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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世錦賽 丁寧馬龍吃敗仗

■馬龍以 2：4 輸給
周雨。
周雨
。
資料圖片

5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國乒乓球男女隊
（國乒）分別在深圳和湖北黃石進行世錦賽
前的公開熱身賽，檢驗集訓效果。結果在男
■ 丁寧不敵隊友陳
幸同。
幸同
。
新華社

女單打 10 名絕對主力中，僅張繼科、樊振
東、朱雨玲三人保持單打不敗。新科奧運冠
軍馬龍、丁寧分別輸給周雨和陳幸同。國乒
總教練劉國梁和女隊主教練孔令輝齊齊對熱
身賽的效果感到滿意，認為主力隊員在大賽
前輸球是好事，可極早解決問題。
14 日在湖北黃石
國乒女隊
結束為期 30 天的備戰德

僅張繼科
樊振東 朱雨玲不敗
國乒女隊主帥孔令
輝賽後說：“熱身賽的
目的主要是為世錦賽參
賽選手出些難題，這個
目的達到了。”他稱，
每次熱身賽，主力隊員都會輸
球，這是正常的，因為年輕選
手衝擊力也很強。而且在熱身
賽上輸球，還有時間來得及調
整，“如果一切都挺好，心裡
頭反而不踏實了”。
而在深圳進行熱身的國乒
男隊，最先輸球的是許昕，他
於 13 日以 1：4 輸給左手選手
林高遠。而林高遠以 3：4 輸

■劉詩雯 3：4 惜敗於
文佳拍下。
文佳拍下
。
新華社
給來自天津的削球手馬特，隊
長馬龍也以 2：4 不敵周雨。
賽後，總教練劉國梁認為馬龍
在一些關鍵球的把握上顯得慢
了一些。男隊五大世錦賽主
力，只有張繼科和
樊振東單打沒輸
球。
根據國乒日程
安排，球隊將於本

周六出發前往盧森堡進行適應
性訓練，為世錦賽做最後的調
整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14 日晚，被稱為中國女子 10 米跳
台最值得期待的新星、13 歲小將張家
齊摘得在武漢舉行的 2017 年全國跳水
冠軍賽女子 10 米跳台冠軍，實現該項
目的衛冕。張家齊 7 歲開始練習體操，
2014 年進入北京跳水隊一線隊伍。站
在領獎台上，身高 1 米 45 的張家齊比
其他運動員矮了大半頭，性格靦腆的
她希望以後能參加國際性比賽，獲得
更多冠軍。
■中新社

練，就要抓住他的一些習慣線路，包括
他的一些習慣動作，比如他反手
一撕就習慣側身，這時候主力
隊員在平常訓練裡就要有意識
的去觀察，只要對方一側
身，我就直線鎖你。所
以，陪練主要是讓主力隊
員熟悉對手的線路，尤
其是得分線路，這個
熟悉了，就能做到
一定的防範。”

山地車亞錦賽 中國隊摘三金
第 23 屆亞洲山地自行車錦標賽暨
第 9 屆亞洲青年山地自行車錦標賽 14
日在安徽省宣城市圓滿收官。中國隊
收穫亞錦賽的 3 枚金牌，並包攬了越野
賽項目的成年男、女前三名。此次比
賽共設男、女成年越野賽，男、女青
年越野賽，男、女速降賽和團隊越野
接力賽 7 個項目。中國隊收穫了亞錦賽
越野接力賽、越野賽男子成年項目、
越野賽女子成年項目 3 枚金牌，並包攬
了越野賽項目的成年男、女前三名。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國乒女隊主帥孔令輝
在場邊觀戰。
在場邊觀戰
。 新華社

晨曦膺雙冠王 升班與否待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全華班”晨曦
繼贏得初級組足總盃冠軍後，周日再以 1：0 小勝觀
塘，於甲組聯賽以不敗的戰績成為雙冠王。不過，對
於下屆是否升上港超聯仍未有任何表態。據悉，南華
班主張廣勇有意為梯隊工程接觸晨曦，重用青年球員

補南華青訓隊。
曾奪三屆聯賽冠軍及在亞洲足協盃晉身四強的晨
曦有過輝煌歷史。教練兼球員劉志強稱，今季以“全
華班”先贏初級組足總盃，再奪聯賽冠軍，歸功於全
體兄弟班的球員，當然還要感謝班主不設上限的財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拳壇“神奇小子”曹星如（21-0，
13KO）下一場的對手，暫定為日本前
WBA（世界拳擊協會）超蠅量級世界
拳王河野公平（32-10-1，13KOs），
賽事暫定於 2017 年 10 月 7 日假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上演。
香港職業拳擊推廣人劉志遠指：
希望借今戰觀察曹星如（Rex）的表
現，並將之視為Rex能否進一步挑戰現
任 WBO（世界拳擊組織）超蠅量級世
界冠軍井上尚彌的測試。然而河野公
平身為前拳王，提出的戲金不菲，容
納八千觀眾的會展相對票價較貴。
36 歲的河野公平曾於 2015 年 10 月
在美國芝加哥擊敗日本拳王龜田興
毅，三度衛冕 WBA 超蠅量級世界冠軍
金腰帶，在日本聲名大噪。不過由於
河野此前曾敗予 WBO 超蠅量級世界冠
軍井上尚彌，因此河野公平將於 7 月先
在日本出戰一場熱身賽，若他取得勝
利，即可落實 10 月 7 日在香港與“神
奇小子”曹星如爭奪 WBO 超蠅量級國
際冠軍金腰帶及 WBC 超蠅量級亞洲拳
王金腰帶。
當晚還將安排多場拳賽，上陣拳手
包括剛於
香港出戰
DEF 拳
擊 之 夜
15 的 後
藤亞由美
（7-0，
5KO）
，以及香
港職業拳
手潘啟情
（2-1，
■前 WBA 超蠅量級
1KO）
拳王河野公平。
拳王河野公平
。
等。

13歲小妮成功衛冕10米跳台

陪練模仿重點對手 助國乒備戰
中國女乒 14 日結束在湖北黃石基地
封閉訓練。在封訓期間，為了更好地研
究對手、熟悉對手，國乒陪練員分別模
仿被中國隊列為重點對手的 17 名球員。
其中，上月在江蘇無錫亞錦賽上，連滅
國乒三大好丁寧、朱雨玲及陳夢的日本
高中生平野美宇被排在第一位。而在 14
日的隊友熱身賽中，隊長丁寧就是以 2：
4不敵模仿日本平野美宇的陳幸同。
中國乒乓球隊金牌教練吳敬平說：
“陪練主要是模仿國外主要對手。但這
個模仿對手不是完全和對手相像，一方
面是模仿對手的發球，這個是很容易
的；再一方面是模仿對手的線路，比如
他哪個線路是特長線路，哪些是他的習
慣線路。主力隊員通過與陪練隊員的訓

曹星如十月再出擊
挑戰前WBA拳王

短訊

國世錦賽封閉訓練，並於 13
日起一連兩天進行隊內熱身
賽，女單 16 名選手按四個區
域分組，按 7 局 4 勝較量，女
雙 8 對組合則分為兩個區域按
5 局 3 勝對抗。由於隊友之間
都較為熟悉，兩天比賽中，劉
詩雯、木子、丁寧均出現比賽
落敗情況。
在 13 日的比賽中，劉詩
雯 3：4 惜敗於文佳拍下，木
子首戰同樣 3：4 不敵隊友劉
斐。
14 日，丁寧對陣陳幸同
的比賽打得同樣十分激烈。丁
寧在拿下首局的情況下，面對
陳幸同快速變化的節奏與落
點，連丟 3 局，尤其是第 4 局
以 3：11 告負。在第 5 局艱難

扳回一局後，丁寧卻在
第 6 局最後相持階段因失
誤過多而失利。

C3

支持。所以來季會否升上港超，一切留待會方開會決
定。
14 日在“香港甲組聯賽”煞科日，在西貢鄧肇
堅運動場晨曦憑汪雙財的入球，以 1：0 小勝觀塘，
成功以 26 戰 23 勝 3 和得 72 分全季不敗的戰績封王；
與同日以 4：2 擊敗花花的黃大仙，雙雙獲得升上港
超的資格。

朗拿度 巴治奧領銜全明星賽
香港文匯報訊（特派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第二屆“南美 VS 歐洲”全
明星足球盛宴銀川站的比賽將於 7 月 2
日在賀蘭山體育場開賽，屆時，由世
界足球先生、巴西足球傳奇巨星朗拿
度領銜的南美明星隊與意大利傳奇球
星巴治奧領銜的歐洲明星隊將為寧夏
球迷獻上一場足球饕餮盛宴。其他參
賽巨星尚有南美明星足球隊的卡路
士、森莫蘭奴，歐洲明星足球隊的費
高、雷哥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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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被《搶
紅》各演員以
貼紙來表達心
目中的印象。

香港文匯報訊 黎明（Leon）最近卸下“明福俠”
戰衣，變身“萬能俠” 首執導演筒，自導自演即將上映
之新片《搶紅》。在片場 Leon 還兼任打燈、 收音、攝
影、搬道具甚至翻譯員等崗位，台前幕後都封他“萬能
導演”。 他坦言新片在法國取景，一味靠“搶”，身兼
多職只為爭取時間，“在法國拍戲的制度，和我們一向
做開的完全不同，要‘搶時間、搶景、 搶拍攝’！”

■ 杜鵑讚黎明夠
細心。
細心
。

首執導演筒 身兼多職

黎明

法國取景

一味靠“搶”

■黎明與戲
中情敵王耀
慶接受中國
KOL圍訪
KOL
圍訪。
。

日 Leon 與《搶紅》監製黃建
14新，率領杜鵑、王耀慶、黃尚

禾、南伏龍、劉倬廷、趙威霖、吉
麗等演員在北京舉行“弟兄開戰首
映禮”，席上首播 Leon 與張涵予對
唱的電影歌曲《大寶》的 MV， 而
另一宣傳歌《弟兄》的主唱、人氣
王魏晨更驚喜撐場和開金口，為兄
弟們打氣。

愛打機慘被封“萌叔”

■(左起)黃建
新、杜鵑、黎
明、魏晨和王
耀慶大談拍攝
時的趣事。

遠赴法國取景的本片講述一班
人各懷鬼胎，為搶奪百年絕世佳釀
“酒神”鬥智鬥力， 不但有驚險動
作場面，亦有兄弟情、愛情和搞笑

自爆曾有 18 年女友

蔡一傑懶解釋 免愈描愈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慶全）蔡
一傑 15 日到電台宣
傳新歌《流淚的怪
獸》，談到奇妙電
視首播節目《伍姑
娘真識食》是他擔
任嘉賓，傑仔表示
■蔡一傑自爆曾有個 由 於 家 中 未 能 收
拍拖18年的女友。
看，伍詠薇(伍姑娘)
以電話拍下節目再放上網給他看。
傑仔自爆在 30 多歲時，跟拍拖 18 年的
圈外女友因結婚問題達不到共識而分開，對
於罕有剖白個人感情生活，他坦言對着相熟
朋友如伍詠薇，就會被她套料。一起 18 年
真的收得很密？他指外間一直不知的，而他
都單身至今，笑言自己無人要，所以節目中
都叫大家主動找他，因自己是怕醜仔。只是
很多人誤解他，或是他在台上很型、很威武
才被誤導了。

以假亂真

談到擇偶，傑仔表示沒有特定條件：
“只要你不 Mind 我，我就不會 Mind 你。
我覺得找另一半，溝通和傾到偈較重要，個
腦掃描到最重要。”他表示可惜沒遇到這個
人，可能是舞台上的他太強，大家給嚇怕
了。會否被以為已有另一半？傑仔相信有這
可能，但他強調私下較寡言，大班朋友出外
去玩時他會像鵪鶉般坐在旁邊。傑仔亦承認
以前介意被指有男友：“將某些人塞落我
度，又會關我事，我就惟有不出聲，怕愈描
愈黑。”

元素。
為配合 Leon 和張涵予這兩位影
帝，聯同人氣“暖男”王耀慶和女
神杜鵑，Leon 與眾演員撒金粉公佈
電影將於本周五在中國上映，並以
紅酒代香檳舉行祝酒儀式。
各演員應主持要求，在“紙牌
Leon”標籤上不同封號， 除了本身
他是“導演”和眾所周知的“金句
王”、“單身貴族”和“耿直”
外 ， 原 來 Leon 在 法 國 拍 攝 時 充 當
“劇組通用翻譯”、指導拍攝時表
情多多被封“移動表情包”，男主
角之一王耀慶更大爆 Leon 愛打機，
是個可愛的“二次元萌叔”！

女主角杜鵑就封 Leon 為“細膩
黎”，因他很會照顧演員情緒，是
個細膩好導演。不過百厭的王耀慶
搞笑說：“導演哪裡細？”全場爆
笑，連 Leon 亦忍不住探頭望望杜鵑
將標籤貼在“自己”身上哪兒，發
現是腰部才鬆一口氣。

張涵予隔空大派紅包
雖然張涵予未能出席記者會，
但他也拍了短片祝賀記者會成功，
還答應下次宣傳時會亮相。
他更配合“搶紅”主題， 隔空
給現場嘉賓派發微信大紅包，認真
識做。

■ 蘇永康
蘇永康(( 右)
本想帶兒子上
台，但後者喊
了整晚未能成
事。

保護伍姑娘裸胸
伍姑娘在節目中又自爆為傑仔首個 MV
要背部全祼，不能穿衣服，前邊只貼兩個乳
貼，傑仔笑說：“由於現場很多人，我個胸
要貼實她的胸部不能郁動，一直要貼實她來
保護她。我雙眼只可向上望，但當時又很
熱，原來‘捽捽吓’她的乳貼甩掉！我當時
都不知道，後來她再講起，真的很好笑。”

香港文匯報訊 吳彥祖（Daniel）近來在
南非拍攝全新荷里活大片《盜墓者羅拉》
（Tomb Raider），他飾演船長“陸仁”，幫
女主角“羅拉”尋父 。劇情講到羅拉赴港找
Daniel 幫忙，本來劇組考慮赴港取景，後來
改在南非開普敦的影城搭景拍攝，結果搭出
來的“香港仔漁排”極似實境，令 Daniel 更
惦記闊別了數月的香港。他亦大讚飾演羅拉
的艾莉西亞維肯特（Alicia Vikander）好戲兼
不“錫身”，拍動作場面時勁度十足。

■阿公風塵僕僕
阿公風塵僕僕，
，今年未能好好
與太座慶祝母親節。
與太座慶祝母親節
。

蘇永康 澳門開騷 囝囝喊足全場
香港文匯報訊 蘇永康(阿公)在
14 日母親節於澳門舉行“蘇式情歌
演唱會”，囝囝 Jazz、老婆、外母
和蘇媽媽也有捧場，阿公特別選唱
張國榮的《追》來送給太太和囝
囝，本來更想帶囝囝上台聽他唱
歌 。 可 惜 Jazz 由 開 場 一 直 喊 到 完
場，未能上台，老婆一直要在後台
湊仔，連騷也看不到。
有仔萬事足的阿公，演出後第
一時間回後台看囝囝，他坦言自己
因不是年輕做父親，所以非常珍惜

父子相處時間，不想錯過其成長每
一刻。

請教千嬅讀書心得
至於老婆過的首個母親節，阿
公稱因他剛由加拿大工作後回港，
馬上又到澳門開騷，所以根本沒時
間買禮物，幸好老婆也明白，未有
怪他。又笑言阿仔收利是收到最近
仍有得收，人仔細細已非常“有
米”。
Jazz 不過是兩個多月大，但阿

公就已開始煩惱其讀書問題，並已
替囝囝報定名讀 Playgroup。“八至
十個月就要去讀啦，所以近日我老
婆已叫我搞報名，報名才知現在讀
書既複雜又貴。個仔出世未有兩
日，梁芷珊已帶了成堆報名表給
我，說有間即將開設的英國學校，
入場費 200 萬港元！嘩，真是貴到
呢！我其實不太懂，所以準備等楊
千嬅忙救完志明後，我都想約她出
來問吓心得， 請千嬅做指路明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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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靜雯幸福曬三女兒合照
Bo 鈕側臉肉都都萌翻
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5 月 14 日報道，藝人賈靜
雯在 3 月生下三女兒 Bo 鈕，14 日和 3 個孩子共度母親節
，感性告白：“媽媽在妳們身上看到了善良與純真，希
望妳們能壹直保持下去…… ”
她也跟家人壹起吃飯慶祝，跟孩子們合照時笑容幸
福，好心情感染了許多粉絲！
賈靜雯感慨，自從生下大女兒梧桐妹後，已經努力
扮演母親角色 10 幾年，現在又多了 2 個可愛的寶貝，感
覺真的很奇妙。她謝謝媽媽“因為有您，才會讓我懂得
愛的真諦”，也期許 3 個女兒常保善良純真，“雖然這
世界有許多令人憂心的黑暗面…可是我相信在我們用心
教導與陪伴下，壹定能無懼的面對未來的人生道路。”
除了真情告白，賈靜雯也分享跟媽媽、3 個女兒拍下的
合照，抱在懷裏的 Bo 鈕難得微露側臉， 肉都都的小臉
十分可愛；已經快 2 歲的咘咘鬼靈精怪，壹下撓鼻子、
壹下拉人中做鬼臉；梧桐妹雖然不能露臉，但也跟媽媽
、妹妹壹起都嘴合照，壹家人其樂融融，令網友看了很
感動“這樣的幸福足矣”。

隋棠給兒子寫情書：
隋棠給兒子寫情書：
妳強壯地完整了破碎的我
據臺灣媒體報道 14 日正逢壹年壹度
母親節，隋棠[微博]在幾年內結婚、生子
，現在已經是 2 個孩子的媽了，現在的她
暫時卸下演員身分，專心陪伴孩子成長，
每當與網友分享育兒點滴、趣事時，不難
發現生活中洋溢著幸福。
她日前受邀為雜誌擔任客座專欄作家
，寫給親愛的孩子們壹封情書，文字平實
卻又無比動人。
雜誌《marie claire》邀請隋棠擔任客
座專欄作家，在屬於媽媽的節日，寫下想
對寶貝兒女的話。她在這封信中回憶寶貝
來到這個花花世界的那壹刻，原先正處於

仿徨的人生，像是壹道曙光灑落，小小的
身軀，卻強壯地完整了破碎的她，‘妳溫
溫微微的呼吸讓全新的我長了出來，壹個
柔軟、堅定、無所畏懼的我’。
壹腳踏進育兒生活後，隋棠形容小寶
寶像是‘外星生物’，不睡覺又吃不飽，
表達方式只有哭，還全身軟趴趴，不過即
使每天累翻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每當夜幕
降臨，她還是舍不得闔上眼睡覺，只想趴
在嬰兒床旁多看寶貝幾眼。
隋棠在情書中細數和 Max 相處的點滴
，偶爾她會假裝睡著，這樣兒子會過來輕
聲喚醒，假裝怕癢，可以聽見孩子童真的

笑聲，也會假裝手
不酸，把孩子緊緊
抱在懷裏，享受母
子親密時光。然而
隨著光陰流逝，孩子壹天天長大，學會邁
開步伐向前奔跑，她卻陷入無盡的擔憂，
深怕不能成為寶貝強大的後盾，也怕孩子
有天不再需要自己。不過這壹切都沒有正
確解答，隋棠只能在藍天白雲下找尋生命
成長的意義，‘原來天空是時間的洪流，
是時間的形體，現在的我每次仰望它，都
教我更努力珍惜’。
正如同壹般父母壹樣，她記得每壹個
和孩子壹起經歷的事，雖然有壹天孩子大
了，終將忘記這壹切，但這依然會是爸媽
最寶貴的記憶，‘讓它們陪著我壹起永恒
守護妳’。
據臺灣媒體報道，言承旭壹年沒在
臺灣公開露面，14 日言承旭出席某活動
時，松口表示願意跟林誌玲復合，“那
就要看她願不願意啊！”
言承旭近壹年來鮮少公開露面，最
後壹次在臺公開露面是去年 2 月為《大
尾鱸鰻 2》首映會站臺。他今天出席活
動被問與林誌玲戀情，言承旭坦言，久
久還是會跟對方聯絡。被問到是否生日
是否會祝福，他表示：“可能吧！”
先前林誌玲談及兩人復合表示：
“要看對方怎麽想！”對此，他首度回
應兩人盛傳已久的復合傳聞，“那要看
她啊！看她的態度！”再被追問是看她
願不願意復合嗎？他回應：“對啊！”
看來好事就等林誌玲點頭了。

小王子變暖男

伊能靜兒子母親節送媽媽畫像
5 月 14 日母親節這壹天，伊能靜微博曬出壹張卡通
人像畫，並附文稱，“小王子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什
麽時候偷偷畫的，媽媽竟然都不知道，好感動??嘿嘿??
”畫中是壹位長發女子，大大的眼睛點綴著溫柔的淚花
，還配了幾朵小花兒，十分唯美。
2002 年，伊能靜和前夫庾澄慶的兒子哈利在美國出
生。今年 15 歲的小王子已經可以親手作畫送給媽媽，讓
伊能靜萬分感動。看到如此暖心的禮物，網友們也不禁
誇贊道，“畫得真心不錯！”“小王子真的是個很棒的
兒子也是個很棒的哥哥，伊姐姐妳的人生完美！”

言承旭首度回應與林誌玲復合傳聞：
言承旭首度回應與林誌玲復合傳聞
：

看她的態度

周傑倫男歌迷高空喊“
周傑倫男歌迷高空喊
“我愛妳
我愛妳”
” 自嘲聽不見被翻牌
本周末，周傑倫在重慶奧體中心辦演唱會
，連辦兩場，演唱會現場擠得水泄不通。5 月 14
日，網友通過微博曝光壹段周傑倫演唱會場館
粉絲高空喊話的視頻，視頻中，粉絲站在演唱
會場館外高空對周傑倫喊“我愛妳！”稍後，
周傑倫品牌官方微博轉發微博並配文“傑倫：
重慶的這位朋友，我聽到了。”樂得網友激動
不已。
5 月 14 日淩晨，有粉絲在周傑倫演唱會場館
外高空對著周傑倫喊話，稱：“好！！唱得好
！！我愛妳！周傑倫！”視頻最後跟自己小聲
說了壹句：哎呀，聽都聽球不到……網友看到
此段視頻後留言道：“唉！聽都聽不到（這麽
遠要聽得到也真的是滿困難的 哈哈）”稍後在
同壹天，周傑倫品牌官方微博轉發微博並回應
道：“重慶的這位朋友，我……聽到了！”回
應惹得粉絲激動不已，紛紛表白偶像。

Hebe 演唱會曾換掉兩首關於媽媽的歌：
Hebe演唱會曾換掉兩首關於媽媽的歌
：
因為怕淚崩
據臺灣媒體報道，田馥甄 13 日在昆明舉辦演唱會，
14 日恰逢母親節，所屬公司華研放出應景的演唱會片段
，不久後 Hebe 也親自轉發貼文，透露影片中的 2 首歌，
曾因為深怕在舞臺上崩潰、無法完美詮釋歌曲，硬生生
從原本準備好的歌單中抽掉，幸好在同事的鼓勵下，才
“挽回了這組曲。”
田馥甄在社交網站上表示，13 日在演唱會上鼓足勇
氣，挑戰了容易被影響情緒的“大魔王之歌”，分別是
《時間都去哪兒了》和《魯冰花》的組曲，透露當初看
到歌詞後，無論是練團或彩排，都會不自覺地狂掉眼淚
。因此，田馥甄壹開始其實不願意在演唱會上唱這 2 首
歌，“因為太怕在臺上淚腺失守，而無法把歌完整表達
好”，所幸有同事的鼓舞，才讓歌迷有機會聽到她詮釋
的版本，事後謙虛表示雖然仍因情緒關系，實際表現並
不如預期，“但想給天下偉大母親的祝福是很真心而飽
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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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著心吊著膽》導演版海報

壹部爆款該有的樣子

由李雨禾執導，爾冬升監制， 陳璽
旭、高葉、任素汐、董博、樓雲飛、耿壹
正、曹瑞、陳春生領銜主演的汙色幽默喜
劇《提著心吊著膽》今日公映。片方今日
公布了影片的導演特別版海報，除了散發
出濃濃的荷爾蒙氣息，還透露了這個復雜
故事以及電影中的諸多看點。《提著心吊
著膽》這部笑點與懸疑兼具的潛力股電
影，披著汙色喜劇的外衣，實則講了壹個
人性本惡的故事，此前被觀眾稱為“汙色
與懸疑齊飛，誠意滿滿的壹部黑馬”。那
麽，這部黑馬究竟為什麽值得壹看，請容
我細細道來。

不像大部分青年導演那樣急於表現自
己，背對著觀眾創作，李雨禾導演的作者
氣質在《提著心吊著膽》這部電影裏不設
門檻不裝腔作勢，非線性敘事結構並非炫
技，反而是這部電影最高光的地方，在每
條人物故事線之間遊離，重組信息更有代
入感地觀影，為觀眾服務，給市場輸送壹
部好看的電影。
另外，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昆汀· 塔倫
迪諾《落水狗》、蓋· 裏奇《兩桿大煙槍》
中的大導氣質，李雨禾導演這部電影的創
作觀，就是用壹種荒誕幽默的方式講壹個
江湖水深社會險惡的現實題材。

高級汙厘頭，不犯尷尬癌
《提著心吊著膽》裏的汙，不同於那
些下三濫網大的低級趣味，片中的“嘿嘿
嘿”也不同於城市生活的奢靡、縱欲、酒
池肉林，這絕對是 2017 年最高級的汙色幽
默喜劇。故事背景發生在東北小鎮，汙色
喜劇外衣下，帶著濃厚的藝術質感，能讓
人在不談套路的 97 分鐘裏發自肺腑的笑，
就是壹瓶“高級去汙劑”。
而這部電影與以往懸疑類型片的不同
之處在於，李雨禾導演將喜劇和默劇的形
式穿插其中，每次觀眾在被殺人情結提著
心吊著膽的時候，導演就通過喜劇和默劇
來帶壹波節奏，不為搞笑而搞笑，服務劇
情的同時，也讓影片節奏更加緊湊。

用誠意挑戰大投資
小成本也有大看頭
《提著心吊著膽》從片名和卡司上或
許會被動輒制作上億的特效大片所埋沒，
但這部小成本制作的優質國產電影有著不
亞於大制作們的可看性，《提著心吊著
膽 》中的網狀敘事結構、精巧的懸念設
置，還有影射這個世界上人性本惡的縮
影，都讓它在另壹個維度裏有著大片們不
可比擬的優越感。
《提著心吊著膽》預算不高，卻完成
了 24 天單機拍攝的奇跡，作為導演的長片
處女作，完成度之高，除了導演技巧，更
多還能看到這位導演的藝術追求和對觀眾
的誠意。不久前影片的兩輪路演，也收獲
了不少媒體的贊譽：“壹個新人導演能
夠不炫技，舍棄小聰明用好故事為觀眾

暢聊女性電影人
顏丙燕做客 躍動她影

初生牛犢不怕虎，大導範鋒芒畢露

服務，這樣的誠意相當難得。”
戲劇演員渾身都是戲
飆戲上癮神演技在線
《提著心吊著膽》中不乏演話劇出身
的演員，任素汐、陳璽旭、董博這三位話
劇演員就是片中的演技擔當。據任素汐回
憶：“我們三個很早就認識了，拿到劇本
之後我們花了三周的時間壹起捉摸人物性
格，拍的時候也相當默契，基本上不喊
CUT 壹遍過。”
24 天就拍攝期，而且當時是在大寒冬
裏拍的，飾演畢見效的曹瑞，戲中有很多
就是躺在快結冰的地面上完成的，堪稱演
藝圈勞模。劇組餐餐吃素，有次任素汐竟
誤以為鹹菜絲就是土豆絲。
對於這群“戲瘋子”的在電影裏
的高光時刻，為影片擔當監制的爾冬
升導演評價相當高：“《提著心吊著
膽》裏的每壹個演員，我以後都會請
他們拍戲！”
汙色幽默喜劇《提著心吊著膽》由
合壹影業有限公司、電影頻道節目中心、
北京星宏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娛躍影業
（天津）有限公司出品，李雨禾導演，
爾冬升監制，陳璽旭、高葉、任素汐、
董博、樓雲飛、耿壹正、曹瑞、陳春生
領銜主演。老司機楊百萬今日“發車”，
自認特別行、駕駛技術好、能長途駕駛、
心理素質好，壹定要到影院試壹試，絕
不翻車！

由浙江省永康萬適誠影視傳媒
有限 公 司 、 北 京 淘 夢 影 業 有 限 公
司 、北京銀河空間文化傳媒發展有
限公司、天津鴻文傳媒有限公司出
品的系列電影《玄筆錄前傳》第壹
部《妖王圖》播出，而這壹系列電
影也會以周播的形式每周六 16 點與
觀眾見面。
傲嬌捉妖師與“無欲”和尚組
CP 劇情有料爆笑十足
96 年小鮮肉王以綸搭檔李俊辰
組成“捉妖小分隊”，在戲中有多
處精彩對手戲，兩人配合默契十
足，高顏值 CP 組合引發觀眾期待。
據悉，王以綸此次在電影裏飾演男
壹捉妖師吳小邪的角色，而李俊辰
則是陪伴在他身邊形影不離的好夥
伴無欲和尚，危難時刻出手相救。
兩人 不 負 眾 望 在 電 影 裏 頻 頻 “ 發
糖 ”——就算是互相鬥嘴的戲份，
臺詞也設計的愛心滿滿，讓人愛不
起來都難。李俊辰在其中壹場戲甚
至還上演了濕身誘惑，不可不說是
廣大影迷的超級大福利！
在電影《大唐玄奘》裏飾演女

﹁

﹂
三位女影人孫雅麗、顏丙燕、黃璐共同
加入到開雲集團“躍動她影”項目中，共同
支 持 影 壇 女 性 。 顏 丙 燕 在 2017 “ ELLEactive ”現場為觀眾講述了電影行業臺前幕後
的故事，分享了她自身作為壹位女性電影人
的感觸。
“躍動她影”項目由開雲集團攜手戛納
電影節在 2015 年 5 月啟動，是電影節官方活
動的正式環節之壹，聚焦女性在電影行業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以此為契機，促進性
別平等，以及向年輕女影人提供支持，使她
們能在業界得到充分發展。此次“躍動她
影”首度登陸中國，特地邀請有中國的“梅
麗爾•斯特裏普”之稱的多料影後顏丙燕來
到活動現場，暢聊女性電影人臺前幕後的故
事。
電影的美好，來源於對100%的極致追求，

女性電影人的魅力四射，始於臺前幕後每壹
分鐘的堅持和執著。顏丙燕表示自己在角色
中跳進跳出還是很自如的，創作的時候就是
全身心投入，創作結束就會迅速跳出，回歸
生活。她笑稱，如果演壹個角色，久久不能
出來，豈不是要“萬箭穿心”很久，自己還
是可以把角色和生活很好的分離，這也是她
認為的作為壹個職業演員應該具備的能力。
和國際影壇相比，中國電影行業擁有全
世界最平衡的男女性別比例：女導演占比
16.7%，高於世界行業平均值的 7%；女性編
劇 占 比 21.4% ， 高 於 世 界 行 業 平 均 值 的
19.7%；女制作人占比 25.3%，高於世界行業
平均值的 22.7%。主持人問到顏丙燕如何才能
在行業中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顏丙
燕笑稱，可能有壹天男人也能生孩子了，就
徹底平衡了。

《妖王圖》上線
王以綸李俊辰熒屏秀“恩愛”
壹的樓佳悅首次挑
戰 “ 大 條 ” 精 靈 ，飾
演吳小邪身邊的守護
神，能夠嗅到妖氣的
烏鴉黑靈兒，古靈精
怪，十分討喜。而她
在壹次烏龍事件之後
居然喜歡上了出家人
無欲和尚，二人由此
上演了壹系列啼笑皆
非的搞笑戲碼。
吳小邪舍身破咒封印妖王
壹行人踏上降魔捉妖之旅
第壹部《妖王圖》，講述了捉
妖師吳小邪在完成捉妖使命後，卻
被曇曜法師告知妖王圖和龍骨筆傳
說，尋找龍骨筆。偶遇擁有預知未
來能力的衛碩，衛碩在危急關頭舍
身化筆，吳小邪打破祖訓，封印妖
王分身（貪），卻因此涅槃重生的
故事。
吳小邪與能夠預知未來能力的
衛碩本是前世的壹對愛人眷侶，在

今世二人分別失去了記憶，後在吳
小邪“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法下，
激發出了衛碩的力量，使她重獲記
憶。但為了打敗妖王，不得以的情
況下她只能舍身化筆來助吳小邪壹
臂之 力 ， 眼 看 就 要 終 成 眷 屬 的 二
人卻從此天人兩隔，不禁讓人扼
腕嘆息。究竟後續劇情還會有何
發展？踏上捉妖伏魔的小分隊又
會經歷怎樣的冒險歷程呢？下壹部
《異域魔道》將會為妳揭曉答案，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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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救護隊
海灘救護隊》
》帥哥美女身材火爆
海量劇照曝光 埃夫隆強森組隊破案
道恩· 強森、紮克· 埃夫隆、亞歷珊德拉· 達達裏奧等猛男美女主演
的動作喜劇《海灘救護隊》近日曝光了壹組最新劇照，紮克· 埃夫隆騎
著水摩托馳騁在海上，場面十分炫酷，大塊頭肌肉男巨石強森也盡顯身
材，更有深 V 沙灘美人亞歷珊德拉· 達達裏奧、伊芬什· 哈德拉、凱莉·
羅爾巴赫搶鏡，請收住妳的口水。同時，樸雅卡· 喬普拉飾演的神秘女
郎也登場亮相，她背後將有怎樣的故事呢？
《海灘護衛隊》（Baywatch）根據同名經典美劇改編。該劇 1989 年
開播，到 2001 年共播出 11 季。這部講述壹群加州海灘救生員故事的美
劇在 90 年代風靡壹時。電影版是講述壹位海灘救生隊領頭人（道恩· 強
森），為了保護海灘不被石油開采項目汙染，被迫招募壹個急躁的男青
年（紮克· 埃夫隆），共同與石油大亨作鬥爭的故事。
影片將於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美國上映。

DC 大作《神奇女侠》即将上映，近期正紧
锣密鼓的进行宣传工作。继昨日发布新海报后，
今天又曝出两张克里斯· 派恩新剧照，派恩在剧
中饰演神奇女侠男友，空军上尉史蒂夫· 特雷弗
，派恩神情专注的坐在战斗机里，英姿飒爽。
作为 2017 年暑期最受全球观众期待的影片之
一，《神奇女侠》有望于 6 月 2 日起在全球掀起
一股“神奇旋风”。影片讲述了盖尔· 加朵饰演
的亚马逊公主戴安娜· 普林斯，经过在家乡天堂
岛的训练，化身神奇女侠，与克里斯· 派恩饰演
的空军上尉史蒂夫· 特雷弗在一战期间来到人类
世界，捍卫和平、拯救世界，上演了震撼人心的
史诗传奇。据悉《神奇女侠》主创将于 5 月 15 日
空降上海，女神加朵与男神派恩一起，与粉丝们
共赴一场“神奇约会”！

DC《神奇女俠》新劇照來襲
派恩化身空軍上尉展颯爽英姿

《雷神 3：諸神黃昏
諸神黃昏》
》曝新劇照
“錘哥
錘哥”
”短發亮相 帥出新高度

背著書包拯救世界 小蜘蛛枯坐半空思考人生
得· 帕克的愛慕對象。
而本片的大反派禿鷹由曾經的蝙蝠
俠邁克爾· 基頓出演，基頓也因此加入
了橫跨漫威 DC 兩大超級英雄漫畫宇宙
的演員俱樂部。
影片將於 2017 年 7 月 7 日登陸北美
院線，中國內地上映日期待定。

位偉大的母親
10

暑期檔超級英雄大片《蜘蛛俠：英
雄歸來》登上英國老牌雜誌《帝國》封
面，黑白手繪風格異常酷炫，多張高清
新劇照壹同曝光。回到高中的蜘蛛俠
（湯姆· 赫蘭德 飾）背著小書包到處拯
救世界，在神秘倉庫與工地中任性穿行
。脫下戰袍之後，彼得· 帕克與小夥伴
的課堂生活也有所展現。
《蜘蛛俠：英雄歸來》由索尼與漫
威強強聯手共同打造，喬· 沃茨執導，
《美國隊長 3》中亮相的新任“蜘蛛俠
”湯姆· 赫蘭德與“梅姨”梅麗莎· 托梅
回歸主演，“鋼鐵俠”小羅伯特· 唐尼
將客串登場。影片選用了大量年輕的新
人演員，其中贊達亞飾演小蜘蛛俠彼

保羅·麥卡特尼造型公開

傑克搖滾基因超強

向每壹位母親致敬

《蜘蛛俠：英雄歸來》新劇照

《加勒比海盜 5》曝新角色海報

電影中

帝國雜誌曝光了壹張《雷神 3：諸神黃昏》的新劇照
，“錘哥”克裏斯· 海姆斯沃斯飾演的雷神以短發亮相，
帥出新高度！
從之前曝光的預告片看，《雷神 3》中最大的反派是
死神海拉（凱特· 布蘭切特飾），最要命的是，她壹手捏
碎了雷神的戰錘，這也直接導致神域阿斯加德無法抵擋海
拉的侵略。
據悉，《雷神 3》定於今年 11 月 3 日北美公映，中國
內地有望引進。

壹年壹度的母親節到來之際，我
們為妳盤點了電影中 10 位偉大的母親
。母愛是偉大的，無論遇到什麽樣的
苦難與，母親還是會把兒女放在第壹
位。大家記得向自己的母親道壹聲節
日的問候與祝福。

《加勒比海盜 5：死無對證》曝出壹張全新角色海報，英倫搖滾傳
奇保羅· 麥卡特尼片中造型首度亮相。他將在影片中扮演傑克船長的叔
叔 Jail Guard 2。滾石樂隊吉他手基思· 理查茲飾演傑克船長父親，傑克
這搖滾基因真是咣咣地。
自 2003 年的《加勒比海盜：黑珍珠號的詛咒》拯救了岌岌可危的
“海盜”題材之後，《加勒比海盜》系列
壹發不可收拾，前四部影片累計全球總票
房已經超過了 37 億美元，數字相當可觀。
距系列第四部《加勒比海盜：驚濤怪
浪》2011 年的上映已經過去了 6 年，在
《加勒比海盜 5：死無對證》中，薩拉查
船長率領亡靈軍隊逃出百慕大三角區，揚
言殺盡所有海盜，頭號目標就是傑克船長
。為對抗命運，傑克船長將起航尋找傳說
中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因為這是能統治
整個海洋的神器。
5 月 26 日，《加勒比海盜 5：死無對
證》將在內地公映，氣勢磅礴的奇幻歷險
再度盛大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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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際科技競賽 臺灣代表團獲銅牌佳績
第 10 屆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
3E 科 技 競 賽 」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World Energy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Project Olympiad， 簡
稱 I-SWEEEP )，5 月 3 日至 8 日在
休士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盛大舉
行。經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選
拔，來自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
中學林柔吟與葉冠汝同學的共同
作品在本次競賽中榮獲本年度的
「環境汙染與管理項目 」(Environment- Pollution & Management)
大會銅牌獎，表現相當優異。駐
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
組周慧宜組長第一時間代表教育
部部長潘文忠致贈賀電，表達教
育部祝賀之意。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 3E 科技競
賽自 2008 年起在休士頓舉行，比

賽分為能源、工程、及
環境科學三個類別，邀
請來自世界各地優秀學
生的研究作品，共同發
表及競賽。今年(2017)
參展國家共 62 個，總參
展件數 427 件，參展師
生 逾 1000 人 ， 評 審
2185 人，為一相當具有
代表性之國際科學競賽
。
左起::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左起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推廣組方姳人小
今年由國立臺灣科 姐、陳韻如
陳韻如、
、鄭安琪
鄭安琪、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駐休士頓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林柔吟
林柔吟、
、葉冠汝
葉冠汝、
、駐休士
學教育館推廣組方姳人 頓辦事處俞欣嫺秘書
小姐率隊前來參賽，由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
國際競賽的同學，特別在繁忙的 賽之餘，感受到家鄉的關懷。教
中學林柔吟、葉冠汝，以及鄭安 行程中撥空與代表團成員餐敘， 育組周慧宜組長亦讚許代表團的
琪、陳韻如同學共兩件研究作品 同學們亦十分感謝處長的熱情款 傑出表現，在國際舞台上替臺灣
代表我國參加。駐休士頓辦事處 待及鼓勵，讓他們在忙碌投入競 爭光。
黃敏境處長為歡迎遠道而來參與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蒙特會婁分會

加拿大蒙特婁分會創會典禮
多倫多分會 22 週年慶及毌親節活動

美東紐澤
西分會復
會典禮

左起:: 林柔吟
左起
林柔吟、
、葉冠汝榮獲銅牌獎

休士頓僑教中心數位華語文教學
示範點數位教學培訓
豐富僑校以及主流老師教學技巧
休士頓僑教中心
數位華語文教學示範
點於 5 月 6 日在僑教中
心開設本年度首場數
位課程，邀請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的游皓
雲老師擔任講師、示
範點講師劉家玉協助
連線作業，進行線上
遠距同步教學，以運
用 「任務設計與評量
方式」為主題，以中
文初級、中級任務設
計經驗分享及變化應用、任務呈現方式、任務評
量方式，該課程吸引休士頓各個中文學校校長及
老師等出席，並均表示收獲良多。
休士頓僑教中心中心莊主任雅淑感謝游皓雲
老師提供豐富的課程內容，希望藉由數位學習中
心示範點提供的優質、多元、充實的海外華文教
育的平台，將現代數位教學融入課堂，增加華語

文教學的豐富度，期能帶領老師們對活動教學的
創造思考之外，更能有效提升教學品質。
近年來數位華語文教學已蔚為趨勢，透過數
位技巧進行華語文教授，有效增進學習互動，達
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休士頓僑教中心數位華
語文教學示範點本年度將陸續開設 7 堂精彩課程
，增進僑校以及主流學校老師教學能力，共同在
海外推展華語文。

金城銀行熱鬧慶祝 Champions 分行開幕
服務社區，提供更佳金融服務
金城銀行位於休士頓地區的 Champions 分行已遷到新地點
為客戶服務，於 5 月 11 日舉行開幕典禮，相信將對西北區的客
戶提供更好的選擇。Champions 分行座落於全新商場，與越華
超市、六品烘培坊、功夫茶冰坊等匹鄰，新商場交通便利、停
車方便、環境清雅，周遭商家人潮川流，是西北區最新發展的
地標。當日董事長吳光宜先生暨副董事長楊明耕、董事 Al
Duran 及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
先生暨何仁傑組長，華僑文化中心李美姿副主任，Sun’s Club
集團總裁孫偉根先生，台商會前會長鄭嘉明、陳志宏、副會長
周政賢伉儷等代表以及所有貴賓於百忙中撥冗參加，為金城銀
行 Champions 分行獻上祝福！
吳董事長首先感謝所有客戶對於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表
示金城銀行 Champions 分行自 1995 年設立，伴隨西北社區發展
，經歷過去二十多年的耕耘與發展，努力提供專業和便利的金
融服務。近幾年來金城銀行業績蒸蒸日上，各項業務均創新高
，為金城銀行未來的發展奠定更堅固的基業。五月中旬金城銀
行加州 Tustin 分行即將開始營業，更加擴展銀行的服務層面。
總經理黃國樑博士表示金城銀行近幾年來業務持續成長，

在稅後純利、總資產額、總貸款額、總存款額以及股東權益均
達到創行以來的歷史新高點，銀行員工的士氣更為高昂。我們
很高興從過往已經營二十多年的獨立大樓搬遷到 Sun’s Club
Plaza 新的商圈，和這麼多優質的商家為鄰，這也代表金城銀行
與西北社區更緊密的連繫，相信在敦親睦鄰，互相支持的基礎
下，發揮雙贏的乘數效果，將可以提供西北社區的民眾更佳的
金融選擇。黃總經理表示金城銀行全體行員將攜手同心，以〝
深、速、實、簡〞的企業文化，〝用心、誠懇、專業、周密〞
的服務態度，擴大服務社區的層面，並達到二、三年內總資產
額突破十億美元的目標，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
來，並成為社區的標竿銀行。
為慶祝 Champions 分行遷移新址，金城銀行特別推出十五
個月優惠定期存款，享有 1.35%APY， 相關存款限制及詳情請
洽 Champions 分行電話: 281-580-8888(地址 3645-C FM 1960
West, Suite 318, Houston, TX 77014)。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
閱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頓百利總行
的 地 址 是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電 話:
713-777-3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