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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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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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公牛VSVS騎士騎士

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公牛公牛117117比比9999大勝騎士大勝騎士，，詹姆斯缺陣詹姆斯缺陣，，韋韋
德德2020分分1010助攻助攻，，巴特勒巴特勒1818分分1010籃板籃板1010助攻助攻，，歐文歐文3434分分。。

20162016//1717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2626輪壹場焦點戰在斯坦福橋球場展開角逐輪壹場焦點戰在斯坦福橋球場展開角逐，，切切
爾西主場爾西主場33比比11力克斯旺西力克斯旺西，，小法傳射建功小法傳射建功，，佩德羅和科斯塔進球佩德羅和科斯塔進球，，洛洛
倫特壹度扳平倫特壹度扳平。。切爾西聯賽主場切爾西聯賽主場1010連勝後暫以連勝後暫以1111分優勢領跑分優勢領跑。。

[[英超英超]]切爾西切爾西VSVS斯旺西斯旺西

本田精英賽福勒奪冠本田精英賽福勒奪冠

美巡本田精英賽在美巡本田精英賽在PGAPGA全美俱樂部冠軍球全美俱樂部冠軍球
場落下大幕場落下大幕，，瑞奇瑞奇--福勒福勒(Rickie Fowler)(Rickie Fowler)領先領先44
桿奪得個人美巡第四冠桿奪得個人美巡第四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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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年2月28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要說足壇有哪位球員說話最勁爆，
伊巴謙莫域(伊巴)認第二，相信也沒其他
球員敢認第一，他在英聯盃決賽的賽後
受訪時表示，沒有事情是他做不到的，
且還指出曼聯是因為擁有他而變得特
別，不愧為足壇“金句王”。

雖然伊巴喜愛“口出狂言”，且自
信心極度爆棚，但他向來都是以實力說

話，叫人不得不服。在英聯盃獨中雙元的
瑞典鋒霸賽後受訪時意氣風發，他說：
“冠軍是全隊的功勞，也是我來曼聯的目
的，贏得越多冠軍，我會感到越興奮。不
管我去到哪裡，都總能贏到冠軍，這是我
出道以來的第32個冠軍。在我的人生，
甚少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我一直在捧盃，
現在很享受在英格蘭奪冠的快感。”

秒殺普巴：我是免費的
另外，當伊巴和保羅普巴一起接受

訪問時，後者趁機拍起老大哥的馬屁，
他說：“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何要購
買他。”這時，站在一旁的伊巴幽默回
應：“買我？我是免費來到這裡的(自由
轉會)，曼聯買的是你。”■記者梁啟剛

憑藉伊巴謙莫域的頭槌絕殺，

英超曼聯27日在英格蘭聯賽盃決賽

以3:2險勝修咸頓，贏得球隊今季首

個重要錦標，兼且是歷來第5度稱

霸聯賽盃。摩連奴率領“紅魔”捧

盃後，他執教生涯13次征戰盃賽決

賽贏得11冠，勝率高達85%；此外

在英格蘭5次征戰盃賽決賽全部取

勝，無愧“決賽殺手”之美

譽。

韋少三雙
雷霆擒鵜鶘
27日的NBA上演8場大戰，

其中韋斯布魯克(韋少)照常拿下三
雙率領俄克拉荷馬雷霆以118:110
擊敗難求一勝的新奧爾良鵜鶘。
轉會至鵜鶘不久的卡辛斯開場就
與亞當斯纏鬥在一起，兩人雙雙
吃到一次技術犯規，卡辛斯只能
坐在板凳上休息。“一眉”安東
尼戴維斯擔當起球隊定海神針的
角色，單節12投9中拿下24分，
率隊首節35:32領先。次節卡辛斯
得以施展拳腳，單節19分延續球
隊的進攻火力。不過韋少又得分
又助攻，幫助雷霆在半場結束時
以59:59追平。

易邊再戰鵜鶘新雙塔先後因
為犯規危機下場休息，韋少進攻
端持續輸出，率領雷霆以3分優勢
進入末節。末節雙塔率隊緊咬比
分，但韋少開啟進攻模式連續取
分，為雷霆鎖定勝局，卡辛斯也
六犯離場，最終鵜鶘新組合只能
接受三連敗的命運。韋少今仗例
行公事地拿下41分、11個籃板及
11次助攻的三雙成績單。

■新華社

伊巴再爆金句伊巴再爆金句：：我去哪都能奪冠我去哪都能奪冠

日前舉行的捷克甲組聯賽
中，波希米亞1905的門將與隊友
相撞後吞下舌頭而險些窒息死
亡，幸對手斯洛伐克的前鋒干尼
出手相助，拯救了一條生命，更
令人意外的是他已是第4次在場上
為球員急救。 網上圖片

救 人 一 命

■■韋少韋少((上上))上籃上籃。。 美聯社美聯社

曼聯5度稱霸英聯盃
伊巴謙莫域頭槌絕殺

今仗開賽11分鐘，加比亞甸尼為修
咸頓入波，卻被判越位在先，慢

鏡顯示，判決值得商榷。伊巴謙莫域在
19分鐘憑罰球打開記錄，連格其後亦入
一球，協助曼聯領先2:0。修咸頓積極
反撲，由加比亞甸尼在臨近換邊及下半
場三分鐘先後建功，追成2:2平手。伊
巴謙莫域尾段接應安達靴里拉的傳中頂
入，協助曼聯奪標。

摩連奴有一句名言：“決賽不是去
參加，而是去贏的”，而他執教生涯13
次征戰盃賽決賽贏得11冠，勝率高達
85%；此外在英格蘭5次征戰盃賽決賽

全部取勝，無愧“決賽殺手”之美譽。
賽後談到自己贏得執教曼聯以來的首個
重要賽事冠軍，摩連奴說：“我有點兒
動情，那麼多次贏得冠軍並不容易。奪
冠總是很特別，等到某一天我不會再因
此而動情，那就是我該回家的那天
了。”4奪英格蘭聯賽盃冠軍，摩連奴
追平曼聯功勳主帥費格遜的紀錄，對此
他說：“這很美妙，我們知道費格遜是
最偉大的主帥。”

摩連奴叫球迷留伊巴謙莫域
曼聯捧盃，得多謝伊巴謙莫域的神

勇發揮，賽後談到這名35歲的瑞典射
手，摩連奴說：“在一場大多數時間裡
對手踢得比我們好的比賽中，伊巴謙莫
域的表現非常傑出。修咸頓的表現配得
上將比賽拖入加時，但伊巴謙莫域讓一
切變得不同，他幫助我們贏得冠軍。”

去年夏天登陸英超的伊巴謙莫域只
與曼聯簽約一年，而談到他在下季會否
續約，摩連奴說：“我從不會去乞求球
員留下，但我認為若球迷去他家的門前
待上一晚，將打動他續約。不管怎樣，
我相信他會和我們繼續奮鬥一季。”

■記者梁啟剛

■■伊巴謙莫域伊巴謙莫域((右右22))
頭槌絕殺頭槌絕殺。。 路透社路透社

■曼聯高舉聯賽盃冠軍獎盃曼聯高舉聯賽盃冠軍獎盃。。 美聯社美聯社

■■伊巴賽後意氣風發伊巴賽後意氣風發。。 美聯社美聯社

■■摩連奴舉盃慶祝
摩連奴舉盃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北京冬奧市場開發計劃正式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作為北京冬奧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
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市場開發計劃2月
27日在京正式啟動。北京市委書記、北京
冬奧組委主席郭金龍在致詞中表示，成功的
市場開發是辦好冬奧會的重要保障，也是奧
林匹克運動健康發展的動力和源泉。郭金龍
指出，作為世界上首個既舉辦過夏季奧運
會，又將舉辦冬季奧運會的城市，北京市場
開發特色鮮明、潛力巨大。

郭金龍表示，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

市場開發，將堅持共同參與、共同盡力、共
同享有，積極創新機制，廣泛吸收社會資金
和社會力量參與，為籌辦工作提供充足的資
金和服務保障，為中國企業增強實力、走向
世界提供有效途徑，使國內外企業充分享受
奧運會品牌帶來的廣泛效益和回報，努力實
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

郭金龍說：“北京冬奧會是我國重要
歷史節點的重大標誌性活動、是我們黨和國
家的一件大事。今年1月23日和2月24日習
近平主席兩次親自調研並推動冬奧會籌辦工

作。
目前，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

下，在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殘奧委會指導幫助
下，我們全面落實綠色辦奧、共享辦奧、開
放辦奧、廉潔辦奧的理念，各項籌辦工作按
計劃有序推進，已經取得積極進展。”

對於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市場開發
計劃，北京冬奧組委財務和市場開發部部長
朴學東介紹，該計劃由贊助計劃、特許經營
計劃和票務計劃三大部分組成，是北京冬奧
會和冬殘奧會市場開發的主要收入來源。

CBA（中國男子職業籃球聯
賽）季後賽2月26日晚迎來首輪第
二場較量，廣東宏遠以123：99大勝
四川金強，在3戰2勝的8強賽中迎
來賽點。新疆廣匯擊敗山東高速，
將大比分改寫為1：1。浙江廣廈和
上海大鯊魚分別戰勝遼寧衡潤和深
圳馬可波羅，同樣將大比分扳平。
在廣東與四川隊的比賽中，廣東隊
以33：27領先第一節。次節，四川
隊打出一波8：2，將比分追平。憑
藉周鵬和布澤爾的連續得分，廣東
隊在半場結束時領先對手12分。

第三節剛開始，布澤爾連得6
分，加上斯隆、周鵬的搶眼表現，
本節結束時，分差已達22分。末
節，四川隊雖然連續命中3個三分
球，但廣東隊也不乏三分球高手，
周鵬和朱芳雨分別命中。末節後半
段，比賽進入垃圾時間。最終，四
川隊以99：123告負。 ■新華社

■■斯隆斯隆（（左二左二））在比賽中進攻在比賽中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CBA季後賽
粵籃再取四川迎賽點

■北京冬奧會市場開發潛力巨大。
張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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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見證“魔帥”捧盃

被眾女包圍、艷福無邊的Bosco 受訪時笑
說：“真是很倦！不知道的話還以為我有

份投資！拍戲以來未試過會有這麼多靚女一起，
可能本劇是我最後一次在無綫所拍的劇集，監製
便宜我。(好多床戲？)不敢想，但肯定會挑選身
材較好的女生跟我做對手戲。我自己都會露，所
以都要操肌。”

問到可擔心日籍模特兒女友 Jun 吃醋？
Bosco說：“工作而已，我拍戲很專業的，她看
到才算。”眾女靠近又可怕會傳緋聞？他笑說：
“要傳就全部都傳，希望打破電視界史上男主角
劇中有最多女友、緋聞女友的紀錄。希望下次有
50個，再破紀錄。”

馬仔角色早早離世
馬仔這次是以客串身份演出，與黃翠如有感

情線，他透露因正拍攝《深宮計》，故只會演出
四場戲，劇情交待他會因心臟病而辭世。翠如最
終戀上其好兄弟Bosco，他也是翠如與Bosco發
展感情的心結。

翠如對此表示：“一開場就拍我哭墳，之後
就為馬仔‘執骨’。”馬仔笑說：“我是基督
徒，百無禁忌。這是家豪哥(劉家豪)的力作，我
開拍了《深宮計》都趕回來支持。”

Yumiko拍劇不阻礙照顧女
馬仔表示因《深》劇開工時間長，他的右眼

舊患令眼球有些少陷入，上鏡時眼簾錯覺像有一
條疤痕，之後要去看醫生。

另 外 ， 已 有 十 年 未 為 無 綫 拍 劇 的
Yumiko，同樣是客串演出，戲中她會有性感
造型及與Bosco有親熱戲份。

不過已為人母的她笑言不用問准老公，
因難得可撇甩另一半！又指劇集在香港取
景，方便她照顧女。至於楊柳青則透露其角
色是武打演員，故會有些動作場面，問到跟
Bosco可有親熱戲？她說︰“好接受！他這麼
靚仔！”

香港文匯報訊 人所共知李
克勤是英超球會曼聯的天字第
一號粉絲，就連婚紗相都要千
里迢迢跑到“紅魔”的主場奧
脫福球場拍攝，其忠心程度可
見一斑。2月27日紅魔在英國
溫布萊球場跟修咸頓進行本年
度的聯賽盃決賽，原來克勤也
是席上客之一，他更帶同愛妻
盧淑儀一同撐場，最終在一度被扳平下，紅魔臨完場前以3:2擊敗
對手捧盃！奪得“魔帥”摩連奴自入主球會以來的第二項錦標。

香港天氣寒冷，英倫那邊也是一樣，所以克勤和太太都穿上一紅
一黑的曼聯限量聯乘羽絨褸看比賽，與愛隊並肩作戰；這位星級紅魔
粉絲更多次作facebook直播，與粉絲一同感受當地的氣氛。

《《溏心溏心33》》記者會獲美女包圍記者會獲美女包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宗

澤(Bosco)、馬浚偉(馬仔)、黃翠如及鄭希

怡(Yumiko)等2月27日出席無綫新劇《溏

心風暴3》記者會，劇中Bosco扮演花弗

富豪，周旋於眾靚女之間。為了配合角

色，特別安排了 Bosco 在翠如、Yu-

miko、楊柳青、馮盈盈、劉穎鏇、朱智

賢、劉溫馨、林泳淘及陳偉琪等24位靚

女陪伴下出場，其中以心口開洞的楊柳青

及穿運動Tube Top的陳偉琪最性感。即

使周圍都是美女，恐傳大量緋聞，但

Bosco聲言無懼，表明要破電視界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黎瑞恩
(小恩子)、孫耀威、吳卓羲、李蕙敏和久沒
露面的王秀琳(Mango)2月27日出席“愛在光
明天”活動，主要幫助一些長者接受白內障
手術可以重現光明。

小恩子的一對靈魂之窗向來很精靈，沒
有近視，她說：“很多時駕車經過一些店
舖，會很眼利看見自己想買的東西，朋友都

封我做‘鷹眼恩’。”可是小恩子踏入40歲
後，視力便變差，最初以為是白內障，經檢
查後才知是老花。“現時老花情況嚴重，看
手機和平板電腦都要較大的字體才看到，朋
友叫我戴漸進式眼鏡，但我不習慣。現在看
餐牌和重要文件才要戴眼鏡，駕車則沒問
題，(會否做矯視手術？)我有點怕，或者年
紀再大一點，科技更先進時才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薛家燕、張立基、太極、王灝
兒2月26日晚為無綫節目《流行經典50強》錄影，就祥嫂指鄧兆
尊欲重返娛樂圈發展一事，家燕姐表示：“早幾個星期前聯絡過
兆尊，看到現在重播《皆大歡喜》，便問他有否興趣上來這節
目，邀請了陳彥行及《皆大歡喜》演員一齊合唱主題曲。現時等
他們回覆檔期。”家燕姐不知兆尊是否想重返娛樂圈，但大讚他
是非常好的人才。

家燕姐最開心做這節目可以找很多好友上來，但她正傷腦筋
如何還人情債，可能會相約一起去登台。不過她這一年都很忙
碌，必需配合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方力申
(小方)、林奕匡(Phil)和區瑞強2月 27日以
“無煙大使”身份，出席港台舉辦的“無
煙大家庭—香港無煙領先企業大獎頒獎典
禮”。向來不吸煙的小方覺得不做煙民好
處多，看起來較年輕和有較佳的皮膚，他
笑言：“粉絲把我十年前及十年後的生日
派對相片作對比，我的身體和皮膚依然保
持得很好，笑容依然很陽光。自己也不喜
歡身上的煙味，所以擇偶條件一定是不抽
煙的人，身上有煙味都不喜歡，何況是口
有煙味。”小方坦言有時出外應酬，身邊
不乏吸煙一族，通常會在他們抽煙時行
開，自己也會提醒他們吸煙毫無好處。

讚《星聲》團隊夠大方
小方剛於2月26日度過37歲生日，他透

露當天約朋友吃飯慶祝，幾乎是全男班，出
席女性不是別人的老婆就是女友。回復單身

的他要過一個“孤獨”生日，他即說：“是
呀，(舊愛鄧麗欣有否傳短訊祝賀？)不講
啦。”有指鄧麗欣為了跟小方劃清界線，決
定不續約太陽娛樂，不想再跟他同一間公
司，小方對此謂：“其實是大家都約滿，我
和太陽娛樂同樣滿約，現是自由身，大家可
隨時找我工作。”

說到奧斯卡頒獎禮擺烏龍，把最佳電影
得主《月亮喜歡藍》(Moonlight)誤頒給《星
聲夢裡人》(La La Land)，成為笑話，小方
謂：“我剛有Post上網，覺得他們補救做得
不錯，如是自己的話，也不知應該怎樣去控
制場面，是直接叫司儀出來講還是跟《星
聲》的人講。(《星聲》團隊已上台拿獎，是
否很尷尬？)那樣更好，至少他們知道事件是
怎樣發生，之後再去公佈更正；若然司儀叫
停，會令《星聲》方面更愕然。(有被玩感
覺？)大型表演意外經常有，反而欣賞《星
聲》的監製處理得很好，有大將之風。”

大讚兆尊是人才
家燕姐想重組《皆大歡喜》

方力申“寂寞”過生日
與前度同樣滿約 非互避對方

險當老花做白內障
黎瑞恩未敢做矯視手術

■■黎瑞恩黎瑞恩((中中))幾乎擺烏龍幾乎擺烏龍，，自以為自以為
有白內障有白內障；；左為孫耀威左為孫耀威。。

■■薛家燕薛家燕((桃紅色裙桃紅色裙))的舊歌節目反應很好的舊歌節目反應很好。。

■■BoscoBosco被大批靚女包圍被大批靚女包圍，，正宗是艷福無邊正宗是艷福無邊。。

■■ 胸口開胸口開
洞的楊柳青洞的楊柳青
相當性感相當性感。。

■方力申(左)和林奕匡都向香煙Say No。

■■輕托港姐下巴的黃宗澤輕托港姐下巴的黃宗澤
((左二左二))，，於於《《溏心風暴溏心風暴33》》
被無數美女包圍被無數美女包圍。。

■李克勤和太太盧淑儀結伴赴英
國看比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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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王大陸將與大陸偶像藝人王俊凱一同上大陸真人秀節目，兩人
近來相見歡，王俊凱送上一個人偶娃娃，開玩笑說，「這是送給大陸哥餓
的時候吃的！」這讓粉絲直呼王俊凱好可愛。

中國大陸浙江衛視預定 3 月將推出一檔大型青春成長對戰真人秀節
目「高能少年團」，王大陸與王俊凱是節目中的 5 名固定成員之一。

相關製作單位今天曝光了兩人見面的影片花絮，王俊凱送給王大陸一
個人偶娃娃，隨即王大陸拿著人偶娃娃，對著王俊凱做出吃人的樣子。

影片中，有工作人員調侃道：「這是你們倆生的孩子啊！」王俊凱隨即
開玩笑說，「不是，這是送給大陸哥餓的時候吃的。」

這則花絮影片在粉絲力捧下，立刻登上大陸微博熱搜榜，網友紛紛留
言，「王俊凱太可愛了」、「太軟萌了」。

1999 年出生的王俊凱，目前是大陸當紅偶像歌唱團體 TFBOYS 的隊
長，除了出版音樂專輯外，他也跨足電影、電視劇的演出，也參與多檔綜
藝節目。王俊凱日前參加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藝考，已通過初試，進入複
試。

王大陸的見面禮
王俊凱送上人偶娃娃

美劇《荒原》第二季開拍
馮德倫帶吳彥祖殺到愛爾蘭

台灣樂團槍擊潑辣 4 月登法國音樂節

台灣大寬頻直播奧斯卡
中華MOD抓住休傑克曼

飛碟電台去年底甫歡慶開台 20 周年，未料
農曆年剛過不久，就傳出營運不佳，除了張小燕
辭去董事長職務，還有多位 DJ 打包走人，包括
蔡燦得、路嘉怡等人；對此，飛碟 20 日發聲明表
示：「是節目型態調整，並非營運不佳。」

據了解，飛碟電台因不敵大環境變遷，整體
收聽率下滑，導致營運吃緊，加上「一例一休」
實施後雪上加霜，為節省成本，將周六日節目改
為預錄，且之後都會用重播方式墊檔；對此，飛
碟表示好節目如果只播一次實在很可惜，為了
「精簡節目，提高效率」，才將部分節目改為重
播。

全球矚目的電影盛事「奧斯卡頒獎典禮」於 2 月 27 日
登場，台灣大寬頻與 HBO HD 頻道合作，與美國同步直
播星光大道與頒獎典禮，同時推出問答遊戲，有機會前進
2018 奧斯卡星光大道；中華電信 MOD 則與二十世紀福斯
公司攜手，於 2 月 28 日直播《羅根》男主角休傑克曼在台
首映活動，並設置「金鋼狼」專區，讓影迷回味經典電影。

奧斯卡頒獎典禮是影迷每年不可錯過的大事，第 89

台灣樂團「槍擊潑辣」（GUNTZEPAULA），4 月 21 日、22 日受邀至
法國 Wanagain 音樂節演出，期望讓台灣的創作音樂站上法國音樂節舞台。

法國 Wanagain 音樂節為期兩天，邀請 10 至 12 個搖滾樂團演出，以獨
立樂團為優先，由一群熱愛音樂的在地人士所舉辦，最初是為了支持推廣
來自在地以及世界各地的音樂創作。

主辦團隊以義工為主所組成，致力於推廣在地文化及產品，並結合音
樂、食物與愉快的環境氣氛，這也是音樂節能吸引樂迷前來的因素。

台灣搖滾樂團 「槍擊潑辣」這次也受邀至 Wanagain 音樂節演出，樂
團創於 2008 年，以鼓手、吉他手以及貝斯兼主唱三人組成。發行的兩張專
輯「惑（人人人）」、「黑色蓮花」，前者入圍第五屆金音創作獎六項大獎，
並獲得最佳搖滾專輯及最佳樂手大獎，後者則入圍第七屆兩項大獎。

「槍擊潑辣」以關心社會時事、人與人的情感作為創作靈感來源，創
作的歌曲充滿實驗性，任何一種節奏、常人所避諱的演奏方式，都是「槍擊
潑辣」音樂元素來源。

除了不受一般商業包裝所束縛的音樂創作，也在實驗性的創作中將音
樂融合得更加順暢而具有旋律性，在編曲及創作上是嚴謹以及不斷追求自
我突破。

「槍擊潑辣」
做 為第一個有機
會到 Wanagain 音
樂節 演出的 台灣
樂團，他們期待台
灣 創作的 搖滾 音
樂，能擄獲法國樂
迷的心。

去 年 在 美 國 AMC 頻 道 推 出 的《 荒 原 》（Into the 
Badlands）影集，由吳彥祖領銜主演，馮德倫擔任監製，日前
展開第二季的攝製作業，並有幾位好萊塢大咖的助陣，預
計會再掀起熱潮。

以《陰屍 路》（The Walking Dead）影 集 膾 炙 人口的
AMC 頻道，對於末日題材情有獨鍾，《荒原》一劇的故事
背景就是設定於未來，人類又回到了封建時代，世界落入
少數的貴族所統治。而割據地盤的貴族，又需借重「捕快」
（Clipper）實行高壓統治，而吳彥祖飾演的桑尼（Sunny）就
是「捕快」當中位高權重的一位。全劇使用大量的武術動作，
讓打鬥場面更加刺激，也一致被公認是美國電視影集之中，
武打動作最為明快的。

進入第二季的《荒原》，劇情將會加快速度，桑尼必須
想盡辦法擺脫被放逐的命運、重回荒原，尋找家人的下落，
同一時間則有神祕的力量暗中幫助，讓桑尼的旅程顯得難
以預測。第二季加入演出的，還有曾演出《活人甡吃》、《終
棘警探》、《醉後末日》的英國男星尼克弗洛斯特（Nick 
Frost），以及在賣座強片《阿凡達》飾演反派的史蒂芬朗。

為了凸顯劇中日益激烈的貴族鬥爭，監製馮德倫前往

愛爾蘭取景，當作片中貴族出現的場景。為了在這些古蹟
當中拍戲，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要穿上藍色鞋套，以免弄髒場
地。不過大費周章的結果是有代價的，因為身處兩層樓高的
油畫場景中，完美營造出劇情所需的氣氛。

張小燕辭飛碟董座「交棒年輕人發揮」
為對「營運不佳」以示負責，張小燕農曆年

前請辭董事長職務，該職日前已交由開台元老、
建築師張榮屏接任；由於目前飛碟電台的政論
節目，以及由黃子佼、陶晶瑩、光禹等人主持的
節目收聽率都不錯，張小燕表示對於電台繼績
經營有信心。

現年 68 歲張小燕擔任該職近 10 年，雖辭
去董座仍持有飛碟股份，她表示自己年紀不小
了，加上現今媒體轉換，希望交棒讓年輕人發揮；
據了解，她過年後就沒有參加電台會議，暫時先
專心主持電視新節目。

屆將於台灣時間 2 月 27 日上午 8 點舉行。台灣大寬頻與
HBO HD 頻道合作，與美國同步直播 8 點的星光大道與 9
點 30 分的頒獎典禮。節目畫面中將出現問答題，3 月 19 日
前於 HBO ASIA 官網填寫資料，就能參加抽獎，在 2018 年
飛往洛杉磯，參加第 90 屆奧斯卡星光大道與直播派對，還
能抽限量紀念好禮。

台 灣 大 寬 頻 也 聯 手日 本 娛 樂 頻 道「WAKUWAKU 
JAPAN」，在 2 月 25 日至 3 月 2 日間，於台北車站 1 樓大廳
舉辦日本美食嘉年華活動。現場有日本一流名店如「銀座 
久兵衛」壽司、「鶴屋吉信」京都生和菓子…等店家，民眾不
用出國，即可盡享日式料理。

休傑克曼的「封爪作」《羅根》，將在 2 月 28 日上映，
中華電信 MOD 與二十世紀福斯共同宣傳。休傑克曼、派屈
克史都華等 2 位演員，將在 27 日晚間來台參加首映會，用
戶可透過直播觀看巨星風采。

同時，搭上電影上映熱潮，中華電信於 MOD 平台設立
「金鋼狼」專區，囊括「X 戰警」與「金鋼狼」全系列 8 部電影，
以及休傑克曼主演的《成人世界》、《鋼鐵擂台》、《悲慘世
界》…等 13 部電影，總共 21 部影片，讓用戶一次看盡休傑
克曼的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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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雨演繹優質IP
劇照美翻人設充滿奇幻色彩

千篇壹律的銀幕愛情，不少觀

眾看到心累，如今夏威夷吹來了壹

陣奇幻愛戀風，恰似新鮮春意。由

彭浩翔、梁啟緣監制，關智耀執

導，周冬雨、張孝全、鄭伊健、謝

依霖等聯袂主演的奇幻浪漫愛情喜

劇《指甲刀人魔》即將於4月14日

上映。今日，片方發布了壹系列

“奇幻愛戀風”主題劇照，波普感

十足，相比此前周迅同名微電影，

調性明顯不同，在熱情絢爛的夏威

夷上演的這段奇幻愛情，也使得該

片極具觀影誘惑！

劇照美翻人物設定充滿奇幻
色彩

幾張劇照掠過，色彩斑斕，給

人壹種極具張力的視覺體驗，畫面

美極了，說是每壹張都可以拿來做

電腦桌面也不為過！除了絢麗的色

彩，我們還會發現大塊撞色的使

用，男女主演身著明黃、亮橘、海

藍等顏色同框，在色彩豐富的背景

之中卻毫不違和，還有種異常和諧

的搭配感，叫人不得不驚呼“周全

CP”太有戲。仿佛讓人1秒就置身

於羅曼蒂克般的世界，在那裏，只

有美好的愛情，與道不完的浪漫。

不過，若是了解這部《指甲刀

人魔》電影幕後“操刀手”的話，

相信妳就不會對此大驚小怪了。影

片導演關智耀，乃三屆“金像獎最

佳攝影”得主，業界響當當的“老

司機”，拍幾張“桌面”，小試牛

刀罷了！

再者，電影《指甲刀人魔》在

美麗的夏威夷取景，風景自不必

說，色彩渾然天成！絢麗之下，角

色人物性格自然鮮明且充滿奇幻，

對於新晉影後周冬雨和圈內知名

“文藝男”張孝全而言，猶如為演

技錦上添花。幾張劇照中，這對憨

男+怪力少女CP顯得尤為與眾不

同，凡人與“人魔”之間的情感故

事，更加讓人期待。

周冬雨演繹優質IP 全新劇情
引期待

值得壹提的是，早在2010年，

《指甲刀人魔》就已經拍出了同名

微電影，當時該短片在豆瓣上的評

分達到了7.9，觀眾青睞有加，IP質

量不可小覷。七年後，又將再度被

搬上大銀幕，值得期待。

相對而言，電影版時長有著

屬性上的優勢，劇情描述自然更

加豐富。雖然同樣是討論愛情，

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信任”話

題，但與微電影大相徑庭，在原

有情節基礎上將會有讓人耳目壹

新的全新設定。

人物方面，劇照中染著壹頭紅

發的周冬雨像是壹個怪力少女，讓

人眼前壹亮，她頗具認知度的人物

形象也為該片披上了濃重的奇幻色

彩，不知道這位90後實力小花將會

帶來怎樣的銀幕驚喜呢？此外，和

周冬雨搭戲的張孝全，其角色也備

受矚目，僅從劇照中看，就不像是

之前微電影中的宅男設定。或許電

影版《指甲刀人魔》有著很多意外

之處吧，拭目以待！

電影《指甲刀人魔》由北京

嘉美春天影業有限公司、太陽娛

樂文化有限公司、正在文化傳媒

（北京）有限公司以及喀什嘉映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4月

14日上映。

《
父
子
魂
鬥
羅
》

大
鵬
範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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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期
檔
期
待

由大鵬監制兼主演，

導演袁衛東、編劇蘇亮

聯袂打造，範偉、張天

愛、喬杉、鄔君梅、任

達華、梁龍主演的喜劇

電影《父子魂鬥羅》將

於今年7月21日暑期檔通

關上映。在已曝光的陣

容中，大鵬、範偉和喬

杉三位實力派喜劇演員

的組合讓人備受期待。

大鵬延續之前作品中小

人物的形象，萌賤風格

繼續升級。金馬影帝範

偉 表 演 風 趣 又 幽 默 ，

加 上 自 帶 “ 笑 ” 果 渾

身 是 戲 的 喬 杉 ， 讓 影

片成為暑期檔的壹部必

看喜劇。

大鵬範偉演繹“互坑”
父子

喬杉化身“行走的表
情包”

繼 2015 年《煎餅俠》之後，大鵬在

《父子魂鬥羅》中繼續演繹小人物追夢之

路的辛酸與荒唐，與範偉壹同飾演了壹對

因隔閡而相愛相殺的父子，經歷了壹系列

啼笑皆非的生死考驗，最終聯手對抗共同

的敵人。作為影片的監制，大鵬在演員的

選擇上花費了很多心思。大鵬表示範偉壹

直是自己的偶像，從他的喜劇中得到了很

多歡樂。而選其飾演自己的父親是因為範

偉與自己長得有幾分相似，出演父子是可

以讓觀眾信服的。

喬杉此次在影片中飾演大鵬的“豬”隊

友，與他壹起經歷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危機。

情景喜劇出身的喬杉在影片中可謂渾身是

戲，每壹個鏡頭都讓人忍俊不禁，堪稱“行

走的表情包”。對於這位從《屌絲男士》共

同成長起來的喜劇人，大鵬表示他與喬杉有

壹種“革命戰鬥友情”，劇中的角色設計非

常好笑，只有喬杉才可以演繹出來，電影上

映後觀眾會對這個角色印象特別深。

大鵬範偉入圍亞洲電影大獎
紮實演技成就品質保證
大鵬範偉父子檔在電影中聯手拼搏的

同時，在現實中也在攜手為榮譽而戰。在

已經揭曉提名的亞洲電影大獎中，大鵬、

範偉分別憑借《我不是潘金蓮》和《不成

問題的問題》入圍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男

主角。兩位演員在眾多提名人選中呼聲極

高，反映出觀眾對二人紮實演技的認可。

這為二人聯袂主演的《父子魂鬥羅》增添了

壹分品質保證。

作為暑期檔備受關註的喜劇，電影把對

喜感的追求體現得淋漓盡致。在笑料設計上

不是簡單的抖包袱，而是將喜感貫穿到人物

的情感中，由內而外的設置人物形象及行為

動機，力求讓觀眾能夠感同身受。這也是主

創們在電影拍攝中的壹致追求，正如大鵬所

說，“能讓大家笑了是特別榮幸的壹件事，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讓觀眾在影院捧腹大笑後

大呼過癮。”

電影《父子魂鬥羅》講述了懷揣夢想的

範小兵連累老爹範英雄壹起被卷入債務糾

紛，父子二人在壹系列啼笑皆非的生死考驗

中，消除隔閡最終聯手打BOSS的故事，將

於2017年7月21日全國上映。

《非凡匠心》遭遇最難任務
張國立紮“獅王”耗盡電池
《非凡匠心》來到黃飛鴻故裏

——廣東佛山，“匠心體驗引領人”

張國立和他的小友、裘派京劇藝術

的嫡傳人裘繼戎，壹個學紮獅，壹

個學醒獅，用兩份技藝奉獻了壹場

精彩絕倫的醒獅表演，兩代匠人

的“非凡匠心”在凜凜獅威、錚錚

傲骨中致敬中華武魂！而這期節目

的任務也被張國立視作錄制以來最

難的任務，熬夜趕制獅頭竟然連續

耗盡了兩臺攝像機的電池！

張國立熬夜趕制獅頭
攝像電池被相繼耗盡
“黎家獅”自清代道光年間開業

至今已有180多年歷史，也是佛山唯

壹的五代紮獅、從未間斷的家族。不

但黃飛鴻本人用過黎家獅，徐克的經

典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中用的

也是黎家獅。黎家獅的造型好毋庸

置疑，最重要的是紮實，獅頭上

1300多個紮作點全部靠手工完成，且

每個細節都不能疏忽。頭壹回學紮獅

的張國立，毅然決定從最難的基本功

學起，親自挑戰紮作點，盡管汗水濕

透他的襯衫，竹子上的倒刺也紮滿了

他的手指，卻仍然不知疲倦地堅持紮

做。時間壹點點過去，他渾然不覺已

經到了午夜，竟然有壹臺攝像機電池

耗盡，就連導演組都在催收工了。雖

然早已累的腰酸背痛，張國立仍然堅

持，“妳們再等我壹下，我能夠多做

就多做壹點！”不多久，剩下的壹臺

攝像機也耗盡了電池。連續耗盡兩臺

攝像機的電池，這恐怕是真人秀錄制

史上第壹遭！

那壹夜張國立僅僅睡了四個小時，

第二天還要經受師父的嚴格檢查。很

多觀眾看後感動不已，“62歲的國立

老師真不容易，這個年紀還要熬夜親

手做那麽辛苦的活兒。”更多觀眾則

從張國立身上感受到了“工匠精神”：

“再苦再累也不能放松對手藝的執

著，對細節的堅持，這種工匠精神值

得我們好好學習。”

“裘派京劇”傳人裘繼戎“跨
行”舞獅 南北藝術完美交融

本期《非凡匠心》著力於廣東

佛山的醒獅文化，然而節目組頗為

用心的請來“裘派京劇”的嫡傳人

裘繼戎“跨行”舞獅，南北兩種截

然不同的文化傳人在擁有近兩百年

歷史的比麟堂交匯融合，致敬傳

統，頗具意義。

盡管有良好的武術和舞蹈底

子，然而想要在短時間內掌握舞

獅的基本功，卻並非易事。裘繼

戎在比麟堂傳承人鐘道仁會長以

及年輕的“東方獅王”鄧彬光的

指導下，從踩壇子、轉壇子、綁

沙袋跳階梯等基本功開始，苦練

基本功。藝術是相通的，他希望

能夠結合自己的舞蹈，舞出壹套

漂亮的“醉獅”，卻被師父批評

“醉的動作有了，卻沒有靈魂。”

夜已深，師兄弟們都已經回房休

息，裘繼戎還獨自在練功房刻苦

地訓練、揣摩、旋轉、跌到、爬

起……

正式表演時，裘繼戎舞動獅

頭，從瞧見酒的好奇，到醉酒後

的醉態，再到破獅而出，打出壹

套極具太極氣韻的武術拳法，行

雲流水，栩栩如生。觀眾看後大

為贊嘆，沒想到京劇舞蹈能和南

派傳統的舞獅結合出這樣的意境

來！

中華尚豪俠，無數代人用智慧

和意誌凝結成俠肝義膽，而北京

衛視的《非凡匠心》正是把這些

發根於歷史深處、隱匿於祖國大

地各個角落的傳統文化重現於熒

屏，讓民族技藝持續傳承與綻

放。想要跟隨張國立體驗更多非

凡匠心，感悟匠人人生，敬請關

註北京衛視每周日晚 21:18 播出的

《非凡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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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開拓珍珠奶茶生意

無論你是想開奶茶店或是你現有生意增加額外收入

Phone:281-933-6660
Fax: 281-933-6662

Tapioca KingTapioca KingTapioca King E-mail:bobby@tapiocaking.com
Web Site:www.tapiocaking.com
6811 Baneway Dr., Houston, TX 77072

●全美南最大﹑最具經驗﹑貨品齊全﹐服務最完善之奶茶供應商●

包括﹕圖片Menu﹑封口機﹑攪拌機﹑
各種原料﹐定能帶來可觀的收入

適宜各式大小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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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與野獸》IMAX全片全畫幅
3月上映 浪漫再現經典

由比爾· 康頓執導，艾瑪· 沃森、丹· 史

蒂文斯、盧克· 伊萬斯、喬什· 蓋德主演，迪

士尼影業制作出品的真人版電影《美女與野

獸》將於3月17日在全國超過390家IMAX影

院重磅獻映。令觀眾欣喜的是，IMAX 3D版

《美女與野獸》全片都將以全畫幅格式浪漫

呈現。在今日曝光的兩幅IMAX全畫幅對比

圖中，直觀地展示了全畫幅畫面與壹般銀幕

畫面相比在細節還原和視野範圍方面的明顯

優勢。經IMAX全畫幅處理後，女主角貝兒

和父親面前琳瑯滿目的精致道具完整地出現

在銀幕中，影片瑰麗魔幻的氣質盡顯；而獵

人加斯頓在酒館拔劍時，酒館群眾各異的反

應和神態也通過IMAX全畫幅展露無遺，如

歐洲古典油畫般將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和強

大的戲劇張力表現得淋漓盡致。

畫面細節多26%
IMAX全景呈現精致細節

《美女與野獸》由迪士尼1991年推出的

同名經典音樂動畫改編，由“赫敏”艾瑪·

沃森和“大表哥”丹· 史蒂文斯傾情真人出

演女主角貝兒和男主“野獸”。此次在

IMAX大銀幕上，整部影片都將由普通的寬

銀幕電影寬高比（2.4：1）上下擴展至1.9：

1的寬高比，使畫面延展鋪滿幾乎整個銀幕

，觀眾將在觀影全程欣賞到比普通影院銀幕

多出26%的細節，以大開眼界的全景視覺效

果重溫這部經久不衰的經典愛情故事。

本片場景搭建精雕細琢，富麗堂皇的城

堡宮殿、隆重華美的禮服，精致復古的陳設

無不體現主創團隊的匠心獨具，諸多精致奢

華的細節將通過IMAX高清細膩的畫質和全

畫幅寬廣縱深的視野，令觀眾全身心陶醉於

夢幻美妙的童話世界。

影片中用於背景布置的蠟燭超過了8700

支，還運來了1500朵紅玫瑰用於裝飾；野獸

城堡裏舞會大廳的地板由12000平方英尺的

人造大理石鋪設而成，大廳懸掛的10盞大型

玻璃吊燈都是基於凡爾賽宮真實的吊燈設計

而成；貝兒的黃色禮服花費了大約180英尺

羽毛般輕盈的綢緞歐根紗，並點綴了2160顆

施華洛世奇水晶。有了全畫幅的加持，觀眾

將在IMAX影院身臨其境地欣賞到這些美到

令人窒息的畫面，感受真正目眩神迷的觀影

體驗。

拍攝時就已考慮IMAX效果

全畫幅完美還原宏大場景征服導演
壹直以來，許多導演都期望能為觀眾展

現原始素材中的更多精彩畫面，IMAX全畫

幅為這些電影人提供了更大尺寸的“畫布”

，使他們能夠更加自如地運用視覺語言感染

觀眾。此前，多數影片都是選擇其中部分關

鍵場景進行全畫幅呈現，在觀影時能感受到

明顯的畫幅變化；像《美女與野獸》這樣整

部影片從頭到尾都采用全畫幅格式的影片實

屬難得，將為IMAX觀眾帶來前所未有的視

覺盛宴。

《美女與野獸》的導演比爾· 康頓在欣

賞完 IMAX版本後表示：“IMAX的呈現效

果驚艷至極！它讓我仿佛回到了電影中那些

我們搭建的宏大場景中——這些布景都無比

之大，而妳也壹定會註意到更多的細節，這

是壹次不可思議的震撼觀影體驗”。導演坦

言，影片在拍攝過程中始終都有考慮到

IMAX最終呈現效果從而做出精心安排，片

中的城堡舞池舉行舞會壹幕尤其適合通過

IMAX全畫幅觀賞，跟隨著攝影機從城堡的

餐廳壹路走來拾級而上進入巨大的舞池中，

整個過程會令觀眾猶如置身其中。

《權力的遊戲》“巨人”演員病逝
曾飾演巨人首領“強壯的瑪格”身高2米34全英國最高

據外媒報道，昨日，曾在美劇

《權力的遊戲》中飾演“強壯的瑪

格”的英國演員尼爾· 芬格勒頓因

心臟病逝世，年僅36歲。尼爾· 芬

格勒頓身高2.34米，在2007年曾被

評為全英國最高的男人，這給他在

《權力的遊戲》中飾演巨人首領

“強壯的瑪格”帶來了優勢。在該

劇第四季第九集中，“強壯的瑪格

”與守夜人葛蘭在黑城堡的隧道內

同歸於盡。除了《權力的遊戲》，

尼爾· 芬格勒頓還在《X戰警：第

壹戰》、《四十七浪人》、《木星

上行》等電影中出演過角色。

《逃出絕命鎮》“空降”北美票房冠軍
票房口碑雙贏成恐怖片黑馬 “長城”次周第四

“總統日”長周末假期過後

的北美市場再度進入短暫的調整

期，周末大規模開畫的三部新片

只有環球發行的低成本恐怖片

《逃出絕命鎮》打入周末前十，

該片首周末斬獲3052萬美元，空

降周末冠軍。

華納出品的動畫片《樂高蝙

蝠俠大電影》上映第三周末退居

次席，影片周末再取1900萬美元

，累計成績也超1.3億美元。

獅門出品、基努· 裏維斯主

演的動作驚悚片續集《疾速特攻

》上升壹位至周末第三，該片周

末三天再收900萬美元，三周累

計收入超7400萬美元。

張藝謀執導的中美合拍巨制

《長城》比開畫周末下跌53%，

次周末進賬872萬美元，跌至榜

單第四。環球發行的情色虐戀續

集《五十度黑》周末跌幅擴大至

62%，周末再取770萬美元，排

在榜單第五；影片目前累計成績

已輕松破億美元。

周末另兩部新片盡管開畫館

數都在2000家以上，但是都未打

入前十：中美合拍動畫《搖滾藏

獒》首周末370萬美元，排在周

末第11位；開路影業發行的動作

驚悚片《極速之巔》開畫三天僅

收 154 萬美元，館均收入不足

1000美元。

《危機13小時》音效師被取消奧斯卡提名資格
奧斯卡董事會今日宣布，憑借邁克爾·

貝新作《危機 13 小時》獲得奧斯卡最佳音
效提名的Greg P. Russell被取消了提名資格
，但該片的其他音效師角逐這壹獎項的資格
被保留。

據外媒報道，奧斯卡董事會今日對外宣
布，將取消Greg P. Russell的參賽資格。這
壹決定是在董事會在周四投票做出的，而影
片《危機 13 小時》還將正常參加即將於本
周日頒出的獎項角逐。

《危機13小時》是Greg P. Russell職業
生涯的 17 次最佳提名，此次被取消的原因
是“違反了學院競爭規則”。學院方面稱發
現Russell在提名期間曾致電多位音效部門成
員，以確保他們了解到他曾經做出的工作，
這違反了學院不得對學院成員進行電話遊說
的規定。

而除了Greg P. Russell，參與《危機13
小時》音效創作的 Gary Summers, Jeffrey J.
Haboush 和 Mac Ruth 仍將正常作為提名候

補。
最佳音效是《危機 13 小時》在本屆奧

斯卡獎項上獲得的唯壹壹項提名，它將與
《降臨》《愛樂之城》《星球大戰外傳：俠
盜壹號》《血戰鋼鋸嶺》展開角逐。

學院主席Cheryl Boone Isaacs表示董事
會作出這壹決定是非常謹慎的，“學院對於
奧斯卡投票的過程以及其它的壹切事物都非
常重視——不論出於何種意圖——都可能破
壞這壹過程的公正性。”

《生化危機：終章》內地三天破五億
截止發稿時累計5.5億 同檔“刺客信條”1.03億

《生化危機》系列科幻電影的收尾之作

《生化危機：終章》於2月24日正式登陸全

國影院，上映兩日在內地收獲4.78億，而截

止發稿時為止更是跨越了5億大關，累計票

房達5.5億，照此走勢，破十億指日可待。

《生化危機：終章》24日內地上映首日即迅

速破億，報收2.08億元（約3030萬美元），

僅用了壹天就把該片在北美上映壹個月的總

票房（2655萬美元）輕松超越，並趕超《美

國隊長3：內戰》1.81億元的首日成績躋身

國內首日票房紀錄前五。這壹成績在進口片

中僅次於《速度與激情7》的3.46億元、以

及《魔獸》去年暑期制造的2.52億元開局。

據時光網實時票房數據，《生化危機：終章

》目前累計票房已突破5億大關，上映第三

天截止發稿時累計 5.5 億。而同日開畫的

《刺客信條》上映三天累計票房僅為1.03億

。已經上映10天的動畫電影《歡樂好聲音

》累計票房為1.57億。《生化危機：終章》

由康斯坦丁影業出品，保羅· 安德森編劇並

執導，米拉· 喬沃維奇、艾麗· 拉特、魯比·

羅絲、李準基、伊恩· 格雷、威廉· 利維、肖

恩· 羅伯茨、伊恩· 馬肯等聯袂主演。前幾部

中的人物和主題都將回歸，大結局將循環回

到第壹部中的人物和主題，以串聯起系列六

部影片。目前，該片正以2D、3D、4DX、

中國巨幕3D形式在全國持續熱映中。



CC88休城工商

休士頓 106 年度冬季華文教師研習會圓滿成功
由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主辦休士頓地區華文教師冬季研習會，2 月 18

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主流學校 Cinco Ranch 高中的
資深教師李秀真老師及菩提學苑中文教師姜丁允擔任講師，共有大休士頓地
區近 50 名僑校老師及主流學校中文教師參與，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副主
任李美姿皆應邀出大休士頓地區近 50 名僑校老師及主流學校中文教師參與，
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副主任李美姿皆應邀出席。                                     

本次研習會課程分別介紹 AP 中文考試內容和教學教法及兒童華語文數
位教學應用課程等內容，分享在華語教學上的應用與實例，增進中文教學更
多元豐富、課堂更活潑生動。僑教中心莊主任在結業式中頒發結業證書，對
參與培訓的老師們的學習精神表示肯定。此次課程，透過 2 位老師的中文教
學經驗分享，與會教師均表獲益良多。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 中 心 於 2 月 25 日 下
午在中心舉辦大休士頓
地區民俗文化種子「在
地文化培訓」課程， 此
次課程邀請戴壽美及邱
林貴美文化菁英班教師
教授「故宮山水」及「童
趣紙鳶」2 項民俗文化
課程，共計有來自休士
頓、 糖 城 等 地 30 多 位
僑校及主流學校華文老
師 以 及 青 年 文 化 志 工
(FASCA) 參加，中心主
任莊雅淑到場為文化團
隊加油、打氣，並代表
僑委會頒發文化菁英班
結業證書給戴壽美、邱
林貴美、黃佳瑚、王秀珍、姚依依及季蘊青等 6 位學員。莊主任表示本次培訓係中
心結合文化教師及 FASCA 結合同時進行文化課程培訓，希望藉由培訓，整合文化種
子老師及 FASCA 志工兩股力量，強化推廣中華及臺灣優質文化力道，讓主流社區看
見臺灣之美，並持續為文化夏令營及華語文教學注入新做法，協助多元文化走入主
流學校及社區，期勉所有學員為傳揚傳統優質文化共同努力，課程獲學員熱烈迴響，
活動圓滿成功 !

休士頓民俗種子在地研習   擴大傳揚文化力量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 左 2) 與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會長程清鈺及Cinco Ranch高
中的資深教師李秀真老師及菩提學苑中文教師姜丁允2位講座合照。(記者黃麗珊攝) 大休士頓地區近50 名僑校老師及主流學校中文教師參與，主流學校Cinco Ranch高中的資深教師李秀真老師及菩提學苑中文教師姜

丁允擔任講師，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及副主任李美姿皆應邀出席休士頓106 年度冬季華文教師研習會結業式大合照。(記者黃麗珊攝)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排1左4)、菁英班文化教師群與全體學員合影。

菁英班文化教師邱林貴美教授「童趣紙鳶」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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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