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Sunday, June 4, 2017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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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语言不应该成为
您康复之路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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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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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西南纪念医院各部门都提供 

特色服务和设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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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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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哥本哈根丹麥哥本哈根，，標誌性雕塑標誌性雕塑““小美人魚小美人魚””被潑被潑
灑油漆灑油漆，，以抗議法羅群島的捕鯨活動以抗議法羅群島的捕鯨活動。。

巴基斯坦熱浪襲人巴基斯坦熱浪襲人 民眾用水管噴水消暑降溫民眾用水管噴水消暑降溫

印尼小鳥歌唱比賽印尼小鳥歌唱比賽 百鳥齊鳴拼歌技百鳥齊鳴拼歌技

近日近日，，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附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附
近的唐格朗鎮近的唐格朗鎮，，養鳥者帶著他們的小鳥養鳥者帶著他們的小鳥
前來參加小鳥歌唱比賽前來參加小鳥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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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大獎賽臨香江
門票周三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2017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
將於7月21至23日於香港體育館
舉行，勇奪里約奧運金牌的中國女
排，將會與塞爾維亞、俄羅斯及日
本三支勁旅競逐冠軍，而主辦單位
3日就公佈門票詳情，並宣佈將於
6月7日起公開發售。

今屆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
戲碼強勁，除中國女排將與塞爾維
亞重演里約奧運決賽翻版外，世界
排名分列第五、六的俄羅斯及日本
亦會赴港爭冠。比賽門票將於6月
7日起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
售，7月21日的門票價格分為500
（港元，下同）、350、150及70
元正，而22及23日則分為650、
350、180及90元正，學生、長者及傷殘人士
可享9折優惠。

3日會方更特意邀請近期當紅的“跳高女
神”楊文蔚以及香港沙排選手吳天麗、黃婉
媚出席記招，楊文蔚表示自己學生時期也是
排球運動員，中學時更代表學校出戰學界賽
奪得區際冠軍，她期待在大獎賽中欣賞到中

國女排二傳手丁霞的精彩演出。
另外，根據國際排聯最新公佈的世界女

排大獎賽中國隊的報名名單，8位里約奧運會
冠軍成員名列其中，她們包括朱婷、袁心
玥、龔翔宇、張常寧、徐雲麗、劉曉彤、林
莉及丁霞，其中朱婷為新一屆女排隊長，而
天津女排小將李盈瑩也榜上有名。

黃澤林晉未來冠軍賽決賽
“LONGINES Future Ten-

nis Aces發掘未來網球冠軍2017”
錦標賽當地時間2日繼續巴黎進
行。香港區代表黃澤林（見圖）狀
態大勇，繼早前順利打入8強及4
強後，當日再擊敗來自奧地利的代
表，晉身決賽，這是香港選手首次
晉身是項賽事決賽。黃澤林將與波
蘭選手Martyn Pawelski爭奪冠軍
殊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李宗偉重返世界一哥寶座
世界羽聯日前公佈最新一斯

各單項世界排名，李宗偉僅重返男
單世界第一。韓國選手孫完虎跌至
第二，丹麥選手安賽龍位居第三。
中國選手石宇奇繼續排名第四。林
丹上升兩位至第七，諶龍則排名第
八。女單方面，中華台北名將戴資
穎排名第一，其積分98,989分領
先次席的西班牙名將馬林近兩萬
分。中國選手孫瑜、何冰嬌繼續保
持在第六和第七。 ■新華社

英超挑戰盃門票火速售罄

2017年杜塞爾多夫
世乒賽男單比賽當地時間
2日爆出冷門，面對韓國小
將李相秀，大滿貫選手張繼
科受困於失誤過多，以1：4失
利，無緣16強。本場面對李相秀
的兇狠搏殺，張繼科全場比賽處於
下風，在以9：11、6：11先丟兩局
後，張繼科在第三局以13：11扳回一
城。但過多的失誤葬送了他的希望，隨
後張繼科以6：11、10：12再丟兩局，總
比分1：4失利。

“如果第五局能夠拿下，那麼比賽結果或
許還有轉機。”賽後，張繼科臉色鐵青，他告訴
記者，失利是因為自身沒有調整好狀態，與傷病
並無關係，“主要是因為對手拚得很兇，自己慢了
一點，精力上也稍微差了一點。”說完，他徑直離
開賽場，不再接受採訪。

獲勝後的李相秀一臉興奮，他認為，張繼科的
狀態的確大不如前，給了他獲勝的機會，“但我還
是必須要拚盡全力，只有這樣我才能佔據主動。”

去年從里約奧運會後，張繼科有近半年沒能系
統訓練，年底在參加網絡綜藝節目錄製時意外受
傷，之後漫長的康復過程中歷經卡塔爾公開賽發燒
退賽、“地表最強”隊內選拔賽因傷退賽，4月的
無錫亞乒賽上打進男單四強，準決賽負於樊振東。

作為東京奧運周期開局之年的第一個

乒壇頂級賽事─德國杜塞爾多夫世乒賽，

當地時間3日繼續進行。香港混雙組合黃鎮

廷/杜凱琹力戰5局後以2：3惜敗中華台北的陳建安/鄭怡

靜，無緣決賽。不過，由於比賽不設季軍戰，黃鎮廷/杜凱琹

仍為港隊摘得一面銅牌。

不敵韓小將
張繼科張繼科

無緣16強

年輕的黃鎮廷/杜凱琹（25歲及20歲）開賽初段表現拘謹，以7：
11、11：5、5：11及6：11總局數1：3被對手打了個下馬威，其

後二人經過調整放手一搏，以兩個11：5力追成3：3平手。可惜，在
關鍵的決勝局，港將於初段領先下被反超，最終以9：11憾負，無緣
決賽，只能為港隊爭得一面銅牌。

賽後港隊教練劉國棟表示，黃鎮廷/杜凱琹場上表現正常，只是
在關鍵球處理方面有所欠缺。

中德跨國組合遭淘汰
當日混雙另一場4強戰，方博與索爾佳的中德跨國組合在3：1

領先的情況下，被日本組合吉村真晴/石川佳純以4：3反勝。賽後
方博在微博寫道：“很遺憾輸掉了比賽，我們已經竭盡全力了，
都不要去怪我的搭檔索爾佳打得不好，她打得非常好，確實是我
今天（3日）發揮很一般輸掉比賽，我很抱歉，再來唄……”

而即晚進行的混雙爭冠戰，陳建安/鄭怡靜以3：4不敵吉村
真晴/石川佳純，屈居亞軍，吉村真晴/石川佳純首次頂登。

在結束混合雙打賽事後，黃鎮廷收拾心情，即晚出戰男子
單打賽事，與韓國球手丁祥恩爭奪
8強席位。黃鎮廷當地時間2日
晚以4：3淘汰瑞典名將M卡
爾松進入16強。

丁寧成功復仇
另外，日本華裔13

歲小將張本智和以4：1
挫捷克選手皮斯特耶，
國乒新銳樊振東以4：
2擊敗德國削球手費
魯斯，張本智和與
樊振東齊齊躋身8
強。

至 於 女 單 比
賽，在亞乒賽連挫
三名國乒當家花旦
丁寧、朱雨玲和陳夢
的日本17歲“天才少
女”平野美宇在以4：1
淘汰新加坡名將馮天薇、歷
史性闖進女單4強後，3日終遭
受挫折，面對國乒“一姐”丁寧，
再沒找到任何甜頭，全場劣勢下以1：4
不敵，而丁寧亦一雪亞乒賽敗北之恥。

當日女單另一場準決賽，在一對國乒球手劉
詩雯和朱雨玲間進行，最終後者以4：3獲勝，
國乒提前衛冕女單冠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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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雙四強戰憾負中華台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英超挑戰
盃將於7月19及22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逾5
萬張公開發售的門票不足一天已經全部售罄，
今屆賽事將由利物浦、李斯特城、西布朗及水
晶宮四支英超球隊爭奪冠軍。

英超挑戰盃門票2日公開發售已吸引不少球
迷搶購令票站大排長龍，會方3日宣佈所有門票
已經在不足一天內售罄。英超聯賽管理總監馬斯
迪斯感謝香港球迷對英超的愛戴，相信四支球隊
已急不及待赴港獻技，而足總行政總裁薛基輔亦
表示英超挑戰盃提升了英超在香港的受關注程
度，期待屆時能夠為香港球迷呈現一場欣賞全球
最強足球員的頂級盛事。 ■列強虎視英超挑戰盃。 新華社

■■張繼科失利後神情黯然張繼科失利後神情黯然。。新華社新華社

■■丁寧丁寧33日日““復仇復仇””平野美宇平野美宇。。 法新社法新社

■■1717歲日本小將平野美宇晉級女單歲日本小將平野美宇晉級女單44強強。。
新華社新華社

■■黃鎮廷黃鎮廷（（左左））//杜凱琹奪混雙銅牌杜凱琹奪混雙銅牌。。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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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大獎賽7月香港體育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中新社

短訊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年6月5日（星期一）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姚玉峰，來自浙江大學醫學院附
屬邵逸夫醫院，眼科主任、博

士生導師。他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
一例由他獨創的角膜移植術，解決
了排斥反應這個世紀難題。姚玉峰
創造的技術，被國際眼科界命名為
“姚氏法角膜移植術”；美國眼科
科學院快訊稱之為“該領域治療方
法的一個突破”，被寫進美國醫學
教科書。登上了世界眼科角膜移植
巔峰的姚玉峰，20多年來，治療過
30萬病人，經他手術復明的病人有
近3萬人。

姚玉峰在日本大阪大學學習的
三年時間，不但證明了困惑世界眼
科醫學界16年的“理查德上皮移植
假說”（美國角膜病權威理查德
1976年成功進行了上皮移植手術，
但僅是假說，無法在臨床上得到推
廣），而且獨創製作了小鼠角膜上
皮移植模型，終於揭開角膜移植排
斥反應的精細機理。

“姚氏法技術”編入美教科書
憑藉着勤勞和智慧，姚玉峰設

計出術後不發生排斥反應的“姚氏

法角膜移植術”。1995 年 5 月 20
日，33歲的他成功地實施在病人身
上。由姚玉峰獨創的“姚氏法角膜移
植術”，不但大範圍應用在中國病人身
上，也被推廣到美國、日本、印度、歐
洲等地，被列入世界角膜移植進步史
中，還被編入美國眼科醫師教科書。
姚玉峰一手組建的浙江大學醫學院

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和眼科學教研室，
成為浙江省重點創新學科，衛生部專科
住院醫師培訓基地，中國首家三焦點晶
體植入矯治老視手術培訓基地。
姚玉峰還帶出了17名博士研究

生、28名碩士研究生。
看到每天都有慕名而來的天南海

北的患者，從不去其他醫院走穴掙錢
的姚玉峰，決定辦培訓班，他要把
“姚氏法角膜移植術”授之於人，惠
澤廣大患者。
“我的成績，其實是站在巨人的

肩膀取得的。”姚玉峰說，從2009年
開始，在醫學會和醫院的支持下，姚
玉峰開始了“姚氏法技術”的普及工
作，每年舉辦兩期，每期培訓 500
人。他毫無保留地把獨門秘訣授之於
人，還無償獻出專利。

中醫藥文化成為中國“名片”，越來越受到海
內外熱捧，來華學習中醫中藥的洋學生人數與日俱
增。上海中醫藥大學3日披露，目前，來自57個國
家的1,502名長期留學生正在該校學習中醫藥文
化。去年，更有近百個中、英、法、日、韓語不同
語種來華學習的短期團造訪該校。

如今，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及其多個附屬醫院、國

際留學生教學基地，常看到隨中國醫生學習中醫藥的
洋面孔。最近就有不少洋學生正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國
際留學生教學基地（培育）——浦南醫院中醫科求學。

洋博士曾受益針灸療效
巴西中醫學院院長海金斯博士就是一位“資深

學員”。曾被嚴重胃痙攣困擾的海金斯是針灸療效
的受益者，他毅然終止即將畢業的法律專業學習，
心向中醫，海金斯還創建了巴西最大的中醫學院。
來自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維塔如今每天

和老中醫們一起出診抄方、觀摩，十分認真。她
說，今年七月將再度參加中醫規範化培訓。

上海中醫藥大學自1966年開始陸續接受外國
醫師來華學習，40多年來，為全球100多個國家和
地區培養了近萬名中醫師、針灸師和理療師。“十
二五”以來，上海中醫藥大學招收的各類留學生人
數規模逐年擴大，至去年底，學校本科留學生佔全
校本科生逾兩成。 ■中新社

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主辦的“愛心黃
手環 溫暖回家路”活動在湖南省衡陽市舉
行。參與登記的近200名70歲以上老人或未
滿70歲、但確診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患者免
費獲得了一隻含有微信二維碼的黃手環。途
人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獲取二維碼中存儲
的老人相關信息，從而及時幫助他們找到家

人。圖為兩名老人3日在展示黃手
環。 ■文/圖：新華社

西藏拉薩近期發現了早期摩
崖石刻群，據考證推斷為公元11
至13世紀的摩崖造像。西藏自治
區古籍保護中心專家日前赴拉薩
市城關區蔡公堂鄉山谷地帶進行
實地考察時，對該石刻群共計12
組佛教造像石刻和多處題記進行
了拓片。考察初步分析認為，從

佛教造像石刻和多處題記中“三
世佛”、“大日如來”、“七政
法”等造像的內容特點和雕刻技
法，大致推斷為公元11至13世
紀的摩崖造像。
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主

任尼夏說：“從文獻學角度分
析，原文古藏文題記字體和術語

與2015年在西藏昌都市芒康縣
發現的吐蕃摩崖造像彌勒榜題寫
法驚人相似，特別是釋迦牟尼榜
題藏文同組字母交替寫法與公元
9至10世紀敦煌古藏文文獻寫法
及用字如出一轍，說明石刻群年
代久遠。尼夏說，目前學界沒有
發現該造像群的歷史資料記載，
詳細內容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新華社

浙醫創角膜移植術浙醫創角膜移植術
三萬患者三萬患者重見光明重見光明

角膜病是眼科致盲的常見病角膜病是眼科致盲的常見病，，全球角膜病人全球角膜病人44,,000000萬左右萬左右，，角膜病盲人角膜病盲人11,,000000萬左右萬左右。。為攻克為攻克

角膜病角膜病，，從從19061906年開始年開始，，全世界眼科醫學界前赴後繼全世界眼科醫學界前赴後繼。。整整一個世紀整整一個世紀，，在為之作出貢獻的燦爛星在為之作出貢獻的燦爛星

河裡河裡，，閃爍的名字都來自德國閃爍的名字都來自德國、、美國美國、、日本……直到日本……直到20102010年年，，在記錄重大技術突破的角膜移植歷在記錄重大技術突破的角膜移植歷

史上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 ■■《《人民日報人民日報》》

中醫藥受追捧 洋生求學沓來

西藏發現早期摩崖石刻群

■■姚玉峰姚玉峰2020多年來多年來，，治療過治療過3030萬名病人萬名病人，，經他經他
手術復明的病人有近手術復明的病人有近33萬人萬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 者 手 環

■■姚玉峰揭開角膜姚玉峰揭開角膜
移植排斥反應的機移植排斥反應的機
理理，，創出創出““姚氏法姚氏法
角膜移植術角膜移植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來華學習中醫藥的洋學來華學習中醫藥的洋學
生與日俱增生與日俱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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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KittyHello Kitty正式光臨芝加哥正式光臨芝加哥！！

長榮航空芝加哥－台北航線由每週四班增至每週七班長榮航空芝加哥－台北航線由每週四班增至每週七班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郭笑榮郭笑榮//採訪報導採訪報導))
長榮航空長榮航空Hello KittyHello Kitty星空彩繪首班星空彩繪首班

機機，，於於55月月3131日晚間自臺北抵達芝加日晚間自臺北抵達芝加
哥歐黑爾機場哥歐黑爾機場，，當日中午長榮航空公當日中午長榮航空公
司為了慶祝芝加哥至台北航線增班司為了慶祝芝加哥至台北航線增班，，
於芝加哥歐黑爾威斯汀大酒店於芝加哥歐黑爾威斯汀大酒店(The(The
Westin OWestin O’’Hare Hotel)Hare Hotel) 舉辦舉辦「「芝加哥－芝加哥－
臺北臺北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暨增班彩繪機暨增班」」發表發表
會會，，參與這場盛的貴賓包括參與這場盛的貴賓包括：：芝加哥航芝加哥航
空管理局空管理局Ms. Ginger EvansMs. Ginger Evans、、駐芝加哥駐芝加哥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芝芝
加哥官方行銷組織加哥官方行銷組織Choose ChicagoChoose Chicago 副副
總總Mr. Brian SaldMr. Brian Sald、、芝加哥旅遊業者芝加哥旅遊業者、、企企
業會員業會員、、貨運業者貨運業者、、新聞媒體新聞媒體，，約約 110110
位貴賓位貴賓，，場面盛大場面盛大。。

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
黃士銘於發表會上向所有貴賓表達了黃士銘於發表會上向所有貴賓表達了
深切的問候及謝忱深切的問候及謝忱，，感謝美中地區的感謝美中地區的
業者及客友們對長榮航空的支持業者及客友們對長榮航空的支持，，使使
長榮航空在去年長榮航空在去年((20162016))1111 月月 33 日開航日開航
以來以來，，一直深受大眾的歡迎一直深受大眾的歡迎，，他表示未他表示未
來長榮航空將繼續保持好的服務品質來長榮航空將繼續保持好的服務品質
，，為廣大的美中地區朋友服務為廣大的美中地區朋友服務。。
長榮航空公司芝加哥至台北航線自長榮航空公司芝加哥至台北航線自55
月月 3030 日開始由每週四班增為每天一日開始由每週四班增為每天一
班班，，並採用最新客機並採用最新客機 777777－－300300ERER 客客
機飛行機飛行，，增班之後增班之後，，從芝加哥至臺北從芝加哥至臺北，，
每星期一每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六，，將由將由HelHel--
lo Kittylo Kitty星空彩繪機來執行飛行星空彩繪機來執行飛行，，每天每天
班機起飛的時間是夜裡班機起飛的時間是夜裡1212::3030，，抵達到抵達到
臺北的時間是早上臺北的時間是早上44::3030，，因為是直飛因為是直飛
航班航班，，為廣大的美國中西部旅客們為廣大的美國中西部旅客們，，提提
供了方便又快捷的服務供了方便又快捷的服務，，更縮短了芝更縮短了芝
加哥至臺北加哥至臺北，，和到東南的的航程距離和到東南的的航程距離，，
自開班以來深受旅客的歡迎自開班以來深受旅客的歡迎。。

長榮航空飛抵芝加哥機場的長榮航空飛抵芝加哥機場的777777－－
300300ER Hello KittyER Hello Kitty 彩繪機名為星空彩繪機名為星空
機機，，由長榮航空與日本三麗鷗公司攜由長榮航空與日本三麗鷗公司攜
手合作設計手合作設計，，機身幻化成璀璨星空機身幻化成璀璨星空，，無無

論是機內點餐論是機內點餐、、餐巾紙餐巾紙、、頭頭
墊紙墊紙、、抱枕抱枕、、洗手乳洗手乳、、乳液乳液、、
衛生紙等等衛生紙等等，，100100多項服務多項服務
用品用品，，處處可見三麗鷗明星處處可見三麗鷗明星
們的蹤跡們的蹤跡，，讓旅客在漫漫的讓旅客在漫漫的
飛行途中飛行途中，，充滿不同的樂趣充滿不同的樂趣
。。

長 榮 航 空 波 音長 榮 航 空 波 音 777777 －－
300300ERER機型機型，，提共提共333333個座個座
位位，，其中包含其中包含3939個商務艙個商務艙，，
5656 個豪華經濟艙和個豪華經濟艙和 238238 個個
經濟艙經濟艙，，機上娛樂系統採用機上娛樂系統採用
Panasonic eXPanasonic eX33 及及 GCSGCS 全球全球
通訊服務系統通訊服務系統，，全艙等配置全艙等配置
高解析度及大尺寸螢幕高解析度及大尺寸螢幕，，讓讓
旅客在飛機上享受旅客在飛機上享受 HDHD 高高
品質影音娛樂的視覺享受品質影音娛樂的視覺享受，，
此外此外；；透過透過 GCSGCS 全球通訊全球通訊
服務系統服務系統，，旅客可以於機上旅客可以於機上
付費使用付費使用 Wi-FiWi-Fi 無線上網無線上網
服務及服務及 S M SS M S 手機簡訊漫手機簡訊漫
遊服務遊服務。。

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長榮航空美洲總分公司
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副課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副課
長吳硯琛長吳硯琛、、客運課業務代表客運課業務代表
劉柏鑫也在會上分別向大劉柏鑫也在會上分別向大
家介紹家介紹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彩繪機
的機艙配置及服務項目的機艙配置及服務項目，，他他
們表示長榮航空與日本三們表示長榮航空與日本三
麗鷗公司以不同主題打造麗鷗公司以不同主題打造
六甲六甲 Hello KittyHello Kitty 彩繪機飛彩繪機飛
航芝加哥之外航芝加哥之外，，也飛至新加也飛至新加
坡坡、、巴黎巴黎、、東京東京、、福岡福岡、、上海上海、、首爾等地首爾等地，，
所到之處皆相當受到旅客喜愛所到之處皆相當受到旅客喜愛，，六月六月
份將再推出一架友誼機份將再推出一架友誼機，，飛航大阪與飛航大阪與
沖繩沖繩，，每架飛機機身會有可愛每架飛機機身會有可愛 HelloHello
KittyKitty搭配蝴蝶結背景搭配蝴蝶結背景，，機內服務備品機內服務備品
中的頭墊紙與枕頭套則延續浪漫活潑中的頭墊紙與枕頭套則延續浪漫活潑
的主題的主題，，推陳出新推陳出新，，讓搭機成為旅客最讓搭機成為旅客最

期待的旅程期待的旅程。。
長榮航空自長榮航空自 20162016 年年 1111 月月 33 日開航日開航

芝加哥芝加哥--台北航線台北航線，，提供芝加哥及中提供芝加哥及中
西部地區往返亞洲兩地旅客更快捷便西部地區往返亞洲兩地旅客更快捷便
捷之轉機服務捷之轉機服務，，長榮航空提供由芝加長榮航空提供由芝加
哥哥、、紐約紐約、、休士頓休士頓、、洛杉磯洛杉磯、、舊金山舊金山、、西西
雅圖雅圖、、多倫多多倫多、、溫哥華等八大城市飛往溫哥華等八大城市飛往
臺北的飛航服務臺北的飛航服務，，至今年年底美中飛至今年年底美中飛

航班次將達八十八班航班次將達八十八班，，搭配由臺北飛搭配由臺北飛
往東南亞美洲往東南亞美洲 131131 班班，，以及港澳大陸以及港澳大陸
航線航線 113113 班的航班服務班的航班服務，，方便北美旅方便北美旅
客經臺北往新加坡客經臺北往新加坡、、曼谷曼谷、、香港香港、、澳門澳門、、
金邊金邊、、西貢西貢、、馬尼拉馬尼拉、、宿霧宿霧、、吉隆玻吉隆玻、、峇峇
裡島裡島、、河內河內、、雅加達雅加達、、北京北京、、上海上海、、廣州廣州
等地等地，，有關有關EVAEVA航班相關資訊可參考航班相關資訊可參考
長榮航空網頁長榮航空網頁

http: //www.evaair.comhttp: //www.evaair.com
發表會上長榮航空並送出各種發表會上長榮航空並送出各種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上面的配置使用物彩繪機上面的配置使用物
品給參加發表會的貴賓品給參加發表會的貴賓，，同時也抽出同時也抽出
一位最幸運兒獨得兩張芝加哥往返臺一位最幸運兒獨得兩張芝加哥往返臺
北的來回機票北的來回機票，，整個發表會在一片祝整個發表會在一片祝
福聲中圓滿結束福聲中圓滿結束。。

由左至右由左至右：：長榮航空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長榮航空芝加哥分公司客運課
業務代表陳政宏業務代表陳政宏、、發表會上主持人陳曉艷發表會上主持人陳曉艷
、、副課長吳硯琛副課長吳硯琛、、業務代表劉柏鑫業務代表劉柏鑫、、業務代業務代

表陳翰強等合影表陳翰強等合影

幸運兒獨得長榮航空兩張芝加哥幸運兒獨得長榮航空兩張芝加哥
至台北往返機票至台北往返機票,,由芝加哥分公司由芝加哥分公司

總主任鄭慶淇頒獎總主任鄭慶淇頒獎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艙內彩繪機艙內100100多項多項

印有印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圖案用品圖案用品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上的兒童套餐彩繪機上的兒童套餐 長榮航空飛往芝加哥長榮航空飛往芝加哥--台北的客機模型台北的客機模型
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艙內彩繪機艙內100100多項多項

印有印有Hello KittyHello Kitty圖案用品圖案用品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彩繪
機暨增班機暨增班」」發表會現場一景發表會現場一景

長榮航空公司慶祝長榮航空公司慶祝「「芝加哥－臺北芝加哥－臺北Hello KittyHello Kitty彩繪機暨增班彩繪機暨增班」」發表會參與發表會參與
貴賓合影貴賓合影,,右起右起::芝加哥分公司總主任鄭慶淇芝加哥分公司總主任鄭慶淇,,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黃美洲總分公司客運部經理黃
士銘士銘,,台北經文處副處長陳琼玉台北經文處副處長陳琼玉,,處長何震寰處長何震寰,Commissioner of the Chi,Commissioner of the Chi--
cago department of Aviation Ms. Ginger Evanscago department of Aviation Ms. Ginger Evans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CC55香港娛樂
星期日 2017年6月4日 Sunday, June 4, 2017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7年6月5日（星期一）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今次Jason與Leanne於倫敦挑選了
電玩店、公園、超級市場，甚至

在床上等場景拍攝Pre-wedding照，玩
味較濃，但同時亦凸顯了他們爽朗直率
的個性，貼近他們本人。Jason解釋
道：“除了工作上的拍攝工作，平時也
不太喜歡裝酷，所以Pre-wedding照片
也想營造自然一點的氣氛，現在照片的
表達方式，都是我倆很喜愛的。”雖然
如此，但 Jason表示二人都有到旅遊
區，例如倫敦眼（London Eye）、大
笨鐘等地標前留影，算是交足功課。

未婚妻全程憂心忡忡
整個Pre-wedding照拍攝共用了兩

天，其餘時間Jason與Leanne，以及一
班工作人員藉機在當地吃喝玩樂一番，
不過今趟行程，Leanne卻是全程憂心
忡忡，Leanne說：“我們今次行程遇

上很多困難，首先是出發前工作人員的
6張機票突然全被取消，但卻沒有通知
我們，結果花了很多時間處理，然後在
旅途中又發現回程的機票多了由香港往
新加坡的一段，如沒有取消這段行程，
行李就會直飛新加坡。幸好最終在倫敦
機場回港時能將前往新加坡的一程取消
了，算是有驚無險。”

距離結婚只有一個月，被問到婚前
心情如何，Leanne表示因為他們共同生
活多年，加上有很多朋友及Jason公司
的同事幫忙，感覺輕鬆也不覺緊張，她
笑言：“可能屆時才懂得緊張，現在順
其自然吧！”至於Jason，他坦言十分開
心與期待，他說：“現在要兼顧工作與
準備工夫，但忙得非常開心，同時我也
很期待婚後的生活，因為我們都希望生
小朋友，所以婚後我們會立即嘗試，希
望明年便有個寶寶跟大家見面啦！”

香港文匯報訊 組合Robynn &
Kendy（R&K）2日晚舉行音樂會，
還邀請了好友江海迦（AGA）和林
奕匡（Phil）等擔任嘉賓，齊齊以歌
會友。

R&K以一首《負攝石》氣勢開
場，之後還送上新歌《無敵》和
《Shout n' Cry》，其中《Shout n'
Cry》表演加入舞蹈員和敲擊元素，
眼見R&K敲擊力量十足，有板有
眼，明顯有下過功夫。

R&K一直都是以“連體嬰”姿
態演出，為了這次音樂會有些突
破，二人分別有一個 solo 部分，
Robynn 運用音樂器材 looper 和以
beatbox 形 式 演 繹 《Shape of
you》，之後她更對台下粉絲深情唱
出《Love song》，成功俘虜他們的
心。Kendy也大顯身手，自彈結他
唱出《失落沙洲》等歌曲。

嘉賓方面有AGA和Phil，首先
出場的AGA以自家創作《3AM》送

給觀眾，Yan Ting（周殷廷）更突
然現身台上Rap。之後，AGA與
R&K合唱《Bleeding Love》，三把
各有特性的聲音湊在一起，層次感
十足，贏得全場掌聲！另一位嘉賓
Phil，同樣與R&K老友鬼鬼，三人
演繹了他們共同創作和合唱的歌曲
《新一天》，緊接Phil獨唱《一雙
手》。最後，音樂會在全場一片歡
呼聲中安哥《Together》和《小說
伴咖啡》，畫上圓滿的句號。

中央社電 導演蔡康永與小S徐熙娣首度合作
電影《吃吃的愛》，全台累積票房已超過4,300萬
元新台幣 （下同），兩人這幾天在北中南巡迴感
謝會，小S也對票房感到滿意。

《吃吃的愛》端午連假開出3,500萬元票房，
全台累積票房已超過4,300萬，不過在內地票房僅
一周就被擠出排行榜。小S 3日說，在內地辦活
動，很多觀眾都跑來和她合照、握手，結果都沒有
買票，蔡康永則在一旁說：“他們是真的喜歡你
啊，但票房不能跟喜愛程度畫等號”。

小S 3日現身，拋開過去華麗氣勢，穿着簡單
乾淨服裝、就像片中的上官娣娣一樣返璞歸真，回
歸到最最純粹的“演員”身份。小S笑說，過去曾
經扮過“徐里長”，沒想到演出電影之後，真的可
以像“徐里長”一樣和每個觀眾近距離互動，聽到
大家對於電影的期待和對她的肯定，感到不可思議
以外，也讓她對於演員身份更加感恩謙卑。蔡康永
表示，“我跟小S很久沒有做這種全台巡迴的活
動，之前是出書的時候，通常這種活動會和觀眾握
手和拍照，我和小S真的想要親自感謝全台觀眾這
麼支持我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陳凱琳（Grace）3
日客串做模特兒為婚妙秀行
天橋，先後穿上四套婚紗的
她明艷照人，笑言在台上也
有幻想出嫁一刻，坦承與男
友鄭嘉穎在兩年內有結婚打
算。

台上走秀時，Grace先
後遇到音響出問題，她也差
點被裙襬絆倒，她笑稱3日
為走秀試身時，已不斷想象
將來自己選婚紗時會怎樣，
也幻想過舉行沙灘婚禮，賓
客都不用穿鞋一起玩沙。笑
問有沒有傳婚紗照給男友鄭
嘉穎欣賞？她稱對方在廣州

演出舞台劇未有機會看，但
知她要走秀已祝她成功。
Grace說：“當年選港姐後
有走過婚紗秀，但拍拖後就
第一次走，在台上有想過如
果他站在我面前會怎樣。”

取笑Grace有顆恨嫁的
心時，她說：“幸好有秀可
走行先過過癮，計劃都會是
這兩年內，因為男友想我有
多些經歷，因為結婚後又會
踏入另一階段。”

Grace又稱嚮往旅行結
婚，因化妝師朋友常推介她
在外地結婚夠溫馨，而且都
是最親密的親友在場，私隱
夠保障。

陳凱琳嚮往旅行結婚
計劃兩年內嫁鄭嘉穎

林奕匡 AGA撐R&K開秀

新片台灣票房佳
小S蔡康永謝觀眾

偕未婚妻倫敦拍“床照”

香港文匯報訊 陳柏宇（Jason）與未婚妻符曉薇

（Leanne）將於下月2日拉埋天窗，早前於倫敦拍攝的

Pre-wedding照片亦於3日，即婚禮前1個月公開，相中

可見Jason與Leanne充滿生活化的甜蜜時刻，有別於一

般公式化的浪漫。Jason坦言已十分期待婚後的生活，更

表明婚後會立即造人，希望明年便能生寶寶。

■小S和蔡康永對票房感到滿意。

■林奕匡與R&K老友鬼鬼。

■陳柏宇趁機在倫敦吃喝玩樂。

■陳凱琳在台上也有幻想出嫁一刻。 ■陳凱琳做婚紗秀模特兒。

■照片中不乏“床照”。

■■陳柏宇與未婚妻陳柏宇與未婚妻
早前於倫敦拍攝早前於倫敦拍攝
Pre-weddingPre-wedding。。 ■一對準新人甜蜜“放閃”。

美南版■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年6月5日（星期一）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姚玉峰，來自浙江大學醫學院附
屬邵逸夫醫院，眼科主任、博

士生導師。他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
一例由他獨創的角膜移植術，解決
了排斥反應這個世紀難題。姚玉峰
創造的技術，被國際眼科界命名為
“姚氏法角膜移植術”；美國眼科
科學院快訊稱之為“該領域治療方
法的一個突破”，被寫進美國醫學
教科書。登上了世界眼科角膜移植
巔峰的姚玉峰，20多年來，治療過
30萬病人，經他手術復明的病人有
近3萬人。

姚玉峰在日本大阪大學學習的
三年時間，不但證明了困惑世界眼
科醫學界16年的“理查德上皮移植
假說”（美國角膜病權威理查德
1976年成功進行了上皮移植手術，
但僅是假說，無法在臨床上得到推
廣），而且獨創製作了小鼠角膜上
皮移植模型，終於揭開角膜移植排
斥反應的精細機理。

“姚氏法技術”編入美教科書
憑藉着勤勞和智慧，姚玉峰設

計出術後不發生排斥反應的“姚氏

法角膜移植術”。1995 年 5 月 20
日，33歲的他成功地實施在病人身
上。由姚玉峰獨創的“姚氏法角膜移
植術”，不但大範圍應用在中國病人身
上，也被推廣到美國、日本、印度、歐
洲等地，被列入世界角膜移植進步史
中，還被編入美國眼科醫師教科書。
姚玉峰一手組建的浙江大學醫學院

附屬邵逸夫醫院眼科和眼科學教研室，
成為浙江省重點創新學科，衛生部專科
住院醫師培訓基地，中國首家三焦點晶
體植入矯治老視手術培訓基地。
姚玉峰還帶出了17名博士研究

生、28名碩士研究生。
看到每天都有慕名而來的天南海

北的患者，從不去其他醫院走穴掙錢
的姚玉峰，決定辦培訓班，他要把
“姚氏法角膜移植術”授之於人，惠
澤廣大患者。
“我的成績，其實是站在巨人的

肩膀取得的。”姚玉峰說，從2009年
開始，在醫學會和醫院的支持下，姚
玉峰開始了“姚氏法技術”的普及工
作，每年舉辦兩期，每期培訓 500
人。他毫無保留地把獨門秘訣授之於
人，還無償獻出專利。

中醫藥文化成為中國“名片”，越來越受到海
內外熱捧，來華學習中醫中藥的洋學生人數與日俱
增。上海中醫藥大學3日披露，目前，來自57個國
家的1,502名長期留學生正在該校學習中醫藥文
化。去年，更有近百個中、英、法、日、韓語不同
語種來華學習的短期團造訪該校。

如今，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及其多個附屬醫院、國

際留學生教學基地，常看到隨中國醫生學習中醫藥的
洋面孔。最近就有不少洋學生正在上海中醫藥大學國
際留學生教學基地（培育）——浦南醫院中醫科求學。

洋博士曾受益針灸療效
巴西中醫學院院長海金斯博士就是一位“資深

學員”。曾被嚴重胃痙攣困擾的海金斯是針灸療效
的受益者，他毅然終止即將畢業的法律專業學習，
心向中醫，海金斯還創建了巴西最大的中醫學院。
來自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維塔如今每天

和老中醫們一起出診抄方、觀摩，十分認真。她
說，今年七月將再度參加中醫規範化培訓。

上海中醫藥大學自1966年開始陸續接受外國
醫師來華學習，40多年來，為全球100多個國家和
地區培養了近萬名中醫師、針灸師和理療師。“十
二五”以來，上海中醫藥大學招收的各類留學生人
數規模逐年擴大，至去年底，學校本科留學生佔全
校本科生逾兩成。 ■中新社

由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主辦的“愛心黃
手環 溫暖回家路”活動在湖南省衡陽市舉
行。參與登記的近200名70歲以上老人或未
滿70歲、但確診患有阿爾茨海默症的患者免
費獲得了一隻含有微信二維碼的黃手環。途
人通過掃描二維碼，即可獲取二維碼中存儲
的老人相關信息，從而及時幫助他們找到家

人。圖為兩名老人3日在展示黃手
環。 ■文/圖：新華社

西藏拉薩近期發現了早期摩
崖石刻群，據考證推斷為公元11
至13世紀的摩崖造像。西藏自治
區古籍保護中心專家日前赴拉薩
市城關區蔡公堂鄉山谷地帶進行
實地考察時，對該石刻群共計12
組佛教造像石刻和多處題記進行
了拓片。考察初步分析認為，從

佛教造像石刻和多處題記中“三
世佛”、“大日如來”、“七政
法”等造像的內容特點和雕刻技
法，大致推斷為公元11至13世
紀的摩崖造像。
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主

任尼夏說：“從文獻學角度分
析，原文古藏文題記字體和術語

與2015年在西藏昌都市芒康縣
發現的吐蕃摩崖造像彌勒榜題寫
法驚人相似，特別是釋迦牟尼榜
題藏文同組字母交替寫法與公元
9至10世紀敦煌古藏文文獻寫法
及用字如出一轍，說明石刻群年
代久遠。尼夏說，目前學界沒有
發現該造像群的歷史資料記載，
詳細內容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新華社

浙醫創角膜移植術浙醫創角膜移植術
三萬患者三萬患者重見光明重見光明

角膜病是眼科致盲的常見病角膜病是眼科致盲的常見病，，全球角膜病人全球角膜病人44,,000000萬左右萬左右，，角膜病盲人角膜病盲人11,,000000萬左右萬左右。。為攻克為攻克

角膜病角膜病，，從從19061906年開始年開始，，全世界眼科醫學界前赴後繼全世界眼科醫學界前赴後繼。。整整一個世紀整整一個世紀，，在為之作出貢獻的燦爛星在為之作出貢獻的燦爛星

河裡河裡，，閃爍的名字都來自德國閃爍的名字都來自德國、、美國美國、、日本……直到日本……直到20102010年年，，在記錄重大技術突破的角膜移植歷在記錄重大技術突破的角膜移植歷

史上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 ■■《《人民日報人民日報》》

中醫藥受追捧 洋生求學沓來

西藏發現早期摩崖石刻群

■■姚玉峰姚玉峰2020多年來多年來，，治療過治療過3030萬名病人萬名病人，，經他經他
手術復明的病人有近手術復明的病人有近33萬人萬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 者 手 環

■■姚玉峰揭開角膜姚玉峰揭開角膜
移植排斥反應的機移植排斥反應的機
理理，，創出創出““姚氏法姚氏法
角膜移植術角膜移植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來華學習中醫藥的洋學來華學習中醫藥的洋學
生與日俱增生與日俱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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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玲拍哭戲有秘密武器
哭到崩潰嚇傻蔡康永

蔡康永近日執導首部導演作

品《吃吃的愛》，林誌玲友情力

挺加入演出。他表示，林誌玲在

壹場情感崩潰的戲拍攝前看了壹

支影片，結果拍攝期間情緒完全

崩潰，當場嚇壞他，結果她還不

罷休，跟蔡康永說還可以哭更厲

害，“快把我壓到最後壹滴血幹

掉才行！”有場情感崩潰的戲，

至今讓他印象深刻，“她當時出

動很多武器，也不知道她拿出什

麽武器來，只知道準備了壹些影

片拿來現場播放。結果她真的情

緒完全崩潰，我就被嚇到了，就

覺得她真的演得好棒喔！”而林

誌玲看完落淚的影片，並不是跟

言承旭之類的愛情回憶，而是誌

玲姐姐基金會拍攝受難兒童的影

片。

後來林誌玲下戲後走到角落恢復

情緒，蔡康永走過去希望安撫情

緒，豈料林誌玲第壹句話竟是告

訴他：“如果覺得不夠可以跟我

講，我還可以更厲害，妳不要因

為是朋友不敢要求，妳當導演千

萬不要客氣，快把我壓到最後壹

滴血幹掉才行！”

林
誌
穎
送
雙
胞
胎
兒
子
外
號
﹁嗶
哥
﹂
原
因
竟
是
這
樣

5月 31日

玩，林誌穎發

微博稱要送雙

胞胎兒子 Jen-

son 外號“嗶

哥”，原因竟

是 他 “ 最 愛

BiBi( 遙控器)

，每次拿到都

會笑得好開心

好開心，壹直

說嗶嗶~嗶嗶~

嗶嗶~”。網

友紛紛誇贊小

兒子好可愛，

還求林誌穎放

出 Jenson的視

頻。

周傑倫夫婦會友
昆淩6月身孕背靠老公小鳥依人

5月31日，周傑倫粉絲會曬出周傑倫夫婦合影劉耕

宏夫婦的照片，畫面裏懷胎六月的昆淩仍舊是小v臉清

瘦，她背靠著老公傑倫，小鳥依人露出甜笑。

隨後，不少網友紛紛評論：“大嫂好美！我倫好

帥”、“我倫怎麽越來越帥”。

林心如新戲與周迅“換”男人

聞未領證傳言稱無聊
林心如產後復出主演、制作新戲《我的男

孩》31日在臺北舉辦開鏡記者會，她在劇中情

牽張軒睿、李李仁、高聖遠三男，其中高聖遠

的老婆周迅才剛跟林心如老公霍建華拍完《如

懿傳》，林心如與高聖遠在新劇中飾演前任男

女朋友。先前，林心如與霍建華遭爆料婚後未

領證，兩人工作室已發聲明駁斥，林心如再被

問到此事，她淡定表示：“好無聊，我們已經

發過聲明了，不回應。”

林心如認為高聖遠身上有壞男人的吸引力

，很適合該角色，張軒睿則有可愛的青澀感，

而李李仁在劇中經過相親認識林心如，他飾演

壹名國標舞舞者，將在劇中大秀舞技，他笑說

：“我比較擔心緊身衣的款式。”李李仁早上

整理行李時拉傷左小腿，隔天要拍下水戲碼，

笑說：“沒關系，真的不行就用替身。”

由桂綸鎂、王景春、歐陽娜娜、王元也主演，陳坤特

別出演的奇幻輕喜劇電影《美好的意外》於今日全國正式

公映，同時還曝光壹款新款海報。海報中，陳坤桂綸鎂這

對養眼CP的特寫占據海報大面積背景，海報中央虛掩的

門框裏，壹家四口探頭探腦的模樣詼諧之余溫馨有愛的氛

圍呼之欲出。

《美好的意外》用奇幻喜劇的方式，講述了原本驕傲

我行我素的律師李雨燃（桂綸鎂飾）壹夜奇遇置身陌生的

四口之家扮演家庭主婦的故事。變身柴米油鹽的素人後，

桂綸鎂與丈夫陳坤以及壹雙兒女歐陽娜娜和王元也開啟了

輕松而又溫馨的日常生活模式。桂綸鎂在電影中高冷與逗

逼應用自如的演技畫風讓不少網友自動路轉粉，紛紛留言

感嘆：“女神也能玩幽默，這無疑是最美好的意外。”

片方最新曝光的海報中，桂綸鎂壹家四口以及人生中

轉站站長（王景春飾）從半敞開的門裏探出頭，每個人都

展現了不同的表情。桂綸鎂飾演的媽媽和歐陽娜娜飾演的

女兒星星陽光般笑容盡顯溫柔可愛，反倒壹旁陳坤飾演的

丈夫和王元也飾演的兒子天天面部表情則表現得錯愕不已

，壹家四口詼諧逗趣的“表情包”畫面搞笑又溫馨。而王

景春飾演的人生中轉站站長在海報中做出壹字手勢，具有

象征性意味地暗示了李雨燃壹夜奇遇，在四口之家中收獲

久違家庭溫暖。

《美好的意外》中導演通過講述壹個奇幻故事的方式

，將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不會碰到的事情，去演繹每個家庭

都會遇到的問題。《美好的意外》的女主李雨燃因為壹場

意外發生車禍，穿越至四口之家，壹夜之間從職場女強人

變身家庭主婦，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落差人生，李雨燃被

家庭生活捂熱，逐漸領悟生活的真諦。

從金裝女律師與不修邊幅的大媽，何蔚庭導演覺得桂

綸鎂“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演這樣的角色”。為了詮釋好這

兩個不盡相同的角色形象，桂綸鎂特意增肥扮醜，增加已

婚婦女手臂的“蝴蝶袖”，更是在片場和導演鉆研起各種

情節的鏡頭與場景布置細節。桂綸鎂用愈發純熟的演技完

美詮釋出壹個反映矛盾現實話題的新新女性，被網友稱贊

為“為戲拼了”的女神。

《美好的意外》對於導演何蔚庭來說，拍電影就跟變

魔術壹樣，希望觀眾可以從影片中體會壹場全然不同的奇

幻旅程。談及拍攝這部影片遇到的挑戰，何導表示：“把

桂綸鎂，陳坤，歐陽娜娜和威廉，四個人放在壹起拍的那

幾天，我覺得難得四個人可以聚在壹起，同時拍四個演戲

不壹樣的人，要設法讓他們達到壹定的位置，其實對我來

說還蠻有挑戰性的。”陳坤、桂綸鎂、歐陽娜娜、威廉新

鮮搭配組合的四口之家，擦出不壹樣的火花。

據悉，《美好的意外》正在全國公映。

丁文琪準備美食犒勞老公林宥嘉

旁邊情侶杯亮了

據臺灣媒體報道，丁文琪年初與林

宥嘉完成結婚登記，正式升格為人妻，

賢惠的她在家總是親自下廚，好好慰勞

辛苦工作的老公林宥嘉。5月31日晚間

，丁文琪曬出完美的四菜壹湯照片，並

開心的稱老公林宥嘉把所有的事物都吃

光了，但眼尖的網友註意到兩人杯子上

的英文字母，便詢問丁文琪為何給林宥

嘉挑選壹個印有“S”字樣的杯子，結果

答案超爆笑。

丁文琪在社交網站透露，好不容易

跟壹禮拜至少有四天不在家的林宥嘉同

時休假，當然要大展身手，好好犒勞老

公，於是丁文琪特地準備了十穀飯、幹

煎鱸魚、培根蘆筍卷、三杯透抽、滑蛋

蝦仁、蛤蜊味增湯，壹桌好菜擺上桌後

，不只是賣相好看，還獲得老公林宥嘉

的贊賞，兩人把菜全部吃光，丁文琪幸

福的感嘆道“零剩菜就是煮婦的最高境

界！”

而讓網友好奇的是，丁文琪還為自

己和老公盛了壹杯豆漿，本以為英文名

字是Kiki，才用“K”字母的馬克杯，但

林宥嘉（Yoga）卻用的“S”字母的馬克

杯。對此，丁文琪又特地拍了壹張杯子

近 拍 照 ， 解 釋 自 己 杯 子 的 “K” 是

“Kawaii”（意即可愛），老公的“S”

則代表“Soso”（意即普通、還好），

逗趣巧思不難看出夫妻倆日常生活的小

情趣。

《《美好的意外美好的意外》》公映曝新款海報公映曝新款海報
桂綸鎂秒變桂綸鎂秒變““表情包表情包””

挑戰演繹多面人生挑戰演繹多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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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發解禁版預告
絕版禁書改編 講述東北女黑幫生猛青春故事

由樂視影業出品的禁書改編電影《那

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暫定今年暑期上映

，今日發布解禁版預告片。影片由青年導

演韓天執導，由蔔冠今，劉暢，李夢，黃

覺，曲哲明等人出演。

《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改編自同

名小說，因為原著情節涉及東北黑幫等社

會問題，該小說曾壹度是壹本絕版禁書，

而就是這樣壹本書，曾觸動千萬人的神經

，粉絲們更是評價它為壹本“無關我，卻

讓我無比揪心”的青春小說。而經過改編

的電影，在忠於原著風格的基礎上，最大

化展現了青春的真實模樣，講述了另類

“東北女黑幫”的生猛青春故事。

首支概念版預告片，以東北重工業的

背景，末日崩塌感的基調，極具時代感的

音樂，迅速將觀眾帶入那個混噸的青春時

代。光影交錯間，展現了壹段野蠻生長的

年輕歲月，以及暗潮湧動的荷爾蒙氣息。

如果說在此之前的青春片給影迷的感覺是

“只有好看的學生才有這樣的青春”，那

麽電影《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則是力

圖打造“感同身受”的故事，講述“青春

的呼嘯而過和血脈噴張”。

《封神》三部曲定檔2020年至2022年
《指環王》制片人&《霸王別姬》編劇加盟

烏爾善籌備多年的《封神》三部曲終於初見端倪。5月31日

，電影《封神》在京舉行發布會，主創陣容首度集體亮相，宣布

這部東方奇幻史詩正式啟動，三部《封神》電影計劃於2020年

至2022年間上映。

項目總耗時8年 《封神》三部曲2020年開始上映
《封神演義》是中國文學史上唯壹發端於真實事件，又在兩

千多年的時間裏經由歷代敘事者不斷加以虛構，最終成就為神話

史詩的經典作品，其中的全部素材皆來自於中國本土歷史和文化

，號稱“國民第壹神話”。導演烏爾善表示，自少年時代起，

《封神演義》的故事就令他深深著迷。2001年，他首次有了將

其拍攝成電影的想法，經過思考和醞釀，直到2012年才對外透

露這壹創作計劃。此後又經過多年的商議和策劃，才最終確定下

改編思路和創作方向。

《封神》三部曲於2014年6月啟動開發，2016年9月起進入

籌備階段，2017年2月起面向全球海選男女主演。影片計劃於

2018年至2019年拍攝，暫定於2020年至2022年期間陸續公映。

“《封神》三部曲是中國電影在類型化敘事的壹次拓荒。”

烏爾善表示，他將用這樣壹個宏大的作品來填補華語電影在神話

史詩方面的空白，同時努力探索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現代化和電

影化敘事路徑。“中國有著非常燦爛的文明和精彩的故事，我們

需要用優質的中國電影來推廣我們的文化。”烏爾善說，這將是

他和所有主創努力的方向。

幕後團隊曝光 《指環王》制片人、《畫皮2》編劇合作
在公布電影項目最新進展後，《封神》系列幕後主創也隨之

曝光。其中，以制作顧問身份加盟的巴裏· M· 奧斯本是主創團隊

中最值得關註的壹位。現年73歲的奧斯本是好萊塢最成功的制

片人之壹，曾與著名導演彼得· 傑克遜合作，是影史經典之作

《指環王》三部曲的制片人之壹。

中方制作團隊由監制江誌強和制片人杜揚領銜。江誌強表示

，對於華語電影人來說，《封神》三部曲是壹個巨大的挑戰。

“歷史上很多偉大的電影都是從不可能的挑戰中誕生的，作為電

影人，我們有勇氣面對這個挑戰。”烏爾善透露，將《封神》拍

成三部曲的想法最初也是江誌強提出的。

編劇團隊方面，曾《畫皮2》的編劇冉平、冉甲男，將執筆

創作《封神》三部曲。與此同時，《霸王別姬》編劇蘆葦，曾與

李安導演有過多次合作的編劇、制片人詹姆士· 沙姆斯，將聯手

出任劇本顧問，從東西方各自的文化視角為這壹古老神話提供改

編支持。

在蘆葦看來，這個項目最吸引他的是故事主題：“目前中國

的影視作品存在兩個問題，壹個是平庸化，壹個是庸俗化。我們

希望拍出這樣壹部電影，讓在現實中最缺乏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

義得以呈現。”

《封神》三部曲的視覺團隊由美術指導葉錦添、視效總監道

格拉斯· 漢斯· 史密斯、攝影指導王昱領隊。葉錦添與烏爾善是首

度攜手合作，葉錦添表示，世界各地的許多優秀藝術家交流都在

追求虛實之間的美學關系，中國文化對此提供了太多的養分，但

中國電影在這方面的發揮卻並不理想。他認為烏爾善邀請他參與

此次創作，打開了“虛實之間的想象之門”。

5月26日，由華策影視出品，張娜擔

任制片人，安建執導，張挺任編劇，黃

軒、楊穎領銜主演，王耀慶特別出演，

根據付遙同名小說改編的國內首部互聯

網創業題材電視劇《創業時代》在京舉

行開機儀式。

該劇講述了壹群平凡卻優秀的年輕

人為了追尋夢想踏入IT江湖跌宕起伏的

創業故事。

在開機現場，該劇主演黃軒和Baby

齊亮相參與拜神儀式，Baby產後迅速瘦

身全面開工，身材玲瓏有致和往昔並無

差別。

《創業時代》近日在京舉行開機儀

式，總制片人張娜，導演安建，黃軒、

楊穎等主創集體亮相，充滿夢想與激情

的創業之旅正式踏上征程。劇中黃軒變

身互聯網民工郭鑫年，從萬千創業者中

脫穎而出和互聯網大佬比肩博弈，在壹

波三折的創業路上被頻繁打壓卻越挫越

勇，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精神世界推

動他勇敢前行。

黃軒表示：“《創業時代》這個故

事非常勵誌，劇中幾位青年創業者抱以

充沛的熱情追逐自己的理想，這種韌勁

和堅持打動了我。”雖然郭鑫年在事業

上有著天生的領導力和卓越的眼光，現

實生活卻雜亂混噸可謂壹團糟，極具反

差的兩種生活狀態令他頗有幾分天才傻

瓜的感覺。黃軒稱：“我覺這是他這個

人物很可愛的壹面，他處在極度聰明和

極度不知所措之間，這也是我認為演起

來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在《創業時代》中飾演投資集團分

析師那藍的楊穎坦言，飾演這種專業性

強的職業角色會讓自己有點壓力，為此

在正式開拍她特別拜訪了壹些專業人士

，不僅從知識層面系統學習，還在和職

業女性的交流中觀察她們的氣質和言談

舉止，以求完美展現角色。

那藍作為都市白領女性的代表，事

業有成、獨立自主，壹直是郭鑫年奔赴

在創業大軍第壹線四處奔波尋求機會時

的指路明燈。同時，王耀慶也正式加盟

該劇，顛覆以往形象變身萬千創客中的

壹員，劍走偏鋒踏上瘋狂逐夢路。

《創業時代》聚焦現實主義獨運匠

心的從新穎視角出發，在眾創背景下，

通過對個人追求夢想過程的生動、深度

刻畫拉近和觀眾的距離，傳達“實現中

國夢”這壹主流價值觀。

馬
思
純
《
將
軍
在
上
》
曝
角
色
海
報

﹁昭
玉C

P

﹂
遇
大
敵

反
派
伊
諾
王
子
首
曝
光

由金屹菲擔任制片人，侶皓吉吉擔任藝術總監的大型古

裝傳奇新正劇《將軍在上》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後期制作中

。今日片方發布“凝· 思”版五大角色海報，除了之前跟觀眾

見面的馬思純、盛壹倫、丁川、王楚然外，再度曝光由張峻

鳴飾演的西夏王子伊諾這壹全新角色。

《將軍在上》匯聚了侶皓吉吉、奧斯卡得主和田惠美、

金馬最佳武術指導伍剛等電影級主創陣容，金馬影後馬思純

和人氣演員盛壹倫組成“昭玉CP”更受到觀眾期待。此次曝

光“凝· 思”版角色海報中，各個角色或因心系國家大義、或因陷入情感糾葛

而神色凝重。其中，西夏王子伊諾壹副勢在必得之勢，“昭玉CP”該如何應

對呢？由張峻鳴飾演的反派伊諾是西夏王朝最具野心和雄心的人物，但在先

後兩次交戰中，都是葉昭的手下敗將。在橘花散裏原著小說《將軍在上我在

下》中，西夏王子伊諾內心對葉昭既有英雄仰慕之情，也有男女征服之欲。

作為興格傳媒打造的首部史詩大劇，《將軍在上》以宋朝的風雲變幻為

背景，講述了壹個武藝超群的冷面女將軍與傾國傾城的廢柴俏王爺的錯位傳

奇愛情故事。該劇預計於2017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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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建築與創新，如同兩大巨輪不斷向
前滾動，日新又新的房屋一而再呈現於大眾眼前，讓人讚嘆，如
果看過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Stately Homes)所建造的房子，
都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箇中原由即是這個公司以真誠的態度行
事，結合專業菁英團隊，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開創於2006年，公司成立之後，
在新興的Houston Heights, Rice Military, 和 Montrose區建造了許
多定制住宅，同時也總體規劃建造了 Wood Creek Reserve 和
Weston Lakes社區，在休斯頓地區有著極為豐富的建設管理、與
開發經驗，為休斯頓地區多家知名房地產開發公司提供房屋建造
、管理、和項目開發的服務，在業界建立非常好的口碑，這些年
來，始終是休斯頓地區各房地產開發公司的首選建商之一。

無論是房屋定制、還是舊房翻新，又或大型社區建
設開發，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都可以提供品質優、
價格合理的服務。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曾以優異的
客 戶 服 務 度 ， 贏 得 2016 年 “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獎 ，獲得最高客戶滿意度評選。也藉由5星的
評級，擠身為獲獎的菁英團體，吸引更多房地產商的青
睞與合作。

在建造家庭住宅方面，由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
所興建的房屋，可以看出非常講究精緻的細節，為客戶
提供的，都是最新的建築用品、建築方法，呈現諸多的
特色，一眼望去，便可感受經典的風格，伴隨著優雅，
還帶著些許溫暖的感覺，而這些都是組成一個家庭所需
的重要元素。

在商業建築方面，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建造各
種商業的建築，包括休閒俱樂部、小型辦公空間、小型
零售中心、退休生活設施、或輕型商業工作空間，其商
業建築團隊將會依照與客戶擬定的計劃，按時並按預算
執行每個步驟。
無論是獨立屋的建造，或是大面積的土地項目，史迪利
都歡迎攜手合作。若是有人正在籌劃著要建造一個自己

規劃的家，或者想要建立一塊小區，史迪利皆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制定土地計劃、預算、和工作流程，從整地開始，處理所有的
雜物和清理工作、道路開發、下水道、水管、排水、街道鋪路、
和其他需要的方方面面。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推出新的地產項目定制開發服務，
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定制專屬於您的地產項目，同時還可以幫
客戶做全方位的一條龍服務，從項目選址、設計、到政府部門建
設許可審批、和建築建設貸款審批，讓客戶在不用提供大量資金
的情況下，也可以輕鬆擁有和管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

如果有人在到處買房投資收租、在為找不到租客和高昂的物
業管理費而發愁、或是想轉手物業又不願意折價過高，史迪利建

築開發管理公
司將為您解決
這些問題，其
定制項目就可
以保證客戶有
穩定真實的租
金收入，又可
以保證客戶在
轉手出售物業
時，還會獲得
可觀的投資回
報。

史迪利建
築開發管理公
司表示，我們
公司專業從事
房地產開發和
建設，安全、
穩健、效率高
是我們地產項
目定制開發的
服務宗旨，無
論是房屋定制還是舊房翻新，又或是大型社區建設的開發，我們
都可以做到最好，我們為與休斯頓精英房地產專家在設計、行銷
、和融資建立合作關係而感到自豪。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為客戶提供專業、高價值、和優
質服務為基礎，從選出理想的地段、確保融資、設計您的家、到
高品質的建設，完整的為客戶服務。想進一步了解詳情的讀者，
可電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中文：Steven 832-690-8281
。英文：Ted 281-224-1626。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 真誠結合專業
從事房地產開發與建設 為客戶做全方位一條龍服務

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優異的客服贏得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以優異的客服贏得20162016
年年““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Pulse of the City News Award””獎獎

想多了解詳情的讀者可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想多了解詳情的讀者可洽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中文中文Steven (Steven (右右))，，
英文英文TedTed。。

看過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看過史迪利建築開發管理公司(Stately Homes)(Stately Homes)所建造的房子所建造的房子，，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會讓人打從心裡欣賞，，以真誠結合專業以真誠結合專業，，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為客戶打造高品質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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