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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杯半決賽又賽德國杯半決賽又賽11場場，，拜仁主場拜仁主場22比比33被多特蒙德淘汰被多特蒙德淘汰，，11周周
內內22項杯賽出局項杯賽出局，，多特成為首支連續多特成為首支連續44年打進德國杯決賽的球隊年打進德國杯決賽的球隊。。
馬丁內斯回傳失誤馬丁內斯回傳失誤，，羅伊斯首開紀錄羅伊斯首開紀錄，，馬丁內斯頭球扳平馬丁內斯頭球扳平，，此後還此後還
頂中立柱頂中立柱。。胡梅爾斯攻破老東家球門胡梅爾斯攻破老東家球門，，此後因傷下場此後因傷下場。。羅本打中立羅本打中立
柱柱。。奧巴梅揚和登貝萊連下兩城反超奧巴梅揚和登貝萊連下兩城反超33比比22。。

拜仁拜仁22--33多特蒙德多特蒙德

LPGALPGA德州大獎賽首輪德州大獎賽首輪

LPGALPGA德州大獎賽首輪德州大獎賽首輪，，魏聖美並列第二魏聖美並列第二，，萊克西萊克西--湯普森並列湯普森並列1818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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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志南）
香港田徑隊除在台北舉行的亞洲田
徑大獎賽創佳績外，在匈牙利亦傳
來好消息，程小雅在 Hungarian
National Championships女子 20公
里競走賽中以1小時35分13秒勇奪
銅牌，並打破香港紀錄，同時也是
目前唯一達到倫敦世錦賽參賽標準
的香港運動員。

香港跳高“美少女”楊文蔚則
在亞洲大獎賽三度刷新香港紀錄，
最終戰勝烏茲別克名將杜薩諾娃，
以1米88新香港紀錄的佳績勇奪金
牌。

楊的啟蒙教練溫達勇指出：
“世大（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正正
是我們兩人今年的最重點賽事。”
這次台灣比賽的場地就是7月世大
的比賽場，優良的場地不僅助她贏
得冠軍，更先後躍過1米84、1米
86米及1米88米，三次打破自己創
下的1米83米的香港紀錄。

而楊文蔚則表示：“破香港紀
錄不是預期。從對手杜薩諾娃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對備戰亞錦賽和世
大得益不淺。”

另外，在台灣大獎賽，港男將
吳家鋒在200米賽以21秒25袋走銅
牌，出戰400米欄的陳嘉駿跑出51秒
30得季軍，跳遠“王子”陳銘泰則
以7米7摘銅。

在當地時間30日打完土耳其女
排超級聯賽季後賽三、四名比賽後
當晚，瓦基弗銀行隊球員朱婷便從
土耳其回國，將隨母隊河南隊備戰
第十三屆全運會女排預賽。

第十三屆全運會女排預賽將於
5月18日至28日舉行，而瓦基弗銀
行隊作為女排歐冠聯賽冠軍將參加
5月9日至14日在日本舉行的女排
世俱盃。朱婷原計劃隨瓦基弗銀行
隊打完世俱盃後再回河南隊報到打
全運會女排預賽，但為了能與河南
隊有更多的磨合時間，經過與瓦基
弗銀行隊協商，朱婷在打完土耳其
聯賽三、四名比賽後先回河南隊報
到。朱婷表示：“我是河南隊培養
的孩子，回報母隊是我的義務。而
且，去年轉會瓦基弗銀行隊簽的合
同裡就提到要保證隨河南隊備戰全
運會的比賽，我得遵守合同。”

朱婷將在回國後與河南隊進行
一周左右的磨合訓練，於5月8日
前往日本隨瓦基弗銀行隊打世俱
盃，世俱盃結束後再回河南隊征戰
全運會預賽。 ■新華社

朱婷提前回國
備戰全運會

這次亞錦賽國羽派出平均年齡僅20歲
的4名小將參加亞錦賽女單比賽，

陳曉欣、孫瑜先後落敗均無緣8強。陳雨
菲在8強戰中不敵世界排名第一的中華台
北選手戴資穎。何冰嬌在8強賽險勝印度
名將辛杜，但在準決賽還是以0：2不敵
日本選手山口茜。

名宿斥急功近利毀幼苗
從2007年至2013年，中國隊選手包

攬亞錦賽女單冠軍，去年王儀涵也奪得女
單冠軍。里約奧運會之後，隨着王儀涵和
王適嫻的退役，以及李雪芮的受傷，孫
瑜、何冰嬌、陳雨菲等年輕一代選手被推
到台前，她們之中還沒有人能挑起大樑，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4月18日至23日舉行的常州大師
賽之後，前國羽女單名將謝杏芳就曾質
問：女單決賽是日本內戰，中國的優勢都
跑哪去了？另一位前女單名將龔睿那也在
微博表示：在中國的比賽女單決賽是兩個
日本人，可是現在12歲以下的孩子教練
都已經以打出成績為主了（開始練能力，
不要求技術，一天練五六個小時），這樣
會毀了多少孩子。

女單曾是國羽最穩定的項目，從悉
尼到倫敦從未讓奧運金牌旁落。四個奧運
周期，每個周期都有2到3名國羽女單球
員成為世界頂級選手。

三屆世錦賽均無緣冠軍
可到了里約奧運周期，國羽女單優

勢開始縮水，在里約奧運會上無緣獎牌，
三屆世錦賽除李雪芮獲得兩次亞軍，其他

無人進入過四強。整個奧運周期沒有一個
女單世界冠軍入賬，這是國羽女單歷史上
罕見的。

在國羽女單止步不前的同時，其他
球隊的尖子選手進步很大，比如戴資穎在
今年以來的全英、馬來西亞首要超級賽和
新加坡超級賽中，強勢奪得3連冠。而在
這3站比賽中，孫瑜從未進過4強，何冰
嬌甚至連8強都沒進過，更年輕一些的陳
雨菲（世界排名第12）的最佳成績也不
過是8強而已。

如今國羽女單小將在面對這些排名
靠前的頂級選手時已經沒有任何優勢。陳
雨菲在本次亞錦賽期間坦言：“和她們
打，雖然想着去拚去衝，但還是有點不自
信，經驗也不夠。”何冰嬌也直言：“和
世界前幾名打都不好打，他們水準先進很
多。”

僅有三人躋身世界前20
此外，中國女單近年來也一直缺少

技術水準高的苗子。從2008年到2015年
期間的8屆世青賽，中國選手一直與女單
冠軍無緣，直到去年才由陳雨菲重新奪
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羽女單的人才
斷檔。現如今，論集團優勢，在世界羽聯
4月27日公佈的世界排名，前20名球手
中，國羽和泰國各有3人，日本有6人，
國羽以往的集團優勢也不復存在。

倫敦奧運會女單冠軍李雪芮在里約
奧運會銅牌戰之前受傷，至今沒有回歸賽
場。然而，就算這位領軍人物回歸，國羽
女單的復興之路依舊任重道遠。

■新華社

亞洲羽毛球錦標賽（亞錦賽）上周日在武漢決出各項冠軍人選，

中國羽隊（國羽）共奪男單、男雙和混雙3項冠軍。但在女單比賽，

國羽則繼在常州大師賽（4月18日至23日）歷史上首次無緣女單決賽

後，再次與決賽無緣，連續兩周在兩項家門口比賽遭遇滑鐵盧，國羽

女單怎麼了？

港田徑連創佳績
楊文蔚三破紀錄

女單世界排名前十名
（截至4月27日）

排名 姓名 國家/地區 積分

1 戴資穎 中華台北 93,721

2 馬林 西班牙 80,714

3 辛杜 印度 74,749

4 成池鉉 韓國 74,726

5 山口茜 日本 73,979

6 孫瑜 中國 68,594

7 何冰嬌 中國 61,472

8 內瓦爾 印度 59,579

9 奧原希望 日本 57,287

10 拉特查諾 泰國 55,714

■朱婷（後右）助瓦基弗銀行隊奪
得土耳其女排超級聯賽季軍。

新華社

■楊文蔚奪亞洲大獎賽跳高冠軍。
潘志南 攝

何何冰嬌冰嬌

陳陳雨菲雨菲

陳陳曉欣曉欣

孫孫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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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草蜢的蘇志威3
日生日，日前他與兩位好兄弟蔡一智
和蔡一傑在柴灣影樓開工，台前幕後
夾計給蘇老闆驚喜，當他以為只是埋
位影相時，其實蔡一智已經靜悄悄捧
着生日蛋糕，在其他工作人員生日歌
聲中出場，蘇老闆最初不知道自己是
主角還呆呆地站在一旁，知道是為他
預祝生日表示好驚喜！他還事先張揚
今年最想得到的生日禮物，是草蜢年
底紅館演唱會門票，事關每次開騷都
為撲飛而頭痛，希望兩位兄弟識做。

唱完生日歌，現場有人問蘇志威
年齡，他大方地說：“上網一查就
知，冇秘密，我今年51歲！”許願和
吹洋燭後，草蜢玩了一個小遊戲：蘇
志威今年最想收到什麼生日禮物呢？
1、2、3 揭曉，傑仔認為他最喜歡

“錢”，他說：“蘇志威結咗婚，兩
個囡囡仲讀緊書，咁大負擔，‘錢’
最實際！” 果然細心，不過蔡一智
指傑仔的答案“太膚淺”，他的答案
是“草蜢2017紅館演唱會門票”，三
人立即起哄，蘇志威非常贊成：
“對，草蜢每次開騷的飛真係有錢都
買唔到，要應付好多親朋戚友，撲飛
搞到我好頭痛，今年又要撲啦！”

香港文匯報訊 衛詩雅最近為雜誌拍
了一輯入行以來“稀有”的性感相，讓大
家發掘她乖乖女以外的一面，且散發出一
份成熟美。2017年對詩雅來說肯定是一
個轉捩點，一口氣有五部電影上映，平均
每兩個月便有一部，這些機會不是每一個
演員都能擁有，她也等了整整的十個年
頭，憑着信念一步一步地走到今日。相片
中的詩雅讓人眼前一亮，原來她可以如此
性感地出現人前，也許你會問詩雅是否開
竅？她坦言其實一切都是來自機會，若不
是一下子有這麼多的工作，大家未必再次
留意到她，所以當機會來臨時，她會努力
配合和爭取。這輯相對她來說並非賣弄性
感，尺度亦有限，她只想跟大家說衛詩雅
其實很多面化，有待大家欣賞和發掘。

衛詩雅等待發掘

當晚前來欣賞有柏豪的兩位過氣緋聞
女友連詩雅、何超蓮，其他有許廷

鏗、胡鴻鈞、吳業坤、JW、鄭欣宜、林奕
匡和未婚妻等，甫開場，歌迷情緒便被推
到沸點，全晚柏豪都high爆演出，尾場請
來阿Sa、艾粒和陳詠謙做表演嘉賓，安哥
位時，阿Sa以一襲紅色露背裙艷麗登場，
她和柏豪在台上合唱《一事無成》。

自稱細細個聽阿Sa的歌
阿Sa笑言前來做嘉賓是有目的，旨

在宣傳兩人合作新戲《原諒他77次》，正
當阿Sa準備計算票房時即被柏豪狂窒：
“你計數至叻，你咁多樓，是娛樂圈小富
婆，你的珍珠我唔敢掂，賠唔起。”無力
還擊的阿Sa笑罵：“好煩呀。”阿Sa指
現場有一萬人，每個觀眾都捧場便能帶來
50萬票房，但兩人愈計愈亂，柏豪說，
“你有無計錯，我成日畀人話唔識計數，

其實我識計，不過開騷計唔到，你係咪想
‘戙’我。”正當阿Sa降落台之際，柏豪
笑說：“走啦，我細細個聽你的歌。”阿
Sa即說：“你去死啦。”笑爆全場。

嘉賓艾粒以西部牛仔裝黐鬚現身，柏
豪多番截停少爺占開口說話，柏豪感激少
爺占當年邀請他拍野仔的MV，從而令柏
豪踏上演藝之路，接着便拿起結他彈出當
年由當奴“作曲”的《Silence is good》，
原來全曲只有一句歌詞，柏豪笑謂：“好
開心在紅館唱到全世界最短的歌。”

柏豪在台上再度多謝太太對他的付
出，一度感動得眼濕濕，其間他見到一名
孕婦粉絲等握手時，柏豪提醒大家不要
逼，然後摸住對方肚皮說：“祝福你”。

柏豪完騷後出席慶功宴時，情緒依然
高漲，更即場再做後空翻，他表示：“開
三場不夠喉，感覺自己仍有貨，可以再開
多幾場，但就未有打算開PART 2，而下

月便開始巡唱。”說到阿Sa叫他去死，柏
豪笑笑口說：“大吉利是，其實很感激所
有嘉賓，他們都是一口答應。”

柏豪在台上公開向太太道出一番感言
說話，他表示：“不知太太的反應，因每
日回家為了集中精神保持情緒，也不敢再
去問太太，但很開心終於在台上講出心底
話。”這幾晚未見其太太露面，柏豪表
示：“她有來睇，第一晚拿了白烚雞肉給
我，之後兩晚在外面照顧朋友，她一直都
喜歡低調和簡單，太太都有給予意見，說
我比以前唱得好，自信增強不少或者是同
年紀有關吧！”說到他輕撫大肚婆的肚
皮，柏豪直言：“我同太太都很喜歡小朋
友，不過現在事業仍在衝刺中，要看時
間，我們未來是有計劃生BB，但暫時先
想過二人世界，度蜜月都未去，(帶埋太太
去巡唱當度蜜月？)好提議，內地都有芭堤
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一連三場周柏豪《One

Step Closer Pakho Live 2017》演唱會4月30日晚假香港紅

館完滿結束，柏豪的太太繼續低調未見現身，而請來的其中

一位嘉賓蔡卓妍(阿Sa)則被柏豪踢爆是“小富婆”，柏豪更

抵死地說：“由細聽阿Sa的歌曲大。”激得阿Sa紮紮跳，

忍不住回敬叫柏豪去死，令全場大笑。人夫柏豪見到台下有

位大肚歌迷時，有送上祝福，自言和太太都很喜歡小朋友，

亦有“造人”計劃，但暫時先享受二人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媒體《經濟
觀察報》近日公佈《2017年中國名人
收入榜》，統計了2016年1月1日到
2016年12月31日，藝人圈中來自電
影、電視劇集、唱片、演唱會、代言
和商演等收入計算，在一百名登上榜
中的藝人，總收入達到70億9千多萬
元人民幣。

根據是次統計資料顯示，內地女
星范冰冰以2億4,400萬元人民幣進駐

拔得頭籌，而內地歌手鹿晗收入1億
8,160萬元人民幣位居第2，排第二。
而正在內地西安開巡唱的台灣歌手周
杰倫則以1億8,150萬元人民幣排第三
名。

另外，有消息指國家稅務總局曾
發出通知，對企業高層、演藝明星個
人所得稅項和有關的企業所得稅項作
出檢查，故排行榜榜上有名的藝人亦
有可能成為被檢查對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張
崇德1日到電台接受訪問，他透露位
於荃灣的工作室於8月租約期滿，不
獲續約，原因是業主怕跟其他商戶一
樣收到政府的違規信，所以不肯再續
約。張崇德懊惱地說：“從來沒人投
訴過我違規，創意工業不算工業？至
今也沒人告訴我不可以，我工作室都
有錄音和印碟機，會有生產，應該都
算工業。自己有問過律師和測量師朋
友，他們說無問題。”

至於今次損失
多少？張崇德謂：
“三年前搬進去
時，重新裝修工作
室，包括隔音、冷
氣、消防系統等，
總共花了六十多萬港元，但租三年就未
能續約，尚未回本。”而他七月會出
書，9月演出馬丁路德音樂劇，所以要
物色場地排戲，今次音樂劇會同錶行合
作，所得收益會幫補音樂劇的製作費。

蘇志威蘇志威賀賀5151歲生日歲生日

張崇德工作室不獲續約

喊住多謝太太的付出喊住多謝太太的付出

周柏豪周柏豪台上爆肚台上爆肚

激死激死阿阿SaSa

中國10大最吸金明星

范冰冰居冠周董季軍

■■張崇德張崇德

■■衛詩雅衛詩雅

■草蜢賀蘇志威生日。

■■林奕匡和未婚妻拍拖到林奕匡和未婚妻拍拖到
場場。。

■■周柏豪自言和太太有周柏豪自言和太太有
““造人造人””計劃計劃，，但暫時但暫時
先享受二人世界先享受二人世界。。

■■阿阿SaSa做周做周
柏豪尾場紅柏豪尾場紅
館騷嘉賓館騷嘉賓。。

■■周柏豪自爆靠艾粒入行周柏豪自爆靠艾粒入行。。

■■心痛歌迷燈牌被心痛歌迷燈牌被
丟怒斥保安丟怒斥保安，，周杰周杰
倫事後致歉認一時倫事後致歉認一時
衝動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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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林誌玲4月30日出席壹場女性疾

病預防公益活動，她身壹身白洋裝出場，

高貴模樣讓現場閃光燈閃不停。林誌玲大

方分享，想當公主不只要愛惜自己，還要

有獨立、冒險的精神。但話鋒壹轉林誌玲

又打趣表示，自己則應該好好檢討，不應

該太獨立，這到底怎麽回事。原來近日檢

討自己單身的原因，被朋友說：“身為女

生不能太獨立”，因此開始嘗試做什麽都

裝傻，她舉例“也許妳會，要說不會，我

好像不太懂，可不可以幫幫我！”讓現場

所有人為之壹笑。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有媒體問先前有

媒體報導指出林誌玲爸爸林繁男承認她與

大陸富商楊仁沛曾經交往。對此林誌玲透

露，當時報導出來時人在大陸，爸爸還特

別打電話澄清：“我什麽都沒有說！他們

隨便說的！”隨即在電話中壹字壹句念出

報導，讓她覺得爸爸超級可愛！但她坦言

：“想被男人照顧！”

林誌玲的母親吳慈美上月傳出身體狀

況不佳，對此她表示媽媽目前狀況很穩定

，也透露希望近期能將工作集中在壹段時

間內完成，下半年將放自己壹場大假，專

心陪伴家人，如果家人身體狀況允許的話

，也想帶著家人壹起去旅遊，享受親子時

光。

記者會現場還發生了壹段小插曲，因

天氣炎熱，林誌玲看到前方攝影大哥拍到

滿頭大汗，也不顧記者會正在進行，只聽

她說了壹句“我快受不了了”，接著她就

直奔攝影席，遞了壹張衛生紙給滿頭汗的

攝影，讓現場媒體直呼誌玲姐姐真的有愛

心又貼心。

MC熱狗被曝再度未婚當爸
女友懷胎7個月

據臺灣媒體報道，饒舌歌手“MC HOTDOG

”熱狗30日傳出再度未婚當爸，小模女友鄭年均

目前懷胎7個月，預產期在6月底。熱狗與張震

嶽及頑童MJ116 30日結束演唱會，他被問及此事

，笑說自己常跟不同女生生小孩，“外面不知道

幾個，只要說是我的我就會負責。”更說：“我

不跟同壹個女生生第二個小孩 。”

熱狗2008年和前女友珍妮弗未婚生子，他曾

坦言“忘記戴套”才不小心有了小熱狗，與前女

友分手後，隔年隨即與鄭年均交往，30日再度傳

出未婚當爸，震驚壹票粉絲。熱狗受訪時

回應此事，笑說：“我常跟不同女生生小

孩，外面不知道幾個，只要說是我的我就

會負責。”被問孩子媽媽應該不是前女友？他則

說：“不跟同壹個女生生第二個小孩，臺灣生育

率這麽低，總要有個人刺激壹下。”

熱狗當年與前女友分手後，至今獨自扶養9

歲小孩，他與鄭年均約穩定交往8年，現在傳出

有了小孩，熱狗也暫無結婚打算，浪子個性依然

不減。

鄭年均近日在社群網站上po出多張孕肚照，

爽曝自己懷胎7個多月大的“小小啵”，29日也

挺肚到小巨蛋看兄弟本色開唱，力挺男友。

小彬彬婚變崩潰求助精神科
喝酒消愁負債這些錢

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5月1日報道，

藝人小彬彬（溫兆宇）2016年8月曝出和第2

任妻子小君婚變，女方帶著萌萌彬回娘家，

雙方還透過媒體互嗆，至今仍未化解僵局。

不僅如此，他經營的羊肉爐熱炒店，生意也

相當不好，最慘壹天下來僅收入臺幣740元

（約合人民幣169元），還曾壹度崩潰求助精

神科。

小彬彬與小君驚曝婚變後，他在節目自

曝撕破臉的主要原因是婆媳問題，後來主動

破冰，挽回這段婚姻。此外，彬媽後來也表

示，造成兒子和媳婦如此紛擾，感到很難過

，願意搬出去住，但僵局至今卻仍未化解。

據《聯合報》報道，在夫妻分居的這10

多月，小彬彬從未與小君見面，就連小兒子

萌萌彬，也只能透過視訊見面。原本，他與

太太約好要在2016年11月辦離婚，後來因為

嶽母出面阻止，才決定要再給彼此壹段時間

。不過，他坦言，這段婚姻已經不行了，

“我跟小君說，請她開出條件來，我隨時可

以簽字（離婚）。”

也因為如此，小彬彬心情郁悶，幾乎每

天借酒澆愁，根本無心管理好羊肉爐熱炒店

，導致生意壹落千丈，最糟糕的時候，壹天

下來僅收入臺幣740元，平均下來，平均每個

月都虧損臺幣8萬（約合人民幣1.8萬元），

前前後後累積負債超過臺幣200萬元（約合人

民幣45.6萬元）。

小彬彬婚姻、事業皆不如意，曾長達3個

月都沒出門，憂郁情緒令人擔心，壹度被媽

媽帶去看精神科，但當下發現自己還算“正

常”，所以從診所跑走。

他坦言，過去曾吃過抗憂郁癥的藥物，

但也僅吃過壹次，便停藥了，“因為吃藥會

讓我頭暈、出現幻覺，所以就停了，不敢再

吃。”

薛之謙力挺周董：
已道歉 別逮著點事就見縫插針

4月30日晚，周傑倫在西

安舉辦“地表最強”演唱會時

，到了現場點歌環節，卻看見

保安將壹名前排歌迷的燈牌放

在地上，便怒斥保安：“把她

的燈牌還給她，妳不要亂丟我

歌迷燈牌，妳有沒有聽到！妳

要控制秩序，把她燈牌丟掉幹

嘛？”接著又連吼2次“妳給

我滾出去！”隨後，周傑倫通過官方微博發表道歉聲明，稱“我為這位歌迷感到心疼

而說了沖動的話，我對這位辛苦的工作人員說聲抱歉，不是有心的。對於維護演唱會

秩序的安保人員我衷心的感謝！ ”

周傑倫怒斥保安的行為引起廣泛爭議，很多粉絲覺得周傑倫護粉心切，是暖心偶

像；也有言論稱周傑倫不尊重現場工作人員，用“明星架子”碾壓普通人的正常工作

。而5月1日壹早，薛之謙表示“覺都沒睡好”，連發兩條微博，表示對這件事情的關

心。薛之謙認為很多人斷章取義“黑”了周傑倫，並稱贊傑倫是“真心詩人”，也提

出周傑倫已道歉，希

望好事者不要“逮著

點事就見縫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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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小鋪”開張
黃磊攜《麻煩家族》現身叫賣

為慶祝“麻煩小鋪”開張大吉，黃

磊攜《麻煩家族》成員驚喜現身黃小廚

市集，化身“麻煩小鋪”攤主與觀眾熱

情互動，現場傳遞“八榮八恥”新家庭

觀受熱捧。同時，片方發布《麻煩家

族》首支暖心口碑視頻，誠意之作頻頻

獲贊。據悉，導演黃磊的電影“老處女

作”《麻煩家族》將於今年5月11日登

陸全國各大影院。

“麻煩小鋪”火熱開張
眾主創大談新家庭觀
麻煩小鋪火熱開張，電影《麻煩家

族》導演黃磊攜主創李立群、張偉欣、

任容萱驚喜現身市集，引眾人圍觀，現

場人聲鼎沸，熱鬧非凡。幾位主創在現

場與大家分享電影拍

攝趣事，同時也表達

了對電影的理解與看

法，李立群老師誇贊

黃 磊 是 個 聰 明 人 ：

“他對於劇本和電影

的選擇都非常到位。”

任容萱對於電影的理解

也非常深刻：“每個家

都有自己的故事，我

們的電影就是演出了

這些故事然後帶給大

家歡笑和感動。”黃

磊導演更是現場講解

“八榮八恥”新家庭觀：“以多做家務

為榮，以躺床就睡為恥。以暖心家人為

榮，以冷漠無愛為恥”。不僅概括了影

片的內容，還點明了本片歡樂暖心的氣

質，幽默風趣又充滿智慧的話語令人忍

俊不禁。

首支口碑視頻驚喜發布

《麻煩家族》頻獲好評
今日，片方發布電影《麻煩家族》

的首支口碑視頻，堪稱最暖心的口碑

反饋，觀影結束後，北大學子們對於

黃磊執導的首部電影作品交口稱贊，

表示《麻煩家族》是壹部既能給大家

帶來歡笑也能夠引發對於家庭思考的

電影，“壹個本來就很好玩的人他拍

出來的作品肯定不會讓人失望，用搞

笑的方式去拍壹個嚴肅意義的電影，

很有新意。”“很貼近生活，就像發

生在我們身邊的瑣事壹樣，簡簡單單

卻充滿了愛與溫馨。”觀眾們對於導

演黃磊和主創們在影片中的表現也是

贊不絕口：“黃磊老師對於細節的掌

控非常好，能在很多微小的地方給人

感動。”“演員們將角色演繹得非常

生動，很多情節都讓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眾多知名影評人也紛紛發

聲表示力挺《麻煩家族》這部誠意之

作，稱本片是壹部難得可貴溫暖人心

的家庭電影。

《麻煩家族》改編自日本國寶級導

演山田洋次的電影《家族之苦》，影片

講述了在壹個多口之家中，因為老夫妻

鬧離婚從而引起了軒然大波，壹場“麻

煩之戰”即將開戰。電影基調輕松詼

諧，逗趣不斷，暖心溫情，演繹了壹家

人之間打打鬧鬧卻溫馨有愛的歡樂故

事。黃磊導演和主創們希望通過這部影

片給大家帶去的不僅是歡樂，更多的是

對於家的感動。

電影《麻煩家族》由風火石文化

發展（北京）有限公司、上海藝言堂

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安樂（北京）

電影發行有限公司出品，北京中景旅

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樂影

片有限公司、萬誘引力電影、北京黑

麥影音制作有限公司、上海修名影業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本片由黃磊執

導，李立群、張偉欣、黃磊、海清、

王迅、孫莉、魏大勛、任容萱聯袂主

演，將於今年 5月 11日登陸國內各大

影院。

《蕩寇風雲》武神版劇照
兩代功夫明星相見恨晚
由東海電影集團、博納影業集團、環亞電影出

品，陳嘉上執導，鄭振邦監制，趙文卓、洪金寶、

萬茜領銜主演的古裝歷史動作大戲《蕩寇風雲》即

將於5月27日登陸全國院線。在近日發布的“武神

版”劇照中，功夫宗師洪金寶所飾演的俞大猷將

軍，身著戰甲，手握軍刀，目光如炬，抗倭殺敵戰

場中的緊張氛圍與不平倭患誓不休的雄心呼之欲出。

功夫宗師洪金寶片場霸氣側漏
導演陳嘉上：“絕不輸戚繼光”
電影《蕩寇風雲》根據中華民族英雄戚繼光的

事跡改編，講述了明嘉靖年間，倭寇在中國沿海燒

殺擄掠，在剿倭戰爭節節失利的情況下，壹代名將

戚繼光（趙文卓飾）組建中國歷史上首支“特種部

隊”戚家軍，獨創“鴛鴦陣”，裝備“狼筅”、

“三眼銃”、“虎蹲炮”等先進武器，與俞大猷將

軍（洪金寶飾）聯合掃平倭患怒破千軍，實現“封

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誌向的故事。

在電影《蕩寇風雲》中飾演抗倭名將俞大猷的

正是集演員、武術指導、導演、監制等多重身份於

壹身的壹代功夫宗師洪金寶大哥。在他過往的諸多

影視作品中，均以“打星”、“諧星”等形象露面

大銀幕，給觀眾帶來歡笑的同時，還展現出幽默背

後的硬漢形象。此次，由洪金寶大哥飾演的“武

神”俞大猷將軍，也是壹位戰績斐然不輸戚繼光的

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曾率領“俞家軍”歷經大小

無數抗倭戰役，壹生戰功顯赫、美名遠揚。談及此

處，洪金寶大哥由衷贊嘆：“這個人真的是很了不

起，他將自己的壹生都奉獻給了民族事業，非常令

人佩服。他這個人不僅正氣，棍法也非常了不得，

是與戚繼光不相上下的。”

在拍攝現場，洪金寶大哥壹手棍法打得虎虎生

威，動作幹凈利落，氣勢上更是猶如猛龍。導演陳

嘉上表示，“我需要的俞大猷就是在氣勢上能壓得

住戚繼光的人，真的非常幸運可以請來洪金寶大哥，

電影這才能夠順利的完成。” 與大哥同壹片場的

兒子洪天明在談及老爸的表現時，眉眼間隱藏不住

驕傲，“老爸真的很厲害，這麽大年齡仍然在打，

是我的榜樣。但我真的很遺憾，沒有和老爸對上

戲。”片中，洪天明飾演的是戚家軍中的得力幹

將，深得戚繼光將軍賞識重用。對此，洪金寶大哥

直言：“這次我們父子齊上陣，壹起保家衛國平天

下。這部電影將會是壹部打得舒服，看得過癮，火

花四濺的好電影，期待與大家電影院見。”

趙文卓洪金寶“眉目傳情”
兩代功夫宗師片場感嘆“相見恨晚”
提到洪金寶大哥，那是香港電影人的壹代功夫

回憶。作為壹名動作演員，洪金寶大哥曾前後七次

腿骨骨折，三次手骨骨折，膝蓋軟組織骨頭早已磨

損嚴重，下蹲這樣的簡單動作對他而言都是難題。

但他卻在采訪中坦言：“只要我還能動，就壹直打

下去。”在電影中，洪金寶大哥飾演的俞大猷將軍

動作戲場面頗多。其中，他與趙文卓飾演的戚繼光

有場酣暢淋漓的比武對決戲份，打鬥場面相當精

彩。洪金寶表示，“我們都是真槍實彈的上陣，是

真打。”趙文卓也在片場打趣道，“對，我們壹言

不合就棍棒相見哦！”

此次曝光的劇照中，戚繼光與俞大猷初次見

面，軍營賬內，兩人四目相對，場面不加控制就火

花四濺。戲外，兩位功夫巨星也是首次合作。趙文

卓在電影發布會中曾坦言，“多年前，我還在上學

的時候，就想和洪金寶大哥壹起拍打戲，但由於種

種原因，壹直沒有實現。這次終於有機會了，太激

動了。”洪金寶也表示：“ 我們打得很

過癮，文卓真的是位好演員！”兩代功夫

宗師戲裏戲外首度 PK，可謂是知音難

覓，相近恨晚。

據悉，電影《蕩寇風雲》由東海電

影集團、博納影業集團、環亞電影出

品，陳嘉上執導，鄭振邦監制，趙文

卓、洪金寶、萬茜、小出惠介、倉田

保昭領銜主演，吳越、王斑、洪天明、

劉俊孝、唐文龍、胡偉、蔣璐霞、沈

良傑聯袂演出，影片將於5月27日全國

上映，敬請期待。

電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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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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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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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閆妮、杜天皓主演的治愈系情感喜劇

《美容針》以其輕松活潑的喜劇風格和獨具

特色的男女主組合為粉絲所期待，此前曝光

的各款物料均以主演閆妮和杜天皓之間的意

外邂逅為主線，今日片方發布的最新劇照卻

曝出男女主角各自的感情線，使得劇情再度

升級。

新劇照曝光，《美容針》男女主各自
談情？

電影《美容針》講述了失意女作家夏百

合（閆妮飾）懷著對青春的迷戀和對愛情的

向往，與陽光男孩小健（杜天皓飾）在網絡

中相識，談起了壹段本以為無人知曉的二次

元戀愛，進而在現實中相遇相知擦出火花的

故事。

相比之前的物料，今日曝光的新劇照備

受粉絲關註，其壹改往日小清新的治愈系風

格，杜天皓和閆妮這壹對鬼馬CP不知情歸何

處。

劇照中，杜天皓倒在壹位年輕貌美的女

生懷裏，似醉酒微醺，又像安然入眠，但看

起來隱約讓人感覺神色黯然。壹旁貢獻出柔

弱肩膀的女生也並未展現出幸福的表情，反

而憂心忡忡。

而另壹張閆妮的劇照則溫暖許多，演員

趙毅新在片中飾演小健的表哥，從劇照中不

難看出，他與小健的形象天差地別。在無限

春光裏，二人四目相對地溫柔淺笑，像極了

日漫的場景，其中是否藏著壹個溫柔繾綣的

故事，也使觀眾充滿期待。

新角色的曝光使電影劇情升級，片中

兩位主人公的感情線索也變得撲朔迷離，

究竟是男女主角“過去的故事”，還是經

歷重重障礙之後的“各自

幸福”？只能去電影裏找

答案。

杜天皓撩妹技能滿
點，閆妮“被套路”重返
二十歲

片中，杜天皓飾演的

男主作為“撩妹高手”，

在校園內頗有名聲，僅憑

顏值就能搞定壹眾“沒有故事的女

同學”。作為曾出演《小時代》等

影片的“校草專業戶”，杜天皓新

片也展現了滿點的撩妹技能，誰

知卻意外“栽”在壹場二次元戀

愛裏。

當得知被閆妮飾演的“百合”在遊戲世

界裏欺騙時，杜天皓暴露“小惡魔”屬性，

與之展開了壹場戀愛PK，將閆妮從瑣碎的中

年日常強行拖入二十歲的世界，玩輪滑、泡

夜店……壹顆封閉的心就這樣變成春水壹

池，仿佛真的打了美容針壹般，做回了那個

敢想敢愛、莽撞乖張的少女，並開始勇敢面

對愛情和失散多年的夢想。閆妮和杜天皓對

這對歡喜冤家的鬼馬演繹也頗具看點。

正如影片所要表達的壹樣，愛情是壹劑

青春美容針，讓人有勇氣用最荒蕪的白成就

最蓬勃的綠。而對於相愛的兩個人，守住愛

情最初的悸動才是最美的相守。

由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大

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博眾未來文

化傳媒承制的電影《美容針》5月19日將與全

國觀眾見面。愛情瞬息流火，不妨趁春光正

好，抓住註定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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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太平洋2》美國機甲
“天馬流星”

在2017年的NBA季後賽開賽

之際，《敦刻爾克》也推出壹款全

新的電視宣傳片，羅伯特· 霍裏、

克萊· 湯普森、大衛· 羅賓遜等籃球

明星出鏡，傳達出體育和戰爭都是

不能輕易言敗、永不放棄的精神。

《敦刻爾克》由諾蘭原創劇本

，聚焦二戰時期著名的敦刻爾克大

撤退事件。影片除了由單向樂團的

主唱“哈卷”哈裏· 斯泰爾斯擔綱

主演之外，更有湯姆· 哈迪、希裏

安· 墨菲、馬克· 裏朗斯與肯尼思·

布拉納等實力影星坐鎮。幕後團隊

有《星際穿越》攝影師霍伊特· 範·

霍特瑪為影片掌鏡，與諾蘭合作多

次的配樂大師漢斯· 季默也再度加

盟。《敦刻爾克》由華納兄弟公司

制作發行，使用 65mm膠片 IMAX

攝影機拍攝，將於2017年7月21日

北美暑期檔上映。

《落水狗》25周年主創再聚首
“白棕橙粉金”五先生出席活動

今年恰逢《落水狗》上映 25 周年，翠
貝卡電影節舉辦了影片重映活動，並邀請了
“白先生”哈威·凱特爾、“棕先生”昆汀·
塔倫蒂諾、“橙先生”蒂姆·羅斯、“粉先
生”史蒂夫·布西密、“金先生”邁克爾·馬
德森均出席活動。

本次放映的35mm版本《落水狗》來自
於塔倫蒂諾的個人收藏，本片於 1992 年首
映，距今已經過去了 25 年。1992 年壹月，
首次擔任導演兼編劇的昆汀，帶著《落水狗
》壹片，在聖丹斯電影節上橫空出世，驚艷
眾人，沒有《落水狗》，也就沒有現在的昆
汀·塔倫蒂諾。

五位主創也出席了影片的座談活動，回
憶當年的各種軼事，昆汀說當年在聖丹斯電
影節上的放映簡直是壹場災難，當時主辦方
的放映機根本不能放《落水狗》，當影片即
將進入最後高潮的時候，影廳的燈竟然亮了
。史蒂夫·布西密補充道，他是當時唯壹壹
個出席那場放映的人，昆汀根本不想他去。

昆汀有回憶說，聖丹斯電影節的第二周
非常重要，因為好萊塢的人會過來，他們就
準備了第二場放映，劇組全員出席。老牌影
星費·唐納薇也出席了，還問了昆汀壹個問

題，那場放映明顯成功了許多，讓《落水狗
》成為了那屆聖丹斯電影節的話題之作。

因為很多人受不了金先生的虐人片段，
昆汀甚至在壹次放映中數過退場人數，壹共
是 33 人。在西班牙的錫切斯恐怖電影節，
壹個退場的都沒有。他曾經在影片放映前介
紹電影的時候，開玩笑說，五個觀眾受不了
《落水狗》退場了，包括韋斯·克雷文（猛
鬼街和驚聲尖叫系列導演）。昆汀回憶道。

當年蒂姆·羅斯在讀劇本的時候，昆汀
願意讓他在金先生和粉先生中挑壹個，蒂
姆·羅斯卻選了橙先生；哈維·凱特爾表示他
最開始想選金先生，但是他覺得自己可能演
不了這個角色；邁克爾·馬德森原本想要粉
先生，甚至已經試鏡了，最後昆汀站在他面
前說，妳要不演金先生，要不就別演了。

邁克爾·馬德森表示他已經出演過超過
壹百部作品了，但是別人還是只記得《落水
狗》跟《殺死比爾》，這兩個角色讓他在電
影節留下壹筆，也讓他有機會在《末路狂花
》和《人魚童話》中覓得主要角色，他又表
示，他已經被定型了壞人。

最後，昆汀說金先生的那段舞其實是即
興表演，邁克爾·馬德森在排練的時候壹直

演不好這段戲。邁克爾·馬德森說那段戲在
劇本裏是這麽寫的“金先生狂躁的跳舞”，
但是怎麽跳？昆汀安慰他說等到了拍攝現場
就會跳了，馬德森連那種歌《Stuck In the
Middle With You》都沒聽過，最終那場戲
只拍了三條就搞定了。

雷德利雷德利··斯科特斯科特““無視無視”《”《異形異形55》》
““連個劇本都沒有連個劇本都沒有 福斯根本就沒想要拍福斯根本就沒想要拍””

雷德利· 斯科特執導的《異形：契約》（暨

“普羅米修斯2”）將於5月19日登陸北美院線，

勢必在大銀幕上掀起又壹輪異形熱。不過，擱置

已久的《異形5》卻始終沒有進展，就連身為制作

人的雷老都直接無視了：連個劇本都沒有。

近日，在接受法國媒體的采訪時，雷老透露

了自己關於《異形5》的看法：“我覺得開拍的希

望很渺茫，至今都還沒有劇本，只是壹些點子、

構想罷了。整個項目並沒有進展，因為福斯根本

就沒打算要拍。就我而言，普羅米修斯系列就是

目前的重點。”

《異形5》的概念圖早在2015年就曝光了，

導演尼爾· 布洛姆坎普也多次提及對於影片的想法，影片將承接《異形2》而忽略第三、四部的劇情，《異形2》中小女孩紐特會回歸，

西格妮· 韋弗、邁克爾· 比恩等原班演員也會出演。不過，後來福斯影業將《普羅米修斯》的續集提上日程，《異形5》則“讓道”停擺

。直到今年初，尼爾· 布洛姆坎普在推特上回答網友提問時，被問及《異形5》成型的幾率時，回答稱“很小”，似乎也宣判了項目的死

刑。據悉，除了《異形：契約》外，《普羅米修斯》三部曲的下壹部疑似定名為《覺醒》。

“我的前男友原來真的要拯救世界”
由米拉· 庫妮絲和凱特· 邁克金農

聯袂主演的獅門影業動作喜劇《The

Spy Who Dumped Me》（暫譯“我的

間諜前男友”）正式定檔2018年7月6

日。本片由《生活伴侶》導演蘇珊娜·

福格爾執導及編劇、大熱美劇《黑客

軍團》制作人加盟劇本監督。

憑借《黑天鵝》《朋友也上床》

等作品為人熟知的米拉· 庫妮絲，這壹

次要飾演壹名間諜的前女友，名為奧

黛麗，她和自己的好閨蜜摩根（凱特·

邁克金農飾）壹起合租。和男友分手

後的生活本來相安無事，突然有壹天

，奧黛麗的前男友突然出現在她們的

公寓，還被壹幫殺手尾隨而至。兩方

隨即在公寓裏開打，在兩個殺手被擊

斃之際，有人拿走了壹個裝著高度機

密文件的U盤，奧黛麗的前男友原來

壹直默默潛伏著進行壹項拯救世界的

任務……這個前男友由誰飾演，邁克

金農和庫妮絲在其中會承擔著怎樣的

作用？壹切還待更多預告信息披露。

本片將於2018年 7月 6日登陸北

美院線。

《教父》主創弗朗西斯· 福特·

科波拉、羅伯特· 德尼羅、阿爾· 帕

西諾、詹姆斯· 肯恩、羅伯特· 杜瓦

爾、黛安· 基頓、、塔莉婭· 夏爾等

影壇元老共同出席翠貝卡電影節的

《教父》45周年紀念活動。

幾位主創共同聊了聊《教父》

背後的故事，帕西諾回憶道，當年

他很害怕接演邁克· 柯裏昂這個角

色，覺得自己演桑尼· 柯裏昂會更

好。

即便是科波拉已經跟派拉蒙在

帕西諾的角色上達成共識，但是在

拍攝過程中，派拉蒙還是在考慮人

選的問題。

帕西諾形容拍攝過程令他頭昏

腦漲，片場壹片混亂。由於他們已

經落後於原定拍攝計劃，不得不在

晚上趕拍白天的戲，他們回住地的

時候，壹邊喝酒，壹邊吐槽。科波

拉表示劇組的壹些成員，他已經多

年未見了，他回憶道家庭宴會戲在

排練過程中對於電影至關重要，他

還表示在《教父》開拍，他被原著

深深吸引，並與制片廠簽約拍攝這

部電影，但當他第壹次看原著的時

候，他覺得故事實在太長了。

在談到羅伯特· 德尼羅扮演的

青年維托，科波拉表示為了這個角

色安排了大量試鏡，知道他發現了

德尼羅，德尼羅在演繹青年維托的

時候，並不是僅僅簡單模仿白蘭度

，而德尼羅本人表示白蘭度在第壹

部表演片段，是他為第二部做準備

的重要學習材料。

羅伯特· 德尼羅與馬龍· 白蘭度

憑借同壹角色雙雙拿下了奧斯卡小

金人。

““教父教父””上映上映4545周年周年 主創翠貝卡重聚主創翠貝卡重聚
羅伯特羅伯特··德尼羅與阿爾德尼羅與阿爾··帕西諾同框帕西諾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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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es aegypti

Aedes albopictus

Both

穿長袖衣服和長褲減少與蚊子接觸。

使用防蚊蟲劑 （經環境保護署 EPA 註冊) 

在窗戶和門上使用紗窗把蚊子擋在
您家之外。

清除積水或使用幼蟲清除劑來防
止蚊蟲在您家附近產卵。

使用避孕套減少由性傳播病毒的風險。

茲卡病毒會導致流產和先天缺陷。
茲卡病毒主要由受感染的蚊子傳播。
您有可能透過受感染的性夥伴得上茲卡病毒。

美國南部各地已發現攜帶
茲卡病毒的蚊子。

保護自己和寶寶，免染上茲卡病毒

瞭解更多保護信息， 請登訪 

預防

ABOUTZIKA.ORG

說明標題：蚊子類型

C

M

Y

CM

MY

CY

CMY

K

CHN - SOCHNDAILYNEWS - 11.5X20.pdf   1   4/20/17   2:11 PM


	0502TUE_C1_Print.pdf (p.1)
	0502TUE_C2_Print.pdf (p.2)
	0502TUE_C3_Print.pdf (p.3)
	0502TUE_C4_Print.pdf (p.4)
	0502TUE_C5_Print.pdf (p.5)
	0502TUE_C6_Print.pdf (p.6)
	0502TUE_C7_Print.pdf (p.7)
	0502TUE_C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