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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我们的翻译服务是我院推出的多项亚洲服务项目中的一项，
这在 德克萨斯州是首例也是是唯一的。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
包括
• 中文和越南语的口译人员
• 双语护士和门诊人员
• 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患者饮食菜单
• 所有病房都设有亚洲电视频道
• 适合探访的舒适环境，
家属可以在患者病房过夜
欢迎拨打中文客服热线713.456.8027，
了解我们服务的更多内容。
推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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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爾特人
117-10凱
邏馬賽科貝爾吞蛋爆冷出局

新聞圖片

探訪伊拉克磚廠 毛驢搬磚充當勞動力

世界最大集裝箱船
抵達德國漢堡港

德國漢堡，
德國漢堡
，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船
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船“
“MOL Triumph”
Triumph”號抵達漢堡港
號抵達漢堡港。
。
“MOL Triumph”
Triumph” 號長 400 米 、 寬 58
58..8 米 ， 是商船三井於 2015 年 2 月
在三星重工訂造的壹系列 4 艘 20000
20000TEU
TEU 級超大型集裝箱船的首制船
級超大型集裝箱船的首制船。
。

《小王子
小王子》
》插畫原稿將被拍賣

法國圖盧茲博物館裏展出藝術家聖·德克旭貝裏的《小王子》插畫原稿。這壹系列包括 12 張畫和 7 篇文字的作
品將於 6 月 14 日在巴黎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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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世界

體育消息
文匯體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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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高美斯
（左）今仗無任何
建樹。
建樹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攝

2 千名觀眾
20日，在超過
的入場見證下，東方
在旺角大球場上演了一場“大屠
殺”。雖然上半場有徐德帥及白
鶴先後傷出，不過南華今仗鬆散
的防守令東方予取予攜，僅上半
場就被東方的死球攻勢射入 3 球，
加上麥基一次伏兵門前近射得
手，東方半場已經以 4：0 遙遙領
先。

意料之外 ， 我們需要一場漂亮的
意料之外，
勝仗重拾信心，
勝仗重拾信心
， 而今仗我們做到
了 ， 希望能加強贏得附加賽決賽
的信心。”
的信心
。”
而大敗的南華今仗表現差強
人意，教練狄恩批評開賽時部分
球員的比賽態度，承認
現時球隊內部問題嚴
重。

黃大仙組青春班
升班與否兩手備準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潘志南
潘志南）
）香
港甲組球隊黃大仙日
前召開足球部會議，
前召開足球部會議
，為來屆
組軍做兩手準備，
組軍做兩手準備
，當中包括
若甲組冠軍晨曦放棄升超
聯，黃大仙將以亞軍之名升
上港超聯。
上港超聯
。
今屆僅少 1 分以 71 分屈
居甲組亞軍的黃大仙，
居甲組亞軍的黃大仙
，在本
屆超聯“
屆超聯
“升一降一
升一降一”
”的升降
條例下無緣升上港超。
條例下無緣升上港超
。但足
球部會議仍就來屆升港超做
足準備。
足準備
。教練張寶春坦言
教練張寶春坦言：
：
今屆未能取得升港超資格，
今屆未能取得升港超資格
，
但來屆仍然一如既往以升港
超為目標。
超為目標
。
有消息稱，
有消息稱
，冠軍隊晨曦
因班主馬先生轉向投資桌球
業務淡出球隊，
業務淡出球隊
，現雖正洽談
新班主入閣以及和南華足主

狄恩認南華內部問題嚴重
換邊後東方再由迪高接應角
球頂入，而南華其後雖然有加藤
友介射入“破蛋”，不過完場前
後備入替的東方前鋒鄭少偉再入
一球 12 碼，助東方最終以 6：1 大
勝南華，率先晉身季後附加賽決
賽。
經歷失落聯賽冠軍的傷
痛 ， 東方今仗總算為重新上
路取得了不錯的起步點。
路取得了不錯的起步點
。
主帥陳婉婷讚揚球隊顯
示了振作的決心：“
示了振作的決心
：“上半場
上半場
由死球當中取得了 4 個入球是

■ 東方迪高
東方迪高（
（右）
兩度把握死球機會
頂入。
頂入
。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有一球進賬的鄭少偉接受球迷的
掌聲。
掌聲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出征德國世錦賽
國乒為東奧定位
結束封閉集訓的中國乒乓球隊 20
日從位於北京的天壇公寓出發，踏上
2017 杜塞爾多夫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
征途。當日，國乒一行穿着統一的藍色
西裝走出公寓樓，馬龍、張繼科、丁寧
等明星球員的亮相更是受到送行球迷的
追捧，“戰士何曾言卸甲”、“張繼科
了不起”等橫幅格外醒目。
“每一次出征前有一個歡送的儀
式，還是跟一般的比賽不一樣。特別是
大家穿上統一的隊服，有一個全新的面
貌。”國乒總教練劉國梁強調，本屆世
錦賽是東京奧運周期的第一場大戰役，
全隊上下非常重視。特別是前不久亞錦
賽女單的失利，讓更多人更加關注這次
世錦賽，同時也讓國乒隊員有了危機意
識，“我們也希望在德國檢驗我們封閉
訓練的效果和成果，從而達到東京奧運
周期裡第一大戰役的重新洗牌和定
位。”
劉國梁告訴記者，大滿貫選手張
繼科的傷病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尤其
是上月亞錦賽上的不錯表現，讓張繼科
找到了贏球的感覺，因此他很看好張繼
科在世錦賽上的表現。

■總教練劉國梁（右）與女兒吻別。
中國體育圖片
此前張繼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由於本屆世錦賽比賽任務不是太重，他
給自己定下兩個目標，一是真正能完成
比賽，二是守好自己的這條線，“希望
自己能守好這條線，不輸外戰。至於和
中國隊隊友比賽，那種壓力就會小很多
了。”
本屆世錦賽將於 5 月 29 日至 6 月 5
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拉開戰幕。據了
解，國乒計劃從北京飛抵法蘭克福，隨
後轉機前往盧森堡進行適應性訓練，一
周後轉戰杜塞爾多夫。
■中新社

張廣勇商討合作的可能性，
張廣勇商討合作的可能性，
但來屆升港超的前景仍被看
淡，故甲組亞軍黃大仙極有
可能優先替代晨曦升港超。
可能優先替代晨曦升港超
。
黃大仙目前已決定下屆
組青春班，並開始集資班
費。與此同時
與此同時，
，黃大仙還獲
超聯勁旅承諾借出旗下年輕
球員，
球員
，為組軍帶來好形勢
為組軍帶來好形勢。
。

■黃大仙教練張寶春
黃大仙教練張寶春（
（左）
及足主陳先生。
及足主陳先生
。
記者 潘志南 攝

挑戰極限

體壇
縱橫
最近有一起引起長跑愛好者談論
的話題，是一家世界著名的體育品牌
召集了旗下 3 位世界頂尖馬拉松選
手，要打破目前被視為人類身體極限
的高牆，在 2 小時內跑畢一個馬拉
松。
2014 年，肯尼亞跑手 Kimetto 在
柏林馬拉松以 2 小時 02 分 57 秒衝線，
轟動體壇，這一佳績獲得國際路跑會
確定為馬拉松世界紀錄；同時這引起
廣泛討論，究竟人類可否在2小時內跑
畢一個馬拉松（42.195 公里）。馬拉
松的比賽路線有嚴格的標準，只有獲
認可的賽道造出來的成績才是正式記
錄，認可的馬拉松路線必須有上、下
坡，42.195 公里不能全跑平路和直線

等，被視為世界六大經典馬拉松之首
的波士頓馬拉松賽道也是可以造出好
成績的，但它不會獲得承認，原因是
它起步便是 10 公里下坡路，加上全程
路線是點到點的直線，一直跑入波士
頓市中心衝線。
本文不是討論這次挑戰的商業元
素，而是談論它的吸引性，3 位主角
其中以里約奧運冠軍 Kipchope 被寄予
厚望。測試地點安排在意大利的蒙沙
一級方程式賽車場舉行，賽道平坦、
低海拔，天氣涼爽，圍繞賽車場跑 17
圈，跑手要 2 小時內完成，即要 68 秒
跑運動場(400 米)1 圈，1 小時內跑 21
公里才有機會。當然事前他們已做了
大量科研工作，測試時除了有精準儀

器全程向跑手提醒步速外，還在地上
打上鐳射線供參考，更到位的是在挑
戰極限的跑手旁邊安排 6、7 位高手做
“護駕”，不要看輕他們的任務，其
實他們個個都是高手，除了幫挑戰者
減少風阻外，他們還是速度控制者
（pacer），他們步速精準，挑戰者只
要專心跟跑便行，當然他們會不時換
班以防跌速，而挑戰者便要撐足
42.195公里。
在如此安排下，Kipchope 以 2 小
時 00 分 25 秒完成任務，未能突破人
類極限。雖然這時間比 2 小時 02 分 57
秒的世界紀錄快了近 2 分鐘，但它不
獲承認為馬拉松紀錄。
■資深體育記者 朱凱勤

短訊
■郭田雨（左）帶
球進攻。
球進攻
。
新華社

遺憾負於伊朗隊，遭遇兩連敗。本屆
比賽中斯洛伐克、匈牙利、伊朗以及
中國國青四支隊伍將捉對廝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青憾負伊朗 熊貓盃連敗

10人恒大眾志成城克蘇寧

繼 17 日的首場比賽以 1：4 不敵
匈牙利隊後，中國國青隊 19 日晚再在
“熊貓盃”國際青年足球錦標賽 1：2

19 日晚，中超聯賽第 10 輪率先展
開兩場重量級的對決。主場作戰的北
京國安一度以 1：2 落後，宋博軒補時

■恒大球員李學鵬
恒大球員李學鵬（
（右三
右三）
）慘吃
紅牌。
紅牌
。
新華社
階段的進球幫助“御林軍”最終逼平
廣州富力。廣州恒大主場迎戰江蘇蘇
寧的比賽火藥味十足，比賽最後 7 分
鐘的補時最終守住2：1的勝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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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香港會盛大
芝加哥香港
會盛大舉行
舉行年會暨
年會暨慶祝香港特區成立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0
20週年慶晚會
週年慶晚會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 20 週年，芝加哥
香港華協會於 5 月 12 日晚間 6 時，假西
郊橡樹溪市珠瑞蓮大酒店（Drury Lane)
舉行盛大的慶祝聯歡晚會，主辦單位
邀請到紐約著名的火花大樂隊，以及
享有「廣州梅豔芳」美譽的名歌星華欣
欣演唱多首膾炙人口動聽的歌曲、再
加上芝城藝術團體、精彩的功夫表演、
芝加哥旗袍協會等精彩演出，為觀眾
呈現精采絕倫有聲有色的歌舞表演，
用歌舞祝願祖國更加繁榮、香港明天
會更好、各民族更團結和諧。駐芝加哥
總領館洪磊總領事、香港駐紐約經濟
貿易辦事處處長 Steve Barclay(柏嘉禮)
、伊州眾議員馬靜儀博士等主流社會
的政界、商界朋友，社區朋友近 800 多
位參與這場歷史盛會。
芝加哥香港華協會會長趙伊齡首
先致詞時表示，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 20 週年，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大

香港華協會會長
趙伊齡致詞

日子。1997 年 6 月 30 日子夜，香港在世
界各國的關注與見證之下，中英兩國
政府舉行了莊嚴隆重的政權移交儀式
，香港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掀
開了香港歷史新的一頁。今年是香港
華協會成立第 24 週年，藉此機會，我要
感謝歷屆的會長和董事們，做出的貢
獻，使香港華協會成為大芝加哥地區
具有影響力的團體之一，她並期許香
港會未來繼續為繁榮社區發展做出貢
獻！
駐芝加哥總領館洪磊總領事在應
邀致詞時表示，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 20 周年的大日子，是香港發展
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回歸 20 年
來，
“一國兩制”
、
“港人制港”
，高度自
治在香港成功實施，取得了舉世公認
的成就，香港保持了長期繁榮穩定，繼
續發揮作為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
的樞紐。展望未來，我們有信心有能力
把香港建設得更好，譜寫“一國兩制”

香港駐紐約辦事處長
Steve Barclay 致詞

成功實踐新篇章，讓香港這顆東方明
珠綻放出更絢麗的光彩。希望香港會
繼續發揚優良傳統，積極推動芝加哥
與香港及中國內地友好交流，為芝加
哥僑社團結和諧、中美關係持續發展
做出新的貢獻。
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Steve Barclay(柏嘉禮)應邀致詞，表示榮
幸參加慶祝香港回歸中國 20 週年的聯
歡晚會，貴會在會長睿智的帶領下，加
上董事會各成員的熱心、努力，成功舉
辦各種多元化的社區活動，給予聯誼
的機會，藉此團結在芝加哥的華僑和
前香港居民，為芝加哥的社會積極服
務。伊州眾議員馬靜儀博士也應邀上
臺致詞表達，衷心祝福聯歡晚會順利
圓滿成功！
在黃河藝術團帶領全場觀眾齊唱
香港華協會的會歌《東方之珠》，香港
華協會的董事們一一走上舞臺和大家
見面並且感謝長久以來的支持。會長

駐芝加哥總領館
洪磊總領事致詞

會長趙伊齡頒發年度
風雲人物獎給劉仲庭

慶祝香港回歸中國 20 週年晚會的會場一景

紐約火花樂隊主唱
華欣欣演唱

吳程宇演唱多首
好聽的時代歌曲

趙伊齡並頒發年度風雲人物獎給劉仲
庭、20 年服務獎給朱慶龍、20 年服務獎
給黃暉、10 年服務獎給丘瑞圖、10 年服
務獎給何綺萍，感謝他們的辛勞貢獻。
會中也放映香港特區短片回顧，以及
華協會董事尹國權醫生展示他當年在
1997 年拍攝回歸儀式上具有歷史性的
照片。
緊接著由享有「廣州梅豔芳」美譽
的名歌星華欣欣演唱多首膾炙人口動
聽的歌曲，高亢及渾厚的歌聲，贏得嘉
賓熱烈回應。
芝加哥黃河藝術團、伊州少林功
夫學院、芝加哥旗袍會等的表演，受到
全場熱烈的掌聲；另一位知名男歌星
吳程宇演唱多首好聽的時代歌曲，讓
在場的觀眾聽得是如癡如醉。節目接
近尾聲，華欣欣再度演唱獻給在場媽
媽們的《真的愛妳》，以及充滿活力的
勁歌熱舞《黃土高坡》
、
《中國人》
，熱情
洋溢的歌舞蹈震撼全場，掌聲再度響

起，觀眾盡情享受大飽耳福。。
擁有好嗓音的駐芝加哥總領館洪
磊總領事也在節目中高歌一曲《黃河
頌》，歌頌我們的民族，激勵中華兒女
像黃河一樣“偉大堅強”
，以英雄的氣
概和堅強的決心保衛黃河，保衛中國。
他旋律激昂，音樂壯闊，氣勢磅礴，熱
情深切，充滿了強烈的衝擊力和震撼
力，展示了黃河桀驁不馴的血性和中
華民族的英雄氣概，歌頌了黃河氣勢
宏偉，歷史源遠流長，激昂的旋律久久
迴盪，如潮的掌聲響徹大廳。
抽獎活動更是當晚高潮，長榮航
空公司芝加哥到臺灣的機票、多個現
金大獎、精美禮品等，讓大家驚喜，歡
呼聲連連，增添了聯歡晚會的熱鬧氣
氛。整個晚會在熱鬧、歡樂、溫馨的氣
氛中，一直進行到晚間十一點左右才
畫上溫馨句點，圓滿落幕。
(感謝攝影: 葉德偉)

會長趙伊齡頒發 20 年
服務獎給朱慶龍

會長趙伊齡頒發 10 年
服務獎給丘瑞圖

芝加哥香港華協會董事合影

舞蹈表演《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
》

會長趙伊齡頒發 10 年
服務獎給何綺萍

芝加哥香港會創會會長
李德明與洪磊總領合影

黃河藝術團演出合唱曲

中國旗袍會芝加哥分會表演旗袍走秀
中國旗袍會芝加哥分會表演
旗袍走秀

香港會創會會長李德明(左二
香港會創會會長李德明(
左二),
),晚會總幹事
晚會總幹事
朱慶龍((右二
朱慶龍
右二))與領事岑建德
與領事岑建德((左一
左一),
),組長盧曉
組長盧曉
輝(中),
),領事柳青
領事柳青((右一
右一))合影於會上
參加慶祝香港回歸中國 20 週年晚會
週年晚會華商會成員
華商會成員

CORA INT'L TRANSPORT, CORP.

搬運搬家公司
由亞裔經營與管理，收費低廉，信用可靠
搬運遠達全美 50 州以及亞洲各國
中國．台灣．新加坡．香港．韓國．日本……

擁有專業執照．保險．確保安全

847-593-9070

--海外．全美．長途搬運-週一至週五 9AM - 8PM
週 六
9AM - 5PM

當天與次日送達服務，經驗豐富，各類車種均有
．散貨整櫃．大小貨運．通通服務．

www.coramoving.com

2700 GREENLEAF AVE, ELD GROVE VILLAGE, IL 6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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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龍與高海寧有許多對手戲
林文龍與高海寧有許多對手戲。
。

■林文龍這次在劇本上給了很
多自己的意見。
多自己的意見
。

視與口碑。劇中他演的是多情才俊，
在女人堆中團團轉，令人羨慕。現實
中的文龍，其實已經對外面的女性免
疫，只因他每天一下班就心甘情願地趕回
家，面對懂撒嬌的愛女林天若，一個擁
抱，已經讓對方融化!
■林文龍常和家人一齊去旅行
林文龍常和家人一齊去旅行。
。

大爆
“千世情人
千世情人”
”
撒嬌絕技

參與劇本創作

林文龍被愛女

擁抱融化
能二十幾年都硬邦邦的，每一對夫妻在
適當時候就會做適當的事。”

自己不想再追多個孩子
看林文龍提起女兒嘴角不知不覺間
向上揚露出笑容，就知道津津在爸爸心
目中的地位。曾幾何時是工作狂，但為
了陪津津過童年，文龍近年選擇性工
作，只因在其心中沒有事情比跟女兒一
起 玩 耍 重 要 ， 變 成 今 天 愛 家 的 family
man，這個變化，全因女兒的魔力。
“女兒現在讀小學，我為她選了間
HAPPYSCHOOL。所有紅色假期都零
功課，復活節放假十多日，也沒有功
課，平時最多只有三樣功課。還記得跟
女兒去這間學校面試時，見到在校學生
讀得好開心。小朋友喜歡或抗拒學校，
他們的讀書心態會有很大差別。我又不
會逼女兒去學好多興趣班，童年應該是
開心的，不應用來死讀書做功課，然後

■林文龍與宣萱在上海拍外景
林文龍與宣萱在上海拍外景。
。

■ 林文龍提起女兒
應付考試。將
嘴角不知不覺間向
心比己，如果天
上揚露出笑容。
上揚露出笑容
。
天回家只是做功
課，怎會開心。好
多人都問我為何不多
生一個，原因好簡單，
因為我太遲生女兒。太
太的心是想生多一個，但
我就不太想。生不難，但你
要有時間、精力陪他玩。我
對女兒的事百分百上心，試過
女兒感染腺病毒不停發燒，凌晨
三時下班回家，洗澡就接力帶女
兒，幫她抹汗探熱，整夜未眠，直
到六時就繼續去開工。將來如果她拍
拖，我應該是個吃醋岳父，她是你在
世上最重要的人，跌跌撞撞一定會，但
盡量都希望她的傷痛會最少，沒理由見到
她認識一個大賊，你都讓她繼續去，所以
爸爸注定是要上心，沒辦法。”

黎燕珊收女兒手錶作生日禮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蔣怡與
丈夫翁狄森、黎燕珊、朱慧敏、陳明恩及蔡
雪瑩 20 日到賀朋友時裝店開幕，而 20 日適
逢是黎燕珊的生日，朱慧敏和蔣怡得知後即
向珊姐送上香吻。

訪
採訪：
採訪
：植毅儀／攝影
植毅儀／攝影：
：彭子文／外套
彭子文／外套：
：J.Lindeberg
J.Lindeberg／長褲
／長褲：
：Harmont & Blaine

懂撒嬌的女人》開播以來，贏盡收

49 歲的林文龍，家中有兩個會撒嬌的女
人，一個是太太郭可盈，另一個是 7 歲
女兒林天若。文龍形容自己回到家，就
像傻子上身，天若一個擁抱，已經被她
融化，原來真是如此甜蜜。常說女兒是
前世情人，林文龍卻表示女兒是千世情
人。其實不論前世還是千世，林文龍已
被他家中兩個專屬情人迷暈了。
“津津（天若乳名）今年 7 歲，常
說女兒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她不是刻意
撒嬌，是純真、無價的，例如她走來親
我一下，這一下是沒機心的，不是為換
取什麼，純粹想親就親。不論在工作上
有幾大滿足，或金錢上得到多大回報，
都遠不及女兒的純真，這是錢以及現有
的東西不能相提並論的。只要是她，我
怎樣都可以。至於太太可盈，她可是一
個撒嬌的女人？總有撒嬌的時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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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龍與宣萱合作的劇集《不

坊間常說香港的女生不懂撒嬌，過於
女漢子，但其實視乎對手是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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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 ，她大讚兒子乖巧孝順，知道她賺
錢辛苦說要留港讀大學來孝敬她，並想攻讀
犯罪學志願當警務人員。
蔣怡 20 日穿上朋友設計的旗袍，她笑
指女兒也愛穿旗袍，有時會一起穿親子裝。
問有否計劃再生？她笑指暫時不打算生，主
蔣怡不打算追生
要是老公事業心太強，視其珠寶首飾品牌如
珊姐表示已跟子女吃飯慶祝，收到女 孩子般，她則主力照顧女兒。
兒送手錶作生日禮物，20 日都戴在手上，
蔣怡透露老公的珠寶店於本周重開，
至於生日願望，珊姐希望兒子能考取到心儀 他事業心重，不過自己仍排到第二位，有時
女兒見爸爸擁
抱她親她時，
會不開心發脾
氣，一直抱緊
她不放，蔣怡
笑說：“兩個一
起爭我，覺得好
幸福，但有時都
煩，老公會抱着
我大腿裝哭，女
兒又抱着我另一
隻大腿真哭，怕
爸爸把我搶
走！”蔣怡剛度
過生日，今年則
與老公到峇里島
■蔣怡與丈夫翁狄森齊出
共享二人世界。
席活動。
■朱慧敏和蔣怡向生日的珊姐送上香吻。

無綫首部 4K 全實景拍攝劇集
《不懂撒嬌的女人》自開播以來，
贏盡收視與口碑。這次是林文龍闊
別無綫九年後再合作，文龍坦言此
劇全實景拍攝，而且題材新鮮，休
息時間又充足，幾方面配合下，促
成合作契機。年前其有份投資的電
影《我們停戰吧！》先後在美國三
個影展奪得最佳男主角殊榮，文龍
亦希望未來日子再有作品面世。
“這次拍《撒嬌》酬勞
合理，當時跟杜生談
（無綫副總經理杜之
克），他叫我‘能給
的都拿出來’，所以
劇本上我也給了很多
自己的意見，一邊拍
一邊改。大家都覺得
現時的劇本不如以前的
質素高，相對幕前幕後
的質素，跟以前也沒
法比，以前有杜琪
峯、鄧特希及陳木
勝等大導演級數。
像我同宣萱的感情
戲，好多比較重，自己要求
又高，每天下班仍要處理劇本上的
事，頗累的。劇中新演員比較多，而且好
多時劇疊劇，像王浩信，他未拍完已要入另一劇
組拍另一部劇，根本沒時間給他去創作角色。雖然當
年我們也是這樣劇接劇，但當年有好質素的演員帶着我們，
如梁朝偉、劉青雲等，現在的新演員當然也想表現好，但是沒有太
多時間給他們去學習、做功課，所謂做功課不是關門去做，是要去
看多些電影，吸收多些資訊，腦裡面有多些畫面，才可以豐富自己
的演繹，不是憑空想像，好多方面都要配合得宜才奏效。”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重返
．狼群》主創濟南路演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 整理剪輯，把這段真實的故事帶給
霞 山丁
東 報 道 ） 電 影 《 重 返 ． 狼 更多關注小狼命運的人。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群》主創李微漪、亦風近日開啟濟
亦風透露從救助小狼到帶回草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南路演，與觀眾分享將小狼格林放
原，直至放歸狼群，其間留下了長
歸狼群的傳奇經歷，並講述影片 7 達一千多小時的影像資料，影片也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年艱辛歷程。電影《重返．狼群》 由此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剪輯製作過
講述了成都兩位青年——李微漪和 程，從資金到技術遇到了各種各樣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亦風救助一隻野生小狼並成功將其 的困難，前後差不多經歷了 7 年時
放歸狼群的真實經歷。談及電影初
間。影片製作至今，也得到了很多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衷，主創李微漪表示，經過近一年 朋友的支持和幫助。導演陸川近日
■Angelababy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的相處，已經將格林當作家庭中的
為電影發聲，稱讚“這是一部令人
一員，在格林回歸狼群後，出於對 尊敬的電影，展現了野生動物生存
Angelababy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於牠的思念，也抱着讓更多人真正
的現實境況。”亦風也在現場特別
了解狼群和野生動物的想法，在
感謝陸川對電影的支持和對野生動
時尚造型現身機場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狼圖騰》作者姜戎的支持下，開 物命運的關注，表示能得到他的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20
始嘗試將之前拍攝的影像資料進行
定，“這些年的艱辛很值得”。
丁丁
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日是“520 告白日”，Angelababy
現身首都機場，一身暗色系的 Baby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格外炫酷，不管是單品包包、T
恤，還是手中的風衣，再到搭配的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黑色短靴，都讓她的整體造型顯得
丁丁
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
利落簡約，帥氣十足。Baby
的造型
一向備受好評，簡單的搭配就能輕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鬆穿出時髦感，十分具有借鑒意
義。產後復出的 Angelababy，為網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友們解秘了更多的“時髦星”人穿
搭秘籍。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
■亦風和李微漪現場作分享
亦風和李微漪現場作分享。
。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臺灣影視
星期日

2017 年 5 月 21 日

範瑋琪開店員工福利佳
黑人親上陣做模特

據臺灣媒體報道，範瑋琪
（範範）近日自創品牌當起老
板娘，保母小亨堡 19 日便被黑
人（陳建州）帶到公司挑衣服
，再次享受“員工福利”，讓
網友直呼好羨慕，沒想到她卻
自曝這陣子收到壹份禮物，打
開竟然是壹件長版洋裝，讓她
超傻眼。小亨堡先是試穿了好
幾件上衣，給想購買的網友看
看大小，黑人在壹旁調侃說：

“我本來想叫她挑壹件蓬蓬裙
，但她過不去自己心裏的那壹
關。”她聽到後忍不住噴笑，
接著透露幾天前有收到禮物盒
，壹打開是壹件全白的洋裝，
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是誰送的，
讓她哭笑不得。黑人雖然大笑
問到底是誰開的玩笑，卻私下
偷偷問粉絲：“想看小亨堡穿
洋裝嗎”，許多人因此留言好
想看！此外，黑人仿佛就是代

言人，在穿上產品的同時，也
趁機展現模特兒般的好身材，
同時帶著粉絲看看公司內部的
工作狀況，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員工都是年輕人，他也和大家
感情好到可以互開玩笑，打成
壹片，讓不少網友留言，想要
當夫妻倆的員工。而對於開賣
當天以及 18 日網站出狀況，他
也再次道歉，並表示壹切已經
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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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寐以求的身材！蔡依林曬腹肌
據臺灣媒體報道，蔡依林除了在歌壇
取得亮麗成績外，近年來拋開過去的束縛
後，逐漸走出自己的路，在時尚方面更有
許多獨到見解。不再像過去極端減肥的她
，開始崇尚健康健身，18 日蔡依林 PO 出
近照，露出的壹截腹部驚見明顯的塊狀腹
肌，引來網友驚呼：“這腹肌很強大！”
蔡依林 18 日分享工作穿搭，近來酷愛運動
風的她，內搭低胸運動內衣、破洞牛仔褲

，再套了件牛仔外套，展現率性酷帥的風
格。除了上衣大開深 V，她原本就有川字
線條的腹部竟然又“進化”，明顯可見變
成了“塊狀”腹肌。
由於女生並不像男生壹樣容易練得出
塊狀腹肌，蔡依林的腹肌不只線條明顯凹
陷，就連肌肉形狀都清晰可見，網友直呼
超狂：“呸姐腹肌太厲害啦！”、“姐的
腹肌越來越立體了。”

據臺灣媒體報道，王心淩與姚元浩 4
年情破局，分手原因傳得滿天飛，有人說
是婚事喬不攏，也有人稱是男方太愛花錢
，姚元浩今（19 日）出席活動除了坦承曾
為分手壹事難過落淚，也親口說出兩人分
手真正原因。
與王心淩分手 2 個月，姚元浩日前現
身公開活動，親自反駁外傳包括愛花錢、

婚事喬不攏的分手傳聞，據報導，他坦言 2
人相處壹陣子，應該是個性上的影響比較
多。
另外，姚元浩也認了與王心淩分手而
落淚，感謝母親沒過問太多分手細節，默
默當他的避風港，他說，感情沒有委屈不
委屈，兩人都很努力了，大家都希望很好
，只是很難。

林心如為好友藍心湄助陣不惜被抽耳光

姚元浩承認與王心淩分手後落淚
否認了這些傳聞
林心如為了 TVBS《女人我
最大》15 周年亮麗現身。節目
中，說起女兒林心如掩不住滿
臉笑意，藍心湄說：“小寶寶
好愛笑，睫毛好像種的。”林
心如甜笑說：“她睫毛很長，
像爸爸。”
身為實力派演員的林心如
，初出道時也曾因生澀演技被

副導諷刺，只好躲在廁所裏哭
，哭完擦幹眼淚出來裝沒事繼
續演，這次在《女人我最大》
節目中林心如與主持人藍心湄
大飆演技。藍心湄抽中母親角
色要大罵林心如不孝女，還有
動作指示要打林心如巴掌，讓
藍心湄緊張地直說：“我怎麽
打得下去啊！”林心如說：

“沒關系，可以借位啊。”
沒想到藍心湄竟回她：
“我從來不借位的啊！”正式
演出時，藍心湄激動怒吼，再
加上響亮的壹巴掌，讓全場震
驚。壹演完，林心如輕撫左臉
說：“我真的有被嚇到，不是
因為被打，而是心湄姐壹開口
，情緒好逼真。”

伊能靜發長文為女性發聲
稱：妳除了臉，還有靈魂
近日，藝人伊能靜在微博上寫下自己對未
來的期許，稱自己想在孩子們都長大後，與老
公壹起環遊世界享受人生，卻遭網友狠狠挖苦
：“妳的晚年是老公的中年”。
她隨即高 EQ 回擊該網友，並發布壹條長圖
，配文：“姑娘，妳別忘了，妳除了臉，還有
靈魂。”引得網友紛紛點贊：“很欣賞靜姐看
待人和物的思維心態，欣賞她的才華和生活方
式，為妳筆芯！”
在長圖中，伊能靜為女性發聲，剖析了在
“女性權利”的界限裏，不論是處在哪壹階段
的年紀，女人做出和男人同等的選擇時，都應
該被尊重。同時，伊能靜以法國作家杜拉斯和
法國總統夫人為例，杜拉斯在大眾認為已“年

老色衰”的年紀時
，依舊還有小鮮肉
狂熱追求；而法國
總統夫人已經 64 歲
，比其丈夫大 24 歲
， 打 扮 也 超 “in”
女性魅力十足。
伊能靜指出，
女人就該擁有豐富的靈魂，獨立的自主權和對
生活的大愛，不依附任何人追求理想，不因年
紀自我放棄，女性團結壹心給予未來力量。此
番走心的探討，使不少網友力挺伊能靜：“為
女性發聲，伊能靜作為公眾人物壹直身體力行
，挺妳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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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輝劉嘉玲主演《阿修羅
梁家輝劉嘉玲主演《
阿修羅》
》進入後期
戛納曝“
戛納曝
“欲海重生
欲海重生”
”版海報 2018 暑期上映

徐克《奇門遁甲》曝“來把大的”特輯

攜手袁和平打造奇幻 3D 大鵬李治廷片場搞怪
由徐克監制，袁和平執導，大鵬
（董成鵬）、倪妮、李治廷、周冬雨
、伍佰及柳巖等聯袂演出的奇幻 3D 片
《奇門遁甲》，將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賀歲檔公映。近日，除發布首批人
物海報之外，還曝出了“來把大的”
幕後特輯。
特輯中首次曝光了影片的壹些特
效制作過程以及重要場景。
視頻裏不僅群英匯聚，展示出了
徐克、袁和平在選擇演員、拍攝演員
上有著與眾不同的“功力”；奇門開
啟，電影開機花絮的別樣大放送；還

有乾坤挪移，大規模的場景搭建，以
及現實與 3D 的虛實相結合，並且附
送上了徐克的分鏡手稿；更有其樂無
窮，大鵬、李治廷等幾位主演各類搞
怪為電影加入了輕松愉快的成分；飛
天遁地，徐克袁和平親自武術指導，
各類直彎轉圈花式吊威亞令人眼花繚
亂。
本次的幕後特輯揭露的場景雖然
只是部分樣式，但驚鴻壹瞥的懸崖尖
峰、雲鼎天池、迷霧鐵索等等壹系列
神秘場景規模的宏大，意境的追求和
氣氛的渲染，讓武打動作瀟灑飄逸和

浪漫，力求打造新概念 3D 奇幻電影。
電影《奇門遁甲》是徐克和袁和
平自“黃飛鴻”以來第八次合作。而
徐克“天馬行空”的特效與袁和平開
創的“天師門”相互配合，打造了壹
個獨特的奇幻世界。在各種神秘的視
覺效應下，還有許多不同的領域元素
融入進來。
新版《奇門遁甲》除了展現更多
東方特色之外，同時又不滿足於“照
搬”當年的作品，而是在“引用”基
礎上結合徐克壹貫擅長的特效，為華
語電影發掘更多可能。

《戰狼 2》為預告片“抄襲”致歉
吳京喊話同類影片“不服來戰”
今天上午，由吳京執導並主演的電影《戰狼 2》發布
國 際 版 預 告 和 海 報 。 剛 過 了 幾 個 小 時 ， 網 友 @RYANfrom99 在微博上指出，預告片中某些鏡頭疑似抄襲《X 戰
警：第壹戰》正片畫面。下午 17:53 分，《戰狼 2》官微致
歉，表示因工作人員疏忽，誤將特效參考示意鏡頭當成成
片鏡頭發布，片方將用正確版本替換此前的國際版預告。
不過吳京在今天下午出席《戰狼 2》“吐槽發布會”
時卻並未提及此事，整場活動中能看出吳京對電影信心頗
足，談到目前市場上有像《空天獵》等多部同類題材競爭
時，吳京直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又不是我吳京家開的，
我不能阻止別人拍，但我是練武術的，不服就拉出來幹吧
，要麽我幹倒妳，要麽妳幹倒我。”吳京透露，除了坦克

漂移、海軍艦隊、直升機爆炸等大場面，因為保密原因，
還有神秘武器會登場。
事實上，自從《戰狼》爆紅後，大小是非也隨之而來
。今年 5 月初就有消息稱，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受理了
武漢傳奇人影視藝術有限公司對吳京旗下的北京登峰國際
文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改編權及不正當競爭的起
訴，該訴訟包括達人民幣 1000 萬元的經濟賠償，以及在影
院、電視臺、視頻網站停止播放《戰狼 2》的多項請求。
傳奇人影視公司方面的代理律師通過媒體稱，“不排除登
峰國際敗訴、《戰狼 2》缺席暑期檔的可能。”不過吳京
方面並未正面回應，只是稱，“目前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
在盡全力為觀眾呈現壹個更好的電影每天在拼命工作，沒
有關註此，也沒有精力回復任何。”
吳京在今天的發布會上還主動“爆料”稱，在《戰狼
2》開機前壹天，已經定好的女主角臨時撂挑子，其經紀
人向《戰狼 2》制片人提出“加錢”的要求，理由是“妳
們《戰狼》有錢”，吳京回應說：“我們有錢也是花在武
器和群演上，至於演員，我們只選對的，不選貴的。”他
大力表揚了從《狼牙》就與他合作的盧靖姍，稱“劇組撿
到了壹個寶，危急時刻上陣，人好戲好，不擺架子、不帶
助理、隨叫隨到”。
《戰狼》5 億的票房成績讓市場看到了“軍事+動作+
愛國情懷”的號召力，此前《戰狼 2》的出品方已經在去
年與北京文化簽訂了 8 億元的保底發行協議，而其中有壹
條款便是“雙方約定《戰狼 2》必須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18 日之間上映，否則北京文化方面有權修改協議；如
果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之前仍未能上映，則需要返還之前
的費用並支付 10%的年利息”。所以才有之前吳京方面的
回應“每天在拼命工作”。
今天下午的發布會上，“冷鋒”吳京、“熊孩子軍迷
”張翰、“倒追吳京的援非醫生”盧靖姍、“達康書記”
吳剛、“奸商”於謙出席，吳京坦言：“《戰狼 2》投資
是更大了，但都花在了炸汽車、炸坦克、炸飛機上，花在
了軍艦、群演上，唯獨沒花在演員上。但我敢說，這些演
員以後就是軍事題材電影的標桿和風向標，有本事妳就把
我這個天花板捅破。”

5 月 17 日，第 70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開
幕首日，由華裔導演張鵬擔任導演，楊洪
濤任總制片人，楊真鑒任監制/制片人的電
影《阿修羅》曝光了第三款“欲海重生”
版 概 念 海 報 ， 並 登 上 《VARIETY》 和
《Hollywood》 雙 封 面 。 結 合 此 前 發 布 的
“修羅之眼”以及“天地交合”版海報，
至此，《阿修羅》三款概念海報全部發布
完畢。
此次曝光的“欲海重生”版概念海報
延續了前兩款海報的手繪風格。海報中無
盡的河流色彩奪目，欲望之水滌蕩著的女
性頭部形象的建築突出地面，她張開大嘴
伸出舌頭正將躺在上面的人“吞噬”入口
。遠處高聳入雲的阿修羅塔吸納著天空的
能量，河岸上的植物像極度渴望的人手努
力向上伸張。
而壹旁的少年面對這光怪陸離的“極
欲世界”，似乎不為所動，信念堅定。色
彩、建築、能量和生命形態共同編織出了
阿修羅世界的終極特征——欲望。
三款概念海報初步勾勒出了電影《阿
修羅》的大致輪廓，也帶領觀眾同少年壹
起完成了壹次阿修羅極欲世界的冒險——
“修羅之眼”版海報中，渺小的少年初到
阿修羅世界，與掌管欲望的阿修羅王對峙
，阿修羅王如泰山壓頂般的欲望攻勢撲面
而來，少年的內心被欲望觸動，而“天地

交合”版海報中如陰陽兩極交合般的圖景
，正暗示了少年心中兩股充滿生命本質的
力量，即愛與欲望的洪流怒放交纏、對壘
博弈。再到“欲海重生”版海報，少年擺
脫了欲望的桎梏，卸下欲望為愛而戰，完
成了重生。
對於在 2016 年香港電影節、戛納電影
節及今年戛納電影節連續發布三款概念版
海報，該片監制/制片人楊真鑒介紹說：
“阿修羅是每個人內心欲望的映照，正如
當下的世界就像壹個充滿欲望的修羅場，
而欲望是每個人最熟知的生命的動力。電
影《阿修羅》正是試圖解答每壹個人是如
何身處‘極欲世界’，最終‘超越傳奇’
這樣的終極命題。”
電影《阿修羅》由寧夏電影集團和真
鑒影業聯合主導開發拍攝，總投資高達壹
億美金，吳磊、梁家輝、劉嘉玲、張藝上
、馮嘉怡、董琦、明道、尚雯婕、多布傑
等聯袂演出，並由來自 35 個國家，共計近
1800 人的龐大主創團隊前後歷經五年的籌
備拍攝完成，已於 2017 年年初殺青。
該片此前壹直並未過多宣傳，監制/制
片人楊真鑒對此回應：“《阿修羅》在技
術上要求挑戰中國電影上線，目前正在全
力以赴進行後期及視效制作，力求最後用
質量說話。”據悉該片將於 2018 年暑期全
球上映。

王誌文詮釋別樣殺手的愛恨江湖
電影《最長壹槍》戛納三料齊發
皑磊、赵炳锐、白澍
、王冠杰、法比安·
卢查瑞尼、康斯坦
丁· 科玖霍夫等联袂
出演。影片讲述了中
年的职业杀手老赵，
收手前的最后一单，
却遭遇互为杀人目标
的复杂订单，一个险
象环生的局中局正在
等待着他，一场惨烈
的厮杀即将展开……
此次曝光的“血
色旋涡版”概念海报
背景是极具视觉冲击
的血红色，与影片的
肃杀感巧妙融合。在
血色旋涡中心，王志
文身着长款风衣举枪
伫立，傲然而独立，
暗喻王志文所饰演的
杀手身处两股欲望的
争斗中心。
“枪林版”海报
中，王志文隐身于密
密麻麻的弹林之中，
子弹既是他的靠山，
同时又是阻挡他前行
的障碍，在无限狭小
的空间内，无论前行
或转身都极其艰难，
近日，《最长一枪》导演徐顺利携影
片主演王志文、李立群亮相戛纳电影节，
并在“出征”之时发布“枪林、弹雨”版
双海报以及“红色漩涡”版概念海报。通
过非典型性杀手“老赵”独特视角，诠释
了别样杀手的爱恨江湖。杀人与被杀，谁
才是真正的救赎者？在海报的烘托下，影
片悬念感倍增。
《最长一枪》由徐顺利导演和邱欣宇
编剧历时三年打造而成，演员王志文、余
男、李立群、许亚军、夏克立、高捷、余

唯有低头沉默。
在同步曝光的“弹雨版”海报中，黑
色雨伞密布于雨夜，行人藏身于伞下不见
身影，唯有被子弹打穿之处透射出丝丝光
亮。
据悉，当地时间 5 月 18 日，《最长一
枪》将在戛纳召开电影节媒体见面会。届
时，王志文、李立群以及导演徐顺利等电
影主创人员，将在蔚蓝海岸与大家畅聊电
影拍摄背后的故事，电影首款预告也即将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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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ADY.
A R E YO U ?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COME AND GET

/LAubergeLC

@LAubergeLC

I T

@LAubergeLC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7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GAMBLING PROBLEM? CALL 800.522.4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