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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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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出全運會一直被喻為是最難打的大賽之一，當中乒乓球項目更是難

中之難。中國作為傳統乒乓球強國，幾乎所有國家隊頂尖球手
均會參與全運會，全運會乒乓球項目水平之高比之奧運及世乒賽亦
毫不遜色。無獨有偶，由93年開始所有在全運會奪冠的女單球手均
是應屆奧運金牌得主，如1993年和1997年全運女單冠軍，是1992
年和1996年奧運會女單冠軍、大滿貫球員鄧亞萍；2001年全運會女
單冠軍是悉尼奧運女單及女雙冠軍王楠。2005、2009年全運女單冠
軍是雅典以及北京奧運會女單冠軍張怡寧。上屆全運會女單冠軍是
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單金牌得主李曉霞。而挾着里約奧運女單冠軍
之名的丁寧毫無疑問是今屆全運會女單金牌大熱，而她本人亦極
希望稱霸全運會，成為歷來第五位“全滿貫”女單球手。

女單冠軍定律或被打破
不過，丁寧的“全滿貫”之路卻絕不輕鬆，除了陳夢、朱

雨玲及劉詩雯等國家隊隊友將成勁敵外，今年1月1日退役的
“大滿貫”球手李曉霞亦宣佈復出代表山東出戰，勢將令今屆女
單金牌之爭更為激烈。事實上丁寧及李曉霞之間亦甚有淵源，里約
奧運女單決賽，丁寧就是擊敗李曉霞奪得冠軍，當時甚至有說
法認為是李曉霞被迫讓出冠軍成全丁寧，有球迷更視李曉
霞今次再戰全運是復仇之戰。

撇除種種傳聞，單論實力李曉霞已足以成為
丁寧在全運會的最大障礙。作為“大滿貫”
球手的李曉霞，打法充滿力量且富侵
略性，橫板技術是近年國家女乒
中的表表者，不過29歲的她遠
離系統訓練已有一段日子，
加上今年國際乒聯將比賽
用球改大直徑增至40.3
毫米，相信李曉霞要重新
適應需要花上一段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全運會乒乓女單再起波瀾！中國國家隊女乒“一

姐”丁寧目前已手握奧運及世乒賽金牌，只要再取全運

會女單冠軍即可成為國家隊史上第五位“全滿貫”女單

球手。不過丁寧要完成這一任務將遇嚴峻考驗，年初退

役的國手李曉霞已確定復出、代表山東出戰全運，勢將

為全運乒乓女單帶來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足總7月1日證實轄下
“球員支援小組”已着手處理南
華球員求助個案，並已跟受影響
球員見面。小組亦試圖調解球員
與南華會的合約糾紛，只是南華
會表明無意與仍有合約在身的球
員見面商討。

如果南華和球員間的合約問
題一直不解決的話，或將被告上
國際足協，成為是繼上世紀流浪
外援打球證、全球性停賽後香港
另一宗足球大事件。

南華前足主張廣勇對離開南
華感到無奈，他稱他有心再履行
足球部主任多一季。只可惜5月
份多次提出約見南華會主席盧潤
森，惟對方都避見，會方只派來
義務司庫彭冲會面。

張廣勇憶述雙方面談時，彭
冲代表會方提出奇怪要求：要求
張廣勇本人支付2017-18年度球季
南華隊的班費，主要包括張主政

時所簽的多名跨季度合約球員和
外援的薪酬、房屋津貼等資助費
用。對此，張廣勇感到極不合
理：“沒有保證再主政足球隊多
一個球季，怎可要求我再投資在
足球隊上？”

張廣勇還指出：不知是否受
上手足主簽私人合約令南華會方
吃虧影響，“我入主三季，所有
簽的香港本土或是外援球員，絕

對須南華會批准，而且是南華會
秘書處簽署合約文件。”張廣勇
直言如果以個人名義簽約，球員
已可加盟友會或以借用方式繼續
在港超上陣，而不會有今日的糾
紛。

目前受糾紛影響的南華球員
有陳偉豪、外援保贊、高美斯、
張健峰、車潤秋、陳肇鈞、謝家
強及卡路士等。

港足總接南華球員求助
盼調解糾紛

繼里約奧運會實現男子跆拳道金牌“零”的突破後，
中國名將趙帥（左圖）6月30日在土耳其進行的跆拳道世
錦賽男子63公斤以下級別決賽上奪得冠軍，再一次創造
了中國男子跆拳道歷史。

“趙帥實現了中國跆拳道隊自1995年參加世錦賽以
來男子金牌‘零’的突破，創造了歷史！”國家體育總局
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跆拳道部部長鄭宇說，此前中國
男子跆拳道在世錦賽上的最佳戰績是2013年馬兆勇獲得的
銀牌。鄭宇介紹，本屆世錦賽中國隊獲得1金3銅以及3個
第五名，男子實現歷史突破，新人也得到了鍛煉，“基本
實現預定目標”。 ■新華社

中國國家跳水隊領隊周繼紅1日在北京表示，今年世錦
賽男女混雙10米台原定連婕和練俊傑出戰，由於連婕出現技
術問題，因此里約奧運冠軍、“00後”小將任茜將代替連婕
參賽。此外，任茜還將兼顧女子單人和雙人10米台兩項。

當日，中國國家跳水隊進行隊內測試，任茜、施廷懋、
曹緣、陳艾森等里約奧運會冠軍悉數登場。其中，“00後”
任茜在一場半個多小時的測試中完成女子單人10米台和男女
混雙10米台兩個項目。任茜表示，要在世錦賽上參加三個項
目對體能的挑戰很大，希望自己能夠在賽場上把平時訓練的
水平發揮出來。

據周繼紅介紹，任茜想要兼顧女雙訓練和混雙訓練並不
容易，為了不破壞任茜女雙項目的節奏，混雙訓練中男選手
練俊傑會多遷就和配合任茜。 ■中新社

趙帥世錦賽奪金 創中國男跆歷史

任茜代替連婕 世錦賽身兼三項

■張廣勇（右三）對離開南華甚感無奈。 資料圖片

■李曉霞（左）將在全運會再逢丁寧。 資料圖片

■■丁寧丁寧（（右右））在里約奧運決賽力挫李曉霞奪金在里約奧運決賽力挫李曉霞奪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任茜將在世任茜將在世
錦賽參加錦賽參加33項項
比賽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鎮廷（右）與杜凱
琹較早前於世乒賽攜手
上陣混雙比賽。

資料圖片

■■李曉霞將在全運會為山東隊披甲李曉霞將在全運會為山東隊披甲。。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乒乓球協會6月30日晚在官
網發佈《關於對第十三屆全運會乒乓
球項目決賽階段國內運動員參賽資格
公示的通知》。在直接進入決賽階段
的男女單打名單中，港將黃鎮廷、杜
凱琹榜上有名，另外國乒四虎馬龍、
張繼科、許昕及樊振東也在名單之
列。

根據乒協的通知，第十三屆全運
會乒乓球項目專業組決賽階段比賽將
於2017年8月28至9月6日在天津舉
行。

馬龍（北京）、張繼科（山
東）、許昕（上海）、樊振東（解放
軍）、方博（山東）及黃鎮廷（中國
香港）直接進入男子單打決賽階段的
比賽；丁寧（北京）、李曉霞（山
東）、劉詩雯（廣東）、朱雨玲（四
川）、陳夢（山東）及杜凱琹（中國
香港）直接躋身女子單打決賽階段的
賽事。

另外，黃鎮廷還將與何鈞傑出戰
男雙賽事。至於其他項目，則無港將/
港隊上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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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難。中國作為傳統乒乓球強國，幾乎所有國家隊頂尖球手
均會參與全運會，全運會乒乓球項目水平之高比之奧運及世乒賽亦
毫不遜色。無獨有偶，由93年開始所有在全運會奪冠的女單球手均
是應屆奧運金牌得主，如1993年和1997年全運女單冠軍，是1992
年和1996年奧運會女單冠軍、大滿貫球員鄧亞萍；2001年全運會女
單冠軍是悉尼奧運女單及女雙冠軍王楠。2005、2009年全運女單冠
軍是雅典以及北京奧運會女單冠軍張怡寧。上屆全運會女單冠軍是
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單金牌得主李曉霞。而挾着里約奧運女單冠軍
之名的丁寧毫無疑問是今屆全運會女單金牌大熱，而她本人亦極
希望稱霸全運會，成為歷來第五位“全滿貫”女單球手。

女單冠軍定律或被打破
不過，丁寧的“全滿貫”之路卻絕不輕鬆，除了陳夢、朱

雨玲及劉詩雯等國家隊隊友將成勁敵外，今年1月1日退役的
“大滿貫”球手李曉霞亦宣佈復出代表山東出戰，勢將令今屆女
單金牌之爭更為激烈。事實上丁寧及李曉霞之間亦甚有淵源，里約
奧運女單決賽，丁寧就是擊敗李曉霞奪得冠軍，當時甚至有說
法認為是李曉霞被迫讓出冠軍成全丁寧，有球迷更視李曉
霞今次再戰全運是復仇之戰。

撇除種種傳聞，單論實力李曉霞已足以成為
丁寧在全運會的最大障礙。作為“大滿貫”
球手的李曉霞，打法充滿力量且富侵
略性，橫板技術是近年國家女乒
中的表表者，不過29歲的她遠
離系統訓練已有一段日子，
加上今年國際乒聯將比賽
用球改大直徑增至40.3
毫米，相信李曉霞要重新
適應需要花上一段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全運會乒乓女單再起波瀾！中國國家隊女乒“一

姐”丁寧目前已手握奧運及世乒賽金牌，只要再取全運

會女單冠軍即可成為國家隊史上第五位“全滿貫”女單

球手。不過丁寧要完成這一任務將遇嚴峻考驗，年初退

役的國手李曉霞已確定復出、代表山東出戰全運，勢將

為全運乒乓女單帶來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足總7月1日證實轄下
“球員支援小組”已着手處理南
華球員求助個案，並已跟受影響
球員見面。小組亦試圖調解球員
與南華會的合約糾紛，只是南華
會表明無意與仍有合約在身的球
員見面商討。

如果南華和球員間的合約問
題一直不解決的話，或將被告上
國際足協，成為是繼上世紀流浪
外援打球證、全球性停賽後香港
另一宗足球大事件。

南華前足主張廣勇對離開南
華感到無奈，他稱他有心再履行
足球部主任多一季。只可惜5月
份多次提出約見南華會主席盧潤
森，惟對方都避見，會方只派來
義務司庫彭冲會面。

張廣勇憶述雙方面談時，彭
冲代表會方提出奇怪要求：要求
張廣勇本人支付2017-18年度球季
南華隊的班費，主要包括張主政

時所簽的多名跨季度合約球員和
外援的薪酬、房屋津貼等資助費
用。對此，張廣勇感到極不合
理：“沒有保證再主政足球隊多
一個球季，怎可要求我再投資在
足球隊上？”

張廣勇還指出：不知是否受
上手足主簽私人合約令南華會方
吃虧影響，“我入主三季，所有
簽的香港本土或是外援球員，絕

對須南華會批准，而且是南華會
秘書處簽署合約文件。”張廣勇
直言如果以個人名義簽約，球員
已可加盟友會或以借用方式繼續
在港超上陣，而不會有今日的糾
紛。

目前受糾紛影響的南華球員
有陳偉豪、外援保贊、高美斯、
張健峰、車潤秋、陳肇鈞、謝家
強及卡路士等。

港足總接南華球員求助
盼調解糾紛

繼里約奧運會實現男子跆拳道金牌“零”的突破後，
中國名將趙帥（左圖）6月30日在土耳其進行的跆拳道世
錦賽男子63公斤以下級別決賽上奪得冠軍，再一次創造
了中國男子跆拳道歷史。

“趙帥實現了中國跆拳道隊自1995年參加世錦賽以
來男子金牌‘零’的突破，創造了歷史！”國家體育總局
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跆拳道部部長鄭宇說，此前中國
男子跆拳道在世錦賽上的最佳戰績是2013年馬兆勇獲得的
銀牌。鄭宇介紹，本屆世錦賽中國隊獲得1金3銅以及3個
第五名，男子實現歷史突破，新人也得到了鍛煉，“基本
實現預定目標”。 ■新華社

中國國家跳水隊領隊周繼紅1日在北京表示，今年世錦
賽男女混雙10米台原定連婕和練俊傑出戰，由於連婕出現技
術問題，因此里約奧運冠軍、“00後”小將任茜將代替連婕
參賽。此外，任茜還將兼顧女子單人和雙人10米台兩項。

當日，中國國家跳水隊進行隊內測試，任茜、施廷懋、
曹緣、陳艾森等里約奧運會冠軍悉數登場。其中，“00後”
任茜在一場半個多小時的測試中完成女子單人10米台和男女
混雙10米台兩個項目。任茜表示，要在世錦賽上參加三個項
目對體能的挑戰很大，希望自己能夠在賽場上把平時訓練的
水平發揮出來。

據周繼紅介紹，任茜想要兼顧女雙訓練和混雙訓練並不
容易，為了不破壞任茜女雙項目的節奏，混雙訓練中男選手
練俊傑會多遷就和配合任茜。 ■中新社

趙帥世錦賽奪金 創中國男跆歷史

任茜代替連婕 世錦賽身兼三項

■張廣勇（右三）對離開南華甚感無奈。 資料圖片

■李曉霞（左）將在全運會再逢丁寧。 資料圖片

■■丁寧丁寧（（右右））在里約奧運決賽力挫李曉霞奪金在里約奧運決賽力挫李曉霞奪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任茜將在世任茜將在世
錦賽參加錦賽參加33項項
比賽比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鎮廷（右）與杜凱
琹較早前於世乒賽攜手
上陣混雙比賽。

資料圖片

■■李曉霞將在全運會為山東隊披甲李曉霞將在全運會為山東隊披甲。。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乒乓球協會6月30日晚在官
網發佈《關於對第十三屆全運會乒乓
球項目決賽階段國內運動員參賽資格
公示的通知》。在直接進入決賽階段
的男女單打名單中，港將黃鎮廷、杜
凱琹榜上有名，另外國乒四虎馬龍、
張繼科、許昕及樊振東也在名單之
列。

根據乒協的通知，第十三屆全運
會乒乓球項目專業組決賽階段比賽將
於2017年8月28至9月6日在天津舉
行。

馬龍（北京）、張繼科（山
東）、許昕（上海）、樊振東（解放
軍）、方博（山東）及黃鎮廷（中國
香港）直接進入男子單打決賽階段的
比賽；丁寧（北京）、李曉霞（山
東）、劉詩雯（廣東）、朱雨玲（四
川）、陳夢（山東）及杜凱琹（中國
香港）直接躋身女子單打決賽階段的
賽事。

另外，黃鎮廷還將與何鈞傑出戰
男雙賽事。至於其他項目，則無港將/
港隊上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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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考古人員在位於河南新鄭的鄭國貴族墓地，發現了
春秋時期鄭國墓葬3,000多座，大中型車
馬坑18座，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
座，長、寬均超過20米的特大型墓4座。
鄭國車馬坑景區負責人介紹，其中的鄭公
大墓是內地迄今為止所發現的鄭國墓葬中
最大的貴族墓葬，也是迄今為止所有鄭國
墓葬中發現的第一例有墓道的墓葬，此墓
主人為春秋晚期的鄭國國君。

今年2月，考古學家對鄭國三號車馬
坑進行公開考古發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員馬俊才表示，此次發掘的三號
車馬坑位於鄭公大墓西側，屬鄭公大墓的

陪葬坑，經過130多天的發掘，目前已經
發現了4輛馬車。

記者近日探訪了鄭國三號車馬坑發
掘現場，6名工作人員正在距離地表5米
左右、呈長方形的坑內小心翼翼地進行發
掘工作。與以往考古發掘不同的是，此次
考古人員專門動用醫用手術刀，相當於給
坑內古代馬車做手術。

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項目負責人孫
春玲介紹說，以往考古發掘常使用竹籤分
離土層，“三號坑土質黏，很有可能與在
埋葬時下暴雨有關，使用竹籤創面比較
大。”而使用手術刀，一方面是好分離馬
車上的細紋、紋飾土層；另一方面是減少

對馬車原形的破壞，盡量“復活”春秋晚
期鄭國車轔馬蕭的情景。

史料記載，春秋戰爭之多莫如鄭，
鄭國居東西、南北交通之要衝，為兵家必
爭之地，故而造就了鄭國先進的馬車製造
技術，從而使鄭國成為東周時期具有重要
影響力的諸侯國之一。

“這些車輛應該屬於鄭國國君的豪
華車隊。”馬俊才表示，出土的大型鞍車
是鄭國國君和夫人生前所乘坐的車輛。

馬俊才認為，此次發掘不僅真實地
體現了鄭國國君車馬埋葬制度，也對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的生產、文明、科技提供了
有力證據。

一名江西女遊客日前在雲南瑞
麗不慎跌斷一枚名貴玉鐲，第三方
鑒定機構鑒價18萬元（人民幣，
下同），該費姓女士只願意賠償3
萬元，玉鐲賣家上月30日稱，已
經無法聯繫上這名女士，決定根據
相關法律提起民事訴訟。

日前，一段“遊客摔壞30萬元
玉鐲當場嚇暈”的新聞在內地社交媒
體上流傳，講的正是費女士在雲南瑞
麗一家玉石商舖試戴玉鐲卻意外摔壞
的事情，費女士嚇暈，旁人緊急為她
掐人中的照片也被網友拍下。

上月28日，標價30萬元的玉
鐲被第三方鑑價為18萬元，店方
希望費女士賠償17萬元了事，但
費女士最終願意賠償的上限額度為
3萬元，雙方未能就賠償一事達成
一致。在簽訂了調解協議書後，商
家決定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提起民事
訴訟。

但是商家表示，上月30日後
他們就無法聯繫上費女士，商家在
微信公眾號上隔空喊話，譴責費女
士涉嫌逃避責任，不正面出來解
決此事，導致事情一拖再拖，令
商家失望。 ■綜合報道

為了弘揚號稱“唐音活化石”的福州
語，創新、推廣“喝詩”藝術，首屆福州語
“喝詩”大賽日前在福建福州舉行，現場三
十名“喝詩”選手將朗朗上口、喜聞樂見的
本土“喝詩”作品表演得精彩紛呈，讓市民
感受到福州語“喝詩”藝術的特殊魅力。

“上下杭歷史長，一街都是大商行，
商店會館共酒家，還有香香花生糖；上下
杭生丫俊，依嬤人看迷濛濛，依公歡喜笑哈
哈，唉呀呀古香古色有名堂 ……”來自閩
侯滬嶼小學的林宸萱小朋友用福州語朗誦的
童謠《上下杭》勾起了現場一群“老福州”

的美好回憶。
市民林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福

州台江的上杭路和下杭路，俗稱“雙杭”。
這裡早年是福州的商業中心和航運碼頭，有
着“福州傳統商業博物館”之稱，在福州尋
常百姓中留着永不褪色的記憶。這首童謠令
人憶起福州上下杭往昔的同時，更讓人對正
在修復改造中的上下杭充滿了美好期待。

盼創新民間文化
福州市福州語歌曲協會會長賴董芳表

示，舉辦首屆“喝詩”大賽，是希望能夠將

“喝詩”這一優秀的福州民間文化進一步向
世人展示，讓本土好聲音、新風尚在海內外
舞台發揚光大。“本屆賽事雖以福州話為主
體進行創作、表演，但希望通過各種形式的
嫁接與創新，讓福州的‘喝詩’元素為眾多
年輕人、藝術家提供一個跨界融合、文化突
圍的空間。”

據介紹，“喝詩”是福州源遠流長、土
生土長的古老民間藝術，數百年以來，伴隨
一代代先人在辛勤勞作的田間溪畔、在市井
街巷的喜慶場合、在文人墨客的推杯換盞之
際即興唱賀。 ■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記者1日從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廳獲悉，
15天前產卵138枚的綠海龜，再次成功登陸
廣東省惠東海龜保護區海龜灣產卵131枚。

惠東海龜灣是目前中國18,000公里海
岸線上唯一每年仍有海龜上岸產卵的沙
灘。目前正是海龜產卵繁殖期，保護區工
作人員通過芯片標識和紅外線監控技術，
確認是編號為A-0120綠海龜，而這隻綠海
龜，在15天前同樣在海龜灣上岸產卵138
枚。經過3次在大海與沙灘之間往返，6月
29日晚上22時10分，這隻綠海龜再次上
岸，終於在6月30日凌晨零時18分成功產
卵131枚。據介紹，繁殖季內，同一隻海
龜產卵間隔期為15天，預計海龜下次回來
產卵時間為7月14日左右。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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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海龜再上惠東產卵131枚
福州語“喝詩”賽 弘揚本土好聲音

探訪探訪27002700年前鄭國車馬坑年前鄭國車馬坑：：
手術刀手術刀““復活復活””豪華車隊豪華車隊2,700 年前，古

老的溱洧匯流處傳來

車轔轔、馬蕭蕭之

聲，鄭武公將鄭桓公

在陝西棫林建立的鄭

國遷都於此，從此將

春秋列國帶入到群雄

逐鹿的中原時代。如

今，考古工作者們用

一把把手術刀將一個

遙遠而又輝煌的鄭國

“復活”在當下。

■中新社

■來自閩侯滬嶼小學的林
宸萱用福州語朗誦童謠
《上下杭》。

■被摔成
兩段的玉
鐲。
網上圖片

■■在河南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現場在河南鄭國三號車馬坑發掘現場，，工作工作
人員小心翼翼地進行發掘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進行發掘工作。。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號車馬坑出土的馬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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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在紅館舉行的“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夢之夜

青蔥再出發香港青年音樂節2017”匯聚
各界青年友好，一同分享回歸喜悅。大
批市民早在音樂節開始前一小時已到
場，更有歌迷在進入會場前已高舉偶像
燈牌不斷拍照。

當晚9時許，以周璇的《今夜茉莉
花》揭開序幕，其後更有LED燈光醒
獅，醒獅身上的燈光隨着音樂的拍子而
改變，觀眾都大飽眼福。音樂節中分為
4大部分，包括“科技創新”、“傳承
中華文化”、“活力青春”和“中國
夢”。

節目亦邀請了群星獻唱，包括周筆
暢、李聖傑、SNH48、金池、蘇運瑩、
劉維等，群星們勁歌熱舞，當中有不少
歌曲均配合大會以勵志為題。香港藝人
中有王祖藍、林欣彤、杜麗莎和洪卓
立、泳兒等到現場獻唱，其中王祖藍更
與一眾青少年合唱《獅子山下》，更鼓
勵年輕人有夢想便要不怕辛苦，努力去
追。林欣彤當晚則以黑色入膊連身裙示

人，一首《光源》更聽得觀眾們如痴如
醉。其後大會更邀請了楊利偉、景海鵬
和陳冬三位航天員與本地大學生分享心
得。陳冬指，希望中國可由航天大國變
成航天強國，也表示期待下一次的飛行
任務。音樂節尾聲由一眾嘉賓為35位於
1997年出生的青年舉行成人禮，嘉賓們
為身穿中國傳統服飾的青年們“賜
冠”，更與觀眾們一同倒數慶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更祝願香港未來愈趨繁
榮，場面熱鬧。

林欣彤等祖藍作媒
當晚轉投祖藍公司後的Mag一改

形象，穿上性感大露背裙示人，連祖藍
也大讚她又索又靚。獨身多時的Mag笑
言性感效果只是假象，笑問祖藍有否介
紹好男仔給她認識時，她坦言一直在
等，祖藍就說：“我不理會員工的感情
事，講真的，要介紹都先給鄧萃雯，
Mag要排隊。”祖藍又取笑難得請到
Mag來獻唱，他職責只是要服務她，嚇
得Mag強調自己只是小歌女。至於為何

不請太太李亞男來演出，祖藍說：“因
為外母60歲大壽，她們去了歐洲旅行，
7月1日才返。”笑指祖藍富愛國心，回
歸比外母生日重要時，他笑道：“其實
是外母叫我專心工作，我都有好多驚喜
給她，我是旅行社代言人，整個行程都
是我計劃好的。”

洪卓立戥泳兒無辜
一臉病容的洪卓立表示公司近日

受病菌侵襲，同事們不是請病假就是
要戴口罩，笑指他有沒有連累同居女
友湯怡，他慶幸女友近期都忙工作比
較少見，沒有被感染。提到泳兒的新
歌疑似是抄歌，Ken說：“我沒有聽
過，不知是不是（抄），其實作為歌
手好被動，只會着緊首歌好不好聽，
不會理會歌曲出處。”Ken坦言替泳兒
感到無辜，相信沒有人會聽齊全世界
的歌，他再說：“我和小肥都撞過
歌，我2010年出，他就2011年出，歌
曲非常相似因為是同一個作曲人，所
以撞歌一點都不出奇。”

祖藍祖藍
慶回歸比外母大壽更重要

唱唱《《獅子山下獅子山下》》

勉港青追夢勉港青追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實習記者 張美婷）王祖藍、林欣彤（Mag）和洪卓立（Ken）等人6月

30日參與“夢之夜青蔥再出發香港青年音樂節2017”活動，當晚眾星雲集，更邀請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等作嘉賓。節目尾聲安排有倒數儀式，與會者與市民一起倒數回歸20周年。富有愛國心

的祖藍更將慶祝香港回歸一事排在首位，他又唱出《獅子山下》，鼓勵年輕人要不怕辛苦地去追夢。

香港文匯報訊“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二十周年文藝晚會”6月30日順利
舉行，多位巨星紅人鼎力演出。完騷
後，一班藝人齊齊坐車離開，而難得
聚首一堂，當然來個大合照。1日凌
晨，擔任司儀之一的汪明荃在微博晒
出與黎明、林子祥、葉蒨文、甄子丹
和莫文蔚（Karen）的大合照，一班
天王天后級人馬迫在狹小的小巴車廂

內完全無黑面，反而自得其樂，開心
留影。

Karen受邀成為回歸文藝晚會的
演出嘉賓之一，為了隆重其事，早在
差不多兩個月之前她已為了此次演出
跟節目導演開會討論演出內容，更和
這次的音樂總監趙增熹多次討論音樂
編排的細節，編曲的部分希望帶給讓
觀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這次

Karen更使出看家本領，在演唱中國
經典的民謠《茉莉花》的同時，加入
她的“獨門電古箏”配合演出。

至於演出服裝的部分，Karen更
邀請了著名時裝設計師郭培為她設計
演出的服裝。為了呼應演出的歌曲
《茉莉花》，郭培的天馬行空想法是
想要把她變成一位“花仙子”，藏在
一朵嬌豔的紅色花朵裡，結果經過她
幾次改良把這個想法真的給實現了。
其實郭培更透露紅色的布料暗藏玄
機，因為這一塊布料是可以隨意扭曲
成想要的形狀及曲線，所以會讓Kar-
en穿起來更加生動和美豔。郭培高級
訂製服的手工是不惜工本而且價錢非
常昂貴，但全公司上下都非常支持，
更連夜趕工完成整套全手工縫製的服
裝。

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Karen對於
這次有幸參與晚會演出特別興奮，而
且對於演出也特別緊張，希望可以做
到盡善盡美。她說也替自己在演藝事
業上多次為香港爭光而感到很驕傲，
第一位香港女歌手得到台灣金曲獎寶
座，第一位香港藝人在意大利及西班
牙開個人演唱會等，這些屬於她個人
事業上的里程碑都與香港息息相關，
她非常滿意她過去的成績，也希望將
來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容祖兒1日也在微博轉發
她當晚的表演片段，並留言：“非常
榮幸參與香港回歸 20 周年慶祝晚
會，在此祝福香港繁榮安定，香港市
民振翅高飛”，更貼上她與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握手相，分享這個光榮一
刻。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男團神話隊長、38歲
的Eric1日大婚，迎娶比他小12歲未婚妻羅惠
美，成為神話中第一個晉升人夫的團員！神話
其他5位成員也到賀，更擔任兄弟團。

這場婚禮為非公開，僅邀請雙方家人、親
戚與至親好友參加，但有韓媒拍得現場畫面，
見新郎Eric以一身筆挺西裝帥氣現身，新娘羅
惠美則身穿一襲平口洋裝，披着長長的花瓣頭
紗登場，美艷動人。席間見Eric貼心伸手扶着
嬌妻行樓梯，並摟着對方纖腰，在其臉頰上獻
上一吻，又見一對新人情深咀嘴，羨煞旁人。

Eric娶羅惠美 神話成員做兄弟

■■林欣彤穿上性感大露背裙示人。

■■洪卓立洪卓立
近日受病近日受病
菌侵襲菌侵襲。。

■■EricEric甜蜜甜蜜
咀老婆咀老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莫文蔚邊唱邊彈古箏莫文蔚邊唱邊彈古箏。。

■■林欣彤與內地藝林欣彤與內地藝
人陳子由合唱人陳子由合唱。。

■■內地歌手劉維內地歌手劉維
落力獻唱落力獻唱。。

■■LEDLED燈光醒獅表演燈光醒獅表演。。

■杜麗莎大
獻歌藝。

■祖藍與一班青
少年合唱《獅子
山下》。

莫文蔚不惜工本慶回歸莫文蔚不惜工本慶回歸
群星迫小巴興奮合照群星迫小巴興奮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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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報道，正在拍攝的

臺灣電視劇《最好的選擇》被稱為

臺版《太陽的後裔》，袁艾菲接下

女主角重擔，成為“臺版宋慧喬”

，不過劇組狀況連連，她直接在私

人臉書怒開炮，罵副導經常忘記將

手機調靜音、拍攝地點不明確、女

藝人房間無法反鎖等，3大誇張的

狀況，讓她大崩潰。

袁艾

菲私人臉書在5月17日透露，因為

劇組交代的拍攝地點不明確，想要

問清楚壹點，劇組卻傳來路目標照

片，讓她大傻眼；之後她也透露

“我現在住的地方成為壹個巨大的

開放式空間，因為門口和房間門無

法反鎖，要用鑰匙才能鎖，但劇組

叫我不要擔心，旁邊幾公裏有軍官

所以很安全。”

拍攝2個月來問題不斷，袁艾

菲在臉書寫下崩潰狀況，媒體曝光

之後，她28日公開表示“對於有心

人士截取藝人私人臉書爆料，其實

已對藝人及劇組相關人員造成傷害

，每個工作層面都有辛苦的地方，

並非是在抱怨，而是初期磨合階段

雙向溝通不良，導致有所誤會，目

前已經改善，希望讓大家好好的完

成最好的作品。”

林宥嘉丁文琪大婚，網友:
苦情歌以後還會唱嗎？

臺灣出名歌手林宥嘉自從客歲

在微博上頒布發表愛情以來，就不

時在和本人的女朋友丁文琪秀恩愛

。這對小伉儷不論是從愛情暴光仍

是到求婚最初到領成婚證，都不時

頗遭到網友的存眷。2015年2月時，

林宥嘉在微博上寫上長文對丁文琪

密意廣告，算是正式將愛情地下，

期望收到浩瀚粉絲和網友的撐持。

字裏行間都泄漏出了林宥嘉對丁文

琪的喜歡和本人對感情生活塵埃落

定感觸感染。

林宥嘉丁文琪今晚在臺北舉行

婚宴，據悉，此次臺北婚宴席開40

桌，約400位來賓參加，小兩口婚宴

上甘美喝交杯酒許下新婚誓詞。林

宥嘉此前比賽金曲歌王得勝，丁文

琪曾放言：“生壹打給妳！”詳細

什麽時候睜開生壹打方案？林宥嘉

笑答：“有空時隨時能夠開端。”

女方固然比林宥嘉大3歲，但兩

團體在壹起後甜溺的不可，讓粉絲

十分傾慕，大呼每天吃狗糧。二人

波動來往2年多，邇來越愛越高調，

不惜在地下場合放閃曬恩愛，之前

亮相有想成婚的動機。此前，林宥

嘉在客歲11月29日晚間，他無預警

在臉書拋出震動彈向丁文琪求婚！

這壹浪漫舉措也讓粉絲傾慕丁文琪

太幸運。

當前兩人更是互動不時，不時

的在交際網站上曬本人的幸運，早

前暴光的林宥嘉和丁文琪的成婚喜

帖也是相稱具有團體特征，可見兩

人對婚禮的註重水平。

婚禮現場的二人甘美現身，臺

灣半個娛樂界悉數參加祝願新人。

網友們都紛繁玩笑說：林宥嘉這麽

幸運，當前的苦情歌都怎樣唱？編

期望每壹團體都能在茫茫人海中碰

到本人對的那團體，能夠只需壹個

回身壹個回眸，妳就可以肯定上去

。還在等候的人兒們要深信，妳的

將來妳的幸運就在不遠處。

6月 29日，演員張鈞寧

在微博曬出壹組和寧澤濤的

合照，配文稱：“NingNing

二人組！寧澤濤開心訓練不

設限~還是得意助手的生日！

今天果真是個好日子！”

張鈞寧和寧澤濤此次組

成了“NingNing 二人組”，

共同出席代言活動。照片中

兩人都呆萌可愛，還不停忙

著代言，壹起坐在地上。

看到這些照片，網友們

表示：“哈哈哈最近出鏡率好高

～ 喜歡張鈞寧，也喜歡寧澤濤

”、“小寧同學帶上發箍了呀，

鈞寧小姐姐太美太可愛~”、“太

好看了NingNing組合！”

瑪莎瑪莎：：我是五月天我是五月天
但不代表非得討厭草東的作品但不代表非得討厭草東的作品

據臺灣媒體報道，獨立樂團

“草東沒有派對”榮獲金曲3項大

獎，從五月天、獅子合唱團等前輩

中脫穎而出，引起各方關註。瑪莎

27日晚間在臉書PO文，對於這個結

果也表示贊同，認為這次的金曲獎

反映了時代氣氛，“我喜歡這屆有

guts的評審選出這樣的結果！”

瑪莎坦言，從金曲獎前就看到

媒體、網絡討論，要說對“最佳樂

團”這個獎項不在意，那就太矯情

了，“雖然已經拿過數次最佳樂團

，但獎項的肯定老實說是永遠不會

嫌少的，當然也會希望得到肯定。

但其實心裏矛盾地也很希望草東可

以拿下這個獎。”

瑪莎回憶看草東演出的感受，

確實跟以往的live經驗不同，“那是

我所期待也覺得感動的。”他指出

，因為時代不同，所以聽者的需求

也不同，草東的音樂能引起這麽大

的回響，就證明了聆聽者需要多元

選擇，“我是五月天的壹員，我認

同且感動於自己的作品，但不代表

我就非得討厭草東的作品而無法認

同獲得共鳴。相反地，從他們的音

樂我可以感受到某種無可取代的力

量，和從沒找到出口過強烈情緒。

”對於這壹次的金曲獎，瑪莎認為

確實反映了時代氣氛，而評審的決

定也有這樣的視野和定義，“我喜

歡這屆有guts的評審選出這樣的結

果，因為這樣的獎項能帶起的是聽

眾的討論和重視。”雖然結果可能

引起撻伐或爭議，但在這個網絡時

代中，這也是掀起漣漪的好方式之

壹。

除了草東沒有派對，瑪莎也期

待會有更多樂團、創作者做出讓評

審難以忽視的作品，推動臺灣的音

樂環境向前，“恭

喜草東！也真心感

謝今年的所有評審

！這兩組人的勇氣

是我那天典禮最深

刻的感想。”他希

望大家都能聽聽草

東和其他入圍樂團

的作品，不壹定要

喜歡或認可，但至

少給自己打開另壹

扇窗的機會。

[瑪莎全文]
終於在金曲獎

結束後，在比較冷
靜的這個時候說說

自己的感受。
關於媒體或是網絡討論對於草

東和我們之間在金曲獎上的提名，
我看到的不是所謂“世代之間”的
競爭，而是“提名最多的不是兩個
創作歌手，是兩個樂團”。這說明
了樂團時代沒有過去，而且即使世
代不同了，樂團仍然有相當精彩且
引發不同共鳴的作品。

在頒獎前夕，要說對“最佳樂
團”這個獎不會在意太矯情，雖然
已經拿過數次最佳樂團，但獎項的
肯定老實說是永遠不會嫌少的，當
然也會希望得到肯定。但其實心裏
矛盾地也很希望草東可以拿下這個
獎。

如果金曲獎真的有其意義且獨
特，我期待他們不只是在金音獎被
肯定（關於金曲和金音的定義和範
疇我覺得是另外需要討論定義的壹

題，在此不贅述了。簡單的整理有
興趣的朋友們可以搜尋馬世芳老師
的臉書）。所以心裏的掙紮難免會
有的，金曲獎前看到媒體和許多的
評論，身為當事者心裏多少會有些
牢騷或看法想說。人會有不同的性
格，自然就會有許多種不同的音樂
面向。做音樂的人只是在當下做出
心裏的看法，並期待結果獲得共鳴
和重視。

我的確在草東的現場感受到不
同於以往的live經驗，那是我所期待
也覺得感動的。這是因為時代的不
同，聽者在音樂中所需要的情緒載
體就會有所不同。有時妳想吃糖，
但有時妳想吃麻辣鍋，這是種口味
上不同的需要，而對妳來說，他可
能同時重要。妳需要發洩的出口，
但同時也需要鼓勵的溫柔，只是在
這兩年這樣的時代和環境之中，我
們會更想要也感謝有這樣的出口和
聲音存在，而他們的確也讓人激賞
。另壹方面讓人高興的是，因為他
們引起的回響，也證明了音樂環境
的多元和聆聽者對於多元選擇的需
要。無論妳想用何種名詞去標籤或
定義：“主流”或“獨立”/“金曲
”或“金音”/“築夢世代”或“魯
世代”等等，這壹切都只是論述或
討論過程中的方式和產物而已。我
是五月天的壹員，我認同且感動於
自己的作品，但不代表我就非得討
厭草東的作品而無法認同獲得共鳴
。相反地，從他們的音樂我可以感
受到某種無可取代的力量，和從沒
找到出口過強烈情緒。

而這次的金曲獎的確某個程度
該反映時代氣氛，而評審的決定也
的確有了這樣的視野和定義。

我喜歡這屆有 guts 的評審選出
這樣的結果，因為這樣的獎項能帶
起的是聽眾的討論和重視。而這樣
的結果可能會引起撻伐或爭議，可
是在這樣百家爭鳴的網絡時代中，
要能掀起壹些漣漪這也是最好的方
式之壹，而且是正面的。

不只是草東，我真心地期待會
有越來越多的樂團或是新的創作者
，可以做出讓評審難以忽視的作品
，而這些作品可以因為作者和聽者
之間所產生的力量，讓金曲和媒體
都難以忽視引發討論。推著臺灣的
音樂環境向前，這比做了許多努力
大推了許久，但卻仍然難以突破同
溫層的困境更有用了。

恭喜草東！也真心感謝今年的
所有評審！

這兩組人的勇氣是我那天典禮
最深刻的感想。

希望大家都可以聽聽草東和其
他入圍樂團的作品（Flux，董事長
，雞蛋蒸肉餅，獅子合唱團，吉那
罐子），沒有非得要喜歡或認同，
但至少不會讓自己錯過打開另壹扇
窗或是另壹道門的機會。

借套用草東沒有派對在典禮和
他們的臉書上說得很好也深受感動
的這句話：“再次謝謝所有聽見以
及幫助我們被聽見的人，也希望更
多不壹樣的聲音持續被聽見。”
大家好，我們是五月天，
他們是草東沒有派對。

張鈞寧寧澤濤成張鈞寧寧澤濤成““NingNingNingNing組合組合””
合照呆萌可愛合照呆萌可愛

臺版《太陽的後裔》女主炮轟劇組：
房門無法反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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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盜聯盟》曝“悶騷技術宅”特輯
楊右寧實力演繹反差萌 片中撩妹能力負分

由馮德倫執導，劉德華、舒泣、

張靜初、楊右寧及讓· 雷諾領銜主演，

曾誌偉、沙溢、遊天翼等主演的動作

冒險電影《俠盜聯盟》將於8月11日

正式公映。今日影片發布“悶騷技術

宅”特輯。在特輯中，楊右寧飾演的陳

小寶在高智商黑客和“低智商”宅男

兩個形象之間完美切換，他在現場搞

笑耍寶的性格和用心敬業的工作態度

也展露無遺。

特輯以楊右寧飾演的小寶易容奪寶

開始，作為壹個黑客，小寶有著超高的

智商，可以輕松破解任何技術難題，但

是情商指數-140也暴露了他自戀、傻氣

的性格。舒泣在評價小寶這個角色時，

就用“傻宅男”三個字精確地概括了他

的特點。正是因為低情商和悶騷的性

格，小寶自然與桃花運無緣，楊右寧

也直言自己的角色“不太會和女生

相處，不會追女朋友”。

在影片中，小寶與舒泣飾演的葉紅

有壹段朦朧的情感，但是由於撩妹、情

話、戀愛能力通通為負，小寶想要索吻

最終卻只落得被葉紅掌摑的下場。這對

歡喜冤家的相處和感情發展也將是電影

的壹大亮點。

而在拍攝現場，楊右寧也似乎與小

寶這個角色有著壹些共性，將耍寶自海

進行到底，壹會兒說自己“就是耍帥”；

壹會兒又說自己“大腿練得很壯，想露

大腿”；還會因為有特寫鏡頭而激動萬

分，讓造型師趕緊來補妝；當舒泣因為

看到巧克力蛋糕而興奮不已時，楊右寧

卻在旁邊以“吃了會過敏”潑了她壹盆

冷水。各種幽默搞笑的言行常常逗得現

場大笑，他也因此成為了拍攝現場的

“氣氛調節器”，舒泣就稱贊楊右寧

“可以緩和壹些很緊張的氣氛，是壹個

非常重要的化學劑”。

雖然搞怪不斷，但是楊右寧對待拍

攝卻是精益求精，對於各種細節，他都

會與導演反復討論。制片人張家振對於

楊右寧的表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觀

眾不知道，楊右寧演喜劇很有壹手的。

那個角色壹定是由楊右寧來演。”對於

打戲，楊右寧也是親自上陣，沒有絲

毫松懈，為了得到最好的效果，通常

壹個鏡頭都會拍攝多遍。導演馮德倫

在談到這次與楊右寧的合作時，坦誠

地表示：“定了他，也是壹個蠻大的

賭博。但他非常的用心，這壹個決定

是正確的。”

電影《俠盜聯盟》由馮德倫執導，

劉德華、舒泣、張靜初、楊右寧及讓·

雷諾領銜主演，曾誌偉、沙溢、遊天翼

等主演，將於8月11日正式公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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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部電視劇受到熱議，從演

員、導演到編劇都會成為媒體關

註的對象，但像美術、服裝、道

具、化裝等幕後工作者卻甚少被

大眾在意，更談不上熟知。古裝

大劇《軍師聯盟》熱播之際，除

了吳秀波、於和偉等人的演技賦

予司馬懿和曹操等角色全新的個

性外，美術設計韓忠也是壹個會

用道具塑造人物、講述故事的人，

通過道具讓歷史典故變得合理，

能夠為壹部古裝劇加分不少。

道具解釋“火燒司馬懿”

美術設計在影視劇中負責的

事情很多。簡言之，大到全劇的

審美調性、設計搭建場景、內景設計，小到道具等

都歸美術負責。在外景上，《軍師聯盟》劇組根據

歷史壹比壹復刻搭建了6座攝影棚，總面積近4萬

平方米，總場景1000多個，刷新了眾多國產劇的拍

攝紀錄；內景中，也有與角色劇情相輔相成的古琴、

竹、仙鶴、香爐、銅鏡等意象，剛柔相濟體現中國

古典風以及司馬懿夫婦把松菜當花卉培植，或象征

其操守高潔。

具體地說，以上方谷壹戰為例，看過《三國演

義》的人都知道，諸葛亮火燒司馬懿父子，不料天

降暴雨，司馬懿僥幸逃脫。這個大眾版聽起來很有

戲劇性，但是細品起來就顯得不合邏輯。眾所周知，

諸葛亮善觀氣象，從“草船借箭”

便可見壹斑。由此亦可見，上方

谷壹戰，單是氣象達人諸葛亮看

走眼，司馬懿撞大運，就把兩人

寫得都太簡單了。

不過“火燒司馬懿”的不解

之謎，總算在《軍師聯盟》中有

了壹種嶄新的解說，而這竟是美

術設計韓忠用道具來講

的壹個更有趣的故事。

“《軍師聯盟》劇組創

作氛圍特別好，導演、

吳秀波和我們總是在開拍前探討壹些東西。我

們都認為，像司馬懿這樣在軍事、政治等方面

都卓爾不群的人，他在其他感興趣的事情上也

能表現出眾，這樣人物才更鮮活真實。

那天聊到司馬懿的廚藝，怎樣才能讓他

在這方面表現出與眾不同，就想到司馬懿專

註吃飯的時候，慢慢發現鹽的特性，然後他

設計了晴雨娘，就是把鹽放在布包裏，畫成

小孩或者女人的樣子，叫晴雨娘。把它掛在

門口，要下雨的時候呢，鹽吸收空氣中的潮

氣，就把頭耷拉下來；天晴的時候，鹽再度幹燥，

它的頭就朝上。”

這個晴雨娘在《軍師聯盟》中，給了“火燒

司馬懿”壹個更精妙的解讀。上方谷壹戰前，司

馬懿將晴雨娘送給諸葛亮，上方谷突降大雨時，

諸葛亮回頭望見晴雨娘的頭，方知司馬懿早有此

算。這壹設計令火燒司馬懿更有戲劇反轉，也令

諸葛亮和司馬懿都不再是靠天吃飯那樣簡單了。

設計飄逸美術講故事

韓忠坦言，拍攝歷史劇時，美術設計不是單

純的文物仿造，而是要讓美術也能講故事。“以

前的三國戲呢，都是按秦漢風格做，這是沒問題

的。但是我和導演就覺得那是‘偏懶’的做法，

每個時代都有新東西，所以我們不能壹味追求別

犯錯誤，也要推陳出新，所以

我們將《軍師聯盟》定的風格

偏往後，有魏晉遺風，甚至漢

唐遺風，這在三國題材劇裏是

偏新的。”這些飄逸灑脫的設

計，觀眾將在司馬懿和張春華

的餐廳中看到，其中不僅有魏

晉遺風，漢唐遺風，甚至還有

別具壹格的日式餐具。

大到司馬府小到諸葛亮居

室中的壹幅畫，場景和道具的

處處考究也意味著投資的加

大。對於“錢”這個敏

感的話題，韓忠回應說：

“當年拍攝《英雄》，

全部影片美術制作成本

高達壹千萬，當時已經

很 驚 人 了 。 現 在 制 作

《軍師聯盟》，僅壹個

司馬府場景搭建就五

百萬，諸葛亮居室中

的畫作也準備了兩個

月。年代不同了，數

據也不太可能說明什

麽了。

《河神》定檔網友期待
李現張銘恩聯手燒腦紮心

近日，電視劇《河神》正

式宣布定檔7月19日，並同步

曝光壹組全新人物海報。該劇

由愛奇藝、工夫影業聯合出

品，閑工夫制作，根據天下霸

唱的著名小說《河神鬼水怪

談》改編，由李現、張銘恩、

王紫璇、陳芋米實力主演，7

月19日起在愛奇藝獨家上線。

千呼萬喚終定檔，李現張
銘恩遭遇花式表白

此前，《河神》就憑借電

影級品質的預告片實力圈粉，

網友紛紛喊話“求上線”。如

今終於定檔7月19日，讓不少

網友頓感“喜大普奔”，而隨

定檔消息同步曝光的壹組高清

人物海報更是引發網友壹連串

的花式表白。海報中，“河神”

李現手持煙桿，在盤旋的“冤”

霧之中蓄勢待發，目光篤定，

仿佛早已洞悉壹切。壹頭“臟

辮”加上勾人攝魄的“眼神

殺”，讓粉絲不禁大呼“被撩

得妥妥的”；張銘恩化身留學

歸來的法醫丁卯，手持放大鏡，

凝視前方，表情微妙，似乎已

從科學角度探查出蛛絲馬跡，

衣冠楚楚盡顯“少爺範兒”，

引得粉絲迫不及待紛紛排隊喊

話“小祖宗快上線”；王紫璇

飾演的“懟天神婆”壹襲紅裙

染鍍出濃郁的民國色彩，身

前的搖鈴和燃燒的神秘紙符

似乎預示著某種神秘信息，

她眉頭微蹙，表情微嗔，讓

人心生憐惜；“肖蘭蘭”陳

芋米則淚眼朦朧中葡匐前

進，燃燒的報紙是黑暗中唯

壹的光明，將筆桿下的天地

映出壹絲希望。此番海報壹

出，更增添了劇情的神秘

感，也讓網友越發按捺不住

早日刷劇的沖動。

奇門懸案燒腦紮心，為求
完美不吝NG

民國年間的天津衛水患頻

發，河中怪力亂神之事不絕。

河上警察隊隊長郭得友（李現

飾）憑著出神入化的水性，被

當地百姓冠以“河神”美譽。

他壹出手，水下沒有撈不到的

東西，水上沒有破不了的懸案。

《河神》講述的就是郭得友與

丁卯（張銘恩飾）、顧影（王

紫璇飾）以及肖蘭蘭（陳芋米

飾）為阻止神秘組織的復辟，

卷入壹樁樁離奇的案件之中壹

同探案的故事。該劇由電影

《鬼吹燈之尋龍訣》原班人馬

實力打造，不僅故事情節精妙

燒腦看點多多，拍攝過程也將

精益求精四個字詮釋得淋漓盡

致。據悉，拍攝期間，劇組曾

輾轉多地，拍攝數月所有演職

人員幾乎未離開劇組，為求完

美，甚至壹個鏡頭反復重拍二

十余次以上，如此“處女座”

的制作精神也讓這部劇的期待

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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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倫導演埃德加· 賴特編劇及執導、鮮肉男星安

塞爾· 埃爾格特、“灰姑娘”莉莉· 詹姆斯、影帝凱文·

史派西和傑米· 福克斯以及艾美獎視帝喬· 哈姆等聯袂

主演的飆車動作片《極盜車神》已於當地時間6月28日

在北美公映，獲得斯蒂芬· 金、諾蘭導演的好評。同時

，片方也在今日推出導演版特輯，壹次放出精彩畫面

和各位主創的最新爆料。中國內地有望引進《極盜車

神》。

《極盜車神》在北美公映第二天，知名暢銷書作

家及編劇斯蒂芬· 金就在個人推特上寫道：“我今天下

午和朋友們壹起看了《極盜車神》，我們壹起時而歡

呼，時而鼓掌。它就是這樣的壹部電影，酷到極致！

”此外，向來有著“佳片質量保證”的好萊塢大導克

裏斯托弗· 諾蘭也在《極盜車神》倫敦首映禮期間表達

了對埃德加· 賴特導演本人的欣賞，以及非常喜歡《極

盜車神》這部作品。

目前，該片的“爛番茄新鮮度”依舊達98%，在權

威電影網站Metacritic 上的專業評分也保持了86分。

《帝國》雜誌評價它是“近年來最精彩的原創電影之

壹”，《加拿大之星》則表示“《極盜車神》正是我

們所苦苦等待的爆發能量”，《娛樂周刊》則認為

“這是會讓妳腎上腺素飆升的雲霄飛車之旅，整個過

程中妳會壹直緊張地抓住座椅，卻又忍不住打起節拍

”。來自《紐約觀察者》的評論員表示：“埃德加· 賴

特的吸睛犯罪佳作登頂今夏最具娛樂性電影，它滿足

了我對速度感的所有需求。”《滾石》雜誌則稱贊道

“這才是真正的夏日電影！妳想要的在《極盜車神》

裏全都有。”在今天推出的導演視頻特輯中，主人公

“寶寶”再次大秀驚險飆車技能，埃紮· 岡薩雷斯飾演

的“親愛的”和喬· 哈姆飾演的“巴迪”這對“亡命CP

”也上演激爽槍戰。作為壹部重視視聽語言結合的電

影，《極盜車神》得益於導演埃德加· 賴特在孩童時期

就非常關註音樂和視覺的碰撞。由此他也想向觀眾呈

現壹部“有瘋狂視覺體驗”的電影作品。

飾演大佬“道哥”的老戲骨凱文· 史派西也對導演

的動作編排進行了解析：“妳需要跟著節奏去排練才

能達到導演想要的效果。”在《極盜車神》中，很多

槍戰、飆車的戲份都是根據音樂來編排，甚至連子彈

發射的時間都要在精準的音樂節奏上。黛博拉的扮演

者莉莉· 詹姆斯透露道：“在有音樂的場景裏，我們總

是戴著耳機。”觀眾可以跟著片中角色所聽的音樂去

體會他們所看到世界，感受到他們的想法。

《神偷奶爸3》曝中國獨家終極預告
賤萌小黃人放飛自我 奶爸格魯壞出新高度

由美國環球影業和美國照明娛樂聯手打造

的動畫喜劇《神偷奶爸3》即將於7月7日登陸

國內各大影院，奶爸格魯攜露西和三個小可愛

全家回歸，聯合賤萌小黃人歡鬧這個夏天。今

日，片方發布壹支中國獨家終極預告，這支終

極預告是為中國影迷特意定制的。在預告中，

奶爸格魯重操舊業變“壞蛋”，駕駛炫酷戰車

進行海陸空大轟炸，小黃人們則依舊賤萌搶鏡

，不僅開飛機越獄逃跑、光屁股紋身，還在沙

灘可愛撩妹，三個小蘿莉也實力賣萌。

在《神偷奶爸3》中格魯遇到孿生兄弟德

魯後，重操舊業變回“壞蛋”，他召集所有小

黃人鄭重宣布：“我們要回去幹壞事啦！”賤

兮兮的小黃人們舉起各式武器，大聲歌唱跳舞

歡呼。殺回“壞蛋”之路的格魯盡顯“惡棍”

本色，做盡各種調皮搗蛋的壞事，預告中，他

點燃導彈，將壹名西裝革履的紳士發射到空中

；在公路上遇見開跑車的囂張大漢，格魯用自

己的重型車強力將他連人帶車懟進了路旁的房

子裏，並得意的放肆大笑，和前兩部相比，格

魯似乎“壞”得更加徹底。格魯的武器裝備在

這壹部中也全新升級，除了專門用於偷盜的黑

色緊身衣，他還配備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武器

。預告片中，格魯駕駛著金色豪華炫酷戰車，

壹路瘋癲快速狂飆，留給路人的只有亮瞎眼的

尾燈，他還開啟了全車的火箭炮裝置，在海陸

空掀起壹輪連環轟炸，火箭炮追擊得敵方直升

機落荒而逃。

在格魯重返壞蛋之路後，小黃人們也開始

肆無忌憚的放飛自我。預告中，小黃人們不僅

唱歌跳舞玩性大發，甚至跑到監獄裏搞事情，

穿上條紋監獄服的小黃人們更顯呆萌。在監獄

中，小黃人們為了凸顯“大佬”本色，集體排

隊紋身，壹只小黃人“無節操”的脫掉褲衩，

表示要紋在自己的屁股上，盡顯賤萌屬性。小

黃人們還用囚服、洗衣機、馬桶和浴缸等制作

成飛機越獄逃跑，不愧是“壞蛋”格魯的得力

助手。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從飛機上跌落下

來的小黃人，還不忘與海灘上的泳裝美女搭訕

調笑。

由格魯、露西和三個小蘿莉組建的神偷大

家庭依然歡樂無窮，幸福溫馨的壹家人非常惹

人羨慕。預告中，格魯經常給露西和三個小蘿

莉講笑話逗他們開心，三個小蘿莉也實力賣萌

吸睛，尤其是小可愛艾格尼絲，不僅會用舌頭

舔幹凈盤子裏的食物，還和毛茸茸的小動物親

密互動，純潔幹凈的大眼睛讓人少女心爆棚，

瞬間萌化大人的心。

在《神偷奶爸3》中，露西也學會了如何

與三個小蘿莉相處，對媽媽的身份有了新的認

知。預告中，露西化身空中飛人，壹記飛毛腿

踢翻大漢，努力保護三個小蘿莉不受傷害，攻

勢猛烈，散發出不壹樣的母性光輝。整部影片

依舊延續了系列作品的家庭溫情路線，而當露

西看到格魯變回壞蛋之後，壹家人關系將如何

發展，露西與格魯之間又如何重建信任，則成

為影片的壹大看點。

《神偷奶爸3》由凱爾· 巴爾達、皮埃爾·

柯芬聯合執導，將於2017年7月7日在中國內

地上映。

《新蜘蛛俠》先期評價爛番茄好評97%
高居漫威電影宇宙榜首 創索尼近十年最佳

今日，由索尼哥伦比亚影业和

漫威影业联手打造的超级英雄大作

《蜘蛛侠：英雄归来》先期评价解

禁，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7%，29鲜1

烂，平均分 7.8，MTC综合评分 71

分，与不久前上映的DC《神奇女侠

》的先期评价旗鼓相当。

这是索尼哥伦比亚影业近十年

来在烂番茄上评价最好的影片，上

一部是2012年的《007：大破天幕杀

机》，烂番茄新鲜度为93%。该片

也是目前为止漫威电影宇宙在烂番

茄上的最高分，2008年《钢铁侠》

新鲜度94%，2012年《复仇者联盟

》新鲜度92%，2014年《银河护卫

队》新鲜度91%紧随其后。不过鉴

于这仅是先期评价，参评人数有限

，未来《蜘蛛侠》的口碑能否持续

保持领先还是未知数。《蜘蛛侠：

英雄归来》的好评其实早有预料，

几天前影片已经在国外举办了媒体

场试映，第一批看过影片的媒体和

影评人称赞这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作

品，甚至表示这是漫威电影宇宙中

最搞笑的一部，也肯定了汤姆· 赫兰

德和迈克尔· 基顿扮演的大反派秃鹫

的表现。影片将于7月7日在美国上

映，中国内地有望引进。

部分媒体评价：

这是一部很人性化的作品，充

满了令人信服和直击内心的矛盾起

伏，将原著漫画中那股蜘蛛侠特有

的底层感展现的淋漓尽致。——

Consequence of Sound

《蜘蛛侠：英雄归来》充满了

乐趣、甜美和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

。——IGN

影片的卡司非常讨喜，不论是

英雄还是反派都很吸引人。欢迎回

家，彼得· 帕克。——ScreenCrush

当安德鲁· 加菲尔德尝试失败后

，我们对于汤姆· 赫兰德的新蜘蛛侠

期待颇高，他的确演的很好，只不

过剧本没有给他的表演添彩。——

好莱坞报道者

《表情奇幻冒險》曝角色預告片 史上最喪男主角遭隊友狂虐 內地有望引進
近日，由索尼動畫出品的電影《表

情奇幻冒險》發布了壹支冒險三人組角

色預告片。擁有多副面孔的全能“異類

”表情吉恩，呆萌搞笑還有點“難纏”

的海老五，在手機世界裏暢通無阻、咨

意揮灑智慧的天才IT少女傑爾布蕾。三

個性格迥異的小夥伴將結伴同行，在神

奇手機世界裏上演壹段驚心動魄的“手

機APP冒險之旅”。影片將於7月28日

在北美上映，並有望引進內地。

在這個豐富多彩的手機世界裏，生

活著不計其數的表情包，花樣繁多，每

壹種都有專屬的特定表情。吉恩原本應

是個“翻白眼”表情，但實際上他卻是

個“全能”表情包，會笑、會哭、會驚

恐、會親親、會驚訝……擁有千變萬化

表情的他仿佛表情世界裏的壹個“異類

”，更因為可能導致整個手機世界被毀

滅，而將面臨被毀滅的制裁，為了恢復

“正常”，吉恩踏上了改變命運的奇妙

旅途。

海老五身為擊掌表情，外形可愛，

蠢萌搞笑的性格更是頗為討喜，他曾經

是“最受歡迎”的表情包，最近卻被無

情的遺棄在“冷宮”，為了重返最受歡

迎表情包俱樂部，他用盡招數笑料百出

。為了改變現狀，海老五與吉恩壹起並

肩作戰開啟冒險之旅。

與吉恩和海老五壹同冒險的，還有

天才駭客傑爾布蕾。這位冷酷的藍發少

女聰慧機智、不喜被規則所束縛，她夢

想有壹天能離開手機世界，去雲端生活

。遇到吉恩和海老五後，三人組隊上演

了壹幕幕尋找自我、拯救世界的夢幻奇

遇。影片不僅有異想天開的想象力創意

，更是集齊了好萊塢頂級笑匠班底來為

電影獻聲，為品質保駕護航。其中，主

角吉恩的幕後配音是T· J· 米勒，代表作

有大眾耳熟能詳的《死侍》、《變形金

剛》、《超能陸戰隊》和《馴龍高手》

等，也在大熱美劇《矽谷》中擔任主演

，經驗豐富的他定能與擁有多副面孔的

表情包吉恩完美融合，碰撞出不壹樣的

火花。海老五的聲音來自於托尼獎得主

、美國頂級脫口秀節目《深夜秀》主持

人詹姆斯· 柯登，他多變且魅力十足的嗓

音此前也俘獲了眾多影迷。而駭客少女

傑爾布蕾則由安娜· 法瑞絲來獻音，她是

熱門美劇《極品老媽》的主演，並曾多

次為動畫電影配音。

《《極盜車神極盜車神》》獲諾蘭獲諾蘭&&斯蒂芬金力捧斯蒂芬金力捧
曝光導演特輯曝光導演特輯 槍戰飆車戲都根據音樂節奏編排槍戰飆車戲都根據音樂節奏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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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校友會慶祝母校七十一
周年校慶, 六月十日在 China Bear Buffet 舉行餐會, 請到命理
大師徐慕平來淺談風水, 講解選擇居家住屋宜避免的事項。
並開放給社區大眾, 共襄盛舉。

約有四十餘位出席。黃梅嬌會長首先致歡迎詞，感謝大
家參與。財務錢林報告今年募的獎學金已分發給七位母校學
弟妹。詹怡副會長主持餘興節目，講笑話，腦筋急轉彎問答
，還有有獎猜謎，主要以臺灣地名為主。正副會長準備了多
份禮物，許多校友獲得獎品， 氣氛熱絡，皆大歡喜。最後
比手畫腳， 猜四個字，朱琨和謝慶全猜出 "誠正勤樸" 校訓,
獲 NTNU shirt。之後, 徐慕平老師介紹選擇居屋住宅宜避免
事項, 以及如何改善, 避兇趨吉。豐富詼諧的內容, 輔以圖片,
讓大家受益良多, 賓主盡歡。

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校友會與社區同慶校慶

校友之光莊麗香校友之光莊麗香 朱琨和謝慶全猜出朱琨和謝慶全猜出”” 誠正勤樸誠正勤樸”” 校訓校訓

合影合影

詹怡詹怡 徐老師徐老師 黃梅嬌黃梅嬌 左子斌猜謎獲大獎左子斌猜謎獲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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