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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治

各種痛症﹑
頸椎病﹑
坐骨神經痛﹑
面神經麻痺﹑
肩周炎﹑
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
戒煙﹑
戒酒﹑
減肥﹑
增加腫瘤病人體質﹐
減少化療副作用﹒

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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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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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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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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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
席﹑社團聚餐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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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文匯體育

體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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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戰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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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制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特許可在中國各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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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豆重“槌”再戰英超
傳承紅色基因 建設一
建軍90周年展在京開幕 七常委
：
聯賽首輪即倒戈曼聯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之際，中共

征 戰 157 場 取 得 59 個 “ 得
分 的首場聯賽便即倒戈鬥曼聯。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 21 日前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小豆今年 29 歲已代表墨西哥
手”，在協助球隊兩奪英超冠
參觀“銘記光輝歷史 開創強軍偉業—慶祝
國足上陣
96 次入了 48 球。
軍及費爵爺退休後，小豆漸漸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主題展覽”。
另據英國《太陽報》稱，
失寵，2015 年被時任教頭雲高
他強調，我們要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
基因，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阿仙奴和曾盛傳有意他投的德
爾交易到利華古遜，兩年德甲
國夢、為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
國中場球星奧斯爾，續約談判
交 出 54 場 入 28 球 的 亮 麗
數
隊而不懈奮鬥。
取得良好進展，新的周薪將增
據，連摩連奴去年接掌曼聯時
據央視網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
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參觀
至隊內最高的28萬英鎊。
也暗諷雲高爾賣錯人。 展覽。
下午 3 時 30 分許，習近平走進展廳參觀展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巧合的是，小豆在韋斯咸
此次展覽通過1,000多張照片、1,300餘件文物和大量

前曼聯射手查維亞靴南迪
斯（小豆）落實再戰英超加盟
韋斯咸。
從利華古遜簽入小豆，英
國《每日郵報》指出“槌仔
幫”出動了1,600 萬英鎊的轉會
費。
小豆2010 年獲曼聯傳奇領
隊費格遜帶到奧脫福，為紅魔

盧卡古 福仔首度搭檔齊破“城”

紅魔新黑雙煞
曼徹斯特雙雄積極

備戰新球季，21 日國際
冠軍盃足球賽會師美國
休斯敦合演史上首場英
國以外舉行的“曼
市德比”。曼聯領隊摩
連奴第一次讓新加盟的

顯霸氣

盧卡古夥拍拉舒福特搭檔攻堅，結果正
是憑兩人各建一功淨勝曼城 2：0。新的

圖表、製字、油畫、景觀、視頻、觸摸屏以及一批主
戰裝備實裝、裝備模型等，全面反映了 90 年來人民
軍隊在黨的領導下走過的光輝歷程、建立的豐功偉
績，充分展現了我黨我軍在長期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
中培育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生動呈現了軍隊
建設改革發展的巨大成就。
習近平強調，90 年來，人民軍隊在黨的領導下
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國
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卓著功勳。人民
軍隊砥礪奮進的 90 年，凝結着堅定理想信念、優良
革命傳統、頑強戰鬥作風，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要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在新的起點上
把革命先輩開創的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鼓舞激勵
廣大幹部群眾和全軍廣大指戰員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把人民軍隊建
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而不懈奮鬥。

安排訓練模擬互動項目
此次主題展覽特別安排了陸海空軍武器裝備訓
練模擬互動項目。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在展覽的
訓練模擬區域，參觀者還可以彷彿如身臨其境一
般，親自體驗殲-10戰術訓練模擬器和海軍的驅逐艦
和護衛艦的訓練模擬器。
此外，在室外武器裝備展區，解放軍先進的
主戰坦克、步兵戰車、自行火炮、戰鬥機、直升
機、地空導彈、巡航導彈、地地導彈、洲際彈道
導彈等 21 型 23 件主戰武器裝備的實裝亦公開亮
相 ， 比 如 ， 殲 -10、 直 -10、 鷹 擊 -83J 導 彈 、 紅
旗-9、東風-31、東風-16、長劍-10 等。據透露，
其中殲-10 是專門飛到北京的機場後再轉運到展覽
現場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軍方 20
日發佈消息稱，中國空軍 10 架戰機當日飛越東
海上空。《環球時報》21 日報道稱，中國空軍
在 20 日通過微博，重申“常態化”。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20 日發佈消息
稱，當天，中國空軍 10 架戰機飛越東海上空，
這 10 架飛機分別為 8 架“轟六”轟炸機、1 架
“運八”電子戰機以及 1 架“運八”情報搜集
機。

差，畢竟領隊哥迪奧拿派出了兩套正副選混雜的陣容，新援基爾獲加的表現亦
令曼城迷收貨。

基爾獲加亮相曼城穩紮穩打
兩分鐘後，米希達利恩帶球快攻再分給右
路掩上的拉舒福特，“福仔”推前順勢射遠柱入
網。事實上，曼城上周以5,000萬英鎊羅致的右
後防大將基爾獲加原本成功箝制住了拉舒福特，
但開賽半小時後，“摩佬”將福仔從左路調到右
路，避開獲加後，黑雙煞才製造到更多機會。下
半場，福仔還有一記精彩笠射被艾達臣神勇撲
出，盧卡古禁區頂怒射則中楣角彈出。

摩帥：新舊球員有默契
摩佬賽後滿意地說：“看到球員們，看到

對此，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出動戰機升空
應對。這些中國戰機飛經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
間的海域上空，在東海和太平洋飛行。
海外網引述的日防衛省消息更稱，中國軍
方的 8 架“轟六”轟炸機繞飛了台灣島。台灣地
區防務部門 21 日證實了消息。
20 日 18 時多，中國空軍官方微博“空軍發
佈”發佈了兩張戰機飛行圖片，文稱“常態化!
常態化!常態化!”

海外網指，這是中國軍方本月第二次派出
“轟六”轟炸機繞飛台灣島。7 月 13 日，中國
軍方的 6 架“轟六”轟炸機也曾飛越宮古海
峽，在東海和太平洋往返訓練飛行。
中國國防部在 7 月 15 日的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表示，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有關飛行
活動合法正當，中國軍隊今後將根據形勢任務
的需要，繼續組織類似遠海訓練。有關方面不
必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就好。

中國首度批准輸入美國大米
■基爾獲加
基爾獲加((左)緊盯拉舒福特
緊盯拉舒福特。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彭博社及觀察者網
報道， 據中國商務部和美國農業部消息，在中美雙
方談判十多年後，美國首次獲准可對華出口大米。
目前，美國對華出口大米的草案已敲定。
美國農業部在聲明中稱，目前，中方與美方已
就最後的細節達成共識。 美國農業部部長 Sonny

法新社

Perdue 說：“和中國的談判已經持續了 10 年多，我
很高興它最終能獲得成果，我知道我國的種植者和
相關行業將極大受益。”
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在過去 10 年，中國進
口的大米數量增長了十倍，目前已達到每年 500 萬
噸。

藍月換閘 丹尼路入高拉洛夫出
哥迪奧拿今場曼市前揚言今夏還
要多買3至4人，由於邊路後防老化需
要重整，在右閘引進基爾獲加後，曼
城還將迎來另一名右閘球員。英國傳
媒報道，効力西甲皇家馬德里的丹尼
路雷斯已跟曼城談妥轉會條件。這位
今年 26 歲的巴西國腳兩年前以 3,150
萬歐元轉會費從波圖加盟皇馬，但較
多時間只擔當卡華積的後備，上屆西
甲只踢了 17 場。據悉，今次曼城會為
丹尼路向皇馬支付 3,600 萬歐元轉會

費。
哥帥賽後又
表示，効力了曼
城 7 年隨隊兩度稱
霸英超的 31 歲塞
爾維亞左閘高拉
■高拉洛夫
洛夫，會重回意
甲加盟羅馬。曼城今夏已放走 4 名邊
後衛舊人，而高拉洛夫有機會是以先
租後永久轉會的方式離開“藍月兵
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雙人自由自選決賽中以 95.3000 分獲銀牌。俄
羅斯組合帕茨克維奇/科列斯尼琴科摘金。
當日決出的另一枚金牌來自公開水域，法
國隊在 5 公里團體接力比賽收穫本屆世錦賽公
開水域第三金。
■新華社

■蔣文文∕蔣婷婷變身成水中天鵝。

法新社

女排大獎賽揭幕 中國險勝日本

之前兩天中國跳水隊連續丟金，參加 3 米
板的謝思埸與里約奧運會冠軍曹緣壓力不小。
準決賽第一的曹緣在決賽六輪進行一半後依舊
領先，但第四跳 207Ｃ（向後翻騰三周半抱
膝）和第五跳 5156B（向前翻騰兩周半轉體三
周屈體），他分別只得到 59.40 分和 52.65 分，
排名降至第10，只能與金牌說再見。
準決賽位列第四的謝思埸則越跳越穩，從
前兩輪的第五，到第三跳之後的第二，再到第
四輪後的第一，最終他以總分 547.10 分摘得金
■謝思埸在男子
謝思埸在男子3
3 米板決賽強勢奪冠
米板決賽強勢奪冠。
。 法新社 牌。德國選手豪斯汀和俄羅斯人扎哈洛夫分列
2017年國際泳聯游泳世錦賽當地時間 20日 亞軍和季軍。
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決出三枚金牌，中國選
蔣氏姐妹再獲銀牌
手謝思埸在跳水男子 3 米板決賽中以 20 多分的
花游賽場也有驚喜。升級做了媽媽的雙胞
優勢奪得冠軍；經歷了結婚生女這些人生大事
胎組合蔣文文/蔣婷婷繼日前奪雙人技術自選比
的“文婷組合”在花樣游泳雙人自由自選中位
列第二，復出後的首次世錦賽之旅摘下兩枚銀 賽銀牌後，當日再在《天鵝》的樂曲聲中，在

■ 盧卡古將球頂過門將艾達
■展覽展示了解放軍 90 年征程中歷經的重大戰役戰
臣，最終射入空門
最終射入空門。
。 美聯社
鬥、重大歷史事件等。
視頻截圖

■盧卡古慶祝入球
盧卡古慶祝入球。
。 美聯社

謝思埸世錦賽反超 稱霸三米板
牌。

■展覽展出了解放軍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的模型。
視頻截圖

10戰機飛越東海 中國空軍重申“常態化”

啟事

“入魔”第一球。今仗硬碰上賽季三度交手各
贏一次的同市宿敵曼城，第一次與拉舒福特同
場攻堅的盧卡古開賽 37 分鐘便再有進賬。這位
頂着 7,500 萬英鎊身價加盟曼聯的比利時“魔
獸”接應保羅普巴長傳，頭槌頂過出禁區解圍
的門將新援艾達臣摩拉斯再引球推入禁區左
路，拗腰窄角度射入空門。

任務時的照片，改革重塑後新的軍兵種標識……珍
貴的歷史文物、豐富的文獻資料、逼真的主題景
觀，吸引了習近平等領導同志的目光。他們不時停
步駐足仔細觀看，認真聽取工作人員講解，並詳細
詢問有關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看到，此次展
覽展出了解放軍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的模型和圖片，
比如，東風、長劍、紅旗、鷹擊等系列導彈模型，
空警-2000、空警-500、運-20、轟-6K、殲-10B、
直-19、遼寧艦航母、052D 型驅逐艦、056 型護衛
艦、09-2 核潛艇、071 型綜合登陸艦、903 型綜合補
給艦等的高仿真模型，以及中國首艘國產航母、蛟
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新一代運載火箭的彩色圖
片。

展示解放軍征途經歷

香港文匯報海外版將於 7
月 24 日至 30 日休刊 7 天，7
月 31 日照常出版，敬希讀
者垂注。

新兵盧卡古和連迪路夫，我要說我很喜歡整支
球隊。若能再簽一人，我不會強求再買人，但
增兵最緊要快，你見到吧，新援已和隊友建
立起默契，例如普巴傳給盧卡古的那助
攻。”門將迪基亞，後衛路爾斯華倫西
亞、連迪路夫、基斯史摩寧、戴利白蘭
特，中場安達靴里拉、保羅普巴，和盧
卡古加拉舒福特及米希達利恩與連格的前場組
合，相信將是曼聯來季其中一套正選陣容。
今仗曼城上下半場各派了半隊主力應
戰，門將艾達臣、基爾獲加兩新兵和中場費
蘭甸奴踢滿全場，艾達臣那次出禁區失守，
令曼城球迷擔心會否成為另一個“有球必
應”的哥迪奧巴禾，惟下半場其穩健表現總
算將功補過。中前場，哥迪奧拿上半場派出
阿古路、史達寧、奇雲迪布尼；下半場則換
上加比爾捷西斯和利萊辛尼等年輕球星。賽
後哥帥坦言對手進攻銳利，然而認為己隊整
體表現其實還不錯，特別是下半場，亦大讚
臨危頂替左閘位的 17 歲副選小將菲爾科頓毫
不怯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志達

博物館參觀“銘記光輝歷史 開創強軍偉業—慶祝中國人
博物館參觀“
民解放軍建軍90
民解放軍建軍
90周年主題展覽
周年主題展覽”。
”。
新華社

據介紹，展覽主體內容以時間為脈絡，突出展
示解放軍 90 年征程中歷經的重大戰役戰鬥、重大歷
史事件、重要決策過程和重大發展成就，重點設計
了“井岡山會師”、“論持久戰”、“攻克錦
州”、“華北軍事演習”、“進駐香港澳門”、
“汶川抗震救災”、“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以
及解放軍現役主要裝備模型展示等景觀和展項。
朱德在南昌起義時使用的手槍，抗聯領導人
周保中的東北抗日游擊日記，曾經跟隨支前民工
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手推車，五五式元帥禮服、常
服、勳章和證書，中國第一顆氫彈和第一顆空投
原子彈模型，汶川地震搶險救災戰士寫在挎包上
的遺書，“遼寧”號航空母艦赴南海海域執行訓練

紅魔黑雙煞顯露霸氣，勢必成為來季英超的利矛之一；曼城其實也並非踢得

之前曼聯兩場對陣美國當地球會的熱身賽連
捷，拉舒福特首戰起孖，盧卡古次戰收穫

■奧斯爾備戰阿仙奴新賽季。
■21 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李克強
李克強、
、張德江
張德江、
、俞
路透社
正聲、
正聲
、劉雲山
劉雲山、
、王岐山
王岐山、
、張高麗等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

■丹尼路雷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世界女排大獎賽
21 日晚在香港紅館展開為期三天的香港站的較量。
香港球迷的寵兒、里約奧運冠軍中國女排首仗對陣
“東洋魔女”日本隊，在苦戰之下以 25：19、25：
20、33：35、25：21 險勝。至於 21 日晚較早前進行
的揭幕戰，里約奧運亞軍塞爾維亞以 26：24、25：
14、25：19力挫俄羅斯。
作為 8 月大獎賽（南京）總決賽的東道主，中
國女排預賽沒有出線壓力，令今次香港站賽事成為
鍛煉隊伍、逐步調整狀態的舞台。21 日晚面對頑強
的日本隊，隊員狀態時有起伏。未來兩日，迎戰更
強大的對手，相信對年輕的女排姑娘及球隊的排兵
佈陣將是一大考驗。

■中國女排
新星高意
（右）首次
在港亮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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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倖存者在 City of Hope
第 41 屆骨髓移植聚會上首次與捐贈者見面
育有 3 個孩子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倖存者
和曾幫助妻子擊退乳癌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倖
存者以及其他數千名倖存者將一起在 4 月 28
日的聚會上對捐贈者表達感激之情
【華府新聞日報訊】加州 DUARTE -當 Sergio Ramirez 在 2013 年 初 來 到 City of
Hope 時，原以為經過 3 年的治療已經治癒的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 簡 稱 ALL) 又 來 勢 洶 洶 的 在 他 體 內 復
發。切片檢查結果顯示他的骨髓細胞中百分
之 82 都已經變成白血病細胞。這位家住洛杉
磯，並育有 3 個男孩的父親對自己的未來覺得
希望渺茫。
“我當時心裡想，如果堅持了 3 年的化學
治療和維持都沒有用，那我現在還能怎麼辦
呢？”現年 34 歲的 Ramirez 說。他很清楚急
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一旦復發，存活率只有
大約百分之 15。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一種從
白血球開始的癌症，不但會製造癌細胞，也
會迅速將癌細胞蔓延到身體其他器官。
“其實我心裡非常害怕，但是為了孩
子，我必須裝作若無其事。我希望他們看到
爸爸堅強的一面，知道爸爸永遠會在身邊守
護他們，”他接著說。
Ramirez 的醫生曾介紹他到 City of Hope
參與由 Anthony Stein 醫師領導的免疫療法實
驗（immunotherapy trial）。Stein 醫師是 City
of Hope Gehr 家族白血病研究中心（City of
Hope’s Gehr Family Center for Leukemia Research）的副總監。Ramirez 服用了以 28 天為
一週期，共兩週期的藥物，目的在刺激他的
免疫細胞去攻擊白血病細胞，讓他的癌症得
到緩解。
然而 Ramirez 仍然需要進行骨髓移植，以
徹底清除他的癌症。他也在幾週之後接受了
骨髓移植手術。他經常想到這位從未謀面，
與他沒有親戚關係，卻這樣拯救了一個陌生
生命的捐贈者。
在 4 月 28 日星期五這一天，Ramirez 終於
可 以 在 City of Hope 第 41 屆 骨 髓 移 植 聚 會
（City of Hope’ s 41st Annu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 (BMT) Reunion）上，當面向這位
捐贈者說聲謝謝。對 Ramirez 而言，這一天他
已經等了很久了。
“我今天還能和孩子們在一起，最主要
就是因為他的慷慨捐贈，”Ramirez 說。他還
記得最先找到的一位捐贈者後來未能完成捐
贈手續。“每當我想到這裡，我總忍不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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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 我真的很希望和他見上一面，好好謝謝
他。因為如果沒有他，我現在可能已經不在
人間。”
另一位患者 Evan Braggs 也將在骨髓移植
聚會上和他的捐贈者首次見面
今 年 32 歲 ， 家 住 Rancho Cucamonga 的
Evan Braggs 對於將在今年的聚會上與捐贈者
見面也感到非常興奮。
他已經等得太久– 因為 Braggs 在 2005 年
就進行了骨髓移植。他當時只有 20 歲，罹患
了名為再生障礙性貧血（aplastic anemia）的駭
人血液疾病。這種疾病會破壞患者骨髓的正
常造血功能，導致無法製造適量的新鮮血
球，最後引起嚴重心臟疾病。
有一天當 Braggs 正在打籃球時，他突然上
氣不接下氣，倒在地上。
“我在地上躺了差不多 15 分鐘，”他回
憶道。第二天早上，他的父親帶他到當地醫
院檢查。醫療人員接連驗了兩次血，因為他
們必須確認診斷正確無誤。Braggs 的血紅蛋白
低到必須立刻入住加護病房接受輸血。
“一位護士告訴我，如果不是因為及時
發現，我再過兩週就會爆發心臟病，”他接
著說。
診斷結果把 Braggs 嚇壞了。他當時是聖安
東尼山學院（Mt. San Antonio College）的田
徑校隊，擅長障礙跨欄賽跑，一輩子連骨折
都沒發生過。他也愛打籃球，沒有一天不鍛
煉體格。“光看我的樣子，你絕對想不到我
病得有多嚴重，“他說。
City of Hope 專長血液學和血液細胞移植
的副教授 Ryotaro Nakamura 醫師用兩種血清
給 Braggs 治療，希望能夠刺激他的骨髓生長。
同時 Braggs 每幾個星期就接受一次輸血。但是
如果想要治癒他的貧血，他必須接受骨髓移
植。
Braggs 決心不讓治療妨礙學業，所以和
Nakamura 醫師密切配合，將移植手術安排在
暑假進行。他整個暑假都待在醫院裡，逐漸
從手術中復原。
待在 City of Hope 的那幾個星期讓 Braggs
更為珍惜自己年輕的生命，對於幫助他重新
找回健康的人，也有著無限的感激。
“這位先生願意在忙碌的生活中尋找空
檔，成為一位骨髓捐贈者，我非常感恩… 對
於曾經照顧過我的許多人，包括我的父母
親，Nakamura 醫師，護士和執業護士，我也
非常感激，”Braggs 說。

年一度，超過 4000 人的盛大野餐聚會，不但
有來自全世界的倖存者、捐贈者和他們的家
人，還有幫助他們平安走完療程，重獲新生
的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
這個聚會最令人感動的高潮就是病患與
捐贈者見面的那一刻。許多受贈者雖然有無
限的好奇心，也希望有機會表達謝意，卻只
能在夢中和救了他們一命的捐贈者見面。
City of Hope 每年都讓兩位病患的美夢成真。
“聚會彰顯出研究成果加上醫生和護士
無微不至的照顧，共同達成拯救病患生命的
目標，”City of HopeFrancis & Kathleen McNamara 血 液 學 和 血 液 細 胞 移 植 （Francis &
Kathleen McNamara Distinguished Chair in Hematology and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傑出主席 Stephen J. Forman 醫師表示。
“它強調我們彼此心手相連，和病患一起體
驗經移植治癒而重生後的無限喜悅。”
City of Hope 訂當天早上 10 點在位於 City
of Hope Helford 臨床研究醫院（Helford Clinical Research Hospital）前的 Argyros 家族希望
花園（Argyros Family Garden of Hope）舉行記
者會，Ramirez、Braggs 和他們的捐贈者將成
為記者會的焦點。
骨髓移植（BMT）提供了一個重生的機
City of Hope 並將在當天下午為倖存者、
會給患有致命血癌和其他惡性血液疾病的患 捐贈者和其家人舉辦娛樂節目。
者。自 1976 年至今，已有超過 1 萬 3 千名來自
各州和數十個國家的病患曾在 City of Hope 接
受骨髓、臍帶血或幹細胞移植手術。
City of Hope 是癌症、糖尿病和其他致命
根據國際血液與骨髓移植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lood and Marrow 疾病的獨立研究和治療中心。City of Hope 獲
Transplant Research）最近提出的數據，City 得 全 美 癌 症 研 究 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of Hope 擁有全國唯一連續 12 年，每一年度整 tute）最高認可，被指定為全國僅 47 所綜合癌
體病患存活率都達到“超出表現”的移植計 症中心之一，也是國立全面癌症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創始會
劃。
此外，City of Hope 還將帶領癌症治療進 員之一，所提供的研究和治療方案造福全球
入下一個領域：使用免疫療法，訓練病患的 病患。City of Hope 位於洛杉磯東北方的 Du免疫系統來對抗癌症。這次聚會的倖存者中 arte，在南加州各地設有社區診所（commu就包括數位最新一代血癌倖存者代表：接受 T nity clinics） ， 並 列 名 美 國 新 聞 與 世 界 報 導
細胞免疫療法臨床試驗治療的病患。這些病 （U.S. News & World Report） 癌 症 治 療 的
患的免疫細胞被抽取出來並加以改造，讓這 “全美最佳醫院（America's Best Hospitals）”
些細胞能夠辨識並且攻擊癌細胞，然後重新 之一。創立於 1913 年的 City of Hope 由於自身
研究成果卓越，成為骨髓移植、糖尿病和無
輸入病患體內。
數治療癌症創新藥物（bone marrow transplanCity of Hope 骨髓移植聚會簡介
City of Hope 過 去 41 年 來 每 年 都 為 像 tation，diabetes 和 numerous breakthrough canRamirez 和 Braggs 這樣的骨髓移植倖存者舉辦 cer drugs）方面的先驅。欲知希 City of Hope
聚會。從最初的一個生日蛋糕和一根蠟燭， 詳情，請在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或 In代表病患遠離癌症的第一年，逐漸成長到一 stagram 上追蹤。

他從未想過自己可以把別人對他的幫助
繼續薪火相傳，但是幾年之後，機會出現
了。
他遇見了一位年輕的女士 Natalia Melina。她在 2014 年 1 月被診斷罹患第 2 期乳癌。
年 方 32 歲 的 Melina 回 憶 起 當 她 告 訴
Braggs 她的診斷時，還說她可以自己應付，不
需要他參與，因為他為了治療自己的癌症已
經付出了許多。但是 Braggs 堅決要幫助她，並
介紹她到 City of Hope 治療，而她也接受了他
的建議。後來兩人開始約會。當她因為化療
掉光頭髮時，Braggs 也剃了個光頭。
“我把治療癌症的每個步驟講給她聽–
掉頭髮、化療造成的不適、疲倦、和其他類
似的事情，讓她能夠安心，並順利進入下一
個治療步驟，”他接著說。
兩人在 2015 年結婚。
“現在回想起來，大多數人只能在唸婚
姻誓言時提到的同甘共苦，我倆早已經歷過
了，”Braggs 表示。“無論疾病或健康，無論
是甘是苦。我倆不但共渡最艱苦的時刻，而
且一路走來，緊緊相依。”

骨髓移植簡介

City of Hope 簡介

Sully 老人中心隆重慶喬遷
鄒少男//文 張廣涵
鄒少男
張廣涵//英文翻譯

剪彩
【華府新聞日報訊】5 月 22 日，是 fairfax
縣 Sully 老人中心員工及參加活動的老人難忘
的一天，中心喬遷慶典隆重召開。
Sully 老 人 中 心 原 址 在 5690 Sully Road
Centreville,VA 20120，地處 28 號路與 66 號路
交彙處西南路邊一座孤零零的小院內。面對
28 號路極為擁擠的車流，進出極為不便，加
之建築面積窄小，影響老人中心活動的開
展。因此，費爾費克縣政府經籌劃，選擇了
新的老人中心地址，並於 4 月 27 日，將老人活
動 中 心 搬 遷 到 14426 Albermarle Point Place
Chantilly,Virginia 20151。新址面積 12000 平方
尺，比舊址整整多出 5000 平方尺。中心內寬
敞明快，功能區劃分合理，使用方便舒適，
交通暢通快捷。據中心主任 Lynne Lott 介紹，
搬到新址後，前來活動的老人增加了百分之
二十。
當天一早，中心人員就在房前屋後通道
邊懸掛彩色氣球，室內多處擺放鮮花，漂浮
彩色氣球，節日氣氛濃厚。
前來參加活動的老人也比平時多了不
少，達到 75 人；來賓也正好 75 人，場面十分
熱鬧。當地英文媒體也前來采訪。這可忙壞
了中心主任 Lynne Lott，她領著一波又一波的
來賓參觀各處，不停地介紹情況。
前來的縣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是：Chris
Ceonard， Director,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Service（縣政府主管全縣社區工作的一
把手。）；Kathy Smith，Supervisor, Sully District （ 縣 政 府 分 管 Sully 區 的 負 責 人 ） ； Pat
Harrison， Deputy County Executive , Fairfax
County（費爾法克斯縣副縣長）;Ben Boxer，
County Government Community Affairs Office
Liaison Officer（縣政府社區事務辦公室聯絡主
任）。
11 點整慶典開始，會議由 Ben Boxer 主
持，他說：“今天我們相聚在一起，這是個

民族舞《
民族舞
《卷竹簾
卷竹簾》
》
好。縣政府的
極好的機會，
社
區部與你們
我們參觀了這
歌伴舞《
歌伴舞
《鴻雁
鴻雁》
》
一起把 fairfax 縣
個新建的活動
中心的一切，我們要群策群力，共同努力， 社區的活動中心建設好。
我們的工作取決於你們的需要，這就是
把中心辦得更好。現在請縣政府社區部主任
我為什麼今天來到這裡。最後我要說的是，
Chris Ceonard 講話。”
Chris：“我非常高興，歡迎大家來參加 在這個中心我們很幸運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
今天 sully 老年中心新址的開幕典禮。sully 中心 班 子 ， 有 一 群 積 極 肯 干 、 有 奉 獻 精 神 的 骨
從舊址喬遷來到這個新地方，這裡我特別要 干，是她們組織領導了各種活動，並直接指
先向大家提到幾位為 sully 搬遷作出特殊貢獻 導各項具體工作。現在我非常高興地向大家
介紹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KathySmith，請她
的人，沒有她們，sully 的移址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要提到 Kathy Smith 她就是你們這 講話。”
Kathy：“謝謝，真的非常高興，這麼多
個中心的主管負責人，還有縣政府的行政付
經理 Pat Harrison，感謝她們。還要感謝這個 人歡聚一堂，這麼多張笑臉。我並不感到我
中心的全體員工，因為搬家是一件非常不容 們是 62 歲以上，我們不老。縣政府社區部工
作的中心是關心幫助老人的健康、安全、交
易，很了不起的工作。
你們一定要好好參觀一下這個嶄新漂亮 通、居住，這些很重要，因為社區一定要是
的活動中心，你們一定會為這裡的每一項設 所有人安居的地方，共同參與，增進友誼。
施而感到興奮激動。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縣 大家知道，sully 中心原來的舊址是在 28 路和
就開始設立老年活動中心，但設備不全。隨 66 路交彙處，由於交通建設需要，我們搬來
著社區老人越來越積極的參與，不同民族的 這裡，這對我們是好事情，我們的中心與社
加入，中心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活動內容，有 區更接近，交通更便利。我為此激動，不光
健身、有手工制作、有電腦中心、有各種各 是因為喬遷新址，還因為有了新的希望。希
樣的學習班。縣的活動中心分布在全縣各個 望大家常來，帶上你的朋友。希望你們提出
區域，我們不斷地看到新面孔，結交了新朋 建議要求，讓我們把 sully 中心辦得更好。”
友。
接下來的議程是剪彩，剪彩的 8 人各手持
我們這個 sully 中心是全縣活動中心的一 一把金色的大剪刀，同時將一條紅色的彩帶
個，這正是我們要把它建設得更好的一個理 剪開，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由。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只要是一個中心的
慶典的文藝節目，由銀光協會亨頓中心
成 員 ， 你 們 就 可 以 參 加 縣 裡 舉 辦 的 任 何 活 與銀光 Sully 分會承擔。一反常態，節目主持
動。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參加 人換了一個全新的面孔，由剛加入 Sully 交誼
任何一個中心的活動，要知道，我們縣有十 舞 隊 才 兩 個 月 的 歐 裔 老 年 朋 友 格 蘭 德
四個老年活動中心。
（Glenn） 擔 任 。 考 慮 到 觀 眾 華 裔 只 占 極 少
我很高興你們來參加 sully 中心新址的開 數，為此，施雯霞、張廣涵伉儷，連夜加班
幕典禮。你們與這裡的工作人員相見，你們 將節目單，以及每個歌舞的主要背景涵義，
要好好享受一下，請你們經常來參加各項活 譯成英文，由格蘭德向大家介紹。
動，並提出建議，幫助我們把中心活動辦
銀光副理事長李繼英用意大利語和漢語

演唱《美麗的西班牙女郎》，她邊唱邊跳，
歌聲旋律優美，嗓音純潔、清脆、響亮，給
人以美的享受；當她演唱音樂電影“音樂之
聲”中的插曲《Do Re Mi》時，走下台來與
觀眾席中的老人們互動，老人也對著話筒唱
起來，贏得陣陣歡笑和掌聲；由李繼英、唐
映、孫燕平、施雯霞、樊調仙表演的民族舞
《卷珠簾》，首先那彩色繽紛，鮮艷奪目的
服裝就讓人們先眼睛一亮，再看那舞動的衣
袖，柳條般扭動的腰姿，婀娜的舞步，恰似
一幅美麗的畫卷，充分顯示民族文化的精
彩。
銀 光 Sully 分 會 交 誼 舞 隊 表 演 了 歌 伴 舞
《鴻雁》，在男女聲合唱《鴻雁》，施雯霞
鋼琴伴奏下，陳全請老師翩翩起舞，她那模
擬大雁動作的優美姿態，使人好像看到廣褒
大草原上的大雁及雁群，好像看到鴻雁聲聲
排成行，掠過頭頂飛向遠方的蒼涼氣勢。舞
蹈表達的意境深刻，顯現出舞者不俗的功
底。
由施雯霞鋼琴伴奏，交誼舞隊全體參加
合唱《美麗的草原我的家》《友誼地久天
長》，是在與觀眾做感情的交流。表演唱歌
是交誼舞隊的第一次嘗試，由此開辟了又一
個娛樂項目，對大家都是一個有益鼓舞。
《梁三伯與祝英台》凄美動人的愛情故
事流傳千古，家喻戶曉。由陳全清老師教練
的舞蹈探戈《梁祝》，以優美的舞步和多種
變換的花樣，表達了豐富的想像，和對純真
愛情的歌頌。舞曲旋律獨特，婉轉動聽，使
人在優雅平靜中又有少許傷感、眷戀、遺憾
及幻想。該舞是 Sully 交誼舞隊正在學習排練
的節目，盡管還不能把舞蹈的意境表達得完
美盡致，但參演者還是滿腔熱情地把它奉獻
給喬遷慶典，奉獻給觀眾。（2017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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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光會舉辦「七七抗戰八十周年紀念餐會
七七抗戰八十周年紀念餐會」
」
關愛抗戰老兵 傳承時代精神
（本報記者/宋曉詩/採訪報導)
7 月 15 日，芝加哥榮光聯誼會於
芝加哥南華埠『利榮華餐廳』舉辦了
“七七抗戰八十周年紀念餐會”，場
面格外溫馨，其樂融融。
大約中午十二點十五分的時候
，餐會正式開始。首先，全體起立唱
國歌，高亢洪亮的歌聲充滿著整個
大廳，神聖而又莊嚴。其次，由榮光
會理事長饒英傑致歡迎詞，饒理事
長首先代表榮光會的全體會員歡迎
大家出席今天的餐會，並表示大家
的到來是對榮光會的鼓勵。其次介
紹了出席此次餐會的幾位貴賓，他
們分別是：芝加哥臺北經文處處長
何震寰、僑教中心主任王偉讚、臺北
經文處組長林易民、臺北經文處副

榮光會理事長
饒英傑致歡迎詞

組長李唯誠，他們的出席為此次的
餐會錦上添花。接著，饒理事長介紹
了四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
雄，他們分別是：楊齊安先生、劉漢
屏先生、韋玉華教授和 Eddie Lin 先
生。值得一提的是，Eddie Lin 先生不
僅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參加
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些抗戰
英雄著實令人敬佩啊！
介紹完貴賓們之後，便是芝加
哥經文處處長何震寰致詞，何處長
表示參加此次餐會使他感想頗多。
首先感謝主辦方選擇在星期六舉行
此次餐會，這樣才可以與同事一起
出席。其次恭喜榮光會的會員越來
越多，隊伍越來越壯大，對榮光會的
付出給予了高度評價和肯定。何處

芝加哥臺北經文處處長
何震寰致詞

饒英傑理事長（左二
左二）
）為黃登亮醫師（中）
頒發感謝狀

長引用了“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次參加榮光會紀念抗戰的活動。這
來表達因為有了這些老兵們的犧牲 幾年，僑務委員會也高度關注和報
和付出，使我們明白現在自由美好 導著海外紀念抗戰勝利的相關活動
的生活是從何而來，歷史很重要，所 ，並製作了內容豐富的抗戰專輯。希
以我們要銘記歷史。2015 年我們在 望大家可以多多宣傳，讓更多的海
紀念七七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去年 外僑胞瞭解真正的抗戰歷史。感謝
我們在紀念國父誕辰 150 周年，今年 榮光會舉行的一系列愛國活動，王
我們在紀念七七抗戰 80 周年等等， 主任代表橋委會感謝各位對國家的
這一系列的活動都是為了緬懷歷史 支持，並祝福所有的來賓身體健康，
，不忘初心。不僅我們要銘記歷史， 平平安安。
由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
還要告訴年輕人這段歷史，讓他們
知道他們今天的安居樂業是用多少 兵韋玉華教授介紹了七七抗戰的過
人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何處長還 程後，餐會正式開始。此時的大家已
表達了會大力支持榮光會的活動， 經饑腸轆轆，豐富多樣的美食上桌
之後讓每個人都大快朵頤。在午餐
並祝願榮光會越辦越好。
接著，僑教中心王偉讚主任也 時，黃登亮醫師發表著關於「中老年
發表了致詞，王主任表示很榮幸再 人健康保健」的專題演講，在吃的同

參加過二戰的老兵
楊齊安先生

饒英傑理事長（左二
左二）
）為
韋玉華教授（右二
右二）
）頒發感謝狀

參加過二戰、朝鮮戰爭和
越南戰爭的 Eddie Lin 先生

時獲得養生的知識，使人受益匪淺。
午餐完畢後便是期待已久的唱歌和
摸彩環節了。首先，黃登亮醫師的夫
人周莉音女士用優美的歌聲獻唱助
興，接著，用來自貴賓及榮光會會員
提供的精美禮品進行摸彩，禮物多
得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現場的
氣氛熱鬧非凡，每個人都滿載而歸，
好不開心！
此次“七七抗戰八十周年紀念
餐會”圓滿舉行，在緬懷歷史的同時
還教育了我們應當向老兵他們學習
不怕艱難不怕苦的精神。作為年輕
的一代，我們更要銘記歷史，勿忘國
恥，吾輩自強，砥礪前行！

參加過二戰的老兵
劉漢屏先生

參加參會的會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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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華談和胡歌感情突然“表白”

4 字認證登熱搜

男星霍建華升格人夫人父
後，雖然對家庭生活相當保
護 ， 但 不時也會被捕獲寵愛妻
女的身影，壹舉壹動仍備受關
註 。 近 日他受訪坦言現在壹有
空就會陪家人之外，更聊到好友
胡歌，僅用 4 字就說明 2 人的好
感情，讓許多胡霍 CP 粉再次炸
鍋，話題熱度甚至登上微博熱搜
第壹名。
霍建華自去年結婚後，就忙
著投入《如懿傳》拍攝，加上還

有其他電影作品，時間幾乎都給
了工作，雖然對私事低調，但他
日前也被拍到去免稅店為妻女挑
禮物，可見十分貼心。而據《新
京報》報導，他表示從事演藝工
作很忙，“以前就很後悔和家人
在壹起的時間太少，現在壹有
空就會去陪家人”，並稱自己
朋友不多，大多都是和家人吃
飯 ， 坦 言 以 後會把更多時間放
在生活上。
至於被問到會否像好友胡歌

好久沒自拍？
林依晨以“
林依晨以
“舍妹
舍妹”
”倩影回饋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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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隋棠結婚後專心在家照顧壹對兒女，幸福的家庭生
活 令 人 稱 羨 。 她 20 日 透 露 回 到 家 門 口 ， 準 備 拿 鑰 匙 開 門 時 ，
聽到門的另壹頭有個輕巧的腳步聲，朝自己的方向跑來，聽
到兒子 MAX“樂喊了壹句話”， 才 讓 她 瞬 間 明 白 “ 原 來 這 是 這
麽治愈的事。”
隋棠晚間在臉書分享壹件最近的小確幸，有次回家站在家門
口，正當掏出鑰匙要開門時，意外聽到兒子 MAX 的腳步聲、跑到
大門口準備迎接她，更令人融化的是，還聽到小寶貝喊著“媽媽回
來了”，當下壹整天的疲勞頓時消失。
此外，隋棠也分享了壹系列兒女的近況照。照片中，可以先
看到 MAX 跟表姊的玩耍照，壹會兒與小表姐壹起開心玩玩具，
壹會兒跟對方親昵抱抱，過程中絲毫不見吵鬧，顯見小表姐有多
麽寵愛他。
最後，還能看到壹張女兒 LUCY 的大頭照，終於“放下瀏海”的
小可愛，肉都都的臉頰讓人看到都融化了，只不過要不是隋棠在貼文
中註明“海妹妹”，有不少網友都驚呼：“壹模壹樣啊！我以為是
MAX”、“以為是哥哥”、“超像哥哥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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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確幸 隋!棠回家開門前
兒子壹句話讓她融化了 ...

臺灣影視

突然消失去留學，霍建華說無法
像對方壹樣瀟灑，畢竟有家無法
離開，且還有很多宣傳和工作，
但他認為自己平時生活就很自
在 ，覺得這也是沈澱的壹種方
式。而霍建華也坦言和胡歌不常
聯系，只有特別日子才會問候，
“其實真正朋友的交情，是很深
層次，也很安定的，就算 5 年不
見也是壹樣，無需多言”，壹句
“無需多言”就足以認證 2 人深
厚的情誼。

焦恩俊曬女兒成長對比照引感慨：
時間都去哪兒了
焦恩俊微博發文“同樣的地點，不同
的時間，20 年後這歲月啊，妳都帶走了什
麽？又成就了什麽？”，並曬出女兒小時
候和長大的照片，引人感慨。
第壹張照片中，焦恩俊手牽還是嬰孩
時期的女兒，相貌年輕的他風度翩翩，女
兒則穿著格子紅裙子，分外可愛，而轉眼
20 年過後，女兒已經出落成要調少女，亭
亭玉立，老爸則當起了女兒的攝影師；焦
恩俊還曬出自己手寫的書法：壹個筆力遒
勁的“佛”字，盡顯風采。焦恩俊還在評
論區補充：“第壹張她第壹次到這，第壹
天會走路，第二張 20 年後的昨天，她已快
比我高了。”網友們也紛紛表示：“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無論年代
多變遷，焦哥父愛永不變。”

陳意涵親自下廚心情好
大眼睛可比章魚燒
大眼睛可

林依晨通過微博曬愛狗萌照，並稱：“最近真的很少自拍啦！
請容許我以舍妹們的倩影問候大家……”照片中，壹白壹黑兩只小
狗非常的可愛，吐著舌頭，腳搭在主人腿上撒嬌，萌萌的樣子十分
的可愛。網友留言稱：“所以她倆會爭寵麽？”“超級可愛，可是
林依晨更可愛。”

日前陳意涵曬出壹組素顏自拍照，陳意涵
頭戴小黃鴨發飾雙手舉起滿滿壹盒章魚燒，
笑容燦爛可愛，看起來元氣滿滿。曾在直播
中出現過的章魚燒鍋也再次出鏡，陳意涵配
文 稱 ： “ 朋 友 的 等 級 ， 可 以 參 加 章 魚 燒 party
的朋友。願意捐腎給妳的朋友，當妳大腿內
側長痘痘時願意幫妳擠的朋友，這些都是真
心的朋友”。
不少網友猜測，曾經說不做演員最想做章魚燒
店老板娘的陳意涵，是否又是自己在家親自下廚制
作了美食，紛紛表示：“吃不到陳意涵親手做的章
魚燒和鹹魚有什麽區別？”
近期陳意涵投身於新戲的拍攝中，此前還升
級導演拍攝了自己第壹部導演處女作，忙事業的
同時，陳意涵也不忘享受生活，經常分享自己元
氣滿滿的日常，被網友贊到：“可愛 Max”“正能
量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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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紅色基因 建設一
■馬浚偉與胡
定欣及馬國明
在新劇有不少
對手戲。
對手戲
。

建軍90周年展在京開幕 七常委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之際，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 21 日前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參觀“銘記光輝歷史 開創強軍偉業—慶祝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主題展覽”。
他強調，我們要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
基因，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為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

■胡定欣
胡定欣、
、馬國明
馬國明、
、馬浚偉
馬浚偉、
、蕭正楠和陳煒等
出席新劇《
出席新劇
《宮心計
宮心計2
2 深宮計
深宮計》
》煞科宴
煞科宴。
。

隊而不懈奮鬥。

據

胡定欣稱
“小鮮肉”
施駿喆只是影迷

央視網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
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參觀
展覽。
下午 3 時 30 分許，習近平走進展廳參觀展覽。
此次展覽通過1,000多張照片、1,300餘件文物和大量
圖表、製字、油畫、景觀、視頻、觸摸屏以及一批主
戰裝備實裝、裝備模型等，全面反映了 90 年來人民
軍隊在黨的領導下走過的光輝歷程、建立的豐功偉
績，充分展現了我黨我軍在長期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
中培育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生動呈現了軍隊
建設改革發展的巨大成就。
習近平強調，90 年來，人民軍隊在黨的領導下
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國
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卓著功勳。人民
軍隊砥礪奮進的 90 年，凝結着堅定理想信念、優良
革命傳統、頑強戰鬥作風，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要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在新的起點上
把革命先輩開創的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鼓舞激勵
廣大幹部群眾和全軍廣大指戰員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把人民軍隊建
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而不懈奮鬥。

■21 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李克強
李克強、
、張德江
張德江、
、俞
正聲、
正聲
、劉雲山
劉雲山、
、王岐山
王岐山、
、張高麗等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
博物館參觀“
博物館參觀
“銘記光輝歷史 開創強軍偉業—慶祝中國人
民解放軍建軍90
民解放軍建軍
90周年主題展覽
周年主題展覽”。
”。
新華社
任務時的照片，改革重塑後新的軍兵種標識……珍
貴的歷史文物、豐富的文獻資料、逼真的主題景
觀，吸引了習近平等領導同志的目光。他們不時停
步駐足仔細觀看，認真聽取工作人員講解，並詳細
詢問有關情況。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看到，此次展
覽展出了解放軍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的模型和圖片，
比如，東風、長劍、紅旗、鷹擊等系列導彈模型，
空警-2000、空警-500、運-20、轟-6K、殲-10B、
直-19、遼寧艦航母、052D 型驅逐艦、056 型護衛
艦、09-2 核潛艇、071 型綜合登陸艦、903 型綜合補
給艦等的高仿真模型，以及中國首艘國產航母、蛟
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新一代運載火箭的彩色圖
片。

展示解放軍征途經歷

安排訓練模擬互動項目

據介紹，展覽主體內容以時間為脈絡，突出展
示解放軍 90 年征程中歷經的重大戰役戰鬥、重大歷
史事件、重要決策過程和重大發展成就，重點設計
了“井岡山會師”、“論持久戰”、“攻克錦
州”、“華北軍事演習”、“進駐香港澳門”、
“汶川抗震救災”、“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以
及解放軍現役主要裝備模型展示等景觀和展項。
朱德在南昌起義時使用的手槍，抗聯領導人
周保中的東北抗日游擊日記，曾經跟隨支前民工
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手推車，五五式元帥禮服、常
服、勳章和證書，中國第一顆氫彈和第一顆空投
原子彈模型，汶川地震搶險救災戰士寫在挎包上
的遺書，“遼寧”號航空母艦赴南海海域執行訓練

此次主題展覽特別安排了陸海空軍武器裝備訓
練模擬互動項目。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在展覽的
訓練模擬區域，參觀者還可以彷彿如身臨其境一
般，親自體驗殲-10戰術訓練模擬器和海軍的驅逐艦
和護衛艦的訓練模擬器。
此外，在室外武器裝備展區，解放軍先進的
主戰坦克、步兵戰車、自行火炮、戰鬥機、直升
機、地空導彈、巡航導彈、地地導彈、洲際彈道
導彈等 21 型 23 件主戰武器裝備的實裝亦公開亮
相 ， 比 如 ， 殲 -10、 直 -10、 鷹 擊 -83J 導 彈 、 紅
旗-9、東風-31、東風-16、長劍-10 等。據透露，
其中殲-10 是專門飛到北京的機場後再轉運到展覽
現場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胡定欣、馬國明、馬浚偉、蕭正楠和陳煒等人 20 日晚出席新劇《宮心
計 2 深宮計》煞科宴，監製梅小青答謝台前幕後不怕辛苦完成此劇，現場更率先播放劇集拍攝花絮，當中

■展覽展出了解放軍大量先進武器裝備的模型。
視頻截圖

■展覽展示了解放軍 90 年征程中歷經的重大戰役戰
鬥、重大歷史事件等。
視頻截圖

有不少親熱鏡頭，包括馬國明親吻離世的黃心穎、蕭正楠錫劉心悠，馬浚偉與胡定欣共浴等。

日
■ 馬國明與黃心穎於橫店工作
馬國明與黃心穎於橫店工作，
， 日日見
面。

■劇中飾演皇帝的馬浚偉艷福不淺
劇中飾演皇帝的馬浚偉艷福不淺。
。

前傳出胡定欣轉口味情迷“小鮮
肉”施駿喆，二人更有手繑手合
照流出 。 20 日晚定 欣就否認有新戀
情，說：“不要誤會，相片是在橫店
慰勞宴上影的，大家不要亂寫，他只
是小影迷支持我。”定欣笑稱希望拍
完劇後可以休息一下，讓她有機會去
擴闊生活圈子識新朋友，也希望傳媒
朋友手下留情，給她清理檔案，以免
被人誤會。提到定欣另一新劇《同
盟》即將播映，她不擔心與陳展鵬的
緋聞會翻炒，笑問她在橫店時，有否
見舊愛馬國明與女友黃心穎表現親
暱，她笑道：“我可不可以講有？”
定欣稱一直與馬明是好友，任何新聞
都不會影響他們相處，也祝福他找到
好女友，早日成家立室。
至於“胡說八道會”經常丟低定
欣去玩，搞到她嚷要離會，定欣

10戰機飛越東海 中國空軍重申“常態化”

說：“對呀。雖然我都是去了旅行，
但她們真的趁我開劇開到天昏地暗，
不在香港時就約齊人，我都要自我檢
討。”定欣稱“胡說八道會”月底終
於約齊人去澳洲拍攝旅遊特輯，到時
她會親自操刀幫大肚的胡杏兒影孕婦
寫真。

親自操刀幫杏兒影孕婦相
馬國明再三強調去橫店是拍劇不是
媾女拍拖，問到與心穎進展情況，他推說
仍在了解中，笑指知道對方是嗜辣的人，
反而他就不能吃辣，只好互相遷就。對於
定欣踢爆馬明與心穎表現親暱，他說：
“定欣都好Sweet，她不開工就和馬仔、
煒哥去按腳，我都祝她早日找到好男仔，
不要只顧住搏殺事業。”笑指馬明是否已
有計劃成家立室，他笑道：“沒有這麼
快，起碼未去到一齊睇傢俬的地步，如果

海外網指，這是中國軍方本月第二次派出
對此，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出動戰機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軍方 20
一齊睇傢俬、睇樓就應該近啦。”提議馬
日發佈消息稱，中國空軍 10 架戰機當日飛越東 應對。這些中國戰機飛經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 “轟六”轟炸機繞飛台灣島。7 月 13 日，中國
軍方的 6 架“轟六”轟炸機也曾飛越宮古海
海上空。《環球時報》21 日報道稱，中國空軍 間的海域上空，在東海和太平洋飛行。
明可以陪新業主心穎一起睇傢俬，他說：
海外網引述的日防衛省消息更稱，中國軍 峽，在東海和太平洋往返訓練飛行。
在 20 日通過微博，重申“常態化”。
“她是自己買樓，不是我們的共同Proj中國國防部在 7 月 15 日的例行新聞發佈會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20 日發佈消息 方的 8 架“轟六”轟炸機繞飛了台灣島。台灣地
上表示，中國軍機在宮古海峽空域的有關飛行
稱，當天，中國空軍 10 架戰機飛越東海上空， 區防務部門 21 日證實了消息。
ect，而且我們也沒有，結婚暫時未想到咁
20 日 18 時多，中國空軍官方微博“空軍發 活動合法正當，中國軍隊今後將根據形勢任務
這 10 架飛機分別為 8 架“轟六”轟炸機、1 架
“運八”電子戰機以及 1 架“運八”情報搜集 佈”發佈了兩張戰機飛行圖片，文稱“常態化! 的需要，繼續組織類似遠海訓練。有關方面不
長遠。”是否已公開承認心穎是女友身
必大驚小怪、過度解讀，習慣就好。
常態化!常態化!”
機。
份，馬明說：“我不會反駁，但真的仍在
了解中。”
中國首度批准輸入美國大米
啟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彭博社及觀察者網

馬浚偉劇中艷福不淺

香港文匯報海外版將於 7
報道， 據中國商務部和美國農業部消息，在中美雙
月 24 日至 30 日休刊 7 天，7
方談判十多年後，美國首次獲准可對華出口大米。
目前，美國對華出口大米的草案已敲定。
月 31 日照常出版，敬希讀
劇中飾演皇帝的馬浚偉艷福不淺，
美國農業部在聲明中稱，目前，中方與美方已
者垂注。

就最後的細節達成共識。 美國農業部部長 Sonny
他坦言開工時只有他和馬明、蕭正楠是
氣氛沉悶，當有定欣、周秀娜和心悠等
靚女同場時才養眼起來，他笑道：“因
為娜姐、心悠有很多搞笑事，娜姐不習
慣講古裝對白，她眨眼也比正常人慢。
心悠雖然經驗豐富，但有時講廣東話對
白未夠標準，試過講了粗口都不知，要
■ 胡定欣同新緋聞男友
糾正她再高音或低音一些，就是 Num施駿喆不避嫌合照。
施駿喆不避嫌合照
。
ber Nine那個音。”

第二屆中國民族器樂民間樂種展演
海口市成功舉辦

江若琳患手足口病激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蜜運中的
江若琳 21 日以露腰短裙運動裝現身健康飲品
活動 ，另一嘉賓狄以達聯同旗下學生在現場
載歌載舞，表演精彩 。江若琳表示有保持健
身操 Fit，加上這陣子消瘦了才敢作這身打
扮，原來她早前不知吃了什麼，染上手足口
病，發高燒至40度，喉嚨潰爛生滿飛滋，飲水
都痛，根本吃不下東西，一星期已瘦掉五磅，
當時到醫院求診，正值是流感高峰期，輪候病
人排滿隊，因她發高燒不敢拖延病情，遂港
島、新界四處找不用輪候太耐的醫院，終於找
到醫院，所以江若琳叮囑各位真的要好好保重
身體。問到男友是否很痛心？她甜絲絲地說：
“當然有啦，他為照顧我都瘦了。 ”

江若琳為慶祝入行十周年，定於九月舉行
兩場演唱會，現時每天積極做運動、踩單車潛
水，不過她為男友Oscar的生煎包生意做生招
牌，經常要招呼朋友，一日食足四餐，每星期
至少去四次，笑言：“再不減肥變到像包，所
以每日要做運動去油。”問到演唱會會否騷
腰? 她搞爛 gag 說：“我有首歌真的叫《show
you》，到時都要show一下， 七年前開演唱會
時接受地獄式訓練，練出一排腹肌，今次都以
此為目標，希望馬甲線人魚線走出來，否則點
同觀眾交代。(請男友上台做嘉賓？)不會，不好
搞他，到時男友會負責在現場踩單車派生煎
包給大家吃，又會贊助全部工作人員的飲食總
之會餵飽大家，哈哈。”另外，狄以達透露

■露腰短裙現身的江若琳與狄
以達齊出現健康飲品活動。
以達齊出現健康飲品活動
。
將投資六位數字港元在中環海濱空間搞騷，
會在八月尾舉行，由於是首次辦這類活動，
也不敢投資太多資金。

周柏豪對 Chester 自殺感震驚

連詩雅 周柏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周柏豪
21 日出席其自家品牌與 Hello Kitty 合作的聯
乘產品宣傳活動，穿上 Hello Kitty 服飾的柏

豪笑言此卡通人物不是女士專用，也有男裝
提供，透露近日會多去店舖視察銷售情況。
獲好友連詩雅來撐場的柏豪，開心日本的總
公司主動邀請他合作，令他深感榮幸，加上
天氣不穩令他擔心銷情，近日也會多到店舖
幫手。
問到太太為何沒有陪他一起亮相，柏豪
笑言太太要專注做幕後。難得與日本公司合
作，柏豪稱不怕會得失其他品牌公司，因為
合作要視乎天時地利人和，他也開心見到自
家品牌業務開始上軌道，說：“今年已經是
第四年，最開心可以和年輕人合作，自己入

Perdue 說：“和中國的談判已經持續了 10 年多，我
很高興它最終能獲得成果，我知道我國的種植者和
相關行業將極大受益。”
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在過去 10 年，中國進
口的大米數量增長了十倍，目前已達到每年 500 萬
噸。

行時都有很多人畀機會我，當我有能力時，
都會畀機會給其他人。”
提到著名樂隊 Linkin Park 主音 Chester
自殺令人震驚，柏豪說：“收到消息後好
sad，現在都起雞皮，因為我是由小聽他們的
歌長大，7 年前他們赴港開騷，我們算是同
唱片公司有機會見面和握手，他們給了我很
多回憶。”柏豪坦言對偶像離世感覺很差，
希望有情緒病、不開心的朋友能開懷一些，
不想再朝早起身時收到不好消息，他說：
“相信他要輕生有他的原因，不會去猜想，
但對粉絲和音樂界是極大的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文
化部、海南省人民政府主辦，
文化部藝術司、海南省文化廣
電出版體育廳、中央民族樂團
承辦的第二屆中國民族器樂民
間樂種組合展演於日前在海南
省海口市成功舉辦。
參加這次展演的 44 支組合
是從全國報送的 175 支組合中經
專家嚴格遴選出來的。香港廣
東音樂團是香港特區第一個參
加文化部主辦的展演活動並入
選的樂團。在 3 個組別、44 個組
合、88 個節目、6 場演出中，由
香港廣東音樂團五位演奏家組
成的五架頭（高胡：雷葉影、
椰胡：曾秋堅、笛簫：陳鴻
燕、秦琴：高秩群、揚琴：賀
曉舟）以精湛的技藝，默契的

配合，細膩的處理，精彩的表
演脫穎而出，成為 13 優秀組合
之一，表演的《雨打芭蕉》入
選參加日前舉行的閉幕式音樂
會演出，然後在三亞、瓊海、
澄邁等地的巡演。展演期間還
舉辦了以中國民間樂種的傳統
特色和文化價值為主題，及以
中國民間樂種的時代功能和創
新發展為主題的兩場研討會。
香港廣東音樂團曾秋堅參加了
研討會並發言。
香港廣東音樂團自成立以來
一直致力於傳統音樂、本土民間
音樂的傳承與推廣，特別是在研
究和傳承呂文成胡琴演奏藝術風
格方面有一定的成果。2012年曾
獲“CCTV民族器樂電視大賽傳
統器樂組合銀獎”。

■部分參加者於台上演出
部分參加者於台上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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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吹燈之牧野詭事
鬼吹燈之牧野詭事》
》
金晨敲編鐘秀舞功看呆王大陸
由黃曉明、天下霸唱監制，趙
氏兄弟趙小溪、趙小鷗共同執導的
奇幻青春探險劇《鬼吹燈之牧野詭
事 》 第 壹 季 已 登 陸 愛 奇 藝 ， 上線
兩周，播放量高達 4 億。在本周 VIP
即將上線的 7、8 集中，“摸金二
代”面臨的情況越來越詭異，他們
先是和傳說中的“鬼將”狹路相
逢 ，隨後遇到的機關更是超乎
想 象 ，古寧村居然會自動演奏國殤
曲，而開啟霸王冢的鑰匙則極有可
能與遠在二十裏之外的楚王墓編鐘
室有關！

段承軒 克服親密恐懼癥
《逆襲之星途璀璨》

上線兩周播放量破 4 億
觀眾力挺雷厲不是“奸細”
本周普通用戶即將迎來《鬼吹
燈之牧野詭事》第 5、6 兩集，而愛
奇藝 VIP 用戶將看到 7、8 集。開播
兩周，《鬼吹燈之牧野詭事》播放
量高達 4 億，位居貓眼網絡劇排行
榜第 1 位，潮流熱搜榜第 1 位，在骨
朵網絡影視排行榜成功上升至第 3
位，男女主演王大陸、金晨在藝人
熱搜榜排名持續上升，越來越多觀
眾表示“這劇有毒，追著停不下來”。
隨著“摸金二代”踏上探墓之旅，
劇中相關設定逐漸引發熱議。今晚
即將出現的“鬼將”更是得到高度
關註，有觀眾表示，“‘摸金二代’
快跑，小心被鬼將團滅。”還有觀

眾自發在彈幕中科普，“鬼將是陰
兵借道。”此外，劇中雷厲被摸金
團懷疑是奸細，劇外卻得到觀眾力
挺，“雷厲這麽傻當不了奸細。”
還有觀眾稱，“有奸細也應該是孫
教授。”更有觀眾腦洞大開，“我
猜孫教授是張良。”據悉，《鬼吹
燈之牧野詭事》中已經埋下許多伏
筆，在後面的劇集中將陸續揭秘，
劇情將越來越精彩。
摸金二代獲鬼將“指路”
冰輪舞功看呆胡天
今晚即將上線的劇集，“摸金
二代”將遇到傳說中的“陰兵借道”，
在質詢雷厲的時候，摸金團在古寧
村外看到遠方迷霧中有壹名楚國重
甲騎兵造型的鬼將在附近徘徊，並
將眾人指引向壹個神秘之地——鬼
澗。與此同時，眾人從小金牙偷拍
的視頻音軌中意外發現每當日蝕來
臨，村中的詭異風聲竟然形成了壹
首古曲——楚地國殤曲。胡天通過
十六字風水秘術更在附近的山神廟
找到了摸金老胡他們留下來的盜
洞，這壹切都隱隱證明古寧村與霸
王冢有關。古寧村到底隱藏了什麽
秘密？
在本周即將上線的劇集中，舞
蹈專業出身的金晨將在劇中大展舞
技。原來摸金團幾人發現鬼澗附近

水銀含量極高，形成地面震動，胡
天想起二十裏地外的楚王墓編鐘室
也含有大量水銀，再聯系古寧村日
蝕之時隨風聲響起的國殤曲，便懷
疑開啟墓門的機關是用編鐘演奏國
殤曲，並決定和冰輪去開啟機關。
編鐘室內，冰輪敲鐘身影猶如舞姿，
看得胡天入了迷。霸王冢真的這麽
簡單就能找到嗎？敲擊編鐘是否能
夠開啟墓門？壹切秘密盡在今晚
《鬼吹燈之牧野詭事》。
《鬼吹燈之牧野詭事》由王大陸、
金晨、王櫟鑫、張博宇、張鑫等主
演，主要講述的是傳承古代摸金絕
技的“摸金二代”胡天、雷厲、王
耀、小金牙帶著家傳技術與神秘女子
冰輪壹起進入千年古墓尋找父輩下落
的冒險故事。該劇劇本由原著作者天
下霸唱與著名編劇工作室新聖堂團隊
攜手創作，現正在愛奇藝熱播。

﹁
﹂

由興格傳媒、企鵝影視
共同出品，普提查•克瑟辛
（Push）、宋軼、彥希、種丹
妮、韓雪、胡兵、趙健、
SNH48 黃婷婷、SNH48 李藝彤
等主演的青春勵誌情感劇
《逆襲之星途璀璨》進入收
官倒計時，段承軒終於克服
親密恐懼癥，“蛋橙”CP 高
甜撒糖，簡直蘇炸少女心！隨著劇情的不斷
深入發展，目前《逆襲之星途璀璨》網絡播
放量再創新高已正式突破 10 億萬次。
戲中戲《遇龍二》龍螢 CP 再聚首
親密戲惹“蛋總”醋意大發
在上周更新的劇情中，段承軒（PUSH飾）
不惜重金買下《遇龍二》，煞費苦心助力被
誣陷“炒作上位”的蘇橙（宋軼飾）翻身，
“哪怕全世界都覺得蘇橙是個壞女人，我也
要她做回以前的流螢丫頭。”溫暖宣言施展
“霸道總裁”魅力。而在本周劇情中，因共
逐《遇龍二》女壹號，昔日閨蜜蘇橙與柳夢
甜（種丹妮飾）繼上周正式分道揚鑣後，將
再次爭鋒相對，還要面對榮譽的爭奪，最終
獎項會花落誰家？
與此同時，“龍螢 CP”間感情也進壹步
發展，二人惺惺相惜互訴衷腸，言楚非（彥
希飾）不想再被經紀人束縛，更不想僅僅成

為公眾眼中的流量擔當，蘇橙在旁鼓勵他擺
脫偶像包袱，走出男友人設的牢籠。二人在
戲裏更有親密互動，這讓“蛋總”醋意大
發 ，段承軒不僅親臨片場探班“督導”，
“龍螢 CP”拍攝親密戲份時更不停喊 cut，各
種設法打斷，霸道總裁秒變“東亞醋王”，
歡樂不斷。
PUSH 克服親密恐懼癥
“蛋橙 CP”高甜撒糖
伴隨著歡喜冤家式的日常“互懟”，
“蛋橙 CP”的關系在打鬧間逐漸增進，段
承軒不僅修復蘇橙最看重的獎杯，以心交
心幫助蘇橙走出迷茫與困頓，更是以“護
妻狂魔”的姿態壹直守護其身邊。在本周
更新的劇情中，段承軒向蘇橙剖開自我，
坦誠直面親密恐懼癥問題。在蘇橙的用心
幫助下，段承軒克服親密恐懼癥，“蛋橙
CP”終於幸福牽手。除“蛋橙 CP”高甜虐
狗外，“大姐頭”段淩薇（韓雪飾）與
“癡情”男友顏盛亦（李祥祥飾）的感情
也有意想不到的浪漫發展，本周劇情可謂
是甜炸少女心！
《逆襲之星途璀璨》由興格傳媒、企鵝
影視共同出品，楊文紅、孫忠懷擔任出品
人，樊斐斐、方芳擔任制片人，黃金妹、楚
飛擔任執行制片人，著名導演楊磊、韓青執
導，陸貝珂擔任視覺導演。

《縫紉機樂隊》曝“組隊版”預告片

大鵬再組樂隊
喬杉賣萌耍賤娜紮挑戰叛逆貝斯手

由大鵬（董成鵬）導演，喬杉、
娜紮、李鴻其、韓童生、曲雋希主演
的喜劇電影《縫紉機樂隊》將於 9 月
30 日全國上映。影片今日發布“組隊
版”預告片，首度曝光電影中“縫紉
機樂隊”組建過程的種種波折。
電影《縫紉機樂隊》是大鵬導演
的第二部銀幕作品，講述了在大鵬的
家鄉小鎮集安，幾個背景各異的小人
物為了追尋共同的音樂夢想，組建了
壹只不同尋常的搖滾樂隊。這是壹部
承載著夢想重量，能夠讓人笑中帶淚
的喜劇電影。此次發布的“組隊版”
預告片，首度曝光了電影中“縫紉機樂隊”組建過程
的種種波折，不僅在招募成員時慘遭冷場，主唱胡亮
的“不靠譜”更令經紀人程宮幾度崩潰。
預告片中，自稱是“樂隊靈魂”的主唱胡亮（喬
杉 飾），為了實現自己的搖滾夢想，極盡賣萌、耍
賤、苦肉計等種種手段，懇求經紀人程宮幫他組建壹
支樂隊。最終招募來了其他四位成員——吊兒郎當喝
酒的貝斯手丁建國（娜紮 飾）、“面壁”打鼓的鼓
手炸藥（李鴻其 飾），還有年齡足足相差 54 歲的
“腦血栓”吉他手楊雙樹（韓童生 飾），和未成年
鍵盤手小希希（曲雋希 飾）。這支樂隊無論從外表
還是年齡看起來都極為“另類”，令經紀人程宮（大
鵬 飾）多次“發飆”，但彈奏樂器時卻意外地專業
又投入，產生了令人驚喜的化學反應。而結尾處曝光
的高燃樂隊演奏現場，配合臺下觀眾高舉的搖滾手

勢，讓人感受到雖然這條搖滾之路阻力重重，但仍舊
充滿無盡的熱血和希望。
此次在電影《縫紉機樂隊》中，大鵬飾演樂隊經
紀人角色，壹路指導成員們從最初零星幾人的招募現
場， 走 到 最 後 高 燃 的 萬 人 演 奏 現 場， 而 在 鏡 頭 之
外， 花了幾個月時間來練習樂器的樂隊成員們，也
組成了壹支貨真價實的“縫紉機樂隊”，不久前還發
布了第壹支單曲。在 20 歲之前大鵬曾組過兩次樂隊，
時隔近二十年再次組建樂隊，他直言重新體會到了當
年熱血沸騰的感覺，希望這部電影不僅能夠喚起觀眾
的初心和夢想，也能夠讓他們在電影院裏“笑出聲、
燃起來”。
據悉，電影《縫紉機樂隊》由大鵬（董成鵬）執
導，陳祉希任制片人，他城影業、儒意影業、青春光
線、萬達影業出品，影片將在今年 9 月 30 日與全國觀
眾見面。

王晶執導魔幻片《降魔傳》曝新海報
藍綠色惡龍頭像搶眼
鄭愷張雨綺領銜主演

由王晶導演執導的魔幻大片《降魔傳》在今天
曝光了概念海報。概念海報上並沒有任何演員
亮相，卻用巨大的惡龍頭像和藍綠冷調凸顯出十足
的魔性，大片感撲面而來。
在最新曝光的概念海報中，占據畫面視覺中心
的是壹只狂放霸氣的巨大龍頭和猙獰的巨爪，追隨
這巨龍的還有造型各異的各種妖魔鬼怪，壹同構成
了強大的妖魔陣營，仿佛要沖出畫面吞噬壹切；而
迷蒙氤氳的妖氛之下，身形瘦小的降魔師手持降魔
寶劍和收妖葫蘆壹躍而上，身姿飄逸信心滿滿，保
護著妖魔肆虐下燈火闌珊的百態人間。
海報整體顯得華麗冷艷，但王晶的構想卻比海
報展現的正邪對抗、降魔大戰還要豐富和浪漫許多。
他告訴記者，這次他親自擔任監制和總導演，與多
年來的好搭檔、《澳門風雲》、《赤裸特工》導演
鐘少雄聯合執導，還請來鄭愷、張雨綺領銜主演，
謝依霖、毛俊傑、羅家英、王祖藍等壹眾優質綠葉
各顯神通，就是希望營造壹個全新的魔幻世界，不
僅要用壹流的視聽效果刺激觀眾感官，更要用自己
最擅長的愛情喜劇元素來愉悅觀眾的情感。
據悉，這部《降魔傳》取材於傳統金童玉女人
設與中國民間最家喻戶曉的壹些傳統愛情故事，融
入了《山海經》等經典古籍中的妖魔異怪，充滿王
晶式的天馬行空與幽默搞笑，制作投資近 2 億，將
於年內在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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