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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利]物浦

雷霆 99
99-105 火箭

2 晶宮
1-水

2016//17 賽季英超第 34 輪壹場焦點戰在安菲爾德球場展開
2016
爭奪 ， 利物浦主場 1 比 2 不敵水晶宮
爭奪，
不敵水晶宮，
， 庫蒂尼奧先拔頭籌
庫蒂尼奧先拔頭籌，
，本
特克梅開二度弒舊主。
特克梅開二度弒舊主
。多賽 2 場的利物浦仍暫列前三
場的利物浦仍暫列前三。
。

德國奶牛戀上馬術輕松跨障礙

德國 Ellenserdammersiel
Ellenserdammersiel，
，德國奶牛
德國奶牛“
“戀”上馬術
上馬術，
，跳過障礙身手
敏捷。它的主人是個身手矯健的姑娘
敏捷。
它的主人是個身手矯健的姑娘，
，平時和奶牛的相處就像馬術騎手
和馬壹樣，
和馬壹樣
，騎著奶牛訓練過障礙
騎著奶牛訓練過障礙，
，看樣子十分輕松
看樣子十分輕松。
。

新聞圖片

全球首支水下樂隊將舉行演唱會 水下演奏酷炫

全球第壹支水下樂隊“
全球第壹支水下樂隊
“音樂之間
音樂之間”
”穿著特制服裝
穿著特制服裝，
，使用定制樂器
使用定制樂器，
，
在丹麥奧爾胡斯水下進行彩排，為演唱會做準備
在丹麥奧爾胡斯水下進行彩排，
為演唱會做準備。
。

抗議高生活成本

阿根廷農民免費發菜遭
哄搶

﹁

啤酒瑜伽風靡泰國
瑜伽愛好者飲酒健身兩不誤

﹂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當地農民在阿根廷總統府
附近的五月廣場免費發放 20 噸農產品
噸農產品，
， 抗議小農戶的
高生活成本，
高生活成本
，要求滿足其信貸購買土地的需求
要求滿足其信貸購買土地的需求。
。

泰國曼谷，
泰國曼谷
，泰國的瑜伽愛好者們在參與啤酒瑜伽課程時向我們展示
了這種全新的健身方式，真的是可以做到飲酒健身兩不耽誤
了這種全新的健身方式，
真的是可以做到飲酒健身兩不耽誤。
。

中國經濟
體育世界

體育消息
文 匯文體匯
育財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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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日塞四國女排
雄安新區小長假首日未現炒樓客
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管控 售樓處鮮人問津
七月會戰香港紅館
鍾伯光
專欄

2
0
2
0

東京奧運並不遙遠

話咁快在港
舉行的場地單車
世錦賽已結束了
兩星期，但前幾
天，跟一些體育
系的同學閒談
時，他們仍然對親身在現場觀賞
比賽的那份濃厚氣氛念念不忘，
令我想到被一些人稱為大白象、
位於將軍澳的單車場館終於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展現它應有的價值。除奧運會場
■雄安新區安新縣境內白洋淀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中國女排又來了！在回歸慶
地單車賽外，世錦賽是最高水平
為防止炒樓，河北省雄安新區節前
村莊鳥瞰圖。
村莊鳥瞰圖
。
新華社
典的 7 月，中國女排將與上年里奧亞軍塞爾維亞、“東洋魔女”
的賽事。因此，比賽是各國單車
發佈了將在“五一”期間持續加強
代表隊展現實力的英雄地，同時
日本及歐洲老牌勁旅俄羅斯會戰在香港體育館（紅館）舉行的世
也是檢視各支單車代表隊整體實
房地產市場管控的消息，嚴厲打擊
界女排大獎賽。
力的場合。
炒樓炒地、“黑中介”等行為， 並 赴瑞士洛桑爭取戲碼的香港排球 球有點緊張，但卻很開心。她還坦
論實力，香港隊在主場的有
利條件下，理應可以取得在場地
警告有到新區“問房淘金”想法的 總會會長吳守基4月29日宣佈喜 言，與自己同齡時的球技相比，香港
單車世錦賽的最佳成績，但最終
訊。他稱：適逢今年慶祝香港回歸祖 的小學生水平比自己好。
人，當地既不允許炒樓，也無樓可
香港隊只能憑着李慧詩在女子爭
國 20 周年，大獎賽必會熱爆全城。賽
她寄語中國女排：面對三個強勁
先賽取得一面銅牌，而香港最終
賣 ， 無 樓 能 賣 ， 無 樓 可 炒 。 “事於
五 7 月 22-23 日上演，門票 6 月網上 對手，首先要打出最好水平，勝負還
在獎牌榜上只能跟西班牙並列第
及門市雙向發售。
是其次。
15名。
一”小長假首日，記者接連走訪發 4 月 29 日出席發佈會的前女排重
吳守基則呼籲市民加把勁支持女
而今次獎牌大贏家是澳洲
炮手孫玥指，在香港主場作賽，雖有 排大獎賽，亦期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啓
■大批遊客“五一”前來一睹白洋淀 ■“五一”小長假期間，遊客在白洋
現，新區未現炒樓客， 售樓處更鮮
隊，共取得
3 金 5 銀 3 銅合共 11
狂熱粉絲支持，但對中國女排的新人 德體育城的撥款申請。他指出，紅館 ■楊方旭（左）與孫玥進行排球示
這顆“華北明珠”的芳容。網上圖片 票大廳內購票。
潘志南 攝
面獎牌。至於去年里約奧運場地
有人問津；雄縣縣城的街道上，路
來講也構成壓力，不過卻是難得的經 建於 30 年前，體育、演唱會、浴佛節 範。
單車賽大贏家的英國隊，在卓爾和積遜
驗。
各式活動集於一身；但作為世界級比 時香港可申辦 4 年一度的女排世界錦
廣車疏；酒店客房充足，“預訂房 女排隊員楊方旭曾多次赴港比 賽場館，則明顯設備過時。他希望香
堅尼的缺席下，仍然能夠取得兩金兩銀
標賽，啟德、紅館可提供 24 支勁旅會
一銅共5面獎牌跟德國隊並列第四名。
賽，4
月
29
日首次單人訪港和師姐孫
港議員們早早通過體育城撥款興建，
戰，以香港女排大獎賽入場盛況，主
間的外地客人的詢問多與景區有
■香港排球總會會長吳守基。
潘志南 攝 玥主持訓練班。她坦言教小朋友打排 以令新的體育館趕及 2020 年建成，屆 辦世錦賽不是夢！
今次港隊表現的確讓我們有點失
關。”一家快捷酒店的服務員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知名度和社會關注度大大提高。
望，整支代表隊中只得一位近30歲的老
將李慧詩可以有力衝擊獎牌，其他車手
雄安新區成立後，白洋淀景區愈加引人關
節假期，白洋淀景區客流量同比
29 日清晨 6 點，雄安新區白洋淀景區內，著名景點 “問房淘金”想法的人，這裡既不允許炒樓，也無樓可賣，
的實力根本相差一段頗大的距離，以今
注，人們趁着“五一”假期，前來一睹這
2.5 倍，景區共接待遊客 1.8 萬人
次世錦賽的表現，三年後的東京奧運，
鴛鴦島上的鴛鴦還未睡醒，景區外的停車場就已經 無樓能賣，無樓可炒。
顆“華北明珠”的芳容。4 月 29 日，白洋
增長 256%。預計“五一”小長假
這支香港隊又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的驚
熙攘起來。
來自北京市房山區的范欣榮夫婦，4 月 28 日晚就住在安
淀景區迎來大批遊客。眾多遊客從各地來
景區將再迎旅遊小高峰。
喜呢？
4 月 1 日，中國官媒向外界發佈了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新縣。月初的清明小長假，他們夫婦二人也曾來到雄安新
到白洋淀，景區停車場內停滿了車。據
為備戰旅遊小高峰，安新縣
單車是嚴格講求體力的運動，今次
的消息，稱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 區，“那次來確實抱有投機的目的，但近一個月來，看到政
悉，“五一”小長假期間，白洋淀景區日 遊、公安、交通、消防、衛生等
可以見到這位26歲、德國隊的禾高的表
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 府的決心，我們也慢慢冷靜下來。這次來只想感受一下春末
最大遊客承載量31.2
萬人次，超出限量， 合對停車場、景區碼頭和船隊等
NBA 季後賽 4 月 29 日再賽三 分鐘時曾將分差縮小至
分，但
現，把李慧詩都比下去，試問三年後當
縣、容城、安新 3 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覆蓋白洋淀，起步區 的白洋淀，用鏡頭記錄即將開發的雄安新區”。
景區將採取停止售票措施。
位檢查。縣旅遊局也對景區管理
場，塞爾特人與巫師淘汰各自對 基斯保羅穩定的罰球幫助快艇最
33 歲的李慧詩再遇上
29 歲的禾高，誰
面積約 100 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 200 平方公里，遠
上午8點30分，駛向白洋淀景區的車輛逐漸多起來，外
安新縣旅遊局副局長張克信說，國
從業人員進行了分層次教育和培
手 ， 會 師 東 岸 準 決 賽 ， 快 艇 以 終贏得比賽。基斯保羅堪稱快艇
的實力較佔優呢？如果李慧詩仍然像賽
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地車輛中仍以北京、天津和河北石家莊市的牌照居多。路上
家提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白洋淀景區的
其管理服務水平，力爭讓廣大遊客
98：93 客場戰勝爵士，雙方將進 獲勝的最大功臣，在得到
29 分的
後回答記者時說現在離
2020 奧運還有
消息一出，恰逢清明小長假的到來。仍然記得，以風景 並未形成擁堵，秩序井然。
入“搶七”大戰。
同時還有8次助攻。
■新華社
一段時間，所以仍未決定是否代表香港
在第六場與公牛的較量中，
優美著稱的白洋淀，一時間引得投機者和炒樓客蜂擁而至。
位於安新縣雁翎路的一家售樓處，招牌已經摘下，門上
披甲上陣，那更讓我們擔心，這種猶豫
總比分 3:2 領先的塞爾特人開場便
不決的心態拖得太久，對李慧詩在三年
據當地官方統計，清明小長假期間，白洋淀景區遊客同比增 的封條已顯陳舊。門前，當地政府張貼的紅色警示橫額格外
連續命中三記三分球建立優勢，
後東京奧運的爭勝機會大大不利，而且
長超過 2.5 倍。不僅如此，並非旅遊熱點的雄縣和容城，也 顯眼。相鄰商舖的老闆說，售樓處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熱度，
■羅馬尖刀
並牢牢把握着場上主動，並在第
對整支教練和科研團隊的部署也大打折
香港文匯報訊 《河北日報》4
月 29 地，不是炒樓淘金的地方。要實
一度客滿為患，一房難求。
鮮有人問津。
迪斯高。
三節結束時將分差拉大到 29 分，
扣。沒有死硬的決心、勇往直前的心
日刊發文章，要求河北各級領導幹部及其
格的管控措施， 嚴 禁 大 規 模 開
然而，在當地官方的嚴厲管控下，炒樓客鎩羽而歸。
雄縣縣城的街道上，路廣車疏。記者接連走訪多家賓館
路透社
這也讓第四節早早進入垃圾時
態，休想取得東京奧運這面獎牌。
子女、親屬要堅決響應省委號召，絕不參
產 ， 嚴 禁 違 規 建 設 。 “加強房
酒店發現，當地客房充足，“預訂房間的外地客人的詢問多
間。最終塞爾特人客場 105:83 輕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 鍾伯光
路廣車疏 客房充足
與炒樓炒作，從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全力
控需要充分發揮領導幹部的
與景區有關。”一家快捷酒店的服務員說。
■丹尼爾
丹尼爾((右)慶祝入球
慶祝入球。
。新華社
取對手，晉級準決賽。塞爾特人
支持雄安新區建設。
用，各級領導幹部及其子女、
為防止炒樓，雄安新區4月27日發佈了將在“五一”期
容城金台東路的一家售樓處門前已落下一層厚厚的灰
的艾華利巴特利貢獻23分。
意甲
4
月
29
日率先展開了一場爭
分鐘，“祖記”後防線配合失誤，費奧
文章稱，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 堅決響應省委號召，絕不參與
間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管控的消息，嚴厲打擊非法建設、違 塵，城區內的街道上，很難看到外地車輛。當地居民張久明
短訊
憑藉後場雙星禾爾與巴特利比
奪，客場作戰的“領頭羊”祖雲達斯 拿在斷球後的第一次射門被保方撲出，
複雜的系統工程，工作艱巨繁重，涉及 作，從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全
規交易、炒樓炒地、“黑中介”、虛假宣傳、非法公證等行
說，在經歷最初的興奮後，隨着外地炒樓房客的消失，他的心
爾合力拿下的73分，巫師客場115:
在比賽最後階段失球，與阿特蘭大
2:2 握 此後跟進再射，最終將比分定格在2:2。
四港將晉壁球亞錦賽四強
很多利益調整。新區是創新發展的高
新區建設。”
情也恢復平靜，生活一如當初。
為，絕不給投機者牟利機會；並通過多種途徑警告有到新區
99戰勝鷹隊，總比分4:2晉級下一
手言和。收穫和局後，“祖記”目前積
輪。鷹隊整場比賽都扮演追趕者角
香港壁球代表隊當地時間 4 月 28 日
羅馬打吡戰看高半線
84 分穩坐聯賽頭把交椅，領先少賽一場
色，儘管最後一節曾將分差縮小到
在印度舉行的亞洲錦標賽中，共有 4 人
的羅馬9分。
“祖記”意外地失分，讓羅馬看到
3分，但禾爾與巴特利比爾的出色
闖入準決賽，在男女子 4 強中佔半壁江
儘管今周將與法甲摩納哥展開歐聯 了爭奪聯賽冠軍的一絲曙光。羅馬最近6
發揮還是幫助巫師保住勝果。
山，力爭在決賽會師。男子組準決賽為
4強的較量，但此役“祖記”還是基本以 仗聯賽取得 5 勝 1 和的出色戰績，當中一
客場面對爵士，已經不容有
（港將在前）：歐鎮銘對 2 號種子印度
主力陣容出戰。上半場“祖記”獲得了 共斬獲 16 球之多，其中鋒將迪斯高在近
失的快艇在第三節打出一波得分
球手 Saurav Ghosal，李浩賢迎戰馬來
幾次不錯的機會，但均無功而返，反倒 6 仗聯賽中交出 6 個入球，加上今仗打吡
高潮，並在此後始終保持領先勢 ■艾華利巴特利(右)上籃得分。
西亞球手 Nafiizwan Adnan；女子準決
是主隊在上半場結束前打破僵局，安德 戰主場出擊拉素，值得被看高半線。
頭。儘管爵士在比賽還剩不到 1
法新社
賽：湯芷穎對印度的 Joshana Chinap列干迪接隊友傳球小角度凌空墊射破
近 5 仗各項賽事一共失 11 球無疑為
pa，首號種子歐詠芝對另一名印度球手
門。
拉素今仗埋下巨大隱患，雖然說在本屆
Dipika Pallikal Karthik。
易邊再戰第 50 分鐘，急於解圍的阿 意大利盃準決賽中淘汰羅馬成功晉級決
■記者 陳曉莉
特蘭大球員史賓亞蘇拿忙中出錯將球頂 賽，但是在聯賽方面拉素已經連續 4 次
入自家大門，“祖記”扳平比分。第 82 負於對手，當中單場至少失 2 球，拉素
分鐘，丹尼爾從右路入楔禁區，接應長 此番出征實在不值得看好。
傳窄位頂入，“祖記”反超比分。第 89
■記者 梁啟剛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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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比賽臨尾失手

“祖記”
和局失分

塞爾特人
巫師會師準決賽

河北官媒刊文 籲官員及親屬勿炒

復出遭批評
“舒娃”
用賽果還擊

林丹再勝李宗偉 與諶龍爭冠
■林丹第 27 次戰勝
李宗偉。
李宗偉
。 新華社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 4 月 29 日在武漢展
開各項準決賽。中國羽隊（國羽）大滿貫
球手林丹在與馬來西亞“一哥”第39次交
鋒中，以 2：0 輕取對手，贏得第 27 場
“林李大戰”的勝利。林丹 4 月 30 日與隊
友諶龍爭奪男單冠軍，後者 4 月 29 日在一
場內戰中以21：19、21：15戰勝石宇奇晉
級。另外，何冰嬌以15：21、19：21不敵

日本的山口茜，令國羽在女單賽事全軍覆
沒；男雙則由兩對國羽組合包攬決賽。
4 月 29 日 的 焦 點 戰 ─ ─ “ 林 李 大
戰”，李宗偉開局 3：0 領先，隨後林丹連
續壓後場連追 3 分。5：5 平後，李宗偉連
連失誤，令林丹打出一波 6：1 的高潮，以
11：6先進入局休。隨後，李宗偉仍然沒有
起色，最終林丹以21：13先下一城。
第二局雙方競爭激烈，比分交替上
升。戰至 8 平後，林丹利用李宗偉連續的
放短失誤以及一記犀利的中場扣殺，連得
5 分以 13：8 拉開比分。隨後李宗偉利用
林丹的失誤連追 3 分，將比分追近至 11：
13，但林丹及時調整狀態，連下 3 分以
16：11 繼續領跑，最後大局在握的林丹以
21：15 鎖定勝局，以總局數 2：0 完勝，
晉級決賽。
■記者 陳曉莉

■ 舒拉寶娃
在比賽中。
在比賽中
。
法新社

結束禁賽後，俄羅斯網球美
女舒拉寶娃以在德國斯圖加特進
行的保時捷網球大獎賽作為復出
的第 1 步，4 月 29 日她再以 6:3、
6:4 擊敗干達維迪晉級 4 強。賽後
被問到其他球員的批評是否會讓
她更有動力時，“舒娃”說她只

想以結果證明自己。
因違反禁藥規定遭禁賽 15 個
月的前球后“舒娃”，受到不少
球員批評。不僅許多球員反對各
項賽事給她外卡參賽資格，甚至
還有球員表示根本不該讓她重返
網壇。
對於這些批評會不會成為復
出後的動力，“舒娃”說：“我
不是那種會把這些當作動力的
人。我的比賽結果說明了所有我
應該說的一切，只有這些才重
要。我復出最重要的部分，是在
球場上。”
先前有傳聞指出，下一項大
滿貫賽事法國網球公開賽，可能
會讓“舒娃”從外圍賽打起，不
過法網官方表示他們尚未正式作
出決定，預計在 5 月中才會公
佈。
■記者 梁啟剛

■湯芷穎
湯芷穎（
（紅衫
紅衫）
）淘汰隊友陳浩鈴
首闖四強。
首闖四強
。
法新社

第十三屆全運誕首枚金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
報道）第十三屆全運會馬拉松比賽 4 月
29 日鳴槍開賽，河北隊的王佳麗以 2 小
時 33 分 36 秒的成績奪得本屆全運會首
枚金牌，雲南隊的董國建以 2 小時 18 分
45 秒奪得男子專業組冠軍。來自山東的
運艷橋以2小時32分45秒奪得全運會歷
史上首枚群眾組男子項目金牌；女子群
眾組金牌則由唐輝以2小時55分51秒成
績收入囊中；內蒙古隊以 10 小時 36 分
27秒奪得女子團體組冠軍。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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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小長假首日未現炒樓客

■吳奇隆與劉
詩詩聚少離
多，但依然恩
愛。 資料圖片

■ 吳奇隆風塵
僕僕快閃赴
港 ， 之後又要
繼續開工。
繼續開工
。

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管控 售樓處鮮人問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為防止炒樓，河北省雄安新區節前

■雄安新區安新縣境內白洋淀的
村莊鳥瞰圖。
村莊鳥瞰圖
。
新華社

■劉佩玥承認喜歡
運動型男士。
運動型男士
。

發佈了將在“五一”期間持續加強
房地產市場管控的消息，嚴厲打擊

讀書曾當排球女將

炒樓炒地、“黑中介”等行為， 並

劉佩玥愛運動型男士

警告有到新區“問房淘金”想法的
人，當地既不允許炒樓，也無樓可
賣，無樓能賣，無樓可炒。 “五
一”小長假首日，記者接連走訪發
現，新區未現炒樓客， 售樓處更鮮
有人問津；雄縣縣城的街道上，路
廣車疏；酒店客房充足，“預訂房

祝福
“舊愛”
添丁
與妻皆忙
4月
間的外地客人的詢問多與景區有
關。”一家快捷酒店的服務員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 2017”將於 7
月 21 日至 23 日在香港紅館舉行，早前
記者會上，中國女排代表楊方旭及亞特
蘭大奧運銀牌得主孫玥、藝人劉佩玥
(Moon)、麥美恩聯同港姐馮盈盈、劉穎
■大批遊客“五一”前來一睹白洋淀
■“五一”小長假期間，遊客在白洋淀景
鏇及張寶兒出席支持。
這顆“華北明珠”的芳容。網上圖片
票大廳內購票。
網上
劉佩玥表示爸爸是排球教練，故自
小會兩父女便一起收看排球賽事，也特
別會看孫玥比賽，因大家名字同有個
“玥”字，所以對她有份情意結。
Moon 指 她 讀 中 學 時 也 是 排 球 校 隊 成
員，有代表學校出外作賽，問她有否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知名度和社會關注度大大提高。今年
上排球情緣？她笑說：“我是讀男女
雄安新區成立後，白洋淀景區愈加引人關 節假期，白洋淀景區客流量同比增
校，同學每個都青春熱血，友情很好。
注，人們趁着“五一”假期，前來一睹這 2.5 倍，景區共接待遊客 1.8 萬人次，
不過，我中學第一個男友都是運動健
顆“華北明珠”的芳容。4 月 29 日，白洋
增長 256%。預計“五一”小長假期
將，總之中學過着的都是美好青葱歲月
淀景區迎來大批遊客。眾多遊客從各地來
景區將再迎旅遊小高峰。
啦！”笑問是否現在喜歡打功夫的男
生？她笑言這沒關係，運動型男士會散
到白洋淀，景區停車場內停滿了車。據
為備戰旅遊小高峰，安新縣已組
發陽光感覺，會正面和開心一點。
悉，“五一”小長假期間，白洋淀景區日
遊、公安、交通、消防、衛生等部門

白洋淀限客 1.2 萬人次停售

吳奇隆
孩子隨緣

29 日清晨 6 點，雄安新區白洋淀景區內，著名景點 “問房淘金”想法的人，這裡既不允許炒樓，也無樓可賣，
鴛鴦島上的鴛鴦還未睡醒，景區外的停車場就已經 無樓能賣，無樓可炒。
熙攘起來。
來自北京市房山區的范欣榮夫婦，4 月 28 日晚就住在安
4 月 1 日，中國官媒向外界發佈了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 新縣。月初的清明小長假，他們夫婦二人也曾來到雄安新
的消息，稱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 區，“那次來確實抱有投機的目的，但近一個月來，看到政
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 府的決心，我們也慢慢冷靜下來。這次來只想感受一下春末
縣、容城、安新 3 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覆蓋白洋淀，起步區 的白洋淀，用鏡頭記錄即將開發的雄安新區”。
面積約 100 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 200 平方公里，遠
上午8點30分，駛向白洋淀景區的車輛逐漸多起來，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闊別香港多時的吳奇隆日前出席腕錶品牌慶祝派對，但之後又馬不停
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地車輛中仍以北京、天津和河北石家莊市的牌照居多。路上
蹄飛往新西蘭開工，行程忙個不停。除了祝福前緋聞女友楊采妮誕雙胞胎外，奇隆也表示雖跟妻子劉詩
消息一出，恰逢清明小長假的到來。仍然記得，以風景 並未形成擁堵，秩序井然。
優美著稱的白洋淀，一時間引得投機者和炒樓客蜂擁而至。
位於安新縣雁翎路的一家售樓處，招牌已經摘下，門上
詩都是很忙碌的人，但都能夠抽時間見面，不過自己不急着“造人”。
據當地官方統計，清明小長假期間，白洋淀景區遊客同比增 的封條已顯陳舊。門前，當地政府張貼的紅色警示橫額格外
起劉詩詩，吳奇隆指她也是剛從 她，只是自己很少機會見到對方，畢竟 然而一切都未商量過。老婆會否着
長超過 2.5 倍。不僅如此，並非旅遊熱點的雄縣和容城，也 顯眼。相鄰商舖的老闆說，售樓處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熱度，
英國飛返北京工作，故未能同行 他現時主力在內地工作。
急生寶寶？他答謂：“你們急一
一度客滿為患，一房難求。
鮮有人問津。
出席盛會。那麼，二人豈不是聚少離
點，不停問完又問，答完又答，
投資開戲拍劇但少參演
然而，在當地官方的嚴厲管控下，炒樓客鎩羽而歸。
雄縣縣城的街道上，路廣車疏。記者接連走訪多家賓館
多？奇隆帶笑稱很快便可見面，故不用
有你們會知的！”
酒店發現，當地客房充足，“預訂房間的外地客人的詢問多
擔心。其實他倆相處時間也多，會互相
奇隆也有投資製作電影及電視劇，
李樂詩擬明年開演唱會
路廣車疏 客房充足 這次他到新西蘭也是為兩部古裝戲負責
遷就。
與景區有關。”一家快捷酒店的服務員說。
夫婦經常周圍去，又有否時間“造 製作，自己公司的戲他反而很少演出，
此外，李樂詩(Joyce)現育有三名
為防止炒樓，雄安新區4月27日發佈了將在“五一”期
容城金台東路的一家售樓處門前已落下一層厚厚的灰
人”？奇隆笑說：“見到面先！我們上 他也不排除會在港投資開戲。
兒子，但小兒子才六個月大，另又要
間持續加強房地產市場管控的消息，嚴厲打擊非法建設、違 塵，城區內的街道上，很難看到外地車輛。當地居民張久明
星期才見過。”他坦言目前不心急“造
楊采妮曾擔任電影導演，雙方又 照顧兩個兒子上學，平日都很忙碌。
規交易、炒樓炒地、“黑中介”、虛假宣傳、非法公證等行
說，在經歷最初的興奮後，隨着外地炒樓房客的消失，他的心
人”，因跟老婆各有工作要先完成，他 會否有合作？奇隆表示也知道，但得
不過 Joyce 未有放棄唱歌，即將便
情也恢復平靜，生活一如當初。
為，絕不給投機者牟利機會；並通過多種途徑警告有到新區
自己亦不是純為賺錢才不停工作。問到 看緣分，要合作的人有很多，不過一
在賈思樂的演唱會中演出，她也接了美

談

出席活動會否順便選購名錶給老婆？
“跟這品牌已多次合作了，也有手錶，
不是二奶（外遇）！”
對於前緋聞女友楊采妮誕下雙胞
胎，奇隆表示在微博看到網民紛紛祝福

直未有機會見面。現她有開心事也都
予以祝福，也相信現在是她最幸福的
時候。會否想像采妮一樣生雙胞胎？
奇隆笑言這難去預算，且生男或女亦
沒所謂，因他跟老婆均喜歡小朋友，

國登台秀，演唱會則有意在明年舉行，
可是要考慮家裡有“四條 King”，需平
均分配時間。不過老公一直是其粉絲，
也支持她的歌唱事業。Joyce 又表示母
親節時會和老公到歐洲過二人世界。

最大遊客承載量 1.2 萬人次，超出限量，
景區將採取停止售票措施。
安新縣旅遊局副局長張克信說，國
家提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白洋淀景區的

河北官媒刊文 籲官員及親屬勿炒樓

香港文匯報訊 《河北日報》4 月 29 地，不是炒樓淘金的地方。要實施
日刊發文章，要求河北各級領導幹部及其 格的管控措施， 嚴 禁 大 規 模 開 發
子女、親屬要堅決響應省委號召，絕不參 產 ， 嚴 禁 違 規 建 設 。 “加強房地
與炒樓炒作，從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全力 控 需 要 充 分 發 揮 領 導 幹 部 的 帶
■梁漢文(右)與歌迷大玩
Selfie。
支持雄安新區建設。
用，各級領導幹部及其子女、親
文章稱，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 堅決響應省委號召，絕不參與炒
複雜的系統工程，工作艱巨繁重，涉及 作，從而帶動廣大黨員幹部全力
很多利益調整。新區是創新發展的高 新區建設。”

自誇“情歌王子”

梁漢文預告演唱會“露械”

■ 李樂詩不忘歌唱事
業，但家庭也要緊
但家庭也要緊。
。

工作中度過 29 歲生日

許廷鏗對外甥女吃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許廷鏗(Alfred)與譚嘉儀 4 月
29 日出席“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頒獎禮，而當日正是 Alfred 的 29
歲生日，一群歌迷待壽星唱完歌
即大喊“生日快樂”贈慶。Alfred
表示這幾年生日都是工作中度
過，生日有工開也很開心。

爆吳若希變
“岩石胸”

■許廷鏗
許廷鏗((左)生日也要開工
生日也要開工；
；旁為譚嘉儀
旁為譚嘉儀。
。

當日他正日生日，留給跟家
人在家慶祝其最尾一個“二字
頭”生日，也“大排筵席”和 20
多人一起吃，不過卻辛苦媽咪下
廚。除了有自己最愛的冬瓜粒
湯，也會 BBQ，不會令媽咪太辛
苦，Alfred 笑說：“她做了婆婆之

後，未來重點不會放於我身上，
所以我好好利用這次機會任性一
下！”
Alfred 笑言現在被外甥女搶盡
鋒頭，才醒覺自己做了藝人仍不
夠一個 BB 女爭。不過他看到 BB
女的可愛模樣，都有憧憬想做爸
爸，尤其“外甥多似舅”，看着
她就覺得與自己小時候很像樣。
Alfred 也有幻想將來做爸爸應不會
太寵小朋友，會是個嚴父，他又
笑說：“現先這樣講，到時又不
知道了。像 Jinny(吳若希)對着女兒
都不捨得，凌晨 3 點都好想去育嬰
室抱個女，一定會牽心！”他又
主動提到 Jinny 自言催奶一日變了
“岩石胸”，但他笑說不知真實

合對停車場、景區碼頭和船隊等進行
位檢查。縣旅遊局也對景區管理者和
從業人員進行了分層次教育和培訓，
其管理服務水平，力爭讓廣大遊客滿

情況。“不知道呀，我又沒摸
過。我探她時她男友在場，不要
啦，不過目測過的確大了！”
Alfred 坦言 Jinny 當媽媽後，
不要放棄事業，因他倆尚有歌曲
要合作，只希望她盡快修身。那
她是否脹了很多？“未生前，她
臉蛋都有點脹，她平日都笑我腳
粗，不過她精神狀態很好，可能
平時開心，現再開心點。”知否
Jinny 何時結婚？Alfred 認為這不
過是一場儀式，但他看到 BB 的爸
爸都開始有個爸爸樣子出來了：
“希望 BB 令他倆 Sweet Sweet 之
餘，更加升溫！”另談到他 7 月於
紅館開演唱會的計劃，他表示正
安排當中，暫時仍未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梁
漢文(Edmond)4 月 29 日到香港尖沙咀一
個商場宣傳他在 8 月 18 日及 19 日的
“梁漢文我的另一半音樂會”，有多次
紅館演出經驗的他，表示這次去九展演
出也會不惜工本。他考慮設計一個長形
T 字舞台加 LED 燈，讓觀眾有視覺享
受之餘，他也會大秀身材，笑言做演唱
會就是不用穿衣，更揚言要“露械”，
叫觀眾到時帶花入場。
距離表演還有四個月時間，Edmond 表示有足夠時間準備，這次也會
獻唱過往很少唱的歌。早前他在網上直
播時，跟歌迷一起揀歌，笑言想不到自
己也推出了 40 張唱片，有歌迷要求他
唱卡通片歌曲，但都要重視歌迷會否享
受。
入 行 20 年 的 Edmond 自 誇 早 有
“情歌王子”之稱：“別以為我的歌迷
以女性為主，其實我有很多歌是給男士
唱來發洩，如《衣櫃裡的男人》、《好
朋友》等。台灣有個同志榜，我是最受
歡迎的頭三位。”至於可會在音樂會秀
肌肉，他笑道：“當然要，做演唱會不
用穿衣服的，現在隔着衣服都看到我有
一塊塊(肌肉)。每次紅館都有露，這次
轉場就不露肌肉，要‘露械’。”笑指
是否連遮擋重要部位的樹葉也不用時，
他笑稱：“台下會有風扇，到時叫觀眾
帶花入場，用來遮眼又好，遮什麼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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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妹自稱土肥圓矮挫窮
逆天身材讓人目瞪口呆
據臺灣媒體報道，“好聽
的名字”對於壹般人可說是很
重要，對於遊走在網絡的網紅
，更是要給自己取個厲害響亮
的名字，不過中國卻有壹位模
特兒反其道而行，28 歲的周研
希(ALICE)以“土肥圓矮挫窮”
為微博名，但她本人卻與這個
詞天差地別，擁有精致五官、
逆天長腿、凹凸有致的姣好身
材，外拍照壹釋出更是讓網友
瞬間戀愛了。
臺灣媒體報道，擁有 170 公

分高挑身材的周研希拍攝許多
性感美照，微博裏壹系列尺度
超大的誘人外拍照，展露潤白
美胸的 OL 照、雙手遮點的海灘
照、薄紗露胸露腿睡衣照、性
感小野貓熟女裝，每張性感照
幾乎遊走在尺度邊緣。
當然身為外拍模特兒的她
也不是只會擺 POSE，周研希從
小學習表演、舞蹈，可說是多
才多藝，更是知名公司力捧的
新人，還曾榮獲年度最具潛力
模特新星。

臺灣名嘴疑曝曾國祥是同性戀

曾誌偉力阻其出櫃

據臺灣媒體報道，吳
宗憲與女兒 Sandy 主持中
天《小明星大跟班》，日
前邀請名嘴麥若愚來節目
“為美食爆八卦”，麥若愚就透露有位
演藝圈大哥級人物，其兒子剛在演藝圈
嶄露頭角，還因為工作提攜了壹個小鮮
肉型男演員，互生情愫，讓大哥相當反
對，四處向媒體放話兒子跟嫩模交往，
力阻兒子出櫃。
聽聞麥若愚爆料，吳宗憲更加碼透
露這位星二代相關線索“大哥也有壹位
女兒也是藝人”、“爸爸個子不高”，
讓不少網友紛紛猜測這位被阻出櫃的星
二代應該就是香港大哥曾誌偉的兒子曾
國祥，因為他的姊姊正是女星曾寶儀。
不過據臺媒消息，麥若愚對於網友
猜測直接回答“不知道”，也拒絕透露
這名星二代真實身分，但他也表示消息
是從大陸演藝圈傳過來的，真實性很高
，而吳宗憲經紀人則稱爆料內容是節目
效果，不知道他們
說的是誰。

網紅跳舞表情
猙
獰
旁邊的

林俊傑又曬鞋照遭粉絲“嫌棄”

要求他曬自拍

4 月 27 日晚，林俊傑發博
“What's up！ ” ， 壹 雙 酷 炫
的紅色跑鞋占據了大半張配
圖，而林俊傑的模型就坐在
壹只鞋裏，顯得有些呆萌。
林俊傑又曬鞋照遭粉絲嫌棄
要求他曬自拍
網友們紛紛留言：“秀
鞋狂魔林俊傑！”，“厲害

了！又有新鞋！”也有網友
掀桌不滿：“請交出自拍”
，“要是哪天妳不秀鞋，我
就和妳姓！”
據悉，林俊傑酷愛收藏
鞋子，常常在微博上曬鞋，
頻率都要超過自拍了，對男
神帥照日思夜想的粉絲們真
是有苦說不出啊~

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雲》4 月 28 日報道，
網絡紅人“小 A 辣”時常分享搞笑自拍影片，擁
有超過百萬粉絲追蹤，喜歡表演的她，日前穿著
超短熱褲、小露肚臍在街頭大跳女團 TWICE 的
舞，但網紅好友林進 28 日公開壹支“狂舞版本
”，只見她頂著素顏在家瘋狂亂舞，表情還非常
猙獰，連壹旁的狗兒都看不下去，沖上去咬了他
壹口，笑翻全場人。
小 A 辣在影片中穿著長褲、棒球外套，壹臉素
顏大跳韓女團 TWICE 的《Knock Knock》，但她故意
扮醜搞笑，不僅舞姿扭曲獵奇，還眼歪嘴斜表情誇
張，逗得其他朋友哈哈大笑，但此時壹旁的狗兒似
乎被他過大的動作嚇到，當場沖上去咬了他腳壹口
，之後馬上沖回主人身邊。
被狗突然咬了壹口，小 A 辣停下動作有些楞住
，剛好拍下這壹切的林進笑到不行，馬上吐槽：
“狗都咬壞人！”壹旁好友們也全部笑翻，林進更
把這影片 PO 上 IG：“素顏跳舞的 A 辣被狗咬，笑到
吐。”網友見狀笑虧：“哈哈哈哈哈，狗狗覺得夠
了！”、“狗都叫她不要跳，哈哈哈~”

的狗看不下去
咬了她壹口

小米粒要有弟弟？

伊能靜節目中暗示會為老公生二胎
近日，伊能靜參加壹檔真人秀節目，在節目中
伊能靜透露出想要為老公秦昊生二胎的想法。
在某真人秀節目中，伊能靜早起給女兒小米粒
穿衣換尿布，照顧好女兒後，伊能靜才與閨蜜安心
的吃日料，吃飯過程中，閨蜜笑問伊能靜：“這個
節目錄完，剛好回去就可以補二胎了”。伊能靜似
乎被戳中心事，面露羞澀，隨後答道：“等米粒再
大壹點。”似乎是暗示了有生二胎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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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鮫珠傳》曝光導演特輯揭秘幕後 爾冬升監制《提著心吊著膽》

導演楊磊自稱“電影新人”

故事構思長達 17 年

奇幻片《鮫珠傳》日前
發布定檔預告並正式宣布定
檔 2017 年 8 月 4 日。今日，
該片曝光導演特輯，楊磊以
電影新人自居，將故事層層
剖開，誠意向大眾袒露創作
心聲。
《鮫珠傳》以古老而神
秘的九州大陸為主要舞臺，
在九州大 IP 的背景下衍生
出了壹個全新的故事。該片
講述了壹個人族的賊、壹個
羽族的捕快和壹個人族的王
子在尋找鮫珠秘密的道路上
，逐步建立了友誼、信任後
，共同對抗邪惡陰謀的傳奇
故事。

作為整個故事的創作者
之壹，導演楊磊在特輯中首
度坦露了自己的心聲。他表
示，《鮫珠傳》由腦海中的
構想、到最終形成劇本的整
個過程，其實長達十七年。
雖然現在談起來雲淡風輕，
但其中的曲折經歷可見壹斑
。而談到影片的精髓，他則
將人物的趣味性擺到了第壹
位，“如何樹立壹個有渾身
缺點的人物，並讓觀眾愛上
他，我認為是最難的事”。
在本次特輯中，楊磊及
其整個團隊在片場的工作狀
態也首度曝光。拍攝中，楊
磊貫徹了壹貫高標準、嚴要

發終極海報

求的作風，對每壹個環節都
觀察得細致入微，連演員擡
劍、撞肩的細節都不放過。
講到興頭，他還會來段即興
表演，以自己的方式將心目
中的《鮫珠傳》呈現出來。
這份嚴謹和熟練，讓人
看不出這是楊磊的第壹部電
影。但他本人卻坦然表示，
關於電影，自己只是壹個新
人：“這是我拍的第壹部電
影，我和我的團隊、以及演
員，都為這個電影，投入了
最真誠的誠意，我們希望我
們的誠意，可以打動觀眾。
”《鮫珠傳》現已正式定檔
8 月 4 日上映。

杜琪峰監制賈樟柯《在清朝》
程小東任武指 電影內核類似“二十四城記”

導演賈樟柯日前接受《虹膜》采訪時談
到籌備多年的電影《在清朝》，他確認影片
由杜琪峰監制、程小東擔任武術指導，內核
與《二十四城記》很像，都是談變革與人的
關系、變革對個體的影響。
賈樟柯表示，為了這部電影，與杜琪峰
交流了 6 年，彼此很熟悉，有杜琪峰“真的
是很踏實”。賈樟柯透露，《在清朝》主題
壹直是自己關註的變革的問題，實際上它跟
《二十四城記》很像，《二十四城記》是在
講變革怎樣犧牲了壹個群體，而《在清朝》
是探討變革之初，廢除科舉制度，怎樣影響
了壹代知識分子。從主題上來說是壹個延續
，但從類型方法上當然就不壹樣了。
賈樟柯說，《在清朝》之所以籌備這麽
長時間，最大的壹個工作是資料收集，自己
現在差不多是清史專家了。以前拍電影，壹
般是用壹年時間寫劇本，第二年開機。但在
籌備《在清朝》時，他發現自己的認知都來
自前人構建的清朝世界，他需要從史料裏找
到壹個更真實的清朝。
舉壹個“辮子”的例子。“在我腦子裏
，所有人都是大辮子男人，因為清朝留辮子
，但當我拿到壹批照片的時候，發現那個時
候的辮子其實非常的草率，有的人其實就很
細的壹縷。其實我們先入為主想象的那種大

辮子，是李翰祥導演電影裏面的清代。真實
的清代很多人都是很草率的，就留壹根很細
的鞭子，金錢鼠尾，就這麽細壹點點，就已
經算辮子。所以我就喊停了。我說，其實那
個時候我們是在前人的清朝想象裏，再去想
象壹個清朝電影。而我需要從真實的歷史資
料裏面，來想象壹個我的清朝世界。壹下子

就耗了差不多四年時間。”
早在 2011 年，賈樟柯接受采訪時透露
過《在清朝》的故事，他說《在清朝》是部
男人戲，講述了縣令、土匪與秀才三者的故
事，不知在多年籌備中又有哪些變動。雖然
首度執拍商業片，但他信心十足，稱“杜琪
峰無私地教會了我很多拍商業片的規則”。

大鵬範偉張天愛喬杉集體玩“窒息”
電影《父子雄兵》曝“憋屈”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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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雄兵》將於今年 7 月 21
日暑期檔上映。近日，電影曝光了壹組“憋屈”版
人物海報。海報中，大鵬、範偉、張天愛、喬杉、
鄔君梅、任達華、梁龍每人頭上被罩上形狀各異的
玻璃罩，臉貼在玻璃上擠到變形，憋屈的表情讓觀
眾忍俊不禁。每人還各比出“OK”、“耶”、
“棒”、“不要”等的手勢，實力演繹“寶寶心裏
苦，但寶寶不說”的窘迫。
此次曝光的“憋屈“版人物版海報中，大鵬、
範偉、張天愛、喬杉似乎遇到了人生窘境。大鵬飾
演的範小兵因創業欠錢到處借錢卻四處碰壁，雖然
頭上的”鬼點子“很多，有時候能化險為夷有時候
卻適得其反，與意願背道而馳。大鵬自己也表示範
小兵這個角色從小淘到大不修邊幅，雖然聰明但是
也會弄巧成拙，經常成為“不靠譜”的代言人。
範偉雖然表情看似輕松，還豎起大拇指做表揚
狀，但範偉飾演的範英雄和兒子範小兵之間卻有很
深的隔閡，爺倆溝通起來也是”驢唇不對馬嘴“，

由李雨禾執導、爾冬升監制的
汙色幽默電影《提著心吊著膽》將
於 5 月 12 日全國公映，今日電影發
布終極海報，延續著壹路的荒誕搞
怪，片中的罪案場景和線索也隨之
曝光：車尾箱、搟面杖、壯陽藥酒
、滿袋遭劫珠寶……搭配五位主角
“提心吊膽”的神情，讓這個誇張
的故事呼之欲出。
《提著心吊著膽》有著精巧的
敘事結構和懸念設置，並且欲望男
女、江湖郎中、珠寶劫匪、準退休
片警這幾組毫無關聯的人物凸顯了
影片的烏龍屬性，而片中的汙色幽
默也讓這種烏龍搖身壹成了“汙龍
”，汙厘頭氣質滿滿。
在最新曝光的這款“劇透版”
終極海報中，藏著許多串聯起整個
故事的線索，比起之前的汙色幽默
元素的物料，把影片的“汙龍”無
限放大。車尾箱、搟面杖、壯陽藥
酒、價值幾百萬的紅寶石，映射著
每個角色的陰暗面和行為動機，配
合五位主角的驚悚表情，每個人對
應的故事線也即將浮出水面。

只能用手勢去表達，導致兩
人的誤會越來越深。對於父
子之間相愛相殺，範偉笑稱很喜歡和孩子鬥嘴，有
時候也會思考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不希望出現代溝
。與大鵬、範偉不同的是，張天愛都著嘴表面賣萌
內心卻實力拒絕”我不要“，不委曲求全的堅定意
誌讓妳只能憋屈。對於劉雯這個角色，張天愛也表
示自己很喜歡“鹵煮西施”這個老板娘，雖然小兵
壹起打拼沒多少錢，還總被挫折打敗，但靠的就是
內心的倔強和不服輸的意誌，外柔內剛不僅是劉雯
也是自己十分喜歡的性格。
喬杉則另辟蹊徑玩心跳，玻璃罩整個罩住腦袋
不留空隙，眉頭緊鎖喘不過氣，看的直讓人窒息。
”OK“的手勢和痛苦的表情形成鮮明對比，演繹
了”寶寶心裏苦，但寶寶不說“的心路歷程。喬杉
飾演的方健就是這麽壹個表面 OK 內心卻爆“慫”
的追債小弟，和大鵬互懟互坑引發了不少啼笑皆非
的荒唐事，經常成為“替罪羊”把自己弄得狼狽不
堪。在此次曝光的海報中，還能看到同樣沒能逃脫
被罩命運的任達華、鄔君梅和梁龍。任達華飾演的

這部電影的“汙龍”體現在所
有沖突都在壹個晚上爆發，壹個不
舉丈夫因為壹個集“潘金蓮和孫二
娘”於壹身的女人出軌而買兇殺人
，隨後壹具怪屍出現在了不該出現
的地方，更荒誕的是這具屍體卻與
壹對欲求不滿的男女青年有關。隨
著不同人的到來，線索逐漸增多，
看似簡單的案件越發迷茫，每條人
物故事線與真相的距離剛剛好。
作為李雨禾的長片處女作，劇
本創作始於 13 年，14 年完稿，之
後準備了近兩年，15 年底開機，創
造了 24 天拍攝完成的神話。這部電
影曾提名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
獎最佳編劇，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
展映。
在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入圍亞
洲新人獎之後，《提著心吊著膽》
引起導演爾冬升的註意，他主動找
到導演要為影片擔當監制，這樣特
別的故事如果後期沒做好就上映會
是壹種浪費，因此，影片後期制作
精確到每秒，伯樂與千裏馬的故事
也在這部電影裏有了體現。

OK 哥比出槍的手勢，暗示著此時雖然很憋屈，但
是日後有妳受苦的時候，展現了反派大 BOSS 的威
嚴。對於反派 BOSS 的界定，任達華卻認為片中的
OK 哥設定很有喜感，不能單單認定為是壹個壞人
。OK 哥有對美食的高級追求，也會借錢給需要的
人，不還錢自然要付出代價理所應當。
鄔君梅則甜蜜微笑手比桃心，頭上罩住的酒瓶
也是預告中誘惑範英雄的“虎鞭酒”，對於“撩漢
”鄔君梅也算是展現了各種技能，對範英雄的崇拜
和迷戀壹觸即發，看來這桃心是向範偉發射的甜蜜
炮彈了。梁龍則是瞪大眼睛壹臉驚恐狀，手比搖滾
姿勢“love”，梁龍在片中飾演的狗哥既冷酷無情
又心思縝密，能讓狗哥都臉色大變說明憋屈指數要
超越喬杉了。
據悉，電影《父子雄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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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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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BACCARAT ACTION.
RUN OF 31 BA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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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AN D G ET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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