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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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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失眠、緊張 不用愁！
輔助治療

SINO-SCI

成份

作用
機理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 經 系 統 疾 病 神 經 衰 弱、腦 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適用症狀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每瓶 40 美元 (60 粒)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 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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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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B01

華府僑社
星期六

2017 年 7 月 29 日

Saturday, July 29, 2017

C6

讓孩子在放暑假時仍保持創意
靈活的學習媒介，能讓大家聚在一起玩之餘，亦可在外面
享受陽光好天氣！
尋寶遊戲
有什麼比猜謎更有創意？在房子周圍隱藏謎底，讓孩
子們尋找和解讀。最終的大獎將令他們感到興奮好玩，而
線索將讓他們繼續保持思考。而在規劃尋寶遊戲的時候亦
可延伸家長們的創意思維，令全家人都可參與。
去劇院
有時候改變一下環境可激發無窮的想像力。帶孩子去
劇院看表演，讓他們吸收新的資訊。戲劇並沒有像電影院
那樣的屏幕，所以對於小孩來說它是一種新型的娛樂。而
在表演之後，你可以問他們的想法或者讓他們提出不同版
本的結局，讓孩子們盡情說說，看看他們從看劇的體驗中
引發出什麼新奇的想法。
按數目填色遊戲
這項活動不單止讓小孩們發揮藝術創意，而且還可以
在課堂外練習數字。熱愛手工藝的孩子必定喜歡這個有趣
和富有教育性的活動。
現代教育中心提供不同的客製化的補習課程和家教選
擇，讓孩子能運用他們所需的工具，取得下學年課業上的
成功。
欲了解現代教育中心夏令營的課程，請上：https://
www.bestinclasseducation.com/programs/summer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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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正昇財務顧問公司總裁張文進博
士，將於 7 月 22 日(星期六)舉行 『商業房地產投資策略』講
座，從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止，地址是 15245 Shady
Grove Rd. (North Lobby)，Rockville，MD 20850。報名請洽
240-479-2688 分機 110 或 admin@uprightplanning.com。
當今的理財要項之一是要跟得上通貨膨脹，資產才不致
於縮水。銀行及政府債券的利率超低，跟本無法對抗通膨。
股票雖是好的抗通膨投資，卻不一定能保本。
房地產的價值及房租，皆會因利率上揚而上昇，應是您
保本保值及穩定收入的好投資。超過半數的美國富人是靠房
地產致富的，房地產的成長潛力不容忽視。但是，並非每個
人都善於管理房地產或租戶。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允許個人
用少量的資本，就可參與大型的商業房地產投資。
張博士將講解：1)擁有商業房地產的原因;2)什麼是商業房
地產投資信託;3)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好處及風險;及 4)如何
參與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投資。
未上市的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的優點是：1)價格穩定，不



台山南溪房
(南村堡
南村堡)) 舉行
李氏家族聯歡餐會



張文進博士商業房
地產投資策略講座

受股市波動影響；2)利息收入高且穩定，年息
介於 6%至 7%，按月發放，且其利息有延稅的
優勢；3)風險分散，每一種投資產品擁有數十
至數百楝的建築物，分散在不同的卅及城
市，出租給不同的公司企業，且出租率在百
分之九十以上；4)成長潛力，未上市房地產股
票在上市，或賣給更大的房地產集團時，常都有瞬間的成
長。
張博士也將解說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若投資的房
地產已經賺了錢，但您又厭倦管理房客，也不想繳稅，最好
的處理方式應是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如此一來您賣房賺的
錢可延稅，同時仍有房租收入，受益人也不用繳資本利得
稅，是一項非常有效的遺產規劃方式。
以下是張博士用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替林先生省下 109
萭元稅的實例。林先生於 35 年前買下 160 萬元的購物中心，
於 2016 年賣出 310 萬元，欠貸款 185 萬元，他已不想再管理房
子或房客，但需繳 109 萬元的稅。
張博士替林先生將 125 萬元做了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
以下是優點：1）林先生不用立即繳 109 萬元的稅；2）同時每
月還有 5 千 2 百元的收入;3）他也不用再管理房地產或房客;4)
受益人的成本自動提升至死亡當日的價值，因此不用繳資本
利得稅;及 5)張博士有專精於 1031 同性質房產交換的專業團
隊，省下你找房地產的時間及精力。

【華府新聞日報訊】南溪房南村堡 (望崗. 仁安村[水邊村] 石
臂 ，元興村)
學村，七鄉，出水龍等鄉親聯合舉行交誼歡敘餐會。
凡我南溪房李氏鄉親，歡迎攜眷參加。
費用： 三歲以下不佔席位者免費。及 65 歲以上長者免費
四歲至 64 歲每位收費 25 美元
餐會日期： 二 0 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下午六時正
地點： 馬利蘭州，怡和飯店 Silver Fountain restaurant
13533 Connecticut Ave，Wheaton MD 20906
電話：301-460-1200
報名處： 李仲雄 410-499-5141
李景權 240-406-6649
李惠芬 202-870-6094
報名日期： 由即日起至二 0 一七年七月十八日止。



【華府新聞日報訊】夏季是讓全家人一起相處和冒險
的好時機，更為大家帶來無比的歡樂，不過要令孩子們在
離開課室時仍然能好好動腦筋，在一定的預算底下，確是
有點難。我們不但要提供學術上的思考訓練，也要加入富
挑戰想像力的推理解題遊戲。
專為 K-12 學生提供客制化補習課程的現代教育中心，
致力在各方面幫助同學們在學術上取得成功。現代教育中
心亦希望為學生及父母們尋求不同的學習機會。
現代教育中心鼓勵大家透過以下六個小提示，在今年
的夏天培養孩子們的創意思維能力：
家庭 YouTube 頻道
捕捉孩子青春的寶貴時刻，同時也可以通過創建家庭
YouTube 頻道來表達自己的創意。孩子們喜歡扮鬼扮馬，
可鼓勵他們探索和創作新的故事。而這亦可以成為小孩們
成長的視頻紀念品！對線上隱私有所保留的家長們，可設
定頻道設為私人頻道。
閱讀俱樂部
與附近的孩子們組織一個閱讀俱樂部，輪流選擇有創
意和年齡適當的內容。這將使孩子們學到新的概念之餘，
亦推廣閱讀的樂趣，同時讓孩子們結識新朋友。
粉筆遊戲
這個簡單的消遣可以帶出令人出其不意的的教學機
會。畫一個迷宮來考驗批判性的思維，玩猜猜畫畫遊戲
（Pictionary），又或者與家人玩繪畫比賽。粉筆是個非常

我們想與您分享 AT
AT＆
＆T 最新的故事
【華府新聞日報訊】從孩子的畢業典
禮到家庭假期，很多美好的時刻你都會想
要和遠方的家人分享。在與身於亞洲的親
人用長途電話交談時，你有沒有想過這些
電話是如何接通的？
當你打電話或在網路上發送消息到亞
洲時，你的聲音以閃電般的速度穿過大
海。事實上，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超
過 95％的語音，數據和互聯網通訊，都是
通過海底電纜傳遞。
現在的互聯網和電信
都需要超快的連接。
衛星連接的速度有
限，所以水下電纜對
電信連接至關重要，
一直都被採用。
當你撥打電話
時，你知道你的電話
已經通過海洋連接到
地球的另一邊。這是
因 為 在 1964 年 ， AT
＆T 參與了連接日
本，夏威夷和美國的
第一條跨海洋海底電

話電纜工程。今天，AT＆T 運營全球近
90 個海底電纜，其中 7 個從美國連接到亞
洲。 AT＆T 使用這這些電纜幫助維持與
亞洲國家，譬如中國，韓國，日本，印
度，菲律賓等的連接。
然而，海洋的暗流，天氣和潮汐都會
對電纜產生破壞。海裡的鯊魚和其他動物
也很喜歡這些直徑 1 到 3 英寸電纜的味
道。漁船也會對它們做出損壞，這些都會

中斷我們和遠方的連接！
的電纜線路接通，而 AT＆T 維護人員會
電纜損壞可能聽起來很恐怖，但 AT 修復這些地下 30,000 英尺的電纜。這意味
＆T 客戶不需要擔心。事實上，我們的客 著，由於我們專業的 AT＆T 團隊，您與
戶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的通話什麼時候會受 您的親戚或重要的人無斷接觸。
到威脅。因為 AT＆T 的船舶全天候監督
想要了解更多？請到 AT＆T Archives
和維持 44 萬英尺的光纖電纜，為與亞洲 查看有關這些電纜在 1950 年的視頻！有
連接的用戶提供最佳網絡。
關我們勇敢的維修人員的故事，請訪問
當電纜損壞發生時，您的電話會從別 AT＆T 新聞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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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一心匯千 友誼歌聲音繞梁
（本報訊）近日來一個好消息讓 的場面。
芝加哥和周邊幾個州的華人心情振
一千人的大行動，落實到具體
奮——今年九月十七日，將在芝加 細節上，處處都是挑戰和辛苦。主辦
哥著名景點千禧公園音樂廳舉辦盛 單位東方藝術團、美國 Windiana 管

大華人音樂活動：
《文化中國——友
誼地久天長中美音樂節》
。大家奔相
走告，積極報名參加，不到一個月，
就有六個州以及加拿地區的三十多
個中美文藝團體共計一千多人多人
報名參加演出，陣容相當龐大！
華人在千禧公園音樂廳主辦這
類音樂會，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數名
著名歌唱家和優秀舞蹈節目加盟演
出，著名指揮家曹丁再次揮棒指揮，
美國大型管樂隊參演，一千名歌唱
舞蹈器樂演員，大家共同演出中西
貫通的曲目和舞蹈，其聲勢一定會
相當浩大，實在讓人期盼！人們說，
這是繼 2015 年大型紀念音樂會《黃
河大合唱》之後，又一次精彩燦爛的
文化活動，將給盛夏初秋的芝加哥
帶來具有相當文化特色的熱鬧非凡

樂團、瓦爾普來索孔子學院，以及芝
加哥孔學院和亞洲文化中心的工作
人員們，早已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他
們印製了精美的海報和音樂會票，
協調各個團體，精心安排每個細節。
這次演出，有合唱、獨唱、管樂
表演，舞蹈及旗袍秀表演。每個參加
演出的文藝團體都開始了緊鑼密鼓
的排練。排練中挑戰最大的可以說
是有中美共 14 個合唱團聯合演出的
400 人大合唱。這個規模堪比 2015
年的《黃河大合唱》，但排練的時間
從現在開始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了。上週六，芝加哥地區的合唱團體
東方合唱團，風華合唱團，黃河藝術
團，芝加哥人民藝術團和中華合唱
班的 150 多位元團員由音樂節的中
方音樂總監童韜老師親自指導每一

首歌曲的練習和演唱。合唱團員們 有合唱團的團員們參加此次音樂節 能力幫助合唱排練成功。
在童韜老師的指導下認真練習，3 個 的演出。鄭征說這個音樂節之所以
由獲得普利策建築獎和國家藝
多小時下來，效果十分顯著。這次大 有這樣的凝聚力是因為音樂節的題 術設計勳章的世界著名設計大師
合唱，挑選了四首風格不同的歌曲。 目“友誼地久天長”說出了我們大家 Frank Gehry 設計的 Jay Pritzker Pa兩首中文歌曲是： 的心聲，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音樂會 vilion 露天音樂廳觀眾區有 4000 個
激情奔放的《我和 讓更多的美國觀眾瞭解中華文化， 固定座位和可容納 10000 名觀眾的
我的祖國》和氣勢 瞭解華人，瞭解中國！同時通過這 草坪區。千禧公園敞開式的天篷音
磅礴的《長江之歌》 個音樂節增進華人社團之間的友誼 響效果是目前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室
；英文歌曲是貝多 和合作！如果《黃河大合唱》音樂會 外音樂會技術，其音響系統和擴音
芬著名的《歡樂頌》 是對歷史的回顧和紀念，美中地區 設備均達到世界一流水準，音響系
，以 及《You Never 《文化中國- 友誼地久天長》音樂節 統可傳送到觀眾席的每個角度。可
Walk Alone》。兩首 則是對未來的展望和融合！這次演 以容納上萬人的觀眾區草坪區不需
中文歌曲是華人所 出又一次地芝加哥幾乎所有華人藝 要票，歡迎大家自帶食物，飲料及野
熟悉的；而兩首英 術團體凝聚在了一起，東方藝術團 餐椅等在草坪區來感受千禧公園的
文歌，無論在美國 非常珍惜和感謝大家的支持並決心 世界最為先進的室外音響其音響系
和華人群裡都膾炙 與所有的志願者一起努力工作，服 統和擴音設備。
人口，深受喜愛。將 務大家！讓“友誼地久天長今年秋天
2017 年的中西部地區的華人
在音樂節上加盟大 在美國的心臟-芝加哥唱響，成為 活動裡，可以說九月的千禧公園音
合唱演出的美中地 美中地區華人友誼的一個見證！” 樂節將是最盛大、最磅礴、最有影響
區合唱團還有印第
為了保證合唱排練的順利進行 力的一次活動。一千人的熱情，一千
安 那 ICCCI 合 唱 ，負責組織和管理音樂會各個合唱 人的心跳，現在都聚集在一起，為著
團，密西根華人合 團的東方藝術團張力團長，安排芝 這次活動的成功努力再努力。相信
唱團，春之聲合唱 加哥合排的東方合唱團團長李青， “眾人拾柴火焰高”
，芝加哥的千禧
團，聖路易長江藝 合唱團副團長高緯和蔡旭苗及鋼琴 公園，將迎來一次非凡的、絢麗的、
術團合唱團，加拿 伴奏高瑛老師及負責場地和宣傳的 歡歌彩武的九月十七！
大 溫心合唱團 悠 東方副團長程以克等仔細認真，早
揚合唱團，密爾沃 已在安排活動的各項細節。更不用
基華人歌舞團，明 說，各個合唱隊伍裡有著眾多的熱
華合唱團 以及將參加演出的正在 心人，他們時時在用自己的熱情和
學習中
文的美
國合唱
團。
在
排練之
前，音樂
會負責
人之一、
東方藝
術團團
長鄭征
代表東
方藝術
團歡迎
所有芝
加哥所

僑社新聞

芝加哥五邑同鄉會暨美國華人海外交流協會舉行第十八屆職員就職典禮通告
（本報訊）謹訂於 2017 年 8
月 6 日星期日，晚上六時正，假座
南華埠萬濠酒樓舉行第十八屆職
員就職典禮，敬備薄酌，恭候臺端

駕臨指導。兩會會員免費參加，兩
會職員，顧問，董事，席金每位 25
元正。請於 7 月 28 日前報名，以便
編排席位。
歡迎報名

， 詳 情 請 向: 方 燕 輝 1-312-593-2181
，鄭 汝 創 1-312-282-1455
1-773-837-9021， 周 兆 禧 1-630-204-5315
，司 徒 劍
美國華人海外交流協會
1-630-247-5639， 馮
權 1-773-817-2882 ，關 澗 源 芝加哥五邑同鄉會
敬約
1-773-523-3388， 趙 健 航 1-773-398-0665， 司 徒 樹 榮

世界漢詩協會美中分會會長葉老恒青詩詞聯歌賦
葉恒青敬頓

紀念『七‧七』抗戰 80 周年新舊
作集成專輯(之一)
總 編 輯 按：千 萬 不 要 忘 記！
1937 年 12 月 13 日起六周內，日本
軍國主義者在南京，用慘無人道
殘酷手段殺害我軍民同胞 30 萬
人。
1947 年 12 月 26 日，法庭開始
審訊二戰罪魁禍首東條英機，東
京審判法官斥東條英機：殺 200
萬人出於自衛？

(一) 毋忘『七•七』
毋忘『七七』節，永定蘆溝血。
衛國保家鄉，犧牲多壯烈。
註：指永定河、蘆溝橋。1937 年 7
月7日
中國 29 軍由宋哲元卒領的師團
在此抗日，由
吉梁民團長卒領 219 團的官兵同
仇敵愾，誓死
抗戰，幾乎全部壯烈犧牲；軍民死
傷 30 餘萬。
此五絕係平起式仄韻。

(二) 毋忘『七•七』
『七七』難忘節，蘆溝橋烈血。
中華總動員，誓把豺狼滅。
註：此五絕係仄起式仄韻。
(三) 毋忘『七•七』
『三光』財色，獸暴凶殘極。
長期抗戰贏，紀念堪回憶。
(四) 毋忘『七•七』
小泉患失得，右翼無公德。
拜靖國神魂，冥頑無睦國。
註：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倭寇，到處
姦淫擄掠。至今，日本政府右翼人

士企圖篡改歷史，不道歉、不賠償
，參拜靖國神社心不移，何日真正
睦鄰？
（五）賠償雪恥萬僑聲
(參加大芝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不買日本貨，抗擊日本軍國
主義」的舉牌抗議活動有感)
侵華軍國罪非輕，史實圖文鐵証
明。
鼠疫流行常德市，腥風彌漫石頭
城。
慘無人道“三光”策，喪盡天良細

菌兵。
喜見醒獅今躍起，賠償雪恥萬僑
聲！
（六）甲子回頭感賦
甲子回頭面目真，皇軍重整現原
身。
拜東竄史危鄰睦，求美聯防結遠
親？
三尺垂涎常任國，一心貼地效忠
神。
執迷不悟因何在？握手相逢恨未
泯。

中國城雅房出售
位於芝加哥中國城
2255 S Stewart Ave., Chicago
環境幽雅清靜,,兩臥房
環境幽雅清靜
1.5 衛浴設備
衛浴設備,, 有停車庫
僅售 $349
349,,995
995,, 機會難得
意者請電((630
意者請電
630))956
956-4122
www.theledd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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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亞軒獻聲電影推廣曲
訴說《明天的秘密》
由和力辰光、萬達影視、大有天工、尚世影
業、貓眼影業、樂視影業、漫山影業、天娛傳媒
出品，改編自十年來最經典的國產犯罪小說《心
理罪》，由謝東燊執導，顧小白編劇，李易峰、
廖凡、萬茜、李純、張國柱、虞朗主演的電影
《心理罪》，目前已進入上映倒計時，將於 8 月
11 日暑期檔全國公映。繼此，電影《心理罪》虐
心推廣曲及 MV《明天的秘密》也於近日正式發布
上線。歌曲本身以影片中男主角方木（李易峰飾
演）與陳希（李純飾演）的壹段浪漫情緣為靈感
，輕輕訴說這段純真美好而帶有無盡遺憾的愛情
，纏綿而虐心。
此次特意邀請了“百變女神”蕭亞軒，她是
勁歌熱舞瀟灑小姐，也是用心唱情歌的深情歌者
。歌曲預告片曝光後，歌迷僅通過簡簡單單的三
字就迅速猜出了歌者蕭亞軒。暌違 3 年未發專輯的
她，此次深情發聲，讓等待已久的歌迷激動不已
。是的，她回來了，帶著她所特有的“蕭式情歌
”如期而至。
歌曲以悠揚的吉他聲為開端，蕭亞軒澄澈又
醇厚的嗓音漸入，畫面感十足；中間部分將情感
推向高潮，失去愛人的悲痛與自責呼之欲出，她
將情歌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不舍中透著堅韌。歌
曲本身以陳希作為第壹視角的情緒表達，緩緩訴
說壹路陪伴方木給他打氣和無條件支持他的種種
過往，有回憶，又有惋惜，飽含著不舍與遺憾。
正如歌詞中所寫，“妳來過我的心裏，從此最放
不下的是妳，沒能忘記的妳，沒說的我愛妳，明

天的秘密，沒有人會知道”，那時未說出的愛意
、還未互傾的情愫都成為了的留在心底的秘密。
《明天的秘密》MV 首度曝光李易峰、李純上演心
碎虐戀
歌曲 MV 獨家曝光了電影中的精彩片段，方
木與陳希最初的青澀愛戀，表面的羞澀也隱藏不
了兩人心中的小鹿亂撞，不管是玩滑板、草坪上
的互動，無壹不透露著兩人滿滿的愛意。而這所
有的壹切跟之後的痛徹心扉形成強烈反差，方木
看到陰陽相隔的愛人，那種無法言喻的痛苦直擊
人心，不禁令人黯然淚下。除此之外，更收錄了
蕭亞軒在演繹這首歌的畫面，穿著白襯衫的她清
雅靚麗，眼神深邃，深情演唱動人情歌。
該片講述的是資深刑警隊長邰偉（廖凡飾演
）和犯罪心理學天才方木（李易峰飾演）組成性
格迥異的新警探神搭檔將聯手追擊變態嗜血連環
殺手扭曲的內心罪惡。在壹觸即發的案情和血液
危機的陰霾下，方木與陳希的這段愛戀則是最柔
軟的壹部分，歌曲本身與劇情相得益彰，來不及
說的那句我愛妳，是心中的遺憾，也是永遠的秘
密。
由謝東燊執導，顧小白編劇，廖凡、李易峰
、萬茜、李純、張國柱、虞朗主演電影《心理罪
》將於今年 8 月 11 日暑期檔上映。據悉，蕭亞軒
演唱的歌曲《明天的秘密》由電影音樂戰略合作
夥伴：奔跑怪物（奔跑怪物（北京）文化娛樂有
限公司）傾力制作，歌曲、MV 將於近日上線，更
多精彩，敬請關註。811，我們壹同期待！

王心淩私密照風波不斷
經紀公司反問“怎麽承擔”

王心淩私密照外流真相壹日不明
，糾紛難以止息，就在今天傍晚姚元
浩發出 300 多字感言，說將壹人扛下
所有責任。但王心淩的經紀公司似乎
無法這樣推托之詞，在稍晚也發出聲
明直指姚元浩明明就是在王心淩不知
情下“偷拍”，女方知悉後也要求刪
除，但為何到現在都還在推卸責任，
且事發多日未曾親自在公開或私下向
女方道歉，直至今日才在社會輿論壓
力下於社群網站上發文道歉，文末經
紀公司甚至反問姚元浩到底要如何承
擔責任？
以下為王心淩經紀公司聲明：
關於姚元浩先生的臉書文，由於
媒體朋友紛紛詢問本公司回應，天晴
音樂謹在此壹次說明如下:
首先需要解釋何謂“偷拍” 事
件起因於，王心淩於午睡中，不知情
狀況下被姚先生未經允許即自行拍
照 聲音吵醒。此舉就叫“偷拍”。
心淩醒後發現對方已拍攝照片，當下
請對方刪除照片。 姚先生指稱此舉
不是“偷拍”，並稱“心淩和他都清
楚”，令人不解為何自己所為壹再要

拖心淩下水共同承擔。
請姚先生清楚解釋，對於照片外
流，以及網路酸民對於王心淩之霸淩
文字的 處理方式是什麽？他說已報
警與委任律師處理，處理的是什麽部
分？是否對網路上流傳照片者 提告?
是否在追查照片流出原因?？
從媒體報導事發至今第三天，我
們只看到姚先生不斷卸責，完全無法
交代手機 未送修未遺失並供稱已刪
除的照片，到底如何外流?？事發至
今日姚先生臉書發文前，姚先生與其
公司於私下與公開聲明均未曾說過
壹聲抱歉，僅由所屬經紀公司人員打
電話要求本公司“壹同面對”。 我
們的疑惑是，“道歉”應該是最基本
的做人道理，也是觸法者第壹時間該
說的 話，不解為何超過三十五歲並
且已成年的“大人”，卻完全不懂做
人的道理。 最後才在輿論壓力之下
，於臉書 PO 出邏輯不通的文字。
風波由姚先生“偷拍”引起，責
難不該施予心淩身上。風波與責難本
都該由姚先生壹人承擔。我們最想知
道的是，姚先生到底怎麽承擔?

賈靜雯崩潰了
咘咘全身被爸爸畫滿“刺青”
修傑楷和賈靜雯結婚後，陸續迎來
愛女咘咘、Bo 鈕，加上梧桐妹，壹家五
口幸福的家庭生活令人稱羨。他先前經
常飛來飛去到處工作，鮮少有時間陪伴
女兒，27 日他終於有閑暇時間，留在家
裏照顧女兒，沒想到他卻趁咘咘午睡，

在女兒身上畫畫，咘咘手腳都被畫滿，
他還將“傑作”拍下與粉絲分享。照片
中，咘咘穿著黑色 T 恤，坐在爸爸身上，
只見她的雙手雙腳滿滿都是黑色塗鴉，
其中包括小孩們最愛的小黃人，手上還
有小豬、英文字母“Boo”等等。原來是
修傑楷趁女兒睡午覺，偷偷在
咘咘身上畫下的，他在發文中
還開心地表示，“咘姐今天睡
午覺睡好久，爸爸畫畫也畫好
久”，隨後還附上數個笑哭的
表情符號，讓人笑翻。但是，
咘咘似乎壹點都不介意自己被
爸爸惡整，似乎還非常開心，
笑得非常燦爛，修傑楷也忍不
住在標註中調皮地表示，“好
險都是咘姐喜歡的”、“刺青
爸爸幫妳刺就好了”、“再睡
久壹點爸爸就畫全身了”，惡
整女兒的他似乎也擔心被老婆
責怪，默默地表示“媽媽應該
不會翻臉吧”。

藝人範植偉自
從爆料前女友王心
淩初夜不是給他、
曾對女方動粗，以
及掌摑女模柯佳青
事件後，形象受到
重創，之後遠赴大
陸發展，在臺灣消
失近 7 年。
近日因女方私
密照外流事件，讓
他的近況再受外界
關註，他也於 27 日突在微博發聲：“王心淩的什麽都跟姚元浩說！”
範植偉 27 日突在微博上 PO 文說：“那個，王心淩的什麽都跟姚元浩說！望周知。”突然提及前女友，
引起網友圍剿，“妳現在是眼癢姚元浩比妳能上頭條嗎？妳們倒是同道中人耶，壹樣渣，比誰更渣嗎？”
、“不知道妳是怎麽混的，人氣越來越不行，妳要好好反思壹下，也許還有機會啊！”他也不示弱回應：
“去問他（姚元浩）”、“關妳屁事！”
而後範植偉 PO 出私訊截圖，“望周知，別來煩，別來鬧”，再度點燃網友怒火：“做男人做得像妳這
樣沒品、去欺負前女友，真的很沒品。”他則回應：“有些人的前男友永遠很糟。”
被批欺負王心淩 範植偉:有些人的前男友永遠很糟
王心淩私密照外流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但其實這並非她第壹次私下照片遭外流，她和前男友範植偉分
手後，男方也曾在網絡 Po 出裸上身的親密合照。王心淩和範植偉在 2000 年工作時認識，交往 5 年後傳出分
手，當時不僅流出兩人親密照，範植偉更曾曝出：“17 歲的王心淩初夜不是給他。”
事實上，王心淩在情感上，已經是圈內數壹數二的潔身自愛，卻數度被前男友“出賣”，讓不少王心
淩身旁友人替她難過，大喊：“真的遇人不淑！”

被批欺負王心淩

範植偉：
範植偉
：有些人的前男友永遠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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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代妖精”更名“二代妖精”定檔 12.29
首曝預購&海報 展現“妖在現代”世界觀
由陳國富監制，肖洋指導，馮
紹峰、劉亦菲、李光潔、郭京飛主
演的電影《壹代妖精》正式更名為
《二代妖精》，如果說生活在古代
的妖是“第壹代妖精”，那本片裏
那些生活在現代城市裏的妖，則是
不同以往的“第二代妖精”，片名
升級換代後，將更加契合影片“妖

在現代”的新奇世界觀。與此同時
，片方還發布了首款定檔預告片和
海報，宣布定檔 12 月 29 日元旦檔
。區別於大多數題材與妖相關的影
片，電影將時代背景設置在現代，
講述了隱藏在現代城市中的妖與人
類發生的故事。《壹代妖精》此次
更名為《二代妖精》，更加契合妖

生活在現代城市的新奇世界觀。預
告片也展現了充滿現代感的妖怪形
象。
與以往使用法術的妖不同，
《二代妖精》中的妖群居在現代城
市中，使用射槍、盾牌等現代武器
，組隊行動，從造型、裝備到作戰
方式都現代感十足。

壹同發布的定檔海
報中，壹只巨大狐妖在
樓群中露出頭部，窺伺
前方。馮紹峰則身上纏
繞著各種彩燈，赤腳在
弄堂裏狂奔，十分慌亂。當妖怪與
人類在現代都市中相遇，故事將會
如何發展，令人好奇。
《二代妖精》此次定在 12 月
29 日上映，恰逢元旦，正是新舊交
替之時，也將成為群妖現身之時。
屆時將有怎樣的新奇故事發生，拭
目以待。

《俠盜聯盟》曝特輯 6K 攝影機拍攝

制片人張家振：除了動作，還有喜劇人情味

《繡春刀2》發熱血淬煉版幕後特輯
功夫訓練演員叫苦不叠 雷佳音減肥20斤
電影《繡春刀· 修羅戰場》7 月 19 日公映，目前正在熱映
中。憑借優秀的口碑積累，影片於 7 月 25 日 10:00 票房正式邁
過 2 億大關。近日，影片特別曝光了“熱血淬煉”版幕後特輯
，堪稱“品質電影煉成記”，影片團隊對品質的用心與堅持
更令網友驚嘆。影片也於 25 日到 28 日開啟路演第二階段，導
演路陽攜手張震將先後抵達深圳、長沙、西安、成都，與當
地影迷見面。
面對影迷愈發高漲的熱情，此番影片也特別公布壹支
“熱血淬煉”幕後特輯，從拍攝、特訓、幕後制作等方面向
觀眾展現了壹個對品質近乎執拗的劇組。
談及影片開篇薩爾滸戰役的拍攝，導演路陽便表示除了
因為有大量群演參與，要壹次性把所有位置擺好，還要“配
合火、下雪、煙霧。霧要到壹個正合適的濃度，配合火焰和
雪的方向、雪的大小。”壹番話也令影迷對這場戲有了全新
的認識。而說到影片的精髓“武戲”他更表示：“比上次更
精彩、更強烈、更具速度感，嘗試了壹些上次沒有做到的東
西。” 影片中酷炫的打鬥令影迷應接不暇，據悉劇組在開機
前便專門在山東開辟了訓練場，雷佳音因此狂瘦 20 斤，“丁
師父”辛芝蕾更將其定義為“魔鬼訓練”，更令“北齋”楊
冪慶幸自己是“被打的那個”。
對於此次的《繡春刀· 修羅戰場》，影片監制寧浩則表示
：“武俠片是從中國文化中獨特生長出來的片種，非常需要
傳承和發揚光大，路陽導演以新的方式和元素來給武俠片帶
來新的氣象，是壹個很有價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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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俠盜聯盟》將於
8 月 11 日上映。今日，片方發布壹支“匠心”
版幕後制作特輯，披露了電影中橫跨歐洲的拍
攝場地的幕後隊伍，包括好萊塢頂級攝影指導
肖恩· 哈爾布特（Shane Hurlbut）等人在內的多
國團隊，全方位展示了《俠盜聯盟》歷時兩年
，千人團隊打磨的過程。
特輯中介紹道，為打造《俠盜聯盟》，幕
後團隊壹路過五關斬六將，攻克視覺、動作、
美術、配樂等多重關卡。為在視覺動作場面呈
現出最佳效果，劇組專門邀請到曾掌鏡《極品
飛車》、《勇者行動》、《終結者 2018》等片
的好萊塢攝影指導肖恩· 哈爾布特加盟。肖恩自
2006 年起即成為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攝影師組織
——美國電影攝影師協會（A.S.C）成員，他還
是佳能“燈光探索先鋒”的小組壹員，並被
Tiffen 公司稱為“創造畫面的大師”。其在鏡頭
運用與燈光處理上有自己獨到之處，並熱衷將
拍攝技巧分享在網絡上，在世界範圍內有較大
影響，在國內攝影領域亦有大量擁躉。
在特輯中，肖恩著重介紹了對 Freefly Movi
（手持雲臺）系統的運用，幫助電影更好地呈
現出火爆的動作場景，鏡頭變化多端而不顯淩
亂。另外，影片在拍攝中還采用了很多有特點
且代入感強烈的視角，肖恩介紹，其中壹場張
丹把皮埃爾從即將爆炸的汽車中拖出來的戲，
劉德華飾演的張丹鉆進車內，抓起攝影機把它
拖到車外，隨後“用 12 毫米的手持攝影機來模
擬皮埃爾的主觀視角”，創造了壹種比較新奇

的運鏡方式，肖恩表示，這對觀眾來說會是壹
種很特別的體驗。
肖恩· 哈爾布特及團隊為實現《俠盜聯盟》
的畫面質感，啟用了 ARRI 和 RED 公司最新的
6K 攝影機。在影片的戛納追車戲拍攝現場，攝
影組用七臺 RED DRAGON 裝備壹輛拍攝用車
，使其實現全角度攝影。ARRI 和 RED 攝影機的
高分辨率、高動態範圍和高幀率也為影片在
IMAX DMR 轉制後呈現了更接近原生拍攝的效
果。
此外，影片在配樂上，為映襯歐洲古堡、
戛納海濱的人文與自然風光，以及偷盜“黑科
技”、酷炫動作場景，將復古與現代感融合，

不僅有手風琴、大提琴、鋼琴等古典樂器，同
時也有新潮搖滾的活力節奏。
在《俠盜聯盟》中，壹千多人的制作團隊
來自中國、美國、法國、意大利、捷克等各個
國家，使得拍攝現場“粵語、普通話、捷克語
和英語並用”，但這些各國專業的幕後人員分
工明確、各司其職。
雖然制作團隊國際化，但是制片人張家振
認為，《俠盜聯盟》在劇情上卻不會全然國際
化和不接地氣，“我們不像其他商業電影是純
動作，我們除了動作之外還有其他元素，比如
還有很多喜劇元素，也非常有人情味兒，是比
較適合中國觀眾的”。

《戰狼 2》美國首映連線中國 片尾中國護照引現場華人觀眾落淚
7 月 26 日，《戰狼 2》在美國
洛杉磯首映，動作指導 Sam Hargrave 和飾演“反派”的演員 Aaron Toney、 Heidi Moneymaker、
Oleg Prudius 等人亮相發布會，與
正在上海路演的吳京、盧靖姍通過
衛星連線，展開了壹場橫跨半球的
互動。
當天盧靖姍的父親也來到美國
首映禮，他表示，為女兒拍《戰狼

2》驕傲。
吳京透露，盧靖姍的父親是經
典動作電影《蛇形刁手》的演員，
曾和成龍合作，對中國功夫非常敬
佩。
此前 YouTube 四位國外小哥圍
觀《戰狼 2》預告曾被廣泛傳播，
吳京也借助微博尋找到這四位紅人
，邀請他們來美國首映看片。“看
的太爽了，這部片子不輸美國大片

”，“妳是傳奇，已經在期待《戰
狼 3》了”，對於成片幾人贊不絕
口，甚至用中文說出了“《戰狼 2
》牛逼”，引發臺下爆笑。吳京也
謙虛表示，中國電影正在成長，未
來會越做越好。
“我 1986 年開始世界各地跑
，當時辦簽證很麻煩，我曾為這種
不平等憤怒。但在歷次撤僑行動過
程中，我發現當在海外遇到危險時

，壹張中國臉，壹本中國護照，就
是我們的綠色通行證，特別驕傲！
”吳京表示，他把這樣的民族自豪
情緒融入到了《戰狼 2》。
現場，有壹個女生看後壹度硬
咽，她表示自己是在新加坡長大，
曾錯過無數次換新加坡護照的機會，
但未曾後悔，“他們問我為什麽，
因為我心裏知道，我的根在哪裏，
我屬於哪裏，我就是哪裏人”。

王晶新片《降魔傳》定檔 9.30
鄭愷配角升級主角 國慶檔大戰壹觸即發
在王晶新片宣布進軍國慶檔後，
今年國慶檔已有包括《芳華》、《心
理罪之城市之光》等 9 部量級不小的
國產片預定席位，史上最擁擠國慶檔
就此誕生。
7 月 26 日，電影《降魔傳》在京
舉辦“降魔出征”定檔發布會。導演
王晶、鐘少雄攜主演鄭愷、甄琪、王
馨瑤等出席了活動。本次發布會正式
曝光了電影的概念預告和定檔海報，
宣布定檔 9 月 30 日，國慶檔將迎來壹
部魔幻喜劇。
發布會先是以視頻回顧了王晶四
十年“著魔”電影之路，隨後本片監

制及總導演王晶、導演鐘少雄共同上
臺互動。談及本片最大優勢，王晶表
示，奇幻片每年都不少，而近兩三年
最受歡迎的奇幻片都帶有喜劇成分，
《降魔傳》兼具老少鹹宜的喜劇元素
，合家老小觀看全無壓力。
電影《降魔傳》中，鄭愷飾演壹
位降魔師。鄭愷現場表示，他與這部
電影緣分不淺：好幾年前，只有劇本
的時候，片方就邀請過他，當時是請
他演男二或男三。兜兜轉轉幾年過去
，《降魔傳》開拍時，片方已決定讓
鄭愷演男壹號。
王晶現場透露，他認識鄭愷是通

過看他參演的電影《前任攻略》，雖
然鄭愷在該片中是男二號，但卻給王
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內地演員
中，我第壹次見到有人把喜劇節奏踩
得這麽準”。
談及角色，鄭愷表示他扮演的
“降魔師”不但法力高強，而且性格
樂觀風趣，很有活力，與王晶本人極
為相似。
被問及第壹次主演古裝魔幻大片
的最大挑戰，鄭愷直言，武打戲最難
。他曾經在片場體驗吊威亞的同時全
方位立體花式翻跟頭，翻到“頭暈目
眩”，連連感嘆“打星不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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