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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協調委員會在京二次會議

中超再迎世界級名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
京報道）國際奧委會北京 2022 年冬
奧會協調委員會 13 日在京召開第二
次會議。在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
北京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北京市
副市長張建東表示，北京冬奧會籌
辦步伐將全面提速，所有新建場館
今年全部開工，並預計於 2019 年完
工。他同時透露，2017 年底開始，
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將從基礎規劃
階段向專項計劃階段轉變，將繼續
加強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
的溝通合作，認真踐行《奧林匹克
2020 議程》，按照籌辦工作總體規
劃，有步驟、有計劃地完成好各項

具體任務。
國際奧委會北京 2022 年冬奧會
協調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茹科夫在
致辭中指出，本次協調委員會考察
了包括國家速滑館在內的 4 個場
館，了解到北京冬奧會的各項籌辦
工作已經取得了良好開端，相信在
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今後的工作一定
會順利推進。
對於北京冬奧會的籌備工作，
張建東表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以來，組委會成立了新部門，面向全
球開展人員招聘；編制基礎階段規
劃，初步梳理了 3,081 項里程碑任
務；加快推動場館規劃建設，確定了

國家速滑館建築概念方案，雪上項目
新建場館正在規劃設計，基礎設施建
設加快推進；啟動市場開發計劃，制
定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願景。

談及北京冬奧會會徽徵集的相
關情況，北京冬奧組委相關負責人
透露，截至去年 11 月 30 日，冬奧組
委共收到會徽投稿作品4,50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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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精英盡出
參戰香港壁球錦標賽

■北京冬奧會協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新聞發佈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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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香港壁球錦標賽將於本月 19 至 24 日假香
港壁球中心舉行，港隊精英盡出，其中男女子首席
球手兼頭號種子李浩賢及歐詠芝將衝擊男、女子組
冠軍，而男子組衛冕的葉梓豐與陳浩鈴則分別以男
女子組的二號種子身份出賽。
此外，其他港隊成員包括廖梓苓、湯芷穎、歐
鎮銘及黃祉謙等亦會於賽事中亮相，男女子組均設
有首八名排名賽，現時港隊正積極備戰，期望在賽
事中爭取佳績。
香港壁球錦標賽男子組的首三圈及女子組的首兩
圈賽事將於下星期一至三晚上7時舉行，8強及4強賽
事則於下星期四及五晚上6時開始，而決賽將於下星
期六中午1時30分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界級名帥，那就

保方明年 99.9%退役

是江蘇蘇寧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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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蘇蘇寧足球
俱樂部於 11
日晚在官方微博宣
佈，卡比路正式出任江
蘇蘇寧易購隊主帥。隨
後，卡比路連夜飛往香
港，辦理工作簽證。據鳳凰
體育報道，官宣之前，卡比路
參觀了蘇寧總部，也與球員見
面，並觀看了當天下午的訓練。
不少球迷也聞風趕到蘇寧訓練基
地。“真的和想像中不一樣，他根
本不像 70 多歲的人，感覺很精
神，非常棒。”一名球迷
說：“希望他的到來能

森保達與布洛治任助教
卡比路領銜的外教團隊堪稱豪華，
由森保達和布洛治擔任助教。至
於卡比路本人，更是大名鼎鼎。
球員時代効力過意甲羅馬、祖雲
達斯、AC 米蘭等豪門俱樂
部。執教生涯中，曾在上
世紀 90 年代率 AC 米蘭

隊創造 58 場不敗的神話，5 度奪得意甲
冠軍和 1 次歐冠冠軍，成績斐然；此後
他又相繼執教英格蘭及俄羅斯國家隊。
儘管卡比路已有兩年沒帶隊，但以他的
履歷和威望，來中超執教自然被寄予厚
望。
本月 18 日是卡比路的 71 歲生日，
而當晚江蘇蘇寧將在主場迎戰長春亞
泰，屆時卡比路期待在中超首秀以一場
勝利慶生。
另外，中甲球隊北京人和也宣佈與
西班牙教練路爾斯加西亞完成簽約，以
主教練的身份全權負責北京人和足球俱
樂部一線隊的訓練比賽工作。12 日，
履新的加西亞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將
會盡全力幫助北京人和實現賽季目標。
他說：“我現在的目標就是盡快融入這
支隊伍。長遠就是帶隊取得成功，希望
我們在賽季結束的時候也可以像我們在
通道裡看到的照片一樣，舉起一個冠軍
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祖雲尼奧告別中超 重返巴甲
中超球隊天津權健去年
以高達3,000萬歐元簽下巴西
妖星祖雲尼奧，而他的表現
也沒有讓球隊和球迷失望。
在上賽季中甲聯賽共射入 9
球，幫助權健成功晉
級中超。不過，現在
祖雲尼奧已告別球隊
重返巴甲。據傳媒報
道，他被租借至法林
明高，為期一年半，
權健將支付祖雲尼奧
一半的薪水，約為
135萬歐元。
或許是受不了與

隊友道別，祖雲尼奧沒有接
受球隊為他安排的告別會，
而是選擇提前一天在訓練場
邊與主帥簡拿華路告別，然
後便踏上返鄉的旅程。
不過，對於祖雲尼奧的
離別，權健的隊友也送上祝
福。隊長張鷺說：“如果說
真是需要通過一種租借的方
式讓我們短暫分別的話，那
也是為了更好的相遇。祝福
他，有新平台來展現自己，
再回到家之時，我們還會像
兄弟一樣去相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法新社

効力意甲祖雲達斯和意大利國家足球隊的門將
保方 13 日重申，他 99.9%確信將於下季之後結束自
己的職業生涯，除非他能隨隊奪得歐聯冠軍。今年
已 39 歲的保方在接受天空電視台採訪時說：“是
的，對於退役的安排我有 99.9%的確信。我會再踢
最後一個高強度的、排滿日程的賽季，然後就是結
束一切的時候了。”保方曾在 2006 年隨意大利奪
得世界盃冠軍。他曾經表示，下季將是他的最後一
個賽季。如果意大利闖入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的
話，他會踢到世盃結束之後。

意甲下賽季無歇冬
另外，意甲賽會 13 日公佈來季時間表，為遷
就明年 6 月中開始的俄羅斯世界盃，開季及煞科都
較今季提早，新一季將於 2017 年 8 月 20 日開鑼，
2018年5月20日煞科。另外意甲一般有兩星期歇冬
期，讓球員可歡度聖誕，新一季則沒有歇冬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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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能否幫助祖記完成意甲七連冠？
帶領蘇寧有更高的突破。”
在觀看完球隊的日常訓練後，卡比
路於 11 日晚當晚飛往香港辦理工作簽
證。對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給予
了極大的支持，令卡比路順利拿到簽
證，於12日晚趕回南京。
上賽季，蘇寧在韓國名帥崔龍洙的
帶領下表現搶眼，連奪中超和足協盃亞
軍。但今季，蘇寧的表現強差人意，目
前在中超積分榜位居倒數第 2；而在亞
冠賽場上，也被上海上港隊淘汰，無緣
8強，令崔龍洙無奈下課。

甲一男籃復賽 永倫挫南青
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因早前港隊出征
“東亞籃球錦標賽”休賽兩周後，13日假修頓室內
場館戰火重燃。首場永倫以 103：69 輕取南青；尾
場，旭暉則以65：55挫遊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9er世錦賽年底香港舉行
“29er 世界錦標賽”揭幕禮將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在香港遊艇會中途島會所對出海域舉行，正
式比賽則在 2018 年 1 月 2 日展開。香港的 1 月份是
個不算太冷帶有和緩風勢的季節，天氣十分宜人。
近年來，香港逐步成為世界帆船賽的首要選址，主
辦了多項享負盛名的國際帆船賽，包括勞力士中國
海帆船賽、Etchells 帆船世界錦標賽、Flying 15 帆
船世界錦標賽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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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裏洋場拾年花》
許榕真身披“嫁衣”引猜想

由伍 仕 賢 執 導 的 奇 幻 喜 劇 《 反 轉 人 生 》 即
將 於 6 月 30 號 全 國 上 映 ， 今 日 片 方 再 度 發 布 福
利 ——“ 我 叫 馬 奮 鬥 ” 版 特 輯 ， 男 主 角 夏 雨 戲
裏受“虐”戲外大秀魔術，更多精彩戲份和場
景也露出了冰山壹角。此外，特輯也揭秘了閆
妮、潘斌龍以及宋茜等眾多主創大咖的片場日
常，全新陣容、全新題材的伍氏喜劇令人大呼
期待。
在本支最新特輯中，夏雨等人的片場日常
也被逐壹曝光。作為金馬獎、金雞獎以及威
尼斯國際電影節三料影帝，從“馬小軍”
“陳文”等經典角 色 中 壹 路 走 來 ， 夏 雨 的 演
技 實 力 已 毋 庸 贅 言 ， 此番出演《反轉人生》，
從導演伍仕賢到女主角閆妮，再到友情加盟
的寧靜等實力大咖，這些曾經與夏雨有過合
作的老搭檔對其敬業精神贊賞 有 加 ， 嚴 謹 、
細 膩 、 敏 感 的 創 作 態 度 更 勝 從 前 。而在特輯
當中，夏雨也親自解讀了此次由他飾演的馬
奮鬥壹角，期待這個平凡小人物能夠為廣大
觀眾帶來大共鳴。
在這支特輯中，夏雨也大方秀出了自己的各
種“神技能”，不但快板打得有模有樣，玩起近
景魔術更是信手拈來，專業級水準獲宋茜等人盛
贊，壹秒變迷妹。作為壹個“被演戲耽誤的專業
魔術師”，夏雨此番聯手閆妮，講述了壹個充滿
魔力和奇幻色彩的喜劇故事，加上實力喜劇人潘
斌龍和人氣偶像宋茜的鼎力助陣，笑匠天團笑果著實令人期待
。
當年憑借壹部《北風那個吹》，閆妮和夏雨共同塑造了經典的
“北風 CP”，時至今日，兩人私下裏依然以“雨哥”“妮姐”互
稱，如此反轉的稱呼卻也道出了兩人之間十年老友的深厚友情。然
而此番再度合作，夏雨和閆妮竟遭伍仕賢導演“強拆”，夏雨“移
情別戀”宋茜另組 CP。
據伍仕賢導演爆料，這次的《反轉人生》是壹部純粹的喜
劇電影，愛情將不再作為整部電影的主線，夏雨和閆妮這對老
搭檔不談戀愛玩整蠱，笑果絕對超乎大家的想象，而夏雨與宋
茜這對全新搭檔更是碰撞出了不少火花，驚喜不斷。在遭遇
“ 強 拆 ” 之 後 ， 百 變 女 王 閆 妮 將 如 何 飆 戲 影 帝 夏 雨 ？ 新 晉 CP
的愛情之路又將經歷怎樣的神轉折？
據悉，《反轉人生》講述了平凡人馬奮鬥事業和愛情同
時受挫，卻意外得到了土地娘（閆妮 飾）的“寵幸”，壹口氣
實現了他曾經許下的 19 個願望，他的人生也就此壹路反轉開掛
登上人生巔峰，爆笑不斷。為了配合電影“有求必應”這壹主
題，就在近日，《反轉人生》電影的官方微博放出狠話：“歡
迎大家前來許願，無論靠譜的還是離奇、任性的，妳想要的壹
切都有可能實現！”消息壹出，網友紛紛在微博下留言，說出自
己各種不靠譜的奇怪願望。

被演戲耽誤的專業魔術師

﹁

﹂

當紅小生、超人氣全能藝人黃子韜繼
2017PROMISE 巡回演唱會首輪收官後，宣布
將攜手吳倩領銜主演豪華置景 4000 多平方
米，在北京、洛杉磯、坎昆等多國取景的原
創青春勵誌偶像大劇《夜空中最閃亮的
星 》 。劇中，黃子韜飾演超人氣歌手“鄭柏
旭”，吳倩則扮演熱愛音樂、不諳世事的北
漂女孩“楊真真”。此前，未作出官方宣傳
時，網友便對這組新鮮的 CP 表示出極大的期
待。逆勢 IP＋流量主演的金律 打造正能量精
品劇
電視劇《夜空中最閃亮的星》講述的是
三個懷有音樂夢想的年輕人壹同為夢奮鬥，
卻又相愛相殺的青春愛情故事。作為創作歌
手出身且領銜 90 後原創 C-POP 的黃子韜，在
該劇中飾演壹位年少成名、個性驕傲不馴、
鐘情音樂且堅持執著的超人氣偶像歌手，
與黃子韜本人有些許相似。而吳倩飾演的
楊真真是壹個同樣懷揣音樂夢想的年輕
人 ，因天賦有限轉而加入唱片公司，從助
理做到經紀人，換了壹種方式繼續實現自
己的音樂夢想。
在如今大 IP＋流量藝人＝收視保障的影
視劇“金律”趨勢下，作為當紅小生、超人
氣全能藝人的黃子韜直言，曾收到過很多大
投資大制作大 IP 的作品邀約，“那些作品的
確都非常好，很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和題材，但我覺得
不夠有挑戰性。年輕人就該多去嘗試。這部作品是壹個原創
的劇本，雖然它沒有天生的熱度，但故事很勵誌，而且我飾
演的這個角色，也是壹個堅持自己音樂夢想的歌手，和我自
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也希望能通過這樣的角色帶給大家
更多正能量的東西，告訴大家只要有夢想就要去努力。”
此外，電視劇《夜空中最閃亮的星》，是黃子韜繼
《談判官》、《大話西遊之愛妳壹萬年》之後領銜主演的
第三部電視作品，而該劇的導演正是執導《談判官》的劉
壹誌導演。為此，黃子韜表示“這是我第二次和劉壹誌導
演合作，拍攝《談判官》時導演給了我很多表演上的指
導，也希望這次我能表現得更好，和導演壹起創作壹個大家
更喜歡的角色。”

《亮劍之雷霆戰將》
曝熱血海報 燃鐵血軍魂
近日，由盛壹倫，秦海璐，許榕真，馬蘇，陳紫函聯袂出演，由
DMG 重磅出品的國民年代劇《十裏洋場十年花》已經圓滿殺青，該
劇講述的是 1910 年至 20 世紀末，上海租界中的“戰火”與“歌舞”
縱橫的十裏洋場的故事，在敘事結構上面新穎啟用了“壹劇十女主”
的模式，每三集講述了壹位當年當紅女星的故事。
在《十裏洋場拾年花》中許榕真飾演嚴琦君，是壹位民國版的
“歌手經紀人”。從曝光的劇照中，嚴琦君（許榕真飾）精致的民國
造型，氣質十足，扮相美艷動人，身穿婚紗，回眸望著鏡子中的
自己，眼神耐人尋味，引起網友猜測。劇中，嚴琦君（許榕真）精
明能幹，命運跌宕起伏，緊湊的故事情節值得期待。

《女兒國》首曝國王造型
趙麗穎著華服登高回望
將於2018年大年初壹上映的魔幻愛情喜
劇《西遊記女兒國》發布“傾城傾國”版海
報，趙麗穎國王造型首次曝光，海報中趙麗
穎颯爽登場，盡顯王者風範，與身後女兒國
俊美山河及恢宏宮殿交相輝映。海報上也傳
遞出影片已經提前9個月和IMAX達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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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韜新劇攜手吳倩
主演《夜空中最閃亮的星》

伍仕賢《反轉人生》曝魔術特輯

主演夏雨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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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地位。此次艷冠群芳的國王與心懷執念
的聖僧會重新詮釋這段經典愛情，趙麗穎曾
在影片殺青時激動地表達“王權富貴戒律清
規都不如今朝有酒”的豪邁，可見其飾演的
國王也是壹個敢愛敢恨的性格。而另壹邊，
飾演唐僧的馮紹峰[微博]在談及來到女兒國
之後的感受時表示“來之前，我喜歡壹個
人，來之後，我喜歡壹個人。”

女兒國至尊傾國又傾城
此次發布的國王“傾國傾城”海報，
傾國海報中趙麗穎壹襲白色華服亮相大殿
《西遊記女兒國》提前 9 個月鎖定
之上，回眸凝視前方充滿期待之情，宮殿 IMAX
後壹輪朝陽徐徐升起，腳下則是斑斕的子
趙麗穎不僅依靠眾多電視劇作品和角
母河水。而傾城海報中，趙麗穎金光燦燦 色收獲人氣，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大學生電
的王冠與沈魚落雁的妝容珠聯璧合。
影節上，趙麗穎榮膺最受歡迎女演員獎，
並發表了想與廣大影迷相約女兒國的獲獎
國王驚為天人情動聖僧
感言。首次曝光的女王海報上還透露了壹
西遊記中國王與唐僧間的情感糾葛是整 個重要信息，《西遊記女兒國》已經提前
部小說中唯壹的情難，在原著中有著舉足輕 9 個月鎖定了 IMAX 版本。

十年前，《亮劍》橫空出世，李
雲龍壹躍成為“國民偶像”，如今，
“亮劍”精神再次風靡而來。戰爭史
詩巨制《亮劍之雷霆戰將》即將震撼
登場。今日，該劇亮相上視節並曝出
熱血青春海報，“大片風範”燃爆鐵
血軍魂。
顛覆傳統 打造大片質感
多年來，“亮劍”系列壹直是軍
旅劇的經典之壹，如今，“亮劍”品
牌再放大招，即將再次出鞘。此番曝
光了 3 張海報，牢牢抓住年輕軍人在
戰場上浴血奮戰的經歷，熱血軍魂譜
壹曲英雄戰歌。諜戰版海報中，五
人身著華服，其中四人手持武器，
蓄勢待發，盡顯大片風範。五人眼
神中透露著倔強與堅毅，既有個人
的愛恨糾葛也飽含了赤誠的家國
情 ，展現出軍人的颯爽英姿和對於
信仰的執著追求。
而兩張青春版海報中，王雲山、
郭勛魁、杜德勇三人同袍同澤，手持
武器，意氣風發，將年輕軍人勇往直

前的英雄本
色展現得淋
漓盡致。戰
火連天的背
景中，三人
臉上傷痕累
累，卻擋不
住奮勇向前
的決心，海
報將這悲壯
的瞬間定格，
壹展軍人的戰魂魅力。海報中，愛國 軍人本色的故事。
《亮劍之雷霆戰將》中的年輕戰
精神與英雄主義、鐵血丹心和熱血青
春交相輝映，壹場戰爭的角逐即將拉 士們在槍林彈雨中戰鬥，在殘酷的戰
場上用青春鑄軍魂，為正義亮劍。國
開帷幕。
民 IP+強大陣容+戰爭元素，該劇全新
創作了故事，結合新時代予以升級延
青春熱血 創超 S 級戰爭巨制
“亮劍”已不僅僅是壹部作品的 展，為“亮劍”精神註入新的力量，
標簽，它更是壹種軍人奮勇向前、無 青春熱血，打造超 S 級戰爭巨制。狹
所畏懼的精神。《亮劍之雷霆戰將》 路相逢，敢於亮劍的勇者勝；勇者相
由張雲龍、高偉光、魏千翔、賴雨 逢，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者勝。這是
濛 、王瑞子、吳昕主演，以 1938 年 該劇中的鐵血軍魂，也將鼓舞更多有
為開端，主要講述了八路軍獨立團團 誌青年凝聚愛國熱情，挑戰不可能，
長王雲山在動蕩年代英勇抗敵、不改 成為有血性、有擔當的國家棟梁。

文 匯 娛香江演藝
樂

娛樂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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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梁靜儀）蔡
卓 妍 （ 阿 Sa） 、 周
柏豪、鍾欣潼（阿
嬌）、惠英紅、李敏
12 日 晚 在 八 號 風 球
下，出席電影《原諒
他 77 次》首映， 其
他出席的還有英皇老
闆楊受成與太太、衛
詩雅、洪卓立、湯
怡、J . Arie 及陸駿光
等 ， 阿 Sa 的 好 姊 妹
容祖兒原本要拍廣
告， 因打風而取
消，最終能抽空現身
撐 場 ， 令 阿 Sa 驚 喜
又感動。

柏豪被笑易招八號風球

香港文匯報訊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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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兒

無懼風雨撐

阿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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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貴人出門招風雨，試過十號
阿Sa風球到灣仔出席品牌活動，
原本打

算缺席，因不想阻礙化妝及髮型師收
工，於是打給經理人 Mani，Mani 對她
說：“嘉玲姐（劉嘉玲）都去，我這種
small potato 沒有理由不去，我個人都招
風雨，一些重要事都總會有風雨，但平
時的事就招太陽，周柏豪太厲害啦！”
被阿 Sa 笑指是“周八號”的柏豪，
表示仍是新人時，試過兩次首映和一次
簽名會都遇上打八號風球。柏豪表示出
席首映前去髮型屋做頭髮只有他一個
客，好像妨礙人家收工般。
阿Sa表示當晚原邀請了盧巧音（Candy）及鄭希怡（Yumiko）出席，但Candy
病了，而Yumiko則因為飛機延遲未能趕及
出席。柏豪表示太太要休息， 因為平日要
忙於照顧他及打理家務，所以未有出席，
但之後有時間會陪她去看電影。問到對票
房信心？阿Sa表示都OK，她說：“優先
場場場都爆滿，網上同影評都正面，安心
點。”柏豪笑謂希望阿Sa下次也關照他。
冒着八號風球去捧阿 Sa 場的祖兒，
透露原本要拍廣告，後來因掛八號風球
而取消，之後社交平台看到《原》 片宣
佈風雨不改所以就出席，她更自己化妝
及做頭：“這個活動如此勞民傷財，沒
理由不來，大家來支持阿 Sa 與柏豪都真
是有真愛，打風都打不掉，況且好姊妹
沒理由不來支持！”

阿嬌避談Edison當爸

■祖兒
祖兒((左二
左二))最終能抽空現身撐場
最終能抽空現身撐場，
，讓好姊妹阿
讓好姊妹阿Sa(
Sa(左一
左一))大感驚喜
大感驚喜。
。
■ 阿 Sa 笑 柏 豪 是
“周八號”。

■ 阿 嬌 ( 左)
拒絕受訪。

■《原諒他 77 次》
12 日晚在八號風球
下舉行首映。
下舉行首映
。

Oscar 愛的紋身獻女友
江若琳等求婚驚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前組合 Bliss 成員蕭潤邦（Oscar）
進軍飲食業大有作為，13 日第三間
生煎包分店於大埔開張，除母親到
來支持外，女友江若琳（Elanne）
更在場幫忙招呼客人，儼如老闆娘
一般。
Oscar 跟江若琳剛公開戀情，
這次首度一起見傳媒，二人表現大
方和恩愛，還見 Oscar 露出左手腕
的“E”字上有皇冠的愛的紋身。
不過 Oscar 表示向來性格害羞，很
少紋這種紋身，但其所認識的紋身
師傅紋字母最厲害，故此便也紋上
女友英文名的代號“E”字，皇冠
則代表女皇，他坦言不怕母親會吃
醋，並賣口乖說：“媽咪一早紋了
在心中，其實媽咪都很喜歡她，讚
她又美又孝順，大家經常有一起吃
飯。”
Elanne 則表示不知道男友去紋
這愛的紋身，所以很驚喜和開心，
事後也知男友有份設計這紋身圖
案，感覺他也很浪漫。問 Oscar 紋
身是否代表一生一世？他笑謂女友
都問他會否擔心，Elanne 即笑說：
“他之後找個也是 E 字頭英文的，
Evelyn、Eva 那就可以了！”Oscar

搞笑答她：“那又可以轉轉口味也
無妨，就找個叫Eddie的！”
談到 Oscar 已事業有成，也應
是求婚時機？Oscar 笑言也會有計
劃，成事一定通知大家，Elanne 即
撒嬌說：“我真的沒幻想過求婚的
過程，等驚喜啦，他這麼喜歡給驚
喜！”當問到會否旅遊秘婚兼造
人，Elanne 以普通話笑指記者愛
“ 打 黃 槍 ” ， 但 Oscar 卻 不 明 所
言：“她經常講普通話我也不明，
打手槍我就懂，現還是先把店舖做
好，否則怎去造人。”

■公開戀情後
公開戀情後，
，Oscar 跟江
若琳首度一起見傳媒。
若琳首度一起見傳媒
。

林師傑操刀拍性感照
歐陽巧瑩自爆脾氣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私人珍藏。
儀）林師傑、歐陽巧瑩、羅天
此外，香港 12 日晚受颱風
宇、蔣家旻、邵珮詩及黃碧蓮 13 “苗柏”吹襲，令市民多留在
日出席明珠台《新福爾摩斯》記 家，帶挈無綫翡翠台黃金時段收
者會。眾人要擺出“最佳拍檔” 視全面上升。劇集《愛．回家之
甫士，當中以情侶檔上陣的林師 開心速遞》平均收視 29.5 點（約
傑與歐陽巧瑩擺的甫士為最甜 191 萬觀眾收看），最高 32 點
蜜，二人又攬又扮錫。
（約 208 萬觀眾收看）；《射鵰
早前歐陽巧瑩與男友林師傑 英雄傳》平均 29.6 點（約 192 萬
去了美國旅行，同時為響應“解 觀眾收看），最高 30.4 點（約
放乳頭運動”，由男友操刀為她 197 萬觀眾收看）；《蘭花劫》
拍了一輯真空上陣的性感相，事 平 均 22 點 （ 約 142 萬 觀 眾 收
後引來網民很大反應。受訪時林 看），最高 22.8 點（約 148 萬觀
師傑說：“今次幫女友拍完後， 眾 收 看 ） ， 收 視 終 於 突 破 20
覺得事情挺正，是挺好玩的一件 點。
事。”歐陽巧瑩自爆臭脾
氣：“因美國溫差好大，早
上好熱，夜晚好冷，拍照時
男友眼都睜不開，自己就黑
口黑面又經常呼喝男友，這
次真的辛苦了他。”
林師傑指因行程辛苦，
都會體諒女友黑面，所以不
時要安撫她的心情。他又覺
得女友這輯照片好大膽又有
勇氣，支持女友選擇我行我
素。二人又透露拍了一輯不
能公開、近乎全祼的性感照 ■林師傑與歐陽巧瑩晒恩愛。

近日有指陳冠希（Edison）為女兒舉
行百日宴，相片更在網上流傳，曾與 Edison 扯上關係的阿嬌，12 日晚雖然一早到
場，但活動前全程藏在後台，並透過公關
表示不接受訪問。她在台上被司儀問到如
何維持一對戀人的狀態，如何為戀情保持
新鮮？阿嬌說：“同一間屋住可以分房
睡，給空間大家，（忍受不到戀人做什
麼？）暴力、家暴一定不得，真的是錯，
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就算真是愛，摑
兩巴都接受不到。”
戲中飾演阿 Sa 媽咪的惠英紅透露，
下月要回內地拍一部戲，戲中不乏高難
度運動，為此近日已積極投入訓練：
“我不可以做心肺運動，不可以跑，要
練大腿肌肉，要深蹲，好醜，等家中沒
人才敢練。”
陸駿光 12 日晚偕同師弟莫竣名前往
捧場，陸駿光表示剛拍完網劇《 香港華
爾街》，劇中飾演金管局局長吳鎮宇的
助理，暗中為他做了很多事。他表示跟
鎮宇合作學到很多：“鎮宇說好多鼓勵
的話，又教我做戲心得。”他又透露下
月會接拍一部電影。之前拍了一個啤酒
廣告的莫竣名，表示近日簽了無限動
力，最近都是以拍廣告為主。

陳瀅稱何雁詩心情開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王浩信、唐詩詠、
陳瀅及李施嬅 13 日晚於銅
鑼灣出席化妝品開幕活
動 。對於好姊妹何雁詩被
傳割脈自殺，陳瀅避開話
陳瀅
着大家關心她好過，因她去
了佛山六日拍旅遊節目，每日暴
曬出了滿臉雀斑，皮膚黑了又脫皮感覺很不漂亮。
問她一班姊妹是否說好不提何雁詩的狀況才這樣避
忌？陳瀅回應說：“不是迴避，這是她的私事，而
且又沒有這回事，只是怕敏感才不去談，都是虛構
沒有價值去講。”難道不關心好姊妹嗎？她說：
“怎會不關心哩！”問何雁詩的情緒有否問題？她
指對方正在休息放假，心情是開朗的。
詩詠之前在拍劇中途不適暈倒，她表示休息後
翌日已無恙，希望到拍完劇才調理身體，開工得靠
意志力支撐。浩信則笑言多收入自然更加精神，奈
何他被指忽略家庭遭投訴，他都自責被投訴是應該
的，因這兩年沒停過開工，每日工作十多小時，但
工作上家人是絕對明白的，已經計劃好暑假與家人
去旅行補償。

大 S 否認懷孕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藝人徐熙媛（大S）與老公汪
小菲 13 日出席酒店開幕，該酒店由汪小菲出任董事
長，他更以愛妻之名“S”來命名酒店，認真浪漫。
至於婚後育有一子一女的大S，近日被傳再有喜，而
13 日她穿上蓬鬆洋裝現身，肚子凸凸，孕味甚濃，
但大S堅持說自己沒懷孕，一切是美麗的誤會。

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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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寧默契百搭融入角色
《晚餐》首映獲好評
6 月 10 日，由张钧宁、窦骁、
邬君梅、吴刚领衔主演的青春爱情
电影《六人晚餐》于北京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青春家宴”全国首
映礼。当天张钧宁身穿白色蕾丝衬
衫长裙亮相，优雅成熟又不失可爱
。首映礼现场，张钧宁分享了不少
戏里戏外的有趣故事，将现场气氛
一次次推向高潮。
电影《六人晚餐》改编自鲁迅
文学奖得主鲁敏的同名小说，讲述
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云南
小镇，两个单亲家庭、六个主人公
之间的爱恨别离的故事，真实地构
筑了一个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
两代人、两个家庭之间青春飞扬又
充满无奈和悲怆的人生百态。片中

张钧宁饰演的林晓蓝与窦骁饰演的
丁成功展开一场纠葛多年的虐恋。
早前采访中，张钧宁表示自己这次
的角色突破就是要重回少女时代。
这也是她从影以来最瘦的一次，她
希望自己的整体形象能够更加符合
剧中的人物，以及时代背景，因此
让自己更瘦一些，以贴近林晓蓝清
瘦的形象，也是为了给观众带来更
真实与精彩的作品。
电影《六人晚餐》虽不是张钧
宁与窦骁的首次合作，张钧宁表示
这是自己近几年看到的最好的剧本
，觉得自己的好友“窦窦”非常合
适男主的角色，于是就极力邀请一
起出演。
谈起与老搭档的再度合作，窦

骁曾表示，张钧宁比较男孩子气，
性格很坚强，挺像电影中的林晓蓝
。张钧宁现场也表示：“因为我们
很熟，是可以对剧本、角色情感很
直接地讨论。”
据悉，张钧宁一直以来对出演
的角色有理解、有把控，有理性清
晰的思路又能感性地塑造每一个荧
幕形象，实属难能可贵。
另外，张钧宁与饰演自己母亲
的老戏骨演员“邬君梅”也是搭档
默契 “情同姐妹”，两人之间许多
的对手戏都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
网友纷纷表示：“期待电影的上线
，跟著钧宁小姐姐去勇敢追爱。”
据悉，电影《六人晚餐》将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隋棠兒子中英文切換數數字

被媽媽誇獎害羞低頭
艺人隋棠目前专心在家照顾一
对儿女，幸福的家庭生活令人称羡
。她 11 日在社交网站晒出与 MAX 的
互动，儿子用著软萌奶音、熟练地
切换中英文数数字，看到爱儿流畅
地从 1 数到 10，忍不住夸奖：“好棒
喔！”小宝贝一听到便对著她微笑
的萌样，融化了粉丝。
影片中，只见 MAX 穿著条纹上
衣和灰色小短裤，一边点著头、一
边用英文数到 4，此时听见隋棠说：
“还有这？”居然傻傻地跟著说：
“还有～”，逗得妈妈哈哈大笑，

阿沁自創曲獻給齊柏林導演
用專長來紀念逝者
导演齐柏林 10 日上午为拍《看
见台湾 2》不幸坠机罹难，各界纷
感震惊心痛，虽壮志未酬，但他对
于纪录片带来的影响力，持续在民
众之间扩散。歌手阿沁日前展开
“90 日 90 首歌创作马拉松”，11
日计划进行到第 3 天，他选择向齐
导致敬，创作《爱上那本来就属于
你的天空》。
阿沁在听闻齐柏林导演罹难消
息后，心中充满感触，敬佩对方愿
意耗费多年、愿意耗尽金钱，只为

了完成梦想及心中的使命感，他自
认与“翻山越岭，执著拥抱世界”
的齐柏林导演相比，“我还差远了
”，因此他用自己的专长“创作”
来纪念逝者，把《爱上那本
来就属于你的天空》献给执
著梦想的导演。阿沁创作的
这首歌曲，旋律简单却充满
记忆点，搭配他略带硬咽的
清亮嗓音，随著影片中《看
见台湾》片段，带著网友回
忆齐柏林导演对环境的关怀

、对土地的真切情感，歌词写
著“你走后，风很淡，天依旧
蓝，只是少了一点什么，黑暗
中，你眼神，就像坚持在山顶
骄傲的烽火”，尽管齐柏林导演罹
难后，世界仍旧运转，一如往常日
出日落，但盼望齐导的信念、精神
永远流传，为黑暗点燃一盏灯。

豬哥亮兩女兒拒絕出席告別式

小 S 大手筆包場 請女兒同學和家長看自己演的戲
由蔡康永执导、小 S 主演的电
影《吃吃的爱》，上月底在台上
映后票房开红盘，小 S 在片中一人
饰演两角“上官娣娣”、“许春
梅”，表现颇受好评。11 日，她
更大方包场电影院，请女儿同学
和家长观赏该片，引来粉丝直呼
好羡慕！
小 S 于 11 日在微博 PO 出在电影院
的自拍照，写道“上官娣娣和许
春梅包场请小 S 女儿的同学和家长
看吃吃的爱~”言下之意即是自己
请了大家看电影，虽然破费，但
仍看得出她的喜悦之情。
贴文一出，网友纷纷涌入底
下留言“有个是明星小孩的朋友
真好”、“太幸福了吧”、“有
钱就是任性”，直夸小 S 大方又贴

心，另外，邱瓈宽（宽姊）也被
钓出说“没请我？我自己包?”语

接著妈妈重新用英文从 1 数起，他也
乖乖地想下去，而且速度超快，一
下子就想到 10，乐得妈妈拍手惊呼
：“你好棒喔！”一听到大人的赞
美声，马上害羞地低下头，露出腼
腆笑容超 Q！接下来切换成中文声道
，MAX 跟著隋棠的节奏想出 2、3、5
，中间不自觉跳过几个数字，已经
笑倒妈妈，没想到居然把 7、8 说成
“几巴几巴”，更是逗得妈妈笑到
不能自已，顺利想完一串数字，让
妈妈笑说：“数学进步了！哈佛是
否愿意再给个机会？”

末还附上翻白眼表情，足见两人
的好交情。

兒子稱將會反擊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豬哥亮 5 月因大腸癌病逝，女兒謝金燕姐姐謝青
燕 12 日打破沈默，以千字聲明發聲：“我的爸爸‘豬哥亮’被綁架了”，
宣告姐妹倆拒絕出席告別式。對此，壹直以來協助處理後事的豬哥亮好友
、市議員周勝考無奈表示：“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對我媽都沒有這樣，完
全是遵照豬哥亮生前的遺願。”
對於網友抨擊告別式太高調，周勝考坦言：“康凱才說辦太小，她
（謝青燕）又說辦太高調，我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麽辦，就是盡朋友的
本分，對我媽都沒這樣（盡力）。豬哥亮愛面子，生前交代要辦得風光，
還要請儀隊來表演，我就是照著做！”並稱壹切都是照著家屬的想法，不
足之處皆由豬哥亮大兒子謝順福提供意見，“他的家屬希望像鄧麗君那樣
風光，提供給壹般民眾懷念。”至於廣告看板，他指皆是業者提供，完全
沒有收錢，“就是合作提供場地，沒拿壹毛錢！”至於謝青燕疑似暗指謝
金晶兩個月到病房幾次，周勝考表示：“我管不著他們的家務事，但是我
去探病的時候，金晶都有去那邊啊！”最後，周勝考表示，豬哥亮大兒子
謝順福聽到謝青燕的聲明不太開心，並希望可以好好做下來溝通，跟家人
壹起處理爸爸豬哥亮的後事。對此，謝順福預計明早 10 點將舉辦記者會反
擊，屆時謝金晶可能也會現身，對謝青燕姐妹壹次把話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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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俠”曝光導師版預告
小蜘蛛把托尼當老大哥

《蜘蛛俠：英雄歸來》曝光兩張
“師徒版”海報以及壹支“導師版”預
告，除了繼續曝光新鏡頭，還有“鋼鐵
俠”小羅伯特·唐尼和“小蜘蛛”湯姆·
赫蘭德兩位演員現身談論片中鋼鐵俠這
個導師的角色。
預告片以托尼·斯塔克的大臉特寫開
始，剪輯了各種片段展示了作為導師的
屎大顆嚴肅認真又傲嬌的壹面。他在小
蜘蛛的戰衣裏加入了各種監測設備，小
蜘蛛的舉動和行蹤他都掌握得壹清二楚
。小羅伯特·唐尼對此表示：“托尼壹直

都蠻操心地盯緊著他（彼得·帕克），確
保他夠格成為大冒險的壹員（而不是豬
隊友）。”同時，他也贊揚了“小蜘蛛
”是個很有天分的小孩。另壹方面，湯
姆·赫蘭德對這對“師徒關系”也說了自
己的看法：“彼得·帕克壹直很想向托尼
證明他的能力，他把托尼當做自己的老
大哥。”《蜘蛛俠：英雄歸來》由喬·沃
茨執導，湯姆·赫蘭德領銜主演，“鋼鐵
俠”小羅伯特·唐尼將作為蜘蛛俠的導師
在片中登場。影片將於 7 月 7 日北美上映
，內地目前仍未定檔。

《死侍》首登內地大銀幕
福斯眾佳作將亮相上影節
小賤賤錄視頻問候觀眾
去年大熱的 R 級超級英雄電影《死
侍》未能在內地大銀幕公映，現在，部
分影迷的遺憾終於可以得到彌補，影片
將在即將開幕的上海電影節上進行展映
，而且是 IMAX 版本，此外，還有多部
福斯佳作將在上影節“FOX 2000”展映
單元展映，包括《搏擊俱樂部》、《怒
火救援》、《與歌同行》、《穿普拉達
的女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
《搏擊俱樂部》是知名導演大衛·芬
奇的代表作，兩位主演布拉德·皮特和愛
德華·諾頓奉獻精彩演出，影片弗洛伊德
式的精神分析、對於消費主義的批判、
對人類天性的解讀，讓許多影迷將《搏
擊俱樂部》奉為神作，不論是國外的
IMDB 還是中國的豆瓣電影，其評分都
位列全球佳片行列。
《怒火救援》由奧斯卡影帝丹澤爾·
華盛頓和小蘿莉達科塔·範寧主演，講述

壹位冷血的退役特種兵被受命保護的富
家小姐感化，最終怒發沖冠，因為後者
被殺害而獨自展開復仇之旅。
《與歌同行》的故事關於沈淪與救
贖，同時它也是根據真實人物經歷改編
的傳記片，如果妳是鄉村音樂愛好者或
是約翰·卡什的歌迷，在片中妳會聽到許
多熟悉的旋律。
《穿普拉達的女王》由“地球上最
會演戲的女人”梅麗爾·斯特裏普主演，
梅姨在片中霸氣十足的演出也為她贏得
了奧斯卡影後提名，影片中有關職場紛
爭的曲折劇情也讓影迷大呼過癮。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壹部現象
級的作品，李安導演執導的這部作品不
僅帶來了開創性的 3D 視覺特效，頗具寓
意的故事情節更是引發層出不窮的解讀
，似乎每個人都對這個故事有著自己的
理解。這部影片在國內上映時收獲 5 億

由 Cult 鬼才導演埃德加·賴特執導的影片《極盜車神》
今日推出“節奏當道”音樂版幕後特輯，同時，電影加入的
30 首勁爆歌單也壹並放出：從經典民謠之聲到迷幻小調,從
爵士金曲到洗腦重金屬，從英式搖滾到抒情拼貼，從嘻哈饒
舌到布魯斯塗鴉……整張 OST 囊括了上世紀六十年代至新世
紀的各種典型音樂風格，幾乎成了導演的“私貨”分享會。
與常規動作電影僅僅依靠音樂來進行烘托、渲染不同，
《極盜車神》的飆車、槍戰戲甚至臺詞節奏都與電影音樂緊
密結合。而在這部特輯中，導演埃德加·賴特也首次揭秘整
個電影創作的靈感來源。
《極盜車神》是個關於無音樂不成活的年輕車手的故事
。出場自帶 BGM 的甜酷車神 Baby“寶寶”看起來呆萌可愛
，但卻要負責幫銀行搶劫犯開車逃脫。童年的壹場事故導致
耳疾的他，要靠專屬音樂來掌控開車節奏。在視頻特輯中，
“寶寶”遭到以 Bats“蝙蝠”為首的夥伴的質疑：“他是不
是腦子有毛病？”
然而 Baby 用超越常人的記憶力、反應力和出神入化的
車技解答了隊友的疑問。炫目快速的剪輯與類型多變的音樂
緊密相連，讓影片時刻帶著老派搖滾範兒，也使得以音樂為
主導的《極盜車神》彌漫著 Cult 質感。
和常規動作片、公路片不壹樣的是，《極盜車神》中的
每壹段劇情都有相應的音樂來搭配，甚至可以說整部電影都
是在原聲音樂的基礎上寫出來的。眾主創也在特輯中談及音
樂的重要作用——導演埃德加·賴特首先透露，這部電影的
靈 感 來 源 是 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 樂 隊 的 《Bell
Bottoms》：“這首歌有長達兩分鐘的前奏，接著才是搖滾
的主旋律，所以特別適合正在外面等待的車手。砰！然後在
這首歌兩分鐘前奏結束的瞬間，追逐戲上演。”
而獻上這首《BellBottoms》（喇叭褲）的 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 樂隊其實也是壹夥放浪不羈的布魯斯搖
滾狂徒。“喇叭褲”本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流行服
飾的重要象征，在歌曲中，主唱 Jon Spencer 反復將這個詞
嚎出來，配以濃重的老式房間混響，更是昭示了樂隊的復古
精神。同時，伴隨著臟兮兮的失真 Riff 與邋遢鼓點的是少見
的、富有侵略性的弦樂加持，樂隊對傳統布魯斯的改造和顛
覆之心可見壹斑。除了乖張放肆的《BellBottoms》，在這
部新近曝光的特輯中，還有壹首叫做《Tequila》（龍舌蘭）
的作品壹定也讓妳覺得似曾相識——它來自 The Button
多元票房，更是在第 85 屆奧斯卡頒獎禮
上斬獲最佳導演、最佳視效在內的四項
奧斯卡大獎。
本次“FOX 2000”展映單元帶來的
這五部作品題材各異，但無壹例外都口
碑極佳，深受海內外影迷喜愛。
除了首次舉辦的“FOX 2000”展映
單元之外，本屆上海電影節的其他單元
也將迎來多部福斯出品的佳作。去年曾
在海外掀起觀影狂潮的超級英雄電影
《死侍》將借助電影節的平臺首次登陸
國內影市，觀眾有機會在電影院裏看到
這部與眾不同的漫改電影，相信身手矯
健、嘴炮功夫無敵的小賤賤又會增加不

首歌單躁起來 成埃德加賴特 私貨 分享會
30
《極盜車神》曝音樂特輯寶寶自帶 BGM

鋼鐵俠談小蜘蛛：我得保證他不是豬隊友

C7

Down Brass 樂隊對 The Champs 樂隊
1958 年原版的重制。半個世紀以來，
從爵士版到嘻哈版，這支五十年代經典
器樂神曲被眾多音樂人爭相改編，而此
次的翻版則比較忠實於原作，輕快的拉
丁節奏和鮮明的管樂主題得到完美再現
，讓人聽了就想甩頭抖腿。
此外，《極盜車神》的電影原聲歌
單裏還有壹首特別為電影創作的新歌
《Chase Me》，主旋律就來自給予導
演靈感的那首《Bell Bottoms》。此歌
曲 由 著 名 獨 立 音 樂 制 作 人 Danger
Mouse 與 美 國 說 唱 組 合 Run the
Jewels 及說唱藝人 Big Boi 傾力打造，
據悉，電影中也有機會看到這幾位說唱
歌手的身影。值得壹提的是，這位金牌
獨立音樂人 Danger Mouse 打造過阿
黛爾、諾拉·瓊斯、紅辣椒、黑鍵樂隊
等多位知名歌手和樂隊的專輯，曾 19
次提名格萊美，6 次獲獎，5 次被提名
年度最佳制作人並於 2011 年獲此殊榮
。
《極盜車神》的導演埃德加·賴特
速以腦洞大開、風格獨特著稱。而通過
這份歌單也不難看出導演本人極其多元
、刁鉆的音樂口味：從西蒙和加芬克爾
（Simon& Garfunkel）的經典民謠之聲《Baby
Driver》到海灘男孩（The Beach Boys）的迷
幻小調《Let’s Go Away For Awhile》；從
戴夫·布魯貝克（DaveBrubeck）被後世廣為惡
搞的爵士金曲《The Edge》到焦點樂隊（Focus）的洗腦重
金屬《Hocus Pocus》；從汙點樂隊（Blur）的英式搖滾小
品《Intermission》到 Beck 的抒情拼貼《Debra》；從嘻哈
班 霸 Young MC 的 名 作 《Know How》 到 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 的布魯斯塗鴉《BellBottoms》……
這些作品跨度超過半個世紀，足見導演本身也是壹位十
足的愛樂人。據悉，《極盜車神》將於 6 月 28 日在北美公映
，中國內地有望引進。

少的迷弟迷妹。《死侍》主演瑞安·雷諾
茲特地發來了壹條致謝視頻，感謝中國
影迷對影片的支持，同時也代小賤賤傳
了個口信：如果不買票，小賤賤絕對不
會放過妳的！
作為“狼叔”休·傑克曼的告別之作
，《金剛狼 3：殊死壹戰》將亮相上海電
影節，而且將要展映的還是特別制作的
黑白版。不管是休·傑克曼還是導演詹姆
斯·曼高德都認為黑白電影是展示他們設
想的最好載體。黑白版《金剛狼 3》在國
外也是有限點映，錯過了就只能買藍光
碟才能欣賞到，此次展映機會實屬難得
。由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出品的科幻

﹁
﹂

巨制《異形：契約》已確定於 6 月 16 日
國內上映，本次上海電影節也將特別展
映《異形 1》、《異形 2》、《普羅米修
斯》三部系列作品，其中《異形 1》和
《異形 2》都是首次在國內上映，想要觀
賞太空驚悚片開山之作的影迷萬萬不可
錯過，這次特別展映也可以讓影迷復習
之前的劇情，為《異形：契約》上映做
好準備。
除了《異形：契約》，今年福斯還
將帶來《王牌特工 2:黃金圈》、《猩球
掘起 3:終極之戰》、《東方快車謀殺案
》這三部類型各異的作品，而且都有望
引進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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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新車休斯敦免費試駕活動圓滿結束！！
現代汽車新車休斯敦免費試駕活動圓滿結束
(本報記者黃梅子)上週末， 現代汽車在頂好廣場惠康超市旁停車場舉行了新車
試駕活動。有 510 名民眾免費試駕了全新上市的 2017 IONIQ 和 SUV 車款 2017
Santa Fe，試駕者不但得到了難忘的新車體驗，而且還得到了現代汽車贈送的$20
惠康超市購物禮卡和精美購物袋。現代汽車還給每位試駕者提供$500 新車折價券
，方便意向車主在未來購買或租賃現代汽車時，享有額外$500 的優惠。在活動現
場，如果加入現代汽車臉書粉絲團，還有機會得到限量好禮。重重好禮，給大家帶
來多重驚喜。試駕後，大家都對現代汽車的品質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有不少試駕者
表示，本來現代汽車的價位就非常合理，再加上 500 元折扣券，性價比太好了！下
部車一定要買現代汽車！
現代汽車北美總部位於加州洛杉磯，每年現代汽車都策劃一系列的策劃推廣活
動，負責活動的 URI 市場部經理 Johny 表示，這次的暑期試駕要在好幾個大城市舉
行，包括東西兩岸和德州的休斯敦，德州是大洲，經濟非常有活力，亞裔族裔也很
多，潛在的市場很大，今後要大力加強在德州的宣傳和推廣。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您的手機上網速度夠快嗎？您的手機月費多付了嗎？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MetroPCS全美連鎖專營店
全美連鎖專營店：：幫您省錢
幫您省錢，，替您省心
汽車維脩大全（四） 新世紀通訊
12、汽車轉彎時，轉向
盤明明轉的大轉彎卻變
成小轉彎，轉向盤明明
轉的是小轉彎卻又變成
大轉彎。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轉向時
發生的這兩種現象前者
稱為不足轉向，後者稱
為過度轉向，說明轉向
系統出現問題。駕駛者
在汽車轉向一面繞行一
面加速時的感覺是：具
有不足轉向性能的汽車
將向外側面行進，具有
過度轉向性能的汽車將
向內側行進。當行駛半
徑變大時，稱為不足轉

向。當行駛半徑變小
時，稱為過度轉向。
還有一種轉向現象，
最初是不足轉向，在
中途又變成過度轉向
，急劇向內側轉向。
這是最危險的逆轉向
現象，易發生事故。這
種情況只在個別的後置
發動機的汽車上才發生
。
13、發動機冷車起動困
難，起動後發動機振動
，然後趨於平穩，中低
速時發動機開始抖動，
高速時有所改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
火花塞故障或點火時刻
過早。如果不是火花塞
的故障，即可判斷是點
火時刻過早。如果點火
時刻過早，在電火花閃
過的瞬間，活塞離上止
點遠，氣缸內混合氣的

壓力和溫度都不高，致
使火焰形成緩慢，而火
焰形成後傳播速度也較
低，在這個過程中，燃
燒室內離火花塞較遠的
一部分混合氣還等不到
火花塞處傳來引火，就
由於已燃混合氣的溫度
輻射及膨脹而自動燃燒
起來，造成爆燃，爆燃
致使發動機在中低速時
抖動嚴重。出現上述故
障時，應及時到修理廠
進行修理。
14、發動機運轉不平穩
，常伴有“突、突”聲
，加速時發動機動力不
足，不時發出“彭、彭
”的放炮聲，排氣管冒
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有可能
是化油器和白金故障或
點火時刻過晚。如果點
火時刻過晚，發動機活

塞距上止點很近時，火
花塞才開始點火，混合
氣燃燒滯後，燃燒不完
全，當活塞下行後甚至
到排氣門打開時混合氣
仍在燃燒，燃燒室容積
的擴大和氣體的滯後膨
脹，導致氣缸壓力不高
，發動機動力下降。部
分燃燒膨脹的混合氣還
可能通過進氣門返回化
油器，產生回火現象，
發出劇烈的“彭、彭”
聲，燃燒不完全的混合
氣由排氣管冒出黑煙。
出現上述故障時，應及
時到修理廠進行修理。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訊）一、兩臺手機每月只需
$50，即可整月無限流量上網：全美最
好最便宜的手機無限流量上網計劃，每
臺手機每月只需$30，2-5 臺手機的家
庭計劃套餐，每月每臺手機只需$25，
即可無限通話、無限短訊、無限流量上
網，（其中每線有 2GB 的高速流量）
二、兩臺手機每月只需$80，即可整
月無限高速流量上網：
全美最便宜的手機整月無限高速流
量上網計劃，每臺手機每月只需$50，2-5
臺手機的家庭計劃套餐，每臺只需$40，即
可無限通話、無限短信、無限整月高速上網
，看電視、看電影、聽音樂、導航、視訊通
話等等...都沒有問題。
三、免費手機，全美統一配送，保質期
一年：
MetroPCS 全美專業連鎖店,統一配送十
幾款各種名牌手機包括 Samsung（三星）
、LG、ZTE(中興）、HTC 等各種 6 寸、5.7
寸、5 寸半、5 寸寬屏幕 4G L TE 智能手機
免費或特優價供您選擇。所以要用微信、中
文手寫、翻譯軟件等等...都沒問題。
四、免簽合約，還可保留原號碼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全美最大的預

付計劃專業連鎖機構，免簽合約，免開臺、
轉臺費，還可以保留原來的手機號碼，想要
了解更多詳情，請光臨位於百利大道上王朝
廣場的專營店，或關註每天各大中、英文電
視臺的廣告，以及各大中、英文報紙，世界
名人網網站上都有詳細報道。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的用戶朋友們，如
果你們用的是本專業系統配送的手機已經滿
三個月了，系統已經自動解鎖了，您可以用
任何國家任何公司的 GSM 電話卡了；而且
只要您是 MetroPCS 的用戶，每隔三個月，
都有資格享受特價或免費配送的新款手機！
新世紀通訊，MetroPCS 專營店在休斯
頓 中 國 城 的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te
132,Houston TX 77036（王朝廣場）
聯系電話：832-266-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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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英文，能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嗎？
（本報記者施雪妮）答案是肯定
的！美國的優厚福利條件、良好的教
育體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移民美國
，拿綠卡，成為美國永久居民。因為
一旦拿到綠卡，成為永久居民，就能
享受美國政策的特別待遇，其中包括
工作學習的權利，申請歸化入籍成為
美國公民的權利，為親屬遞交移民申
請的權利，根據移民法以移民的身份
永久居住美國的權利，而且永久居民
身份一般不會因外界環境而輕易改變
。
入籍美國，按照翻譯理解叫做
“歸化”（Naturalization），專門指
那些在外國出生，但通過入籍程序成
為公民的人士。外籍人士想要通過入
籍成為美國公民，必須要滿足一些具
體的要求，同時需要經過一些“歸化
”的手續。其中想要成為美國公民，
必須有英文的讀、寫、說的能力。申
請人是否有這種能力要由移民官員對
其進行測試來決定。有關英語的理解
能力和說英語的能力在移民官員對申
請人進行面試時提出問題時申請人作
出的回答來評判。申請人的英語讀寫
能力則要通過專門的筆試來評判。此
外，要對美國歷史和政府的基本知識

有一定的了解。這一點需要通過一套
英文選擇題的測試來評定。一涉及到
英文的聽寫會話，對很多新移民，尤
其是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是一件棘手的
事情。很多人因此而不能成為公民。
如果您有任何這方面的問題，請盡快
與休士頓彼德.沃斯律師事務所蔣律師
聯繫，該律師事務所會根據相關的政
策，幫您解決難題。
彼德.沃斯律師事務所位於休士頓
，專門從事美國移民和入籍法律事務
，業務遍及全美各州，信譽卓著。 20
多年的歷史和經驗，保證他們為客戶
提供“精湛、專業、準確、快速”的
法律服務。負責中國移民事務的蔣律
師年輕有為，堅持認真負責，客戶至
上，將運用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
及最新的移民資訊，處理每一位客戶
的案例，最短時間里達到入籍心願。
此外還可以根據年齡幫助公民申請社
會保障福利。
多年的經驗承著“認真負責,客戶
至上”的精神,我們用豐富的專業知識
,多年的辦案經驗, 最彼德.沃斯律師事
務所同時還辦理申請 2 年或 10 年綠卡
在有或無配偶幫助的情況下，當公民
配偶在有或無配合的情況下，即使是

異性或同性夫妻離
婚，依然能夠獲得
綠卡。通過 20 年的
移民局面談，他們
熟知移民官的問題
和期望看到的材料
，他們將會為客戶
準備完善的材料和
移民局的面談。另
外，幫助簽證或綠
卡持有者在移民法
庭上的刑事辯護。
他們熟知移民法與
刑法，可以在法庭
上獲得最好的解決
方案，盡量減少驅
逐出境的風險或拒
絕客戶在未來的簽
證，綠卡或入籍申
請。同時將捍衛客
戶驅逐出境的訴訟
彼德..沃斯律師事務所律師 Peter M. Viles(中
彼德
Viles(中)和部分族裔律師代表
和部分族裔律師代表，
，右一為華人律師蔣義澤
右一為華人律師蔣義澤。
。
。
如今每年都有
你已經成為美國公民，美國移民需要 文 ） 832-9825935 ， （ 英 文 ）
千千萬萬的人想要移民美國，為了得 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成功申請入籍美 713-6224647， Email: yize@vile到美國綠卡，許多人不惜花費大量的 國，只有入籍成功後才能享有美國公 slaw.com。 地 址 ： 2000 West Loop
財力，物力。然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民權利。有入籍需要或入籍有困難的 South, #1120, Houston, TX 77027
即使得到了美國綠卡那也並不意味著 請與彼德.沃斯律師事務所聯繫。 (中

康明藥房：特色服務 惠顧老人
（本報記者施雪妮）服務於本地多年的康
明藥房(BRIGHTMED PHARMACY) 是一家專為
老人和殘障人服務的`綜合服務公司。除了提供

常用的醫療器材外，康明藥房接收 1,000 餘家保
險公司的保險計劃，包括聯邦政府推行的所有
藥品計劃。醫療器材和藥房都有專業工作經驗
的工程師和藥劑師負責，提供相關諮
詢。多年為華人社區服務經驗，使康
明藥房的服務品質逐年提高，送藥上
門，為患者著想，替病人分憂解難，
免費諮詢等等成為康明藥房的特色服
務，深受顧客的好評和信任。
針對聯邦政府推行的藥品計劃
（MEDICARE PARTY）, 康明藥房提
供三項特色服務。
第一：幫助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
（MEDICARE）的老人選擇適合他們
的藥品計劃。由於每一個保險公司有
不同的藥品計劃，而每一種藥品計劃
康明藥房的服務人員精通中、
康明藥房的服務人員精通中
、粵、越、閩、英語
英語，
，熱
所包含的處方藥又不盡相同，老人們
情周到地為每一位顧客服務。
情周到地為每一位顧客服務
。

對選擇藥品計劃感到吃力。康
明藥房有專業人員幫助老人們
選擇合適的藥品計劃，保證各
位老人可以拿到常服用的處方
藥；第二，對於既有聯邦政府
醫療保險，又有低收入保險的
老人，康明藥房的工作人員會
幫助老人們選擇合適的 LOW
CO-PAY 藥品計劃，最大限度
地為他們節省藥品的開銷。第
康明藥房位於 9630 Clarewood Dr. A14
A14 Houston TX 77036
77036(( 康
三，提供送藥上門服務。無論
樂活動中心，
樂活動中心
，週藝醫師診所同棟
週藝醫師診所同棟))。
距離遠近，康明藥房提供送藥
上門服務。這項服務不僅方便
A14 Houston TX 77036(康樂活動中心，週藝醫
了老人，老人的子女也會受益，子女不必專門 師診所同棟)。有關老年人任何醫療用品之事，
到藥房去幫父母取藥。老人坐在家裡就可得到 請洽詢康明藥房。電話：713-772-7700，免
專藥服務。
費電話：1-877-274-4489(通中、粵、越、閩
康 明 藥 房 的 地 址 ： 9630 Clarewood Dr.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