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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6//1717賽季西甲第賽季西甲第2727輪壹場焦點戰在伯納烏球場展開角逐輪壹場焦點戰在伯納烏球場展開角逐，，皇家皇家
馬德裏主場馬德裏主場22比比11取勝貝蒂斯取勝貝蒂斯，，納瓦斯失誤自擺烏龍納瓦斯失誤自擺烏龍，，CC羅扳平羅扳平，，拉莫拉莫
斯絕殺逆轉斯絕殺逆轉。。少賽少賽11場的皇馬反超巴薩場的皇馬反超巴薩22分奪回榜首位置分奪回榜首位置。。

[[西甲西甲]]皇家馬德裏皇家馬德裏22--11貝蒂斯貝蒂斯

巴黎銀行賽小德再負克耶高斯巴黎銀行賽小德再負克耶高斯

20172017年年ATPATP10001000系列賽印第安維爾斯大師賽展開男單系列賽印第安維爾斯大師賽展開男單11//88
決賽的爭奪決賽的爭奪，，衛冕冠軍衛冕冠軍、、22號種子德約科維奇面對克耶高斯時號種子德約科維奇面對克耶高斯時，，
整場比賽未拿到破發點整場比賽未拿到破發點，，最終最終44--66//66--77((33))告負告負，，吞下對對手的兩吞下對對手的兩
連敗連敗，，無緣八強無緣八強，，在該賽事的在該賽事的1919連勝遭到終結連勝遭到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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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鶴梅開二度吐烏氣 助東方險勝

鍾伯光
專欄

上次談
到香港政府
在財政預算
案中提出預
留 200 億
（港元，下
同）於未來
5 年為 26 個
體育和康樂設施作為增建和重
建所需的費用，而這筆錢是額
外預算，不是在每年經常性開
支上抽減出來，換言之，每年
體育及康樂設施的工程開支上
多了40億元，對體育界和大眾
市民當然是好事，但畢竟用的
是公帑，希望政府能夠確保這
筆龐大開支用得適當，而新建
和重建的場地能夠符合體育界
和大眾市民的需要，讓場地能
夠充分得到使用。

政府願意多花錢在體育及康樂設施
的硬件上是好事，但香港整體的體育及
康樂發展卻依賴一個完善的政策和執行
計劃，這也是讓所花在體育及康樂的公
帑用得其所的軟件部分。

近期聽聞政府已展開體育的檢討諮
詢工作，而體育總會最近也收到香港體
育學院發出有關精英體育的檢討調查問
卷。對有關持份者作出諮詢是檢討過程
中重要部分，但我們亦需要明白各持份
者都有其特別身份和角色，中間亦可能
牽涉一些既得利益，其意見可能出現偏
頗，對體育整體利益和發展可能出現矛
盾。因此，負責檢討的人必須了解和懂
得未來5年至10年香港體育應該要發展
到什麼水平，達到些什麼目標。

體育的層面很闊，所以檢討也要全
面，現時的精英化、普及化、盛事化未
必能夠涵蓋所有有關體育及康樂的範
籌，例如體育康樂結合休閒旅遊發展、
大型體育場地如何配合發展娛樂和觀光
旅遊、如何培養更多專業人士等上述各
項發展上以及推行優質生活上軟件配套
也十分重要，因此，這項整體的檢討是
一項跨界別、跨部門的大工程，如果單
單在某一層面上作出檢討，所得出的效
果也有限。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鍾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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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賽國羽齊過關 林丹輕勝
總獎金12萬美元的世界羽聯黃金大

獎賽瑞士公開賽當地時間17日結束8強
賽，男單頭號種子林丹直落兩局擊敗印
尼小將穆斯托法躋身四強，其他出戰的
國羽球手也悉數獲勝。33歲的前奧運冠
軍“超級丹”自2月底起連續參加德
國、全英和瑞士3項賽事，競技狀態也
逐步回升，當日僅用時47分鐘，便以
21：17和21：14淘汰對手。林丹將在準
決賽中迎戰另一位印尼球手安東尼·金
丁。 ■新華社

七奧運冠軍助力“未來之星”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敖
敏輝 廣州
報 道 ） 18
日 ， 2017
年中國全國
青少年“未
來之星”陽
光體育大會
暨“中國體
育彩票盃”

廣東省第二屆青少年體育嘉年華在廣州
舉行，包括傅海峰、羅玉通在內的7位
奧運冠軍到場，與青少年體育愛好者同
場競技，互動交流，並共同為廣東省
“星”計劃啟航。“星”計劃青少年體
育IP是針對新一代00後思維活躍、愛
玩好動的特點，推出的具有權威性、專
業性，覆蓋全省青少年群體的最高級別
賽事活動。賽事包括羽毛球、跆拳道、
足球、健美操、自行車等。

《方案》對推進中國國家足球
隊改革發展做出一系列規

劃，其中包括精心打造國家隊、完
善隊員選拔機制、提高服務保障能
力、加強教練團隊建設、統籌國家
隊與俱樂部需求等方面。今年公佈
的《中國足球協會2020行動計劃》
也明確了國家隊奮鬥目標。

去年，國足時隔15年再次闖入
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決賽（12強
賽）。本周四，中國隊將在12強賽
A組第六輪主場迎戰韓國隊，之後
還將於本月28日赴客場對陣伊朗
隊。

“這兩場比賽對國家隊下一步
走勢很關鍵，希望有所收穫。但我
們的目的是建立常態化（國家隊服
務保障）機制，不會因為一場比賽
勝負，而改變我們對國家隊長期發
展的建設初衷。”足協國家隊管理
部主任劉殿秋說。

今年將組建國家二隊
國管部之前只負責男足國家隊

和U22隊，而為了打造國字號隊伍
完整體系，如今由國管部提供支持
的國字號球隊新增了U19隊，下一

步可能組建 U23 隊（俗稱國奧
隊），預計在今年上半年還將組建
國家二隊。

“這是實現‘大國家隊’體系
的一部分，我們希望統一組織、統
一管理、統一理念、統一技戰術風
格。”劉殿秋說。

所謂國家二隊，是為了與國家
隊形成啣接。“按規律，球員成長
到22、23歲應該有一定競爭力，而
這與比賽經驗有很大關係。我們想
在國家隊和U22隊間的年齡結構斷
層上，再組建一支隊伍，時刻為國
家隊補充新鮮血液。”劉殿秋說。

據劉殿秋介紹，國家二隊不會
參加重要比賽，但在小周期內會保
持一定訓練，參加一些邀請賽，這
是為了保持對這批隊員的了解度。
“隊員會在俱樂部打比賽，有的也
要代表U22隊參賽，所以這個國家
二隊是動態組隊的方式，以此來逐
步貫穿國家隊的技戰術理念。”

對於國奧隊的組建，劉殿秋表
示，奧運會雖然無法和世界盃相提
並論，但對於中國足球來說也是重
要賽事，可以幫助球員成長。組建

國奧隊的方案從去年8月就列入日
程，但怎麼組、怎麼練、怎麼打還
未確定，需要進一步論證，最終會
擇優選擇。

納比教練團執教U22
劉殿秋說，前一階段U22隊教

練組進行調整，由納比教練團隊的
兩位助教擔任主教練和第一助教，
這也是在技戰術風格上向國家隊靠
攏。而U19隊主帥已經確定為德國
中生代優秀青訓教練伊塞克。

此外，據足協技術部主任李飛
宇透露，足協還將在今年選聘技術
總監，負責制定、實施協會技術發
展規劃，成為協調青訓、培訓、草
根足球、國字號隊伍建設和技術研
究的總負責人。

對於這一技術總監是否由目前
國家隊主帥納比擔任，劉殿秋說：
“納比帶隊也好、不帶隊也好，足
協都會選擇符合足球規律的事情去
做。納比希望在執教期間為中國足
球多做一些事情，他是世界名帥，
我們也會虛心聽取他的建議。”

■新華社

國家隊水準是反映一國足球整體實力的晴雨表，雖然中國男足依舊落後

於亞洲強隊，但各級國字號球隊還是開始顯現正能量，在《中國足球改革發

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頒佈兩周年之際，中國足協相關負責人

表示，正採取多重舉措，打造統一技戰術風格的“大國家隊”體系。

■■傅海峰在活動中傅海峰在活動中
致辭致辭。。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中國中國UU2222於去年年於去年年
底合影底合影。。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中國足協正手打造技戰術風格中國足協正手打造技戰術風格
統一的統一的““大國家隊大國家隊”。”。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國足主帥納比國足主帥納比（（右右））與他與他
的教練團隊的教練團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因不滿港隊選人機制而憤
然退隊的白鶴，18日在旺角場
上演的香港超級聯賽對南華一
役，憑個人能力於補時的絕殺
入球，個人梅開二度助東方龍
獅以 4：3險勝，一吐心中鬱
悶。

東方奪得這關鍵3分後，在
聯賽榜已以9分拋離少踢兩場的
傑志，以42分高踞榜首；同時
也徹底粉碎了南華奪冠夢，目
前南華積29分，在聯賽只剩四
場的情況下，即使全勝亦只41
分，無法超越衛冕的東方。

18日一役，誓保爭標機會

的南華踢出今季代表作，兩球
落後兩度追平。上半場38分，
白鶴左禁區25碼外罰球，皮球
射越6人人牆飛入網角，助東方
領先1：0；下半場59分，基奧
雲尼射成2：0。因葉鴻輝傷出
何國泉後備上陣，東方防守突
現信心不足，高美斯、麥高派
路域分別於64、70分鐘入球，
南華追成2：2平手。

南華氣盛之時，東方卻有
勞高推過梁冠聰趟射掛網角入
球，3：2。兩分鐘後高潮再
現，保贊頂入3：3，南華第二
度追成平手。

經亞冠洗禮，東方戰意及

逼搶能力明顯提升，補時階段
不放棄任何入球機會。勞高再
右路推闖壓過梁冠聰傳中，麥
基近射抽空氣，白鶴後上無人
看管下掃射，4：3奠勝。賽後
他強調只想為東方入波，沒有
想證明給誰人看！他表示已很
久沒有一場入兩球了，已不記
得上次梅開二度是何年何月。

18日另一場港超，大埔作
客南區損兵折將又輸波。上半
場伊達落地拗傷膝蓋須送院治
療。隊友馮慶燁兩黃紅牌出場
得10人應戰，結果南區蘇沙、
夏志明各入一球，以 2：0獲
勝。

■梅開二度的白鶴（左）與同有入球的基奧雲尼慶祝。
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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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44芝加哥僑社

安良工商會芝城分會春宴
歡歌笑語 滿堂吉慶 熱烈舉行

美美
國國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3月
13晚，瑞雪飄飄，美國安良工商會芝
城分會於南華埠熱烈舉行2017春節
聯歡宴會。當晚冠蓋雲集，中國駐芝
加哥總領事館洪磊總領事、僑務組長
盧曉輝、柳青領事、臺北經文處陳瓊
玉副處長、張志強組長、僑教中心主
任王偉讚、台貿中心主任梁芷菊、伊
州眾議員馬靜儀、25區區長蘇禮仕代
表 Jackson Chiu、白宮小型企業代表
梅振球、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美國
安良工商會總理鄧錦源和陳達偉及
元老團主席伍健生、盟友協勝公會總
理林惠明等嘉賓及芝城安良工商會
職員逾200人出席了晚宴，場面熱烈

，宴會由何兆祥主持。
芝城安良工商會會長伍換光首

先致歡辭表示，芝城安良工商會熱烈
歡迎嘉賓抽空參加今晚安良工商會
春宴，尤其是海峽兩岸官員、波士頓
遠道而來的安良工商會的宗長，讓我
們今晚宴會更增添光彩。新的一年，
祝願安良工商戶會務再創輝煌。

盟友協勝公會總理林惠明致辭
表示感到十分榮幸今晚參加盟友安
良工商會的春宴，對盟友安良工商會
一直以來對協勝的支持表示由衷的
感謝，今天也是自安良工商會第一年
懇親大會後的第一次年會，安良工商
會與大家共同研究擴大安良會務，積

極促進安良的發展。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磊總

領事致辭向大家送上溫暖的新春祝
福。他表示，今晚在春宴正式開始時，
欣賞了來自曲藝社的粵劇，喜氣洋洋
，在此對具有意義性的業餘藝術生活
表示熱烈的祝福。洪磊表示自來了芝
加哥後，與安良工商會有了很多的接
觸，在這些接觸當中讓他最為深刻最
為感動的就是安良工商會旗幟鮮明，
一直堅持著“一個中國”的原則。今年
安良工商會即將到祖國大陸訪問，在
此祝願訪問成功，真切感受到祖國的
蓬勃發展，希望這次訪問在全美各地
形成另一種好的影響！祖國歡迎你！

台北駐芝加哥經文處陳瓊玉副處
長也應邀致辭高度讚揚了安良工商
會卓越的貢獻。她指出，芝城安良工
商會於1893年成立，至今已有100度
年，可謂歷史悠久。安良工商會地位
顯著，貢獻卓著，大家有目共睹，並向
安良工商會表達由衷的敬意！陳琼玉
說安良工商會有三大方面讓我們欽
佩，第一在國父孫中山革命時，安良
工商會給予了最大的支持，不遺餘力
堅定支持國父偉大的革命事業。直到
現在，安良工商會一直堅持著與美國
分享自由和民主，第二，安良工商會
一直秉承“除暴安良，扶助工商，精誠
團結，服務僑胞”的宗旨，其守望相助
，促進僑民福祉，成績斐然。第三，安
良工商會曲藝社對僑社作出良好的
貢獻，希望曲藝社繼續發揚光大。最
後她並祝願安良工商會會務發達，大
家新年快樂！

伊州眾議員馬靜儀、25區區長蘇
禮仕代表Jackson Chiu及中華會館主
席黃于紋相繼發表熱情洋溢的致辭，
肯定了安良工商會在僑社的和諧安
定和為僑胞爭取福利等多方面作出
了卓著的貢獻，同時，祝願安良工商
會即將召開的小年會圓滿成功！

安良工商會秘書長鄧遐勳最後
致答謝詞表示，非常感謝各位來賓參

與盛會，感謝大家對安良工商會的濃
情厚意，感謝僑界友好贈送花籃和珍
貴的友誼，祝願大家新年快樂，雞年
大吉！

當晚，眾多嘉賓登臺唱卡拉OK
，洪磊總領事高歌一曲動聽的《北國
之春》、黃于紋主席和陳達偉,總理合
唱熟悉的《萬水千山總是情》、張志強
組長、梁芷菊主任、區一平、項邦珍及
陳莎莎女士等獻唱臺語版的《我來自
潮州》和《愛拼才會贏》，使宴會呈現
一派熱鬧歡騰的景象，讓大家度過了
一個十分歡樂難忘的夜晚。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中國駐芝加哥總領館
洪磊總領事致辭洪磊總領事致辭

陳瓊玉副處長致辭陳瓊玉副處長致辭安良工商會元老主席等與洪磊總領事安良工商會元老主席等與洪磊總領事((前左三前左三))合照合照

安良工商會元老主席等與陳瓊玉副處長安良工商會元老主席等與陳瓊玉副處長((前右四前右四))合照合照
安良工商會秘書長鄧遐勳安良工商會秘書長鄧遐勳((中中))致答謝詞致答謝詞,,
伍換光會長伍換光會長((左一左一))黃懷德會長黃懷德會長((右一右一))安良幹部與貴賓與洪磊總領事安良幹部與貴賓與洪磊總領事((左一左一))合影合影

眾嘉賓合唱眾嘉賓合唱《《我來自潮州我來自潮州》》和和《《愛拼才會贏愛拼才會贏》》 合唱動聽歌唱合唱動聽歌唱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右起阮氏公所元老阮偉池右起阮氏公所元老阮偉池,,主席主席,,

李氏公所主席李洪藝李氏公所主席李洪藝,,總長李本安總長李本安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右四為右四為))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合唱獻花合唱獻花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左五為左五為))洪磊總領事洪磊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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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除了可聽到多首好歌外，大會分別頒發最佳舞台
演繹大獎、最佳歌曲演繹大獎及
現場人氣大獎，分別由新加坡的
沈志豪、韓國的李睿珍及馬來西
亞的郭文翰所奪得。而亞洲超級
新星三強歌手是台灣的葉秉桓、
韓國的李睿珍及新加坡的沈志
豪，最後由李睿珍勝出。活動臨
結束前，一眾歌手到台上祝酒及
切餅慶祝音樂會完滿結束。

其中一位表演歌手葉揚，則
在完騷後偕經理人葉惠民教授一
起慶祝，原來正值是後者生日。

表演歌手之一李克勤在獻唱
時，獲大會安排不同行業的人士
上台，克勤即大叫“香港人加
油”，頓時贏得全場掌聲。克勤
以主場歌手身份叫觀眾給他多些
掌聲，並指今年是他入行 30周
年，意義重大。

信太太揀衫眼光
完騷後，克勤表示他花了一番

功夫在打扮上，笑言17日晚的形象
是由太太操刀，但賬單就由他負
責。克勤說：“自己的衣着平時很
穩陣，只是今次比較隆重。除了過

年與《左麟右李》開騷，其他時間
都是穿黑白灰，而且我信太太的品
味，我也不是十八廿二，太花喱花
碌我都Carry不到。”

希望關淑怡沒事
提到關淑怡因涉嫌刑事恐嚇

及普通襲擊被捕，克勤對此表
示：“其實是否在拍戲？劇情這
麼有趣？我都不是太清楚，又不
知可以問誰，都是看新聞才
知。”他希望關淑怡能快點沒
事，稱對方是個好人，可能是言
語間有所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電影《救殭清道夫》演員林明禎、
蔡瀚億(Babyjohn)、邵音音及導演甄
柏榮18日齊齊到銅鑼灣一間戲院謝
票，電影公司更安排了四隻“小殭
屍”派發紀念品給在場的觀眾。

音音姐向觀眾謝票時，大爆
Babyjohn拍一場落水給林明禎“人
氣”的戲份時，因拍足兩日落水太
久致低溫嘔吐，需要召救護車。至

於林明禎卻為拍踩滾軸溜冰的場面
不慎跌斷腳，但她仍沒有住院，忍
住傷痛繼續演出，只靠吃止痛藥撐
着。

明禎首次參與電影謝票，她感
到很驚喜，因觀眾事前都不知道眾
演員會出現。而她亦唱着電影主題
曲出場，給予觀眾驚喜，但由於是
唱廣東歌，她也要努力練習了好幾
天，結果還算滿意自己的廣東話。

明禎坦言希望電影每場放映都會爆
滿。

提到香港流行電影大賣便要演
員穿比堅尼，她即反問：“是男演
員也要穿嗎？那我陪Babyjohn和小
豪哥(錢小豪)一起穿比堅尼吧！”

為海外影展穿泳衣
本身有潛水牌的Babyjohn，苦

笑稱拍落水戲浸到皺皮兼嘔吐，因

當日他身體不適，後來要電召救護
車，不過最終他沒入院繼續嘔住
拍。

提到三日謝票觀眾都有好反
應，且每場均入座率高，對於明禎
表示有好票房便肯穿比堅尼，Baby-
john笑言監製夏雨答應票房好會派利
是，他就打算用來買比堅尼。若之
後有機會參加海外的影展，便會泳
衣外穿給大家來欣賞。

流行音樂節雲集唱得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香

港亞洲流行音樂節2017”17日晚在會展

舉行，邀請來自8個亞洲國家及地區的參

賽者、歌手及評判出席，當中以李克

勤、日本的Love Psychedelico、馬來西

亞的四葉草(朱主愛)及台灣的周湯豪出場

時最受歡迎，而韓國組合B1A4壓軸出場

時更令全場尖叫起來。克勤代表香港大

開金口，贏盡掌聲，並提到造型方面交

由太座負責，他對此完全放心。

■韓國組合B1A4深受女粉絲歡迎。 ■■韓國代表李睿珍韓國代表李睿珍((右右))1717日晚贏得兩獎日晚贏得兩獎。。
■■演出歌手之一葉揚演出歌手之一葉揚((左左))為經理為經理
人葉惠民教授慶生人葉惠民教授慶生。。

■李克勤有主場之利，他的繞樑三日歌聲贏盡掌聲。

■■大馬女歌手四大馬女歌手四
葉草樣子標致還露葉草樣子標致還露
長腿長腿，，自然成功捕自然成功捕
捉觀眾眼球捉觀眾眼球。。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樂團五月天18日晚在高
雄世運主場館展開全新巡演“LIFE人生無限公
司”，吸引5萬多名歌迷蜂擁而至。五月天連續
四天在高雄開唱，20萬張門票一票難求，會場外
亦有演唱會紀念品發售。

演唱會於18日晚6時40分正式開始，五子以
不同的英雄機械人帥氣登場，以《派對動物》一
曲揭開序幕。及後一連獻上多首快歌，其中改編
《OAOA》、《終結孤單》加速版令觀眾即時
High爆唱跳。

巡演名為“人生無限公司”，主音阿信說：
“晚安，歡迎大家光臨五月天人生有限公司，今
天是人生有限公司在地球上的第一天面試新員
工。不要以為進來了就可以順利擠進公司，因為
要看大家的熱情、雙手以及聲音，如果今天大家
都順利入社，五月天和你們今天晚上開始‘加
班’，加班是什麼狀況？要熬夜唱到天亮！”阿
信又稱因這是成軍20周年紀念演唱會的第一天，
如不加班、不好好多唱一點，就沒辦法紀念。

《救殭》謝票觀眾受落
林明禎廣東話唱主題曲

五月天陪5萬“員工”加班

■五月天個唱繼續一票難求。

■“大馬女神”林明禎為入場觀眾送上驚喜。 ■《救殭清道夫》找來四名小朋友扮小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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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節目《Fighting 吧！天團》，白色情人節前夕在西門町舉辦快閃活
動，現場湧進不少粉絲熱情參與，一度引來警察關切，甚至還吸引外國遊
客駐足、拍照。三組團員免費與粉絲們貼臉自拍、free hug 等互動，甚至貼
心地準備巧克力、海報及 T 恤等分送給大家。

其中 A-Team 團員英承晞挾持著《飛魚高校生》累積的高人氣，一早
就有迷妹在等候，團員們活動一開始現場尖叫聲不絕，問到今天有沒有被
粉絲吃豆腐？他則說：「很
多人來，大家都很熱情，
但比較不習慣近距離接
觸，拍照感覺都被拍到
鼻孔，拜託粉絲們醜照
千萬不要上傳。」團員言
脩則說：「這是我人生第
一次現 場活動，好險天
氣很 好，印象最深刻的
是 歌 迷尖叫聲，耳朵現
在有點痛，但謝謝今天到場所有粉絲們的熱情。」

而 Whaaaaas UP! 團員陳曼青常年在西門町街頭表演，她說：「這次活
動感覺像回到家，看到老朋友出現特別開心，忙著到處打招呼。」還說本
來看到 A-Team 的粉絲蜂湧而來，有點擔心人氣落後，幸好自己的粉絲們
陸續到場支持。另外，在三個團隊中人氣明顯落後的 XOXO6，團長小晞
開玩笑地說：「今天有被 A-team 粉絲嚇到，還以為是哪找來這麼多臨演。」
但隨著近期活動曝光，很有信心粉絲人數會跟上大家的腳步。

《歌手》節目中，蕭敬騰領軍「獅子合唱團」，選唱歌神張學友〈三天
兩夜〉，原曲中張學友歌聲與襯底的鋼琴聲一同流動，而獅子合唱團一改
原曲風格加入搖滾元素，連人在休息室的林志炫也稱讚是「換了邏輯」。

獅子合唱團雖作為搖滾樂團，卻保持了〈三天兩夜〉中靜態的敘事方
法，主歌中的蕭敬騰彷彿低聲訴說，越是接近副歌的橋段，情感更是增強，
直至副歌將累積的情感傾瀉而出，主歌、副歌不同的敘事切換自如，最後
一段安排電吉他 solo，整首歌推向最後一波高峰，讓觀眾齊聲歡呼！

而在休息室看轉播的林志炫，也稱讚編曲方式「換了邏輯」，沒有用
固定的鼓點，歌曲的節奏都由鍵盤和主唱在帶，直說是很需要默契的演
繹方法。

緯來電影台自製電影青春校園劇《天降神機》日前開鏡，
適逢歐陽妮妮 21 歲生日，男主角宋柏緯、導演游翰庭與劇
組，特地準備蛋糕為她慶生，歐陽妮妮驚喜說：「謝謝大家
幫我過生日！」並調皮的在導演臉上抹了一坨奶油。

剛過完 21 歲生日的歐陽妮妮，幾天前與家人、朋友一
起慶生，外婆還趁她在睡夢中塞了一個紅包，而妹妹娜娜獻
上 5 位數精品手鐲當禮物。生日願望許了什麼？她吶喊：「我
希望有馬甲線！」笑稱這個生日願望許了2 年，至今仍未達成，

英承晞人氣紅不讓
被虧「哪找來的臨演」

歐陽妮妮生日許願馬甲線 娜娜豪贈 5 位數精品禮

翻唱張學友〈三天兩夜〉
蕭敬騰搖滾神邏輯

張立昂使撩妹技巧 劉奕兒羞喊「癢癢的」

出道超過 10 年的「文青女聲」Waa 魏如萱，擁有一票
死忠歌迷，每每在 Legacy、河岸等表演空間開唱，總是場
場爆滿。今天是魏如萱二度攻蛋，挑戰大型個人演唱會，
門票累計至開場前，8000 多個座位共售出 6000 多，票房
達 8 成。雖然不敵兩周前同樣在高雄巨蛋開唱的玖壹壹賣
破 9 成，卻已完勝羅大佑第一首歌唱完僅 5 成入座的慘況。

「末路狂花巡迴演唱會」登陸高雄小巨蛋，最近愛上
跑步的 Waa 腳很勤，不只勇敢嘗試 4 面台，還特別訂製了
輸送帶在台上，全場走透透照顧每一個區域的觀眾。好友
徐佳瑩送花祝賀、表弟柯智棠也和親戚們一起來觀賞，卻
未見緋聞男友隆宸翰表示心意。

新專輯的主打歌曲《一萬個不回頭的方法》揭開序幕，
魏如萱的造型一如既往的個性，粉紅色捲髮的她身穿黑色
大蓬裙，頭頂、背後各拖著一長串彩色、異材質的玩意兒；
《末路狂花》登場，魏如萱騎坐在要價143萬的哈雷機車上，
透過輸送帶傳送到主舞台上，展現招牌超高假音。

「等我一下，我耳機掉了，所以我超害怕的！看得出來
嗎？第一首歌我不知道在幹嘛耶……。」Waa 一開口就大說
心內話，表示這場演唱會準備了很久，再多的緊張和勞累，
都在這一刻瞬間變成享受。

周日偶像劇《浮士德的微笑》張立昂在劇中展現絕佳
撩妹技巧，在劉奕兒耳邊輕聲細語，曖昧指數破表，劉奕兒
害羞地說：「耳朵癢癢的」而張立昂笑說自己只會在鏡頭前
撩妹，但私下的他不敢，對於喜歡的女生一定會一直稱讚對
方，更說自己是「深情款」情人，劉奕兒也說最不喜歡會撩

妹的男生，喜歡靦腆男害羞的樣子。
劇中兩人感情升溫，張立昂展開超強的撩妹手段，貼

近劉奕兒在她耳後講情話，讓人看得臉紅心跳，劉奕兒害
羞地說，因為張立昂靠很近在她耳邊講話，呼出的氣吹得她
「耳朵癢癢的」；張立昂也說是在演戲才敢使出這麼曖昧
的撩妹招式，現實生活中如果要這樣做，需要滿大的勇氣；
劉奕兒則說最不喜歡會撩妹的男生，比較喜歡靦腆款的男
生，她解釋喜歡看男生害羞不自在樣子，而且認為靦腆男笑
容很無害，直呼：「覺得好可愛！」

張立昂在劇中飾演深情又有肩膀的好男人，被問到自
己是屬於哪款的情人，他表示自己當然也跟劇中角色一樣是
「深情款」，還說自己會情不自禁一直稱讚對方或是說出曖
昧的話，甚至會摸頭拉近彼此距離，也認為擁抱非常重要，
張立昂害羞地表示：「擁抱是一件親密的事情，如果跟曖昧
女生擁抱，我相信好感度會大增。」

魏如萱飆重機衝破蛋《藝界人生》秀台語嚇嚇叫
接連演唱了《還是要相信愛情啊混蛋們》、《巴黎的憂

鬱》，隨著鼓聲、電子音效交織的前奏一下，舞台上空長出
一顆樹，魏如萱在顛倒的樹下演唱《你是不會當樹嗎》，樂
隊的鋪陳堆疊加上魏如萱掌控自如的聲線，令全場屏息、
被吸進她的情緒世界。

接著，魏如萱化身俏皮小飛俠，坐在被蠟燭圍滿的搖
椅上完成《晚安晚安》、《好嗎好嗎》、《你啊你啊》三部曲；
再來，魏如萱恭迎「網美騏騏」陳建騏出場為她伴奏《局部
的人》、《暗室之後》及《泡泡》，Waa 問：「為什麼人家都
叫你網美阿？」陳建騏自招：「因為我的 Facebook上面朋友
有 5000 多人，追蹤有 8000 多人。」立刻被虧：「你們看，平
常誰會注意這個，如果有人要加他，他還要先刪掉一個好
友，真的是網美。」

「我有一個 90 歲的奶奶今天有來，今天全場最年長的
應該就是她了吧。」為了拉近和高雄鄉親的距離，也為了唱
一首奶奶聽得懂的歌，魏如萱難得選唱二姊的台語名曲《藝
界人生》，之所以相中它，是覺得歌詞很淺顯易懂的表達出
藝人在台前的模樣、以及私底下的生活。Waa 雖將編曲改
成自己的風格，但台語歌該有的哭腔、轉音和長長的抖音
皆表現得水準之上，搏得滿堂采。

「馬甲線是最難練的部位，得搭配飲食，偏偏我又是個愛吃
辣的人，曾經吃水煮餐 2 個半月，但依舊沒有練成。」

歐陽妮妮在《天降神機》飾演品學兼優的乖乖女高中
生，沒有特別信仰的她，3 個月前被朋友揪去拜月老，求了人
際桃花而非姻緣，「為了工作去拜月老，讓自己的人緣好上
加好」。宋柏緯則飾演叛逆高中生，喚起他國中的叛逆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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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廣電總局2月下旬電影劇本立項公示出爐
，丁晟執導的《英雄本色4》劇情首度曝光，“忠
犬八公”將拍中國版，此外林超賢新作《紅海行動
》立項並曝光劇情，目前這部電影正在摩洛哥熱拍
中。

丁晟之前曾表示《英雄本色4》版權來源於吳
宇森版《英雄本色》，立項顯示劇情為周凱參與走
私，被身為緝毒警察的弟弟周超逮捕入獄。三年後
，周凱出獄，改過自新。曾經的手下阿倉已為毒販
頭目，為獲取周凱的海外客戶資料，設計加害周凱
。周凱與警方合作，逮捕了阿倉，兩兄弟重歸於好
。在《英雄本色4》先導海報中“再做壹次兄弟、
同闖壹片江湖”的slogan，也道出了影片將以“英
雄本色”原有情節設定為故事內核，重塑經典的決
心。電影由王凱、王大陸、馬天宇主演，正在青島
熱拍，有望於2017年內上映。由郭曉芳編劇的《忠
犬八公》立項，同樣改編自日本真實事件，此前日
版及美版改編電影風靡全球。故事講述了在主人去
世後，忠犬堅持不懈等待主人9年的感人故事。

此外，林超賢繼《湄公河行動》後又壹部主旋
律商業大片《紅海行動》立項，故事講述2015年3
月，海軍某護航艦隊奉命奔赴Y國，執行撤僑任務
。撤僑中，壹對中國母女被國際恐怖組織綁架，海
軍派出蛟龍特種大隊五人戰鬥小組營救人質，他們
深入戰火紛飛的異國山區，用鮮血譜寫了壹曲英雄
贊歌。

《紅海行動》目前正在摩洛哥拍攝，此前中國
駐摩洛哥大使館文化處曝光了該片卡司，張譯、海
清、黃景瑜、杜江主演，張涵予、吳亦凡、白冰客

串，6 月完成摩洛哥外景拍攝。將作為中國建軍 90 周年以及黨的
“十九大”獻禮重點影片。此前摩洛哥當地壹份法語商業報紙還曾
報道成龍在摩洛哥歷史名城卡薩布蘭卡客串拍攝《紅海行動》，壹
度引發圍觀。在最新壹期立項中，壹部王晶編劇的《長風鎮》引起
記者註意，不過此王晶非彼王晶，據悉這位王晶是大陸女導演，現
年30多歲，畢業於北影學院，是該院頂尖學生之壹。《長風鎮》項

目曾入選金馬創投會議30強。
此外，本期立項還有古德昭編劇的《面神》等片，劇情大概走《決戰食神

》的路子，意圖通過美食中尋找生活真諦；《鬼影》、《妳好，陌生人》導演
班莊·比辛達拿剛將拍壹部懸疑片《出乎意料》；在西遊題材風靡全國之際，
又壹部《真假美猴王大戰》榜上有名，不僅有真假悟空橋段，時下最火的女性
角色“女兒國國王”也被編進故事裏。講述取經路上，唐僧師徒遭遇意外，出
現了壹大壹小兩個孫悟空。女兒國國王為追求唐僧，也混入取經隊伍。六人結
伴上路，兩個悟空在人間、天庭、地府找齊了遺落的三根毫毛，辨出真假的同
時，也發現了隱藏在背後的陰謀……

《八月》曝手繪海報 導演坦誠心聲
張大磊鐘情“像90年代壹樣看電影”致敬文藝情懷

日前，表演藝術家濮存昕為即將在3

月24日公映的文藝電影《八月》接受深度

訪問，發聲倡導“回歸匠心，求真唯上

” 的藝術創作理念，掀起“像90年代壹

樣看電影”熱潮，引發眾多迷影人士向90

年代文藝情懷致敬。近日金馬獎最佳劇情

片《八月》導演張大磊接力發聲，接受訪

問時暢談影片背後蘊藏的90年代文藝情懷

。頂著“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光環

的《八月》自在金馬大放異彩之後便頗受

關註，它貌似笨拙、不討巧，然而卻俘獲

業內業外壹致好評。在這個浮華年代裏，

《八月》之所以能夠取勝，恰恰靠得是壹

片“赤子之心”。

在導演張大磊看來，《八月》是壹部

“簡單，安靜和浪漫”，能夠給人造夢的

電影。他說這個十二歲的少年小雷和他身

邊人發生的事，是壹場白日夢”。“簡單

是影片呈現的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最讓

我留戀的氣質和特點，也是現在我特別想

讓自己找到的準則和堅持的方式——生活

、工作要簡單壹些。”“那時生活很慢，

每壹天不會被壹定要完成的瑣事填滿，我

們有很多時間慢下來體會生活。這個影片

就很安靜。”“浪漫是片中時代和每壹個

人對美直接的表現和追求。影片也讓人感

到似曾相識，又帶有保持壹定距離，是夢

幻的，是不真實的。這壹點其實特別浪漫

。”至於為何這樣簡單、安靜的影片，能

夠在眾多競手之中脫穎而出獲得金馬獎的

青睞，和它背後有導演張大磊嚴格的自我

要求，以及大量鮮為人知的幕後工作鋪墊

分不開。張大磊透露：“面對龐大的素材

庫，我想把它做成眼前電影的時候，我發

現自己想多了，雜念太多，反倒不像是我

最終想要的影片。經過很長時間的、三個

月的後期剪輯，去掉了很多影響我思路的

情節，找到了最單純最簡單、我最想要的

東西。”

對於電影《八月》發起的“像90年代

壹樣看電影”主題活動，導演張大磊表示

非常贊賞、支持，因為他自己就是親歷者

，訪談中他對90年代“看電影”的種種細

節都能復盤，並且介紹了對自己有重要影

響的幾部影片。

《八月》裏的父親是以張大磊現實中

的父親為基礎創作的，他的父親和影片中

的父親壹樣，是國營制片廠的剪接師。正

因電動車如此，張大磊自幼便在光影世界

中耳儒目染，也正因如此，他對於90年代

的影人影片有比尋常人更加深厚的情感。

“因為那個電影院就是我們院的，所以我

們看電影從來不花錢，就是去影院看片成

了我們飯後或者作業後經常去幹的事，有

時候進到影院也不壹定為了看片，有些都

看過了，幾十遍地看，但就是想待在影院

裏，把壹晚上度過。（我）很喜歡功夫片

，比如《黃飛鴻之獅王爭霸》、《方世玉

》，我們會自己找壹個空地自己練，然後

就真往身上踹，那時候特用勁。”

張大磊對於90年代經典影片的熟稔程

度，使得他能夠在自己的處女作創作中註

重取舍，抓住本質，將年代特有的浪漫氛

圍通過影像手段重塑，也與曾經擁有美好

往昔所有80後甚至90後觀眾形成共情。他

認為，所謂“像90年代壹樣看電影”其實

就是很簡單，就是安安靜靜地享受電影帶

來的樂趣，走進故事裏，“我只認識小雷

，那麽我就跟觀眾壹起去認識他身邊的人

，看看發生了什麽。”

據悉，《八月》由青年導演張大磊執

導，將於3月24日上映。

根據雷米同名系列小說《心理罪》

改編，謝東燊執導，並由廖凡、李易峰

領銜主演的電影《心理罪》，今日再度

曝光李易峰“方而不木”特輯。

戲中，李易峰天賦奇才、有著驚人

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造就了他個性鮮

明有棱有角，可謂“方”；而在協助廖

凡破獲壹系列撲朔迷離的奇案中，遭受

致命打擊的李易峰在給他人畫像的同時

，努力掙脫情感缺失給內心帶來的巨大

傷痛與枷鎖，可謂“不木”。兩人組成

的警界異質新搭檔迸發出奇妙火花，此

外，李易峰在面對大量的心理分析和洞

察犯罪心理的全新挑戰時不斷跟自己較

勁，用觸動人心的掏心表演，呈現出壹

個令人刮目相看的李易峰。

電影《心理罪》根據犯罪小說《心理罪》第壹部《畫像》

的開篇故事“血之魅”改編，主創團隊在忠於原著的基礎上對

故事、案件、人物做了全新升級。影片中的方木此時是走出校

園剛進入警隊的實習生，年輕氣盛躊躇滿誌，而李易峰身上的

青春感以及他堅毅的神情與片中的方木高度匹配。剛進警隊實

習的他自大驕傲、對破案充滿熱情，不僅能敏銳的洞察罪犯最

隱秘的內心，還總是第壹時間現身案發現場奮力追捕疑犯。這

個由李易峰詮釋的熱血陽光版方木讓人眼前壹亮。

正因為方木天賦異稟，有著驚人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判

斷敏銳能準確畫出罪犯人像，使得他成為壹個“很有個性、很

有棱角的人”。還是警隊實習生的方木，即使在和資深刑警隊

長邰偉的對峙中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恃才傲物：“我就有察覺犯

罪的天賦。”然而，在李易峰看來，方木的目的性相當明確

“就是想通過自己的能力去幫助邰偉”，兩人共同組成的“新

警探神搭檔”將全力追捕幕後真兇。

電影電影《《心理罪心理罪》》李易峰哭戲曝光李易峰哭戲曝光
演繹熱血方木演繹熱血方木 較勁詮釋緝兇天才較勁詮釋緝兇天才

《《嫌疑人嫌疑人XX的獻身的獻身》》曝制作特輯曝制作特輯

蘇有朋變細節控蘇有朋變細節控
王凱張魯壹林心如獻突破性演技王凱張魯壹林心如獻突破性演技

由蘇有朋執導，王凱、張魯壹領銜主

演，林心如特別主演的電影《嫌疑人x的

獻身》今日曝光了制作特輯，首次多角度

展現幕後團隊的拍攝歷程。蘇有朋導演在

片場化身細節控極盡挑剔較真，對每壹個

制作環節都壹絲不茍，不計成本地打造

《嫌疑人x的獻身》。

作為第壹個將東野圭吾作品搬到中國

大銀幕的導演，蘇有朋坦言拍攝《嫌疑人

x的獻身》是壹個相當大的難題，劇組為

此全面提升戰鬥力

，在長達 98 天的

拍攝期內火力全開

，精雕細琢每壹個

細節，力求最大程

度還原原著小說的

高智商質感。

為了保持《嫌疑人x的獻身》邏輯的

嚴密性，團隊從創作伊始就邀請清華、北

大的多位數學、物理專家進行專業指導。

甚至在開拍之後請來兩位國內壹流的數學

教授駐組壹個月，僅僅只是為了在石泓臥

室內的黑板上更新頂級數學公式，於細微

之處顯現人物的數學造詣，塑造獨壹無二

的天才主人公。除了在細節之處費盡心思

，蘇有朋導演對領銜主演王凱、張魯壹，

特別主演林心如的表演要求也相當嚴苛。

王凱直言出演《嫌疑人x的獻身》對他是

壹次完全的打破和重建，張魯壹則對角色

精雕細琢，持續挑戰自己的演技天花板。

林心如不斷練習眼神殺，把所有暗潮洶湧

的情感都埋藏在眼睛裏。

在三位演技派主演的吸睛組合背後，

《嫌疑人x的獻身》的幕後制作團隊也可

謂高配置強陣容。影片力邀臺灣資深制片

人、兩獲臺灣電影金馬獎“年度臺灣傑出

電影工作者”的黃誌明擔任監制，聲音指

導杜篤之、攝影指導汪大勇和造型指導陸

文華等主創亦曾獲獎項肯定。蘇有朋形容

劇組的每壹個人“都是壹輛火車”，每天

開足馬力全速奔跑，用最專業、最努力的

態度，呈現最好的《嫌疑人x的獻身》。

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將於3月31

日全國上映。



C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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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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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G A M B L I N G  P R O B L E M ?  C A L L  8 0 0 . 5 2 2 . 47 0 0 .

C O M E  A N D  G E 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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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Sunday, March 19,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