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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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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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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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前鋒澳洲試腳女足前鋒澳洲試腳 有信心立足有信心立足

李皓晴 杜凱琹中國賽摘銅
中國乒乓球公開賽，香港乒隊捷報頻傳，黃鎮

廷以4：2勝韓國選手晉男單16強；李皓晴/杜凱琹
過關斬將躋身女雙4強，惟在準決賽以0：3不敵國
乒悍將丁寧/劉詩雯獲得季軍。至於港隊其他隊
員，林兆恆以2：4遭日本的大島淘汰，何鈞傑1：
4負另一日本球手丹羽，江天一以3：4不敵德國名
將波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環湖電動汽車挑戰賽收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第

四屆環青海湖（國際）電動汽車挑戰賽於22日晚
收官，這是中國電動汽車領域唯一的國家級賽事。
此次電動汽車挑戰賽全程約718.8公里，在3天環
湖評測賽中，分別於9個賽段開展了空間設置、快
充能力、科技配置靜音效果、舒適內飾、爬坡能
力、節電能力的評測賽程和成績統計，參賽電動汽
車平均每日評測里程在230公里以上，最高海拔達
到3,800米，最終北汽集團獲得挑戰賽最高獎項金
羚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繼早前有沈夢瓊外流日本後，香港女
足再有生力軍嘗試外闖。張煒琪23日
抵達澳洲準備參加坎培拉聯的試腳，
這名港隊前鋒表示兩地球員身形及技
術差距不大，有信心試腳成功。

23日早上抵達澳洲悉尼的張煒琪
甫到埗就開始練習，跟隨悉尼大學球
隊訓練，而悉尼大學的教練正正亦是

坎培拉聯的教練，悉尼大學女子足球
隊陣中亦有三名球員効力坎培拉聯。

受時差影響，張煒琪坦言未在最
佳狀態，但有信心憑實力於澳洲球壇
立足：“抵埗後休息了幾個小時就參
加訓練，身體尚要時間調整。心情亦
有點緊張。”完成首課操練後張煒琪
表示，感覺澳洲球隊很重視組織及傳
送，不過球員身形及技術就沒有太大

差距，有信心可以融入。
而張煒琪的表現亦獲得隊友讚

賞，効力悉尼大學及坎培拉聯的Nik-
ki Flannery 就表示張煒琪的技術不
俗：“張煒琪擁有很好的技術，我很
榮幸可以和技術好的球員一同訓練，
我從沒和香港球員一起訓練過，不過
相信香港女子足球的水平應該不
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足毽總會
會長余國賢23日午宣佈，該會將主辦第九屆世界
足毽錦標賽，主場的香港代表隊23日舉行授旗儀
式，誓言要超越上屆在意大利奪得兩面銅牌的成
績。

第九屆世足毽錦標賽將於7月23至27日於荔
枝角體育館舉行。作為東道主的香港將接待來自另
外11個國家及地區近200名選手；賽事共設有7個
項目，包括男女單、男女雙、混雙及男女團體項
目。余國賢表示，2003年遇上“沙士”令香港申
辦這一大賽觸礁，但14年後香港終成功獲得主辦
權，有賴政府及南洋商業銀行支持和贊助。

上屆世錦賽，港隊奪男團及男雙兩枚銅牌。教
練吳耀強坦言：港隊今屆目標是五面獎牌，其中包
括男女團體賽，目前港男隊各隊員已合作三四年，
正值收成期。

今屆賽事有中國國家隊、德國、法國、匈牙
利、意大利、印度、蒙古、越南、印尼、中華台
北、澳門及香港共12支隊伍。其中以國家隊及越
南最強，實力超群。

當地時間本月11日結束的瑞
士女排精英賽，只有三名奧運冠
軍壓陣的中國隊最終獲得第三
名。目前，已返回中國的中國女
排，於寧波集結，備戰下月展開
的世界女排大獎賽。

不過，此次瑞士精英賽，中
國隊暴露出不少問題。14人的瑞

士參賽名單，已精簡至11人。包
括江蘇隊的王晨玥、徐若亞和浙
江的汪慧敏已離隊。而11人的球
員結構，預計還會有新人入替。
這批球員正在寧波北侖進行集
訓，備戰7月初的世界女排大獎
賽。至於沒有參加瑞士精英賽的
張常寧、袁心玥、丁霞等球員，

已結束各自的全運比賽任務，在
寧波集結。

中國女排今年的比賽任務包
括7月的世界女排大獎賽，8月的
女排大冠軍盃和女排亞錦賽等。
中國女排重新上路，終極目標自
然是3年後的東京奧運實現衛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女排寧波集訓 備戰大獎賽

朱婷自去年里約奧運會後加盟土耳其瓦基弗
銀行隊，在剛剛過去的2016－2017賽季，

朱婷隨隊獲得女排歐洲冠軍聯賽和世俱盃冠
軍，並榮膺這兩個賽事的最有價值球員。

賽季結束後，朱婷的續約問題一直備受關
注。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待後，瓦基弗銀行隊
在其官網和社交媒體平台宣佈與朱婷續約的消
息。負責朱婷轉會的海外經紀公司也在其社交
媒體平台發佈朱婷錄製的視頻，朱婷在視頻中
說“很開心下賽季我將繼續在瓦基弗銀行打
球”。

“下個賽季我將繼續赴歐洲打球。感謝所
有關心支持幫助我的人，感謝支持我的球迷朋
友們。我的身體恢復得差不多了，這兩天正在
享受郎導（郎平）和安導（安家傑）給我的假
期，下周就要回國家隊了，咱們到時見啊！”

享受假期 回家陪父母
為土耳其瓦基弗銀行隊効力整個賽季後，5

月回到河南，為母隊出戰全運會預選賽及附加
賽，但上周在隨河南女排到雲南祿豐參加全運
會附加賽時，於首戰遼寧的比賽中出現嚴重的
高原反應，須送院急救，並臥床休息數日後身
體才“大約恢復了六成”。

“郎導和安導給我放了一周多的假，讓我
緩一緩，想想排球之外的事情，適當放空一
下。”朱婷在接受騰訊體育訪問時說，“所以
未來幾天，我會回趟老家，陪陪爸媽，還有之
前答應贊助商的事情，要辦一下。”隨後，朱
婷便會回歸國家隊和隊友重聚，今年秋天便再
回到土耳其，開始自己第二年的留洋之旅。

據新華社消息，在近期的轉會市場上，瓦
基弗銀行陸續與拉西奇等多名球員續約，並引
進了美國主攻手羅賓遜頂替已離隊的希爾。而
費內巴赫切、加拉塔薩雷和埃扎傑巴瑟等土耳
其女排勁旅也引進不少強援，新賽季的土耳其
女排聯賽因此備受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張煒琪抵張煒琪抵
澳洲參加坎澳洲參加坎
培拉聯的試培拉聯的試
腳腳。。

■中國女
排在寧波
集訓，苦
中有樂大
合照。
微博圖片

■■朱婷朱婷（（右右））征戰土耳其期征戰土耳其期
間間，，屢建戰功屢建戰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婷助球隊朱婷助球隊
奪得歐洲冠軍奪得歐洲冠軍
聯賽冠軍聯賽冠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婷征戰土朱婷征戰土
耳其聯賽時仍耳其聯賽時仍
不忘家鄉的餃不忘家鄉的餃
子子。。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足毽隊香港足毽隊2323日舉行授旗儀式日舉行授旗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土耳其女排勁旅瓦基弗

銀行隊於當地時間22日在官

方網站宣佈與中國女排國手

朱婷續約。正身在中國的朱

婷表示身體已恢復，正在享

受假期，下周回歸國家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港籃球聯賽
男子甲一組賽事23日晚假修頓室內場館上演。首
仗，晉級無望的飛鷹以100：86力挫遊協，為成功
護級邁出重要一步。而次場賽事，季前曾奪東南亞
職業聯賽冠軍的東方龍獅，面對標準福建，以
64：59獲勝，6戰全勝將於常規賽壓軸榜首大戰迎
戰同樣未逢一敗的南華。

另外，23日晚還進行銀牌賽事頒獎禮，香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事務經理（體育發展）葉麗
梅女士、一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陳式欣女士及籃球
總會常務副會長施維雄拿督蒞臨主持頒獎禮。

東方挫福建
甲一男籃六戰全勝

港辦足毽世錦賽
目標五枚獎牌

■■銀牌中級組冠軍晉裕獲頒獎盃銀牌中級組冠軍晉裕獲頒獎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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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際記者鄭雲風）
日本前美女主播小林麻央，23日晨不敵
癌魔離世，終年只是34歲。她的丈夫、
著名歌舞伎演員市川海老藏，23日帶着
傷痛心情出席記者會，他透露趕回去見
愛妻最後一面時，麻央用極虛弱的音量
對他說“我愛你”才離開人世。憶及愛
妻離世，海老藏不禁當場留下男兒淚，
更在網誌寫上“人生中最悲泣的一
天”。而在記者會後，海老藏更要抑壓
悲傷情緒準備演出，他的專業態度更教
人感到難過。

小林麻央於2014年確診罹患乳癌，
之後又傳出癌細胞擴散到肺、骨頭、淋
巴，情況並不樂觀。她在本月初出院回
家休養，許願要抗癌成功，繼續陪在老
公身邊當個“更好的伴侶”，無奈天不

從人願。小林麻央出身於東京都，2010
年和海老藏結婚，婚後她減少演藝活
動，專心照顧兩名小孩。確診乳癌後，
她在去年9月開設網誌，分享抗癌生
活。去年BBC認為該網誌給予癌症病患
甚至其他人勇氣，故選她為全球百大女
性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十優港
姐麥明詩（Louisa）23 日出席商場活動
時，透露有留意今屆港姐的面試者，她笑
言年年素質大致一樣，自嘲當中也有女生
比其更靚。Louisa表示最有印象是張寶兒
的妹妹張寶欣，和跟Louisa一起上演技班
的杜芷綾。

Louisa稱杜芷綾有詢問過她關於選美
的意見，她說：“她是我演技班的同學，
很有潛質，可塑性高。她問我選美是否入
行的好途徑，我都有鼓勵她參選，因為機
會的確是較多。”

對於今年有外籍佳麗參選，Louisa認
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應鼓勵和接納她
們，但承認如不懂廣東話會較輸虧。“外
國的選美活動都會有少數族裔參加，香港
都可以更開放。”

希望保留全民投票
至於有面試者

被質疑整容，Louisa
表示也有留意，她
說：“做這行都是
想令自己更出色。
以我為例，公司都
有很多靚女，靚過
我的大有人在，令
我都很自卑。不過
接受到自己不是最
靚後，就會找方法
去找出自己的價
值。”有傳今年港
姐會取消全民投票
環節，Louisa希望能
夠保留，一來作為
節目這是吸引觀眾
的因素，二來選出
來的港姐，受眾始
終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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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陳凱琳（Grace）與曹敏
莉（Mandy）23日到九龍灣出
席活動，適逢當日是Grace的
26歲生日，她透露當晚是與男
友鄭嘉穎吃飯慶祝，又透露已
收到男友送的生日禮物。

Grace表示生日願望每年
都一樣，就是希望開開心心和
健健康康，而晚上就跟鄭嘉穎
食飯慶祝，但未知吃什麼菜
式。“可能有Suprise呢。”她
又透露已收到男友送的一份很
靚亦很實用的禮物，但不想透
露是什麼，“不想經常公開禮
物，總之很合用，是首飾。
（23日晚可能會收戒指求婚
呢？）不會，（如果男友求婚
呢？）我們有共識。”身旁的
Mandy 笑指這些無人會知，
Grace就笑說：“都好啊……
說笑而已！（幾時嫁人？）順
其自然啦。”

問之後會否與男友去旅行
慶生？Grace指未有時間，因
男友忙於在內地拍戲，她也要
在香港拍攝新劇。不過她都特
別感謝男友特地從內地返港兩
天為她慶生，感到很開心，知
對方要兩邊頻撲很疲倦，幸好
當晚不用開工，可一齊吃飯慶

祝。

好友識應屆外籍佳麗
另外，問到Grace可有留

意今屆港姐時，她表示有留意
報道，其中一名外籍佳麗
Christina是她朋友的好友，如
對方有需要的話，Grace也樂
意提供貼士。Grace也建議對
方要多練習中文，因自己當年
中文也不佳，惟有多講去補
救。對於今屆佳麗的素質，她
覺得都好。

結婚與嘉穎有共識結婚與嘉穎有共識

陳凱琳順其自然陳凱琳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欣

彤（Mag）23日獲老闆王祖藍陪伴到電
台宣傳新歌《奇怪》，她笑指祖藍是個
奇怪的老闆：“祖藍是毫無私心幫所簽
的每一個藝人，例如可以隨時解約。
（方便你隨時結婚生孩子？）不是呀，
就是這種信任和空間，我才不想走。”
她又指老闆一直都很尊重自己的想法，
今次這首歌也有她想要的班底和做法，
令她很感激。問到二人會否合唱？祖藍
笑說：“要看Mag姐，我不想拖累她，
同我合唱就變成《流行經典50年》。”
Mag則表示有機會都想合唱。

Mag又透露年底將會舉行首次個人
售票演唱會，地點尚未定，場數則視乎

老闆信心。祖藍即笑說：“開半場啦！
阿Mag唱半場走，我劫持她的演唱會，
下半場由我唱！（投資很多錢在Mag身
上？）她沒有虧錢的，有錢賺，她是我
的港幣搖錢樹。”

林欣彤感激祖藍 無私心兼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王馨平（Linda）23日到電
台宣傳下月23日在文化中心舉
行的一個中樂形式音樂會，她透
露今次會與百多人的中樂團合
作，屆時會唱電影金曲，亦會唱
《別問我是誰》及《不要躲避我
的眼睛》。

問到演出服裝方面會否繼續
有驚喜？Linda笑說：“你們現
在好留意我的衣服，到底大家希
望我性感還是不性感呢？我搜集
大家的意見先。”提到之前她在
電視的慈善節目中的低胸性感打
扮，遭到觀眾投訴，Linda無奈
地說：“其實衣服前面有層肉色
薄紗，並非真的那麼暴露，（穿
旗袍配合中國風？）Good sug-
gestion。 ”

狂吃像再度發育
保養得宜的Linda表示全靠

做瑜伽，近日她更兼職教人做瑜
伽，問到可有被學生“集郵”？
她指學生以外國人居多，故沒被
要求“集郵”。她笑說每次上堂
都全情投入，用很多精力，落堂
之後會很肚餓，吃很多東西，好
像再度發育。

小林麻央病逝 海老藏痛泣

■■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
麻央麻央((小圖小圖))時淚流滿面時淚流滿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凱琳陳凱琳2323日晚日晚
和 男 友 鄭 嘉 穎和 男 友 鄭 嘉 穎
““ 撐 枱 腳撐 枱 腳 ”” 慶慶
生生。。

■■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
唱電影金曲唱電影金曲。。

■■林欣彤林欣彤((左左))不介意和王祖不介意和王祖
藍藍((右右))合唱合唱。。

音樂會穿性感衣服
王馨平無問題

袁詠儀在出席活動時，被問到有
否留意Celine因參加《全美一

叮》爆紅的事，靚靚笑謂：“我說
不知道你們都不相信啦！其實在我
立場都覺得很矛盾，Celine跟我老
公（張智霖）隸屬同一家公司，不
過我見她時，她都是考完試，做完
功課才去唱歌。”又稱上天賜予
Celine唱歌才能，是不應埋沒，但
應以學業為先。

“魔童”想做遊戲達人
問到靚靚兒子“魔童”會否唱

歌？“他唱歌唱到‘劏雞’般，他
都有自知之明。他想做的職業好奇
怪，他喜歡打遊戲，想做遊戲機達
人，我叫他讀好書先。”為了培養
兒子成才，靚靚表示去旅行時亦會
帶兒子去看電器或電腦產品。

談到薛家燕與Celine父親譚順
生的是非，靚靚表示不清楚。她又

說作為父母，當小朋友表演，有父
母在身邊陪伴會安全點。又稱試過
將兒子交給經理人，結果兒子腸胃
炎，但她沒怪別人，因對方沒有做
父母經驗，都是自己看管安全些。
靚靚希望大家以小朋友的角度出
發。

婷婷讚“鷹眼”運動厲害
謝婷婷23日晚與靚靚碰頭，她

表示曾與對方一起參加真人秀，知
道靚靚打網球很好，但靚靚卻說：
“她才棒，我只好在聲音上。”問
到婷婷男友“鷹眼”謝洛美維拿
（Jeremy Renner）的網球技術如
何？“我不知道，沒打過，只知他
其他運動都厲害。”

婷婷又指二人拍拖多數在家看
電影，男友現時專心做音樂，平日
唱歌、打鼓、彈結他，她會聽對方
練習。二人分隔異地，會否爭取時

間見面？“沒有，我要花時間為工
作試鏡，我會工作行先，有時男友
會不高興。”

薛芷倫早已放下舊仇
薛芷倫早前受訪時指多年前離

婚及患癌期間，曾被好友L太當眾
不給她面子羞辱她。

23日晚薛芷倫被問誰是L太？
她避談說：“我不想搞大件事，過
去就算，我沒恨她。”又指事後跟
對方已沒接觸，亦非想刻意講出
來，講出來是因她已放低了，希望
帶出大家關心身邊人的正面訊息。
早前身體不適的諸葛紫岐，透露已
康復了很多，她剛剛才到過北京及
日本工作。紫岐大讚Celine很棒，
又指兒子都喜歡唱歌，但未到那個
地步，不過老公就不想兒子入娛樂
圈，就算一齊拍很簡單的廣告也不
准，希望以學業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詠儀（靚靚）、謝婷婷、薛芷倫、諸葛紫岐、周汶錡、蔣

怡、馬詩慧與女兒王曼喜及楊諾詩與妹妹楊玳詩等，23日晚到中環四季酒店出席晚宴。提到九歲

小巨肺譚芷昀（Celine）紅爆全球，靚靚表示無論怎樣都應該以學業為先。

讚有歌唱天賦但應以學業為先

靚靚靚靚自覺對Celine立場

好矛盾■■諸葛紫岐諸葛紫岐
的丈夫不准的丈夫不准
兒 子 拍 廣兒 子 拍 廣
告告。。

■■謝婷婷謝婷婷((左左))與靚靚互笠高帽與靚靚互笠高帽。。

■■薛芷倫薛芷倫
已放下多已放下多
年前的舊年前的舊
仇仇。。

■袁詠儀也覺
得 Celine 唱
歌動聽，不過
小朋友應先讀
好書。

■■麥明詩認為女麥明詩認為女
孩為變靚點而整孩為變靚點而整
容是無可厚非容是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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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張有馳，忙完稅季，小兒子也放假
了，加上一直想看看在亞馬遜總部工作的大兒
子和兒子結婚後的家。於是，我們決定，全家
五口人度一次假。從西雅圖坐郵輪，順便看看
大兒子和兒媳。帶他們一起去阿拉斯加州看冰
川去。細心的老公安排一切，我們只要跟老公
走就行啦。郵輪，老公選的是Holland Ameri-
ca Line荷美郵輪。

阿拉斯加這詞來自於阿留申語，意思是
“很大的陸地”。阿拉斯加本是俄國的土地，
1853 年歐洲爆發了克裡米亞戰爭，俄國害怕
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國奪走，才提議將阿拉斯
加賣給美國。最後在1867年，美俄雙方同意
以720萬美元成交。這筆土地交易成為世界土
地交易史上面積最大的一筆交易，且平均單價
每英畝才二分錢（每平方千米 4.74 美元）。
阿拉斯加州是第49個州，是面積最大、地理
位置最高的州，州府為朱諾（JUNEAU），近
三分之一的面積位於北極圈內。全世界冰川總
數的一半也在阿拉斯加。

據說，當時負責此購地案的美國國務卿威
廉•西華德，曾被揶揄這是“西華德的蠢事”
或“西華德的冰箱”等。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我把它買下來，也許多少年以
後，我們的子孫因為買到這塊地，而得到好
處。”可見他是有遠見的。這裡不僅是戰略要
地，地下儲有大量石油。

一上郵輪，熱情的服務員就告知我們，入
住後，請到九樓用餐。還沒走到餐廳前，就看
見用來消毒手的消毒液。哇，這是一個很大的
自助餐廳，兩邊都是大海景窗。食物品種那是
相當的豐富，三文魚、牛排、火腿等應有盡
有。黃金瓜、西瓜，藍莓等水果和冷熱飲料自
由選用。這裡，大部分時間都開放著。餐間會
有短時間的關閉，但會開放位於游泳池邊的酒
巴和快餐廳。還有加收 15%服務費的送餐服
務。自助餐廳是真正的流水席，服務人員穿梭
其間，隨時收拾清理餐桌，確保游客就餐環境
的清潔。

每個飯桌上都有一盆新鮮蝴蝶蘭花。坐在
蝴蝶蘭花邊靠窗的座位，邊吃邊看窗外的風光

真是太愜意啦！除自助餐廳外，還有兩處點菜
的用餐處，裡邊環境更為講究。我們的晚餐定
在那裡，裡邊有我們固定的桌子。如果沒有固
定桌子的話，趕上高峰，需要排隊。這裡不僅
環境很高檔，吃的也很正視。有開胃的小菜，
主食，和甜點。如你要喝酒要另外加錢。在郵
輪上，所有花費都刷在房卡裡。房卡綁定信用
卡。吃與住，自動加收小費。

電梯裡的地毯天天換，上邊寫著是星期
幾，好像在提醒樂不思蜀的客人在郵輪上呆了
幾天，今天是何日？景觀玻璃電梯裡邊還有花
枝點綴。想想，這一周，每天睡到自然醒，不
用做飯，不用出門買菜，每頓都吃現成的美
食，真是太幸福啦！想到這心裡就甜滋滋的，
打心眼兒充滿了感恩！感謝上帝！感恩老公！
感謝家人！感恩關愛我的所有人！

吃完午飯，我們就各處轉轉。下午 3：
00，全員集合，搞一次安全演習。這是他們必
須的常規演習和做法。 郵輪的每個房間門旁
有個“信箱”，裡邊有當天郵輪上各時段的活
動安排。每個房間都有電視，可看到郵輪的各
方面介紹。我們這趟郵輪承載2054人游客，
有797名工作人員。11層高的郵輪，分有高中
低檔次的房間。在郵輪的兩頭看風景最好的地
方，有高級海景房，據說裡面非常豪華，價錢
也很貴。其次，是帶有陽台的房間，再有是只
有窗沒陽台的，再次是連窗也沒有的房間。條
件不同，價錢差的很大。我們訂的是帶有陽台
的房間，房間裡的沙發是可以拉出來當床用，
我們一家五口，訂兩個房間。郵輪在公海上，
沒有網絡信號，WIFI 只能看郵輪公司的網
站。在郵輪上，微信有時沒有，度假期間真是
要與親們失聯幾日。

這碩大的郵輪，堪比五星級大賓館，設施
齊全。游泳池，電影院，免稅商店，禮品店，
賭場、球場、健身房、圖書館等都有應有盡
有。感覺這郵輪如是一個小社會，裡邊做生意
的醫生、美容師、古懂商、針灸師都有。美容
講座、攝影班、瑜珈班等的時間安排都在每日
的活動安排裡。郵輪乘客都是他們的服務對
像。換句話說，郵輪乘客的消費養活著他們。

這豪華的郵輪，每層樓的裝潢都有特別的風
光。櫥窗的藝術品，過道的蹬子、角落的大花
瓶，及裝飾的鮮花，都非常講究。處處是藝
術，處處是景觀。

郵輪航行中間在朱諾，原俄屬的名城
SITKA, 阿 拉 斯 加 最 南 端 鷹 之 城 凱 奇 坎
（KETCHIKAN），和維多利亞島（VICTO-
RIA）停四次。乘客可下去參加當地的旅游項
目。如看動物表演、坐過山車、乘直升機看冰
川、觀光三文魚回游路線、城市觀光、乘水陸
兩用車、看城堡等。 期間，我們下船吃了阿
拉斯加大龍蝦，乘直升機看了冰川，去SITKA
看了俄時建的東正教堂，去維多利亞島參觀了
城堡等。 周二和周五晚有兩次 GALA AT-
TIRE晚宴，要求穿正規裝，但並沒有要求穿
正規的晚禮服。只是不准穿短褲、牛仔褲和拖
鞋等。這兩個晚上，我都用心著裝了一下。

此次，玩得最開心，感覺最HIGH的是乘
直升機去看冰川，那感覺太酷了！那天，天氣
預報說有雨，老公還擔心會下雨。我說“不
會，有我來，天就不會下雨了。” 哈，真讓
俺說對了，那天，天空晴朗。我們全家五人正
好一個直升飛機。我稱那是俺家的“專包機”
呀！哈，咱也坐過“專包機”了！這專包機讓
你體會到“自駕”升空遨游冰川的壯美！讓你
感到與飛機共起伏的神奇與刺激！沒上直升機
前，心裡還真有點害怕和擔心。可一飛起來，
景觀的美麗，感覺的美妙，把那點害怕和擔心
都趕跑了。那感覺是我一下變成了巨大的蜻
蜓，不，是天使，我好像有了一雙天使的翅
膀，可以在高空上自由飛翔！飛機在冰川著
陸。冰川白裡透藍，那真叫冰清玉潔呀！像電
影童話裡的畫面，不，比電影童話還酷。在冰
川間，有一條細長的冰川融水，那水也是藍色
的。 我們從直升機下來，大家爭著喝幾口萬
年 冰 川 融 水 。 我 一 嘗 ， 脫 口 而 出 “ 哇 ，
SWEET（甜的）！” 好清爽的甜水！導游也
說那水是甜的！我又喝了幾口那既清撤又甘甜
冰川融水！我管那藍色的冰川融水叫“聖
水”！還是千載難逢的“聖水”！

回來了，我們想想還興奮！心中暗喜，幸
虧坐直升機了，才使此次假日別有趣味！要是
不坐，那該多遺憾呀。這感覺真的比想像的
好，比預期的好！太值了。

另外，郵輪上的藝術家給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像。郵輪上，每晚都歌舞升平。那些能歌善
舞的人和郵輪上其他服務人員一樣多是合同
工。他們大多都有文憑，是學藝術的，也有是
學別的，自已愛歌唱藝術來郵輪施展才華，或
說以藝謀生。他們和客人互動，給人們留下了
美好的回憶。回來後，他們的歌聲和美麗還會
常浮現在我的腦海。比如，每晚在賭場邊放兩
架鋼琴的地方，有一對男女搭檔，每晚7到11
點邊彈邊唱。來聽的人很多，聽眾可以點歌。
尤其那位女士很漂亮，很可愛。她的琴聲、歌
聲和身體語言都給人留下了美好。

順便說一小花絮，這次在郵輪上，我還做
了一次“雷鋒”。一天晚上，我在走廊逛。路
過廁所門口，看見一個推輪椅的老先生連人帶
椅倒在門口地上爬不起來了。我一看，馬上過
去用力拉他。可那個人很重，我拉得很吃力也
沒拉起來。這時過來一女子，見後，問我需要
幫助嗎？我說他需要幫助。她馬上去叫來兩個
服務員。我們四人一起把輪椅和老人家扶起，
小心地把老人扶坐在輪椅上。老人家對我說好
幾句“THANK YOU！”。服務員把他安頓
好後，還特地回來再次感謝我。 第二天，我
又看見那個摔倒的坐輪椅老人了。我遠遠地望
著他，他可能已經認不出來我了，但我看他挺
好的，心裡感到很欣慰，臉上露出了微笑！

這次是我第三次坐郵輪，前兩次是坐的是
Princess Cruises（公主郵輪）。和前兩次比，
我們這次玩得最開心！許多照片和錄相紀念了
這次旅行。而最美好的回憶已深深地刻在了我
們的記憶裡。這無疑既是一次溫馨的家庭聚
會，又是一次很好的休閑假期。

阿拉斯加郵輪七日游阿拉斯加郵輪七日游 冰花冰花冰花

荷美郵輪內荷美郵輪內阿拉斯加冰川阿拉斯加冰川冰花荷美郵輪自助餐廳冰花荷美郵輪自助餐廳 坐直升幾看窗外坐直升幾看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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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得主嚴詠能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得主嚴詠能
「「幸福台灣幸福台灣 說說、、唱唱、、繪繪 」」芝加哥登場芝加哥登場

歌曲畫作充滿對土地人文濃濃的愛與關懷歌曲畫作充滿對土地人文濃濃的愛與關懷
(本報記者/張耀淑/採訪報導)

為了慶祝 2017 年「台灣傳統週」，台
灣同鄉會芝加哥分會、FAPA芝加哥
分會、全美台灣人教授協會中北區分
會、台灣人工程師協會芝加哥分會聯
合舉辦的「嚴詠能台灣金曲獎最佳台
語專輯獎得主幸福台灣 說、唱、繪 」
於4月29日下午，在芝加哥文教中心
大禮堂盛大舉行，雖然當天下午風雨
交加，但是卻抵擋不住鄉親朋友們火
熱的心。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何震寰、組長林易民、文教中心主任
王偉讚、副主任葉子貞、僑務委員李
香蘭、項邦珍、台灣同鄉會會長沈耀
初等近 60 多位鄉親朋友歡聚一堂，
欣賞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獎得
主嚴詠能的幸福台灣 說、唱、繪。他
的歌聲低沉，溫暖而從容地傾訴著愛
與希望，他的歌曲充滿了對土地人文

濃濃的愛與關懷，他的畫作是人們對
幸福的仰望。整個演唱會勾起芝城鄉
親朋友們的思鄉之情，共同渡過了一
個愉快溫馨感人的週末。

「臺灣傳統週」是從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英譯而來，
屬於美國「亞裔傳統月（Asian/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之一環，
經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宣佈於每年 5
月第2週舉行，其目的係為促進文化
交流並增進北美主流社會對移民的
瞭解及重視，發展至今已成為北美地
區僑團的年度盛事。僑委會為協助僑
界舉辦相關慶祝活動，歷年來均邀集
國內相關部會共同遴選國內優質藝
文團體前往北美地區支援演出，同時
提供文宣展品，以豐富各地活動內容
，增進美加兩國人民對台灣多元、優
質文化更進一步的認識。

「臺灣傳統週」芝加哥總召集人
李香蘭在致詞時，首先代表主辦單位
歡迎大家參加當天臺灣金曲獎得主
嚴詠能的幸福台灣 說、唱、繪，也感
謝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贊助當天
活動的鄉親及芝加哥台灣美食文化
交流協會陳美麗老師和美食班的學
員所準備的精美點心。

李香蘭還說這些年來芝加哥有
許多志同道合的台美人團體，每年都
很努力的舉辦許多活動，要來宣揚我
們台灣特有的藝術，和美國大眾來分
享大家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今年也
不例外，2017年「臺灣傳統週」的活動
有歌唱舞蹈及台灣美食，當天的說、
唱、繪 就是今年慶祝臺灣傳統週的
第一個活動；第二個活動於5月7日
在 威 斯 蒙 市 高 中 (Westmont High
School Auditorium 909 N. Oakwood
Drive, Westmont, IL 60559) 舉辦的
「大觀舞集」，是僑務委員會遴選國立
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的學生在全
美 14 個城市巡迴演出；第三個活動
於5月20日，在文教中心舉辦的台灣
美食，由芝加哥台灣美食文化交流協
會陳美麗會長及美食班的學員主辦
的「台灣小吃與童玩園遊會」，希望大
家告訴大家，並且邀請外國朋友來共
襄盛舉，把我們台灣的藝術及美食介
紹給各國人士，一起來認識台灣，以
身為台美人為傲。

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
震寰在致詞時，感謝台灣同鄉會芝加
哥分會、FAPA芝加哥分會、全美台灣
人教授協會中北區分會、台灣人工程
師協會芝加哥分會聯合舉辦「嚴詠能
的幸福台灣 說、唱、繪 」的活動，也非
常感謝「臺灣傳統週」芝加哥總召集

人李香蘭的辛勞。很開心當天是第二
次參加嚴詠能打狗亂歌團在芝加哥
的表演，幾年前第一次聽到就有驚豔
的感覺，因為他的旋律好聽、歌詞單
純富有深厚的感情，聽後印象非常深
刻，是一個把台灣鄉土，以歌唱說故
事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讓人覺得和他
走了一趟台灣之旅。希望將來台灣能
夠有更多藝人有這樣的場合，一方面
是展現他們的才華，另一方面是到海
外來宣慰我們的鄉親，讓海外僑胞及
國際友人更瞭解臺灣之文化價值及
臺灣多元豐富之文化內涵。祝福他們
演出成功！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下午！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伊利諾州分
會會長黃慶鍾也在應邀致詞中祝賀
表演成功。

緊接著，由身兼打狗亂歌團的
團長顏詠能拿起吉他，開始演唱「滿
載」、「我心內思慕的人」、「舊情綿綿」
、「天公子、「只要大家攏吃台灣米」、
「厝尾頂ㄟ天星」、「有一天」、「香火袋
」、「轉來Key」、「往後走的日子」等等
感動人心的歌曲，背後都描述著一段
故事、一個影像。其中顏詠能也邀請
太太演唱「每個乖孩子都有一個守護
神」、以及打狗亂歌團的團員哈姆演
唱「山頂的日子」。金曲獎得主嚴詠能
，以「說、唱、繪」的概念，述說著多年
來下鄉巡演美麗的故事，唱成一首一
首珍愛土地的歌，而歌曲裡面聽到的
是一幅一幅幸福臺灣的畫，優美的旋
律、簡易明瞭的歌詞，將台灣人刻苦
耐勞的打拼精神表露無遺。嚴詠能的
歌曲努力展現臺灣的真實生活，不只
是懷舊，還希望把臺灣美好的生命經
驗與國民美學帶入未來，與世界分享

。「說唱繪」的精神，串連嚴詠能的音
樂及插畫，將台灣各地，不同家鄉努
力翻轉的美好故事，結合許多媒體展
示的影像背景資料，令聽眾置身歌謠
的故事情境中，並喚起對生長土地的
幸福記憶與文化經驗，見證臺灣人民
對國家的情感及追求民主普世價值
的努力。更期待海外鄉親透過音樂
「說唱繪」，引導國外主流社會人士友
人，輕鬆自然的進入台灣文化之美。

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跟
人群接觸，成為他創作的主要靈感來
源。他搜集所有對「人」的感動，將這
些感動轉換成創意，透過歌聲、音樂
創作，溫暖而從容地傾訴著愛與希望
，透過下鄉所看到的一切溫暖的畫面
譜成曲，編成舞蹈，讓更多人透過歌
裡的故事得到溫暖，

再把這些感動分享出去。讓台
灣的價值，台灣農民基層的生命經驗
，透過他們的歌謠，走入到全世界。
「如果能讓一首歌，就這樣深植於人
的心中，那對我來說就是成功」，這是
他對音樂的信念。身兼打狗亂歌團團
長的顏先生，長久以來投身鄉間傳統
藝術的推動不遺餘力，如：廟會陣頭
、月琴社團、民族舞蹈、歌謠評審
…….。近年來更發揮其天賦，隨時
隨地將內心對人文的豐富情感與想
法，透過畫筆，創造一幅幅風格特殊
的畫作。很多人說：看他的畫，有如
回到童年 — 那溫馨的台灣。嚴詠能
是歌手、是鄉土藝術推動者、是戮力
提拔後進的音樂界大老；也是位才
華洋溢的新一代畫家。

僑社新聞僑社新聞

「「臺灣傳統週臺灣傳統週」」芝加哥芝加哥
總召集人李香蘭致詞總召集人李香蘭致詞

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何震寰致詞處處長何震寰致詞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伊州分會長黃慶鍾伊州分會長黃慶鍾

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顏詠能以說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顏詠能以說、、
唱唱、、繪繪 的方式演唱多首打動人心的歌曲的方式演唱多首打動人心的歌曲

顏詠能邀請太太演唱顏詠能邀請太太演唱
「「每個乖孩子都有一個守護神每個乖孩子都有一個守護神」」

打狗亂歌團的團員薛榮漢打狗亂歌團的團員薛榮漢
演唱演唱「「山頂的日子山頂的日子」」

中場休息時中場休息時，，聽眾搶購顏詠能聽眾搶購顏詠能
的的CDCD及及TT恤恤

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
顏詠能顏詠能((中中)) 和貴賓合影和貴賓合影，，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項邦珍項邦珍((左一左一)) 葉子貞葉子貞((左二左二)) 王偉讚王偉讚
((左三左三)) 何震寰何震寰((右三右三)) 李香蘭李香蘭((右二右二))

沈耀初沈耀初((右一右一))

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顏詠能台灣金曲獎最佳台語專輯得主顏詠能((左左
三三)) 太太太太((左一左一))和貴賓合影和貴賓合影，，李香蘭李香蘭((左左
二二)) 處長何震寰處長何震寰((左四左四))沈耀初沈耀初((右四右四))葉子葉子
貞貞((右三右三)) 林易民林易民((右二右二)) 黃慶鍾黃慶鍾((右一右一))

會場一景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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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6月23日報道,“零負評女神”林依晨給人的

印象壹直是聰明又充滿正能量，但其實她並非壹直以來都是這麽正面，也

有情緒及討厭的東西，特別是“信用卡”，因為當年父母分居，媽媽扛下

照顧姐弟倆的重擔，在經濟拮據的狀況下，只能用信用卡借款，累積下來

負債數百萬元，自此信用卡成了最痛恨的東西。

據報道，林依晨說雖然父母分開，但媽媽依舊把她保護得很好，“就連我

下樓買個東西、倒個垃圾都不行，因為她會覺得外面治安不好”，也因此

在青春期，她沒有到西門釘購物、去KTV唱歌的回憶，在當時同學眼裏，

她就是壹個有空就讀報紙，壹心想讀新聞的女孩。

在媽媽的保護下，林依晨在15、16歲前完全不了解人間疾苦，很多社

會的殘酷或是真實面，竟是從小說中學到的。高二時媽媽中風病倒，她才

知道家中經濟狀況早就很差，負債高達數百萬元，還有高額循環利息的卡

債，那壹刻起，她對信用卡有了最深的厭惡。

不過倔將的脾氣、不服輸的個性，林依晨說什麽也不願意向長年離家

的爸爸求援，在最艱難的歲月中，逼著自己成長，如今回想起來她說“獨

立這種事，真的是後天訓練出來的”，而她與父親間的心結，也壹直到切

除腦下垂體的腫瘤，對生活有了新的認知後，出現了轉機，現在的她活得

更輕松、更有彈性，即使在巔峰時期去留學也不會擔心地位被取代，“地

位反正上上下下，我已經沒什麽遺憾了”。

大S夫婦出席安以軒歸寧宴 汪小菲爆笑澄清緋聞
據臺灣媒體《東森新聞雲》報道，安以軒和澳門

德晉集團CEO陳榮煉23日在東方文華酒店宴客，她

圈內人緣佳，不少賓客到場，大S和老公汪小菲到場

，她感性表示“今天開心來喝軒軒喜酒，心中壹顆

大石頭落定感覺，那時候我們還壹起抱頭痛哭，因

為是江湖上壹起漂流當2匹狼，結果壹轉頭她幫我介

紹小菲。”

大S說祝福話時，壹度忘記自己要講什麽，她說

“當媽記性不好”。汪小菲則表示：“我跟軒軒是10

年朋友，友誼非常好，壹直是很好朋友的關系，還有

壹個當時被拍到背影不是我。”大S還玩笑“背影給

大家看壹下”。當初新聞曾曝出安以軒暗戀汪小菲5

年，卻被閨蜜大S搶走傳聞，不過雙方曾否認，這次

安以軒婚禮大S夫妻到場，以行動破除流言。

陳柏霖“火王”熱拍流浪銀川大漠 網友P景甜來作伴
改編自遊素蘭漫畫作品，陳柏

霖、景甜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火王

之破曉之戰》正在銀川火熱拍攝中

。近日，片方曝光了壹張火王陳柏

霖獨自在沙漠中仰望天空的花絮照

，從《花少》到《火王》似乎壹直

在獨自流浪的陳柏霖，讓粉絲大呼

“心疼”。

於是便有網友將女主角景甜也

壹起P在圖上，並笑稱“甜甜來給

妳作伴啦”，貼心之余也是喜感十

足，還由此掀起了壹場“玩壞火王

仲天”的魔性P圖大戰。

昔日暖男變流浪系男神，陳柏霖

“拋棄”《花少》中的小狗“菲菲

”，獨自壹人來到銀川荒漠，背後

的故事引發網友熱議。節目中的他

從利比裏亞到哈納斯野生動物保育

基地，雖然將 “壹人壹狗走天涯

”走出了別樣的蘇感，卻還是略顯

孤單。此番在電視劇《火王》中，

陳柏霖飾演的火王仲天乃是來自麥

哲倫星系神域的火神，為了拯救神

域而來到地球尋找某種神器的幫助

，因此引發了壹系列跌宕起伏、驚

心動魄的故事，以及壹段轟轟烈烈

蕩氣回腸的愛情傳奇。在最新曝光

的片場照中，陳柏霖獨自坐在土墻

上仰望天空顯得形單影只，仿佛穿

越回“被花少流放的日子”，沒想

到新戲剛壹開拍就再度被流放，網

友們也是覺得既好笑又心疼。

陳柏霖在銀川的繼續“流浪”

，激發了廣大網友們的“同情心”

與“惡趣味”。大家紛紛開啟腦洞

，為他P上各式“小夥伴”作陪。

陳柏霖劇中的CP景甜也被十分貼

心地被大家P在土墻上“風神甜甜

來給火王作伴啦”。

微博上更掀起壹場“玩壞火王

仲天”的魔性P圖大戰：西遊四人

組，兔子窩、扭秧歌等腦洞突破天

際，更有網友P出千奇百怪的狗狗

，讓陳柏霖想要忘掉“菲菲”都難

。《火王》自開機以來便壹直在緊

張而低調的拍攝中，此次僅是放出

壹張花絮照就在網友中引起了如此

熱鬧的波動，開啟了未播先火的征

途，如此被觀眾寄予厚望的劇組，

之後還會帶來怎樣的驚喜呢？還請

繼續拭目以待吧。

林宥嘉想讓五月天餵他吃香蕉
對方的回復有點汙

據臺媒報道，2016年度“十大

專輯暨十大單曲”頒獎典禮由“中

華音樂人交流協會”舉辦，該獎堪

稱金曲風向球，五月天、林宥嘉、

方大同等人出席記者會。五月天曾

在金曲獎舞臺上吃香蕉，阿信說今

年要“端莊”，求問壹旁林宥嘉端

莊的方式，沒想到林宥嘉想請五月

天餵他吃香蕉，阿信追問：“妳再

說壹次？”接著林宥嘉再重復壹次

，五月天全笑成團。瑪莎對林宥嘉

說：“妳結婚了”，怪獸說：“吃

得下嗎？”石頭則說：“吃不下啦

！”暗指香蕉size不小，林宥嘉升格

人夫後尺度更大，加上五月天大開

黃腔，逗得現場大笑。

林宥嘉想讓五月天餵他吃香蕉 對方

的回復有點汙

五月天入圍金曲獎8項大獎，不

過阿信說自己沒特別想得的獎，入

圍這麽多項沒有信心，並稱：“其

實大家都很優秀，也都在音樂道路

上很用心。”至於幸運小物，阿信

說：“冠佑是我們的福星”，林宥

嘉則說：“今年要嘗試穿紅內褲，

先前都沒有試過。”

林依晨坦言最痛恨信用卡
原來與她的童年經歷有關

林誌穎雙胞胎兒子親昵萌照

哥倆互動超有愛
23日，林誌穎在微博曬出雙胞胎兒子手牽

腳側面照，並甜蜜的寫道：“看這兩，手牽腳

相親相愛的照片怎麽舍得出門工作呢？哈”。

照片中，雙胞胎兒子光著肉肉的小腳丫，壹個

握著另壹個的腳，還親昵的把小臉靠在壹起，

看起來感情好極了。看到這麽有愛的小萌娃，網友們紛紛前排留言：“基因強大 顏值爆表 ”“好棒哦 和ki-

mi好像，顏值高的壹家”“相親相愛的兄弟倆，感情超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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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際記者鄭雲風）
日本前美女主播小林麻央，23日晨不敵
癌魔離世，終年只是34歲。她的丈夫、
著名歌舞伎演員市川海老藏，23日帶着
傷痛心情出席記者會，他透露趕回去見
愛妻最後一面時，麻央用極虛弱的音量
對他說“我愛你”才離開人世。憶及愛
妻離世，海老藏不禁當場留下男兒淚，
更在網誌寫上“人生中最悲泣的一
天”。而在記者會後，海老藏更要抑壓
悲傷情緒準備演出，他的專業態度更教
人感到難過。

小林麻央於2014年確診罹患乳癌，
之後又傳出癌細胞擴散到肺、骨頭、淋
巴，情況並不樂觀。她在本月初出院回
家休養，許願要抗癌成功，繼續陪在老
公身邊當個“更好的伴侶”，無奈天不

從人願。小林麻央出身於東京都，2010
年和海老藏結婚，婚後她減少演藝活
動，專心照顧兩名小孩。確診乳癌後，
她在去年9月開設網誌，分享抗癌生
活。去年BBC認為該網誌給予癌症病患
甚至其他人勇氣，故選她為全球百大女
性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十優港
姐麥明詩（Louisa）23 日出席商場活動
時，透露有留意今屆港姐的面試者，她笑
言年年素質大致一樣，自嘲當中也有女生
比其更靚。Louisa表示最有印象是張寶兒
的妹妹張寶欣，和跟Louisa一起上演技班
的杜芷綾。

Louisa稱杜芷綾有詢問過她關於選美
的意見，她說：“她是我演技班的同學，
很有潛質，可塑性高。她問我選美是否入
行的好途徑，我都有鼓勵她參選，因為機
會的確是較多。”

對於今年有外籍佳麗參選，Louisa認
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應鼓勵和接納她
們，但承認如不懂廣東話會較輸虧。“外
國的選美活動都會有少數族裔參加，香港
都可以更開放。”

希望保留全民投票
至於有面試者

被質疑整容，Louisa
表示也有留意，她
說：“做這行都是
想令自己更出色。
以我為例，公司都
有很多靚女，靚過
我的大有人在，令
我都很自卑。不過
接受到自己不是最
靚後，就會找方法
去找出自己的價
值。”有傳今年港
姐會取消全民投票
環節，Louisa希望能
夠保留，一來作為
節目這是吸引觀眾
的因素，二來選出
來的港姐，受眾始
終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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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陳凱琳（Grace）與曹敏
莉（Mandy）23日到九龍灣出
席活動，適逢當日是Grace的
26歲生日，她透露當晚是與男
友鄭嘉穎吃飯慶祝，又透露已
收到男友送的生日禮物。

Grace表示生日願望每年
都一樣，就是希望開開心心和
健健康康，而晚上就跟鄭嘉穎
食飯慶祝，但未知吃什麼菜
式。“可能有Suprise呢。”她
又透露已收到男友送的一份很
靚亦很實用的禮物，但不想透
露是什麼，“不想經常公開禮
物，總之很合用，是首飾。
（23日晚可能會收戒指求婚
呢？）不會，（如果男友求婚
呢？）我們有共識。”身旁的
Mandy 笑指這些無人會知，
Grace就笑說：“都好啊……
說笑而已！（幾時嫁人？）順
其自然啦。”

問之後會否與男友去旅行
慶生？Grace指未有時間，因
男友忙於在內地拍戲，她也要
在香港拍攝新劇。不過她都特
別感謝男友特地從內地返港兩
天為她慶生，感到很開心，知
對方要兩邊頻撲很疲倦，幸好
當晚不用開工，可一齊吃飯慶

祝。

好友識應屆外籍佳麗
另外，問到Grace可有留

意今屆港姐時，她表示有留意
報道，其中一名外籍佳麗
Christina是她朋友的好友，如
對方有需要的話，Grace也樂
意提供貼士。Grace也建議對
方要多練習中文，因自己當年
中文也不佳，惟有多講去補
救。對於今屆佳麗的素質，她
覺得都好。

結婚與嘉穎有共識結婚與嘉穎有共識

陳凱琳順其自然陳凱琳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欣

彤（Mag）23日獲老闆王祖藍陪伴到電
台宣傳新歌《奇怪》，她笑指祖藍是個
奇怪的老闆：“祖藍是毫無私心幫所簽
的每一個藝人，例如可以隨時解約。
（方便你隨時結婚生孩子？）不是呀，
就是這種信任和空間，我才不想走。”
她又指老闆一直都很尊重自己的想法，
今次這首歌也有她想要的班底和做法，
令她很感激。問到二人會否合唱？祖藍
笑說：“要看Mag姐，我不想拖累她，
同我合唱就變成《流行經典50年》。”
Mag則表示有機會都想合唱。

Mag又透露年底將會舉行首次個人
售票演唱會，地點尚未定，場數則視乎

老闆信心。祖藍即笑說：“開半場啦！
阿Mag唱半場走，我劫持她的演唱會，
下半場由我唱！（投資很多錢在Mag身
上？）她沒有虧錢的，有錢賺，她是我
的港幣搖錢樹。”

林欣彤感激祖藍 無私心兼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王馨平（Linda）23日到電
台宣傳下月23日在文化中心舉
行的一個中樂形式音樂會，她透
露今次會與百多人的中樂團合
作，屆時會唱電影金曲，亦會唱
《別問我是誰》及《不要躲避我
的眼睛》。

問到演出服裝方面會否繼續
有驚喜？Linda笑說：“你們現
在好留意我的衣服，到底大家希
望我性感還是不性感呢？我搜集
大家的意見先。”提到之前她在
電視的慈善節目中的低胸性感打
扮，遭到觀眾投訴，Linda無奈
地說：“其實衣服前面有層肉色
薄紗，並非真的那麼暴露，（穿
旗袍配合中國風？）Good sug-
gestion。 ”

狂吃像再度發育
保養得宜的Linda表示全靠

做瑜伽，近日她更兼職教人做瑜
伽，問到可有被學生“集郵”？
她指學生以外國人居多，故沒被
要求“集郵”。她笑說每次上堂
都全情投入，用很多精力，落堂
之後會很肚餓，吃很多東西，好
像再度發育。

小林麻央病逝 海老藏痛泣

■■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
麻央麻央((小圖小圖))時淚流滿面時淚流滿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凱琳陳凱琳2323日晚日晚
和 男 友 鄭 嘉 穎和 男 友 鄭 嘉 穎
““ 撐 枱 腳撐 枱 腳 ”” 慶慶
生生。。

■■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
唱電影金曲唱電影金曲。。

■■林欣彤林欣彤((左左))不介意和王祖不介意和王祖
藍藍((右右))合唱合唱。。

音樂會穿性感衣服
王馨平無問題

袁詠儀在出席活動時，被問到有
否留意Celine因參加《全美一

叮》爆紅的事，靚靚笑謂：“我說
不知道你們都不相信啦！其實在我
立場都覺得很矛盾，Celine跟我老
公（張智霖）隸屬同一家公司，不
過我見她時，她都是考完試，做完
功課才去唱歌。”又稱上天賜予
Celine唱歌才能，是不應埋沒，但
應以學業為先。

“魔童”想做遊戲達人
問到靚靚兒子“魔童”會否唱

歌？“他唱歌唱到‘劏雞’般，他
都有自知之明。他想做的職業好奇
怪，他喜歡打遊戲，想做遊戲機達
人，我叫他讀好書先。”為了培養
兒子成才，靚靚表示去旅行時亦會
帶兒子去看電器或電腦產品。

談到薛家燕與Celine父親譚順
生的是非，靚靚表示不清楚。她又

說作為父母，當小朋友表演，有父
母在身邊陪伴會安全點。又稱試過
將兒子交給經理人，結果兒子腸胃
炎，但她沒怪別人，因對方沒有做
父母經驗，都是自己看管安全些。
靚靚希望大家以小朋友的角度出
發。

婷婷讚“鷹眼”運動厲害
謝婷婷23日晚與靚靚碰頭，她

表示曾與對方一起參加真人秀，知
道靚靚打網球很好，但靚靚卻說：
“她才棒，我只好在聲音上。”問
到婷婷男友“鷹眼”謝洛美維拿
（Jeremy Renner）的網球技術如
何？“我不知道，沒打過，只知他
其他運動都厲害。”

婷婷又指二人拍拖多數在家看
電影，男友現時專心做音樂，平日
唱歌、打鼓、彈結他，她會聽對方
練習。二人分隔異地，會否爭取時

間見面？“沒有，我要花時間為工
作試鏡，我會工作行先，有時男友
會不高興。”

薛芷倫早已放下舊仇
薛芷倫早前受訪時指多年前離

婚及患癌期間，曾被好友L太當眾
不給她面子羞辱她。

23日晚薛芷倫被問誰是L太？
她避談說：“我不想搞大件事，過
去就算，我沒恨她。”又指事後跟
對方已沒接觸，亦非想刻意講出
來，講出來是因她已放低了，希望
帶出大家關心身邊人的正面訊息。
早前身體不適的諸葛紫岐，透露已
康復了很多，她剛剛才到過北京及
日本工作。紫岐大讚Celine很棒，
又指兒子都喜歡唱歌，但未到那個
地步，不過老公就不想兒子入娛樂
圈，就算一齊拍很簡單的廣告也不
准，希望以學業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詠儀（靚靚）、謝婷婷、薛芷倫、諸葛紫岐、周汶錡、蔣

怡、馬詩慧與女兒王曼喜及楊諾詩與妹妹楊玳詩等，23日晚到中環四季酒店出席晚宴。提到九歲

小巨肺譚芷昀（Celine）紅爆全球，靚靚表示無論怎樣都應該以學業為先。

讚有歌唱天賦但應以學業為先

靚靚靚靚自覺對Celine立場

好矛盾■■諸葛紫岐諸葛紫岐
的丈夫不准的丈夫不准
兒 子 拍 廣兒 子 拍 廣
告告。。

■■謝婷婷謝婷婷((左左))與靚靚互笠高帽與靚靚互笠高帽。。

■■薛芷倫薛芷倫
已放下多已放下多
年前的舊年前的舊
仇仇。。

■袁詠儀也覺
得 Celine 唱
歌動聽，不過
小朋友應先讀
好書。

■■麥明詩認為女麥明詩認為女
孩為變靚點而整孩為變靚點而整
容是無可厚非容是無可厚非。。

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6月24日（星期六）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實際記者鄭雲風）
日本前美女主播小林麻央，23日晨不敵
癌魔離世，終年只是34歲。她的丈夫、
著名歌舞伎演員市川海老藏，23日帶着
傷痛心情出席記者會，他透露趕回去見
愛妻最後一面時，麻央用極虛弱的音量
對他說“我愛你”才離開人世。憶及愛
妻離世，海老藏不禁當場留下男兒淚，
更在網誌寫上“人生中最悲泣的一
天”。而在記者會後，海老藏更要抑壓
悲傷情緒準備演出，他的專業態度更教
人感到難過。

小林麻央於2014年確診罹患乳癌，
之後又傳出癌細胞擴散到肺、骨頭、淋
巴，情況並不樂觀。她在本月初出院回
家休養，許願要抗癌成功，繼續陪在老
公身邊當個“更好的伴侶”，無奈天不

從人願。小林麻央出身於東京都，2010
年和海老藏結婚，婚後她減少演藝活
動，專心照顧兩名小孩。確診乳癌後，
她在去年9月開設網誌，分享抗癌生
活。去年BBC認為該網誌給予癌症病患
甚至其他人勇氣，故選她為全球百大女
性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十優港
姐麥明詩（Louisa）23 日出席商場活動
時，透露有留意今屆港姐的面試者，她笑
言年年素質大致一樣，自嘲當中也有女生
比其更靚。Louisa表示最有印象是張寶兒
的妹妹張寶欣，和跟Louisa一起上演技班
的杜芷綾。

Louisa稱杜芷綾有詢問過她關於選美
的意見，她說：“她是我演技班的同學，
很有潛質，可塑性高。她問我選美是否入
行的好途徑，我都有鼓勵她參選，因為機
會的確是較多。”

對於今年有外籍佳麗參選，Louisa認
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應鼓勵和接納她
們，但承認如不懂廣東話會較輸虧。“外
國的選美活動都會有少數族裔參加，香港
都可以更開放。”

希望保留全民投票
至於有面試者

被質疑整容，Louisa
表示也有留意，她
說：“做這行都是
想令自己更出色。
以我為例，公司都
有很多靚女，靚過
我的大有人在，令
我都很自卑。不過
接受到自己不是最
靚後，就會找方法
去找出自己的價
值。”有傳今年港
姐會取消全民投票
環節，Louisa希望能
夠保留，一來作為
節目這是吸引觀眾
的因素，二來選出
來的港姐，受眾始
終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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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
儀）陳凱琳（Grace）與曹敏
莉（Mandy）23日到九龍灣出
席活動，適逢當日是Grace的
26歲生日，她透露當晚是與男
友鄭嘉穎吃飯慶祝，又透露已
收到男友送的生日禮物。

Grace表示生日願望每年
都一樣，就是希望開開心心和
健健康康，而晚上就跟鄭嘉穎
食飯慶祝，但未知吃什麼菜
式。“可能有Suprise呢。”她
又透露已收到男友送的一份很
靚亦很實用的禮物，但不想透
露是什麼，“不想經常公開禮
物，總之很合用，是首飾。
（23日晚可能會收戒指求婚
呢？）不會，（如果男友求婚
呢？）我們有共識。”身旁的
Mandy 笑指這些無人會知，
Grace就笑說：“都好啊……
說笑而已！（幾時嫁人？）順
其自然啦。”

問之後會否與男友去旅行
慶生？Grace指未有時間，因
男友忙於在內地拍戲，她也要
在香港拍攝新劇。不過她都特
別感謝男友特地從內地返港兩
天為她慶生，感到很開心，知
對方要兩邊頻撲很疲倦，幸好
當晚不用開工，可一齊吃飯慶

祝。

好友識應屆外籍佳麗
另外，問到Grace可有留

意今屆港姐時，她表示有留意
報道，其中一名外籍佳麗
Christina是她朋友的好友，如
對方有需要的話，Grace也樂
意提供貼士。Grace也建議對
方要多練習中文，因自己當年
中文也不佳，惟有多講去補
救。對於今屆佳麗的素質，她
覺得都好。

結婚與嘉穎有共識結婚與嘉穎有共識

陳凱琳順其自然陳凱琳順其自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林欣

彤（Mag）23日獲老闆王祖藍陪伴到電
台宣傳新歌《奇怪》，她笑指祖藍是個
奇怪的老闆：“祖藍是毫無私心幫所簽
的每一個藝人，例如可以隨時解約。
（方便你隨時結婚生孩子？）不是呀，
就是這種信任和空間，我才不想走。”
她又指老闆一直都很尊重自己的想法，
今次這首歌也有她想要的班底和做法，
令她很感激。問到二人會否合唱？祖藍
笑說：“要看Mag姐，我不想拖累她，
同我合唱就變成《流行經典50年》。”
Mag則表示有機會都想合唱。

Mag又透露年底將會舉行首次個人
售票演唱會，地點尚未定，場數則視乎

老闆信心。祖藍即笑說：“開半場啦！
阿Mag唱半場走，我劫持她的演唱會，
下半場由我唱！（投資很多錢在Mag身
上？）她沒有虧錢的，有錢賺，她是我
的港幣搖錢樹。”

林欣彤感激祖藍 無私心兼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王馨平（Linda）23日到電
台宣傳下月23日在文化中心舉
行的一個中樂形式音樂會，她透
露今次會與百多人的中樂團合
作，屆時會唱電影金曲，亦會唱
《別問我是誰》及《不要躲避我
的眼睛》。

問到演出服裝方面會否繼續
有驚喜？Linda笑說：“你們現
在好留意我的衣服，到底大家希
望我性感還是不性感呢？我搜集
大家的意見先。”提到之前她在
電視的慈善節目中的低胸性感打
扮，遭到觀眾投訴，Linda無奈
地說：“其實衣服前面有層肉色
薄紗，並非真的那麼暴露，（穿
旗袍配合中國風？）Good sug-
gestion。 ”

狂吃像再度發育
保養得宜的Linda表示全靠

做瑜伽，近日她更兼職教人做瑜
伽，問到可有被學生“集郵”？
她指學生以外國人居多，故沒被
要求“集郵”。她笑說每次上堂
都全情投入，用很多精力，落堂
之後會很肚餓，吃很多東西，好
像再度發育。

小林麻央病逝 海老藏痛泣

■■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市川海老藏憶述亡妻小林
麻央麻央((小圖小圖))時淚流滿面時淚流滿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陳凱琳陳凱琳2323日晚日晚
和 男 友 鄭 嘉 穎和 男 友 鄭 嘉 穎
““ 撐 枱 腳撐 枱 腳 ”” 慶慶
生生。。

■■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王馨平在稍後的音樂會將獻
唱電影金曲唱電影金曲。。

■■林欣彤林欣彤((左左))不介意和王祖不介意和王祖
藍藍((右右))合唱合唱。。

音樂會穿性感衣服
王馨平無問題

袁詠儀在出席活動時，被問到有
否留意Celine因參加《全美一

叮》爆紅的事，靚靚笑謂：“我說
不知道你們都不相信啦！其實在我
立場都覺得很矛盾，Celine跟我老
公（張智霖）隸屬同一家公司，不
過我見她時，她都是考完試，做完
功課才去唱歌。”又稱上天賜予
Celine唱歌才能，是不應埋沒，但
應以學業為先。

“魔童”想做遊戲達人
問到靚靚兒子“魔童”會否唱

歌？“他唱歌唱到‘劏雞’般，他
都有自知之明。他想做的職業好奇
怪，他喜歡打遊戲，想做遊戲機達
人，我叫他讀好書先。”為了培養
兒子成才，靚靚表示去旅行時亦會
帶兒子去看電器或電腦產品。

談到薛家燕與Celine父親譚順
生的是非，靚靚表示不清楚。她又

說作為父母，當小朋友表演，有父
母在身邊陪伴會安全點。又稱試過
將兒子交給經理人，結果兒子腸胃
炎，但她沒怪別人，因對方沒有做
父母經驗，都是自己看管安全些。
靚靚希望大家以小朋友的角度出
發。

婷婷讚“鷹眼”運動厲害
謝婷婷23日晚與靚靚碰頭，她

表示曾與對方一起參加真人秀，知
道靚靚打網球很好，但靚靚卻說：
“她才棒，我只好在聲音上。”問
到婷婷男友“鷹眼”謝洛美維拿
（Jeremy Renner）的網球技術如
何？“我不知道，沒打過，只知他
其他運動都厲害。”

婷婷又指二人拍拖多數在家看
電影，男友現時專心做音樂，平日
唱歌、打鼓、彈結他，她會聽對方
練習。二人分隔異地，會否爭取時

間見面？“沒有，我要花時間為工
作試鏡，我會工作行先，有時男友
會不高興。”

薛芷倫早已放下舊仇
薛芷倫早前受訪時指多年前離

婚及患癌期間，曾被好友L太當眾
不給她面子羞辱她。

23日晚薛芷倫被問誰是L太？
她避談說：“我不想搞大件事，過
去就算，我沒恨她。”又指事後跟
對方已沒接觸，亦非想刻意講出
來，講出來是因她已放低了，希望
帶出大家關心身邊人的正面訊息。
早前身體不適的諸葛紫岐，透露已
康復了很多，她剛剛才到過北京及
日本工作。紫岐大讚Celine很棒，
又指兒子都喜歡唱歌，但未到那個
地步，不過老公就不想兒子入娛樂
圈，就算一齊拍很簡單的廣告也不
准，希望以學業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袁詠儀（靚靚）、謝婷婷、薛芷倫、諸葛紫岐、周汶錡、蔣

怡、馬詩慧與女兒王曼喜及楊諾詩與妹妹楊玳詩等，23日晚到中環四季酒店出席晚宴。提到九歲

小巨肺譚芷昀（Celine）紅爆全球，靚靚表示無論怎樣都應該以學業為先。

讚有歌唱天賦但應以學業為先

靚靚靚靚自覺對Celine立場

好矛盾■■諸葛紫岐諸葛紫岐
的丈夫不准的丈夫不准
兒 子 拍 廣兒 子 拍 廣
告告。。

■■謝婷婷謝婷婷((左左))與靚靚互笠高帽與靚靚互笠高帽。。

■■薛芷倫薛芷倫
已放下多已放下多
年前的舊年前的舊
仇仇。。

■袁詠儀也覺
得 Celine 唱
歌動聽，不過
小朋友應先讀
好書。

■■麥明詩認為女麥明詩認為女
孩為變靚點而整孩為變靚點而整
容是無可厚非容是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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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個冷笑話2》曝“監獄”版海報
導演透露雅典娜的完美身材源自私心
6月21日晚，動畫喜劇《十萬個冷笑話2》在上海舉辦“雞飛

狗跳“主題party，導演盧恒宇和李殊潔攜電影新老角色雷神托爾

與時光雞共同亮相。另外，電影今日還正式曝光四張”監獄“版人

物海報及全新片段，小金剛、雷神托爾、雅典娜、河神等新角色的

閃亮登場。

在“雞飛狗跳”party現場， 導演談到了《十冷2》中出現的

新角色，同時也曝光了《女神篇》片段：《女神篇》講述的是女神

雅典娜的故事，擁有完美的身材和超強武力值的戰神雅典娜，卻成

天被父親宙斯催婚，由此引發了父女間壹段啼笑皆非的對話。

李殊潔導演坦言雅典娜的完美身材與盧恒宇導演的私心有關，

他壹直希望創造這麽壹位“波濤洶湧”的女性角色，而其恨嫁性格

則是源自李殊潔的親身經歷。

在影片片段曝光後，四位主角的角色版海報也隨即曝光。“監

獄“版人物海報以監獄照為背景，超級財迷小金剛、智慧與戰爭女

神雅典娜、磨嘰小河神以及單身狗雷神托爾。海報中每個角色手舉

入獄檔案標示牌，而入獄牌上的文字則對應了角色的性格屬性。

《十萬個冷笑話2》講述了壹個發生在浩瀚宇宙中的奇幻喜劇

故事。由於宇宙至寶創世神杖被偷，宇宙的平衡被打破。多年後，

主人公小金剛無意中獲得了可以找到創世神杖的藏寶圖，而三大天

神為找回丟失但神杖，也分別派出雅典娜、河神及雷神托爾作為各

自的代表，去搶奪小金剛的藏寶圖。藏寶圖在搶奪過程中意外損壞

，三個年輕的天神只能和唯壹看過藏寶圖的小金剛壹起踏上尋找創

世神杖的旅程。該片將於8月18日登陸全國院線。

動畫電影《我叫熊貓》項目啟動
新西蘭團隊加盟 預計2019年問世
6月21日，大型系列動畫電影《我叫熊

貓》在上海舉行全球啟動儀式。

據悉，《我叫熊貓》由浙江天意影視有

限公司與新西蘭 FAR AWAY ANIMATION

LTD（發威動畫有限公司）等中外團隊打造

。活動現場，天意影視與新西蘭 Far Away

雙方完成三方合作簽約儀式。除《我叫熊貓

》簽約之外，還有雙方與約翰•休斯特效學

院簽訂戰略合作，目的是培育更多電影特效

人才；除此之外與多奇國際簽訂戰略合作，

以《我叫熊貓》為主題，打造多種形式的主

題樂園；另外還將與蘇州藍海「創意雲」簽

訂戰略合作協議，聯手發展國際渲染與創作

平臺；最後，與中國下壹代教育基金會簽訂

戰略合作，正式啟動“我心目中的大熊貓· 全

國青少年繪畫征集活動“。片方表示，《我

叫熊貓》幾易設計稿，在追求視覺效果的同

時更盡可能地還原熊貓棲息地風貌，保證濃

郁的中國風，並希望通過這部影片向觀眾傳

遞“團結創造奇跡”的信息。《我叫熊貓》

預計在2019年與觀眾見面。

梁朝偉&周迅無償出演 《嘿瑪嘿瑪》
《高山上的世界杯》導演新作上影節首映

6 月 21 日，作為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壹帶壹路”代表作品、不丹電影《嘿瑪嘿

瑪》在上海舉行首映。首映活動現場，該片

導演欽哲· 諾布，制片人帕武· 澈寧· 道爾吉、

Sarah Chen，以及演員策林· 道爾吉出席並和

觀眾進行了交流。同時，出演該片的演員梁

朝偉、周迅專門錄制了VCR，與影院觀眾分

享感受。導演田壯壯、演員王誌文等則現身

影院支持。

不丹導演欽哲· 諾布進入電影行業已近二

十年，曾拍攝過《高山上的世界杯》等深受

影迷追捧的電影。《嘿瑪嘿瑪》是他的第四

部電影長片，電影名取自不丹語中的“很久

很久以前”。電影講述了壹個傳說：每隔十

二年在森林深處會有壹場為期兩周的神秘聚

會，所有與會者都是秘密受到邀請，並且全

程戴著面具。在面具的遮蓋下，許多人性的

東西開始蠢動，擴大，於是發生了勾引、謊

言、犯罪和殺戮。

欽哲· 諾布表示，電影的靈感來自對網絡

聊天室的觀察：匿名讓大家釋放了自己，然

而，又總有壹些東西是人類怎樣都無法擺脫

的。

據制片人現場透露，電影“整個制作經

費不超過300萬人民幣”，而且還是通過眾

籌完成的，當時參與眾籌的網友也有100余

人來到了放映現場。“在片尾，妳會看到有

非常長的名單，他們參與了當初電影的眾籌

。《嘿瑪嘿瑪》是大家齊心協力達成的結果

，可以說在場的每個人，都對這部電影如今

能放映做出貢獻。”

首映禮現場，梁朝偉、周迅通過VCR和

現場觀眾分享了拍攝該片的感想。梁朝偉透

露，他早年看過欽哲· 諾布的書，又了解到他

也是導演，便很想與之合作，這次算是圓了

壹個夢，“將來如果導演有什麽需要，我也

隨時都會過來。”

周迅在VCR中表示，是電影的趣味性首

先吸引了自己，“故事很有趣，當所有人都

不知道妳真實身份的時候，妳會做出什麽呢

？”梁朝偉和周迅出演《嘿瑪嘿瑪》都幾乎

是零片酬。導演欽哲· 諾布透露，他曾向印度

寶萊塢幾位非常有名的演員發送了邀請信，

表示“妳們已經有很多錢了，也非常有名了

。如果妳真心喜歡藝術、支持藝術的話，這

就是妳的機會。”當時這些演員都沒給導演

回復。他接著求助中國演員，詢問梁朝偉、

周迅，立即就得到回應，兩人答應出演，甚

至千裏迢迢自費去到不丹拍戲。“他們非常

的慷慨，非常懂得感恩”。

除了梁朝偉和周迅，欽哲· 諾布還得到了

更多華語電影人的支持，導演田壯壯參與了

該片的後期剪輯，音效師杜篤之制作了該片

的音效。

申根華語電影獎公布十個電影項目
《愛樂之城》導演編劇作品《黑誓》在列

日前，申根華語電影之夜在上海舉行。

洪金寶、陳國新、朱延平、邱瓈寬、《太空

旅客》編劇、制片人斯蒂芬· 哈默等出席了活

動，現場見證了包括《愛樂之城》導演達米

恩· 查澤雷編劇的新片《黑誓》在內的十個電

影項目的發布。

申根華語電影獎是由歐洲電影企業聯合

會、盧森堡國家電影基金、盧森堡影視制片

人聯合會和上海大盈影視共同發起的國際電

影交流平臺，旨在推動優秀華語電影進入歐

洲市場、促進歐洲國家與中國的電影項目合

作、交流以中國元素為主導的國際電影。

當晚申根獎新片單中包括《愛樂之城》

導演達米恩· 查澤雷編劇的新作《黑誓》、洪

金寶電影工作室傳統IP開發作品、青年導演

向灼的喜劇新作《假面蘿莉》、動物電影

《極速雪橇隊》等。大盈影視引進的《Ro-

bo-Dog:Airborne》、中泰合拍體育題材影片

《泳動青春》也同時在現場舉行了簽約。

現場，盧森堡駐滬總領事還親自頒發申

根獎西方美人魚獎給電影《八月》。

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試圖打造自己的系列電影宇宙，相比之下

擁有龐大受眾的《魔獸》系列則低調的多。盡管首部電影在全球斬

獲4.33億美元的票房，但影片最終虧損1500萬美元，續集項目的

上馬也遲遲不見動靜。

導演鄧肯· 瓊斯倒是對媒體透露了自己對於續集的構思：“第

壹部電影建立了世界觀，展示了杜隆坦幫助自己的兒子逃離這個垂

死的星球。對我而言，前三部電影的構思是展現薩爾如何完成杜隆

坦的願望，為獸人建立壹個新的家園。在續集裏將展現薩爾的少年

時代，了解魔獸的人都明白，這是壹個非常斯巴達克斯式的故事，

我會按照這個思路拍下去。至於人類那邊，會怎樣發展目前還沒有

頭緒，但是基本上會承接上部電影成為壹個完整的故事。而獸人這

邊，肯定會繼續那個還是嬰兒的古伊爾，也就是薩爾的故事，講述

他如何為獸人建立家園。”

大銀幕上魔獸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除了獸人與人類的紛爭，其

他種族的故事甚至都還未展開，盡管第壹部電影不甚完美，但原作

中復雜的人物關系、個性鮮明的角色以及精妙的世界觀設定，都讓

這個系列值得繼續期待，或許未來會有壹個更加宏大的魔獸電影宇

宙與觀眾見面。

不過這部續集目前還未提上日程，導演瓊斯的下壹部電影將會

是漫畫改編的小成本科幻驚悚片《靜音》。

導演自曝導演自曝““魔獸魔獸””續集故事脈絡續集故事脈絡
續集將圍繞薩爾的成長續集將圍繞薩爾的成長 目前尚無拍攝計劃目前尚無拍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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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星期六 2017年6月24日 Saturday, June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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