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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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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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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西甲第賽季西甲第3636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展開爭奪輪壹場焦點戰在諾坎普球場展開爭奪，，巴塞巴塞
羅那主場羅那主場44比比11大勝比利亞雷亞爾大勝比利亞雷亞爾。。梅西梅開二度梅西梅開二度，，內馬爾和蘇亞雷斯內馬爾和蘇亞雷斯
進球進球，，巴薩奪得聯賽巴薩奪得聯賽55連勝仍領跑連勝仍領跑。。

實力超群實力超群 肯塔基賽馬激情迸發肯塔基賽馬激情迸發

美國三冠王大賽的首站美國三冠王大賽的首站———肯塔基德比如期在邱吉爾園賽馬—肯塔基德比如期在邱吉爾園賽馬
場場（（Churchill DownsChurchill Downs））上演上演。。賽前大熱賽前大熱““南柯壹夢南柯壹夢”（”（AlwaysAlways
DreamingDreaming））在騎師維拉奎茲在騎師維拉奎茲(John Velazquez)(John Velazquez)執鞭下執鞭下，，在因下雨在因下雨
滿是積水的泥地賽道上全程滿是積水的泥地賽道上全程20002000米跑完米跑完，，竟然人馬幹凈如初竟然人馬幹凈如初、、
不沾半點泥星不沾半點泥星，，超群的實力印證無疑超群的實力印證無疑。。

[[西甲西甲]]巴薩巴薩44--11比利亞雷亞爾比利亞雷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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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婷助瓦基弗銀行 女排世冠盃兩連勝
2017年女排世界冠軍球會盃(世

冠盃)10日在日本神戶進行了小組賽
第二輪的較量。中國球員朱婷効力
的土耳其瓦基弗銀行以3:1擊敗巴西
聯賽冠軍舒耐，獲得兩連勝。在兩
輪小組賽之後，世冠盃將休戰一
天，瓦基弗銀行將在12日小組賽最
後一場較量中對壘東道主的日本久

光製藥。

朱婷對自己發球較滿意
正選出戰的朱婷貢獻了全場最

高的18分，其中進攻23扣拿下13
分，攔網贏得3分，直接發球得到2
分。瓦基弗銀行最終以25:17、25:
15、20:25和25:15贏得比賽。

朱婷賽後表示，她對自己這場
比賽的發球比較滿意，“發球這仗
我覺得還不錯，這兩場球都還
行。”朱婷認為，當天的比賽瓦基弗
銀行贏得比較順利，只是在第三局稍
有鬆懈，“從進攻、攔網包括防守和
一傳還是比較順利，就是可能在第三
局的時候我們稍微有點鬆懈。”巴西

聯賽冠軍舒耐被視為瓦基弗銀行在
小組賽中最重要的對手，在朱婷看
來，球隊贏在準備充分，“我們賽
前看錄影是比較仔細的，我們的準
備還是比較充分，所以在他們衝擊
我們的時候，我們相對會比較放
鬆，或者說會比較有應對的辦
法。” ■新華社

在2017年擊劍世界盃俄羅斯站比賽中奪得男
子花劍銅牌的中國香港選手張家朗日前表示，渴望
在6月舉行的亞錦賽上再創佳績。

中國香港擊劍隊日前結束俄羅斯之旅返回香
港。張家朗在機場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這枚獎牌
對自己很重要，因為是第一次在成年賽中拿到世界
比賽獎牌，這讓自己增加了不少信心。賽前目標只
定在8強，因為之前一直在16強徘徊，這次奪得獎
牌是一個大突破。張家朗透露，接下來他將於17
日前往上海參加擊劍大師賽，然後再前往南京備戰
將於6月在香港舉行的2017年亞洲擊劍錦標賽。

現年19歲的張家朗是中國香港隊近年來冉冉
升起的一顆新星。2016年4月，張家朗奪得亞錦賽
男子個人花劍冠軍。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張
家朗殺入16強，創造中國香港隊男子花劍奧運最
佳戰績。在4月份舉行的2017年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中，他奪得男子花劍個人賽冠軍。 ■新華社

張家朗渴望
亞錦賽再創佳績

■■張家朗是中國香港隊近年張家朗是中國香港隊近年
來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來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征戰香港球壇
15年，有“亨利”之稱的港超東方龍獅前鋒鄭少
偉，這季後將會掛靴，雖然近年出場時間大大減
少，不過每次出場時的拚搏表現，令這位前港腳仍
然深受球迷愛載，在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時刻能夠
一圓亞冠盃出場之夢，鄭少偉含淚表示自己的足球
生涯雖非完美，但已無憾。

此前從未去過日本、更遑論挑戰亞洲球會最高
水平賽事，鄭少偉終於在足球生涯的終點前一圓夢
想，日前作客川崎前鋒一戰，雖然只是在下半場尾
段後備入替，但已足夠讓這位港版“亨利”留下畢
生難忘的回憶：“總算親身體驗到亞洲一流的水
平，我相信只要繼續出戰亞冠盃賽事，我們和中日
韓的差距終會拉近。”

出道之初曾以靈巧的踢法及控球技術被視為香
港鋒線希望，可惜在足球大勢愈趨體力化的潮流
下，身型偏向單薄的鄭少偉始終未能更上一層樓，
不過鄭少偉對足球的熱愛始終如一，東方主帥陳婉
婷亦大讚他的鬥志及領袖風範對球隊非常重要。

回顧自己15年的足球生涯，鄭少偉坦言無
憾：“這些年我効力過很多球隊，每次都得到很多
人的支持，我真的感到非常幸運。”接下來東方還
要出戰附加賽為來季的亞冠盃資格而戰，鄭少偉表
示如有機會落場必會拚盡全力爭取入球，以報答球
隊及球迷的信任。

港版“亨利”鄭少偉
季尾掛靴足球生涯無憾

■■鄭少偉鄭少偉（（右右））這季後將結這季後將結
束足球生涯束足球生涯。。 郭正謙郭正謙攝攝

■■朱婷朱婷((右三右三))與隊友慶祝得分與隊友慶祝得分。。 新華社新華社

■■國足出線世盃希國足出線世盃希
望大增望大增。。 新華社新華社

今年年初國際足協官方宣佈，
自2026年起，世界盃決賽階

段參賽球隊將從現有的32支擴大
到48支。增加16個席位，這就意
味着在國際足協逾200個成員之
中，將有近四分之一可以登上世界
盃決賽階段的舞台。

根據10日國際足協理事會確
認的分配方案，增加的16個席位
如何劃分也終於明確。亞洲名額
增至8.5個，其中直接晉級名額為
8個，相比現行的4.5個翻了近一
倍。

以資格賽論，擴軍後的世界
盃給予了傳統強隊更多容錯的空
間，意外出局的可能性將減小。
而對於實力遊走在世界盃邊緣的
球隊而言，擴軍意味着更多機
會。眼下亞洲排名第九的國足，
正屬於這一範疇內。

目前國足在2018世界盃外圍
賽(世外賽)亞洲區12強賽中位列A

組第5，現行規則下，出線僅存在
理論上的可能。不過有樂觀的網
友認為，在名帥納比的調教下，
國足即便無緣出線，最終排名也
會反超敘利亞，佔據小組前四的
一個名額。以此觀之，在世界盃
擴軍之後，國足出線並不會很困
難。

過去亞洲賽成績 多排前8外
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但

這種“手拿把攥”的想法是危險

的。不該忘記，國足是時隔十五
年才終於有機會重新站在12強賽
的賽場上，此前又是解了一道何
其艱難的數學題才壓線衝出了40
強賽的伏擊圈。

由於“0.5”席將通過涉及6
支球隊的跨洲附加賽產生，與之
相比更重要的是亞洲區的8個直接
晉級名額。但往前看，2002年韓
日世界盃以來四次世外賽，國足
最好的戰績也沒能進入前八；
2004年之後的三屆亞洲盃上，國
足兩次被擋在了八強門外。

對於國足而言，擴軍自然增
加了衝擊世界盃的機會，客觀上
重返世界盃的時間也很可能提
前，但若想乘上這股東風，並不
是簡單的算算術就行得通的。

面臨激烈競爭還需自身打磨
除開目前在世外賽中領先的

伊朗、日本、沙特阿拉伯、韓
國，亞足協中還有澳洲、烏茲別
克、阿聯酋、卡塔爾、敘利亞等
實力不俗的球隊。就算是面對現
在世界排名比國足低的朝鮮、伊
拉克，國足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如此看來，即便是亞洲直接
出線名額增至8席，還有0.5個附
加賽席位，國足仍將面臨激烈的
競爭。世界盃擴軍增大了國足付
出之後收穫希望的可能，但前提
是要比其他競爭者更努力才行。
一句話，打鐵還需自身硬。

距離第一屆由48支球隊參加
的世界盃還有9年，被動等待絕不
會有好的結果。眼光可以望得長
遠，但路還需從腳下一步步走
起。就在2026世界盃名額最終分配
方案出爐前夕，新組建的U20國青
迎來了豎旗之戰。這支球隊主要由
“97後”球員組成，實際也將會是
東京奧運會時國奧隊的適齡球員。
得益於各項留洋工程，這個年齡段
中已經有不少球員冒尖。他們代表
着中國足球的潛力，2026世界盃，
他們也正直當打之年。

不僅僅是U20國青，各個年
齡段的各個國際賽事，國字號球
隊都應寸土必爭，把握每一次機
會，雕琢每一個細節。有了過
程，有了常態化亞洲前八的硬實
力，才能期待未來水到渠成的結
果。 ■中新網

據國際足協官網消息，10日在巴林召開的

國際足協會議上，國際足協理事會批准了有關

2026年世界盃賽各大洲參賽席位的分配方案，

其中亞洲區名額增至8.5個。雖然出線希望大

增，但對於目前亞洲排名第九的中國國足而

言，世界盃的入場券絕非唾手可得。

■國足(左)時隔十五年才終於有機
會重新站在12強賽。 新華社

■國足(左)目前亞洲排名第九。
法新社

■國足要比其他競爭者更努力才
行。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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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舉行的亞冠分組賽中，中超代表上海上港作客以2:3不
敵澳職球隊西悉尼流浪者，只能以F組次名出線，在16強將與
另一支中超球隊江蘇蘇寧上演“中國打吡”；至於另一支中超
代表廣州恒大在16強的對手將硬撼日職球隊鹿島鹿角。

網上圖片

亞 洲 區 席 位 增 至 8.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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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悟空傳》將於7月13日上映。片方近日發布“棒棒大”
版預告，彭於晏飾演的孫悟空手持巨型金箍棒，渾身殺氣十足，向
天神發起淩厲壹擊。預告片中曝光的獨白更是原著小說中的金句，
讓粉絲吊足胃口。

“我知道天會憤怒，妳知不知道，天也會顫抖啊！”開場的
經典獨白，讓影迷們瞬間就感受到了《悟空傳》原著中不服天命
的精神。預告曝光彭於晏飾演的悟空戲份中，神魔兩立的局面初
顯。彭於晏飾演的悟空從耳中拿出金箍棒的設定頗具戲謔色彩，
也讓這只不服天命的猴子在原著基礎上更加叛逆鮮活。隨後說
出的臺詞：“天要壓我，我劈開這天；地要擋我，我踏碎這地！”
不但向漫天諸神發起挑戰，更能讓看過原著的書迷再度燃起初讀
原著時的激動心情。預告片最後，金箍棒伴隨灼人烈焰，在彭於
晏的口令下不斷變大，巨型金箍棒直插雲霄，迎面劈向巨神的場
面頗為震撼。

作家當導演能否讓觀眾放心？
蔡康永聊新片

“讀書人”蔡康永念刀了很久

要做導演，如今終於實現。由蔡康

永執導、小S和林誌玲主演的電影

《“吃吃”的愛》將於5月27日上

映。日前發布的兩段預告片，吊足

了觀眾胃口：它究竟是蔡康永給這

個冷酷社會的善意諫言，還是想表

達自己有溫度的人文關懷，抑或是

在消費小 S 和林誌玲的流量和人

氣？作家轉型做導演能否讓觀眾放

心走進電影院？日前，蔡康永接受

媒體采訪，明確表示這部電影“不

求深刻，但求好看”。

盡力不要靠嘴巴講故事
張嘉佳執導的《擺渡人》讓觀

眾如坐針氈，更對“作家導演”失

去信心。首次擔任導演，蔡康永坦

言自己有很多不適：“做慣了電視

的人，會懶得過於耐心地鋪陳過

程，我主持談話節目，用嘴就可以

解決，但妳不能期望在電影裏直接

把故事講出來。談話節目跟電影，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說故事的方法，

所以我做導演面臨的比較大的考

驗，是用盡耐心地不要靠嘴巴把事

情講出來。”

面對自己的處女作，蔡康永姿

態非常低：“我真的不在乎讓觀眾

認識另壹個我。我現在的心態已經

到了‘只要能順利拍完就好、最後

導演名字掛的不是我我都不在乎’

的地步。我覺得，大家認真地把事

情做出來，然後小S光芒四射的表

演能夠被看見，就行了。我的導演

朋友們走在街上也跟路人壹樣，想

要靠當導演得到光芒，簡直是瘋

了。我學完電影的第壹個工作，是

代替許鞍華到戛納電影節領獎，簡

直無聊透了。我就知道幕後人員不

是來得到光環的，這就是個工作。

後來我遇到的每個導演，都讓我體

會到認真當導演，就是燃燒完後變

成灰燼，沒有想要被認得更多。”

作為壹個非常害怕無聊的人，

蔡康永強調，《“吃吃”的愛》雖

然是壹部作家電影，但絕非壹部藝

術氣質很濃的電影，而是壹部很娛

樂的電影。“娛樂兩個字，跟快樂

不能劃等號。娛樂可以讓妳很傷心，

或是哭得很悲慘，只要能夠把妳帶

離生活兩小時，這就是娛樂。我始

終認為娛樂是優先的，拍電影好看

是最重要的。如果絕大多數人分心

去看電影更深層的東西，那只能說

明我在那壹秒鐘沒有抓到他的註意

力，才會讓他去找別的東西。”

未來電影上映，蔡康永坦言有

票房和口碑的壓力，心裏沒底。

“如果我到那個時候已經槁木死灰

的話，就不會再碰導演這件事。如

果看起來我還是蠻開心的，就還會

繼續拍。”

小S林誌玲“惡鬥”成看點
這壹次蔡康永出手，有很多朋

友來幫忙，其中就有小S。作家導

演自然可以壹呼百應，但也會像張

嘉佳這樣用壹部影片就“毀”了金

城武。蔡康永是真的為小S量身打

造，還是借用小S的人氣和流量？

蔡康永回應：“小S是最開始

就確定的，把小S這樣壹個霸道、

潑辣、任性的形象放到壹個處處受

限、受人臉色、需要掙紮奮鬥才能

得到壹點點她所要的東西的處境，

是我想要做以小S 為中心的電影的

壹個重要原因。我不會認為他們在

消費我，或者我在消費他們。我對

小S的信心來自於就算是有農村的

大媽從來沒看過《康熙來了》，這

位大媽誤打誤撞看了這部片子依然

會覺得女主角的表演很好笑。”

除了小S，還有壹個特別出演

的女星林誌玲。這兩位在《康熙來

了》中從2004年就開始“惡鬥”，

而在片中則變成了兩個女生的競爭。

無疑，這又成了“被消費”的壹大

看點。蔡康永解釋說：“這不是在

消費，我最好的兩個女生朋友剛好

就是在較勁，我覺得讓她們光明正

大地在電影中決鬥，是負責任的事

情。《康熙來了》做到最後壹期，

有很多事情還是懸而未決的，其中

就有小S和林誌玲誰會贏，這總得

解決啊，那我就把它解決掉。我和

小S的關系、小S和誌玲的關系都不

是捏造的，這種關系會成為有興趣

的觀眾看這部電影時的附加值。”

據悉，原本劇本能拍三個小

時 ， 但 蔡 康 永 信 奉 90 分 鐘 原

則 ，最終放棄了馮小剛劉曉慶

的戲份。

陳柏霖林允《假如王子睡著了》年底上映

無敵影業聯手迪士尼
為旗下藝人定制開發華語真人電影

近日，陳柏霖隸屬電影公司無敵影

業與迪士尼達成多年合作開發協定，將

為其旗下藝人定制開發華語真人電影。

首部合作電影為迪士尼首部華語愛情片

《假如王子睡著了》（暫名），由陳柏

霖和林允領銜主演，預計於 2017 年上

映。此外，無敵影業與湖南衛視也達成

IP電視劇《火王》合作協議，近期即將

開始前期籌備工作。

據悉，早在此次合作開發協定簽訂

之前，無敵影業旗下上海藝勢流影視傳

媒有限公司就與迪士尼公司就迪士尼首

部華語愛情片《假如王子睡著了》達成

創意合作，由公司旗下藝人“大仁哥”

陳柏霖及《美人魚》林允領銜主演，目

前已完成拍攝，正進入緊鑼密鼓的後期

制作階段。

無敵影業於2016年底成立，由臺灣電

影制片人蔡勝哲領軍，早在影業成立之前

，蔡勝哲就主導了與韓國CJ影業合作中韓

合拍片《重返20歲》，並擔任電影監制。

該片投資成本約2800萬人民幣，全球票房

累計超過4.2億人民幣，成為無敵影業壹

次精淮投資的代表案例。

電影之外，無敵影業旗下之上海藝勢

流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與湖南衛視主導的IP

電視劇集《火王》也已達成合作協議。在

演藝經紀方面，目前旗下藝人為陳柏霖，

未來預計會發掘更多潛力新星。

昆淩新片《夢幻佳期》定檔5.23上映
定檔海報首曝光

三姐妹歷經坎坷勇敢追愛
爱情电影《梦幻佳期》由王

凯阳、章俊夫执导，昆凌、钱枫、

蒲巴甲等多位明星主演。日前，

发布了一组全新设计的海报，并

正式宣布定档5月23日。此次的

海报设计与以往艳丽浪漫的风格

大有不同，更多的以清新素雅为

主，三张海报分别捕捉到了女人

三个不同的幸福瞬间，而恬淡与

美好的画面下各自都有着一段不

同的爱情故事，等待与观众朋友

们分享。

此次《梦幻佳期》曝出三

张海报，分别截取了影片中穿

婚纱、戴钻戒和海边表白这三

个对女人来说最具代表性意义

的幸福瞬间。这其中第一张海

报大幅白色的画面干净圣洁，絮

云环绕着纯白的婚纱，新娘仿

佛置身幸福云端，一抹红唇十

分亮眼。西装革履的新郎蒲巴

甲站在新娘不远处凝视着她欲

言又止，海报上的文字“如若

交出整个心，会否只换到唏

嘘”，给这对新人的关系加上

了一层疑云。

在此次公布的第二张海报

设计上颇有些日系的清新风格，

沙滩上英俊的男子向远处的女

主飞奔而去 ，海天一色的背景

淹没了她娇小的身躯，白裙翻飞

临海而立。“你离去时最后的回

眸，是世间最无奈的决绝”，海

报取景于片中最煽情的海边求

爱，当男主角勇敢的向女主角慧

怡表白的时候，身患绝症的她却

让男孩默数500下。爱情之路究

竟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蓝天白

云之下方向却渐渐模糊。

第三张海报画风相比前两

张更加出位，以城市霓虹作为

背景定格了一双求婚的手部特

写。逆光拍摄的钻戒与霓虹相

辉映却又形成反差，仿佛暗喻

爱情与现实千丝万缕的关系。

设计师大胆用运撞色手法使画

面色彩浓烈气氛暧昧，与前两

张海报的淡雅形成视觉冲击，

烘托出片中男女求婚时内心的

感情色彩。

“曾以为你就是我幸福的

起点，曾以为有了爱就不离不

弃”对于女人来说，戴钻戒穿

婚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但对于《梦幻佳期》中的三位

女主角来说，她们的幸福背后

却都藏着一些隐忧，正如海报

上鲜艳的颜色让人印象深刻，

但似乎也在暗示着女主角此刻

复杂而混乱的心情。

《梦幻佳期》讲述了三姐

妹各自历经了种种坎坷后，依

然不放弃对真爱的追寻，演绎

了她们在面临巨大的压力时对

现实和爱情的抉择。三位姑娘

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三个

灰姑娘，历经了种种磨难摆脱

了恶毒的诅咒，用真心和善良

打动了各自生命中的王子。

《梦幻佳期》将于5月23

日全国上映。

《悟空傳》預告曝光
彭於晏版悟空殺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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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頌2》曝五美最新海報 時尚造型引劇情猜想

由東陽正午陽光影視有限公司、山

東影視制作股份有限公司、東陽樂儒影

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根據阿耐同名原

著改編，袁子彈編劇，簡川訸[微博]、

張開宙執導，侯鴻亮[微博]擔任制片人

的都市女性職場勵誌情感劇《歡樂頌

2》將於5月11日正式開播。繼周壹見

的“愛的進階體驗版”終極片花之後，

今日再曝重磅物料，歡樂頌“五美”

“時間凝止版”陪伴海報。劉濤、蔣欣

、王子文、楊紫、喬欣時尚造型海報曝

光，安迪（劉濤飾）初顯少女心、樊勝

美（蔣欣飾）優雅利落、曲筱綃（王子

文飾）霸氣穩重、邱瑩瑩（楊紫飾）展

活力輕熟女風，關雎爾

（喬欣飾）變身時尚小

公主，“五美”打破固有風格，以黑白

都市風搭配斑斕花火，新穎獨特，強勢

吸睛，同時引發觀眾對第二季劇情的猜

想與期待。

歡樂“五美”時尚造型上線
畫風轉變預示劇情意外逆轉？
在最新曝光的歡樂頌“五美”海報

中，霸道女總裁安迪（劉濤飾）壹身白

色 OL 正裝，延續第壹季高冷總攻造

型。然而，筆挺修身西裝卻是“暗藏深

意”，領口袖口隱約可見的蕾絲花邊，

使得霸氣高冷氣質之中多了幾分溫柔甜

美少女氣息。透過服裝上的細微變化，

可以窺探出劇中人物的走向，在小包總

（楊爍飾）的“圍追堵截”之下，

“冰雪美人”安迪也被融化，放下心

防，漸漸享受愛情的滋潤。歡樂頌“五

美”中的樊勝美（蔣欣飾）則是身穿壹

身黑色套裝，壹改第壹季鮮艷華麗、風

情萬種的路線，嫵媚中透露著幾分平淡

素雅、溫婉大氣。“樊勝美”這種造型

上的轉變不禁讓人猜想，第二季中當現

實與愛情相互碰撞時候，她能否放下強

大的物質欲望與功利執念，活出自我和

從容？

敢愛敢恨又古靈精怪的“斬男大小

姐”曲筱綃（王子文飾）仍然是壹頭俏

皮短發，身著黑色連衣裙，肩搭貴氣皮

草披肩。名媛、朋克……各種時尚look

都能信手拈來的“曲妖精”繼續第壹季

中率性機靈、不走尋常路的風格，但是

多了幾分穩重。成長來源於經歷，第二

季中曲筱綃（王子文飾）在遭受愛情、

事業和家庭的重大挫折之後，終於破繭

成蝶，事業愛情皆遊刃有余。然而，壹

直迷迷糊糊的“哭吃”傻白甜邱瑩瑩

（楊紫飾）由於直男癌“程序猿”的處

女情結，再次成為“失戀專業戶”，不

過經歷了愛情陣痛之後的她，平凡的幸

福被如願實現，事業也漸入佳境，完成

了女孩向女人的進階。在此次曝光的海

報中，楊紫壹身高領透視連衣裙造型亮

相，搭配俏皮丸子頭，簡單可愛又帶著

壹絲輕熟女人味，蠢萌少女蛻變成長。

“五美”中最讓人驚喜的無疑就是

關雎爾（喬欣飾），原本有些保守和內

斂的關關，在第二季的最新海報中摘下

眼鏡，穿起白色蕾絲連衣裙，儼然壹副

女神模樣。第二季中，乖乖女關關將放

下對閨蜜男朋友的情愫，不再唯唯諾

諾 ，為搖滾男友經歷“後青春期叛

逆”，這種重大轉變，令人對她的新故

事產生好奇和期待。

五美回歸映射殘酷人生公式
擁抱生活希望
《歡樂頌》作為去年現象級的國產

電視劇之壹，引發了社會性的廣泛討

論。此次，原班人馬重聚將經典升級，

再度直面現實的社會話題，相比前作，

《歡樂頌2》必將更加精彩。

作為壹部現實題材作品，《歡樂頌

2》沒有高大上的哲理情懷，沒有絕對

善惡分明的正反派劃分，而是從生活事

實切入，直接與社會現實碰面，竭力還

原了平凡人最真實的“不完美”，展示

了世間的人情冷暖。在情感碰撞之中，

剖開都市年輕人內心的傷口，揭示現實

的同時不忘給傷痕累累的心靈以溫暖的

治愈和撫慰，生活殘酷卻不對生活失

望，看似講述生活不易實則傳遞五美之

間的溫暖和力量。

據悉，《歡樂頌2》將於5月11日

正式登陸東方、浙江兩家衛視。當親情，

友情，愛情，事業都出現新的轉折，到

底是危機還是機遇？第二季新鮮故事即

將揭曉，經典回歸，敬請期待。

《老男孩》劉燁牽手林依晨

“制服號”乘夏啟航
電視劇《老男孩》由劉俊

傑執導，高蓉蓉編劇，劉燁、

林依晨主演。該劇今日公布了

主演及壹組“邂逅版”海報。

《老男孩》主演重磅公布
劉燁自第19屆上海國際

電影節憑《追兇者也》摘得

金爵獎最佳男主，電影事業

勢頭極猛的他，上壹次露面

熒屏的作品《北平無戰事》

距今已有三年時間。就在粉

絲們認為劉燁將把精力專註

投放於大銀幕的時候，他又

以“老男孩”吳爭的身份驚

喜回歸。

而此次劉燁的搭檔林依

晨無論是早期的傻白甜還是

後來的輕熟女，她都用彈性

極強的表演技巧及過硬的臺

詞功底收獲好評。此次《老

男孩》中“海歸”麻辣人師

的角色雖然極具挑戰性，但

對她而言或許已經是日常突

破自我的壹個步驟。

機長題材引爆燃點
麻辣人師如何應招
《老男孩》著重聚焦了男主人公

吳爭的機長生涯，從工作過程中可能

遇到的摩擦起筆，放大了壹名機長

“高空之上的無盡責任”與“落地之

後的男孩人生”。

出演吳爭這樣壹位瀟灑肆意的

機長對劉燁本身來講也極具挑戰。

據悉，他在戲中不僅要揣摩好工作

中嚴謹、負責甚至帶有些神聖感的

心理，回歸生活本身他還要費心思考

如何擺脫總是 “刺頭兒”的火爆脾

氣女教師。

這對冤家總是格外有緣——另

壹方面“海歸”麻辣人師林依晨也

同樣在抱怨處處都能遇到這位“不

靠譜”的機長大人。但生活有時如

同洗衣機滾筒，隔著壹小塊兒圓玻

璃糾纏，妳的襯衫我的半裙就在悄

無聲息中渡上了對方的顏色。據透

露，《老男孩》將於五月底正式開

機，屆時壹切問題的謎底——劉燁

如何演繹他起飛與落地前後的人

生、林依晨如何應對不靠譜的愛情

意外——都將以最自然的過程鋪展

開來。

中華茶寵進擊二次元 《阿唐奇遇》東方元素登銀幕

茶寵世界不壹樣，歡樂無窮趣今

夏！由追光動畫出品，大地電影聯合多

家公司發行，王微擔任導演兼編劇的3D

動畫電影《阿唐奇遇》將於7月21日歡

樂上映。中華小茶寵首次躍於銀幕當主

角，吹起壹股強勁的中國風，為觀眾開

啟“不壹樣的世界”，啟程壹段奇幻的

冒險之旅。

茶寵首秀 靈動鮮活
電影《阿唐奇遇》首次將陶瓷茶寵

搬上大銀幕。痞帥“小霸王”阿唐、

“學霸”金豬、顏值擔當小香、“鐵算

盤”賬房先生、喜感十足的彌勒佛等，

“茶街十二太保”的造型質地皆不盡相

同，每只都令人過目難忘。吸睛的色

彩、清晰的紋路通過3D動畫呈現，帶來

全新的感官享受。中華陶瓷茶寵，澆茶

滋潤變色，無不盡顯東方氣質，令觀眾

隔著屏幕都能品到沁人心脾的茶香，同

時展現了中國獨特的茶文化藝術。

茶寵將在暑期組團“復活”，它們

的壹言壹動、壹顰壹笑，無不為大銀幕

增添了壹份靈動趣味。而這些茶寵能

“活過來”，要得益於設計師們的幕後

耕耘。在創作過程中，設計們時常把自

己想象成茶寵，思考它們是怎樣生活

的，還會去專門學習實踐。也會時長對

著鏡子擠眉弄眼，甚至在拍攝參考時手

舞足蹈，力圖賦予這些Q萌逗趣的茶寵

鮮活的“靈魂”。

這群活蹦亂跳、嬉笑打鬧的小茶

寵不僅秀出高顏值，還帶來壹個嶄新

的奇幻世界。與人類日常生活的世界

相比，茶寵世界猶如壹個“微觀世

界”， 令人充滿想象力和好奇心，

從此前曝光的預告片中便可窺見壹二，

這個“微觀世界”似乎有無窮的奧秘

待人探尋揭曉。

《阿唐奇遇》中萌寵、幽默、中國

文化等豐富元素無壹不挑逗著家庭觀眾

的觀影欲望，而影片所講述的冒險故事

也十分吊人胃口。在南方壹座熱鬧城市

裏的壹間茶葉店中，生活著壹群陶瓷茶

寵。他們以被澆茶變色為榮。而阿唐是

其中唯壹壹個怎麽澆茶都不會變色的茶

寵。有壹天，壹個來自未來的神奇機器

人小來，意外飛進了茶葉店，為阿唐帶

來壹絲希望。為了找到讓自己顏色變漂

亮的方法，中華小茶寵阿唐決定為美大

步走，與機器人小來壹起出發，踏上

壹段尋找未來的歷險旅程。阿唐的這

趟變美之旅將會經歷哪些遭遇，令人

遐想無限。

《床3》上線好評如潮 張沙沙套路渣男氣場強
日前，由陳正道執導，包貝爾、

張沙沙主演的新片《床3》在某視頻網

站壹經播出，便好評如潮，同時張沙

沙飾演的網絡主播在劇中壹段套路渣

男的戲碼更是令觀眾大呼意外，感嘆

此女氣場強大。

《床 3之他和她的關系》是《記

憶大師》導演陳正道壹部極富創意

的誠意之作，該片講述了包貝爾飾

演的成偉在痛失愛妻後意外穿越回

過去，想要改變命運拯救愛妻的故

事。影力娛樂藝人張沙沙在片中十

分惹眼，她飾演的網絡女主播 Amy

容貌靚麗、妙語連珠，憑借自身優

厚的條件，讓無數粉絲為她壹擲千

金。與此同時，壹些心懷不軌的男

人也妄圖用金錢和花言巧語來玩弄

她。而不甘淪為男人玩物的 Amy 則

將計就計，用自己的智慧讓劇情實

現了驚天大逆轉，不僅惡整了渣

男，還贏得了尊嚴。

《床3》集合了穿越、懸疑、愛

情等元素，劇情設置精妙，為觀眾

呈現了壹部笑中有淚的另類愛情

片。同時，它的劇情雖有反轉但又

立足現實，因此它取得良好的口碑

也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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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想送美圖手機給粉絲
Angelababy10日以代言人身份於

廈門出席美圖手機發佈會。型格打扮的
她一出場，即帶起全場高潮，兩旁粉絲
尖叫聲不斷，心情大靚的她更與粉絲們
自拍。Baby在台上還表示如果有機會
把這款手機送給粉絲們，笑言這樣她就
不用擔心被拍到醜照！

朴信惠下月再臨香江
相隔2年，韓國女星朴信惠將於下

月再臨香江。“2017朴信惠 Flower of
Angel 亞洲巡迴粉絲見面會 - 香港站”
已訂於下月10日假九展舉行，門票最
貴為880港元，11日公開發售。

江美儀滕麗名化身“超市遊樂團”
惜食堂與百佳超級市場四度攜手推

行“全城傳愛齊捐食”計劃，並於10
日舉行啟動禮。著名藝人江美儀、滕麗
名及麥長青(麥包)組成“超市遊樂
團”，聯同惜食堂創辦人董愛麗及百佳
超級市場項目顧問曾金強擔任啟動禮嘉
賓，為計劃正式揭開序幕。“超市遊樂
團”除了分享他們的“惜食心得”外，
更即場捐贈食物給惜食堂，身體力行宣
揚惜食助人精神。

��&&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天后蔡依林（Jo-
lin）今年初為敘利亞難民祈福的活動中，
看到小義工們小小年紀就發起大大的助人
心願，感受深刻，特別將他們演唱的歌曲
《讓愛傳出去》重新詮釋，期望透過歌
聲，一起將愛散播到世界各地。而適逢母
親節前夕，Jolin將這首歌獻給最愛的媽
媽。

Jolin的媽媽是很多年的義工，長期做
許多的社會服務，當Jolin在演唱這首歌曲
時，也很認同歌詞裡把愛傳出去的概念，
鼓勵大家對家人、朋友一定要勇敢說愛！
而一直以來媽媽都是支持着Jolin的最大後
盾，所以Jolin希望用這首歌作為送給媽媽
的母親節禮物，也祝天下的媽媽們母親節
快樂，大聲對媽媽說：“我愛您！”而Jo-
lin最初聽到是小朋友唱的兒歌版，這一次
她特別請製作人重新編曲，進錄音室花了
好幾天的時間，錄製重新詮釋的版本。一
開始，Jolin在跟製作人討論時，作了兩個
版本的編曲，也配唱兩種不同的情緒，一
個溫馨、一個輕快，結果大家實在難以抉
擇，最後既然是送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
就交由媽媽來決定吧！在試聽完，其母立
刻選出現在的溫馨版，她表示：“很感
人，很有感覺！”

蔡依林溫馨新曲贈母

■■BABYBABY

■■蔡依林將這首歌蔡依林將這首歌
獻給最愛的媽媽獻給最愛的媽媽。。

香港文匯報訊 李司棋為節目
《帶阿媽去旅行2017》錄影，並
首次與女兒葉子青遊九州，子青帶
着媽媽出海捕蠔、挑戰遊戲機舖和
棒球場等。

李司棋曾因移民、離婚與女兒
釀成誤會，沒來往7年。今次是兩
母女“等待了43年的旅程”，子
青在節目中剖白當年的感受，“李
司棋可能係好多媽媽嘅偶像，但其
實佢唔係一個成功嘅媽媽。當佢選
擇咗事業，要犧牲嘅就係囡囡。我
記得細個時佢唔係成日喺屋企，如
果佢上午喺度，我就要靜靜哋，因
為佢可能係拍完通宵劇返嚟休
息。”重提當年事件，司棋姐只感
無奈地說：“子青當時完全誤解咗
成件事，佢覺得反正我成日都唔喺

佢身邊，爸爸要離婚係好事，但
佢唔明白家庭嘅重要性。佢畀佢
爸爸嘅講法說服，當時我真係好
hurt。”

二人後來消除誤會，在旅途
上猶如兩姊妹，子青更特意在當
地尋找母親喜愛的浴衣送給她，
當年的隔膜早已消失，“曾經同
子青分開過，明白同佢相聚唔係
必然，就算一餐飯都會珍惜。”
早年司棋姐患上子宮頸癌，子青
立刻回港照顧媽媽，可是最後還
是選擇返加拿大生活，司棋姐表
示：“我試過叫佢留低，但佢當
時要結婚，所以我都支持佢返去
加拿大。我一直想我哋喺同一個
地方生活，大家住喺隔離屋，可
以成日見面、一齊食飯。”

香港文匯報訊 時裝品牌Kent &
Curwen創意總監 Daniel Kearns與碧咸
（David Beckham）聯同胡兵、方力申、
陳漫、袁弘、黃愷傑、李冠毅及向佐等等
一同出席酒會及晚宴。當晚，碧咸穿着品
牌秋冬系列的外衣，配襯直紋襯衫及格子

褲，時尚有型。
胡兵早前已率先在1 月的倫敦時裝周

中與碧咸在活動中會面，今次再度見面，
並一起共進晚餐。而除了慶祝酒會，方力
申亦有幸與碧咸及一眾嘉賓共進晚餐，他
表示：“很高興獲邀請出席上海舉行的酒

會派對，更讓我可以和我欣
賞的碧咸同桌吃飯。激動的
我跟碧咸發表愛的宣言—我
也是運動員，體會到訓練和
比賽的辛酸，你的成就不單
止在錦標和數據上，還有你
多次憑努力和實力戰勝一切
的負面輿論，例如當上英格
蘭隊長的路，又例如被貶後
備後再上正選等等，當中的
忍耐與堅持實在不容易，爭
氣，是大賽球員！”

當天，電影MV《義》也首度曝光，
將片中茅躉華、喇叭、貓仔、哈雷

間的兄弟情義悉數展現，彷彿瞬間將人
拉回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九龍寨
城。導演劉國昌談起創作的初衷時稱與
陳慎芝已相識30多年，一直都對他的經
歷極有興趣：“很高興這次可以將他的
傳奇經歷搬上銀幕，還邀請到劉青雲、
林家棟、古天樂、張晉這四位當時得令
的實力派演員演出，這也算是實現了我
的一個小夢想！”

真正義氣不是盲目
有江湖的地方，必有兄弟情，片中

兄弟情是落筆最重的部分。不論是大哥
茅躉華，還是他手下的喇叭、貓仔，以
及與其亦敵亦友的哈雷，都紛紛將
“義”做到極致。在監製陳慎芝看來，

“義”不是盲目，真正的義氣是要幫朋
友解決問題，而不是幫忙打架。飾演黑
幫大佬茅躉華的劉青雲說：“茅躉華一
生都很講義氣，行古惑時，他與眾多兄
弟一同出生入死；覺醒之後，他又帶領
大家脫離毒海。”而林家棟則認為“義
膽忠肝”是喇叭表現“義”的一種方
式，“喇叭這個人很單純，講義氣也是
直來直往，為了保全大哥不惜犧牲自
己，因為義氣最重要！”

林家棟與陳慎芝即場示範當年的保命
絕技，陳慎芝還邊做動作邊講解：“其實
這只是當年保命的基礎動作。我有很多次
都是死裡逃生，很感恩逃過了很多劫。”
在一旁觀看示範的劉青雲則笑稱“保命絕
技”到底有沒有效他不知道，但是那個年
代的人穿着緊身喇叭褲、鬆糕鞋在慈雲山
跑來跑去互相追斬，令他覺得相當不可思

議。他說：“真不明白那個年代的人是怎
樣劈友的，褲子把大腿包得那麼緊，還穿
着鬆糕鞋，跑跳都已經不靈活，怎可能跟
人打架？”

香港文匯報訊 將“慈雲

山十三太保”的傳奇往事再現

銀幕的《毒。誡》，9日在廣

州舉行首映，影片監製、人物

原型陳慎芝，導演劉國昌，主

演劉青雲、林家棟、江一燕等

聯袂出席，揭開一段風雲變幻

的江湖往事。林家棟更與陳慎

芝即場示範當年的保命絕技：

“插眼、雞心、秤砣。”

陳慎芝傳奇經歷搬上銀幕陳慎芝傳奇經歷搬上銀幕

青雲家棟分享

“保命絕技”

■江一燕於片中發揮甚
大。

■■““茅躉華茅躉華””原原
型陳慎芝親擔影型陳慎芝親擔影
片監製片監製。。

■監製陳慎芝、導演劉國昌現場示範
“保命絕技”插眼、雞心、秤砣。

■《毒。誡》
主演劉青雲、
林家棟、江一
燕亮相廣州首
映禮。

香港文匯報訊 由張家輝自導
自演、徐靜蕾主演的警匪動作大
片《低壓槽》，在歷時三個月輾
轉上海、日本、泰國三地拍攝
後，於日前在上海正式宣告殺
青。張家輝身兼數職親力親為
“警匪片專業”，力求顛覆傳統
很多人熟悉影帝張家輝演繹的銀
幕經典警匪形象，卻鮮有人了
解，張家輝這位對於這一類型片
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從早前曝
光的海報和先導預告片可以看
出，暴雨將至，罪惡迷城，“懷
念罪犯味道”的張家輝以頹廢不
羈的捲髮造型亮相，令人對其即
將展開的故事充滿好奇。

在當晚的殺青宴上，對於自
己這部導演作品，張家輝笑稱此
次除了做導演，還身兼主演和編
劇，事無鉅細親力親為，幾乎可
以是全面貢獻了自己的體力、狀
態、腦筋。而這也從側面反映出
張家輝對自己這部導演作品的重
視，他表示新片會是一部質感獨
特的“非一般”警匪動作大片，
希望可以顛覆大眾對警匪題材傳
統的刻板印象。

徐靜蕾角色成謎
由於演員各自的戲份已提前

殺青，因此未現身當晚的殺青
宴，但對於此次在戲裏的新搭檔

們，導演張家輝則不吝讚美，張
家輝提及此前探班時，女主角徐
靜蕾的金髮造型首次曝光，這一
造型也顛覆了老徐以往的銀幕形
象，這也是張家輝導演的有意安
排，他透露，老徐在片中的角色
非常特別，跟自己也有着微妙的
情感互動。張家輝表示，無論是
電影的故事，還是演員的表演，
他都希望讓觀眾感到耳目一新。
除了對演員的顛覆性表演大加讚
賞之外，張家輝也感謝了台前幕
後工作人員在這三個月裏的辛苦
付出，他還特意在殺青宴上安排
抽獎環節，犒勞所有劇組成員，
現場氣氛熱鬧。

張家輝自導自演新作上海殺青

方力申方力申跟碧咸發表愛的宣言跟碧咸發表愛的宣言 李司棋母女重建關係 學懂珍惜

■■方力申方力申、、黃愷傑黃愷傑、、袁弘袁弘、、碧咸及品牌創意總監碧咸及品牌創意總監
Daniel KearnsDaniel Kearns齊合照齊合照。。

■■張家輝多謝劇張家輝多謝劇
組各人的付出組各人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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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王：鬥獸爭霸》洛杉磯首映
鬼才導演感謝高科技

男主角爭角色“費盡心機”

美國當地時間5月8日，《亞瑟王：鬥獸爭霸》在洛杉

磯TCL中國劇院舉辦全球首映禮。

到場的嘉賓除了導演蓋· 裏奇和他的超模妻子 Jacqui

Ainsley、飾演亞瑟王的查理· 漢納姆、飾演貝德維爾的傑

曼· 翰蘇、飾演尤瑟王的艾瑞克· 巴納、飾演Maggie的安娜

貝拉· 沃麗絲，還有演員埃米爾· 赫斯基、歌手克裏斯蒂娜·

米蘭、安吉麗娜· 朱莉的父親強· 沃特、音樂人瑪麗蓮· 曼森

、華納兄弟娛樂公司總裁Kevin Tsujihara。時光網駐海外記

者采訪到了其中的幾位，聽聽他們的創作感想吧！

《亞瑟王：鬥獸爭霸》是蓋· 裏奇繼創造了10億美金

票房的《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之後的全新力作，被譽為

“《權力的遊戲》電影升級版”

，以中世紀最傳奇的“權力的遊

戲”為藍本，塑造了壹個“搖滾

黑幫”風格化的魔幻動作電影。

據悉，影片將於5月12日同

步北美在中國上映，影片的格式

版本包括3D 、中國巨幕3D 、

中國巨幕全景聲 3D 、杜比影

院 3D（視界+全景聲）、杜比

全景聲 3D 、4DX 、ScreenX

、MX4D 、D-BOX。

拿下netflix，搞定美隊新片
這家視頻網站的海外片源亮點多多

眼看到了夏天，暑期檔也是漸漸逼近，相

信眾多電影行業者都明白，暑期檔絕對是眾多

大片的必爭之地，要看上映的好萊塢大片越來

越多，暑期檔的火藥味也是越發濃郁。

如今在特效為王的電影市場，小清新的文

藝風電影變得越發彌足珍貴，但是有壹部影片

，卻在這個燥熱夏季到來的時候，吹起壹陣清

爽文藝風，這部電影，就是《天才少女》，值

得壹提的是，這部電影的主演居然是漫威大片

扛把子選手——“美隊”克裏斯埃文斯。

然而這部電影並沒有被引進國內上映，不

過諸位影迷也不必感覺遺憾，因為“天才少女

”已經悄然在國內視頻網站開播了！要問是哪

家？沒錯，那就是在前段時間宣布與netfix達成

合作的愛奇藝！

“美國隊長這部高分新片，才是五月第壹

個驚喜。”

“這部今年最熱門的獨立片，果然暖到不

行。”

國內影評大號獨立魚電影和桃桃淘電影幾

乎是在24小時內“異口同聲”地推薦了這部由

“美國隊長”克裏斯· 埃文斯主演的《天才少

女》。這部電影在北美上映三周，收獲票房

1200多萬美元，已成為今年最賣座的好萊塢獨

立電影。

幾乎就在影評大號通過互聯網的“隱秘”

渠道發現領略到這部電影的特殊魅力的同時，

這部才在北美院線上映20天的電影在中國排名

第壹的視頻網站上出現了——不是盜版喲！這

壹次是正版授權的獨家視頻流媒體發行，被授

權方即是愛奇藝。

毫無疑問，20天這麽短的窗口期對於壹部

好萊塢“六大”旗下獨立電影廠牌（FoxSearch-

light ）的電影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北美電影發行市場有所了解的讀者基

本都會知道，在好萊塢的秩序裏，除了Netflix

這個好萊塢片廠之外的異類壹直挑動著美國影

院協會（NATO）異常敏感的窗口期神經之外

，“六大”其實也壹直在蠢蠢欲動，只是始終

是小心翼翼不敢對窗口期大動幹戈。根據美國

影院協會（NATO）最近四年好萊塢片廠窗口

期的追蹤數據顯示，家庭娛樂市場（DVD）的

發行窗口期僅僅只減少了15天，2016年的時間

為91天。

最近幾年，流媒體點播服務（VoD）不論

在北美還是在中國，以及全球，都已經成為了

家庭娛樂發行領域裏最重要的渠道，從手機到

智能電視，從平板電腦到OTT盒子，用戶投入

的註意力越來越長，好萊塢“六大關註到這裏

富含的商業價值——特別是在不直接沖擊

NATO為代表的北美院線利益的海外發行市場

，壹部分好萊塢“六大”獨立電影廠牌的中低

成本制作有機會也有必要更早地通過流媒體點

播服務創造收益——比如說在中國市場。

由於進口片有配額限制，不論是進口分賬

片還是進口批片，院線市場對於海外劇情類的

非獲獎獨立電影的需求壹直非常有限，不論是

對於制片方還是國內的流媒體服務商來說，擺

在面前的機會是壹致的——與其把本可以創造

可觀收益的需求拱手讓給盜版，為什麽不通過

互聯網的聚合能力將這些需求轉化成另壹種

“票房”呢？

《天才少女》即可看做是愛奇藝與二十世

紀福斯就這壹市場機會做出的有力突破。愛奇

藝與福斯的獨家合作自2016年開始，對壹些能

上國內院線的電影來說，短時間內上線視頻網

站難度較大，但，雙方還是在中國市場做出了

突破性的嘗試。去年的《X戰警：天啟》是國

內院線上映的60天後上線愛奇藝，這已經遠遠

早於北美3個半月以上的窗口期了。

從接近此合作的相關人士處了解到，漏版

（導致盜版）是福斯方面在早窗口合作中最擔

心也是最關切的關隘——這當然也會是其他好

萊塢片廠的痛點。從片方到視頻網站，內容上

線前涉及到片源在兩個公司之前傳遞、下載、

制作，並交送廣電總局審查，這些環節大部分

都是在電影上映之前發生的，在此過程中任何

壹個環節的疏漏都可能導致片源瞬間擴散至全

網。前不久某熱播劇即遭遇了送審版流出的漏

版事件，盡管該劇最後收視率破7，但如果沒

有送審版的流出，該劇或許收視率突破兩位數

都未可知。

漏版通常發生在兩個環節，壹個是內容報

審的過程中，壹個是上線後被技術破解。福斯

本就是為了及早上線防止壹定會有的盜版，當

然絕不能讓官方授權片源成為盜版源，愛奇藝

為此做了從管理到技術的雙重保障。

DRM（DigitalRights Management）技術是

國際通行的數字版權管理技術。愛奇藝跟世界

領先的DRM技術提供公司Intertrust有著緊密的

合作。同時，愛奇藝和ChinaDRM也保持著深

入的夥伴關系，2016年9月，愛奇藝成為中國

廣播影視數字版權管理論壇(ChinaDRM)執委會

成員單位；2017年3月，愛奇藝與愛迪德公司

合作，采用其首批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廣播科學研究院ChinaDRM實驗室認證的版權

保護解決方案Irdeto Rights，以及將會部署愛迪

德的取證水印追蹤方案 (IrdetoTraceMark) ，用

於監測和防止視頻內容的盜版轉發。

中國電影市場在院線端已經成為全球第二

大市場，實際上，流媒體服務領域同樣有著驚

人的潛力。

根據2016年中的CNNIC報告顯示，中國市

場的網絡視頻用戶規模已達5.14億，手機網絡

視頻用戶規模為4.40億，顯然，這壹用戶基數

背後的付費潛力巨大——要知道，在流媒體發

行端，分賬的結構要遠簡單於影院發行，前者

只需要片方和視頻網站分賬即可。

又壹個樹人！《當怪物來敲門》曝片花
連姆尼森版“樹人蜀黍”驚喜現身 溫暖治愈

當“銀河

守衛隊”格魯

特寶寶再次萌炸全球時，連姆· 尼森版新

晉“樹人蜀黍”也憑借自身獨特魅力，圈

粉無數！日前，由胡安· 安東尼奧· 巴亞納

執導，劉易斯· 麥克杜格爾、菲麗希緹· 瓊

斯、西格妮· 韋弗等聯袂出演，連姆· 尼森

特別“獻聲”的好萊塢魔幻暗黑神作《當

怪物來敲門》曝“樹人初現身”片花。片

花中，連姆· 尼森化身的“樹人蜀黍”體

格高大，嗓音厚重，初次現身就不同凡響

，據悉“樹人蜀黍”雖看上去很兇狠，其

實是個溫暖治愈系蜀黍。

隨著《銀河護衛隊2》的公映和《當

怪物來敲門》的定檔，不少影迷驚奇發現

，今年五月竟有兩棵“神奇的樹人”接連

攻占銀幕。壹個是火遍全球的格魯特寶寶

，另壹個則是連姆· 尼森化身的“樹人蜀

黍”。格魯特憑超萌人設，被封為“年齡

最小的超級英雄”，而即將上線的連姆·

尼森版“樹怪蜀黍”則被影迷稱之為“最

撩人樹人蜀黍”。

在最新曝光的“樹人初現身”片花中

，連姆· 尼森化身的“樹形怪物”應小主

人公康納（劉易斯· 麥克杜格爾 飾）的呼

喚，穿越叢林，奇妙現身，來到孤獨無助

的康納身邊。“我應妳的感召而來”，連

姆· 尼森傾情配音的“樹人怪物”，嗓音

磁性而厚重，粉絲直呼太撩人。

《The Verge》對該片的評價“直面

人生悲苦，黑暗中重燃希望”更是滋生了

許多影迷想要壹睹“真身”之心，而連

姆· 尼森化身的“樹人蜀黍”正是陪著片

中主人公康奈歷經悲傷與冒險，直面內心

、擁抱成長的重要人物。

據悉，影片中的“樹人蜀黍”外形雖

看似冷酷，不近人情，但溫暖有愛，費盡

心思講了三個故事，從不同的層面引導康

納走出陰霾，直面內心恐懼，並最終促使

康納勇敢放手。

據悉，《當怪物來敲門》由美國獅門

影片公司出品，中國電影集團引進，華夏

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5月19日內

地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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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北京京東肉餅北京京東肉餅

京醬肉絲京醬肉絲
老北京炸醬麵老北京炸醬麵

圖為圖為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 的東主的東主，，來自北京的李海生來自北京的李海生，，秦偉潔夫婦秦偉潔夫婦。。

「「 北京味道北京味道 」」 在百佳商場西側開業滿月在百佳商場西側開業滿月
陸續推出各種北京味道麵食及川味名菜大受各界歡迎陸續推出各種北京味道麵食及川味名菜大受各界歡迎

蔥油花卷蔥油花卷

薺菜水餃薺菜水餃

尖椒肚絲尖椒肚絲

北京蔥油餅北京蔥油餅

麻辣烤魚麻辣烤魚

麻辣烤魚麻辣烤魚

北京韮菜盒子北京韮菜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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