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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二隊首次集訓
隊員表現積極爭踢一隊

“紅隊
紅隊”
”

由主教練李楠率領的中國男籃新一
屆國家隊“紅隊”日前在中國國家體育
■納比(左)在訓練前與隊員交流。
新華社

總局訓練局正式在公眾面前亮相，這屆
以年輕隊員為主的國家隊能將“青春風

納比率領的中國男足國家二隊日
前在天津正式集結，並進行了首堂訓
練課，隊員們顯得十分興奮。在天津
的三天集訓中，納比將為球員們安排
多堂訓練課。國家二隊還將與天津權
健隊進行一場教學比賽。屆時，納比
與簡拿華路師徒二人的過招也備受關
注。
由於楊旭、徐新在聯賽中受傷，
無緣此次集訓。天津億利隊的楊立瑜
和山東魯能的劉軍帥得以替補入選。
當天的首堂訓練課只對媒體開放 15 分
鐘，外界並不清楚納比首訓的具體內
容。但從前 15 分鐘隊員們跑圈、拉伸
等活動現場看，大家精神狀態都很
好，顯得十分興奮。
來自上海上港的傅歡說：“很高
興能夠來到國家隊，這也是對我的認
可，我會努力訓練，爭取早日進入國
家一隊。”他表示，以自己目前的水
準，即使進入了一隊，可能也不能馬
上踢上球，不如現在在二隊加強訓
練，提高水準。傅歡說，這次集訓的
隊員都很年輕，球隊的氛圍非常好，
大家都明白，只有在二隊表現好了，
才有機會進入到一隊，所以大家都奔
着這個目標去努力。
■新華社

暴”颳到何種程度，將是一大看點。

■ 中國男籃紅隊隊員在訓練
課後與媒體見面。
課後與媒體見面
。
新華社

傳承宮魯鳴體系
李楠：紅隊將側重內線

新一屆中國國家男籃分成“紅
隊”和“藍隊”，分別由李

楠和杜鋒執教，兩隊將由不同團
隊帶領，在不同地點進行訓練，
“雙國家集訓隊”的設計也成為
了外界關注的焦點。日前“亮
相”的是“紅隊”首批集訓的 12
名隊員，當日的訓練內容並不算
多，12 名隊員分為 4 組分別練習
了投籃和罰籃，之後隊員們進行
了簡單的拉伸等身體訓練。

身體素質有待提高

男籃在並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拿到了 2015
年男籃亞錦賽冠軍，曾經經歷過這一難
忘歷程的趙繼偉表示：“我們是一支年
輕的隊伍，精神面貌上一定要非常好，
非常積極向上。我們在作風、技戰術和
水準上肯定有欠缺，但我們會用我們的
積極向上的一面來彌補這方面的不
足。”
上賽季表現出色的廣東隊新星趙睿
說：“現在自己想的就是好好訓練，機
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會努力一步一
步去爭取。”內線球員常林也表示：
“分成藍隊和紅隊就是為了增加隊內的
競爭，給球員一個更好的競爭平台。每
個入選的球員都需要有拚搏的精神，我
也會全力訓練，爭取留在最後的大名單
中。”
■新華社

■李楠(右)與教練組成員在訓練課
後與媒體見面。
新華社
上”。他理想的風格，自然是延續
老國家隊的傳統，他也和隊員們在
往這個方向努力。
球隊會根據每個隊員的風格，
去制定相應的戰術。從他的角度
講，他首先會重點抓作風和管理。
由於此前在擔任國家隊助理教練時
主要負責內線球員的訓練，因此李
楠也肯定地表示，紅隊將以內線為
主。
■新華社

中國游泳隊日前宣佈了首批參加
2017 年布達佩斯世界游泳錦標賽的運
動員名單，男女運動員共 39 人。運動
員在 2017 年全國游泳冠軍賽以及全國
夏季游泳錦標賽的成績是選拔主要參考
依據。
男子自由泳項目運動員除孫楊外，
還包括余賀新、林永慶等百米自由泳運
動員，以及中長距離小將邱子傲。仰泳
選手徐嘉余、李廣源，蛙泳選手閆子
貝、李響、覃海洋、毛飛廉，蝶泳選手
李朱濠，個人混合泳選手汪順等知名運
動員都榜上有名。女運動員名單包括自
由泳名將朱夢惠、沈鐸，蝶泳選手張雨
霏、周羿霖，背泳選手傅園慧，蛙泳選
手索冉、史婧琳，蝶泳老將陸瑩，個人
混合泳名將葉詩文等22人。
今年的國際泳聯世界游泳錦標賽將
於 7 月 14 日至 30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
佩斯舉行。
■中新社
短訊

“紅隊”主教練李楠表示：“幾支
隊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方式給了更多
年輕人機會，包括教練員。作為我來
說，希望盡心盡力，讓這些年輕隊員在
最短的時間內能夠提高水準，能夠讓他
們盡快適應國家隊這個層面。我隊裡面
有的球員可能是第一次進入國家隊，首
先要教他們以什麼樣的態度、什麼樣的
準備來國家隊訓練，這很重要。”李楠
表示，“紅隊”的訓練細節等問題還要
等教練團隊人員到齊之後再討論決定，
在身體素質方面，希望能夠着重提高隊
員們在速度、爆發力和對抗方面的水
準。
依靠一套年輕的班底，上一屆中國

■紅隊主教練李楠
紅隊主教練李楠((中)在訓練
課後與隊員在一起。
課後與隊員在一起
。 新華社

新組建的中國男籃“雙國家
隊”中的紅隊日前率先進行了首次
公開亮相。紅隊主教練李楠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帶隊會以內線
為主，要傳承宮魯鳴指導帶隊時的
戰術體系。
儘管被外界認為實力比杜鋒執
教的藍隊稍遜一籌，但李楠的紅隊
依舊擁有翟曉川、趙繼偉、周琦、
王哲林、丁彥雨航、鄒雨宸和睢冉
7名參加過里約奧運會的國手。
對此，李楠表示：“紅隊確實
年輕球員更多。從我的角度上說，
首先要教會這些年輕球員如何在國
家隊立足，態度和作風是第一位
的，然後才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我
想的是，要以我為主，不要去管藍
隊怎麼練，宮(魯鳴)指導帶隊時候
的很多東西，肯定是要傳承下去
的，比如戰術體系、體能訓練的方
式等等。”
對於自己麾下這支國家隊的風
格打造，李楠表示，現在“還談不

孫楊領銜游泳世錦賽
中國隊定首批隊員名單

宮海成投美職棒大聯盟球隊

走出里奧陰霾 何超奪銀重新開始
日前，2017 年中國跳水冠軍賽暨全運會預賽
繼續在武漢體育中心進行，在當晚進行的男子單
人 3 米板比賽中，來自廣東海印隊的名將何超以
735.50分位居隊友謝思埸之後獲得銀牌，經過了去
年里約的慘痛失利，重新歸來的“何家弟弟”表
示自己已經“走出了陰霾”。
“奧運會後，沉寂了一段時間，也是讓自己慢慢
逐漸走出奧運會的陰霾，”何超說，“沉寂的這段時
間，想了很多事情，有回想過奧運會期間經歷的一
切，現在想想也是人生的經歷，不管好壞，對我而言
起碼經歷過。”

狀態非巔峰 奪銀感滿意
■何超在比賽中。

路透社

去年的里約，首次登上奧運會舞台的何超表
現堪稱“災難”，他在男子單人三米台預賽中 6 跳
中失誤了 4 跳，最終排名第 21 位無緣準決賽，當

時有媒體評價這是中國跳水隊在奧運會上的最差
戰績。賽後接受採訪時，已經極度沮喪的何超甚
至表示自己“都有點不想練了”。
但最終，何超還是選擇了堅持，用他自己的
話說：“我已經把奧運會上的事情都忘掉了，從
我選擇堅持回到國家隊的那天開始，就決定收拾
情緒，重新開始了。”
本次全國跳水冠軍賽是何超復出後參加的首
場國內比賽，儘管並非自己的巔峰狀態，但收穫
一枚銀牌還是讓他感到滿意。“賽前好幾周因為
腰傷沒練，因此也挺擔心自己能否參加這次比賽
的。後面也是通過各種治療和吃藥來到這裡。到
這裡後，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全運會出線就行，
530多分也算給自己一個交代了。”
當天比賽的冠軍被同樣來自廣東隊、何超的“小
師弟”謝思埸以573.30分獲得。
■新華社

中國球員宮海成 16 日在位於南京
東山外國語學校的 MLB 棒球發展中心
與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匹茲堡海
盜隊正式簽約，成為繼許桂源之後，
MLB 在中國培養的青少年球員中被大
聯盟俱樂部簽下的第二人。 ■新華社

吳安儀未獲職業巡迴賽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香
港桌球女將吳安儀 16 日於英國普雷斯
頓舉行的 Q School 桌球賽第二站首圈
不敵英國球手 Jeff Cundy，未能獲得未
來兩季男子職業賽巡迴賽的參賽資
格。

香港明年辦乒聯職巡賽分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啟剛）國
際乒聯 16 日公佈了 2018 年職業巡迴賽
日程，明年 5 月 24 至 27 日將首次主辦
屬職巡賽分站的香港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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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斯]托克城

小羅現身俄羅斯
與粉絲互動大秀球技

4 森納
1-阿

馬德裏賽納達爾第五次奪冠

西班牙馬德裏，
西班牙馬德裏
，2017 年 ATP 馬德裏大師賽男單決賽
馬德裏大師賽男單決賽，
，納達爾以 7-6(8)/
)/6
6-4 戰勝
首進大師賽決賽的蒂姆，豪取紅土 15 連勝的同時也成為賽會史上第壹位五冠王
首進大師賽決賽的蒂姆，

海歸就業

年紀越大，報效祖國的願望就越強烈！
——華裔前沿科研人員歸國創新創業見聞
“年纪越大，报效祖国的愿望就
越强烈！”——华裔前沿科研人员归
国创新创业见闻
记者近日在江西多地采访发现一
种独特的现象：在一群海归“老人”
的带领和帮助下，一批有影响力的新
兴企业创业团队既有海外学习、工作
的背景，又有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
依托国内制造与市场优势，企业实现
着裂变式增长，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归国科研人员交出一张张漂亮“成绩
单”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一年
内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
了两项治癌首创新药的临床批件，引
起业界广泛关注；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
11 项国际授权技术专利，产品已进入
欧美市场；
续航里程超过 300 公里，一季度
动力电池出货量约占全国出货总量的
17．4%，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董事长张和胜
是“千人计划”专家，曾在海外一家

国际知名生物医药公司担任高管，负
责新药研发。“国内有制造优势和广
阔市场，回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平台
，华裔科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愿望很
强。”张和胜说，他在国外的华裔朋
友圈，四成已经或准备回国创业了。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创
办者袁永文也在国外工作了十多年，
“我们的产品已成功进入欧美市场，
与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全球知名
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袁永文
说。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董事
长、“千人计划”专家王瑀长期在国
外一家能源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
“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应用一代、储
备一代、跟进研发一代，确保技术始
终处于世界前沿。”王瑀说。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江西省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 28．4％，正在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忠说，
华裔前沿科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攻
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对江西经济

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前沿技术推动本土企业“蹦”着往上
走
“千人计划”专家奉向东回国后
在萍乡创立格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污水处理等
12 个领域进行了成功示范，企业快速
裂 变 ： 2015 年 销 售 额 仅 192 万 元 ，
2016 年增至 6000 万元，今年有望达到
5 亿元。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王敏介绍，公司集聚了 10 多位
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成功解决硅衬
底大功率 LED 芯片关键技术难题，打
破国际公司大功率陶瓷封装的统治地
位。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2016
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今年市场订单总
额已达 30 亿元，2018 年产值有望突破
80 亿元。
睿宁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稀土基
、钨基材料，利用赣州的稀土和钨资
源优势，有望在 5-10 年内成为世界领
先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电子材料供
应商。
“我们掌握了前沿环保技术，可

靶向性吸附各种不同类型的污染物，
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奉向东说，自
己有信心将公司做成平台级企业，为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王
瑀说，因为市场需求太大，二期项目
尚未投产，2016 年 12 月又开工建设三
期项目。
依托孚能科技，赣州正在建设新
能源汽车科技城，目前已经引进 4 家
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一科技城有望造
就千亿元的产值。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彭迪云说，这些华裔科
研人员掌握了当今世界的前沿技术，
十分重视研发投入，具有超强的持续
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蹦”着往上走
，有着培育一家，带动一片的能力。
归国背后是一颗颗“律动”的爱国心
奉向东今年 61 岁了，这个年纪本
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但是他却
不顾家人反对回国创业。“年纪越大
，报效祖国的愿望就越强烈。”奉向
东说，尽管饱受创业艰辛，但他从不
后悔。
今年 52 岁的赵汉民也是“千人计

承擔文化傳承責任 海歸設計師
造中國人自己的建築
高耸入
云的“中国
尊”、人来
人往的大栅
栏、车流不
息的北京南
站 …… 这 些
北京的知名
建筑，它们
的设计都出
自归国建筑
师吴晨之手
。
“那段海外时光让我收获颇丰”
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需要做出选择
。1995 年，吴晨来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十字
路口。
当时在国内事业发展十分顺利的他，思考

“城市复兴”理念的深远影响，这也一定程度
上塑造了他回国后的建筑思路。“从某种程度
上说，城市复兴和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都是
为了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完
美融合。”吴晨认为，如何复兴和发展中国的
城市文化，可以学习、借鉴欧洲城市，以此来
推动中国城市进步。
“为国效力的人生价值是名利无法衡量的”
虽然身在伦敦，但吴晨心系北京，“北京
真的很美好。历史上，它留下无数灿烂、瑰丽
的文化积淀；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新中国首都
，又给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以机遇和希望。
”
“我热爱北京，如果北京不能成为世界城
市中环境最宜人、历史最璀璨、最富有生机与
活力的一个，就愧对每一个在北京生活与追寻
梦想的人。”每每提起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吴
晨都兴奋不已。

“新一代建筑师要承担传承文化的责任”
在吴晨看来，建筑师应该继承“匠人营国
”的精神，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干事创业精神。
2004 年以后，在各种建筑论坛已经很少能看到
吴晨的身影，“我更愿意把精力、时间和热情
投入到行动中。”吴晨口中的“行动”，是实
干精神，也是责任担当。
“中国新一代建筑师要承担传承文化的责
任。”对旧城的保护和复兴是吴晨工作中的一
个重点，“传统是人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对
城市的现在和未来都十分有意义，尤其是对于
北京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瑰丽的文化
积淀的城市而言。”在北京大栅栏的保护和复
兴项目中，吴晨和他的团队借鉴西欧城市复兴
理论，结合本土特色，让其重新焕发生机和活
力，而这一做便是 10 年。功夫不负苦心人，这
一项目最终入围了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优秀设计
奖。

划”专家，几年前他加盟晶能光电
（江西）有限公司出任首席技术官。
因为患有免疫疾病，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到国外接受治疗。尽管要饱受长
距离奔波之苦，他仍然坚定留在晶能
光电，带领团队攻克硅衬底大功率
LED 芯片技术的一道道难关。
“这些专家为了民族产业的发展
，放弃国外安逸的生活，付出很大代
价。”王敏说，他常常被这些华裔科
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记者采访了 10 位“千人计划”专
家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有
着将技术产业化的强烈愿望，为此不
惜放弃高薪岗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
件，回国创新创业报效祖国。
江西省委、省政府非常看重海归
高层次人才的产业带动作用，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通过项目资助、创业扶持
、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归国创新创业人
员给予综合资助。
徐忠说：“江西省委人才办对
‘千人计划’专家提供‘保姆式服务
’，明确专人经常与专家保持密切联
系，在专家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及时
予以跟踪协调，积极帮助解决。”

专业机构来支招自己也得多实践
归根到底，出国留学是为了更好就业。一份
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职业规划更有利于留学生在
学习时找准定位并快速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不
少留学生认为，在规划未来时，实践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环节。
除了认真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外，也有学子
表示会在留学前找专业机构来为自己做出科学合
理的职业规划。“留学前我就找学校老师以及中
介机构进行了咨询，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全方
位地分析出适合的专业，然后问了大学里在不同
专业学习的朋友，最后才决定这个方向。”艾伦
回忆起自己出国留学前选择专业时说，“我认为
一开始可以先定个大致方向，而不一定非是具体
的专业，然后多向有经验的朋友、学长、长辈咨
询，最后结合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做出决
定。这样学习起来更主动，且更有目的性。”
对于留学生来说，实习是很重要的，因为从
中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管浛亦目前在莫斯科大
学读预科，谈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时，她说：“首
先是明确目标，其次就是实践。简单来说就是明
确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行业，然后学习从事这一行
业的技能。”对于国内的竞争压力，她认为，国
外与国内工作环境接轨很重要。长期在国外生活
会和国内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隔阂，因此得做
好心理准备去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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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儷《那年花開》殺青 瘋魔式讀劇本花絮照曝光
近日，孫儷在領銜主演電視劇
《那年花開月正圓》中的戲份，歷
經近八個月奮戰已全部殺青。該劇
作為接戲量少而精的孫儷 2017 年度
大作，自開拍以來便引發網友高度
關註，不管是孫儷死摳劇本對表演
的細膩較勁，還是揮別宮闈，挑戰
接地氣又前衛創新性格的歡脫少奶
奶周瑩，都讓該劇成為接下來最令
人期待的電視劇之壹。塑造甄嬛、
羋月時，孫儷對角色刻劃的“瘋魔”
程度歷歷在目，密密麻麻充滿註解
宛如高考筆記的劇本，幾乎可說是
“標配” 。此次在《那年花開月正
圓》中，孫儷更開啟“花式讀劇
本 ”的高能模式，無論是在遭受捆
綁狀態，還是人煙罕至的懸崖邊，
甚至 天 黑 也 要 拿 手 機 照 明 死 磕 劇
本，網友坦言期待新劇，紛紛表示
“誰都無法阻擋少奶奶讀劇本” ，
連老公鄧超探班，也忍不住抱怨
“每天就是看劇本，劇本哪有我好
看啊” 。正是因為這份的表演的敬
畏與投入，讓孫儷獲得業界和粉絲

《醉玲瓏》曝片花
劉詩詩陳偉霆上演雙時空愛戀

由唐麗君擔任制片人，林玉芬、梁
勝權、余翠華、任海濤執導，根據十四
夜同名小說改編的東方奇幻巨制《醉玲
瓏》今日發布“淚吻忘情”版先導片
花。領銜主演劉詩詩、陳偉霆、徐海
喬、韓雪、黃夢瑩，特別出演劉奕君、
韓棟、曾黎、李呈媛，主演高壹清、張
赫、龔俊、季晨、徐嘉葦、湯晶媚、劉
穎倫、馬春瑞、徐沐嬋、毛方圓、蘇
航 、楊韜歌等實力人氣兼具的演員匯
集共獻精彩演繹。
雙時空創新元素加持
淚吻揪心忘情悲慟
電視劇《醉玲瓏》在忠於原著核心
靈魂的基礎上獨具創新的註入“雙時
空 ”這壹新穎元素，使劇情豐富立
體 ， 同時也留給人無限遐想。片花中
聖巫女鳳卿塵（劉詩詩 飾）開啟“九
轉玲瓏陣”扭轉時空，世間萬物凝滯獨
留卿塵飽含殤淚吻別愛人，劉詩詩淒惋
的“眼”技讓人心碎。結尾卿塵望向元
淩似有萬千愛戀要傾訴卻難以開口，
“縱使相逢應不識”的忘情對視為兩人
的情路留下懸念。卿塵從細節處打動人
心，元淩（陳偉霆 飾）則以霸總氣質
與爆發力震撼全局。面對心愛之人時元
淩柔語輕言卻擲地有聲的承諾令人倍感
可靠。與天帝（劉奕君 飾）父子反目，
四目相對間電光火石氣場威懾旁人，怒
發沖冠劍指仇敵將氛圍瞬間拉至緊繃。
小有細微情愫感染心緒，大有磅礴氣勢

激昂人心，片花雖短卻包羅甚廣留下無
限余韻。
精美絕倫畫面迷人眼
定制差別體現匠心
除了卿塵元淩的感情線引人關註
外，片花中造型、場景、特效等皆以
上乘制作牢牢鎖定視線。張叔平、陳浩
忠分別擔任該劇的造型總監和美術總
監 ，還有動作導演曹華、造型師方思
哲、特效團隊兔將視覺技術等齊力為
《醉玲瓏》的視覺盛宴保駕護航。鳳主
淩皇大婚的嫁衣選用紅金配的層次疊加
極具分量和質感，彰顯皇家的雍容尊
貴 。聖巫女卿塵祭天時身著的黑色隆
裝和銀色步搖與巫族的神秘氣質相得益
彰。元淩的玄色盔甲強調了他玄甲軍統
帥身份，戰神之姿不言而喻。《醉玲
瓏 》中女性角色多以輕柔材質和唯美
招式展現飄逸感，男性則以厚重質感和
近身招式突出有力姿態。離天境、祭天
臺、皇宮、西域大漠、攻城戰場等重要
場景也壹壹曝光，布景搭設和實地取景
虛實結合，呈現沖擊效果，打造震撼畫
面。萬人票選而出的金蝶也在片花中現
身，金蝶傳音給元淩的“忘”字效果輕
盈美麗，刀山火海陣、時間懸停等場面
等目不暇接的特效也為劇情加分不少。
“我願用千萬次的擦肩而過，換壹
次妳的今世回眸。”時空穿梭愛戀長
存 ，《醉玲瓏》用情走心人美劇暢，
力求帶給觀眾壹部真正好看的電視劇。

“孫儷出品，必屬精品”的高度贊 崖邊，迎著山風低頭與劇本相伴， 女，到成為掌管吳家東院的壹代女
即使是遭受誤會被五花大綁也不忘 首富，成長歷程有笑有淚、曲折而
揚。
帶上劇本，廣大的網友們紛紛打趣 堅毅動人，周瑩面對人生幾次重大
道“少奶奶在為劇本帶鹽嗎”“熒 打擊挫敗而不喪誌，與現實中充滿
孫儷摸黑花式讀劇本
幕 上 有 多 精 彩 ， 背 後 就 要 有 多 努 正能量、拍戲時不斷與自己較勁的
角色歡脫虐心飆演技
長達近八個月的拍攝周期，孫 力”。 隨著花絮照的曝光，從疑似 孫儷，處事態度不謀而合。對於曾
儷幾乎斷絕外界所有幹擾，全身心 身陷地牢、到身為少奶奶的沈穩， 經創下的收視紀錄與經典角色，孫
投入“周瑩”悲喜交加的壹生。早 或者鬼靈精怪的表情，隱約可以看 儷思考的從來不是超越，而是“既
在開拍前就隨丁黑導演壹起前往涇 出周瑩波折的命運與遭遇，孫儷也 然選擇要做,就壹定要把他作好”，
陽探訪周瑩的故居，之後為了深入 不吝表現出對周瑩的心疼，“深深 在高山旁邊再立壹座高山 “我不允
探索剖析角色，發揮打破砂鍋問到 的了解到少奶奶，強顏歡笑背後那 許我演戲時有慣性存在，演過壹種
類型的角色，自然而然排斥似曾相
底的精神，幾度差點逼瘋導演。依 顆悲傷的心” 。
識的劇情，絕不會重復自己。”此
照孫儷的話說，周瑩是壹個擁有喜
次角色與過往“端莊大氣”的人物
潛心磨戲歷時近八個月
劇性格，卻有著悲劇經歷的人物，
相比，多了壹點“先天性不足” ，
2017 孫儷大劇將開啟
這意味著孫儷必須穿梭於人物不同
昨晚孫儷也立即曬出壹張忘情 卻更貼近 “人味” ，而孫儷日前
的心理狀態間，可能拍完沒心沒肺
笑到抽風的壹場戲後，緊接著就得 開懷大笑的工作照，配文稱“殺青 在微博互動中上演花式催片花等調
哭到肝腸寸斷，這種情感的轉換， 了！殺青了！殺青了！ ”並且接連 皮 舉 動 ， 也 讓 網 友 紛 紛 表 示 “ 少
和情緒的反差對演員來說無移是個 評論“哈哈哈哈哈哈哈 ”後又稱 奶奶 的 即 視 感 ” “ 少 奶 奶 撩 完
巨大的挑戰，身心上的疲憊可想而 “其 實 ， 也 沒 什 么 開 心 的 …… 殺 別 跑 ” ， 隨著戲份的殺青，也代
知。為了能精準詮釋及呈現人物心 青 ， 也意味著我下崗了”，足見殺 表 孫 儷 2017 年 大 劇 即 將 開 啟 。 據
理，孫儷幾乎隨時開啟“花式讀劇 青的喜悅也不敵她對角色依依不舍 悉 ， 《 那 年 花 開 月 正 圓 》 將 在
本”的模式，在壹片黑漆漆的山野 的心情。據了解，孫儷飾演的女主 2017 年 下 半 年 登 陸 東 方 衛 視 、 江
外，打開手機燈夜戰照讀不誤；懸 角周瑩從壹名清末接地氣的江湖少 蘇衛視。

電影《李雷和韓梅梅》定檔 常鋮重返校園致青春
國民 IP 電影《李雷和韓
梅梅》發布了先導版預告片
和海報，並正式宣布定檔 6
月 9 日。該片依托英語教科
書中的經典 CP 李雷和韓梅梅
人物原型，不僅保留鸚鵡
Polly、 Miss Gao、 Jim、
Uncle Wang 等 回 憶 殺 代
表 元 素 ，還增加了諸如常鋮
飾演的 Mr.Sun 等新人物，為
這段經典故事添了壹絲新鮮
色 彩 。此次，常鋮在影片中
再次體驗了壹把穿越之旅，
重返回校園，不過卻搖身壹
變成為初中英語老師孫斯成
，他將帶領 80、90、00 後三
代重溫那段美好歲月，致敬
近 2 億人的青春記憶。
李雷和韓梅梅是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 世紀 90 年代初
中英語教科書裏的兩個主要
人物。既然是英語教科書，
那英 語 老 師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存 在 。影片中不僅會出現大
家熟悉的 Miss Gao，還有壹
位 特 立 獨 行 的 Mr。 Sun 即
將閃亮登場，這位 Mr。 Sun
便是常 鋮 飾 演 的 英 語 老 師
孫 斯 成 。機緣巧合下，孫斯
成臨危受命成為兩個班級的
英語老師兼班主任，同時管
理兩個班裏的壹百多名學生
。面臨這群天真爛漫、青春
靈動而有些許叛逆的孩子們
，孫老師不僅得想方設法的
提高兩個班級的英語水平，
還得時刻提防孩子們投機取
巧，可謂是煞費苦心。

當聽到先導預告中熟悉
的磁帶背景音響起，壹代人
英語啟蒙金句的接連閃現，
讓人壹秒穿越回舊日課堂。
雖然常鋮飾演的英語老師孫
斯成尚未出場，但從之前片
方曝光的孫斯成角色海報中
不難發現，常鋮烏黑發亮的
油頭造型，戴著標誌性的近
視眼鏡，外加西裝革履的服
飾搭配錚亮的皮鞋站在講臺
上，仿佛讓觀眾看到當年那
位熟悉的英語老師，而孫斯
成嚴肅專註的表情讓這位英
語老師的形象更加栩栩如
生 。不僅如此，孫斯成的眉
眼間傳遞的信息頗有壹絲耐
人尋味感，讓觀眾已經迫不
及待的想在銀幕中壹睹孫老

師的風采。
據了解，雖然該片講述
的是初中生李雷和韓梅梅
的故事，但常鋮在影片中
演繹的英語老師孫斯成卻
是該片的靈魂人物，並且
是引發壹系列矛盾沖突的
關鍵點。作為英語老師，
孫斯成能和處於叛逆期的
學生們是和平共處嗎？還
是會鬥智鬥勇呢？作為影
片中靈魂人物，孫斯成又
是如何引發起矛盾沖突的
呢？他能妥善的解決嗎？
壹連串的疑問早已激起觀
眾們的好奇心，而答案盡
在 6 月 9 日全國上映的《李
雷和韓梅梅》中，敬請期
待。

《熱血情敵》已上線

“太山 CP”有愛滿滿引關註
由北京飛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出品，
鳳凰互娛聯合出品，淘夢獨家宣發的首
部遊泳競技網大《熱血情敵》已於 5 月
14 日清新上線。作為首部遊泳競技題
材的網絡大電影，整部電影洋溢著青春
熱血，有搞笑逗比的校園日常，有曖昧
萌芽的青春小戀情，還有新鮮的腹肌和
溢出屏幕的荷爾蒙。制作團隊的精心打磨
，在視覺和聽覺上都給人帶來了耳目壹
新的感覺。
青春就是要燃爆，初夏之際壹場清
新的邂逅
電影以壹場無厘頭的告白和超燃的
遊泳比賽開始，“龍櫻壹霸”吳山和
“龍櫻遊泳王子”程太澤的詛咒之梗展
開，吳山為了解除自己身上的詛咒之力，
想盡辦法討好程太澤，但是自己愛慕的
“龍櫻女神”徐嬌嬌又對程太澤心生好
感，在壹方面要討好程太澤，另壹方面

又對程太澤的嫉妒之下，會引發怎樣啼
笑皆非的故事呢？
據悉，影片全程臺灣取景拍攝，融
合了臺灣最美四大高校的風景，也是想
在初夏之際給觀眾帶來壹場清新的邂逅。
知名音樂人量身打造 積極傳遞正
能量
音樂可謂是這部影片的點睛之筆，
有知名全能型創作才子吳克群為《熱血
情敵》傾情獻唱插曲《窮得只剩音樂》，
還有《小幸運》的編曲
為《熱血情敵》量身定
做插曲《好不容易》，
由“小梁靜茹”之稱的
甜美治愈系歌手曾詠熙
動情演繹，不僅與影片
故事情節完美契合，也
給觀眾帶來絕佳的視聽
體驗！

當下年輕人多沈迷於過度的寵愛和
保護中，自我意識過強，對朋友的交往
和對困境的處理能力較弱。在青春期這
樣敏感和特殊的年齡，只言片語甚至壹
個笑容的鼓勵可能會改變壹個人的壹
生，當然，不經意的惡意也可能會毀了
壹個人。該片的初衷也是希望通過對友
情的詮釋和對青春期迷茫困境的解決來
為當下年輕人帶來熱血、喜悅、積極和
努力探索的正向力量，為他們傳達人生
最美好的時光裏的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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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姐”于素秋肺炎病逝

■“七小福
七小福”
”
大師姐于素秋
上周病逝。
上周病逝
。

成龍：
成龍
：我是她最忠實影
我是她最忠實影迷
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思穎)著名武俠女星于素秋
於美國時間 5 月 12 日，因肺炎安詳離世，享年 89 歲。于素秋
是父親于占元培訓及組成的“七小福”大師姐。作為“七小
福”的其中一名成員，成龍 16 日強調會永遠懷念這位“大師姐”，更表示
自己是她最忠實的影迷，並視她為“姐姐”。

于素秋上周在美國因肺炎病逝。據悉，她
彌留期間，家人一直陪伴在側，陪她走

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其家人已安排在美國時
間5月22日下午5時至8時，於美國加州三藩
市一間殯儀館內設靈，翌日出殯。
原名于鳳的于素秋是叱咤上世紀五六十
年代香港電影圈的著名刀馬旦及武俠女星，
曾經主演逾四百多部作品。她出生京劇世
家，父親是著名京劇武生于占元，在父親的
熏陶下，她自小開始學戲，擅打脫手北派，
與父親創出“雙飛”踢槍—前、後、側踢
槍招式，後來不少後輩相繼模仿。
于素秋 14 歲開始從影，是父親于占元培
訓及組成的“七小福”大師姐，而“七小
福”成員還包括成龍、洪金寶、元彪、元
華、元奎、元彬及元秋等。
對於大師姐于素秋病逝，成龍回應說：
“我曾經說過陳志平是我陳港生父親，于占
元就是成龍父親，于素秋女士也就是我的姐
姐！她這生活得好精彩，也留下了許多作

品，令我們驕傲，我是她最忠實的影迷和家
人，我們會一直記住她，永遠懷念她！”

■ 左起：任燕、于素秋和
鄔麗珠均身手了得。

拍戲由他人即席配音

資深演員薛家燕於粵語片年代入行，當年
與于素秋都合作過，家燕姐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于素秋同羅艷卿同吳君麗等係八牡丹，
我哋同蕭芳芳、陳寶珠就係七公主。我好細個
同素秋拍戲，佢係于占元師傅個女，佢父親係
北派，所以佢自幼學武，打功夫好叻，妤多武
俠片同曹達華一齊拍。我細個同佢合作，佢又
靚女，又打得，當年好紅，影壇個個讚佢。”
家燕姐又憶述當年于素秋拍戲由他人為
她現場配音的往事，她說：“于素秋係外省
人，廣東話唔太得，拍粵語長片，套套要配 ■胡楓曾跟于素秋合作。
音，佢現場郁口，攝影機後有黎坤蓮同佢講
對白。大家收口開口好夾到，配合得天衣無
縫，素秋係唔使後期配音，因為現場搵人即
席配音。佢都年紀大，我哋之間好多年冇
見，今次知佢離世消息，我當然好難過，希
望佢屋企人節哀順變，大家睇返佢嘅戲，可
以對佢有另一番懷念，佢喺影壇上有好大貢
獻。”
說到武俠女星于素秋離世，甄子丹表示
很惋惜這位前輩離開。問到教詠春的甄媽媽
認識于素秋嗎？他謂：“這個不知道，我就
睇晒她的戲，尤以她和曹達華合演《如來神
掌》，她飾演無敵飛環孫碧玲角色，至今仍
歷歷在目，我早已視她為偶像，小時候的我 ■薛家燕讚于素秋靚女又
■于素秋與兒子、媳婦、孫兒及大女、細女
更經常扮曹達華施展如來神掌。”
打得。
的合影。

■2009年，于素秋與“七小福”眾師弟妹大合照。

合演《如來神掌》于素秋曹達華成熒幕情侶

■ 左起：余麗珍、南紅、羅艷
卿、于素秋、鳳凰女、林鳳、鄧
碧雲、吳君麗組成“八牡丹”。

于素秋 14 歲從影，參演多達 400 多
部作品，其中粵語武俠片《如來神掌》
及《白蛇傳》更為人所熟悉。而她與曹
達華拍攝《如來神掌》更曾傳出緋聞，
被認定為最佳熒幕情侶。
另外，于素秋在影壇有“黑牡丹”
之稱，這個名稱源自她與七位好姊妹組
成的一個名叫“八牡丹”影迷組織，
“八牡丹”為 8 位當時得令的女星，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林敏驄、溫
碧霞（Irene）15 日晚到將軍澳電視城為節目
《流行經典50年》錄影，二人合照時，阿驄見
到Irene即搞笑地稱呼她做“Auntie”，Irene即
回敬他一句“阿叔”，場面搞笑。
阿驄將於六月舉行作品展演唱會，他指不
需要太多準備，正等待音樂總監一起綵排。問
到演唱會上會否騷肌？他笑說：“騷洗衣機，
我想騷肌，但操唔切，（畫肌肉？）呃人就無
意思，我試過上堂操腳，我平時踢開波，不過
操完痛到落唔到車。”
當晚獻唱電視劇《火玫瑰》主題曲《海
潮》的Irene，再次踏足電視城，感覺很親切。
問到會否再與無綫合作？Irene直言都想再拍無
綫劇，因為已好耐沒拍，如果角色同劇本好，
她都會考慮。至於想跟哪位小生合作就沒去
想，最想拍古裝劇，覺得古裝很靚又有挑戰
性，特別喜歡演壞女人，由單純演到壞對她演
技是最大挑戰，滿足感都是最大。她又透露正
有幾部劇正接洽中，都是找她演潘金蓮及妲
■ 溫碧霞再次踏足電視 己，兩個角色都有興趣，所以今年會拍一部古
城。
裝劇。

與愛戴她的影迷相聚。于素秋最後一次
現身的公開活動，是 2009 年她專程由美
國回港，出席“七小福”成立的 50 周年
晚會。當晚她一身黑旗袍配綠色皮草，
雍容華貴，精神奕奕，成龍、洪金寶、
元彪、元華、元秋等皆有現身。
為悼念于素秋逝世，myTV SUPER
之粵語片台，由 17 日開始至周日，一連
五天播映于素秋主演之作。

胡鴻鈞信許廷鏗有計劃將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萬眾同心公益金 》將於 20 日晚舉
行，16 日記者會上有司儀陳庭欣、黎
芷珊，演出嘉賓泳兒、JW、吳業坤、
胡鴻鈞、翟威廉、張致恆等出席支持。
泳兒最近與黎瑞恩合唱的新歌《搖
籃曲》觸動不少樂迷的心，她坦言歌曲
中有她的故事，歌詞令人反思父母與子
女之間的關係。而之前其母親中風昏迷
住院，但已開始好轉懂得呼吸，泳兒表
示母親節也在醫院陪伴母親，其父更不
停播這首歌給母親聽，也大讚小恩子聲
靚，泳兒說：“好幸運邀請到對方演繹
這首歌，現也差不多播了一百次給母親
聽，她就快可起來說‘聽得太多不好再
播了！’”
繼許廷鏗離巢，最近鄭俊弘亦遭公
司雪藏，胡鴻鈞工作機會大增，他表示
都是公司安排，而且他快將入劇組，都
想增加曝光機會。對於已離巢的許廷鏗
跟華納唱片未達成共識被指兩頭不到
岸，胡鴻鈞指跟許廷鏗私下是好朋友，

工作上還是留給他回應，也從來不擔
心，因對方很成熟知道自己要什麼。但
星夢老闆何哲圖指許廷鏗以後的路要靠
自己，胡鴻鈞說：“從來都要靠自己，
這句說話很中肯呀！”問到自己有戀情
會否小心及坦白說出來？他笑說：“暫
時我都無機會講大話，現在感情真
空！”

■ 曾傳不和的胡鴻鈞
曾傳不和的胡鴻鈞、
、吳業坤搭膊
頭合照。
頭合照
。

■ 于素秋與曹達華曾傳
緋聞。
緋聞
。

梁漢文 爆 因猜枚曾內哄

溫碧霞想拍無綫古裝劇

們更義結金蘭。除于素秋外，其餘 7 位
牡丹包括“白牡丹”吳君麗、“銀牡
丹”羅艷卿、“紅牡丹”鳳凰女、“藍
牡丹”鄧碧雲、“紫牡丹”余麗珍、
“綠牡丹”南紅、“黃牡丹”林鳳。
于素秋自 1966 年嫁予粵劇名伶麥炳
榮後，便淡出娛樂圈，移居美國，與子
女及孫兒過着平靜安逸的生活，閒時打
麻雀為樂，鮮有在港露面，但她亦偶爾

Big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梁漢文（Edmond）與香港
職業英式桌球代表傅家俊
（Marco）16 日到觀塘一間桌
球會拍攝 ViuTV 節目 《約咗
傅家俊》，二人即埸比試。跟
Marco 早已認識的 Edmond，表
示十多年前曾與對方打過一次
桌球。Edmond 笑言已離開球
壇多年，對住波枱有點陌生，
想當年他在尖東好多桌球室不
只留下好多腳毛，更留下好多
東西。Edmond 表示許志安、
張衛健及蘇志威都是他的波
友，以前經常一齊打。
另外，談到有傳他前公司
的師妹楊愛瑾（Miki）與吳雨
霏 （Kary） 鬧 不 和 ， Edmond
表示大家已沒聯絡，不知真
假。問到他與 Big 4 可有嗌交？
如何維繫友情？他笑說：“試過
為猜枚、玩骰盅嗌交，但轉頭就
冇事，男人呢方面好啲，（可試
過爭女？）大家鍾意的種類都唔
同，唔會為呢啲事煩惱。”

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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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嘉趙雷傾情加盟 2017 瓜洲雲上音樂節
近日，由十三月文化舉辦的
2017 瓜洲雲上音樂節將在揚州潤揚
濕地公園舉辦。本次瓜洲雲上音樂
節將設民謠舞台、新樂府舞台、大
冰的小屋舞台等共三大舞台。林宥
嘉、趙雷、趙照、萬曉利、陳鴻宇
、南無樂隊、曉月老板、蘇紫旭、
向奕澎、鹿先森樂隊、安子與九妹
等國內一線原創歌手及樂隊組成的
超強表演陣容將在音樂節上獻聲。
本次瓜洲雲上音樂節陣容中最
具看點的當屬“神秘嘉賓”——林
宥嘉，從台灣遠道而來，擁有獨特
嗓音及優雅氣質為一體的“禁欲系
”小王子。而趙照、趙雷二人師徒
同台獻唱，將會是永恆留存的一段
珍貴情誼。最不可復制的“大冰的
小屋”帳篷舞台今年仍將延續“24
小時音樂不停歇”的演出形式。擁
有多重傳奇身份的大冰和“大冰的
小屋”歌手們，這些不是所謂的
“明星”，卻是比明星更讓粉絲感

動、喜愛、珍視的音樂人，這些只
有在瓜洲音樂節才能看到的獨有的
民謠生態體驗，將與樂迷同唱同樂
，共同制造最美的音樂記憶。
除此之外，陣容中還包括眾多
民謠界炙手可熱的音樂人。有中國
現代民謠代表性音樂人萬曉利、中
國新生代民謠音樂人陳鴻宇、旅英
歸來的游吟詩人蘇紫旭、民謠界的
“相聲演員”曉月老板、獨立先鋒
音樂人向奕澎、新晉民謠唱作人劉
昊霖、民謠最具文藝的鹿先森樂隊
等多組民謠音樂人及樂隊。
此次民謠舞台聚合了網易雲數
據最好的民謠新聲音，其中半數是
十三月文化 IP 孵化項目中的音樂人
。而十三月文化多年來致力於對音
樂人的發掘與扶持，本次音樂節也
邀請了民謠界的中堅力量、真正的
標杆人物——萬曉利，十年前從十
三月走出來的音樂人與新的 IP 孵化
產生的音樂人齊聚瓜洲雲上音樂節

，是民謠音樂歷史上珍貴的值得紀
念的時刻，也是十三月文化“民謠
在路上”廠牌旗下新老民謠 IP 的首
度集體亮相，頗具情懷與看點。
除民謠藝人之外，瓜洲雲上音
樂節特設“新樂府舞台”，以瓜洲
雲上音樂節地方特色為出發點，打
造了揚州戲劇+蘇北民歌電音 Remix
，其融合了民族戲曲+電子現代音樂
表現形式，令人一見傾心，用最摩
登時髦的表演形式為觀眾打開全新
的音樂品鑒之門。此外，還特別設
置了 HIPHOP 舞台時間段，邀請國
內 HIPHOP 界音樂品質最高、最有
影響力的主力軍團，滿舒克、雲道
、光光、Tizzy T、NU 這個幾乎將
國內最 HOT 的 Rapper“一網打盡”
的陣容名單，必將為年輕的樂迷朋
友帶來最純正的 HIPHOP 音樂體驗
。另外，十三月文化聯合國內領先
的倡導優質生活方式的眾籌平台
“開始眾籌”，並整合中國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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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視頻平台二更等優勢媒體資
源，開辟了獨具特色、可持續發展
的戶外親子音樂項目——“新樂府
小私塾音樂季”，為觀眾帶來一場
不分年齡與國別、沒有觀演界限的
世界音樂演出。音樂季將集合國內
外優秀的音樂人藝術家，獻給孩子
一場包含大師班深度互動的音樂節
，讓孩子通過優選音樂家的優選音
樂感受音樂帶來的快樂，同時也體
驗一次嚴選品牌組成的音樂嘉年華
。
據悉，這場“新樂府小私塾音
樂季”將會在 6 月 10 日－11 日上演
，更多驚喜，敬請期待！
由十三月文化發起的中國最大
民謠音樂品類的巡演品牌“民謠在
路上”，誠懇行走六年，用 500 場
演出定義民謠現場，被譽為華語音
樂民謠旗艦店。
音樂應用第一品牌網易雲音樂
與民謠第一品牌“民謠在路上”強
強聯手，首個“雲上音樂節”落地
瓜洲，共同打造音樂生態。網易雲
音樂表示與 “民謠在路上”在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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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和戰略方向上都極為契合。兩
家皆以回歸好內容為初衷，為促進
市場的良性發展，將在玩法和編輯
上大膽探索。“雲上”是兩家共識
的濃縮品牌，它意味著兩家將合力
共建更為健康的音樂生態。
瓜洲雲上音樂節，“雲上”意
味著自然與詩意；旨在打造一場綠
色純粹、回歸自然的民謠音樂生活
方式，是集自然、音樂、娛樂、美
食等復合體驗的音樂生活方式。
水草豐茂、天然的濕地公園
——瓜洲潤揚森林公園，位於長江
之畔，園內設施齊全，帳篷區、房
車區、燒烤區、販售區、餐飲區等
應有盡有。
夜晚會有很多螢火蟲出沒在林
間，格外浪漫，原生態的樂音灑落
在松軟草地，臨江觀景，踏青呼吸
，可領略“京口瓜洲一水間”的詩
情畫意，吐故納新。

楊丞琳 33 歲生日和李榮浩壹起過

將會在這裏慶生

臺灣主持天王豬哥亮因肝功能衰退病逝 享年 70 歲
據台灣媒體報道，主持天王豬
哥亮病逝於台大醫院，因為大腸癌
末期，從 3 月 28 日起傳出病重，親
友連日來對外封鎖消息，也不願意
接待任何訪客，傳是為了讓他好好
休息，之後病情一度好轉，卻在 5
月 4 日再度惡化，癌細胞轉至肝髒
，導致肝功能衰退，15 日一早傳
出病逝消息，享壽 70 歲。
據《中央社》報道，藝人豬哥
亮因大腸癌末期入院多時，他的主
治醫師、台大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
任梁金銅今天表示，豬哥亮因癌末
、肝衰竭，於清晨 5 點左右去世。
豬哥亮近幾年健康狀況每況愈
下，2014 年確診罹患大腸癌 2 期，
卻一直拖到 2016 年 9 月，因為腹
水達 6600c.c.、惡化末期，才緊急
住院開刀。
當時，他體內的癌細胞已從大
腸轉移到肝和肺，體重也從 71 公

斤暴瘦至 56 公斤，被醫生宣告壽
命只剩 4 個月，病情令人憂心。15
日傳出噩耗，一早病逝於台大醫院
，遺體將送往板橋殯儀館。
豬哥亮先前手術後接受化療，
病況一度有了起色，不但出院時開
了感恩茶會，還參加錄像、電影宣
傳活動，並鼓勵病友們不要怕痛不
敢走路，受訪時樂觀笑說：“整樓
都是同病相憐的大腸癌患友，我去
把他們集合，醫院一樓改大腸癌裡
，我來選裡長。”
2017 年 1 月，豬哥亮做完第 5
次化療，把肝髒裡面“6 粒腫瘤”
電燒完，還請了肝髒教授主治，決
定坦然面對接下來 10 幾次的化療
，感慨說道：“只要能活我都會聽
話！”然而，他為了電影宣傳，一
恢復體力便開工，但其實大腸癌患
者每 2 到 3 個禮拜就要做一次化療
，他則是平均 1 個月 1 次，把療程

拖得比較長，原本 3 月要做第 6 次
化療，但是因為肺部腫瘤使得呼吸
不順，再加上敗血症，體力無法負
荷，所以一直沒有打藥劑，傳出治
療方向因此改為“安寧療護”階段
，家屬更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
女兒謝金晶 3 月初才透露，過
完年曾經陪豬哥亮做化療，當時狀
況良好，“他很努力保養自己的身
體，醫生都開很多保肝、B 群給他
吃。
化療很多次都沒又副作用，也
沒有變瘦、掉發，心情也都不錯。
”謝金燕也因為擔心父親，終於前
往醫院探望、化解多年來的恩怨，
近期更是一直守在病房內，緊緊握
著對方的手陪伴。
豬哥亮原先病情一度好轉，不
料 4 日傳出惡化，癌細胞轉到肝，
導致肝功能衰退傳出只剩 20%，
病情告急，無奈最終仍不敵病魔。

據台灣媒體報道 一年一度的
“2017 hito 流行音樂獎”將於 6 月
4 日在台北小巨蛋盛大舉行，每年楊
丞琳都會在小巨蛋享受“全場生日
祝福”，今年更巧的是，6 月 4 日正
是她生日當天，而男友李榮浩同天
也會出席。
“2017 hito 流行音樂獎”日前
已經公布了第一波名單，最新的第
二波名單釋出，當中包含：BOXING
、 Christopher 克 裡 斯 多 福 、 Sway
思衛、八三夭、丁當、王心凌、艾
怡良、田亞霍、田馥甄、李玉璽、
李榮浩、範瑋琪、周興哲、動力火
車、陳明慧、郭修彧、郭頂、陳勢
安、郭靜、楊乃文、楊丞琳、蔡旻

佑、劉明湘。
日前公布的第一波名單則有：
Bii 畢書盡、Erika、Miss Ko 葛仲珊
、方大同、五月天、安心亞、兄弟
本色、李千娜、李英宏、李佳薇、
李毓芬、林俊傑、周湯豪、信、韋
禮安、鬼鬼吳映潔、鼓鼓、獅子合
唱團、魏如萱，共 42 組藝人接力演
唱。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頒獎日期
都會接近楊丞琳生日，所以全場都
會大合唱《生日快樂》，不過今年
特別的是，6 日 4 日正是她 33 歲生
日當天，而男友李榮浩也同時受邀
出席該活動，屆時有沒有機會同台
，令人期待。

周傑倫動員 4 萬人送驚喜

給葉惠美的禮物好暖

郭采潔赴豬哥亮靈堂吊唁
哭紅雙眼不發壹語
台灣天王主持人豬哥亮今早
因癌症去世，享年 70 歲，因合
作電影《大尾鱸鰻》導演邱瓈寬
（寬姐）傍晚領電影主創郭采潔
等人到靈堂吊唁豬哥亮。面對媒
體提問她們都不發一語就走進靈
堂，郭采潔一進靈堂，眼淚馬上
流下，一行人停留約莫 10 還分
鐘就離開，離開時也一樣沒說一
句話，但郭采潔在中午時有透過
經紀人感性表示：“喊了豬爸爸
四年，他曾說，如果我是他真的
女兒多好，我們經常提醒彼此的
健康，會因為在工作場合巧遇而
心喜，也會因為一個媒體標題而
擔心，如今豬爸爸走了，願他在
世上牽掛的安放，千古風流。”

據台灣媒體《東森新聞》5 月 14 日報道，適逢
母親節，許多藝人都在臉書上訴說對媽媽的感謝，
“周董”周傑倫 14 日晚間在重慶舉行演唱會，途
中他請現場 4 萬粉絲一同合唱《聽媽媽的話》，歌
迷齊聲合唱，加上全場粉紫色的應援燈牌，氣氛溫
馨。而周傑倫媽媽葉惠美當時也坐在台下，聽著四
萬人的合唱，周傑倫笑說：“這是最 Diao 的母親
節禮物！”
周傑倫 14 日在重慶舉行“地表最強演唱會”
，適逢母親節，唱到一半時，他突然要全場一起合
唱《聽媽媽的話》，現場 4 萬多人齊聲高唱，氣氛
溫馨又感人，而周傑倫也說：“這個全場大合唱的
禮物，送給全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媽媽葉
惠美晚間坐在台下聆聽，他也直說“最 Diao 的母
親節禮物！”
事實上，周傑倫是演藝圈知名的孝子，多次將
對媽媽的感情放進作品中，專輯《葉惠美》和歌曲
《聽媽媽的話》，就是他為了媽媽所做的作品，這
次母親節開唱，他知道媽媽葉惠美坐在台下，特地
邀粉絲合唱，除了獻上最暖的驚喜，更祝福全天下
辛苦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影視世界
中國首部 ScreenX 進口片上映
萬達引領 270 度《亞瑟王：鬥獸爭霸》觀影潮

《亞瑟王：鬥獸爭霸》5 月 12
日正式登陸全國院線。同時該片作為
中國首部 ScreenX 制式的進口片，也
讓中國的電影觀眾第壹次在 270 度、
三面投影的萬達 ScreenX 影廳欣賞來
自好萊塢的魔幻大片。
《亞瑟王》改編自古不列顛最富
傳奇色彩的亞瑟王拔劍稱王的傳說，
由英國鬼才導演蓋·裏奇執導，查理·
漢納姆、裘德·洛等聯袂出演。作為
首次在 ScreenX 放映的進口大片，多
面投影系統 ScreenX 通過將圖像延展
至放映廳的墻面，從而傳遞出三倍規
模和內容，進而使觀眾隨著劇情，以
亞瑟王的視角，穿越回刀光劍影的冷
兵器時代。
ScreenX 尤其適合耗資大、具有
戲劇沖突的影片，因此甫壹上映，萬
達影城 ScreenX 黃金場次的《亞瑟王
》即出現壹票難求的場面。
這種多面投影技術帶來了全新層
次的故事敘述和更深層次的人物刻畫
形式，影片中，通過 ScreenX 技術展
現的大兵壓境和恢弘戰爭場面、主人
公血肉相搏的細節令觀眾直呼過癮。

在觀看完 ScreenX 版本的《亞瑟王》
後有影迷表示：“三面銀幕帶來的包
圍感很強，特別是看這種魔幻大片，
感覺信息量壹下子大了許多。”
據悉，ScreenX 是由韓國 CJ 集
團研發的全世界第壹個多面投影系統
，充分利用三面空間，通過 270 度多
面投影將圖像投影至影廳左右墻壁，
讓影迷獲得超越電影框架的體驗，是
全世界首次運用多面投影技術的特殊
影廳。而這壹突破視覺框架的電影放
映技術，也在 2015 年由萬達院線率
先引入中國，在北京萬達影城 CBD
店建成了中國首家 ScreenX 影城。
迄今為止，除剛剛上映的《亞瑟
王》外，觀眾還以 ScreenX 制式觀看
了《尋龍訣》、《快手槍手快槍手》
兩部國片，三面觀影，也成了很多影
迷觀影的新選擇。
目前，《亞瑟王》正在全國 10
余家萬達影城以 ScreenX 制式上映中
，北京、大連、西安等地地的影迷可
趁此機會前往附近的萬達 ScreenX 影
城近距離的享受超越框架的 270°
《亞瑟王》帶來的新體驗。

瑞茜·威瑟斯彭新片《再次回家》首發預告
荷莉·邁耶斯-舒耶自編自導首部獨立喜劇
由瑞茜·威瑟斯彭、邁克爾·辛主演的喜劇片
《再次回家》首發預告。故事圍繞壹個有著兩個
孩子的單親媽媽（瑞茜·威瑟斯彭 飾）展開，這
位單親媽媽似乎正在經歷壹段艱難的時光，本打
算在洛杉磯開始新的生活的她，卻在 40 歲生日之
夜，壹切都因為三個帥小夥的“闖入”而被攪得
天翻地覆，前夫的突然到來使故事變得更加復雜
，開始了壹場意想不到的羅曼史。
影片由荷莉·邁耶斯-舒耶自編自導，也是這
位 85 後女導演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將於 2017
年 9 月 8 日在北美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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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美劇的“眾神之戰
四月美劇的“
眾神之戰”
”還是流媒體贏了
“越獄
越獄”
”收視高開低走 “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
”成最大驚喜
這是最好的時光，也是最壞的時
光，壹切都取決於，妳站在時間的哪
壹面。令無數國內劇迷熱淚盈眶的
《越獄》復活季也許站在糟糕的那壹
面，五集過後該劇輸掉的不僅是開播
時壹半的收視率，更是續訂的希望。
《美國眾神》也開局不利，口碑收視
都未達預期。倒是不那么受期待的
《使女的故事》和《十三個原因》成
為四月最大的驚喜，對於這些略顯意
外的贏家來說，四月又成為了最好的
時光。
剛剛過去的四月，無意間成為了
美劇流媒體和傳統電視網之間的"眾神
之戰"。如果讓美國總統特朗普像評價
《紐約時報》壹樣評價公共網的《越
獄》重啟版或有線網的《美國眾神》
的表現，那么他的評價很可能會是：
failing（失敗的）。

《越獄》重啟版在中國劇迷那裏
得到了神劇回歸的待遇和滿腔的熱淚
，但實際上該劇在美國本土才四集就
丟掉了開播時壹半的收視率，而《美
國眾神》首播電視觀眾連壹百萬都不
到。
當然這樣的評價會得到許多劇迷
強烈的反駁：錄播和網播才是王道，
實時收視率根本不重要。可是兩劇的
多平臺收視率也都不算突出。
當有線網和公共網開發的新劇頻
頻受挫的時候，Hulu 和 Netflix 的新劇
卻在不斷引爆社交媒體話題，壹切正
如《美國眾神》裏的劇情：傳統的"舊
神"開始逐漸失去了自己的信徒--觀眾
，而流媒體"新神"卻在不斷掘起。
《越獄》是怎么輸的，《使女的
故事》又是怎么贏的？或者說，什么
在左右這場美劇"眾神之戰"的勝負？

漫威新劇《X 戰警：天賜》曝正式預告
平凡父母保護變種人孩子 經典角色閃爍首登場
漫威與二十世紀福斯聯手打造的《X
戰 警 》 最 新 劇 集 《X 戰 警 ： 天 賜 》
（The Gifted）曝光首支正式預告片。
由 Natalie Alyn Lind 和 Blair Redford 飾演的兩個小變種人發現並施展自
己的超能力，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不

得不加入了地下變種人團體。此外由傑
米·鐘飾演的閃爍和艾瑪·杜蒙特出演的
北極星也在這支預告片中首露真容。
預告片中由艾米·阿克與史蒂芬·莫
耶飾演的壹對夫婦，在發現他們的孩擁
有變種人的超能力後，開始應對隨之而

來的種種危機，並為了保護孩子加入了
地下變種人組織。兩個小變種人也在外
界環境的刺激下，被召喚出了超能力。
預告片中，變種人閃爍和北極星也首次
登場。值得壹提的是，此前由範冰冰飾
演的閃爍曾經出現在電影《X 戰警：逆轉
未來》當中。《X 戰警：天賜》由《X 戰
警》系列導演布萊恩·辛格親手打造，將
在今年秋季正式開播，並有望引進內地
播放平臺。

《權力的遊戲》衍生劇又增壹季

衍生劇不會拍勞勃叛亂 消息來自喬治·R·R·馬丁

關於此前已有消息的《權力的遊戲
》衍生劇系列，原著小說作者兼編劇喬
治·R·R·馬丁最近在壹篇博文中透露，這
個衍生劇系列將出五季。
他寫道：“上周我去了洛杉磯壹趟
，那時候我們已經確定了四位編劇將分
別寫作壹季劇本，到我離開時，我們決

定做五季。
我們目前正在與第五位編劇接觸，
目前我不便透露他的名字，但只要合約
簽訂，HBO 將像宣布其他四位編劇壹樣
宣布他的加盟。他非常出色，定會令這
個系列增彩。”
馬丁雖然沒有透露衍生劇中將會有

什么，但他透露了他們不會有什么：壹
不會寫“鄧肯與伊戈”的故事，這是他
本人此前寫的壹系列短篇小說，曾被視
為《權力的遊戲》的前傳；二不會拍
“勞勃叛亂”，但將在小說《冰與火之
歌》結束之前交代更多關於勞勃叛亂的
東西。

重口情景喜劇《
重口情景喜劇
《破產女孩
破產女孩》
》被砍

版權太貴續不起 CBS 下狠手第六季成大結局
經歷六年長跑之後，臺詞重口味的勵誌
情景喜劇《破產女孩》未能免於被砍命運。
近日，CBS 臺宣布不再續訂該劇，因此今年
4 月播出的第六季最終集已成為《破產女孩
》全劇的大結局。
《破產女孩》2011 年開播時收視成績
經 驗 ， 平 均 每 集 收 視 達 到 1150 萬 人 次 ，
18-49 歲年齡段觀眾的收視率更是高達 4.5
。然而火爆收視場面終有冷卻的壹天。上月
完結的《破產女孩》第六季收視率成績平平
，18-49 歲年齡段觀眾平均收視率為 1.8，
平均每集吸引 700 萬觀眾。

值得壹提的是，在境外劇集“先審後播
”出臺之前，《破產女孩》曾經由搜狐視頻
同步播出，壹度吸引到不少中國觀眾的關註
。第六季的收視成績令《破產女孩》徘徊在
續訂生死線的邊緣，但最終導致 CBS 痛下狠
手的還是因為它高昂的續訂費用。
《破產女孩》為華納電視制作部所有，
CBS 臺作為的播出方並不擁有該劇版權。據
內部人士透露，CBS 曾經考慮再為《破產女
孩》續訂壹季，計劃打造壹個篇幅較短
（13-18 集）的最終季，但最終 CBS 與華納
電視制作部談崩，續訂可能性徹底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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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超級星巴克”
（作者：於楓）2017 年 2 月 25
日，中國大陸著名作家李二和攜世
界華人保釣聯盟（美國）名譽主席
、聯盟創始人吳軍先生及夫人慕名
造訪了位於北京近郊廊坊市萬方街
北口管道局中學對面的一家僅十餘
平米被稱為“i Doggy 愛熱狗意麵
”的微型咖啡小店。
店主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小伙兒
。據小店街坊們說，一位來自美國
的僑領在作家李二和先生陪同下
“慕名而來”，是專為品嚐這家小
店的咖啡和意麵手藝的。
吳軍先生是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美國）名譽主席，其夫人李紅霞
是中國大陸國家民族畫院油畫院院
長、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幾位如此
身份的重量級人物神秘顯身這家方
寸小店，著實引來了不少人的圍觀

和好奇。
店主叫李兆禎，是近年才畢業
的美術學與動漫專業大學生，忠情
於創意和自主創業。還在大一的時
候就曾參加全國金融行業品牌設計
大賽獲二等獎，大三時即開始先後
在廊坊第二大街和萬達步行街創辦
“菲克斯德”騎行生活館；參加全
國社會保障部開設的“國家級鑑定
估價師培訓班”並考取國家鑑定估
價師與考評師資格；還曾兼任“中
國旅遊經濟電視台”記者等。為開
這個咖啡小店，小伙子已經熬過了
多少不眠之夜，無數次南下北上、
取經考察、拜師學藝，又經歷了千
百次的試驗和挫敗，最終才定型為
如此美味的超級產品。被吳軍先生
夫婦以及許多顧客譽為“超級星巴
克”。

2017 年 2 月 25 日上午約 11 時
30 分，當記者聞訊趕到管道局四區
萬方街北口這家小店時，年輕的店
主正在吧台裡面為幾位慕名而來的
客人製作咖啡、意麵和熱狗，有圍
觀者在為吳軍和店主拍照。吳先生
饒有興致地打量室內擺設，仔細觀
看小伙子製作咖啡的每一道工序。
當他看到小店一面牆上掛著的一面
錦旗時，便好奇的問小伙子是怎麼
回事？小伙子竟有些靦腆不好意思
回答。一位知情人說：店主小伙兒
是一位熱心人，很正義！這面錦旗
是他去年見義勇為、攔截撞人逃逸
車輛，受害者送給他的。
吳軍先生雖出生在中國大陸，
但由於年輕時就在世界各地奔波、
居住美國，對西方文化了解較深，
他多次光顧位於美國華盛頓州享譽

世界的西亞圖星巴克總店，對咖啡
、意麵類食品也有極高的興趣和鑑
賞水平。
吳軍先後品嚐完小店製作的咖
啡、意麵之後，顯得有些激動，竟
情不自禁地再三稱讚：“世界各地
我走了很多地方，這是我喝到的最
好的咖啡！堪稱中國的超級星巴克
！ ”吳軍先生對小伙子頑強的自主
創業精神和致力打造中國民族品牌
的追求以及見義勇為的人格精神大
為讚賞，表示支持小伙子創業，會
把小店的故事介紹到美洲。
李二和與吳軍夫婦在這家小店
停留了約四十多分鐘，他們欣賞著
店主專心致志為每一位顧客製作產
品，表現出一種敬佩和戀戀不捨的
樣子。

機遇只屬於有準備的人，其實十萬年薪不是夢！
（本報記者黃梅子） 昨天剛好看了馬雲在
達沃斯的演講，馬雲提到他喜歡阿甘，喜歡他
的永不言敗、純粹、永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人也欣賞阿甘的這種品質精神，但是又有
幾個人做到了呢？不同的是馬雲做到了。馬雲
說他喜歡裡面的一句話：人生就像巧克力，你
永遠不知道下一塊是什麼味道。很多人都知道
這句話，但是又有幾個人真正的領悟這句話而

付諸了行動？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隨便便成
功的，成功總是留給足夠努力、勇於挑戰自我
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老了。還有人會說，
我沒讀過大學。可能還有人說，我的專業很冷
門，找不到工作。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機遇，
只要你夠努力，其他都不是問題！只要學習
3-6 個月，就能成為 Cisco 網絡工程師，年薪達
到 10 萬美金！
Lanecert.com 是一家總部位於達拉斯的電
腦工程師培訓學校，目前剛剛進駐休斯敦。
如果你曾經選錯了專業，或者讀書時 GPA 不
夠理想，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或者
屢次被各公司以沒有工作經驗拒絕。在了解
了 LaneCert.com 的 Cisco 網絡工程師培訓之
後，你就會發現這一切都不會再是問題！
據 LaneCert 的劉校長介紹，LaneCert 培訓
機構是一個網絡工程師的專業培訓機構，其
導師都有十至十五年的工作及教學經驗，培
養出大量計算機類精英人才。眾所周知，電
子高新技術區域一直人才短缺，技術人員供
不應求。而在其中 CCIE 這種職業人員更為
突出。全美統計，Cisco 互聯網專家 CCIE 只
有 1 萬人，而這種高新技術人員正為各大公
司所急需。 Lanecert 培訓機構作為一個專業

CCIE 培訓機構，可以指導你進行 Cisco 專家培
訓，在短時間內突破技術障礙，考過專業證書
，十萬年薪不再是夢！
說到成為電腦工程師，很多人可能要打退
堂鼓了，認為這是高科技，很難學。其實，事
實完全相反！這也正是 LaneCert 最大的優勢！
零基礎，任何人都可以
學，而且包學會！其一，Cisco 互聯網程序相對
獨立，對於知識基礎與工作學歷並沒有要求，
任何人只要想要改變便都能達成目的！其二便
是速成但是保質，幫助你在 3 到 6 個月的時間內
完成現在到 Cisco 專家的轉變，並且保證了你的
知識框架技能完全勝任這個工作！其三，LaneCert 的導師曾在中國任教，比之外國人對於中
國人的學習思維方法更為了解，也研究出了有
一套獨有的教學方法，教學效率極高！其四，
教學時採用小班教學的方法，保證每一個學員
都有被充分的關註，及時解決學習上的困惑，
教學質量得到保障！其五，如果實在擔心自己
考試發揮失常，LaneCert 承諾免費重修課程直
到考到執照為止！而且 LaneCert 承諾幫助找到
年薪十萬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LaneCert
僱傭你！
很多人想要過好日子，但是卻妥協於懶惰、安
於現狀，不想努力。失敗了就抱怨自己命不好

世界保釣聯盟主席吳軍仔細閱讀小店簡介
，其實，不是你命不好，是你不夠努力，不夠
勇於挑戰自我。打敗我們的不是事物本身，而
是我們自己。同樣的，成就我們的，也是我們
自己！
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發奮努力，永不嫌
遲！所以，趕快行動吧，朋友們！
也許這就是上帝送給你的改變命運的機會
，你，能抓住嗎？ Cisco 互聯網專家培訓 CCIE
，隨到隨學，試聽免費。
LaneCert 是經美國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失業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休斯敦分校即將開
學，如果你沒有工作、留學生要找到工作辦身
份、或者對現有工作不滿意，請來 LaneCert，
給世界一個證明自己能力和價值的機會，世界
將回報給你十萬以上年薪！
LaneCert 休斯敦分校
地 址 ： 12989 Bellaire Blvd #4, Houston,
TX77072
電話：832-539-3333; 972-268-7129
手機：682-333-3292
郵箱：info@lanecert.com

休城社區

用音樂迎接周末 盡情沉醉於假日時空
【記者韋霓伍德蘭市報導】本周末，適合民眾參加的活動不
少，在休士頓西北區的伍德蘭市，有星光音樂會、兒童演唱會、
及公園音樂會，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在伍德蘭市的運河邊，有塊 Waterway Square，流水潺潺，
風景宜人，在傍晚和您的家人一起欣賞現場表演流行音樂，帶著
您的草坪椅、毯子、和野餐盒，在星光下享受演唱會！由 The
Woodlands Township 主辦。
內容: 現場流行音樂，適合全家活動。
時間: 5 月 20 日晚間六點到八點
地 點: 31 Waterway Square Plac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費用: 免費

Waterway Square 在星光下享受演唱會

深受小朋友喜歡的兒童流行樂團
KIDZ BOP KIDS 將在休士頓有現場演唱
會，由兒童演出當代流行歌曲。
時間: 5 月 20 日晚間六點
地 點: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2005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詢問電話: 281-364-3010
票價: $25 到$50。本次演出無草坪
座位。
Northshore Park 公園音樂會本周由
Treyn Wrek 現場演唱，在伍德蘭湖邊，
結合音樂與歡樂，讓民眾闔家一起欣賞
。民眾可以帶著毯子、美食野餐、以及
草坪椅，一同享受現場的旋律。由 The
Woodlands Township Recreation Cen- 深受小朋友喜歡的兒童流行樂團 KIDZ BOP KIDS 將 約翰傳奇是曾經 9 次奪得格萊美獎
的 R&B 唱作人與鋼琴家
在休士頓有現場演唱會
ter 主辦。
時間: 5 月 21 日晚間五點半到七點半
《逐夢大道》（Selma）電影歌曲 「Glory」 ，於第 87 屆奧斯卡
地點: Northshore Park, 2505 Lake Woodlands Drive, The 金像獎中獲得最佳原創歌曲獎。
Woodlands, TX 77381。
時間: 5 月 23 日星期二晚間 7:30
票價: 免費
地 點: Th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2005 Lake
Robbins Drive, The Woodlands, TX 77380
約翰傳奇（John Legend）與 Gallant 黑暗與光巡演(Dark詢問電話: 281-364-3010
ness and Light Tour)。約翰傳奇是曾經 9 次奪得格萊美獎的 R&B
門票：$ 42.50 到$ 102.50，本次演出無草坪座位。ticket唱作人與鋼琴家。他自小學習鋼琴，高中時期，已經開始錄製一 master.com。
些唱片，此後不斷在樂壇發展，2015 年 2 月與 Common 合作

見證勇氣與希望
安格曼綜合症基金會舉辦年度走路募款活動
【記者韋霓伍德蘭市報導】安格曼綜合症基金
會(the Angelman Syndrome Foundation)將於五月
二 十 日 （ 星 期 六 ） 在 Creekside 的 Rob Fleming
Park，舉辦年度走路募款活動，希望民眾參與支持
。
安格曼綜合症又稱天使人症候群，是一種因為基因
缺陷而造成的疾病。罹患這種病的小孩，臉上常會
有笑容，不過缺乏語言能力、比較過動，而且智能
稍低，所以又叫天使人症候群。
這種罕見的神經遺傳性疾病，其症狀包括發育
遲緩、走路平衡和言語都有困難，並伴隨癲癇發作
。安格曼綜合症候群經常被誤診為腦性麻痺、或自
閉症，目前尚無治療的方法，需要終身護理。
安格曼綜合症基金會希望在休斯敦建立一個安
格曼綜合症診所，提供遺傳學家、神經病學家、精
神科醫師、心理學家、遺傳諮詢家、社會工作者等

共同合作診療的機會。全美目前僅有在麻州波士頓
、羅切斯特、明尼蘇達州、和北卡羅來納有類似診
所。
今年已經是伍德蘭市第十一度在休斯頓地區舉
辦此項有意義的活動，全美共有 18 個城市在同一
天內共同舉行。參加義工的 Sukin 表示，活動希望
用走路的方式，來表揚這些天使和他們的能力，在 天使人症候群是一種因為基因缺陷而造成的疾病，
天使人症候群是一種因為基因缺陷而造成的疾病，罹
走路當中，相信民眾能有機會認識這些天使們難以 患這種病的小孩
患這種病的小孩，
，臉上常會有笑容
臉上常會有笑容。
。
置信的精神，也更了解他們的家庭，當家中有孩子
格曼綜合症的認識和治療。
罹患這種疾病時，家長們需要多麼努力地克服諸多
內容：2017 年安格曼綜合症基金會年度走路
困難，這是個見證勇氣與希望的時刻。
活動
Sukin 表示，大約有 500 位天使、父母、看護
時間：5 月 20 日星期六
、朋友和其他家人，每年都會參加伍德蘭的走路活
地 點 ： Rob Fleming Park, 6055 Creekside
動，活動估計可以籌集約 5 萬到 7.5 萬美元的基金
Forest Drive, The Woodlands
，這些款項直接捐至 ASF 基金會，是一個國家級的
在走路活動中，
在走路活動中
，見證了安格曼綜合
如何參加：上網報名
非營利組織，通過教育、支持、和研究，提升對安
症患者與其家人的勇氣與希望
欲了解更多信息：www.angelm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