萬人嫌” 新片曝“笑匠組團”劇照

電影《有完沒完》自情人節曝光範偉“背後

的男人”——林更新系列劇照之後，近日再度加

碼，發布了壹組“笑匠組團”版劇照，範偉、

Mike隋、宋陽、範湉湉、林更新、薛之謙、孔連

順、張美娥等壹眾喜劇演員集體亮相，從南到

北，從中到西，有網友稱“光看陣容都感覺在下

壹盤很大的棋”。

全是“笑點制造機” 範偉上演“葛優癱”
劇照中，Mike隋、宋陽、範湉湉、林更新、

薛之謙、孔連順、張美娥等主創悉數登場，與範

偉輪番上演對手好戲。Mike隋美式範十足，與範

偉並排而坐，大展壞小子般的不羈氣質；宋陽壹

襲黑衣，身旁擁簇著壹幫小弟，似與範偉正面對

峙，大佬氣質呼之欲出；範湉湉單手叉腰，對範

偉的不滿情緒肆意彌漫，好似下壹秒即將引爆；

居高臨下的林更新，在彩票店裏與範偉對視而

站，欲言又止；端坐於天臺的薛之謙與範偉，表

情更是抑制不住的狂喜，幾欲相擁；身為彩票店

老板的孔連順，略帶笑意盯著範偉，似乎也有著

自己的壹番小算盤。張美娥更是對範偉橫眉立

目，怒氣滿滿，好似積怨已久。

值得壹提的是，相比範偉與眾主創同框對戲

時“人見人嫌”的滑稽姿態，此次

曝光的 “老範”單人劇照則與之

前的表情反差甚大，不僅雙目瞪

圓，再現“葛優癱”的經典姿勢，

其毫不掩飾的竊喜之情，更是為“老範”的循環

之旅蒙上了壹層濃濃的神秘色彩。究竟是什麽樣

的奇妙轉機讓“老範”仿佛看到了壹線希望？

“萬人嫌”的“老範”又該如何壹步步走向逆

襲？範偉的“壹日囧途”令人忍不住先行腦補

壹番。

新老喜劇人哪家強 堪稱笑點“已陣亡”
《同桌的妳》裏的“偽老外”Mike隋、“開

心麻花”的元老擔當宋陽、《奇葩說》BB Queen

範湉湉，“九億少女的夢”林更新、“國民段子

手”薛之謙、《萬萬沒想到》唯壹指定女神孔連

順、最年長的“星女郎”張美娥以及大家早已耳熟

能詳的“範”式喜劇代表範偉。在此之前，從來沒

有壹部喜劇電影同時擁有如此新老兩代喜劇大咖這

般超五星級的“豪華配置”，而電影《有完沒完》

卻令他們強強聯合，組成了史上最奇幻、強大的喜

劇陣容。

電影《有完沒完》講述了生於愚人節的老

範，在他生日這天人生意外地陷入了日復壹日

的時間困境之中，在體驗了千姿百態的花樣人

生，並且壹步步突破自我之後，老範終於進化

成為了讓人刮目相看的“壹日贏家”。“範”

式喜劇的幽默、“開心麻花”的犀利、“萬萬

沒想到”的搞怪以及星爺招牌式的無厘頭等，

眾位主創紛紛使出各自早已修煉多年的獨門喜

劇秘笈，有的負責帥到掉渣，有的負責逗樂大

家，還有實力顛覆的林更新與薛之謙上演壹出

又壹出高潮叠起的“反轉大法”，保證讓人猜

到開頭，也絕不會猜到結尾。

電影《有完沒完》由王嘯坤執導，杜揚擔任總

監制，範偉領銜主演，賈靜雯、劉俊昊、Mike

隋、宋陽、範湉湉、林更新、薛之謙、趙英俊、

孔連順、徐小溢、陳維涵、宋祖兒等明星傾情

加盟，北京文化· 摩天輪文化傳媒、北京鯨魚映像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大唐輝煌聯合出

品，預計將於2017年4月1日上映。

《西遊記：女兒國》曝動情版海報

許下壹年之約
浪漫牽手暗示“女兒情正濃，聖僧意難斷”
影片去年陸續公布了主演陣容，取經四人組依舊穩

定，而備受關註的女兒國國王最終花落2016年人氣之王

趙麗穎。瞬時間新版國王聖僧的CP感討論引發熱議，甚

至趙麗穎與馮紹峰的每壹次社交媒體互動都能引發媒體

和粉絲的各種腦洞猜測。對此，制片方星皓影業特意在

情人節當天曝出壹款“動情”版海報，趙麗穎飾演的國

王玉手驚艷出鏡，與聖僧欲牽還羞的雙手組成唯美動情

的浪漫畫面。而兩人最終並未牽牢的雙手，似乎也預示

著兩人的cp關系正處在“女兒情正濃，聖僧意難斷”的

曖昧狀態。

情話經典再現“說什麽王權富貴，怕什麽戒律
清規”

片方選擇在正值春天的情人節發布此款海報，映照

了片中國王與聖僧的愛情關系。同時，西遊記中那句經

典的愛情宣言“說什麽王權富貴，怕什麽戒律清規”赫

然在上，卻又讓人浮想聯翩。海報中面對未知朦朧的漫

漫前路，國王玉手輕輕牽起聖僧袖角，對於身邊和世俗

的眼光毫無在意，大有女生主動追求向往中愛情伴侶的

魄力，國王以最直接浪漫的方式表達了對唐僧的感情，

也是對這句千古愛情宣言最好的解釋。

影片拍攝緊鑼密鼓 借海報許下壹年之約
電影《西遊記：女兒國》已於年前結束了臺灣地區

及浙江和江蘇的外景拍攝，現正轉戰無錫進行棚內及實

景搭建部分的拍攝。據制片方透露，“影片實地取景拍

攝就將橫跨四省，外景置景面積超過8萬平米，內置棚

景更是超過11個，是該系列影片外景棚景耗費工期最

長，景觀搭建最為精致，置景投資最為昂貴的壹部，力

爭打造出壹個充滿想象力的神奇女兒國。”據透露，影

片憑借前作的豐富經驗，部分後期特效工作甚至早在去

年9月就已開始，拍攝部分也將於今年4月全面殺青。今

日片方曝光的此款“動情”海報也恰逢距離影片2018年

2月16日大年初壹公映壹周年之際，在映襯情人節美好

寓意的同時，也借國王和聖僧之手和廣大影迷許下電影

壹年之後準時呈現的美麗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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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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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影迷們翹首期盼

的“法鯊”已經抵華，開始了好

萊塢動作冒險電影《刺客信條》

的宣傳之旅。今日片方趁熱打鐵

曝光“馬車營救”正片片段，將

電影中刺客與聖殿騎士的第壹次

正面激烈沖突完整呈現。

該片由賈斯汀· 庫澤爾執導

，邁克爾· 法斯賓德（《X戰警

：天啟》）、瑪麗昂· 歌迪亞

（《蝙蝠俠：黑暗騎士掘起》）

、傑瑞米· 艾恩斯（《蝙蝠俠大

戰超人：正義黎明》）、亞裏安

妮· 拉貝德（《愛在午夜降臨前

》）和邁克爾· 威廉姆斯（《無

敵浩克》）等人主演，將於2月

24日以3D、IMAX 3D、中國巨

幕3D形式登陸全國院線。

正值法鯊來華宣傳電影《刺

客信條》，片方也趁熱打鐵，發

布影片精彩正片片段“馬車營救

”，讓影迷們先睹為快，。片段

中，亞裏安妮· 拉貝德飾演的女

刺客瑪利亞駕著馬車壹路飛奔而

逃，馬車上的鐵籠裏關著的小男

孩則是蘇丹王子，也是聖殿騎士

團追捕的目標。在馬車周圍，聖

殿騎士團的成員們身騎黑馬窮追

不舍，誓要將王子搶奪而下，場

面即將失控，氣氛緊張十足。而

在追捕隊伍的後面，法鯊飾演的

刺客阿圭拉壹路奮起直追，試圖

努力支援瑪利亞，擊退聖殿騎士

。雙方僵持不下，王子的命運危

在旦夕。

在追捕過程中，瑪利亞身手

敏捷，壹邊努力駕車保持方向，

壹邊用十字弓擊敗敵人。法鯊則

尋求機會，迅速站立在馬背上，

勇敢帥氣的壹躍跳上敵人馬車，

進行激烈肉搏。另壹邊，瑪利亞

也與登上馬車的聖殿騎士展開打

鬥，情況十分危急。就在此時，

聖殿騎士的馬車撞到石頭路障，

馬車瞬間傾倒翻越，法鯊機敏應

對，起身壹跳落入安全馬車，暫

時躲過壹劫。而現實中的他也在

animus儀器上感受著這壹切，富

有想象力的奇幻場景令影迷大飽

眼福。

電影《刺客信條》講述了由

邁克爾· 法斯賓德扮演的刺客後

代卡勒姆· 林奇獲得先祖阿圭拉

超凡的能力來對抗聖殿騎士組織

的故事。

該片將於2月 24日以 3D、

IMAX 3D、中國巨幕3D形式在

全國上映。

休·傑克曼看《金剛狼3》落淚
“這個角色不會離開，是我生命的壹部分”

休· 傑克曼承認，在觀看《金剛狼3

：殊死壹戰》時落淚了，這個角色陪他

走過了17年時光：“這是我生命的壹

部分，也是壹段我非常感恩的旅程。”

剛剛閉幕的柏林電影節上，《金剛

狼3》劇組的亮相成為高潮，在粉絲、

媒體的厚愛和擁簇下，“狼叔”休· 傑

克曼難掩不舍，這將是自己最後壹次扮

演金剛狼這個角色。

而讓粉絲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帕特裏克· 斯圖爾特也確認，這將是自

己最後壹次扮演X教授。雖然沒有參與

主競賽單元，但《金剛狼3》無疑是最

受關註的影片，沒有之壹。展映後獲得

的超高評價也證明了它受關註的價值，

有影評人表示這部影片“既不像DC執

著於暗黑，也不像漫威賣弄搞笑和大場

面，而是壹部社會寓言”。“我這是我

最後壹次扮演這個角色，希望能做出壹

部不會被類型限定，不被評分定義，也

不會被前作所限制的作品，只是想單純

拍壹部好電影。”發布會上休· 傑克曼

言語中透露著依依惜別之意，“我看電

影的時候有點兒緊張，而它超出了我的

期待，有的時候還哭了，比如說我把X

教授扛上臺階的時候。我愛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不會離開，會壹直跟我在壹起

，這是我生命的壹部分。”

在休· 傑克曼看來，影片主要探討

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人與人之間聯系，可

以與當今浮躁世界所發生的壹切產生共

鳴。“獨來獨往真的會更安全更簡單麽

？還是會更麻煩更沮喪？甚至會很危險

？這是影片宏觀上講的問題。”傑克曼

希望能讓觀眾想壹想自己每天的生活。

超級英雄回歸到平凡，他像照顧父

親壹樣照顧X教授，開車的時候會發現

沒有油，手機也會沒電，這些在現實生

活中最瑣碎的事也發生到曾經“無所不

能”的超級英雄身上。

休· 傑克曼還則借此機會贊揚了飾

演X23勞拉的11歲童星達芙妮· 基恩，

她是英國演員威爾· 基恩的女兒。

勞拉在影片中是在實驗室裏造出來

的殺戮機器，羅根起初很不情願地保護

她，慢慢地，兩人卻開始像父女壹樣相

互依靠。

“我很為她的演技驕傲，這個角色

對於壹個11歲小女孩兒來說要求很高

，達芙妮無疑完成的很棒。”

在導演詹姆斯· 曼高德看來，影片

的主題是“家庭”，而暴力的元素只是

調味劑。他覺得自己有義務保護更年輕

的演員，就好像成年人有義務去保護孩

子壹樣，而電影所探討的家庭主題，也

是在告訴成年人應該如何去對待壹個孩

子，如何去對待自己年邁的父母。

“電影中的主題和想法，比如說照

顧壹位漸漸衰老的父親，生和死的性質

和意義，這些內容都探索得很深，可能

是孩子還無法理解的，但《金剛狼3》

本來就是拍給成年人看的。”除了在立

意上比較深刻外，影片本身就被定為R

級，暴力和粗口也成了“少兒不宜”的

元素組成，“金剛狼肯定是暴力的，我

們給了粉絲他們渴望的那種視覺。但是

影片中也涉及到小孩（達芙妮· 基恩飾

演的X23），我們是希望探索暴力、孩

子、父親融合在壹起的故事。”

《金剛狼3：殊死壹戰》將於3月3

日在中國內地上映，壹起向“狼叔”說

再見。

再見阿狼，“我心意已決”
休·傑克曼《紐約時報》受訪

平靜接受金剛狼謝幕
自2000年開始在《X戰警》電影中

飾演金剛狼的休· 傑克曼，琢磨起了收回

艾德曼金屬爪子後的生活。

從休· 傑克曼第壹次飾演這個漫畫超

級英雄金剛狼到現在已有十七年的時間

。正在忙另壹部影片的他趕回了片場補

拍了兩天《金剛狼3：殊死壹戰》，這是

福斯的第十部《X戰警》系列電影。他

在補拍的劇情裏揍了壹些人也挨了壹些

揍，最後拍到聲音嘶啞。

“我大聲嚎叫太多次了，然後第二

天我就回去拍《地球最強秀》，”恢復

了精神的休邊回憶邊笑道。“實際上我

還跟人說‘並非壹聲巨響，而是壹聲嗚

咽’。”

他的爪子將於 3 月 3 日再次出鞘

（《金剛狼3》也已經確定在中國內地同

步北美3月3日上映）。影片故事發生於

2029年，羅根變得疲憊不堪，能力退化

，無法迅速自愈。X戰警早已不復存在

，而他淪落到在邊境做壹名豪華轎車司

機，邊照顧年邁的X教授查爾斯· 澤維爾

。這時X教授的超能力已經變成了危險

的存在。

從休· 傑克曼2000年在《X戰警》中

飾演過金剛狼後，他便成了金剛狼的代

名詞。壹個有著金屬骨骼，飽受折磨，

歷經世事的變種人羅根。這是他最為成

功的壹個角色，壹個壹月末還在拍的角

色。因為總有對白要重錄，或者有話要

跟導演聊。“我不想說再見。”休· 傑克

曼說道。

可以肯定的說這對休來說並不容易

，他已經演了這個角色太久了。久到其

他漫改角色諸如蝙蝠俠，蜘蛛俠以及超

人的演員都換了代，就連他的X戰警同

伴們的飾演者也有了兩代演員。

當休被問及《金剛狼3：殊死壹戰》

是否是他最後壹次飾演金剛狼的時候，

他表示“我拿到劇本的時候是這麽想的

，我拍的時候也是這麽想的，我今天坐

在這裏還是這麽想的，天知道我三年後

會怎麽想，但現在的我心意已決。”

休· 傑克曼看上去並不頹廢。在蘇豪

區壹家精品酒店吃完了早飯後，這位48

歲的澳大利亞演員陽光開朗，心情愉快

，著裝整潔，對壹個演反烏托邦動作電

影的演員來說可能有點太迷人了。（盡

管他周壹時在推特上說他

剛進行了壹次基底細胞癌

治療，他依舊從中找尋積

極和幽默的壹面：他發了

壹張他的照片，其中他鼻

子上有著壹個治療儀器，

並在底下寫了，“戴著這

裝飾比沒戴時難看多了！

”）他並不熱衷於去回顧

自己的演藝生涯，也不傾向於問我是誰

？正如他在“悲慘世界”中扮演的冉· 阿

讓的經典臺詞。但若真讓他與這個他常

演的角色道別，退卻X基因之後，他會

做什麽？他說：“我們先說清了——我

不是要退休。”雖然他在《X戰警》系

列和《金剛狼》系列中扮演了這麽多次

該角色，他依然忐忑：“我壹直有種痛

苦的焦慮，擔心我沒能完全做好，無論

是劇情還是演技還是什麽。”

不只是《X 戰警》系列，他說：

“我拍每部電影時，我總會有那種痛苦

的不安。但這部電影裏我的不安相對小

很多。”

休在第壹次飾演金剛狼時就小有名

氣了，他當時已經出演澳大利亞電視劇

和歌劇，1998年憑借在英國倫敦的西區

劇院上映的美國名歌劇《奧克拉荷馬》

裏出演科裏而大受贊譽。在演完壹個午

後場後，休· 傑克曼脫下皮套褲，燙了卷

發，前往壹個倫敦選角辦公室參加《X

戰警》試鏡。（當他收到復審的通知後

，休· 傑克曼回憶，“他們說，‘把卷發

和南部牛仔口音去掉就行。’而我當時

只會這壹種美國口音。”）

直到原定飾演金剛狼羅根的多格雷·

斯科特因拍攝檔期與《碟中諜2》沖突而

退出後，休· 傑克曼才又被帶到《X戰警

》的拍攝現場試鏡，那時他見到了他的

偶像演員們，有可能與他壹起出演的斯

圖爾特和伊恩· 麥克萊恩。斯圖爾特記得

休在那次拜訪時表現出的謙虛。在試鏡

後，斯圖爾特說，“休在45分鐘後回來

，他說的第壹句話是，‘好吧，妳們估

計再也見不到我了。’”

後來，休· 傑克曼出演了頭三部《X

戰警》電影，頭兩部《金剛狼》電影和

2014年的《X戰警：逆轉未來》。（全

球票房超過27億美元）。他在2004年憑

借《奧茲國來的男孩》的表演而拿到壹

座托尼獎，並在2012年因對百老匯團體

的巨大貢獻而獲得壹個特別托尼獎，他

曾4次主持托尼獎頒獎典禮，還因此獲

得壹個艾美獎，而且他還主持過奧斯卡

獎頒獎典禮。

值得壹提的是，《金剛狼3：殊死壹

戰》的導演詹姆斯· 曼高德比休· 傑克曼

更確定這會是他最後壹次扮演羅根。

“我不認為他把這視為‘可能，

’” 曼高德說。“我認為他把這視為壹

定。”他補充：“休把這部電影當作他

的謝幕演出，所以他每天精神抖擻地來

到拍攝現場。大家都覺得他並不是為了

報酬來拍這部電影。”

休· 傑克曼說由其他演員飾演金剛狼

只是時間問題。“金剛狼這個角色會繼

續前行，”他說。“肯定會有別人來演

的。”他堅稱他很平靜的接受了這壹切

，“除非丹尼爾· 戴· 劉易斯扮演金剛狼

並獲得奧斯卡，那我可能會有點小不爽

。”斯圖爾特與詹姆斯· 麥卡沃伊（飾演

該角色年輕版）共同飾演X教授查爾斯·

澤維爾，他認為演員們總是會依戀他們

最知名的角色。

“偶爾，妳會覺得，等壹下，那是

我的角色！”他說。“我演過麥克白，

我演過夏洛克，他們在做什麽？”

斯圖爾特說，在休· 傑克曼樂觀的外

表下，他可能意識到了放棄這個角色的

重要性。“我覺得他感覺到了這件事的

重量，”他說，“但是他表現的很輕松

。”休· 傑克曼現在已經花了幾周時間在

紐約拍攝《地球最強秀》，壹部講述傳

奇馬戲團經理人巴納姆的電影，北美預

計聖誕節前後上映。

《地球最強秀》並非休· 傑克曼特意

計劃在從金剛狼身份退休後的拍攝，他

已經花了數年時間來籌劃這部電影。

“我壹直覺得這部電影只有百分之五十

的幾率能真的拍出來。”休說道。

“我有點沈迷於通過電影表達更人

性的東西，生或死，總有什麽讓人覺得

很偉大，還有輸或贏，那種感覺很對。

”他說。當《地球最強秀》完成時，他

的日程就清空了，休· 傑克曼說。“實際

上我過去從沒這麽自由過，”他說。

“在這部電影後我其實沒有什麽計劃，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激動的。”

他笑了笑然後說，這可能太天真了

，萬事總有原因。

《神奇女俠》大反派演員身份曝光
“哈利波特”男星飾演戰神 神奇女俠迎來宿敵

壹個多月前，DC暑期檔超級英雄
大片《神奇女俠》確認了頭號反派的身
份——戰神阿瑞斯，然而並沒有透露這
個角色由誰來出演。近日，關於阿瑞斯
扮演者的信息終於浮出水面。據粉絲網
站Batman-News爆料，英國男星大衛·
休裏斯將在片中扮演該角色。 阿瑞斯
（Ares）是 DC 漫畫中神奇女俠的頭號
死敵，他是希臘神話中的戰神、眾神之
王宙斯和天後赫拉所生之子。阿瑞斯經
常化身成凡人的模樣，在人間挑撥戰爭

，以獲取更強大的神力。
去年《神奇女俠》殺青之時，導演

派蒂·詹金斯曾發布過壹張劇組大合影
。當時休裏斯的站位緊鄰男主角克裏
斯·派恩，顯然角色分量很重。不過至
今為止，《神奇女俠》曝光的所有預告
與劇照裏從未出現過他的身影。片方可
能有意賣關子給影迷留下懸念。休裏斯
最著名的銀幕角色是《哈利·波特》系
列中的盧平教授，他也曾主演《罪惡之
家》《麥克白》《萬物理論》等影片。

作為DC銀幕版圖
的重要環節，《神奇
女俠》電影的故事將
從這段傳奇誕生的源

頭展開，為觀眾打造出壹個完整的超級
女英雄故事：亞馬遜公主戴安娜原本生
活在天堂島上，那裏的居民都長生不老
擁有神力。壹起意外事件導致戴安娜離
開家鄉，與男友壹起來到我們的世界，
化身神奇女俠在壹戰期間成為地球的守
護者。蓋爾·加朵將在片中繼續扮演神
奇女俠。此外，克裏斯·派恩、康妮·尼
爾森、羅賓·懷特、麗莎·洛文·孔斯利
也參演了本片。影片將於2017年6月2
日北美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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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88休城工商

邀請函 Invitation
德州休士頓全僑歡迎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吳新興委員長蒞訪晚宴

Welcome Banquet in Honor of Minister Hsin-hsing Wu of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名位僑務榮譽職、僑團 ( 校 ) 負責人、僑界
先進及媒體朋友，大家好！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吳新興將於 2
月 22 日蒞臨休士頓 , 為表示僑界歡迎之熱忱 , 
我們非常榮幸有機會能做此次全僑歡迎晚宴的
籌辦與召集人。在此誠摯邀請休士頓各僑、學、
商界領袖及朋友們共同參與。並希望各位榮譽
職先進、社團 ( 僑校 ) 負責人、校友會、各僑
團人士能多鼓勵貴會會友及親朋好友們屆時參
加 , 共襄盛舉，以展示休士頓地區僑胞的歡欣
與熱忱。在此特別感謝各位僑界朋友們多年來
的關懷及支持 , 特此致意。

吳新興 委員長畢業於東吳大學英國語文學
系學士 ,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所 ( 政府系 ) 碩士 , 澳洲國立墨爾本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 政治系 ) 博士。曾擔任交通部郵政總
局人事處人事佐理員 , 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
政府系助教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
研究員兼國際學術合作組

副組長 , 工商時報財經要聞採訪組主任兼
大陸新聞中心主任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
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兼所長 , 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 ( 海基會 ) 副秘書長 , 中華民國僑務委

員會副委員長 ,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特派代表 ( 大
使 ) , 南台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 , 銘傳大學講座
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吳新興 委員長履新以來，走訪僑社，拜訪
僑民 , 親切問候，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他
表示無論僑民身在何處，都心繫國家，血濃於
水 ; 而僑務不分黨派，僑務委員會永遠是僑民
最溫馨的家 , 國家也都以僑民福祉為依歸。吳
委員長訂 2 月 22 日拜訪美南僑社，休士頓各
僑團於 2 月 22 日晚間假珍寶海鮮樓舉辦歡迎晚
宴，邀請僑胞踴躍參加。

Dear Friends:
You and your friends/familie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join the Community wide “Welcome 
Banquet” in honor of Minister Hsin-hsing 
Wu of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OCAC)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have an opportunity of organizing 
this “Welcome Banquet”. Your participation is 
essential to making this event so exceptional! Please 
mark your calendar, save the date, and spread the 
word. We sincerely appreciate your great support! 
The banquet information is as follows:

( 本報記者黃麗珊 ) 本着“心懷世界、掌
握脈動、建立網路和發展經貿”宗旨 , 邁入
第 32 年里程碑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於 2 月 12 日 ( 周日 ) 下午 6 時
至下午 10 時在 4400 Palm Royale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 的糖城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舉行 2017 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 32 屆
年會 [ 愛與美的饗宴 ] ，今年由黃春蘭接任
會長，當天羅茜莉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處長黃敏境及世華婦女會總會長黎淑
瑛監交下，將印信傳給黃春蘭完成了會長交
接儀式。

今年由於世華婦女會總會會長由休士頓
的黎淑瑛擔任，因此總會理事團隊參與的陣
容格外壯大；羅茜莉交棒後，帶著 2016 的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在糖城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溫馨舉行 2017 年黃春蘭羅茜莉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 32 屆年會

[ 愛與美的饗宴 ]

日 期 (Date) ： 2 月 22 日 星 期 三 ,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17

時間 (Time)： 晚上六時半 , 6:30 PM
地 點 (Place)： 珍 寶 海 鮮 樓 餐 廳 Ocean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 Tel: 281-988-8898

餐 費 (Dinner Ticket)：  個 人 贊 助 榮 譽
票 :$100 Individual VIP Ticket: $100

贊 助 席 : 每 桌 US$300.00 ( 十 人 一 桌 )    
Sponsor Table: US$300 (table of 10)

將以收款日期先後安排桌次 Priority table 
assignment by the date of payment received.

主 辦 單 位 (Organizers): 休 士 頓 僑 務 委 員
暨 榮 譽 職 人 員 Commissioners, Senior Advisers, 
Advisers & Coordinators of OCAC in Houston

支票抬頭 :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 
Local Community Work

Mail ing Address:  Mrs. Francoise Shih, 
Treasurer, 815 Palm Grove Circle, Sugar Land, 
TX 77498( 林 恂 Tel: 832-443-5770 Email: 
franshih@gmail.com)

聯絡 (Contact): 劉秀美  Shelley Ding
Tel: 713-376-9029  

Email: dings852@gmail.com
陳美芬  Mei-fen Chen
Tel: 281-380-1180  
Email: Chin3619@aol.com
發 起 人 (Initiators): 葉 宏 志  William Yeh       

黎淑瑛  Shu-ying Hsu     甘幼蘋  Cecilia Chang     
劉 秀 美  Shelley Ding    宋 明 麗   Ming Sung         
陳美芬  Mei-fen Chen

金雞報喜迎新春 ! 謝謝支持贊助。
Happy Rooster New Year!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great support!

理事團隊在台上亮相後，結束任務；會上僑
務委員會由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帶來感謝狀
及賀狀，由黃敏境處長頒贈給羅茜莉、黃春
蘭兩位會長。黎淑瑛是有史以來總會第一次
由海外接任總會長職務，當天黎淑瑛總會長
特別宣布今年總會年會將於 12 月 15 日到 22
日在休士頓舉行，盛情邀請海外成員踴躍參
加。

黃春蘭接下世華象徵傳承的金項鍊後，
並與新任理事團隊在黎淑瑛總會長監誓下全
體台上宣誓就職，準備在 2017 為世華會務
繼續再接再厲 , 創造佳績。

當天很多僑界社團及工商團體都派代表
出席觀禮 , 增加了現場熱鬧氣氛；餘興節目
旗袍秀、京劇、歌唱舞蹈、時裝秀等精彩表

演，接連登場，吸引大家眼光；劉金紅的一
首「最浪漫的事」喚出歷屆牽手獎得主佳偶
一一出場，場面優雅，台下熱烈掌聲不斷；
最後壓軸演出由黃春蘭新團隊的勁歌熱舞，
將全場熱鬧氣氛駭到最高點，熱情十足的新
團隊，將為 2017 帶來更多驚喜。還有抽獎
喔 ! 有免費來回國際機票 , 50” LED Smart 
HDTV, 幾百元 $ 禮券 , Swarovski 鑽筆 , 酒席
桌菜等多種精美豐富禮品 , 多人幸運中奖共
享這美好溫馨的夜晚 ! 李莉穎理事抽中中華
航空公司洛杉磯至台北來回機票 , 由華航馮
經理頒獎。黃春蘭會長贈送 50” LED Smart 
HDTV 由黃麗珊幸運中奖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2016 年會長羅茜莉於2 月12
日在世華總會長黎淑瑛 ( 左二) 與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長黃敏境(右二)的監交下，將印信傳給2017年會長黃春蘭(右一),
完成交接典禮。(記者黃麗珊攝)

星期二 2017年2月21日 Tuesday, February 21, 2017

休城僑領風采——上海聯誼會會長陳皙晴

這幾年這幾年，，在休斯頓僑界興起女性僑領熱在休斯頓僑界興起女性僑領熱，，一批有能一批有能
力的女性披荊斬棘力的女性披荊斬棘，，披掛上陣披掛上陣，，成功的成為同鄉會成功的成為同鄉會
及協會負責人及協會負責人，，在建設和諧僑社在建設和諧僑社、、推廣及傳承中華推廣及傳承中華
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海聯誼會會長陳上海聯誼會會長陳
皙晴就是一個有領導力的會長皙晴就是一個有領導力的會長，，上海聯誼會在她的上海聯誼會在她的
帶領下帶領下，，在發展聯誼會的同時積極參與僑界各項活在發展聯誼會的同時積極參與僑界各項活
動動，，使得同鄉之間更加團結互助使得同鄉之間更加團結互助，，為上海人在休斯為上海人在休斯
頓建立了一個溫馨的家頓建立了一個溫馨的家。（。（圖圖：：會長陳皙晴在會長陳皙晴在22月月
1818日年會上致詞日年會上致詞））

女人相聚歡樂多女人相聚歡樂多。。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左起左起：：中國駐休斯頓商務參贊周振成中國駐休斯頓商務參贊周振成、、企業家宋蕾企業家宋蕾、、陳皙晴會長陳皙晴會長、、趙宇敏副總領趙宇敏副總領
事事、、亞商會主席趙紫鋆亞商會主席趙紫鋆、、西南區主席李雄合影西南區主席李雄合影。。

左起左起：：古董收藏家古董收藏家TimTim、、茶葉大王茶葉大王、、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古董拍賣公司吳因潮董事長

左起左起：：華人警官華人警官Ted WangTed Wang、、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
、、陳皙晴會長夫婦陳皙晴會長夫婦、、安徽同鄉會前會長承寧合影安徽同鄉會前會長承寧合影。。

陳皙晴會長與房地產專家王飛雪陳皙晴會長與房地產專家王飛雪。。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出席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趙宇敏副總領事出席
上海聯誼會年會並致詞上海聯誼會年會並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