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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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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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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路破入球荒 曼城英足盃又過一關

安歷基季後
領軍三年奪八冠 MSN獻 大勝致敬

卸
安歷基在巴塞狂勝希杭後向記者說：“我下

賽季將不再是巴塞主帥了，這對我來說是
個艱難決定，但也是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我
必須忠於自己的想法。”他揚言，自己將在本賽
季剩下三個月“全力以赴”。安歷基還透露，自
己在本賽季開始前便曾與球隊高層會面，表達了
自己不再續約的想法：“他們當時告訴我不要急
於作這個決定，但現在這個時刻還是到來了。”

想休息開季前已有退意
離開巴塞的原因，安歷基表示是因為自己在

工作上過於專注而甚少獲得休息時間。巴塞主席
巴度美說：“我們對安歷基的工作很滿意，但我
們必須接受教練這個決定並支持他。”他還說，
巴塞在過去三個賽季裡擁有“一位超級教練”。
安帥前巴塞隊友哥迪奧拿，2012年也是在執教巴
塞四年裡贏得所有錦標後選擇急流勇退的。西班
牙《馬卡報》稱，崇尚進攻足球的畢爾包53歲教
頭華維迪將是下任巴塞教頭的熱門人選。

今年46歲的安歷基曾經在1996至2004年間
以中場球員身份効力巴塞，退役後當過巴塞B隊
助教，及至2011年於意甲羅馬展開主教練生涯。
他在3年前離開切爾達重回舊會巴塞接掌帥印，
執教首年便率隊獲得聯賽、歐聯和西盃的“三冠

王”，第二年又帶領巴塞拿到聯賽和西盃“雙料
冠軍”。在他執教期間，巴塞還曾捧起西班牙超
級盃、歐洲超級盃和世界冠軍球會盃各一次。

怒炒希杭壓皇馬上榜首
2日凌晨西甲，美斯、蘇亞雷斯及尼馬的

MSN箭頭都有進賬，巴塞開賽9分鐘由美斯頂
入領先，兩分鐘後藉烏龍球擴大優勢，客隊短暫
追近一球，然而蘇亞雷斯完半場前的“窩利”施
射再將差距拉開。下半場4分鐘，美斯傳給柏高
艾卡沙破網，尼馬於65分鐘射入罰球，最後由
拿傑迪錫錦上添花。巴塞大勝希杭6：1，以17
勝6和2負積57分超越少1分但少踢一輪的皇
馬，本賽季首次進佔榜首。 ■綜合外電

巴塞羅那在最新一輪西甲足

球聯賽憑MSN開火主場大炒希杭

6：1，趁皇家馬德里再度失分而

搶去宿敵的積分榜“一哥”寶

座。衛冕形勢好轉，但巴塞新球

季卻不得不再要迎接換帥的挑

戰。今仗賽後，於過去三年帶領

巴塞橫掃西班牙聯賽、盃賽及歐

洲聯賽冠軍盃等各項錦標共8個冠

軍的功勳教頭安歷基宣佈，將在

本賽季結束後急流勇退！
同日西甲聯賽，皇家馬

德里卻在主場意外失分，若
非C．朗拿度連追兩粒逼和
拉斯彭馬斯3：3，皇馬恐連
1分也不保，不過近三輪聯
賽失了5分後皇馬還是讓出
了今季佔據多時的“一哥”
位置。儘管“銀河艦隊”少
踢一輪，但即使假設該仗會
全取3分，也只能以2分領
先巴塞。
艾斯高助皇馬領先，但

客隊扳成1：1完半場。換邊
後，上周傷癒復出的威爾斯
飛翼加里夫巴利報復式踢人
領紅牌離場，隨後沙治奧拉
莫斯犯手球輸12碼加上客隊
快攻得手，皇馬落後至1：
3。完場前3分鐘，客隊同樣

禁區內犯手球被判“極
刑”，C朗操刀命中，他過
了兩分鐘再接應角球頂入，
撿回1分。

此戰是皇馬連續第45場
正式比賽有入球，打破巴塞
於1944年創下的最長連續有
“士哥”的西班牙足壇紀
錄，而連續36輪西甲破網亦
寫下皇馬隊史。

是役第70分鐘C朗的入
球被誤判越位在先，皇馬主
帥施丹拒將之作為失分藉
口，“球隊表現不盡如人
意，已經三四仗是這樣了，
我們不會以球證判決作藉
口。”他又透露，“大聖
爺”賽後已為自己衝動被逐
道歉。 ■記者梁志達

“大聖爺”踢人被逐
皇馬造紀錄卻失頭名

巴塞兵符

■■美斯美斯((左左))為巴塞頭槌建功為巴塞頭槌建功。。 路透社路透社

■■尼馬尼馬((右右))跟蘇亞雷斯跟蘇亞雷斯((左左))各入一粒各入一粒。。 路透社路透社

■■阿古路阿古路((右右))射入個人射入個人
今場第二球今場第二球。。 路透社路透社

■■安歷基將在今夏安歷基將在今夏
告別巴塞告別巴塞。。 法新社法新社

■■巴禾反擊對方球迷巴禾反擊對方球迷。。
法新社法新社

今季正選位置一度不保
的首席前鋒阿古路終於打
破本土賽事連續6場的入球
荒，這位阿根廷國腳於2日
凌晨英格蘭足總盃16強重
賽中貢獻兩個“士哥”，
帶領曼城主場反勝第二級
別英冠的哈特斯菲爾德5：
1，又過一關入8強，將與
米杜士堡爭入準決賽。
上次對賽，曼城作客被

守和0：0需重賽，今仗領

隊哥迪奧拿在中前場稍作輪
換下近乎以強陣出擊，雖然
開賽7分鐘遭偷襲得手，但
利萊辛尼於30分鐘扳平，
之後曼城憑凌厲攻勢佔據絕
對優勢，先是阿古路12碼
得分，薩巴列達射成3：1進
入下半場，阿古路及伊恩拿
祖之後各建一功。
“今天的阿古路可能是最

好的 阿古路，他今天的表
現令人感驚喜，總

在適當時刻出現在適當地
方。”同獲哥帥點名表揚的
還有為自己“紙紮門將”污
名平反的哥迪奧巴禾，“巴
禾的表現也是頂級的，其穩
健發揮是己隊反勝的關
鍵。”

巴禾為自己平反
巴禾全場有1次關鍵撲

救，傳球成功率達95%。
■記者梁志達

體壇
短訊梁守志關注球迷安全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港超東方足球
隊在日前舉行的亞冠盃G組主場遭日職球隊川崎
前鋒逼和1:1，2日晨球隊立即復課，全隊正選泳
池浸溫水消除肌肉疲勞。而東方總監梁守志觀操
時表示關注到日前入場球迷的安全問題。

梁守志指出：“前晚有不少日本球迷買黃牛
飛，同時會方正視客隊球迷入場亂坐，誤入了東
方球迷區，或許會發生不愉快事件，之後我們的
主場比賽，將會想辦法解決。”他補充說：“旺
角場為主場的決定一點沒有錯，目前比賽的效
果、球員的表現和熟悉場地，主場作用發揮得淋
漓盡致。”

至於東方主帥陳婉婷對球隊拿下寶貴的一
分，大讚球員發揮出色，“球員踢出賽前防守部
署，在踢多一個下亦夠進取，只是下半場有少少
不集中，對1:1戰果好滿意。球員演出集中、落力
填補失位，就算上仗遭廣州恒大炒7球後，被人
睇低也沒氣餒。錯失幾個黃金機會未能爭得三
分，現球賽過去了，不會因拿不到三分而沮喪，
反而拿到一分而感到對信心增強。我們反擊及防
守比作客做得好，下仗主場迎戰水原藍翼會做到
同一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英超旋風今夏襲港！
繼英超挑戰盃今夏重臨香港
後，傑志班主伍健2日在社
交網站宣佈，季後將邀請英
超勁旅熱刺赴港獻技，雙方
商討合作已進入尾聲只差動
筆簽約，如能成事今個夏天
香港球迷將有機會欣賞到熱
刺及利物浦兩大勁旅表演。

香港球迷今個夏天將有

機會欣賞到連場好戲，先有
英超挑戰盃確定7月重臨香
港，而深受香港球迷喜愛的
利物浦極有可能是出賽球隊
之一，除此之外傑志班主伍
健2日亦有好消息宣佈，他
表示季後邀請熱刺赴港友賽
已“好事近”，只差動筆簽
約落實。兩大英超勁旅先後
訪港，今夏勢將再一次掀起
足球狂熱。

傑
志
邀
熱
刺

今
夏
赴
港
獻
技

鄭州女子網球賽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女子職業網球協會125K系列賽——
2017鄭州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公開賽將於下
月15日至23日在河南中原網球中心舉
行。中國唯一一個奧運會、大滿貫雙打冠
軍、中原網球中心副主任孫甜甜擔任賽事
總監。

世界跳水賽北京站開賽
2017年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首站

比賽——北京站將於3日至5日在“水立
方”舉行。中國“夢之隊”將派出新生代
實力選手與國外高手一決高下。■新華社

伍家朗德羽賽收退賽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世界

排名第8的港羽“一哥”伍家朗，2日於
德國羽毛球黃金賽第3圈收到對手退賽大
禮，率先殺入男單八強，從而得到一天休
息。

■■梁守志接受傳媒梁守志接受傳媒
訪問訪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方東方22日立日立
即復課即復課。。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熱刺赴港踢表演賽成事高熱刺赴港踢表演賽成事高。。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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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路破入球荒 曼城英足盃又過一關

安歷基季後
領軍三年奪八冠 MSN獻 大勝致敬

卸
安歷基在巴塞狂勝希杭後向記者說：“我下

賽季將不再是巴塞主帥了，這對我來說是
個艱難決定，但也是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我
必須忠於自己的想法。”他揚言，自己將在本賽
季剩下三個月“全力以赴”。安歷基還透露，自
己在本賽季開始前便曾與球隊高層會面，表達了
自己不再續約的想法：“他們當時告訴我不要急
於作這個決定，但現在這個時刻還是到來了。”

想休息開季前已有退意
離開巴塞的原因，安歷基表示是因為自己在

工作上過於專注而甚少獲得休息時間。巴塞主席
巴度美說：“我們對安歷基的工作很滿意，但我
們必須接受教練這個決定並支持他。”他還說，
巴塞在過去三個賽季裡擁有“一位超級教練”。
安帥前巴塞隊友哥迪奧拿，2012年也是在執教巴
塞四年裡贏得所有錦標後選擇急流勇退的。西班
牙《馬卡報》稱，崇尚進攻足球的畢爾包53歲教
頭華維迪將是下任巴塞教頭的熱門人選。

今年46歲的安歷基曾經在1996至2004年間
以中場球員身份効力巴塞，退役後當過巴塞B隊
助教，及至2011年於意甲羅馬展開主教練生涯。
他在3年前離開切爾達重回舊會巴塞接掌帥印，
執教首年便率隊獲得聯賽、歐聯和西盃的“三冠

王”，第二年又帶領巴塞拿到聯賽和西盃“雙料
冠軍”。在他執教期間，巴塞還曾捧起西班牙超
級盃、歐洲超級盃和世界冠軍球會盃各一次。

怒炒希杭壓皇馬上榜首
2日凌晨西甲，美斯、蘇亞雷斯及尼馬的

MSN箭頭都有進賬，巴塞開賽9分鐘由美斯頂
入領先，兩分鐘後藉烏龍球擴大優勢，客隊短暫
追近一球，然而蘇亞雷斯完半場前的“窩利”施
射再將差距拉開。下半場4分鐘，美斯傳給柏高
艾卡沙破網，尼馬於65分鐘射入罰球，最後由
拿傑迪錫錦上添花。巴塞大勝希杭6：1，以17
勝6和2負積57分超越少1分但少踢一輪的皇
馬，本賽季首次進佔榜首。 ■綜合外電

巴塞羅那在最新一輪西甲足

球聯賽憑MSN開火主場大炒希杭

6：1，趁皇家馬德里再度失分而

搶去宿敵的積分榜“一哥”寶

座。衛冕形勢好轉，但巴塞新球

季卻不得不再要迎接換帥的挑

戰。今仗賽後，於過去三年帶領

巴塞橫掃西班牙聯賽、盃賽及歐

洲聯賽冠軍盃等各項錦標共8個冠

軍的功勳教頭安歷基宣佈，將在

本賽季結束後急流勇退！
同日西甲聯賽，皇家馬

德里卻在主場意外失分，若
非C．朗拿度連追兩粒逼和
拉斯彭馬斯3：3，皇馬恐連
1分也不保，不過近三輪聯
賽失了5分後皇馬還是讓出
了今季佔據多時的“一哥”
位置。儘管“銀河艦隊”少
踢一輪，但即使假設該仗會
全取3分，也只能以2分領
先巴塞。

艾斯高助皇馬領先，但
客隊扳成1：1完半場。換邊
後，上周傷癒復出的威爾斯
飛翼加里夫巴利報復式踢人
領紅牌離場，隨後沙治奧拉
莫斯犯手球輸12碼加上客隊
快攻得手，皇馬落後至1：
3。完場前3分鐘，客隊同樣

禁區內犯手球被判“極
刑”，C朗操刀命中，他過
了兩分鐘再接應角球頂入，
撿回1分。

此戰是皇馬連續第45場
正式比賽有入球，打破巴塞
於1944年創下的最長連續有
“士哥”的西班牙足壇紀
錄，而連續36輪西甲破網亦
寫下皇馬隊史。

是役第70分鐘C朗的入
球被誤判越位在先，皇馬主
帥施丹拒將之作為失分藉
口，“球隊表現不盡如人
意，已經三四仗是這樣了，
我們不會以球證判決作藉
口。”他又透露，“大聖
爺”賽後已為自己衝動被逐
道歉。 ■記者梁志達

“大聖爺”踢人被逐
皇馬造紀錄卻失頭名

巴塞兵符

■■美斯美斯((左左))為巴塞頭槌建功為巴塞頭槌建功。。 路透社路透社

■■尼馬尼馬((右右))跟蘇亞雷斯跟蘇亞雷斯((左左))各入一粒各入一粒。。 路透社路透社

■■阿古路阿古路((右右))射入個人射入個人
今場第二球今場第二球。。 路透社路透社

■■安歷基將在今夏安歷基將在今夏
告別巴塞告別巴塞。。 法新社法新社

■■巴禾反擊對方球迷巴禾反擊對方球迷。。
法新社法新社

今季正選位置一度不保
的首席前鋒阿古路終於打
破本土賽事連續6場的入球
荒，這位阿根廷國腳於2日
凌晨英格蘭足總盃16強重
賽中貢獻兩個“士哥”，
帶領曼城主場反勝第二級
別英冠的哈特斯菲爾德5：
1，又過一關入8強，將與
米杜士堡爭入準決賽。

上次對賽，曼城作客被
守和0：0需重賽，今仗領

隊哥迪奧拿在中前場稍作輪
換下近乎以強陣出擊，雖然
開賽7分鐘遭偷襲得手，但
利萊辛尼於30分鐘扳平，
之後曼城憑凌厲攻勢佔據絕
對優勢，先是阿古路12碼
得分，薩巴列達射成3：1進
入下半場，阿古路及伊恩拿
祖之後各建一功。
“今天的阿古路可能是最

好的 阿古路，他今天的表
現令人感驚喜，總

在適當時刻出現在適當地
方。”同獲哥帥點名表揚的
還有為自己“紙紮門將”污
名平反的哥迪奧巴禾，“巴
禾的表現也是頂級的，其穩
健發揮是己隊反勝的關
鍵。”

巴禾為自己平反
巴禾全場有1次關鍵撲

救，傳球成功率達95%。
■記者梁志達

體壇
短訊梁守志關注球迷安全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港超東方足球
隊在日前舉行的亞冠盃G組主場遭日職球隊川崎
前鋒逼和1:1，2日晨球隊立即復課，全隊正選泳
池浸溫水消除肌肉疲勞。而東方總監梁守志觀操
時表示關注到日前入場球迷的安全問題。

梁守志指出：“前晚有不少日本球迷買黃牛
飛，同時會方正視客隊球迷入場亂坐，誤入了東
方球迷區，或許會發生不愉快事件，之後我們的
主場比賽，將會想辦法解決。”他補充說：“旺
角場為主場的決定一點沒有錯，目前比賽的效
果、球員的表現和熟悉場地，主場作用發揮得淋
漓盡致。”

至於東方主帥陳婉婷對球隊拿下寶貴的一
分，大讚球員發揮出色，“球員踢出賽前防守部
署，在踢多一個下亦夠進取，只是下半場有少少
不集中，對1:1戰果好滿意。球員演出集中、落力
填補失位，就算上仗遭廣州恒大炒7球後，被人
睇低也沒氣餒。錯失幾個黃金機會未能爭得三
分，現球賽過去了，不會因拿不到三分而沮喪，
反而拿到一分而感到對信心增強。我們反擊及防
守比作客做得好，下仗主場迎戰水原藍翼會做到
同一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
正謙）英超旋風今夏襲港！
繼英超挑戰盃今夏重臨香港
後，傑志班主伍健2日在社
交網站宣佈，季後將邀請英
超勁旅熱刺赴港獻技，雙方
商討合作已進入尾聲只差動
筆簽約，如能成事今個夏天
香港球迷將有機會欣賞到熱
刺及利物浦兩大勁旅表演。

香港球迷今個夏天將有

機會欣賞到連場好戲，先有
英超挑戰盃確定7月重臨香
港，而深受香港球迷喜愛的
利物浦極有可能是出賽球隊
之一，除此之外傑志班主伍
健2日亦有好消息宣佈，他
表示季後邀請熱刺赴港友賽
已“好事近”，只差動筆簽
約落實。兩大英超勁旅先後
訪港，今夏勢將再一次掀起
足球狂熱。

傑
志
邀
熱
刺

今
夏
赴
港
獻
技

鄭州女子網球賽下月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

道）女子職業網球協會125K系列賽——
2017鄭州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公開賽將於下
月15日至23日在河南中原網球中心舉
行。中國唯一一個奧運會、大滿貫雙打冠
軍、中原網球中心副主任孫甜甜擔任賽事
總監。

世界跳水賽北京站開賽
2017年國際泳聯世界跳水系列賽首站

比賽——北京站將於3日至5日在“水立
方”舉行。中國“夢之隊”將派出新生代
實力選手與國外高手一決高下。■新華社

伍家朗德羽賽收退賽大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啟剛）世界

排名第8的港羽“一哥”伍家朗，2日於
德國羽毛球黃金賽第3圈收到對手退賽大
禮，率先殺入男單八強，從而得到一天休
息。

■■梁守志接受傳媒梁守志接受傳媒
訪問訪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方東方22日立日立
即復課即復課。。

潘志南潘志南攝攝

■■熱刺赴港踢表演賽成事高熱刺赴港踢表演賽成事高。。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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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NBA常規賽繼續進行常規賽繼續進行。。做客的爵士隊經過四節較量以做客的爵士隊經過四節較量以102102--9292戰勝戰勝
奇才隊奇才隊，，取得取得33連勝繼續排在西部第連勝繼續排在西部第44；；奇才隊遭遇奇才隊遭遇22連敗連敗。。

20162016//1717賽季西甲第賽季西甲第2424輪壹場焦點戰在卡爾德隆球場展開角逐輪壹場焦點戰在卡爾德隆球場展開角逐，，巴塞巴塞
羅那客場羅那客場22比比11力克馬德裏競技力克馬德裏競技，，蘇亞雷斯進球無效蘇亞雷斯進球無效，，拉菲尼亞和戈丁先拉菲尼亞和戈丁先
後進球後進球，，梅西第梅西第8686分鐘絕殺分鐘絕殺。。巴薩巴薩44連勝後暫超少賽連勝後暫超少賽22場的皇馬場的皇馬22分分。。

[[西甲西甲]]馬德裏競技馬德裏競技11--22巴塞羅那巴塞羅那

迪士尼公主半程馬拉松迪士尼公主半程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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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極光奇幻 6天遊

 + +   



 
2016 100%  

+ 冬季極光號列車 8天遊  

 

 

更精彩

含單程火車票 ／  

           ／  

美西南 3 州, 遊遍德州 6 大城市,古蹟+美食… 

 

美西南大圓環 + 死亡谷 6天遊  

墨爾紅木公園/納帕谷/生蠔養殖場/加州 1 號公路 … 

 

 

 

 

  

 

 

 (行程詳細將於網頁公布) 

 

白冰冰將 60 年人生寫成自傳《可
以哭，別認輸：白冰冰逆流而上的頑張
哲學》，23 日舉辦記者會，黃子佼、小
潘潘及商界人士到場力挺。白冰冰將新
書版稅全數捐出，啟動「全台偏鄉 225
所國中公益贈書計劃」，旺旺集團董
事長蔡衍明以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名義
認購 630 冊，捐書到屏東偏鄉 21 所國
中，希望她的正能量能鼓勵困境中的
學子。

白冰冰讚旺董為善不欲人知，企
業主能熱心公益回饋社會，企業當然
旺旺旺。白冰冰說，希望這計畫能在偏
鄉撒下閱讀種子，「盼困境中的學子堅
強生命、擁抱生命，這樣我過去 60 年
的眼淚就變成珍珠了。」

再遭抹黑一定提告
但出書也引來酸民，說她消費女兒白曉燕，她說：「白曉燕事件，對大

眾是當天的一件事，但對我來說是一輩子，我想念我的女兒應該沒有罪
吧！一個人活下去不容易，希望大家多給我一點鼓勵。」至於抹黑造謠不斷，
她說，「有人說我跟殺害白曉燕的歹徒認識，還一起做電玩生意。這對我
造成很大傷害，往後不再容忍，一定提告、訴求高額名譽賠償金，請他們
自重。」

《改變的起點》憶往
她日前也上中視《改變的起點》，談到與抓姦前夫日本知名漫畫家過

程，她當時闖進日本飯店，看到老公光溜溜躺床上，小三悠哉翹著腿吸菸，
嗆她「怎麼追到這來了？妳老公不是要跟妳離婚？」她被老公趕出飯店，
身在異國又懷有７個月身孕，站在雪地裡痛哭，現在對婚姻、感情再也沒
有幻想。

白冰冰捐版稅送愛偏鄉

55 歲男子徐國璋 自稱洪文棟是生父

陳子玄再秀孕婦寫真 深 V 禮服辣翻天

周湯豪萬人迷 國高中都有把到校花

2015 年 7月，張震嶽、熱狗、「E-SO」、小春、
大淵共5人在北京宣布組團，定名為「兄弟本色」，
以一曲「太危險」的夯歌《Fly Out》爆紅，沒想
到去年驚爆宣布此團為「期間限定」，4 月唱完
2 場台北小巨蛋，各自回歸自己的音樂事業，暫
時單飛。

巨蛋出發，巡迴世界走透透，朝夕相處一年
多後，兄弟本色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將在今年畫
下休止符！各奔西東前，他們將在 4 ／ 29、4 ／
30 回到小巨蛋，帶來「日落黑趴最終場」！

今天主視覺海報首度曝光，大玩七零年代
復古元素，結合電影裡哥倫比亞大亨的造型與

藝人周湯豪睽違 4 年再次回歸戲劇，今天出席新戲「鐘
樓愛人」開鏡，他在片中是萬人迷，提到學生時期怎麼把妹，
周湯豪笑說，「小時候都是別人追我，長大行情比較差」。

台視、東森時空愛情偶像劇「鐘樓愛人」，今天上午在
東森電視開鏡，包括主要演員周湯豪、孟耿如、黃薇渟、楊

本 土 劇 女
演員陳子玄去年
與 演 員 陳 建 隆
結婚，婚後也常
在網路上分享自
己懷孕的心路歷
程，日前她 先 釋
出在肚皮彩繪的
照片，而昨（23）
日再度分享自己
身穿絕美禮服的
孕照！

一改之前的
可愛俏皮風，這
次 穿 上 深 V 禮
服，大秀好身材，
但她也搞笑稱自
己是「海獅」，表
示孕婦不該因懷
孕而走 味，而從
照片也能看出她
四肢纖細，讓網
友驚呼從背面根
本看不出來是孕
婦！

而 陳 子 玄
也表示這次是走
「微性感成熟風
格」，銀灰色的禮服更襯得她皮膚白皙，她也認為當媽媽依舊需要時尚美美的。
網友更是直喊「太美了吧」！也大讚她是最美孕媽咪！

歌 仔 戲
國寶楊麗花
的 丈 夫 洪
文 棟，驚 傳
有 私 生子！
一 名 55 歲
的男子徐國
璋，自 稱 洪
文 棟 是 他
的 生 父，而
媽媽則曾是
台中舞廳名
花，因 為 不
被 洪 家 接
受，只 能 獨
力撫養兒子，他希望能夠認祖歸宗卻遭到拒絕，現在向法
院提起親子關係訴訟，希望驗 DNA 證明一切。

自 稱 洪 文 棟 私 生子 徐 國 璋：「我 是 希 望 說 我 爸可
以 ... 唉。」

徐國璋嘆了口氣，拿出一張父母親的黑白照片，他說左
邊的是媽媽徐英妹，右邊的是年輕時的洪文棟，歌仔戲國
寶楊麗花的丈夫，也就是說，他是洪文棟的私生子。

自稱洪文棟私生子徐國璋：「從小到大我都一直知道我
的爸是誰，我一直想說有一天我爸會說，國璋回來跟爸爸培
養感情，年紀也大了可是我一直等等等，等到現在。」

講起洪文棟，55 歲的徐國璋語氣無奈、神情落寞，他說

日落前最後一趴 兄弟本色「開房間」催落去
慨念，表現出具電影感的視覺創意。拍攝當天特
別情商熱狗的古董商朋友出借了許多珍貴物品
當道具，並找了萬華一間還保有古老原貌的旅
社「開房間」拍攝，兄弟本色五人抽雪茄扮哥倫
比亞大亨，大淵跟小春還用道具電話演出對話
戲碼惹笑現場工作人員，五人有模有樣過足戲
癮！

兄弟本色 5 人最近也在密集腦力激盪，為
新專輯創作新歌，預計新歌將在 3 月下旬就可
以面世。「日落黑趴最終場」延續上一次台中場
演唱會的售票方式，需先加入本色官網的會員
才能購票，3 ／11 開售。

銘威、郭鑫等演員都出席。
片中周湯豪穿越時空回到大學時代，大學念音樂學院，

沒有校園生活，正好藉拍戲重新體驗，戲裡是萬人迷的他，
提到要是回到過去，整人、把妹的方式也不同，不過他說，「小
時候都是別人追我，長大行情比較差」，但國中、高中都有
把到校花，還說這是「基本配備啊」。

不過萬人迷的周湯豪也有困擾，「小時候紙星星拿到不
知道幾罐，拿到都很火大、賭爛，但現在想想很費工」。

提到可接受女友年紀的差距，周湯豪說，以前大他 8 歲
都還可接受，但現在會希望年齡和他近一點，媽媽比莉對
他的交往對象都不會反對，只要對他好都行。

周湯豪去年底因新歌「帥到分手」成功翻紅，他今天表
示，沉寂 4 年做一張專輯，從零開始，這次再度回歸戲劇，
難免又會再度關注戀情、緋聞，問他現在是否單身，「永遠
單身啊，結婚前都單身」，也說沒時間談戀愛，認為感情是
私人的事情，但如果有好消息會和大家分享。

媽媽曾經是台中舞廳名花，跟洪文棟陷入熱戀，卻不被洪家
接受，只好獨自撫養兒子 10 年後，帶著他改嫁美國，去美國
前，徐國璋才第一次跟生父見面。

自稱洪文棟私生子徐國璋：「10 歲要來美國前一天，我
第一次見到我爸我嚇一跳，我也很高興有時候我都會想我
爸。」

回憶相當珍貴，卻也寥寥可數，因為徐國璋陸續透過洪
文棟的秘書，跟洪文棟見面 7 次，但因為洪文棟退休，斷了
聯繫管道，加上媽媽過世，定居美國 45 年的他，才決定回台
認祖歸宗。

自稱洪文棟私生子徐國璋：「我身分證只有我母親的名
字，可是沒有我爸的名字，我媽的遺願就是我找到爸認祖歸
宗。」

拿出這些年跟洪文棟之間的匯款單，證明關係，其實仔
細看，徐國璋跟年輕時的洪文棟，從眉毛、眼睛、鼻子到嘴唇，
都有類似神韻，五官相像，但當徐國璋直奔楊麗花位在天母
的豪宅，想請楊麗花幫忙時，卻只見到開門的是她的徒弟陳
亞蘭，接著就被拒於門外，他只好提起親子關係訴訟，DNA
見分曉，但外界質疑，目地不單純，畢竟現年 79 歲的洪文棟，
不但是骨科名醫，還是國民黨前立委，和新光金大股東，身
價破億。

自稱洪文棟私生子徐國璋：「我是要再做手術一次，徐
國璋委任律師黃逸仁，因為徐先生之前其實作過心臟手術，
徐國璋委任律師黃逸仁，之前媽媽的遺願也是希望，徐國璋
委任律師黃逸仁，父子倆能夠像一般的父子一樣。」

否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情，徐國璋期待洪文棟出面認
他，只怕這次轉身，就是永遠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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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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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身穿紅色西裝型爆登場，身體抱
恙的車銀優亦有現身台上，隊長

Jin Jin帶領成員用廣東話跟在場粉絲打招
呼，Jin Jin指1日晚赴港獲香港的ARO-
HA（粉絲名稱）熱烈歡迎好開心，希望
大家3日晚能夠好好享受他們準備的演
出。問到今次香港行最想做甚麼，尹產
賀即表示想坐山頂纜車，產賀即約定同
香港粉絲一起坐，現場隨即傳出陣陣尖
叫。

活動前，6子原本安排抽空接受訪
問，可惜成員車銀優因感冒抱恙缺席訪
問環節。談到成員銀優早前演出過綜藝
節目《叢林的法則》，文彬和Rocky皆
表示想參加，因他倆很喜歡身體力行，
文彬又透露想演出《無限挑戰》。

向來銀優被視為ASTRO的外貌擔
當，JIN JIN2日就自薦他也想成為外貌
擔當，他搞笑說：“見到銀優，望返塊
鏡，覺得同我差唔多。”其他成員聞言
卻不留情面的笑了，十分搞笑。

演員徐康俊是他們的同門師兄，AS-
TRO坦言有演戲的慾望，因為事務所之
前都是一間演員公司，他們出道前都有
拍攝過網劇《To Be Continued》。出道
僅1年，ASTRO便在“首爾歌謠大獎”
奪獎，令他們喜出望外，稱今次得獎真
的要多謝粉絲支持。

ASTRO原來一直視韓國天團BIG-
BANG為學習對象，會參考BIGBANG
的歌、舞來“偷師”。

分享心中理想女性
又問ASTRO如果有機會跟成員交換

身體一星期，Jin Jin稱想跟產賀交換，
MJ則想跟銀優交換，試用銀優的美貌感

受生活。談及理想女性，文彬、MJ、Jin-
Jin異口同聲表示喜歡開朗、愛笑的女
仔；產賀指因自己“大頭蝦”， 希望對
象細心又照顧到他；Rocky就喜歡可愛、
對長輩有禮的女性。

演唱周杰倫《告白氣球》
早前ASTRO在《偶像運動大會》

中的健身環節拿下冠軍，他們坦言用
了一個月時間練習。

文彬笑言曾覺得 Aerobic (有氧運
動）只是大媽才會學跳的，但原來他
們從中能學到很多。3日晚ASTRO首
度開唱會港迷，他們透露唱周杰倫的
《告白氣球》，而且會大騷廣東話。

車銀優抱恙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凡文凡文））韓國男團韓國男團ASTROASTRO六子六子

JinJinJinJin、、文彬文彬、、車銀優車銀優、、MJMJ、、RockyRocky及尹產賀首度赴港及尹產賀首度赴港，，

33日晚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日晚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ASTROASTRO 11st Show inst Show in

Hong KongHong Kong”，”，22日於商場舉行記者會日於商場舉行記者會，，身體抱恙的車身體抱恙的車

銀優亦有現身台上銀優亦有現身台上。。先由隊長先由隊長 JINJINJINJIN 帶頭用廣東話作帶頭用廣東話作

自我介紹自我介紹，，各成員再逐一向香港粉絲打招呼各成員再逐一向香港粉絲打招呼。。其後各成其後各成

員表示一直對香港的事物感興趣員表示一直對香港的事物感興趣，，十分期待來訪十分期待來訪。。而大而大

會亦特別準備香港地道美食給會亦特別準備香港地道美食給 66子逐一品嚐子逐一品嚐，，各成員試各成員試

食的趣怪表情及食後感令大家捧腹大笑食的趣怪表情及食後感令大家捧腹大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楊紫
瓊、任達華及太太琦琦、文詠珊、周嘉玲
等2日晚出席品牌活動，久沒在港露面的
楊紫瓊剛在多倫多拍攝荷里活經典電影
《星空奇遇記》，今次特地返港一日出席
活動，即晚又趕回巴黎再到約旦繼續拍攝
工作，可謂風塵僕僕，她自言做了空中飛
人，難得有機會赴港與大家見面，挺是開
心。

約旦發生過連串槍擊事件，政局不
穩，楊紫瓊表示：“我們落機即會有軍人
保護，他們知道我們來拍攝，其實很和平
沒事的，不可以給人嚇到不敢出街收埋自
己在屋企，我們要支持每個人行出去。之
前聖誕節時，巴黎氣氛很好，大家很堅
強。”楊紫瓊又指今次拍戲，每個人有六
個軍人保護，不過這場戲只有兩個主角，
要保護的人不多，問到法籍男友Todt 會
否擔心？她即說：“一點也不擔心，因他
與當地皇帝的弟弟很相熟，也去過幾
次。”問到男友會否同行時，楊紫瓊即扁
嘴說：“他要去倫敦和羅馬工作，我們已
有四、五個星期沒見面。”至於兩人的婚
禮只聞樓梯響，楊紫瓊說：“根本沒時間
籌備，今年也很忙要應付兩、三部電影，
不能成事，(明年出嫁？)我不說了。”

楊
紫
瓊
約
旦
拍
戲
獲
軍
人
保
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吳
文釗）甄子丹、劉嘉玲、楊千嬅、余文
樂、劉偉強、薛凱琪及周秀娜等人2日
晚出席《香港電影導演會周年晚宴暨年
度頒獎禮》，導演會會長劉偉強表示今
年筵開32席是歷年最多，更有28位新
晉導演參與盛事。

2日晚大會共頒發7個獎項，得獎
名單分別是“最佳導演”周星馳《美人
魚》和曾國祥《七月與安生》、“最佳
電影”《樹大招風》、“最佳男主角”
林家棟、“最佳女主角”惠英紅、“最
佳新演員”胡子彤、“新晉導演”黃雄
和“榮譽大獎”許冠文。劉偉強表示雖
然電影市道不佳，但仍樂見不少新人湧
現，他們作為舊人也想薪火相傳提攜後

輩，笑言會與新人多作溝通，順道踢他
們入會。提到會否建議演員減片酬來拯
救市道，劉偉強說：“之前都有叫過，
例如《一念無名》只有200萬港元成
本，都有余文樂和曾志偉來幫手。”至
於劉導演今年大計，他透露會開拍古裝
喜劇，但演員名單暫未能公佈。

穿得雍容華貴到來的劉嘉玲，表
示自農曆年休息至今，由於之後工作多
要拍3部新片，會把握時間做運動操弗
身體，她說：“其中一部會拍徐克的
《狄仁傑》系列第三集，對手有趙又
廷、林更新等。”會否少了時間與老公
梁朝偉拍拖，嘉玲笑道：“他都要還片
債啦，去年的電影還未拍完，現在要拍
《捉妖記2》和《歐洲攻略》，他拍的
戲每次都拍很久，一定很認真。”

每年都來支持周年晚宴的楊千
嬅，表示作為演員理應前來支持業界。
提到她與兒子面試學校時被其他家長偷
拍，更指千嬅表現緊張，她說：“應該
是爆料那位家長更緊張，當時我和老公
都各有各忙，我忙於度自己的期表，不
想在老師面前像玩電話，只好在手袋裡
整理，其他人還以為我在做筆記。”至
於兒子面試表現如何，千嬅說：“他見
完就說good job，又說有跟老師give
me five。”千嬅稱事前沒與兒子練見

面試，因為不想迫他令他有反感，只教
他基本禮貌和身教。

小紅領獎眼泛淚光
最佳女主角惠英紅領獎時眼泛淚

光，她坦言只抱住來吃飯的心情，說：
“有件事一直放在心裡40年，就是從
來沒有導演讚過我，我有懷疑是否自己
做得不好，令我沒有自信，今次得獎就
當是眾導演讚我，一次過拿回自信。”
小紅事後表示上台領獎時手震，腦袋一
片空白，她說：“其實我是個需要人讚
的人，就算媽咪一直以來都沒有讚過
我，我最介意就是要導演讚，因為他是
電影的領導。”小紅又稱不會因得獎提
高對金像獎信心，因為兩者不能相提並
論。最佳男主角林家棟獲獎同樣心情激
動，他表示以往多在台下見人獲獎，
說：“踏上台只是十多秒，但我在台下
等了30年，多謝導演給我機會，我比
小紅姐幸運，我沒有被人讚，只有被人
鬧。”家棟受訪時仍難掩激動之情，也
不敢多想金像獎得獎機會，說：“好感
觸，就算被人鬧都是沒惡意，時間可以
證明一切，今次得獎好大意義，事前真
的沒想過。”至於會否向恩師養傷中的
劉德華報喜，家棟表示一定會，因為是
對方看住他長大。

林家棟惠英紅
成導演眼中影帝影后

■■ASTROASTRO即場跳即場跳
唱唱hithit 歌歌，，將現場將現場
氣氛推至高峰氣氛推至高峰。。

■■楊紫瓊楊紫瓊

■林家棟和惠英紅於導演會稱帝封
后。 彭子文攝

■曾國祥拿下“最佳導演”，即場
吻賀女友王敏奕。 彭子文攝

■余文樂和千嬅一齊到場。
彭子文攝

■■左起左起：：產賀產賀、、
MJMJ、、文彬文彬、、JinJin--
JinJin及及RockyRocky齊接齊接
受訪問受訪問。。

梅馨文梅馨文 攝攝

■■ASTROASTRO為粉絲在為粉絲在
演唱會海報上簽名演唱會海報上簽名。。

■■成員文彬成員文彬（（中中））品嚐香港地道美食酥皮蛋撻品嚐香港地道美食酥皮蛋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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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身穿紅色西裝型爆登場，身體抱
恙的車銀優亦有現身台上，隊長

Jin Jin帶領成員用廣東話跟在場粉絲打招
呼，Jin Jin指1日晚赴港獲香港的ARO-
HA（粉絲名稱）熱烈歡迎好開心，希望
大家3日晚能夠好好享受他們準備的演
出。問到今次香港行最想做甚麼，尹產
賀即表示想坐山頂纜車，產賀即約定同
香港粉絲一起坐，現場隨即傳出陣陣尖
叫。

活動前，6子原本安排抽空接受訪
問，可惜成員車銀優因感冒抱恙缺席訪
問環節。談到成員銀優早前演出過綜藝
節目《叢林的法則》，文彬和Rocky皆
表示想參加，因他倆很喜歡身體力行，
文彬又透露想演出《無限挑戰》。

向來銀優被視為ASTRO的外貌擔
當，JIN JIN2日就自薦他也想成為外貌
擔當，他搞笑說：“見到銀優，望返塊
鏡，覺得同我差唔多。”其他成員聞言
卻不留情面的笑了，十分搞笑。

演員徐康俊是他們的同門師兄，AS-
TRO坦言有演戲的慾望，因為事務所之
前都是一間演員公司，他們出道前都有
拍攝過網劇《To Be Continued》。出道
僅1年，ASTRO便在“首爾歌謠大獎”
奪獎，令他們喜出望外，稱今次得獎真
的要多謝粉絲支持。

ASTRO原來一直視韓國天團BIG-
BANG為學習對象，會參考BIGBANG
的歌、舞來“偷師”。

分享心中理想女性
又問ASTRO如果有機會跟成員交換

身體一星期，Jin Jin稱想跟產賀交換，
MJ則想跟銀優交換，試用銀優的美貌感

受生活。談及理想女性，文彬、MJ、Jin-
Jin異口同聲表示喜歡開朗、愛笑的女
仔；產賀指因自己“大頭蝦”， 希望對
象細心又照顧到他；Rocky就喜歡可愛、
對長輩有禮的女性。

演唱周杰倫《告白氣球》
早前ASTRO在《偶像運動大會》

中的健身環節拿下冠軍，他們坦言用
了一個月時間練習。

文彬笑言曾覺得 Aerobic (有氧運
動）只是大媽才會學跳的，但原來他
們從中能學到很多。3日晚ASTRO首
度開唱會港迷，他們透露唱周杰倫的
《告白氣球》，而且會大騷廣東話。

車銀優抱恙現身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凡文凡文））韓國男團韓國男團ASTROASTRO六子六子

JinJinJinJin、、文彬文彬、、車銀優車銀優、、MJMJ、、RockyRocky及尹產賀首度赴港及尹產賀首度赴港，，

33日晚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日晚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ASTROASTRO 11st Show inst Show in

Hong KongHong Kong”，”，22日於商場舉行記者會日於商場舉行記者會，，身體抱恙的車身體抱恙的車

銀優亦有現身台上銀優亦有現身台上。。先由隊長先由隊長 JINJINJINJIN 帶頭用廣東話作帶頭用廣東話作

自我介紹自我介紹，，各成員再逐一向香港粉絲打招呼各成員再逐一向香港粉絲打招呼。。其後各成其後各成

員表示一直對香港的事物感興趣員表示一直對香港的事物感興趣，，十分期待來訪十分期待來訪。。而大而大

會亦特別準備香港地道美食給會亦特別準備香港地道美食給 66子逐一品嚐子逐一品嚐，，各成員試各成員試

食的趣怪表情及食後感令大家捧腹大笑食的趣怪表情及食後感令大家捧腹大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楊紫
瓊、任達華及太太琦琦、文詠珊、周嘉玲
等2日晚出席品牌活動，久沒在港露面的
楊紫瓊剛在多倫多拍攝荷里活經典電影
《星空奇遇記》，今次特地返港一日出席
活動，即晚又趕回巴黎再到約旦繼續拍攝
工作，可謂風塵僕僕，她自言做了空中飛
人，難得有機會赴港與大家見面，挺是開
心。

約旦發生過連串槍擊事件，政局不
穩，楊紫瓊表示：“我們落機即會有軍人
保護，他們知道我們來拍攝，其實很和平
沒事的，不可以給人嚇到不敢出街收埋自
己在屋企，我們要支持每個人行出去。之
前聖誕節時，巴黎氣氛很好，大家很堅
強。”楊紫瓊又指今次拍戲，每個人有六
個軍人保護，不過這場戲只有兩個主角，
要保護的人不多，問到法籍男友Todt 會
否擔心？她即說：“一點也不擔心，因他
與當地皇帝的弟弟很相熟，也去過幾
次。”問到男友會否同行時，楊紫瓊即扁
嘴說：“他要去倫敦和羅馬工作，我們已
有四、五個星期沒見面。”至於兩人的婚
禮只聞樓梯響，楊紫瓊說：“根本沒時間
籌備，今年也很忙要應付兩、三部電影，
不能成事，(明年出嫁？)我不說了。”

楊
紫
瓊
約
旦
拍
戲
獲
軍
人
保
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吳
文釗）甄子丹、劉嘉玲、楊千嬅、余文
樂、劉偉強、薛凱琪及周秀娜等人2日
晚出席《香港電影導演會周年晚宴暨年
度頒獎禮》，導演會會長劉偉強表示今
年筵開32席是歷年最多，更有28位新
晉導演參與盛事。

2日晚大會共頒發7個獎項，得獎
名單分別是“最佳導演”周星馳《美人
魚》和曾國祥《七月與安生》、“最佳
電影”《樹大招風》、“最佳男主角”
林家棟、“最佳女主角”惠英紅、“最
佳新演員”胡子彤、“新晉導演”黃雄
和“榮譽大獎”許冠文。劉偉強表示雖
然電影市道不佳，但仍樂見不少新人湧
現，他們作為舊人也想薪火相傳提攜後

輩，笑言會與新人多作溝通，順道踢他
們入會。提到會否建議演員減片酬來拯
救市道，劉偉強說：“之前都有叫過，
例如《一念無名》只有200萬港元成
本，都有余文樂和曾志偉來幫手。”至
於劉導演今年大計，他透露會開拍古裝
喜劇，但演員名單暫未能公佈。

穿得雍容華貴到來的劉嘉玲，表
示自農曆年休息至今，由於之後工作多
要拍3部新片，會把握時間做運動操弗
身體，她說：“其中一部會拍徐克的
《狄仁傑》系列第三集，對手有趙又
廷、林更新等。”會否少了時間與老公
梁朝偉拍拖，嘉玲笑道：“他都要還片
債啦，去年的電影還未拍完，現在要拍
《捉妖記2》和《歐洲攻略》，他拍的
戲每次都拍很久，一定很認真。”

每年都來支持周年晚宴的楊千
嬅，表示作為演員理應前來支持業界。
提到她與兒子面試學校時被其他家長偷
拍，更指千嬅表現緊張，她說：“應該
是爆料那位家長更緊張，當時我和老公
都各有各忙，我忙於度自己的期表，不
想在老師面前像玩電話，只好在手袋裡
整理，其他人還以為我在做筆記。”至
於兒子面試表現如何，千嬅說：“他見
完就說good job，又說有跟老師give
me five。”千嬅稱事前沒與兒子練見

面試，因為不想迫他令他有反感，只教
他基本禮貌和身教。

小紅領獎眼泛淚光
最佳女主角惠英紅領獎時眼泛淚

光，她坦言只抱住來吃飯的心情，說：
“有件事一直放在心裡40年，就是從
來沒有導演讚過我，我有懷疑是否自己
做得不好，令我沒有自信，今次得獎就
當是眾導演讚我，一次過拿回自信。”
小紅事後表示上台領獎時手震，腦袋一
片空白，她說：“其實我是個需要人讚
的人，就算媽咪一直以來都沒有讚過
我，我最介意就是要導演讚，因為他是
電影的領導。”小紅又稱不會因得獎提
高對金像獎信心，因為兩者不能相提並
論。最佳男主角林家棟獲獎同樣心情激
動，他表示以往多在台下見人獲獎，
說：“踏上台只是十多秒，但我在台下
等了30年，多謝導演給我機會，我比
小紅姐幸運，我沒有被人讚，只有被人
鬧。”家棟受訪時仍難掩激動之情，也
不敢多想金像獎得獎機會，說：“好感
觸，就算被人鬧都是沒惡意，時間可以
證明一切，今次得獎好大意義，事前真
的沒想過。”至於會否向恩師養傷中的
劉德華報喜，家棟表示一定會，因為是
對方看住他長大。

林家棟惠英紅
成導演眼中影帝影后

■■ASTROASTRO即場跳即場跳
唱唱hithit 歌歌，，將現場將現場
氣氛推至高峰氣氛推至高峰。。

■■楊紫瓊楊紫瓊

■林家棟和惠英紅於導演會稱帝封
后。 彭子文攝

■曾國祥拿下“最佳導演”，即場
吻賀女友王敏奕。 彭子文攝

■余文樂和千嬅一齊到場。
彭子文攝

■■左起左起：：產賀產賀、、
MJMJ、、文彬文彬、、JinJin--
JinJin及及RockyRocky齊接齊接
受訪問受訪問。。

梅馨文梅馨文 攝攝

■■ASTROASTRO為粉絲在為粉絲在
演唱會海報上簽名演唱會海報上簽名。。

■■成員文彬成員文彬（（中中））品嚐香港地道美食酥皮蛋撻品嚐香港地道美食酥皮蛋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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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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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彈專家》劉德華穿40公斤拆彈服
拆高科技炸彈

由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環宇娛

樂有限公司、夢造者娛樂有限公司出

品，邱禮濤導演執導，劉德華監制並

主演、姜武、宋佳等主演的警匪動作巨

制《拆彈專家》將於 4月 28日全國上

映。這是目前五壹檔唯壹壹部警匪動

作大片，而且也是近年來首次聚焦拆彈

題材，此前先導預告的火爆場面已讓

觀眾大呼過癮，不少網友都表示十分

期待。今日影片再發劇照，劉德華身

穿重達 40公斤的拆彈服只身拆彈，面

露凝重，與死神爭分奪秒，緊張氣氛撲

面而來。除了火爆緊張的動作場面，影

片還大量展現了拆彈過程的專業性與

精細度，各種類型炸彈的展現也是影

片壹大看點。

劉德華穿百斤拆彈服親上陣

每拆壹彈都是與死神博弈
今日發布的劇照中，劉德華身穿

厚重的拆彈服和防暴頭盔，面對著壹

顆隨時都有可能危及百千生命的炸

彈，緊張氣氛撲面而來。劉德華面

色凝重但眼神中透露著冷靜和堅毅，

冷靜觀察之後，便熟練操作拆彈工

具，如同雕刻壹件藝術品壹般精細

拆除炸彈。

為了更還原真實，劉德華身穿重達

40公斤的拆彈服親自上陣，並冒著30多

度酷暑拍攝，非常敬業。劉德華解讀

稱，拆彈警察是隨時走在死亡邊緣的職

業，對他們來說，再厚重的拆彈服也不

是完全安全的，每拆壹彈都是與死神的

博弈，正如預告片中劉德華的臺詞：

“拆彈不是想做就能做，是需要上天

批準的。”可見拆彈的難度和危險度

之高。

《拆彈專家》再造高品質警匪大片
大場面與專業度並舉
《拆彈專家》是近年來香港警匪

大片首次聚焦“拆彈”題材，從之前

的預告片就可以看出，大量“蹦蹦蹦”

的爆炸場面和荷槍實彈的動作戲都令

人腎上腺素飆升，不少網友反映“很

帶感、很期待”。除了火爆動作場面，

《拆彈專家》還更多地展現了“拆

彈”這壹“神秘工種”的專業度和精

細度。

導演邱禮濤表示，像拆除不同的

炸彈，需要用到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工

具，影片中都有對這些拆彈過程進行

真實的還原；還有各種炸彈的構成及

危險度，也都有專業的展現。劉德華

作為本片的監制，每壹場拆彈的戲，

都會邀請專業的拆彈專家到現場進行

技術指導，每處細節都力求還原真實、

精益求精。

《拆彈專家》由博納影業集團有限

公司、環宇娛樂有限公司、夢造者娛樂

有限公司出品，小米影業、上海騰訊企

鵝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廣東昇格傳

媒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制作費超過1.8億港幣。

監制/主演劉德華的公司“夢造者”全程

制作，電影《拆彈專家》將作為目前五

壹檔唯壹警匪大片，於4月28日全國火

爆上映。

跨國笑匠雲集《歡樂喜劇人》

3月24日專治不開心
由國內最頂尖的喜劇人郭

德綱、嶽雲鵬、張小斐、艾

倫、潘斌龍、張泰維、孫越等

聯袂主演的喜劇電影《歡樂喜

劇人》正式宣布定檔3月24日。

影片由著名喜劇大師“憨豆先

生”羅溫· 艾金森特別出演，更

有拳王伊萬德· 霍利菲爾德傾情

加盟，中西喜劇天團合璧，共

同打造全民歡樂輕喜劇。而這

也將是羅溫· 艾金森最後壹次

作為“憨豆先生”出現在大銀

幕上。

歡樂輕喜劇定檔3.24
“笑果“不減專治不開心
在此次的定檔海報中，十壹

位國內外笑匠悉數亮相，由憨豆

先生，郭德綱以及小嶽嶽率領的

壹眾喜劇大咖齊聚電影院。諸位

笑星大咖或驚喜、或搞笑，風格各異。從之前曝光的預告來看電影《歡樂

喜劇人》融合了時下流行文化中接地氣的元素，讓人感同身受的同時又被

笑點擊中。此次，電影《歡樂喜劇人》打出的“全民送歡樂，專治不開

心”的宣傳語也凸顯出電影輕喜劇的定位，致力於給影迷呈現壹場與眾不

同的歡樂盛宴。

電影《歡樂喜劇人》講述了郭德綱、嶽雲鵬、張小斐、艾倫、

潘斌龍、張泰維等壹班國內最頂尖的喜劇人集體到澳門進行封閉排練

時，師父郭德綱意外失蹤，並隨之發生了接踵而至的“奇怪事件”，

由此也引發了壹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他們又將如何應對呢？

郭德綱的失蹤究竟隱藏著什麽樣的內幕？讓人不禁期待這場非比尋常

的澳門之旅。

各路喜劇大咖雲集 中西合璧碰撞全新火花
電影《歡樂喜劇人》中的每個主演，在國內外都人氣極高，擁有

各自的喜劇特質，受到數以萬計粉絲追捧，而且自電影《歡樂喜劇人》

的預告片播出之後，就壹直備受觀眾期待。由郭德綱和小嶽嶽帶領

的“喜劇天團”通過輕松幽默的表演，引發了壹連串啼笑皆非的故事，

而這些令人捧腹的片段也是吊足了各位觀眾的胃口，讓影迷們直呼

“不夠過癮！”不僅如此，外國喜劇大師“憨豆先生”的友情出演也

為影片錦上添花賺足了眼球。這壹次中外喜劇大師強強聯手同臺飆

戲，憨豆先生和郭德綱師徒之間又會擦出什麽不壹樣的火花呢？讓我

們拭目以待。

電影《歡樂喜劇人》由喜劇者聯盟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德雲社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泛亞盛世文化產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北京皇者文化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影片由黎繼強導演，郭德綱、嶽雲鵬、羅溫。艾金森

（憨豆）、張小斐、艾倫、潘斌龍、張泰維、孫越、伊萬德。霍利菲爾德

主演，並將於2017年3月24日登陸全國院線。

電影《古劍奇譚》殺青 王力宏高以翔豪氣返紅包
歷經近3個月寒冬裏的辛苦拍攝，

電影《古劍奇譚之流月昭明》終於殺

青。導演雷尼· 哈林、制片人大本張、

監制李錦文攜主演王力宏、宋茜、高聖

遠、高以翔等壹眾主創，集體出席電影

《古劍奇譚之流月昭明》殺青宴，劇組

首次以視頻直播的方式與網友分享互

動。雷尼· 哈林坦言電影“古劍”是把

自己積累多年拍攝好萊塢大片的經驗，

與中國古代文化相結合所呈現出的壹部

奇幻機甲動作大片，期待二者的碰撞能

夠刷新中國奇幻電影的新高度。

破竹殺青現場直播
王力宏高以翔豪氣返紅包
《古劍奇譚之流月昭明》首次以視

頻直播的方式與網友分享電影關機儀

式，主創們手持兵刃破青竹，寓意順利

殺青。殺青宴上，導演雷尼· 哈林與王

力宏、宋茜、高聖遠、高以翔[微博]等

壹眾演員舉杯慶賀，制片人大本張首次

跨界主持祝古劍票房節節高升。王力宏

也被現場熱鬧氣氛所感染，為了表達對

全劇組工作人員的愛意，特意獻唱《愛

的就是妳》，引發現場集體大合唱，場

面十分壯觀。劇組在現場豪氣發紅包抽

獎時，王力宏助理抽中了幸運大獎，王

力宏當場表示自己會將獎金翻倍重新放

到抽獎箱裏；另壹位抽中了大獎的高以

翔，則同樣將獎金翻倍回饋給了劇組，

而兩位暖心男神自掏腰包，感謝工作人

員幾個月以來的辛苦付出，將現場氣氛

頻頻推向高潮。

導演雷尼· 哈林回憶起開拍至今近

90天的點點滴滴，劇組忙碌卻精益求精

的工作狀態，斥巨資搭建重要場景“海

市博賣行”等，引發主演們的集體追

憶。提及演員時，導演忍不住紛紛誇

贊；揭秘王力宏拍戲時受傷淤青是常有

的事情，不僅誇其敬業，也使“樂無

異”這壹角色鮮活起來，更因此建立了

深厚的兄弟情義，並說他與王力宏會是

壹生的小夥伴。導演還直言當他看到宋

茜的第壹眼，就知道“聞人羽”非宋茜

莫屬，就像是專門為宋茜量身定做的角

色壹樣；宋茜本人也回應，經過此次的

參演，得到拍攝古裝打戲的鍛煉，頗有

仙女風範道“我們江湖再見”。不過當

談及高以翔時，導演則反轉打趣道“高

以翔比我高，比我帥，比我年輕，他是

壹個非常優秀的演員，以後有合作的機

會我壹定還會找他。”

男主造型曝光帥炸業內外

網友期待好萊塢東方奇幻風
由阿裏影業出品的電影《古劍奇

譚之流月昭明》自開拍以來就備受關

註，無論是場景搭建，機甲器械道具

均引發業內的熱議討論。制片人大本

張在本月強勢曝光了王力宏、高以翔

的高清劇照，引發網友瘋狂留言“兩

位男神的造型帥爆炸！”。從曝光的

劇照中，可窺見電影“古劍”極其精

美的服裝造型，以及震撼恢弘的片場

景觀。也讓網友感受到電影《古劍奇

譚之流月昭明》的精良品質，對這部

超級IP的電影期待值飆升。

據悉，殺青之後劇組將進入密集

的後期制作，為了給觀眾呈現極致

震撼的畫面感，片方特意邀請了實

力超群的 4th Creative Party、Madman

Post 等韓國特效公司執掌影片後期特

效，蜚聲國際的經典韓國電影《大

虎》、《小姐》、《鳴梁海戰》均

出自以上兩個團隊。此外，中國和

好萊塢市場的電影創作風格都十分

熟稔的導演雷尼· 哈林，此次會運用

好萊塢成熟的制作模式，打造這部

具有古風奇幻、機甲風格的東方奇

幻創新影片。據悉，該片預計於

2018年登陸全國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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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叔、X教授亮相《金剛狼3》中國首映
感懷與角色合體17年 系列收官作是獻給粉絲的情書

對於很多影迷來說，休· 傑克曼飾演的

金剛狼伴隨著大家走過了17年的歲月，即

將於3月3日在中國內地公映的《金剛狼3

：殊死壹戰》是狼叔最後壹次以這個角色

與大家見面。

對於這部系列收官作，狼叔本人也深

有感情，3月1日，《金剛狼3》中國新聞

發布會暨首映禮活動在北京盛大召開，狼

叔與老年X教授的扮演者帕特裏克· 斯圖爾

特出席了活動，共同見證此次“金剛狼”

的謝幕告別。尤其是狼叔，多次來中國參

加影片宣傳的他，開口“妳好”閉口“謝

謝”，時不時再唱幾句“給我壹個碗”，

儼然是壹位“中國老司機”。

從2000年的《X戰警》上映開始，休·

傑克曼就與“金剛狼”這個角色合為壹體

，此次的“告別”，狼叔自己也非常不舍

，他表示，這17年的時間裏，金剛狼已經

成為他生命中的壹部分，不僅僅陪伴影迷

們從青蔥走向成熟，也讓他壹步步走向事

業的巔峰，“金剛狼是壹個時代的印記，

是我們共同的青春記憶，但17年了，他是

時候告別了。看完這個電影，我自己都哭

了。但我相信，金剛狼這個角色還會繼續

，也會有新的人來飾演他。”

狼叔還特別提到，他很高興因為金剛

狼這個角色而在中國得到了壹個叫做“狼

叔”的昵稱，他認為，《金剛狼3》是為粉

絲而制作的，是給金剛狼粉絲的壹封情書

，“我希望這部電影同時也會讓那些從來

沒有看過《X戰警》的觀眾朋友們能夠喜歡

。”在《金剛狼3》中，老年X教授帕特裏

克· 斯圖爾特也同樣迎來了告別演出，這是

他作為“X教授”第壹次來中國宣傳，現場

他也難掩激動。他提到，與休· 傑克曼在X

戰警系列電影就合作了7次，這壹次是最為

感慨的壹次，但非常開心的是，他和休· 傑

克曼交出了讓大家滿意的謝幕作品。

這部收官之作中，除了狼叔和X教授

之外，女版小金剛狼X-23的橫空出世是影

片壹大亮點，這位小金剛狼的戰鬥力絲毫

不輸金剛狼，因此這部收官作也被影迷看

作是“兩代金剛狼的傳承和交接”。作為

《金剛狼3》中國內地音樂推廣大使的人氣

歌手林宥嘉，當天也出席了活動，給“狼

叔”和“X教授”送上了有中國特色的小禮

物。他演唱的《讓世界毀滅》將作為《金

剛狼3》中國內地推廣曲。他贈送給休· 傑

克曼的是壹副碗筷，這個梗相信很多粉絲

都能get到——“狼叔”多次在電視節目中

唱過壹首中文歌《給我壹個吻（碗）》。

作為狼叔影迷的林宥嘉表示：“很多

他的粉絲都對這個視頻記憶深刻，但我送

碗是因為這是日常大家都會用到的東西，

我希望狼叔在用他的時候，能看到粉絲們

對他壹碗滿滿的愛。也希望有壹天，他能

再回來演金剛狼，因為他就是金剛狼，無

人可取代。” 休· 傑克曼現場也唱起了這

首《給我壹個吻》回饋粉絲。《金剛狼3》

由詹姆斯· 曼高德執導，休· 傑克曼、達芙

妮· 基恩、帕特裏克· 斯圖爾特主演，即將

於3月3日內地北美同步公映，版本包括2D

、IMAX2D、中國巨幕2D等等，值得壹提

的是，相比北美版的137分鐘而言，內地版

最終將以123分鐘的版本公映，刪減的14分

鐘影片內容多是血腥暴力的鏡頭。

《銀衛2》曝新中文預告
廢柴英雄鬥嘴耍帥兩不誤

毀滅者打飛船卡魔拉扛機槍

由漫威電影出品的超級英雄大作《銀河護衛隊2》今日曝光了全新
預告和海報，時光網同步發布中文預告。延續以往逗比搞笑和熱鬧場面
的同時，這支新預告中，庫爾特·拉塞爾飾演的星爵父親首次現身。影
片將於5月5日在美國上映，中國有望引進。

預告壹開場，銀河護衛隊中的幾位廢柴英雄嚴陣以待巨型怪獸來臨
，空檔期間還不忘互相鬥嘴，奠定本片幾位主角貧嘴耍賤的基調。伊麗
莎白·德比齊飾演的全身金色的反派登場，表明立場將消滅宇宙中所有
生物恐懼、嫉妒、背叛等等弱點，被遭浣熊反嗆“自以為是的蠢貨”。
德比齊演繹的這個反派名叫Ayesha，漫畫中她是被名為“Enclave”的科
學團體制造出來的生物，擁有人類的完美基因，後來她脫離了主人的控
制，想要創造壹個新的完美種族。從預告中她的臺詞看來，這個野心在
電影裏與漫畫無太大出入。隨後視頻就進入了幾位銀護成員的耍帥時間
，卡魔拉肩抗重型機槍瘋狂掃射，德拉克斯在太空漂浮著就把巨型飛船
幹掉了，星爵和火箭浣熊在天空中飛馳，唯有格魯特寶寶負責賣萌，壹
會在戰鬥的危急時刻趁亂和隊友“Say Hi”，壹會在飛船追逐戰中置身
事外般的吃著爆米花。第壹集中給銀河護衛隊找麻煩的星雲、勇度也悉
數現身，不過在新作中他們似乎以銀護盟友的身份存在。

預告最後終於放出大招，星爵失散多年的父親“自我”從壹艘飛船
中現身，面對星爵壹句“妳到底是誰”，自我回答說：“我是妳父親
……”星爵的壹臉詫異可以對比《星球大戰2》盧克·天行者得知黑武士
是自己父親時的表情了。漫畫裏“自我”是壹顆活行星，他生於黑暗銀
河系，外表頗似器官組織，大小接近行星，所以又被叫做“活行星”。
在其怪異外表下則隱藏著超強大腦。他能夠靠著意識的能力，獨自在空
間中穿梭，也能夠運用“抗體”進行戰鬥。自我對於自身在宇宙中的地
位進行了思考，並開始參與占領銀河系的行動。他在《銀護2》中也是
反派之壹。《銀河護衛隊2》由詹姆斯·古恩執導，集結了克裏斯·帕拉
特、佐伊·索爾達娜、布萊德利·庫珀、範·迪塞爾和戴夫·巴蒂斯塔等原
班人馬。影片上個月內部試映時被曝取得了罕見的滿分，可見漫威也是
對影片信心十足。

3月1日，由美國獅門影業與電廣傳媒影業

共同出品的科幻動作大片《超凡戰隊》曝光

“變身出擊”版中文預告片及海報。故事承襲

了初代美版戰隊的設定，這次超凡戰隊的盔甲

與機甲更全面進化。《超凡戰隊》將於2017年3

月24日登陸北美院線。

時光穿越回1993年，由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

執導的《侏羅紀公園》於上世紀90年代掀起了

壹股恐龍熱潮，當時的受歡迎程度不僅僅讓國

內的青少年為之瘋狂，更蔓延成壹場全世界的

大地震，真人特攝劇《恐龍戰隊》1995年被引

進到國內便是這場地震中的經典之壹。充滿熱

血戰鬥的青春故事，搭配各種帥氣的恐龍機甲

、變身、合體，尤其每每“變身出擊”時那段

耳熟能詳的旋律“Go Go Power Rangers！”至

今仍讓人難以忘懷，共同守護著壹代年輕人的

童年回憶。

在今日曝光的“變身出擊”版中文預告及

海報中，最引人關註的莫過於《超凡戰隊》的

五位戰士造型增添了許多未來科技感，從二十

年前的緊身衣搖身壹

變成為現在的全金屬

盔甲。紅衣戰士傑森

駕駛霸王龍機甲佐德

、粉衣戰士金伯利駕

駛翼手龍機甲佐德、

藍衣戰士比利駕駛三

角龍機甲佐德、黑衣

戰士紮克駕駛乳齒象機甲佐德、黃衣戰士特裏

尼駕駛劍齒虎機甲佐德更是全面升級，粗暴的

機甲肌肉線條帶來滿滿的視覺沖擊，並為超級

英雄們註入壹股全新力量。

電影《超凡戰隊》即將於2017年3月24日

登陸北美院線，“變身出擊“預告片中故事承

襲了初代美版戰隊的設定，五位高中生在平靜

的天使叢林小鎮，遭遇了來自6500萬年前史前

超凡戰隊發生的恩怨情仇，曾經的綠衣戰士麗

達女王為了獲得更大的能量掀起了地球的毀滅

災難，五位少年肩負起維護正義的使命，組成

超凡戰隊力抗邪惡勢力。導演迪恩· 以色列特

（Dean Israelite）更公開稱贊：“五位主演本身

就相當符合角色個性和《超凡戰隊》所要傳達

的核心精神。”

《超凡戰隊》的主演陣容同樣強大，《絕

命毒師》布萊恩· 科蘭斯頓飾演史前紅衣戰士，

搭配《饑餓遊戲》伊麗莎白· 班克斯擔綱麗達女

王重新演繹經典正邪大對抗，並由《驚天魔盜

團》、《速度與激情》系列的王牌配樂師操刀

電影音樂，獅門影業2017年科幻IP電影《超凡

戰隊》將帶來耳目壹新的冒險篇章。

據悉，《超凡戰隊》將於2017年3月24日

登陸北美院線。

《《超凡戰隊超凡戰隊》》中文預告海報雙發中文預告海報雙發

超凡戰士變身出擊超凡戰士變身出擊
五色全金屬盔甲造型搶眼五色全金屬盔甲造型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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