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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展出南半球最大的室內花墻悉尼展出南半球最大的室內花墻

悉尼皇家植物園正在展出的悉尼皇家植物園正在展出的The CalyxThe Calyx花墻花墻，，由由1809018090種植種植
物組成物組成，，高高66米米、、長長5050米米，，號稱南半球最大的室內花墻號稱南半球最大的室內花墻。。

英國發行英國發行1010英鎊肖像紙鈔英鎊肖像紙鈔 紀念簡紀念簡··奧斯汀奧斯汀

英國溫徹斯特英國溫徹斯特，，英英
國央行行長卡尼國央行行長卡尼(Mark(Mark
Carney)Carney)在溫徹斯特座在溫徹斯特座
堂公布繪有簡堂公布繪有簡··奧斯汀肖奧斯汀肖
像的新版像的新版1010英鎊紙鈔英鎊紙鈔。。
20172017年是英國著名小說年是英國著名小說
家簡家簡··奧斯汀辭世奧斯汀辭世200200周周
年年。。英國將舉辦系列活英國將舉辦系列活
動動，，紀念這位備受喜愛紀念這位備受喜愛
的女作家的女作家，，英國央行英英國央行英
格蘭銀行發行繪有其肖格蘭銀行發行繪有其肖
像的像的1010英鎊紙鈔英鎊紙鈔。。

西
班
牙

西
班
牙

﹁﹁拴
牛
節

拴
牛
節
﹂﹂
舉
行
舉
行

民
眾
爬
欄
桿
躲
奔
牛

民
眾
爬
欄
桿
躲
奔
牛

西班牙格拉薩萊馬西班牙格拉薩萊馬，，壹年壹度的拴牛節舉壹年壹度的拴牛節舉
行行，，三頭公牛被同壹條繩子拴在壹起穿越街道三頭公牛被同壹條繩子拴在壹起穿越街道。。
民眾為躲避公牛民眾為躲避公牛，，爬上了周圍窗戶的欄桿爬上了周圍窗戶的欄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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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機大賽笨重緩慢歡樂不斷拖拉機大賽笨重緩慢歡樂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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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孟加拉500500歲歲““樹怪樹怪””根部似森林根部似森林 現獨木成林景觀現獨木成林景觀

孟加拉國達卡孟加拉國達卡，，壹棵壹棵500500歲榕樹的樹根歲榕樹的樹根
看起來像許多的樹幹看起來像許多的樹幹，，創造出壹片類似樹創造出壹片類似樹
林的景觀林的景觀。。主樹幹下邊垂直的根從高達主樹幹下邊垂直的根從高達3030
英尺的高度向下延伸英尺的高度向下延伸。。

探秘比利時小鎮精神病醫院探秘比利時小鎮精神病醫院 陳列陳列33千多顆人腦標本千多顆人腦標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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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特古西加爾巴洪都拉斯特古西加爾巴，，學生在軍警的護送下進入韋森特卡塞雷斯研究所學生在軍警的護送下進入韋森特卡塞雷斯研究所。。
根據洪都拉斯國立自治大學的說法根據洪都拉斯國立自治大學的說法，，在黑幫的騷擾下在黑幫的騷擾下，，本學期已經有本學期已經有3333名學生名學生
遇害遇害。。

足球熱身賽足球熱身賽
摩納哥摩納哥11--11費內巴切費內巴切

亞琛世界馬術節開幕亞琛世界馬術節開幕

遊泳世錦賽遊泳世錦賽
男子男子33米板決賽謝思埸奪冠米板決賽謝思埸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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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華人諮詢服務處就業及理財計
劃重組合併成新部門後，七月十七日與紅花
（BENIHANA）餐飲集團舉行招聘會，吸引近
七十名求職者出席。

據悉，紅花餐飲集團將於芝加哥市的漢
考克中心（Hancock Center）開設一家新餐廳，
需要招聘多個職位元如壽司廚師、壽司助手、
廚師練習生、廚房助手，侍應、酒保及打雜等。
紅花餐飲集團總經理鄭小姐指出，所有職位
皆有良好福利及待遇。

華諮處就理部經理劉振斌表示，經過篩
選後，有五十三人得到面試機會，最後有十五
人即場獲聘。他說，有部分求職者可能並不明
瞭職位元需要，或衣著過於隨便，所以不獲面
試。

紅花鄭小姐補充謂，原來約一百個職位
空缺，現在大部分已找到人，所以餘下計劃的

另外兩場招聘會將減少一場，最後一場將於
七月十九日結束，而地點則為北密歇根道909
號的韋斯汀酒店五樓。她呼籲有志投身餐飲
業的求職者應把握這個機會。

華諮處就理部為求職人士舉辦職前訓練
課程，協助他們增值，並開放資源中心供他們
免費使用。另華諮處職業及訓練部獲多家公
司徵才委託，有多個職位待申請，有興趣者請
致電（312）791-0418，或親臨陳閣（南端）二一
四一號三樓華諮處成人就業計劃找伍小姐、
徐小姐或黃小姐登記：
• 市區某酒店現招聘房務員及其他職位多

名，需懂英語。
• 市北新開美甲店多個空缺，會提供訓練。
• 其他酒店及公司職位空缺多個，未能詳

錄。

紅花餐飲集團華諮處招聘會紅花餐飲集團華諮處招聘會
漢考克新店新開張多人獲聘漢考克新店新開張多人獲聘

華諮處紅花招聘會華諮處紅花招聘會，，出席者眾出席者眾求職者獲現場面試求職者獲現場面試

紅花餐飲集團高層與華諮處職員合照紅花餐飲集團高層與華諮處職員合照，，左起左起：：華諮處伍淑勤華諮處伍淑勤、、劉振斌劉振斌、、執行執行
幹事黃蘇振恩幹事黃蘇振恩、、紅花鄭小姐及其同事紅花鄭小姐及其同事Simon SitSimon Sit

張一程再次率團登張一程再次率團登險險峰峰
（本報訊）紐約人壽代理人張一程

最近在紐約法拉盛舉辦了一高強度的
<壽險藝術和事業進修班>，有十多個
當地紐約人壽的代理人參加，還有來
自加州的重修生。原定 7 月 10 日至 7
月15日的6天課程，應學員要求延長
到7月17日的8天，可見內容豐富，學
員感到得益不淺。張一程說，他的進修
班並不教大家如何賣保險，而是如何
踏實走過崎嶇的壽險征途，攀登壽險
高峰，領略那裡的無限風光，提昇學員
的境界。

張一程的進修班幾乎每一分鐘、
每一地方都是在上課。例如，在與學員
共餐時，張一程從圓飯桌向學員提出
一個深刻的思考問題：壽險業有一榮
譽組織叫 MDRT（MILLION DOL-
LAR ROUND TABLE）是以業績來
衡量會員資格的，會員是壽險業約最
高每年業績之 5%的精英才有資格參
加。張一程說，通過業績的拼比來促進
從業者的水準，用意良好，但美中不足
的是以個人業績來衡量。張一程要學
員思考，將 MDRT 四個字母改變其
中一個為BDRT，志同道合的從業者
以 全 體 為 社 會 提 供 了 10 億 美 元

（ONE BILLION DOLLAR ）壽險保
障來作為團隊、單位、小組獲得該稱號
的資格。從一個從業員個人的業績為
基礎，轉移到一個群體的從業員，能對
社會作出多大的貢獻來衡量，衹一字
之差，意義非凡。

張一程指出，很多壽險從業員對
自己的社會價值不太清楚，容易陷入
為賣保險而賣保險的角色、心態、模式
和個人單行獨打的痛苦，產生很多問
題。若果從業員能擺脫賣保險的模式，
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貢獻，通過保險
集資推動經濟、科技的發展，通過保險
機制來保障個人、家庭、企業和穩定社
會，從業員提高了境界，有高尚的意識
、理念、情操，更陽光開心地把保險工
作做好，造福人群和社會。

張一程指出，壽險從業員是政治
家、思想家和社會工作者，是不畏難的
勇者，是平民大眾和社會精英的保險
老師和教育家，也是藝術家，通過藝術
手法把人們的愛心發掘出來，並用保
險把愛表達出來和延續下去。張一程
指出，人壽保險與宗教很相似之處，都
是以信為基礎，以愛為中心的。壽險從
業員是傳道壽險福音的傳道人，是化

緣弘揚壽險的苦行僧
。優良的壽險從業員
是客戶的顧問、良友、
知己。一個壽險從業
員的成功不以業績來

衡量，衹有很多客戶把壽險代理人當
作朋友時才是成功的。
張一程帶領學員從信和愛兩字為基礎
，如何把壽險工作做好。他說賣保險很
簡單，衹需講客戶中聽的話就可以了。
但把壽險工作做好，卻非常幸
苦，要瞭解客戶，與客戶溝通，
向客戶傳遞正確資訊，與客戶
探討問題，給客戶實際、有效
和可靠的方案，還要長期提供
優良的服務。

張一程還教學員游泳，其
實他不教游泳，而是引導大家
如何瞭解水性和自己，短短一
個多小時中，學員已經悟出了
能在水中生存的道理，自然會
游泳了。學員不但領悟到如何
可以快速學會游泳，而且把學
游泳與壽險工作聯係起來，得
到很多啟發。例如必須踏實打
下紮實的基本功。。張一程的
進修班並不教如何賣保險，而
是引導學員瞭解保險、保險工
作和事業，瞭解人和自己，瞭
解生活、人生和世界。

張一程多年前摸索、創造出一套游泳
啟蒙快速教學法，在2014年8月在廣
州中山大學泳池教十個不會游泳的人
，全程6個多小時錄下來，他花了2年
半的時間精心剪輯製作成2 1/2小時
的游泳教學DVD，中文版和英文版已
經製成，將向全中國作公益推廣，在短
期內讓千萬中國人學會游泳，普及游
泳和水上活動。稍後，他將製作西班牙
版，在拉丁美洲作公益推廣，推廣他的

革命性的、科學有效的游泳教學法，將
改變全世界教游泳初學者的模式。

張一程在美國售出的中文版游泳
DVD，所得有一部份捐給滋根。他辦
進修班的學費也有一部份捐給滋根。
進修班的學員也對滋根作出不少捐款
。滋根是在80年代有一群台灣來的留
學生發起的公益組織，籌款用來幫助
雲貴的兒童婦女。通過捐贈，學員進一
步體會到壽險工作也是一慈善事業。

張一程張一程（（第二排右四第二排右四））與學員們合影與學員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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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麵行亞洲麵行
Real Taste Noodle Corp.Real Taste Noodle Corp.

(312)738-1873

1838 S Canal St,
Chicago,IL60616

6X6春捲皮(厚、薄)
7X7春捲皮(厚、薄)
全蛋撈麵

4X4炸雲吞
4X4水雲吞
唐裝熟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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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開業慶祝開業1818週年週年
大大 優優 惠惠

凡在門市部購買以上產品滿50LB即贈送5LB多買多送

(312)808-8878

2401 S Wentworth Ave,
Chicago,IL60616

亞洲麵行亞洲麵行 成興超市成興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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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冬雨、張壹山領銜主演的熱劇

《春風十裏，不如妳》，已登陸優酷全

網獨播。配合該劇首播及正值暑假的歡

樂氣氛，片方發布了“春風已來”版主

題劇照和“山雨CP的春風演唱會”幕

後花絮。劇照上，原著作者馮唐親筆題

寫角色名字，配以能夠體現角色鮮明個

性的臺詞，好似新生開學第壹次見面的

自我介紹，讓觀眾對以秋水和小紅為代

表的三連二排全體同學有了更為直觀、

親切的感受。

《春風十裏，不如妳》是周冬雨、

張壹山首次出演青春劇，兩人戲裏的互

損互懟在第壹集就初現端倪，首款幕後

花絮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們在戲外的

逗笑日常。周冬雨為了導演想要的感覺，

片場唱歌賣力破音；張壹山或在周冬雨

練歌時自動和聲，或忍不住搞怪獻唱壹

曲，令人忍俊不禁，只感二人青春活力

爆棚。山雨CP之間強烈的化學反應和

默契的配合，不但讓《春風十裏，不如

妳》尚未開播之時便燃爆期待，網友們

更紛紛評價這部劇是“暑期檔當之無愧

的爆款！”與此同時，四大看點也在近

日揭秘，貼心為觀眾們送上觀劇指南。

看點壹：不客氣地互飆演技玩轉喜
劇 周冬雨張壹山首演青春劇

超級劇集《春風十裏，不如妳》是

周冬雨和張壹山主演的第壹部青春題材

劇。分別憑借《七月與安生》和《余罪》

被觀眾贊為“90後演技扛把子”的兩人，

演技實力有目共睹，這對年輕的“老”

戲骨首次組CP迸濺出的火花讓人無限

期待。更加萬分驚喜的是，身為同門師

兄妹的他們此番在《春風十裏，不如妳》

中，壹展難得壹見的、自然的喜劇功力。

在首播之前舉辦的媒體點映會上，初次

相遇互損“二缺”“災星”、張壹山被

周冬雨狠踹摔倒、他在烈日下罰站也要

故意懟周冬雨“柴火鈕”等片段讓全場

捧腹，不少劇評人直言：“山雨CP用

演技飆出來的美和帥是各種後期都學不

來的！”

喜劇功力不容小覷，周冬雨在采訪

中也曾表示，張壹山是個很好的對手，

所以兩個人演起對手戲來很有感覺。

《春風十裏，不如妳》中，周冬雨上演

8場不同層次的揪心淚奔、張壹山長達5

分鐘的壓抑式哭戲壹鏡到底，還有二人

情緒接連爆發的重頭對手戲，就是好演

員互飆演技的絕佳證明。

看點二：不壹般的主創陣容實力坐
鎮 金牌幕後班底共赴《春風十裏》

《春風十裏，不如妳》引起觀眾們

的爆棚期待，與該劇煞費苦心組建起的

這支堪稱豪華的幕後班底密不可分。

導演馬進曾5次獲得飛天獎；編劇

之壹是曾獲飛天獎、牡丹獎的著名編劇

周湧。鮮少出現在劇集主創名單中的資

深音樂人竇鵬，不僅擔任該劇的音樂總

監，還為山雨CP量身定制了對唱情歌

《如果我愛妳》；音樂詩人李健，也與

作詞人左右繼《傳奇》之後再度聯手，

創作並演唱該劇的同名主題曲。美術指

導呂峰，曾憑借電影《蕭紅》壹舉摘得

“新銳美術師”稱號；攝影指導蔡濤則

出自電影《十二公民》。在《北京遇上

西雅圖》中擔任造型設計的李璇，此番

為《春風十裏，不如妳》精心設計符合

九十年代背景又不失時尚的角色造型。

此外，劇中的其他角色均由科班出身的

演員飾演，保證了馬進導演“全員演技

在線”的原則。

這個完全走了電影和文藝路線，又

很好地兼顧了商業屬性的強大幕後配置，

顯露出《春風十裏，不如妳》文藝到骨

子裏、躁動到荷爾蒙溢出屏幕的高品質；

同時，劇中九十年代的醫院、宿舍、電

影票、磁帶等場景和道具的呈現，又成

為本劇考究細節的有力保障。

看點三：不懸浮的多種情感貼近現
實 直面內心探討宿命

《春風十裏，不如妳》改編自馮唐

“萬物生長”三部曲的最後壹部《北京，

北京》。馮唐在書裏用喋喋不休的文字

講述秋水（張壹山飾）和小紅（周冬雨

飾）的愛情，他們蹉跎七年未能相戀，

總會因時機不對而錯過。軍訓期間的電

影票事件，更直接導致秋水、小紅和趙

英男（尤靖茹飾）三人的生活走向不同

方向，但在此過程中他們的命運始終交

織，小紅也從未放棄過對秋水的愛。導

演馬進表示，這樣的宿命感和對愛的執

著，是他想要在這部劇中表達的情感核

心:“這種晶瑩剔透、表裏如壹的愛，是

所有人的追尋和夢想，也是這個劇最重

要的亮點。”

除了秋水和小紅，小白（陳奕龍飾）

看似純真到“傻白甜”，實則甘願犧牲

自己成全愛人；辛夷（魏健隆飾）與妖

刀（楊玥飾）之間的從壹而終、相較秋

水更加成熟的柳青（齊溪飾）適時選擇

放手、杜仲（孫偉豪飾）為了女友勤懇

打拼、劉婷婷（華嬌飾）的異國戀等等，

展現了愛情的不同維度和模式，可供現

實中面臨此類問題的觀眾探究答案。

看點四：不造作的青春歲月激蕩荷
爾蒙 刻畫妳我悲欣交集的成長

同窗八年的情誼，見證彼此的青春

而壹起成長，是《春風十裏，不如妳》

除愛情外最觸動人心的部分。自習課插

科打諢、為了壹個“共同的目標”而群

起攻之、短暫的分別或永久不再見、瘋

狂的表白，這些在妳我學生時代經歷過

的事情，這部劇中的人都經歷過。甚至

是秋水、小白和辛夷那樣的兄弟情義，

小紅和趙英男對立又釋懷的坦蕩，這些

對友情極盡可能地細膩刻畫，更使人感

同身受。因此，《春風十裏，不如妳》

順利逃離了“墮胎、車禍、互撕”那樣

“不知道是誰的青春”的模式，在節制

故事裏的荷爾蒙含量的同時，成功尋找

到壹種真實而隱喻的方式，去表達青春

裏令人神往的欲望和沖動。對此，導演

馬進表示，沒有荷爾蒙不是青春，沒有

淚水也不是青春；因為沖動而跌倒，之

後又能滿血復活，那種笑著流淚的感覺

才是青春。

超級劇集《春風十裏，不如妳》正

在熱播，優酷周壹到周五每天零點更新

壹集，黃金會員每周五搶先看五集。該

劇由北京東海麒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優酷共同出品，永康雲朵影視傳媒有限

公司、霍爾果斯泰洋川禾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捷成世紀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霍爾果斯伍仁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周冬

雨影視文化傳播新沂工作室聯合出品。

馬進執導，周湧、許芃芃、韓鵬編劇，

周冬雨、張壹山領銜，齊溪、陳奕龍、

尤靖茹、魏健隆主演，薩日娜、範逸臣特

別出演，孫偉豪、華嬌、楊玥、周帥、羅

悠月、劉承林、袁百梓卉等聯合出演。

《尋人大師》治愈驚險雙管齊下
溫情險情別樣精彩

由“網劇壹哥”白壹驄擔任總監制、

總編劇，眾多大咖助力的網生話題劇《尋

人大師》，戲內戲外關註社會熱點，心系

公益慈善，從題材到用心好評不斷。該劇

集合影級幕後陣容，投射社會熱點問題，

聚焦社會不同群體，將正能量在“尋人”

路上持續傳播。

公益活動圓滿落幕
愛心永不停歇
作為密切結合社會熱點的網生話題

劇，《尋人大師》用平凡的故事承載起公

益文化的使命，通過展現尋找的過程，讓

行善的種子在心中復蘇。劇中的尋人治愈

之風在現實之中繼續延伸，不僅在北京三

裏屯舉辦了線下公益快閃活動，其官博也

與兒慈會聯合發起了“以妳之名，以心尋

人”的線上愛心公益活動。這壹活動已於

本周開獎，對於這樣走心、給力的線上抽

獎，有網友表示“簡直是抽獎活動中的壹

股清流”，比起單純的給予物質獎勵，這

種精神上的褒獎無疑擁有更美好的意義，

甚至有獲獎者評論說“感覺自己的靈魂得

到了升華”。

《尋人大師》官博舉辦的線上公益抽

獎活動，收獲了網絡上的壹片支持之聲，

引發了觀眾對於兒童慈善的關註。線上

公益活動暫告壹段落，但愛心救助永不

停歇，本次活動也帶動了更多的網友加

入到捐助的行列中，為公益救助奉獻壹

份力量。

全新劇情上線
精彩無縫銜接
《尋人大師》第二季已於本周收官，

隨著櫻霓（何花飾）生父身份的揭露，該

劇於周四晚又壹次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也

引發了觀眾對於父母與子女關系的思考。

劇中存在著多種親子關系，有林元素與林

母（田麗飾）之間僵化的相處模式，也有

櫻霓與其母親孟兮（陳松伶飾）朋友般的

母女關系，但不論是哪壹種親子關系，最

終矛盾的爆發都根究於缺少溝通，而這也

是普遍存在於國內大多數家庭中的問題。

此外，在第二季最後兩集中，還有壹對中

年夫妻為了拯救白血病兒子，尋找當年被

他們“遺棄”的女兒。女兒面對這壹情

況，雖然最終決定伸出援手，卻拒絕與親

生父母見面。對於她這樣的決定，有觀眾

表示支持，也有觀眾批判其冷血，這些討

論再次將生恩與養恩如何抉擇的千古難題

擺在了大家面前，同時引發了對於“生而

不養”問題的關註。

從開播至今從未停歇過尋人、尋己、尋

心的《尋人大師》，在今後的劇情中也將繼

續帶動觀眾關註社會熱點，進而帶動社會正

能量的進步與提升。

《生化藥屍》即將上線
錢小豪領銜眾戲骨打鬼捉妖

由驕陽文化傳播（深圳）有限

公司出品， 廣州愷撒星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制作，天津淘夢影視發行

有限公司發行，梁嘉銘導演執導，

錢小豪、樓南光、吳耀漢、胡向

真、劉佳佳、羅天池等實力派演員

主演的驚悚喜劇動作電影《生化藥

屍》即將於7月31日上線。

錢小豪化身萬能藥師
演繹生離死別的虐心愛情
神醫莫天泉（吳耀漢飾）耗盡

畢生功力研究長生藥幾至走火入魔，

甚至不惜為此將自己的徒弟逐出師

門，而作為長生藥藥引的續魂花也

消失不見。莫天泉的女兒小欣壹直

在悉心照料著自己的父親，卻從未

想到父親竟變得越來越難以溝通，

最後竟跟殺人命案扯上了關系。

20年後，小欣的師兄李藥師

（錢小豪飾）歸來，發現鎮上許多

人遭到喪屍病毒感染。在雷師兄

（樓南光）的威逼之下，李藥師決

定治好少帥身上感染的屍毒。為此，

李藥師與雷師兄、珍珠以及師妹小

欣開啟了調查喪屍起源的歷險。久

別重逢的李藥師與小師妹之間會擦

出怎樣的火花？喪屍病毒從何而來？

這壹切的背後又隱藏著怎樣驚為天

人的秘密？

香港黃金三角重聚集
再掀港片復興新流
值得壹提的是，同樣是僵屍片題

材，在1985年上映的僵屍片開山鼻祖

之作《僵屍先生》裏，錢小豪就曾搭

檔樓南光領銜主演，二人此次在《生

化藥屍》裏飾演了師兄弟，互懟互掐，

相愛相殺，給觀眾帶來很多歡樂。而

作為資深老戲骨的吳耀漢也曾出演過

《僵屍先生3》與樓南光搭檔，三人

在電影中的表現可謂默契十足，不僅

飾演師徒三人，精湛的演技也隨時吸

引觀眾眼球，在同類型題材電影中具

有極高辨識度。

電影裏許多無厘頭搞怪的場景

處處都在彰顯向經典港片致敬的意

味，比如胡向真飾演的珍珠，不管

是從妝容還是表演風格都像極了周

星馳電影裏苑瓊丹飾演的石榴姐；

錢小豪、樓南光也不負眾望貢獻出

了整容般的演技，相信電影新穎的

題材、超強的演員陣容壹定會給大

家帶來不壹樣的驚喜！

周冬雨張壹山猛飆戲
四大看點揭秘《春風十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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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華談感情世界霍建華談感情世界：：
會把更多時間留給家人會把更多時間留給家人

采訪霍建華之前，同行勸告說

要多準備些問題，據聞他的言簡意

賅會讓話題很快終結。事實上，霍

建華不會冠冕堂皇地高談闊論，正

如迷妹們送給他的稱號“老幹部”

壹般，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總是摻

雜著不少大道理。

如今的霍建華很怕自己跟不上

潮流，他壹臉茫然地問記者，“我

至今都搞不懂什麽是老幹部，也沒

當回事，妳們不講我都不覺得。”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曝光配合宣

傳，但除了必要的宣傳之外，幾乎

很少接代言，也不參加商業活動和

綜藝節目，不開微博、很少發微信，

私下喜歡安靜地思考，爬山、看書，

采訪中他說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

“沈澱”。“這麽多年我唯壹堅持

下來的事情就是拍戲，這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從來不覺

得自己是個明星，私下也不打扮，

就壹件T恤、壹個棒球帽、壹條牛

仔褲，隨意，然後出門。至於現在

對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快樂地保持

壹個正確的價值觀，想每個作品都

有進步，慢慢讓大家看到。”

A 被演戲耽誤的歌手

發張唱片是他16歲時的向往

前不久，霍建華在某綜藝節目

中獻唱了壹曲《每天愛妳多壹些》，

瞬間登上熱搜。他成了別人眼中

“被演戲耽誤的歌手”，當記者問

他還會再出唱片嗎？他笑著擺擺手，

“應該，完全不可能了。”

事實上，唱歌是霍建華從小的

愛好，哥哥霍建元曾說弟弟對唱歌

的狂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時

我們家住在四樓，我在壹樓就能聽

到他的歌聲，洗澡時他也會在浴室

裏高歌，連鄰居都能聽到。”對於

霍建華來說，從沒想過當明星，但

“發張唱片”是他16歲時的向往。

1979年出生於臺北的他，性格

安靜，不太愛說話但喜歡打籃球。

和娛樂圈結緣始於高中，那時他在

文化傳播公司當助理半工半讀，跟

著臺灣主持人曾國城四處奔走跑通

告，端茶倒水、買檳榔、送文件，

所有瑣碎的雜事他都做過，“那不

是壹般人能碰到的經歷。體會到了

幕後的操作流程的不容易，對我來

說更是種歷練，對我走到幕前的心

態也有很大幫助。”

2002年，為了得到演唱電視劇

片尾曲的機會，霍建華出演了偶像

劇《摘星》，從此踏入娛樂圈。回

憶當時，他說雖然沒有成為壹名成

功的歌手，但正是這個向往成就了

如今的自己。

B 壹年拍七部戲的少年

邊騎摩托車邊吃盒飯趕場

假如妳身處十幾年前的臺灣，

打開電視機隨便換幾個臺都能看到

霍建華的臉。

被稱為“霍建華年”的2003年，

他壹連接下七部偶像劇。無論是大

陸觀眾熟悉的《海豚灣戀人》，還

是《西街少年》《千金百分百》，

他同時拍三四部戲，從早晨6點拍

到淩晨3點，沒日沒夜地演，騎著

摩托車趕場，甚至因此練就了邊吃

盒飯邊開車的技能。有壹次從臺北

趕到臺中的路上差點睡著出交通事

故，讓他心生後怕。

“拼命三郎”成了“霸屏偶像”，

但維持了壹年的忙碌，讓霍建華反

倒有些憂心忡忡，“每天都在拼命

工作，就像被看透了壹般，沒有生

活也失去了自我。”至今，霍建華

都堅信這壹點。也因此，壹部影視

作品引起的波瀾再大、再多人狂歡，

他都想置身事外。面對他不曾當做

人生目標的名聲與喧囂壹次次地來

到面前，他淡淡地回應，“我還是

不清楚明星和演員的區別，是不是

壹個演員演了戲、很受歡迎就是明

星了？我沒法界定別人給我的頭銜，

只知道自己從沒想過做明星，只想

當演員。”

C “北上”之後經歷蟄伏期

自己說自己辛苦太矯情了

走紅的代價是越來越多的通告

和宣傳，對於壹個內向又感到仿徨

的人來說則變成了痛苦。2004年，

霍建華選擇了另壹條路，帶著經紀

人“北上”，成立工作室，到大陸

拍戲。

獨闖大陸的辛苦人人皆知，不

熟悉的環境、晝夜顛倒的行程、酷

暑中身著加厚的戲服、冬天裏打著

寒戰拍動作戲、外界投來“偶像小

生”的偏見、少有朋友能傾訴衷

腸……這些辛酸的奮鬥故事霍建華

卻很少分享，他說“自己說自己辛

苦總覺得很矯情”，“生活的喜怒

哀樂酸甜苦辣我自己知道就好，不

用特意跟別人說。”

從《天下第壹》裏癡情孤獨的

歸海壹刀到紅遍大江南北的《花千

骨》，轉眼十多年，他說自己沒什

麽轉變。“確實《仙劍奇俠傳3》

（以下簡稱《仙劍3》）之前的部

分作品不太被觀眾認識，這段蟄伏

期對我來說也不覺得很郁悶，我壹

直認為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就很快

樂，不需要那麽多人認識我或是知

道我。”“那麽走紅對於妳來說是

苦惱，甚至很抵觸？”“很多事情

都沒辦法，命運就這麽安排的。當

妳更有名氣時能碰到更多好的導演

和作品，多了選擇權與話語權，至

於好與壞，很難去定奪。”

D 特立獨行的片場清規

等戲間隙不玩手機不睡覺

無論是《屋頂上的綠寶石》中

青澀的周念中，《傾世皇妃》中的

劉連城，或是將他推至“天涯四美”

寶座的《仙劍 3》中的徐長卿，

《戰長沙》中的顧清明……長期沈

浸在演戲中和不同角色打交道，對

霍建華來說早已能熟練完成每個角

色。他說表演沒什麽獨門秘籍，“我

不會刻意去做什麽，但比較依賴造型

和化妝，有些打扮能讓我瞬間感受到

角色的狀態，但壹脫戲服我就是生活

中的平常人，就不會演了。”

幾乎每個與霍建華合作過的演

員，都對他在片場的表現贊不絕口。

拍戲期間他對自己有壹套硬性要求，

每逢休息、等戲間隙他都不會打遊

戲也不睡覺，“片場有拍片區和休

息區，我絕不會把手機帶到拍攝區，

只有回到休息區時才會偶爾看看，

看有沒有人找我，但不怎麽玩，不

睡覺也是怕精神渙散。”

等戲的過程很枯燥，他就做片

場的觀察者，“我更像壹個實踐派，

工作是了解壹個人的最好方式，通

過交際往往達不到效果，比如許鞍

華導演在片場是壹種怎樣的狀態，

我想看、想感受，就靜靜地用眼睛

去記錄就好。”

E 外界強加的偶像標簽

為演戲剃光頭不算犧牲

俊美的外形讓人提起霍建華就

會脫口而出“帥氣偶像”，但他說

自己不曾和偶像包袱沾邊，標簽都

是外界給的，他不在乎外表，也不

是個自戀的人，唯壹確信的是，如

果作品需要，什麽都可以做、也可

以犧牲：素顏出鏡電視劇《仙劍3》、

電影《捉迷藏》，為《如懿傳》剃

了長達八個月的光頭，“沒頭發快

壹年了，很多人問我是不是犧牲很

大？我壹直覺得這是個很好做決定

的事，就是為了工作、為我喜歡的

事情，根本不是事。”

2015年，《花千骨》席卷了全

國熒屏，屢創收視新高，大家把他

與白子畫畫上等號，他卻壹直解釋

“那是仙，我只是個普通人”。直

到現在，他也沒有完整地看過《花

千骨》，被人說是“毒害了少女，

自己卻跑了。”“我從不看自己的

戲，很多年前拍的電影，不說具體

是哪部，隔了十年再去看就覺得很

崩潰，怎麽會演成這樣？只能安慰

自己當時不懂，過去就過去了。”

爆紅之後，霍建華開始把目光聚

焦在自己並不多產的電影領域，挑劇

本、見導演，片酬低、角色略偏文藝，

“不是說特意去挑什麽，也不會太在

乎觀眾的評價，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去

嘗試，我也不怕受到傷害。”

聽老幹部講大道理

記者：可以分享下下半年的工作

計劃嗎？很多觀眾擔心沒“庫存”了。

霍建華：拍戲方面我可能會稍

微沈澱下，但也不可能完全銷聲匿

跡。已經拍攝好的作品會陸續和大

家見面，像這個月的三部電影，以

及之後的電視劇《如懿傳》，也會

跑宣傳，其他時候就完全沈澱，讓

自己靜壹靜。

記者：妳會選擇像胡歌那樣的

沈澱方式嗎？哪天突然消失了、去

遊學？

霍建華：我沒辦法像他壹樣瀟

灑，畢竟有家，也不停地有宣傳和

工作，沒法離開（笑）。其實我平

時的生活很自在，不管出不出國，

都有壹種靜下來的方式。當演員需

要沈澱，只是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我很尊重他（胡歌）的選擇。

記者：現在關於電視劇有不少

爭議，例如演員不敬業、濫用替身

和後期，妳有什麽看法？

霍建華：有些替身替演員實現

他們完成不了的高難度動作，這是

影視作品中的重要壹環，正常使用

不代表不敬業，但濫用替身當然不

好。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每場戲都親

力親為，就算有很難的動作戲也自

己去學、去嘗試。

記者：現在很多演員甚至文戲

都用替身，有無遇到過這種情況？

霍建華：全程跟組是必須的要

求，就像《如懿傳》拍攝了8個月，

我必須全程在劇組。拍戲前就要做

好心理準備——對這個作品，我要

熬住、撐住、拍完它、拍好它，這

是對作品負責，要不然妳就不要接。

這些都是壹板壹眼的事。

記者：前不久也大展歌喉，還

會出唱片嗎？

霍建華：應該，完全不可能了。

但主題歌也許我會嘗試，當成興趣

發展，比如有人問這個歌妳要不要

唱，如果我覺得不錯會試壹試，但

不會進軍樂壇。

感情世界

會把更多時間留給家人

向來對私生活和家庭保護得很

好的霍建華，最近壹段時間，卻屢

次因為婚姻、生子被推上頭條。升

級當了爸爸後，這壹次來北京做宣

傳時，霍建華還特意跑去免稅店為

妻子和女兒挑選禮物，他說今後會

把更多時間平衡給生活，但也不會

過多地向大眾交代，“做這行壹有

工作就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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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朋友也不多，

吃飯都是和家人。”

摯友胡歌

和他的感情無需多言

“是胡不是霍，是霍躲不過”。

霍建華與胡歌在拍攝《仙劍3》時相

識，並建立起了堅實的革命友誼，

連《如懿傳》導演汪俊都曾爆料說，

霍建華在念臺詞時將“玫常在”念

成了“梅長蘇”（胡歌在《瑯琊榜》

中的角色），“我們不經常聯系，

特別的日子會問候下，其實這種真

正朋友的交情，是很深層次、也很

安定的，就算五年不見也是壹樣，

無需多言。”同為如今影視圈的紅

人，霍建華說彼此間完全沒有過競

爭的心態，迷茫時偶爾打個電話探

討，但不會刻意訴苦，“大家都是

明白人，都知道男人必須承擔很多

事情。”

“教導主任”

看不慣時就會伸張正義

霍建華經常因為“教育”粉絲

登上熱搜，他不喜歡粉絲探班、不

收粉絲禮物，壹臉正經地疑惑著粉

絲為什麽要當腦殘粉，在各個場合

都開啟“教導主任”的模式，嚴肅、

冷靜、愛說教成了他的標簽，“其

實現實生活中我沒那麽嚴重，只是

遇到看不慣的事情就會出來伸張正

義、說壹下。”他說自己很內向，

不怎麽會說話，和朋友聚餐也是聽

別人聊天，“我不怎麽聊自己的故

事，因為我的故事網上到處都是，

已經沒新鮮感了，我更喜歡聽別人

的分享。”

社交媒體

外界說什麽和我沒關系

霍建華聯系事情多數靠電話，

他不喜歡用社交軟件，甚至對它們

有些抗拒。“沒有特別原因，我就

是沒那麽喜歡去分享私人的事情，

就像開了微博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些

什麽，難道要讓大家知道我有多好

嗎？這很難說出口。很多時候網絡

世界是虛幻的、沒用的，外界輿論

壓力多多少少會有些困擾，但不是

大問題，因為我都不怎麽看，不工

作的話我也不想知道外界究竟說了

些什麽，因為和我沒關系，子虛烏

有的事情同事會跟我說，大多不在

意。”

林誌穎通過微博曬出兩張照片，壹

張是老三的，彎彎的月牙眼，吐舌賣萌，

十分的可愛，另外壹張是林誌穎的童年

舊照，穿著背心短褲，同樣有著可愛的

月牙眼，父子倆非常的相像，老三簡直

就是林誌穎的翻版。

而林誌穎也在微博中寫道：“老三

跟我壹樣有個愛笑的眼睛，但比我時髦

多了，很想問是誰給我穿成這樣的！”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圍觀並留言驚

呼，稱：“三寶跟妳簡直像極了！”“天

哪。壹個模子刻出來的、也太好可愛了

吧！”“圖壹真的不是妳小時候嗎？”

林誌穎童年照和三兒子壹模壹樣林誌穎童年照和三兒子壹模壹樣

笑眼彎彎好可愛笑眼彎彎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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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今日宣布由阿裏影業、儒意影業和光線影業出品的

仙俠玄幻巨制《三生三世十裏桃花》將經由IMAX專利的數

字原底翻版（DMR）技術制作為IMAX 3D格式並於8月3日

登陸全國約420家IMAX®影院。

《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改編自同名人氣小說，由趙小丁

導演、安東尼· 拉默裏納拉聯合執導，描述青丘上神白淺（劉

亦菲飾）與九重天太子夜華（楊洋飾）的三世情劫。影片由

著名電影人張壹白監制，劉亦菲、楊洋領銜主演，羅晉、嚴

屹寬、李純、顧璇、彭子蘇等實力演員傾力加盟。

《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標誌著IMAX與阿裏影業、儒意

影業在華語片領域的首次合作，也是繼2015年《港囧》的成

功合作後再次攜手光線影業。

IMAX娛樂首席執行官及IMAX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格雷

格· 福斯特表示:“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攜手阿裏影業、儒意影

業與光線影業、以及趙小丁及安東尼· 拉默裏納拉兩位導演將

這部廣受歡迎的仙俠小說在IMAX大銀幕呈現。這部電影絕

美的視效也將充分展現IMAX觀影體驗並成為我們暑期檔片

單壹部重點影片。”

影片還曝光了壹張IMAX定檔海報，兩位主角迎風而立。

影片將於8月3日下午兩點正式與全國觀眾見面。

《秦時麗人明月心》曝定檔海報
迪麗熱巴張彬彬攜手亮相

由著名導演劉新執導，人氣花旦迪麗

熱巴和大勢型男張彬彬領銜主演，改編自

小說《秦時明月前傳》的古裝大戲《秦時

麗人明月心》（原《麗姬傳》）今日曝光

群像海報，並宣布將於8月14日登陸浙江

衛視周播劇場，每周壹至周三每晚22:00

兩集放送。群像海報以威嚴磅礴的宮殿為

背景，迪麗熱巴領銜全陣容首次亮相，極

具質感的服飾將該劇大氣沈穩的風格展露

無遺。海報中，迪麗熱巴、張彬彬宮裝加

身、氣場盡顯，輔以李泰、劉暢領銜的武

俠風範，壹場王宮與江湖交織、陰謀與愛

情並存的大戲即將上演。此外，該劇還集

結了王汀、邱意濃等實力派，以及王同輝、

李強、廖學秋等老戲骨傾情加盟，人氣

王+實力派+老戲骨組成的強大陣容可謂是

既出精又出新。

迪麗熱巴張彬彬攜眾主演齊亮相
強勢吸睛再掀話題熱潮
在此次曝光的群像海報中，眾主演身

穿華服，神色各異。迪麗熱巴壹反之前清

新可人的形象，壹身紅妝嬌俏艷麗，面容

更是霸氣精致，眉目間帶著壹絲堅定和決

絕。據悉迪麗熱巴所飾演的公孫麗是壹個

遊走在江湖和宮廷之間的俠女，此次換上

華貴宮廷裝的她雍容奪目，令人驚艷。而

這種造型上的轉變也讓人不禁好奇：“公

孫麗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麽？”壹旁的張彬

彬則把帝王風度展現得淋漓盡致，劍眉星

目，面容俊朗，氣質冷峻，黑紅金相呼應

的帝王之袍，更是為他罩上了壹層霸道濃

烈的色彩，他將跟迪麗熱巴上演怎樣的愛

恨情仇著實引人期待。

此外李泰、劉暢、張璇等主演的造型

也壹壹曝光。李泰飾演的韓申面色沈靜如

水，性格內斂穩重，自帶“暖男屬性”的

他總能讓人不自覺得被吸引。而劉暢飾演

的荊軻此次造型與之前的造型也略有不

同，瀟灑依然，但卻較之前多了壹絲成熟

和銳利。張璇飾演的蓋蘭英姿靈動，笑容

燦爛更顯清新自然，氣質非凡。除此之

外，其他主演們的造型和表情也可謂精彩

絕倫，既有王同輝飾演的蓋聶盡顯俠者風

範，又有李強飾演的呂不韋、廖學秋飾演

的華陽太後等展現尊貴氣魄，強烈的個人

色彩讓武俠和權鬥這兩大元素激烈碰撞、

完美融合，壹場關於王宮與江湖的曠世虐

戀也就此拉開帷幕。

《秦時麗人明月心》正式定檔
迪麗熱巴張彬彬共譜曠世虐戀

該劇自曝光海報和預告片以來，壹舉

壹動備受外界媒體和網友的關註。先前曝

光的武俠版海報已將大氣磅礴的江湖氣勢

悉數展現，而今曝光的群像海報又把尊貴

深沈的王宮氣魄盡顯無遺。據悉《秦時麗

人明月心》改編自小說《秦時明月前傳》，

主要圍繞麗姬、嬴政、韓申、荊軻四人講

述壹場王宮與江湖的陰謀與愛情。該劇內

容並不局限於龐大詭譎的王朝政史和後宮

秘聞，而是以江湖和宮廷雙線並行、武俠

和權鬥元素雙強，講述壹場虐心動人的曠

世之戀和壹段風雲變幻的家國故事。

此外，不同於其他古裝劇中的大女主，

迪麗熱巴飾演的公孫麗並非局限於後宮之

中，而是壹個美貌與智慧並存、心懷天下

的俠女。這樣的設定不僅令人眼前壹亮，

更賦予角色較大的變化弧度，使得人物性

格豐滿立體、飽含深度。而首挑男主的張

彬彬則霸氣出演秦始皇嬴政，其角色的復

雜程度十分引人期待。兩人四度合作攜手

上演的高能甜虐情感戲更加吊足了觀眾胃

口。高潮叠起的情節設置，極致反轉的故

事橋段，復雜多變的人物脈絡和角色關系

等諸多亮點都成為了該劇推陳出新的關

鍵。關於這部備受期待的古裝大劇還將帶

來什麽樣的驚喜，我們拭目以待。

《創業時代》探班
黃軒Angelababy互相稱贊很合拍

由安建執導，張挺編劇，張娜擔任總

制片人，路鈳、張薇任制片人的國內首部互

聯網創業題材電視劇《創業時代》劇組開放

媒體探班，主演黃軒、Angelababy楊穎等現

場接受媒體采訪暢談拍攝近況。雖然北京連

續數日高溫，劇組全體人員依舊秉持“打磨

精神”熱情高漲地推進工作，勤勤懇懇確保

每壹處細節都完美呈現。

黃軒楊穎互贊很合拍
片場玩樂放松情緒
探班當天《創業時代》劇組正在北京

馬奈草地國際藝術中心進行緊張拍攝，

黃軒、楊穎、周壹圍、宋軼、韓童生等演

員在現場接受了媒體的采訪提問。黃軒飾

演的郭鑫年是壹個軟件工程師，對於自己

的角色黃軒解析稱：“郭鑫年雖然是壹個

IT碼農，但他更多的是偏重規劃和創意方

向，劇中我還有壹個合作好夥伴是專註於

技術開發層面。”雖然郭鑫年是壹個天才

熱血的創業者，黃軒卻坦言：“我自己在

生活中不太有創業頭腦，但是周圍有很多

朋友和同學在創業，我有經常跟他們聊

天，因為角色的關系我會特意了解他們的

狀態。”首次出演現代劇的楊穎飾演投資

公司的項目主管那藍，為了演好角色親自

拜訪專業人士，從工作流程和人際關系等

方面進行系統了解學習。楊穎表示：“那

藍是壹個雷厲風行的人，我在劇中經常會

有壹些比較兇的時候，每次發完火都得花

點時間讓自己冷靜壹下。”另外她還表示

劇中出現的專業詞語對自己而言也是壹個

不小挑戰，職場工作需要清晰的邏輯，必

須以超高嚴謹度認真對待。

《創業時代》開拍至今，兩位主演黃

軒和楊穎雖是第壹次合作但都毫不吝嗇的

盛贊對方，兩人不僅默契十足，還會在片

場玩遊戲以此緩解拍攝的緊張疲憊情緒。

黃軒表示楊穎工作非常認真，十分投入角

色。楊穎則稱贊黃軒十分契合郭鑫年這個

角色：“起初黃軒給我的印象非常斯文，

看劇本時郭鑫年給我的感覺是狂熱的，之

後看了壹些拍攝片段我發現黃軒是沈浸在

角色中的，他演出了郭鑫年那種狂熱和固

執的感覺。”劇中同樣飾演創業者羅維的

周壹圍談及對“創業”的看法，他認為這

是壹個力爭將我們的想法變成大家都接受

產品的過程，比起商業頭腦自己還是更理

想主義壹些。宋軼則用“真實、聰明、用

力過猛”三個詞形容自己飾演的溫迪壹角，

老戲骨韓童生老師也表達了自己對互聯網

的看法：“互聯網革新技術真實的影響到

了我們，我在努力地跟上這個時代，多向

他們年輕演員們學習。”近來酷暑天氣持

續，外景戲份演員們時常穿梭在拍攝和擦

汗補妝之間，環境雖惡劣但大家工作敬

業高效絕無絲毫懈怠。

走位試戲勤加排練精雕細節踏實拍攝
探班當天黃軒、楊穎、王學圻、韓童

生等演員正在拍攝壹場對手戲，在《創業

時代》中王學圻飾演知名企業家金振邦，

韓童生飾演那藍的父親那正國。開拍前安

建導演和演員們聚在壹起走位試戲，雖然

不是正式拍攝但大家都各自專註表演講好

每壹句臺詞，通過數遍壹絲不茍的排練尋

找最佳狀態。正如黃軒采訪時所說：“我

們劇組整體氛圍極其認真專註，不輕易放

過任何壹個細節，即便是壹場看似細微的

過場戲份我們也會反復討論，有時候壹場

戲磨壹下午。”在片場不僅導演為演員們

表演的姿態和情緒給出專業建議指導，主

演之間也會時不時互相討論商量調整細節，

正是這種“磨”讓人深刻感受到《創業時

代》拍攝工作的細致和踏實，壹點壹滴都

精雕細琢，工作熱情不輸似火盛夏。

《創業時代》作為國內首部互聯網創

業題材的電視劇，以“創業”為核心靈魂

滲透並貫穿全劇始終，為作品的現實意義

打牢基礎。在演繹上也力求貼近現實，劇

中創業者郭鑫年、那藍等人物形象和生活

狀態皆來源於生活，是社會中真實存在的

部分群體縮影。故事與精神內核雙重方面

堅實落地，必將引起受眾強烈共鳴，成為

優秀的現實主義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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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E  A N D  G E T  I T

We know table players don’t take their games lightly, and neither do we. At L’Auberge, we’re bringing 

the greatness back to tables, with 20X odds, $20,000 limits and the most generous comps in town.

WE’RE READY.
A R E YOU ?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7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AubergeLC @LAubergeLC/LAubergeLC

G A M B L I N G  P R O B L E M ?  C A L L  8 0 0 . 5 2 2 . 47 0 0 .

中國城區
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喜富來台菜館
9600 Bellaire Blvd., #105, 
Houston, TX 77036
(王朝超市廣場)

金荷中醫針灸健康食品
9110 Bellaire Blvd., Suite B
Houston,TX 77036 
(惠康超市廣場)

糖城區
騰龍教育學院
4555 Highway 6, Suite W, 
Sugar Land,TX 77478 
(家樂超市廣場)

Memorial 區
金萱茶
1041 Blalock Rd.,
Houston, TX 77055
(大華超市廣場)

售票地點:

網上訂票 : THH2017.us
詳情請洽 : 713.27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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