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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英超第賽季英超第3232輪壹場焦點戰輪壹場焦點戰
在塞爾赫斯特公園球場展開爭奪在塞爾赫斯特公園球場展開爭奪，，阿森納阿森納
客場客場00比比33不敵水晶宮不敵水晶宮，，湯森德湯森德、、卡巴耶和卡巴耶和
米利沃耶維奇先後進球米利沃耶維奇先後進球。。阿森納客場阿森納客場44連連
敗敗，，落後前四落後前四77分分。。

水晶宮水晶宮33--00阿森納阿森納

費德勒穆雷體驗水上網球費德勒穆雷體驗水上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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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好奇心十足的日本饕客在東京壹家餐廳外好奇心十足的日本饕客在東京壹家餐廳外
排起了長隊排起了長隊，，爭相品嘗爭相品嘗““暗黑料理暗黑料理””界的新寵界的新寵———炸—炸
昆蟲拉面昆蟲拉面。。據報道據報道，，位於東京的位於東京的NagiNagi豚骨拉面店在豚骨拉面店在44
個小時內個小時內，，就賣光了當天活動限定的就賣光了當天活動限定的100100碗昆蟲拉面碗昆蟲拉面。。
這壹碗炸昆蟲拉面端上桌這壹碗炸昆蟲拉面端上桌，，最搶眼的就是拉面上放的最搶眼的就是拉面上放的
““配菜配菜””————1010幾只小蟋蟀和面包蟲幾只小蟋蟀和面包蟲。。客人會將面沾客人會將面沾
入蟋蟀入蟋蟀、、蚱蜢或蠶粉風味的湯汁後食用蚱蜢或蠶粉風味的湯汁後食用。。

泰國開啟潑水節狂歡泰國開啟潑水節狂歡 大象噴水遊客大象噴水遊客““遭殃遭殃””

泰國大城府泰國大城府，，當地舉行潑水節當地舉行潑水節，，大象用鼻子向遊客身上噴水大象用鼻子向遊客身上噴水，，氣氛熱烈氣氛熱烈。。

世界愛爾蘭舞錦標賽吸引舞林高手爭雌雄世界愛爾蘭舞錦標賽吸引舞林高手爭雌雄

舞蹈高手在愛爾蘭都柏林參加世界愛爾蘭舞錦標舞蹈高手在愛爾蘭都柏林參加世界愛爾蘭舞錦標
賽賽。。圖為比賽開始前選手們在做準備圖為比賽開始前選手們在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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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責任編輯：郭愉薇 2017年4月17日（星期一）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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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保連奴（內地譯名保利尼
奧）事件，中國足球協會15日在
官方網站發佈《關於恒大淘寶足球
俱樂部球員保利尼奧私自代言境外
博彩行業的聲明》，呼籲職業球員
遵守行業規則，珍惜職業生命。

《聲明》表示：“近日，我們
注意到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球
員保利尼奧代言境外博彩行業的新
聞，經了解，該代言合作係球員個
人行為，未向俱樂部進行任何報
備。目前，俱樂部已對該球員進行
嚴厲批評，要求立即終止合作，未
來堅決杜絕此類情況發生。”
《聲明》還說：“涉足色情與

賭博行業在我國均屬違法行為，每
位中國公民與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
均應遵守法紀。目前，國際足聯、

亞足聯均加大力度保護足球純潔
性，明令禁止職業球員涉足博彩；
職業球員參與博彩業的商業行為，
也有悖職業自律。希望職業球員能
夠尊重、遵守行業規則，珍惜職業
生命。在此，我們也再次呼籲，職
業球員作為廣大青少年及公眾的榜
樣，更應嚴格自律，愛惜自身形
象，樹立正面引導，共同建立並維
護健康的足球環境。” ■新華社

保連奴代言博彩 足協籲遵守則

東方龍獅闖四強 迎戰南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

香港足總盃八強賽16日假深水埗運
動場上演一場賽事，由冠忠南區迎戰
標準灝天，南區賽前被看高一線。
南區曾於港超聯賽首循環及次

循環，分別以4：0及6：0擊敗標準
灝天，加上球隊於早前已加強操
練，為今場賽事做好準備，並可以
強陣出擊，看來今仗再勝對手晉級
四強無難度。
不過標準灝天教練招重文賽前

認為，球隊相對比賽壓力較對手為
輕，只要球員能保持堅強鬥志，可
將雙方的距離拉近，令對手不易得
逞。
至於15日進行的兩場八強賽

事，東方龍獅在深水埗運動場以
4：0淘汰九巴元朗；而理文流浪在
旺角大球場與南華經過120分鐘以
1：1打成平手，南華在互射點球時
段以4：3擊敗理文流浪；東方龍獅
將在四強迎戰南華。呂秀芝奪太倉競走賽冠軍

國際田聯競走挑戰賽暨全國競走大獎
賽太倉站15日進行，中國名將呂秀芝以1
小時31分01秒的成績率先撞線，獲得挑
戰賽和大獎賽女子20公里的雙料冠軍；
楊家玉與王娜分列兩項比賽的第二、第三
位。而在隨後進行的男子組比賽中，巴西
人卡歐．邦菲以1小時22分16秒的成績
奪得了挑戰賽男子20公里的金牌，大獎
賽的男子冠軍得主為雲南選手金向前。

■新華社

全運馬拉松月底天津開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

道）第13屆全運會馬拉松賽暨2017天津
（武清）國際馬拉松賽將於本月29日開
跑，比賽起終點均為天津武清區行政中心
前廣場。比賽將產生本屆全運會的首枚金
牌，並首次設置群眾組男子、女子個人前
三名金、銀、銅牌及獎金。

奧運冠軍孫楊14日在
全國游泳冠軍賽男子100
米自由泳決賽游出49秒
27的成績，以0.09秒的微
弱優勢奪冠。這標誌着他
在國內大賽成功“試水”
短距離項目，有望在今年
全運會出戰該項。
提到男子100米自由

泳，泳迷們都會第一個想
到喀山世錦賽冠軍寧澤
濤。但寧澤濤並沒有參加
本次比賽，儘管這次比賽
是今年布達佩斯世錦賽的
選拔賽。除了男子100米
自由泳專項運動員余賀新
等參賽外，一直統治中長
距離自由泳項目的孫楊也
報了名。

雖 說 “ 術 業 有 專
攻”，但孫楊用事實證明
自己這次嘗試還算令人滿
意。他賽後總結道：“由
於16日準備有些倉促，比
賽中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本來想游得再好一點。這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經驗，
以後再游短距離項目要多
留出休息時間。”

孫楊說：“這兩天游
了三場200米自由泳，三
場100米自由泳，別看距
離短，但是對選手能力要
求很高，有的選手體力到
了第三場就會明顯下降。
這次高強度的比賽對我體
能也是個檢驗。”

■中新社

短訊

14日，在女單 8強賽以
3：2擊敗大滿貫球

手丁寧，讓平野美宇名聲大噪，
這位日本隊新生代領軍者更豪言
要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拿到女
單、女團兩枚金牌。15日準決賽
面對朱雨玲，信心滿滿的她開局
就展開搏殺，兇猛的打法讓朱雨
玲極不適應，迅速以11：7先勝
一局。第二局，朱雨玲逐漸找回
狀態，但關鍵時刻連續吃發球，
以9：11再丟一局。兩局落後的
情況下，朱雨玲的心理受到影
響，雖然主管教練李隼一度要求
暫停，但中國小將受困於糟糕的
接發球表現，8：11失守，以總
比分0：3告負。

傍晚的女單決賽，平野面對
另一國乒球手陳夢，後者以3：1
淘汰隊友劉詩雯。開局，平野繼
續以多變的發球壓制對手，令陳

夢重蹈朱雨玲覆轍，在接發球上
陷於被動。第一、二局，平野都
是在一路領先的情況下以11：
9、11：8獲勝。第三局，陳夢雖
一度領先，但在強大的心理壓力
下被平野以11：7反勝，令中國
女單五連冠被終結。這是自
2005年後中國隊首次丟掉亞錦
賽女單冠軍。

孔令輝：日本女隊技術先進
賽後，國乒女隊主帥孔令輝

承認，“從這次比賽來看，不僅
是平野，整支日本女隊的技術都
比我們先進。她發球快、多變
化，反觀我們的接發球則存在一
些問題，前三板沒有任何優勢。
比賽結束後，我們會進行全面分
析、研究。”
“她由去年到今年這段時

間，進步非常快，這次比賽連贏

我們三名主力，”孔令輝特別提
到新任亞洲冠軍平野美宇：“這
次失利對我們中國隊敲響了很強
的警鐘，日本女隊將在世乒賽及
東京奧運對我們構成極大威脅，
而平野將是中國女隊頭號勁
敵。”
除女單外，男單也頻頻爆

冷。大滿貫球手、國乒男隊隊長
馬龍日前被韓國選手鄭尚恩淘
汰，無緣16強；15日另一國乒
主將許昕也以1：3不敵日本選
手丹羽孝希，無緣8強。幸張繼
科、樊振東、林高遠晉級，確保
男單4強有兩名中國球手。另
外，15日還產生男雙冠軍，樊振
東∕林高遠以3：1挫隊友方博
∕周雨奪金。至於混雙決賽，則
由國乒組合周雨∕陳幸同以3：1
戰勝日本組合森園政崇∕伊藤美
誠奪冠。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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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乒乓球錦標
賽15日繼續在無錫舉
行，港隊男雙組合黃鎮
廷及何鈞傑準決賽不敵
國乒組合周雨與方博，
收穫銅牌。國乒包辦男
雙兩個決賽席位。
面對周雨和方博

這對國乒組合，黃鎮廷
和何鈞傑開局即處於劣
勢，落後0：5後自亂
節奏，第一局大比數輸
3：11。黃鎮廷和何鈞
傑之後回穩，黃鎮廷反
手快推一板，追平後還
頻頻起板，但第二局始
終無法超前，再輸8：
11。已奪混雙金牌的周
雨跟方博很有默契，第
三局被港隊先取一分，
亦隨即反先，一直壓着
港隊來打，最後多勝一
局11：5，直落三局淘

汰黃鎮廷和何鈞傑，助國乒穩奪
男雙金牌。周雨和方博決賽與隊
友樊振東和林高遠爭奪冠軍，後
者四強直落三局擊敗日本的丹羽
孝希和吉村真晴。
另外，在男單八強方面，港

將林兆恒於32強反勝日本名將
松平健太後，再於16強擊敗印
度的 ACHANTA Sharath Ka-
mal，成為港隊唯一尚未被淘汰
的球手，他8強與國乒的樊振東
爭入4強，惜實力有很大差距以
0：3不敵。 ■記者梁啟剛

■■平野美宇賽後慶祝勝利平野美宇賽後慶祝勝利。。 新華社新華社

■陳夢淘汰隊友劉詩雯晉級決賽。 新華社

■■朱雨玲被平野美宇橫掃朱雨玲被平野美宇橫掃，，無緣決賽無緣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呂秀芝呂秀芝（（6666號號））一直位處領先集團一直位處領先集團。。
新華社新華社

■■保連奴因代言境外博彩公司保連奴因代言境外博彩公司
惹爭議惹爭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孫楊以孫楊以4949秒秒2727的成績奪男子的成績奪男子100100米自冠軍米自冠軍。。
中新社中新社

■■何鈞傑何鈞傑（（右右））與黃鎮廷與黃鎮廷
奪亞乒賽男雙銅牌奪亞乒賽男雙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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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理事會後旅遊不幸車禍參加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理事會後旅遊不幸車禍
芝加哥台美商會青商部前任會長郭正雍驟然逝世芝加哥台美商會青商部前任會長郭正雍驟然逝世

郭正雍生前被蔡英文總統接見郭正雍生前被蔡英文總統接見

(本報記者/郭笑榮/報導) 年輕才俊的芝加哥台美
商會青商部前任會長郭正雍於澳洲墨爾本參加世界台
商聯合總會理事會之會後與會員們一起參加旅遊，遊覽
車因天雨路滑而翻車，郭正雍不幸受傷過重而去世，噩
耗傳來，芝加哥台灣僑商界倍感悲傷，台美商會會長林
俊光在把不幸消息通告商會會員的時候，極度哀悼郭正
雍的英年早逝。

台灣的新聞媒體東森新聞(ettoday.net)在第一時間內

即把這一項消息播報出來，並配上取裁自"芝加哥時報臉
書"所刊載之郭正雍照片，翔實的報導了這一次的不幸事
件。

台美商會會長林俊光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這一次的「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World Taiw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第 2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4月7日至9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計有600多人參加，
芝加哥地區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郭正雍伉儷、李嘉展、邱

仁宏、許肇祥、林瑞源等...會員。
根據台美商會得到的訊息是大會結束後，

台灣青商會會員及眷屬共有 28 人搭乘租賃巴
士赴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參加三日旅遊
活動，未料不幸在Glenaire附近發生車輛翻覆意
外，車禍地點位於距墨爾本約3.5小時車程，車
輛翻覆後，除了車上的郭正雍不幸受傷過重而
去世外，還有菲律賓青商謝佳蓁重傷以及14人
輕傷，澳洲警消人員獲報後前往事發地點搶救，
傷者分別送往Apllo Bay Hospital及Royal Mel-
bourne Hospital兩家醫院。

郭正雍十多年前從台灣來美留學，畢業於
芝加哥藝術學院研究所，他專精於攝影，出任過
芝加哥台美商會青商部會長，兩年前還擔任過
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青商部總會長，也是
芝加哥台美商會的理事，年輕有幹勁，積極參與
僑社的事物不餘遺力，他的去世是台灣僑社莫

大的損失。
芝加哥台商會會長林俊光接受記者訪問時哀痛的

表示，為懷念這位商會會員，芝加哥台美商會將在近日
之內為郭正雍理思舉行追思會。

郭正雍郭正雍((前中前中))與青商會員合影與青商會員合影 郭正雍郭正雍((前中前中))參加芝加哥僑社活動參加芝加哥僑社活動 郭正雍郭正雍((前右一前右一))與芝加哥台美商會會員合影與芝加哥台美商會會員合影

芝加哥台美商會青商部前任會長郭正雍芝加哥台美商會青商部前任會長郭正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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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道）4月8
日下午兩時，大芝加哥地區臺大校
友會假南華埠公共圖書館舉行“留
學生身份轉移講座”，旨在幫助各位
來美留學學子瞭解有關居留移民法
規，解答居留、移民及就業等多方面
問題。當日講座由移民專家閔錫慶
律師主講。臺北經文處董慶豐組長、
大芝加哥地區臺大校友會會長林麗
淑、副會長陳子坤、理事陳泳岑及近
50名來自大芝加哥地區高校的留美
學子出席了講座。

移民專家閔錫慶律師就三方面向
在座的留美學子詳細講述“條條大
路通羅馬”（How To Get The Green
Card The Easy Way），一是“如何保
持合法的非移民身份”；二是“你是
必需要申請工作H1-B 簽證嗎”、有
關 H1B 工 作 簽 證 好 處 以 及 抽 籤
（Lottery）事宜，三是有關“拿綠卡的
最快方式”及詳述各種拿綠卡的有
關法律。在講座中，閔律師首先向留
美學子詳細介紹了有關非移民身份
的法律問題，包括B1和B2 Visas（旅
遊及商務簽證）、F-1 Visas（留學生簽
證），留學生畢業後 12 個月實習期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和 24 個
月 的 STEM（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 and Mathematics）實習期、
轉學校、各種簽證在美的逗留期限，
L、M、O 和 P 簽證及 J1 簽證。持 F-1

簽證的留美學子在高校完成學士、
碩士及博士學位後，有12個月或24
個月的實習期，這是申請 H1B 工作
簽證的過渡期。H1B 工作簽證有以
下好處：1)有6至7年的有效期；2）可
以回國再以 H1B 身份入境美國；3）
可以帶配偶和子女以 H4-B 身份入
境美國；5）可以申請勞工證，申請第
三優先移民。但由於每年眾多人申
請 H1B 工作簽證，一年只有 85,000
（26,000+20,000高級學位）名額供全
球使用，供不應求，，因此必須要面
對殘酷的“抽籤”模式，以運氣決定
是否能成功獲取 H1B 工作簽證，競
爭十分激烈，而每年有45%的人抽不
到，但若是 H1B 工作簽證轉換或非
盈利性機構的申請，不需要“抽籤”，
閔律師現場建議在讀的留美學子可
以尋找非營利性機構的工作（如學
校、醫院等），但是其工作必須要與

“研究性”（research）相關。
閔律師為在場的年輕朋友們詳細

講述有關“拿綠卡的最快方式”，現
場氣氛十分熱烈。她指出，“拿綠卡
的最快方式”之一就是“依親移民”，
其包括1)美國公民的配偶（Immedi-
ate Relative）、2）美 國 綠 卡 的 配 偶
(F2A)、3）美國公民的父母（Immedi-
ate Relative, if under 21），4）美國公
民的父母（F1,21 周歲以上的未婚子
女; F3 已婚子女）5）美國綠卡的父母

（F2A, 21周歲以下的未婚子女;F2B，
21 周歲以上未婚子女）及美國公民
的兄弟姊妹（F4）。第二種“綠卡申請
”方式是“職業移民”，以僱用為基準
的職業移民共有五個優先類別：EB1
、EB2、EB3、EB4 及 EB5。EB1 第一優
先包括三小類:1）特殊人才（Extraor-
dinary Ability in the Sciences、Arts、
Education、Business或Athletics），2）傑
出 教 授 或 研 究 人 員（Outstanding
Professor/Researchers）及3）跨國公司
高 管（International Executives and
Managers）。閔律師特別指出，跨國公
司必須要在母國、美國及一個其他
國家的企業。EB2第二優先包括常規
的EB2（由僱主提出申請，僱主需要
證明勞工短缺，僱主所承諾的工作
應該至少要求碩士以上學歷，或本
科學歷需要加上五年的工作經歷）
及 非 常 規 的 國 家 利 益 豁 免 NIW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NIW 不
需工作承諾及不需要證明勞工短缺
也不需要僱主支援，可自行提出申
請。閔律師建議大家一定要多參加
學術研究會，發表一定的文章，獲得
至少五份推薦信（可邀請教授、該研
究領域內聲譽較高的人士提供推薦
信）；EB3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
練技術工人及其他技術欠缺的工人
；EB4 第四優先及宗教工作者；EB5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投資數目必須

要在五十萬美元或一百萬美元到美
國一個商業實體，創造或增加 10 個
全職的就業機會給美國工人。閔律
師指出，持有台灣護照的申請人，以
工作移民方式申請綠卡不需要排期
，同時閔律師還溫馨提醒，請大家千
萬要注意，不要有任何良好記錄（例
如酒駕、違章等），因為這些記錄都
會影響未來的綠卡申請，同時請大
家提前做好準備材料和問題，規劃
好時間安排，不要等待最後一分鐘
才找律師。

臺北經文處董慶豐組長、大芝加哥
地區臺大校友會會長林麗淑及副會
長陳子坤在講座上也表示，希望本
次講座為年輕朋友們提供一個好的

平臺，讓大家多多瞭解有關移民法
律事宜，為自己爭取綠卡的有利機
會。現場的眾多留美學子也紛紛表
示這場移民講座為他們帶來了好多
有用的資訊，對有關移民事宜有一
個更深刻的認識。

閔錫慶律師擁有40多年豐富的法
律經驗，是大芝加哥地區的一位傑
出女律師，擁有美國最高法院、美國
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美國聯邦
法院、伊利諾伊州法院出庭資格，更
成為登入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一位華
裔女性，並且開創了屬於自己的“聯
裕國際法律事務所”，對工作專業敬
業，口碑好，在業界獲得一致高度肯
定。

擁有擁有4040多年豐富的法律經驗閔錫慶律師多年豐富的法律經驗閔錫慶律師（（中立者中立者））為留美為留美
學子解答有關留學生身份轉移問題和困惑學子解答有關留學生身份轉移問題和困惑

閔錫慶律師主講閔錫慶律師主講
臺大校友會會長臺大校友會會長
林麗淑致辭林麗淑致辭 台大校友與貴賓董慶豐組長台大校友與貴賓董慶豐組長（（右二右二））合影合影 講座現場一角講座現場一角

閔錫慶律師為留學生解惑疑難聽者獲益良多閔錫慶律師為留學生解惑疑難聽者獲益良多
芝加哥臺大校友會舉行芝加哥臺大校友會舉行““留學生身份轉移講座留學生身份轉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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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關楚耀（Kelvin）15日和樂
隊野佬出席商場音樂會活動，剛
旅行回港的Kelvin笑言此行去了
有陽光與海灘的地方，曬到脫皮
而回。
久未有公開獻唱的Kelvin，

首度獻唱他的新歌《死亡之
吻》，又與野佬jam歌盡興。他
說：“自己都喜歡組Band，今次
第一次和野佬夾，我心目中他們
什麼都能玩，連新歌都可以玩自
嘲，希望我們有新火花。”笑指
Kelvin獻唱時會否想起與前女友
的一段情，他笑道：“我沒事，
已經脫皮，始終唱情歌要投入，
之前幾段感情都會湧回來，但復
活節要重新復活。”提到Kelvin
有份演的新片《同囚》押後上
映，避免和劉德華的《拆彈專
家》正面交鋒，他表示上映檔期
交由電影公司決定，他會配合做
宣傳後，下月中才到台灣工作。
笑問他今年主力做音樂還是電
影，還是投入新戀情，他說：
“當然是搞多些音樂，但都要搞
多些感情才可以豐富自己的作
品，也可以和演出角色有關
係。”Kelvin稱單身後暫時不想
再拍拖，享受現在單身的自由，
緣分要看上天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張兆輝日前聯
同鹿唅、古力娜扎等現身北京，
出席新劇《擇天記》發佈會。大
會為鹿唅預祝生日，席間，張兆
輝對鹿晗更是讚不絕口道：“鹿
唅很勤奮，他一個人紅拍三組
戲，一天到晚都很忙、很敬
業。”
談及劇中的年輕演員，身為

“大家長”的張兆輝笑說：“片
場總是歡聲笑語，大家充滿活
力，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這些
少年很拚，他們力求上進，無論
是角色還是本人，都讓我感受到
他們那種不服輸不怕輸的少年特
質，與他日一起拍戲的過程，也
是我等一起成長的過程。”

另外，由張兆輝主演的無綫
劇集《全職沒女》正在熱播，觀
眾大讚他的演技外，更讚他身形
弗爆、皮膚緊緻，對此，他笑
說：“多謝觀眾支持，其實沒有
刻意因為保持健美而做運動，反
而是因為自己很喜歡運動，所以
如果不用開工我會一星期一次健
身，三天足球，因為我真的很喜
歡足球，太久沒得踢會心不在
焉，我當年的第一志願是當足球
員，哈哈！”

關楚耀分手後重新復活

張兆輝讚年輕演員拚勁

■■關楚耀關楚耀

■張兆輝（中）今次跟一大班年
輕演員合作。

王祖藍、內地藝人鹿晗、鄧超、鄭
愷、迪麗熱巴等主持的內地綜藝

節目《奔跑吧》（前名：《奔跑吧兄
弟》），第五季首集於14日晚首播，請
來劉嘉玲擔任嘉賓之餘，更邀請了《奔
跑吧》元祖成員之一的Angelababy連同
囝囝“小海綿”拍攝短片，是母子檔首
度出鏡，同為眾主持打氣。
產後首度亮相節目的Baby已修身

成功，依然明艷照人。而在打氣短片
中，Baby除了催鹿晗快點找女朋友之
外，更盡顯其母愛洋溢一面，為“小海
綿”摺衣服摺得頭頭是道之餘，更數度
充滿母愛地抱着“小海綿”。而“小海
綿”雖然繼續貫徹神秘沒有曝光正面，
但其側面還是驚喜曝光，並見他的頭髮
濃密。
席間，Baby亦不忘向已為人父的主

持之一鄧超請教育兒心得，Baby說：
“雖然沒有很上手，還要向超哥這樣的
老前輩，多多學習怎樣去帶孩子。還是
非常高興，還在學習當中，我會帶着小
海綿跟你們一起玩的。”
影片最後，Baby特地“警告”所有

男成員說：“我知道會迎接一位新朋
友，你們幾個不要欺負她”，間接破除

與迪麗熱巴的不合傳聞。

祖藍被鄧超狂虧
此外，該集節目的亮點，則落在祖

藍與鄧超身上。在內地綜藝節目有“藍
常輸”封號的祖藍，在好友黃宗澤及內
地女藝人袁姍姍的協助下奪得首集終極
第一名，成功一雪前恥，更喜獲節目組
送贈“金算盤”，對於去年在港成立了
工作室的祖藍來說，可說別具意義。

而玩遊戲期間，祖藍則成為向來調
皮的鄧超的公然“調戲”對象。在節目
中繼續四處辣火頭的鄧超，本集集中火
力“對付”祖藍，鄧超除了着新加入的
主持、身高 168cm兼腳踏至少3英吋高
跟鞋的熱巴，站到身高只有163cm的祖
藍身旁，當眾揶揄祖藍矮之餘，更取笑
祖藍的笑容十分猥瑣。之後，玩遊戲期
間，鄧超再取笑祖藍是烏龜，令祖藍大
為“不滿”，鹿晗聞言更是忍不住捧腹
哈哈大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葉翠
翠誕下7磅半重愛兒15日出院，其夫周曉
東單手抱孩邊講電話跟着身穿風衣的翠翠
步出醫院，一家三口合照時，翠翠老公笑
得開懷，更兩度親吻太太，到他坐在車上
抱着寶寶等翠翠做訪問時，也一臉慈父模
樣逗弄愛兒不停在笑。
翠翠15日出院見她臉色紅潤，但她

表示其實生產完首兩天仍見疲累，因護士
會通宵到來量血壓。至於寶寶的中文名
字，翠翠指想了幾天仍未有決定，她笑
說：“都是老公去改，因為我說什麼他都
不喜歡，不過英文名會跟老公名叫Ray-
mond Junior，乳名就叫小東東！”翠翠
現開始給寶寶餵哺母乳和奶粉各半，但她
未曾試過拿着奶樽餵寶寶吃奶和掃風，她

帶笑：“老公當了寶
寶是他生一樣，常說
由他來餵哺因他更熟
練，而且寶寶哭他就
開心可以去哄，看到
半夜哭時他是否還這
麼開心！”

囝囝貌像老公
翠翠表示由於陪

月要下周才到來，現
都擔心照顧不到寶
寶，但寶寶暫時也很
乖，哭兩聲拍拍他便
會安靜下來，而老公

很緊張寶寶，她估計是寶寶長相似他，像
她生產完寶寶推出來一刻，老公一看已開
心地說阿仔好似他，到在病房時，他又邊
抱着寶寶自言自語說：“真的好像我！”
由於翠翠早產三星期，老爺、奶奶現才從
上海趕來看孫兒，翠翠笑指醫生說兒子
腸、肺功能發育健全，不似一般早產寶寶
那樣要照燈，又可正常吃奶，她估計可能
是自己算錯，她笑說：“我都打算等兒子
一歲多就再生，下次就不能再擺烏龍了，
因為今次本訂了普通單人房，突然提早沒
房就變頭等房要加碼，原先找師傅擇好時
辰又要重新再擇又加錢！”

翠翠表示下一胎想追個女兒，主要是
她可留靚衫、高跟鞋和港姐后冠給她，如
果兒子就只會給了他老婆。
問到想要老公什麼獎勵？翠翠笑謂：

“這應問他，要他當夜更保姆可以了，每
3小時吃一次奶和換尿布就交給他好了，
實質獎勵不用了，我沒特別想要的！”至
於會否為兒子辦百日宴，她表示回家後安
定下來才算，為兒子選學校的事她都交由
老公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
報道）台灣男星林志穎15日空降深圳
阪田，化身為深圳夢想者們助力的夢
想使者。
林志穎的出場吸引了近千歌迷，

他獻唱了兩首經典歌曲《快樂至上》
及《十七歲那年的雨季》。林志穎又
在現場通過抽獎的方式送出大禮，表
達了對其粉絲多年來支持的感激之
情，更希望通過這樣充滿正能量的見
面會，向更多深圳夢想家們傳遞為夢
想加油的正能量。

老公化身“全能爸爸”帶孩

葉翠翠爆未試過餵奶掃風

林志穎深圳傳遞正能量

BabyBaby首抱首抱33個月大兒子出鏡
個月大兒子出鏡

““小海綿小海綿””曝光曝光側面 光側面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Angelababy

（楊穎）自今年初為老公黃曉明誕

下麟兒“小海綿”後，未有復出專

心做“新手媽媽”，而“小海綿”

一直深受父母保護，無論真實姓

名、樣貌都未有公開。14日晚內地

綜藝節目《奔跑吧》第五季首集首

播，元祖成員之一的 Baby 連同

“小海綿”拍攝短片，“小海綿”

的側面終於首度曝光，其“廬山真

面目”算是揭了一半！

■■翠翠獲老公兩度送吻翠翠獲老公兩度送吻。。 ■翠翠老公一臉慈父模
樣。

■■林志穎獻唱兩曲林志穎獻唱兩曲。。李昌鴻李昌鴻攝攝

■Baby向鄧超討教
育兒心得。

網絡截圖

■■產後的產後的BabyBaby專心帶小孩專心帶小孩，，暫未復出暫未復出。。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迪麗熱巴迪麗熱巴（（左一左一））是是《《奔跑吧奔跑吧》》新女成員新女成員。。

■■祖藍在黃宗澤及袁姍姍的協祖藍在黃宗澤及袁姍姍的協
助下奪得首集終極第一名助下奪得首集終極第一名。。

■Baby手抱
“小海綿”
亮相節目。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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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時光II》謝祖武險獻 「男男吻」
蔡振南、謝麗金尬床戲
梅芳盛讚李李仁演技
趙擎看片花激動落淚

由文化部主辦、台視承辦

的《閱讀時光II》四部文學改

編戲劇作品《玫瑰玫瑰我愛你

》、《妖精》、《生活是甜蜜

》、《先生媽》，4月12日盛

大舉辦首映會，主要演員梅芳

、李李仁、趙擎、謝祖武、蔡

振南、謝麗金、曹晏豪、高英

軒、姚坤君、福地祐介、許乃

涵、張捷、安娜等人大陣仗盛

裝出席。

文化部次長丁曉菁在致詞

時表示：「文化部近年一直致

力於牽起影視界與出版界互動

的橋梁，今年《閱讀時光II》

的推出絕對是最重要的指標，

相信戲劇的品質絕對能帶動觀

眾的信心與熱情。」。《玫瑰

玫瑰我愛你》主要演員謝祖武

的妻子特別出席活動力挺，謝

祖武解釋：「《閱讀時光》真

的很值得關注，因為老婆平常

很喜歡接觸文學，所以今天是

特別來看。」。而特地回台參

加首映會的《妖精》主要演員

趙擎，回憶過去為了還債到大

陸打拼的苦日子，離鄉背景的

他甚至曾經一度想不開，如今

已還清債務，他感嘆的說：

「在大陸拍戲的日子真的很苦

，也是在那自我充實到很多演

員該會的事。」。台視《閱讀

時光II》將於4月16日起，每

週日晚間八點在台視主頻播出

、4部戲將連播4週。

文化部主辦、台視承辦的

《閱讀時光 II》計劃，將4位

作家王定國、王禎和、李維菁

、吳濁流的經典作品改編成戲

劇影片，4部文學作品找來金

鐘超夢幻卡司陣容。

在《先生媽》中飾演「先

生媽」的資深演員梅芳，詮釋

起日據時期反抗外來文化的台

灣女性，精湛的演技特別能夠

引發觀眾的共鳴，她在首映會

中分享：「因為我的父母親就

是生長在那個時代背景的人，

他們當時也是拒絕換日本姓氏

，所以我特別在這個角色裡融

入了父親與母親的個性。」，

李李仁在劇中飾演梅芳的兒子

，是個極力想將自己「皇民化

」、成為日本人的台灣青年，

他表示：「這部戲是我第一次

和梅芳阿姨合作，而能跟她合

作也是我想接演的主因之一，

演出這部戲她教了我很多、真

的要特別感謝她！」。

另外，蔡振南與謝麗金在

《玫瑰玫瑰我愛你》中飾演夫

妻、有許多精彩對手戲，蔡振

南回憶起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是和戲中老婆謝麗金的床戲，

蔡振南笑說：「那天我們特地

清場，一次OK都沒有NG，就

是拍完兩個人都有點腳軟。」

，謝祖武則在一旁指證歷歷爆

料：「那時候我有留下來看，

拍出來女的嬌羞臉紅、男的可

是滿頭大汗。」。

台視《閱讀時光II》將於

4月16日起，每週日晚間八點

在台視主頻播出、4部戲將連

播4週。

陳研希開車被偷拍露兇狠表情？

拉近壹看網友全笑瘋
陳研希與陳曉結婚後，生下健康男

寶寶“小星星”後，便鮮少公開亮相。

壹名網友12日晚間指出，在路上意外巧

遇陳研希，還似乎被發現自己正在偷拍

對方，未料真相曝光後，卻瞬間令眾人

笑到肚痛，意外掀起熱烈討論。

壹名張姓網友12日在某網站發文透

露，自己在路上偶然遇見陳研希的過程

，並將壹系列照片PO網，“居然看到

女神開車，停在路邊，好像被她看到我

偷拍她……怎麽辦?”

沒想到，該名網友先是PO出偷拍

陳研希的遠照，看起來仿彿對方正露出

“兇狠表情”瞪他。沒想到，他將畫面

壹拉近，才發現所謂的“陳研希”，其

實是柱子上印有女神臉蛋的看板，只是

恰巧透過車窗入鏡，加上燈光及角度的

問題，才會造成錯覺。

關穎在微博曬出壹家前往夏威夷旅遊的美圖，名媛範兒十足，並稱：Hawaii-Honolulu Waikiki~ 圖

中可以看出，雖然身懷二胎，但辣媽仍然腳踩高跟鞋裙裝出行，孕肚十分搶鏡。

咘咘小露香肩秀性感 爸爸修傑楷崩潰不已

藝人修傑楷自從升格當爸

爸後，在公眾場合和臉書時常

分享自己和咘咘的生活趣事，

愛女心切的他每次看到賈靜雯

分享壹些女兒遊泳或小露的照

片時，總會瞬間崩潰，而近日

天氣逐漸轉熱，女兒對應的方

式竟是直接露出白嫩香肩，又

讓他崩潰了!

近日天氣逐漸轉熱，氣溫

狂飆25度以上，許多人也開始

穿起了短袖，而修傑楷10日卻

因為如此看見了讓自己崩潰的

畫面，咘咘穿著白色長袖、黑

色長褲，壹臉天真爛漫地緊拉

袖子、露出壹邊肩膀，讓爸爸

崩潰到不行!

修傑楷看到咘咘露肩的模

樣，忍不住叫她壹聲“咘姐”

直說，“我知道夏天到了，但

妳可以不用吧(把)這衣服當露

肩裝來穿嗎!爸爸買給妳。”

父女倆可愛的互動也讓粉絲笑

個不停，“這麽小就會耍性感

，爸爸頭痛中!”

傑楷對於女兒咘咘的形象

管理相當嚴格，但老婆賈靜雯

就愛拿這點作弄他，先前還曾

曝露咘咘變身「鋼管女郎」的

可愛萌照，笑翻粉絲。

周傑倫冒充快遞員送貨周傑倫冒充快遞員送貨
驚喜彈唱驚喜彈唱《《告白氣球告白氣球》》

周傑倫的壹段冒充快遞員的視頻引發網友關註。視頻中，周傑

倫要完成喬裝假扮快遞小哥給大家送快遞的任務，他還帶上了自己

的團隊壹起出發。

為了讓大家不認出自己，周傑倫開始全面武裝，先是帶了口罩

，又是戴了眼鏡，但卻被調侃：“認不出來才怪”。讓現場的工作

人員忍俊不禁。但最後周傑倫還是成功送了快遞，還為粉絲送上壹

首《告白氣球》鋼琴彈唱。

網友們紛紛留言說：“啊，我傑倫啊”、“什麽時候也給我送壹

次快遞吧”、“確實，周傑倫不管怎麽偽裝都會被認出的吧”。

臺灣第壹千金關穎攜全家度假臺灣第壹千金關穎攜全家度假
腳踩高跟二胎孕肚搶鏡腳踩高跟二胎孕肚搶鏡

蕭亞軒重新關註前男友被疑復合蕭亞軒重新關註前男友被疑復合
回應回應：：仍是朋友仍是朋友
37歲蕭亞軒(ELVA)與小13歲高球選手

男友陳樺(Michael)去年8月交往，豈料本月

7日曝出取消男方IG關註，蕭亞軒向媒體

坦承因價值觀和個性不這合，淚斬戀情。

但事隔5天後，網友13日驚訝發現蕭亞軒

的IG恢復關註男方，陳樺則在IG實時動態

上傳在診所打針的影片，不知是否為復合

跡象。對此，蕭亞軒通過經紀公司回應，

兩人仍然有共同的朋友，會用成熟的方式

對待朋友，謝謝大家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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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正道執導，任鵬編劇，黃渤、徐靜蕾、段奕宏、楊子姍、許瑋寧主

演的電影《記憶大師》即將於2017年4月28日全國公映。隨著影片上映

日期臨近，片方發布壹系列終極海報，黃渤、段奕宏領銜“大師軍團”

眾人齊聚神秘案發現場，試圖窺探真相。然而看似平靜的表面卻暗潮洶

湧，這場記憶迷局中，人人竟都成了“嫌犯”。

此次發布的電影終極海報，直接將影片中的“案發現場”呈現

在觀眾面前，“大師軍團”六大成員黃渤、徐靜蕾、段奕宏、楊子姍、

許瑋寧、梁傑理，分別以旁觀者、局外人、當事人的身份出現在案發現

場。在這場雜糅了記憶、情感等復雜元素的迷案狂潮中，所有人無壹例

外都成了風暴中心的“嫌疑犯”，至於為何他們會集體出現在這裏，更

是個未知謎團。

海報中的黃渤神情緊張，似乎發現了什麽蛛絲馬跡；段奕宏手

持電筒照亮地面，與黃渤儼然化身成現實版“福爾摩斯”，破解迷案的

關鍵落在二人身上；徐靜蕾、楊子姍則以同樣的姿勢緊盯地面，表情凝

重，兩兩CP形成明顯的對立關系。

而在壹旁註視的許瑋寧看似局外人，卻明顯與其他人關註著同

壹個方向，她是否又能真的獨善其身；梁傑理則在眾人身後眉頭微蹙。

從此款海報中不難看出，這個神秘的案發現場中危機四伏，而眾人亦是

心懷各異，人人都成了記憶迷局中的“嫌犯”。

此款終極海報用意十分大膽，導演陳正道直接將案發現場還原

在海報設計中，並將案情的蛛絲馬跡“藏匿”其中，六大主角背後驚現

的人頭雕塑，破敗的玻璃花房背景，以及眾人凝視的同壹個角落，都將

這宗記憶迷案推向高潮。眾人神態各異的表情，又讓人聯想到這絕對不

是壹起純粹的命案，加之黃渤腦海中重載的錯誤記憶，又成了命案的關

鍵，隱藏在冰山下的真相，看似呼之欲出卻又真偽難辨。

除此之外，海報上的文字也成了破案線索之壹，“記憶迷局，

人人都有嫌疑”，暗指在這場腦內記憶戰的感情狂潮之中，人人都有嫌

疑。終極海報所呈現出的第壹視角讓觀眾也成了參與人之壹，通過海報

之中的細節刻畫、人物神態，從蛛絲馬跡中頭腦風暴探尋真相。

電影《記憶大師》由導演陳正道執導，黃渤、徐靜蕾、段奕宏

、楊子姍、許瑋寧主演，即將於4月28日正式公映。

“路陽其實是壹個不太需要監制的

導演，所以我們聊的更多的是細節。”

《繡春刀2》發布會，寧浩以監制的

身份走上臺：“再拿以前的創作思維去

幹涉導演，是對導演的不尊重。”

寧浩經常失眠，長期神經衰落，藝

術創作飽受煎熬的問題他也逃脫不了。

為了解釋他對監制的理解，他用了各種

比喻，最後說道：“不應該等同於教練

，更像是壹個陪練。”

他當監制，跟路陽交流的更多是形

而上的美學：“幫助導演理清楚，妳自

己的想法是什麽？”

去年9月，寧浩的公司壞猴子影業

簽下10位年輕導演，正式開始“平臺化

”。從此，導演寧浩也變成了監制寧浩

，他真的像壹個導師，而且比壹般的導

演，有著更為完整的藝術判斷。

7個月過去了，成果初現，目前已經

有包括《繡春刀2》在內的4個項目浮出

水面，有的開機、有的殺青，還有的已

經定檔。

“新導演壹定要在前三部作品中找

到自己。”在隨後的專訪中，寧浩告訴

娛樂資本論：“我壹直希望看到‘特別

路陽’的東西。”

他指著酒店采訪間裏的壹幅裝飾畫

：“沒有人會問，這畫是誰畫的，因為

誰都能畫，但我特別希望我們的電影有

強烈的個人風格，無論好與不好，觀眾

都想要問，這片子到底是誰拍的。”

監制寧浩：“我不是教練，是陪練”
據說剛開始，到底要不要拍《繡春

刀2》，路陽跟寧浩兩個人商量了很久。

花很長的時間考慮要不要拍，這是

寧浩自己的習慣。被編劇王紅衛評價為

“心重”的寧浩，每次思考要不要拍攝

壹部電影，都是時間耗費最長的，“至

少要壹年”。

討論的結果是，寧浩覺得路陽擅長

對浪漫主義的想象和刻畫，應該按照自

己的路子去總結出更加成熟的電影語言

和“路陽”化的手法，這才是路陽作為

導演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拍繡春刀續集

是很好的方式。

在討論上耗費了大量時間，《繡春

刀2》的拍攝進度壹拖再拖，這個原本去

年就應該上映的影片，最終改到了今年

的8月11日。

實際上，雖然《繡春刀》在商業和

口碑上算是壹個成功的電影，但在大環

境上，目前古裝片已經不是市場的主流

，絕大部分公司都在擁抱現代都市喜劇

，這個決定做的並不容易。

寧浩告訴娛樂資本論：“判斷和溝

通是最難的，我並不是比別的導演強，

而是給他提供壹點經驗，告訴他，可能

會發生什麽。”

為了解釋這種關系，寧浩的表情像

打了壹個飽嗝，冷不丁拎出壹個比喻來

：“我就像是壹個谷歌地圖，我告訴他

，哪裏可以走，哪裏會堵。但到底往哪

走，是妳的事情。”

實際上，這不是寧浩第壹次給導演

當監制。他以前在電影學院時，看到程

耳導演處女作《犯罪分子》，由衷地喜

歡。後來有機會認識了程耳，兩人經常

壹起遊泳，商量著要不要壹起做點事，

這直接催生了寧浩監制的第壹部電影

《邊境風雲》。

寧浩體驗到壹種價值感，通過監制

來參與壹個導演的作品，看見壹個導演

變得越來越有力量，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他覺得這個過程很有成就感。

從導演到監制的轉型背後，是寧浩

的“壞猴子工作室”到“壞猴子影業”

的轉型。

寧浩監制，路陽導演《繡春刀2》
這次，《繡春刀2》的碼盤、定檔、

宣發等等都是壞猴子影業負責。寧浩很

自信：“我們有經驗，有實戰，業內各

個公司的特征，都是比較了解的。”未

來其他導演的項目，在制片層面上，也

都是由壞猴子影業主控。

去年9月，“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

”的發布會上，寧浩的公司壞猴子影業

壹口氣推出了10位新導演，並宣布未來

三年出產12部電影。

這樣的產量並非小數目，此前工夫

影業跟華誼也曾推出“3年5部電影”的

計劃。

“我們不能太懶散，還是要定出壹

個目標來。”寧浩這樣解釋定下這個數

字的理由，實際上，這壹年以來，壞猴

子已經推進了4部電影，除了發布會上

已經定檔的《繡春刀2》，曾贈《雲水之

旅》在做後期，文牧野《印度藥神》、

牛涵的《甜美生活》已經開機。

12部作品，忙的過來嗎？
“其實並不非常多，而且3年當中

，也不全由我當監制！”說完，寧浩發

出標誌性的狡黠笑聲。

他背後，還有壹個30多人的公司化

團隊，《心花路放》制片人王易冰目前

擔任壞猴子影業CEO，負責公司的日常

運營，此外公司還有多名監制、制片為

新導演的作品保駕護航。

此前有制片人透露，文牧野的《印

度藥神》劇本壹開始蠻文藝，但被寧浩

改成了壹個喜劇性的商業作品。

相信不是第壹次聽到商業和非商業

這樣問題，寧浩有壹套自己的理論。

他說，電影不應該用商業和非商業

區分，只有好不好的劃分。從《瘋狂的

石頭》開始進入市場，又有《瘋狂的賽

車》、《黃金大劫案》、《心花路放》，

每次都踩在中國電影高速發展的點上，

他似乎比很多導演看得都要清楚。

寧浩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出在片

子上，而是出現在市場端，市場沒有細

化，多種電影應該有不同的空間，但現

在都紮在壹種娛樂片市場裏面，“微博

就生產段子，但妳要在微博裏頭找文豪

可能嗎？”

10位導演中，有很多導演只拍過壹

兩部作品，甚至只有短片，12級北電導

演系畢業的沙漠，處女作《黑魚》，豆

瓣上有評論稱“苦心設計的隱喻大都拍

成了表意模糊的故作深沈”，這可能是

很多年輕導演都會有的特色，創作上的

自我表達多過於類型嘗試。

對此，寧浩並不擔心，他認為，每

個導演創作的過程，都是在尋找自己的

知音，不管是十個還是十億。只要找準

了他的觀眾，能夠形成平衡的商業規則

，就足夠了。

由壞猴子工作室變成壞猴子影業，

向扶持年輕導演的平臺化公司發展，這

背後出於什麽考慮？

寧浩說，他本人有惜才情結，“看

見人才，總希望他能夠更好。”

雖然並不知道好萊塢類似的studio模

式是怎麽做，但寧浩自信壞猴子平臺化

轉型後，可以成為未來的壹種新勢力，

因為只有30多個人的壞猴子沒有大公司

的繁文縟節，輕裝上陣，而且自身是創

作人，跟創作人溝通沒有障礙。

目前的10個導演都能出來嗎？
寧浩儼然“校長”附體，他顯得很

淡定，“有的導演已經是第三部，有的

還在第壹部，就像在不同年級，要慢慢

來。”在他看來，在創作領域，100%成

功的概率並沒有，只能說，相比於其他

公司，他眼光更好，“我們能看出，哪

棵苗能長出果來的可能性大壹些。”實

際上，這些導演們也承受著壓力。

有媒體提到，去年發布會後的壹次

導演們的中秋聚會，幾杯酒下肚後，寧

浩說，電影還是要靠新導演們壹鏡壹鏡

幹出來的。

酒後，十個導演中少有的兩位女性

導演之壹的曾贈哭了，因為她的電影進

展最快，已經建組。她的心情，可能是

激動緊張又害怕。寧浩來了個擁抱，安

慰說：“不就是拍個電影嘛。妳現在拍

的片子永遠是為下壹部做準備。”

對於所謂成敗名利，寧浩其實早已

看開，壹個電影項目的開發可能要經歷

很多磨難，10個新導演能出來幾個也是

“盡人事知天命”，他甚至形容市場

——“總是存在呼吸式波動”。

如果有年輕導演跟他說，要去拍網

劇或者網大，他的態度都是“隨便”，

在他看來，即使父母都不會左右子女的

人生，更何況自己，他跟這些導演只是

平等的合作者關系，理應尊重他們的人

生選擇、方向選擇。

外界好奇的是，寧浩怎麽避免這些

導演成長起來就離開了，或者對他們會

有什麽商業上的要求。

寧浩巧妙地繞開了類似於“綁定”

這樣的說法，他有著更吸引導演的方式

，並且跟每個導演都簽訂了合作幾部的

計劃。他展現出異乎尋常的寬容度和耐

性，他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壹炮而紅，

壹夜成名的導演，拍電影是壹個功夫活

，不僅僅靠感覺，還需要很多練手的過

程，成長過程中是有成本的。

“我不要求他們壹上來就能夠賺錢

，只希望盡量不要賠光。”寧浩說。

《臨時演員》曝“娛樂新聞”版預告
鄭愷熱依紮組成臨時CP 戲裏戲外笑料百出

今日，由鄭愷、熱依紮領銜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臨時演員》曝“娛

樂新聞”版預告。在預告片中，熱依紮先聲奪人賽跑狗仔隊，高調承認緋

聞，並曝光神秘男友鄭愷，掀起全民八卦熱潮。

電影《臨時演員》為觀眾揭開娛樂圈的神秘面紗，將焦點對準明星秘

戀。預告片以娛樂新聞報道形式呈現，先是熱依紮飾演的當紅女星梁丹妮

被曝光緋聞，隨後她召開發布會高調承認戀情，並認證鄭愷飾演的李非凡

的男友身份，“桃色新聞”前後腳勁爆示人可謂賺足眼球。雖然預告片時

長不到壹分鐘，卻吊足觀眾的胃口。

此前曝光的另壹支預告片中，鄭愷意外遭綁並陷入秘密交易，如今與

熱依紮成功配CP，神秘交易與宣布戀情之間有著何種聯系，個中又隱藏怎

樣的故事，令人充滿好奇。此外，梁丹妮公布戀情本應甜蜜虐狗，她卻神

情玩味地給李非凡改名，在發布會上稱其名為“李小狗”，從細節處似乎

預示了兩人的微妙關系，也為影片平添了不少喜劇元素。

鄭愷、熱依紮這對“臨時CP”不僅在戲中笑點密集，也將這份歡樂延

續到了戲外，拍攝過程也如影片的調性：

輕松減壓。首次合作的兩人為了快速投入

角色狀態，經常在片場以“打架”的方式

來增進感情。

熱依紮曾在采訪中爆料：“制片人希

望我和愷哥能夠多些互動，以便能夠盡快

找到戲中角色之間互相欺負對方的感覺。

但因為片場沒什麽好玩的，所以我們就在

工作之余打對方來互相取樂。”“我在戲

裏的角色是個小市民，不是那種很紳士的

男子，所以按照戲裏李非凡和梁丹妮這種

人物關系，妳打我，我肯定是要還手打妳

的。”鄭愷如是說。

愛情喜劇電影《臨時演員》將於2017

年5月27日全國上映。

專訪專訪《《繡春刀繡春刀22》》監制寧浩監制寧浩
““快到出乎意料快到出乎意料，，壞猴子有壞猴子有44部電影在路上部電影在路上””

《《喜歡妳喜歡妳》》揭幕北京國際電影節揭幕北京國際電影節
曝曝““美食愛情美食愛情””版預告版預告
首次揭秘創意料理首次揭秘創意料理

由陳可辛、許月珍監制，許宏宇執導，金城武、周

冬雨等聯袂主演的愛情喜劇電影《喜歡妳》，將作為第

七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開幕影片，於4月16日亮相開幕

式。這是北影節首次選定新導演處女作作為開幕片。

與此同時，影片再曝“美食愛情”版預告，首次揭

秘電影中好吃好看的創意料理。三道菜“不期而遇”、

“熱情似火”、“意亂情迷”分別用羊排和日式抹茶粉

、夏日燒烤和阿根廷辣醬、河豚甜品制成，代表了片中

金城武和周冬雨意外相遇的巧合、步入爭吵的辛辣與陷

入愛情的甜蜜。

電影《喜歡妳》講述金城武、周冬雨飾演的壹對不

搭調男女因美食結緣的奇妙愛情故事，將於4月27日18

點起在全國公映。以新導演處女作揭幕電影節，這不僅

是北京國際電影節創辦以來的第壹次，在全球範圍內也

是絕無僅有的。對此，《喜歡妳》主創團隊相當興奮。

影片監制陳可辛和許月珍均表示，非常感謝北影節

組委會對新導演的力挺。《喜歡妳》的導演許宏宇曾擔

任《建國大業》、《夏洛特煩惱》、《七月與安生》等

賣座國產電影的剪輯師，此番第壹次轉型做導演，多場

點映都贏得了不少贊許。

導演許宏宇特別相信愛情，他曾表示：“比如我以

前不喜歡吃香菜、後來卻愛上了，就好比小時候會想象

我喜歡長頭發、高個子的女孩，但後來卻喜歡上了不壹

樣的人。很多時候這些只是設想，可能當妳遇到壹個人

，哪怕這個人完全不符合妳的那些預設，妳還是會愛上

。”據悉，第七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將於4月16日至23日

在京舉辦。目前，《喜歡妳》劇組也已開啟12城全國高

校巡演。



CC88休城讀圖
星期日 2017年4月16日 Sunday, April 16, 2017

雙橡園的下午茶

雙橡園正門。雙橡園不再是歷史中的名詞，她廣開大門，歡迎中華民國人民和僑胞參觀。自 1986 年起這座莊園

已被美國內政部冊列為古蹟，在寸土寸金的華府特區，仍然擁有一片令人艷羨的綠地和樹林。

圖片說明 ( 左至右 ) 世新校友會理事鄔逸卉、台灣駐華府代表處秘書王栢翰、宏武恊會創辦人羅茜莉、北一女校
友會會長鄧曉林。

雙橡園不再高不可及。台灣駐美代表高碩泰和老友吳而立在日前的茶叙中表示，雙橡
園接受僑胞和台灣民眾申請參觀，只要事前上網申請，時間不與園內活動重疊，都可
以安排進入。高代表說，今年是雙橡園由中華民國使用的八十週年，舉辦〞八十風華〞
一系列活動，並且歡迎僑胞前來參觀，只要上網申請，經核定，都可以成行。許多在
美多年僑胞向他表示，從未來過雙橡園，現在他建議把雙橡園列為來華盛頓旅遊的一
站。申請參觀 :usa@tecro.us
圖片說明(右至左)尼克．葛西寧、高碩泰大使、夫人宋小芬、宏武恊會創辦人吳而立、
羅茜莉夫婦、世新校友會理事鄔逸卉、北一女校友會會長鄧曉林。

他是我高中同學。休士頓西南印刷公司老闆吳而立和台灣
駐美代表高碩泰是建國中學同班同學，日前吳而立和羅茜
莉夫婦到華府旅遊，和老同學相約到雙橡園歡聚。春光明
媚的午後，高大使暢談當年如何堅持已見，經過特考進入
外交部，從基層做起，歷經了每一個職務，海外多年駐節，
原以為將要退休，卻在此時被派為台灣駐美代表。鄉音未
改，青絲成華髮，老友把臂言歡的時光，仍在心中盪漾。
圖片說明（右至左） 台灣駐華府台代表高碩泰、夫人宋
小芬、宏武恊會創辦人羅茜莉、吳而立夫婦。

雙橡園前廳。園內典藏著許多無價古董、書畫，置身其間
懷想她曾經走過的歲月，是一部真實的中華民國現代史。
圖片說明 宏武恊會創辦人吳而立、羅茜莉夫婦

雙橡園前院。前院花檀放置了台灣原住民的小舟，和台灣
的圖型的燈飾，木舟美麗且富有山地風格，傳達了來自台
灣的訊息。圖片說明 ( 左至右 ) 羅茜莉、鄧曉林、鄔逸卉

水晶燈的等待。進門大廳有兩盞一模樣的水晶燈，是高大使三十年前首次外派至華府
任職三等秘書時，精心挑選的燈具。那是他外交生涯的開始，隨後被派往各個不同駐
地，多年後再回來已是駐美代表，璀璨的水晶燈與他有深厚的淵源。圖片說明  吳而
立、羅茜莉夫婦

下午茶。台灣駐華府代表高碩泰（中） ，在雙橡園內和老友吳而立（右） 茶叙，吳
在休士頓創辦宏武協會，與美國許多武林高手友好，左為美國中國傳統武術代表隊
2013 年總教練尼克．葛西寧。喜好運動的高大使，是網球好手，當年還是駐外秘書
時就和當時的副總統老布希以球會友，建立起良好友誼。

蒂凡妮的吊燈。由知名的珠寶公司蒂凡妮所製作的吊燈，
掛在雙橡園的餐廳裡，當我們坐在其中，享受週末的下
午茶，高大使伉儷向我們娓娓道來，這個燈具的出處，
原來蒂凡妮公司最早以製作精美的玻璃器皿享譽業界，
後來轉為珠寶業，是名園中被例入保險的歷史文物之一。

圖 /文提供：宏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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