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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還能用能吃還能用 墨西哥壹美容院用巧克力做面膜墨西哥壹美容院用巧克力做面膜

巴拉圭居民著巴拉圭居民著““奇裝異服奇裝異服””
慶祝傳統節日慶祝傳統節日

巴拉圭巴拉圭EmboscadaEmboscada，，在傳在傳
統節日統節日 Guaicuru NemondeGuaicuru Nemonde 期期
間間，，當地居民穿戴著獨特的面具當地居民穿戴著獨特的面具
和羽毛和羽毛，，向土著居民的守護神聖向土著居民的守護神聖
弗蘭西斯科索拉諾致敬弗蘭西斯科索拉諾致敬，，感謝他感謝他
的恩惠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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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達卡棟吉，乘客乘坐擁擠不堪的火車，試圖尋找“壹席之地”。在孟加拉國，別說
有個體面的座位了，能在火車頂上搶占壹席之地都算幸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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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術國家杯荷蘭站精彩掠影馬術國家杯荷蘭站精彩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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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838屆屆麥當勞麥當勞華埠夏令會圓滿舉行華埠夏令會圓滿舉行
現場人山人海現場人山人海 熱鬧非凡熱鬧非凡 為風城帶進人潮為風城帶進人潮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7
月16日，第38屆麥當勞華埠夏令會
（Chinatown Summer Fair）假中國城
永活街盛大熱鬧登場，現場人山人
海，琳瑯滿目的商品，有手工藝品、
中國字畫、盆栽、生活用品、中國傳
統美食等，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
陸續湧入華埠，駐足觀看，當天天公
作美，氣候十分涼爽，更為夏令會增
添魅力。

當天下午1時，夏令會開幕儀式
隨著熱鬧歡騰的醒獅表演後正式展
開，嘉 賓 雲 集，伊 利 諾 伊 州 州 長
Bruce Rauner、25 區區長蘇禮仕、11
區區長唐信、伊州眾議員馬靜儀、中
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劉軍副總領事
、僑務組長盧曉輝、岑建德領事、臺
北經文處組長張志強、麥當勞運營
管理Johnnie Tom、中華會館主席黃
于紋、華商會董事長梅施美英、董事
陳偉民、美亞協會名譽主席馬森駐
等嘉賓出席了開幕典禮。

伊州州長 Bruce Rauner 首先熱
烈歡迎參加活動的各界友人和遊客
。他表示，芝加哥是一個歡迎移民的
城市，我們歡迎所有從中國來的移
民，在這裡我們共同追求自由和機
會。芝加哥中國城是一個具有活力
的社區，很高興今天我們齊聚在這
裡共同慶祝我們的傳統文化和歷史
以及慶祝我們最好的伊利諾伊州，
希望大家在這裡度過一個難忘的一

天。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劉軍副

總領事表示，夏令會是芝加哥中國
城每年的一項傳統盛事，對促進華
埠經濟發展、弘揚傳統中國文化具
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今年華埠夏令
會踏入第38個年頭，他代表中國駐

芝加哥總領事館向活動主辦方和贊
助商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表示由衷
的感謝。

臺北經文處組長張志強表示，
一年一度的華埠夏令會充分展現了
芝加哥華人社區的傳統文化及活力
，今天大家可以在這裡品嘗各種各

樣不同的美食及看到琳瑯滿目的商
品，希望大家在這裡度過美好的一
天。

25 區區長蘇禮仕、11 區區長唐
信、伊州眾議員馬靜儀、麥當勞運營
管理Johnnie Tom、中華會館主席黃
于紋、華商會董事長梅施美英、董事

陳偉民等嘉賓相繼致辭表示夏令會
至今已經舉辦多年，這項活動充分
展現了傳統文化，更帶動了華埠及
周邊商圈的經濟發展，十分榮幸與
大家一起見證這一項重要活動，最
後對主辦方及贊助商表示崇高的敬
意，希望大家度過一個難忘的夏日。
嘉賓們還為醒獅贈送紅包，現場氣
氛相當熱鬧歡樂。

精彩紛呈的文藝表演隨後閃亮
登場，參加今年夏令會的演出節目
包括：加理高中學校的音樂表演、伍
家國術會的國術表演、R41n的流行
舞蹈、印度舞蹈學院的印度舞蹈、日
本太鼓、霹靂舞及現場音樂表演等，
吸引民眾前來圍觀，並贏得陣陣掌
聲和歡呼聲，十分熱鬧。現場琳瑯滿
目的商品攤位元吸引了民眾駐足流
連，尤其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

“中國字畫”更十分受歡迎，同時還
有來自 New City Auto Group 的車
展，更是吸引了一眾愛車人士前來
駐足觀看。

主辦方還為小朋友們準備了
“兒童世界”娛樂設施，讓孩子們流
連忘返。麥當勞攤位更是排起長龍，
孩子們紛紛前往領取可愛贈品，並
和麥當勞叔叔合影留念，臉上都露
出無比燦爛的笑容；現場孩子們還
可以與小動物近距離接觸，十分溫
馨，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難忘的美
好一天。

伊州州長伊州州長
Bruce RaunerBruce Rauner致辭致辭

麥當勞運營管理麥當勞運營管理
Johnnie TomJohnnie Tom致辭致辭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
劉軍副總領事致辭劉軍副總領事致辭

貴賓為醒獅贈送紅包貴賓為醒獅贈送紅包

美洲華裔博物館攤位美洲華裔博物館攤位

來自來自New AutNew Aut GroupGroup的車展的車展 慈濟攤位慈濟攤位 來自加理高中學校的音樂表演來自加理高中學校的音樂表演 盆栽攤位盆栽攤位

孩子們與動物近距離接觸孩子們與動物近距離接觸 小孩子與麥當勞叔叔合影留念小孩子與麥當勞叔叔合影留念 人山人海的夏令會現場人山人海的夏令會現場

美中文化藝術中心攤位美中文化藝術中心攤位

貴賓拉響禮炮貴賓拉響禮炮

中華會館活動消息中華會館活動消息
(本報訊）(一) 物業稅務講座
中 華 會 館 與 Cook County

Property部門將安排物業稅務講座,
解釋如何申請減免, 所需條件, 將會
有翻釋協助。

時間: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 11 時, 上午 12 時至 1

時
地點: 中華會館禮堂

(二) 中華會館 – 中華學校擴大招
收新生

中華學校, 有百年歷史, 師資優
良, 課室環境優美, 是學習的好地方
。為人父母者, 總希望讓我們下一

代, 學習中文及傳承中華
文化, 中國現今經濟起飛
, 孩子們從小識中國字,
講中國話, 將來無論進修
或就業, 均有莫大好處。

中華學校現在開始招收新學年各級
學生, 預備班,一年級, 其餘各級現
尚有少數名額, 希望家長們從速到
中華會館報名。新學期將於九月二
日及三日開始上課。

(三) 兒童舞蹈班, 美術班
中華會館兒童舞蹈班，由專業

舞蹈老師教授民族舞，山地舞及土
風舞，上課時間為每週星期六及星
期日，中華學校為了提高學中文興
趣. 使學生們能在學習中文之餘. 能
培養興趣, 特別增設美術班名額有
限，有興趣學習者，請家長到中華會
館中華學校辦公室報名。

(四) 卡拉 OK
喜歡唱歌的朋友有多一處地方

選擇, 每逢星期二, 星期五下午十二
時半至四時, 中華會館三樓開設卡
拉 OK, 歡迎喜歡唱歌跳舞的朋友

結伴前來, 三五知己, 唱唱歌, 跳跳
舞, 開開心心過一個下午。

中華會館最近購置全新乒乓球
檯, 喜歡乒乓球活動的朋友, 同一時
間可以一展身手。

(六) 中華會館董事會
中華會館全體董事會議定於本

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11 時, 在中華
會議廳舉行, 希望各董事準時出席
會議。

中華會館主席中華會館主席
黃于紋致辭黃于紋致辭

薹北經文處組長薹北經文處組長
張志強致辭張志強致辭

1111區區長唐信致辭區區長唐信致辭 2525區區長蘇禮仕致辭區區長蘇禮仕致辭
伊州眾議員伊州眾議員
馬靜儀辭馬靜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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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女星懷孕臺女星懷孕88個月因此受驚個月因此受驚
自曝嚇到快生自曝嚇到快生

據臺灣《東森新聞雲》報道，雙胞胎佩佩（蔡佩

伶）懷孕8個月，夫妻倆都相當期待女兒的出生，期

間老公照顧得無微不至，她也常常在臉書上和粉絲分

享懷孕知識，卻在快卸貨前發生可怕的事，她起床開

冰箱時，突然看到腿上有壹團黑黑的、有毛毛的東西

，嚇得當場尖叫，不顧孕肚瘋狂踩地，回過神才驚呼

：“女兒差點從肚子裏掉出來”。

佩佩7月26日在臉書分享早上發生的驚悚事件，

當她起床淮備打開冰箱時，忽然察覺到腿上有個毛毛

的東西，因為沒戴眼鏡視線模糊，低頭壹看只看到壹

團黑黑的，但她馬上驚覺“是蟑螂！”，條件反射地

尖叫、瘋狂踏地板，完全忘了自己是孕婦，壹心只想

把蟑螂甩掉，整個人陷入大崩潰。

等到蟑螂掉到地上後，佩佩看到密密麻麻的腳和

咖啡色的肚子，又想到剛剛蟑螂還爬在自己的腿上，

當場汗毛直豎，馬上跟姐姐依依求救：“嚇到快生了

”。她還說：“什麽生產痛、奶頭被小孩吸破皮的痛。怎麽忽然都覺得不懼怕了

啊。”網友也被她的激烈舉動嚇壞，紛紛留言提醒：“還是要小心寶寶啦”。

臺女星曝入行被嫌“食之無味”

曾被暗示潛規則
據臺灣媒體報道，蘇心寧（Lala）擁

有甜美外型和火辣身材，有著“國光女

神”封號，但她演藝事業起步得晚，30

歲才踏入這個圈子，當時家人堅決反對

，怕她的收入養不活自己和女兒，連制

作人也勸退：“妳已經到了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的年紀了，妳到底還要抱什麽

星夢。”

在26日播出的《小明星大跟班》中

，蘇心寧提到過往心酸，由於她演藝事

業起步得晚，30歲才踏入這個圈子，剛

開始不僅家人堅決反對，也曾被制作人

勸退：“妳已經到了食之無味、棄之可

惜的年紀了，妳到底還要抱什麽星夢。

”甚至有人直接跟她說：“要捧紅妳很

難，如果我簽下妳，等妳紅了都已經40

歲了，都可以當我媽了。如果妳可以讓

我‘快樂’，下壹部（作品）就讓妳當

女二角色。”暗示要求潛規則。

蘇心寧表示自己其實從國中開始，

就希望有壹本自己的藝術照作品，礙於

家境問題無法實現，長大之後積極請朋

友介紹出版社，卻也遇到出版社老板直

接要她“拍露點寫真”，讓她聽了非常

難過，“我覺得非常侮辱女生，壹定要

這樣犧牲才能圓夢嗎？”幸好後來遇到

伯樂，讓她出了能寫進自己故事的“自

傳寫真書”，壹圓兒時夢想。最後，蘇

心寧忍著淚水說：“想成為讓我女兒和

我母親驕傲的壹個女人。”即使被酸民

攻擊“單親媽媽拍寫真，小孩會很丟臉

”，但她認為自己坦蕩蕩、壹路都是靠

著自己的努力工作，鼓勵所有跟她壹樣

辛苦過的人壹起勇敢面對。

林誌玲優美身段秀舞技
卻沒想到被他迷倒了

《旅途的花樣》“花樣旅行團”來

到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在這裏

他們將繼續完成俄羅斯之行重要的任務

——體驗網友們的願望清單並制作旅行

攻略。

節目中，“花樣團”直接男女分組

行動。“花樣姐妹團”為了幫網友們

“看壹場美美的芭蕾舞”竟直接跟著俄

羅斯最具人氣的“芭蕾舞王子”朱利

安· 麥凱學起了芭蕾。而男生們則“文

武兼修”，不僅探訪了俄羅斯文學之父

普希金的故居，還體驗了壹把冰球運動

。在普希金故居，“文藝少年”華晨宇

壹度感傷落淚，究竟又是為何？

來到俄羅斯，在古老的歌劇院看壹

場芭蕾舞絕對是不能錯過的特色體驗。

本期節目中，林誌玲就帶著張歆藝、馬

麗和金晨幾位女生壹起替網友們提前探

路。

在聖彼得堡最古老的歌劇院米哈伊

洛夫斯基劇院，“花樣姐妹團”跟著俄

羅斯著名的“芭蕾舞王子”朱利安· 麥

凱學起了芭蕾。據悉，這位俄羅斯“小

鮮肉”11歲就被俄羅斯芭蕾舞學院錄

取，目前已經是俄羅斯最年輕的芭蕾舞

獨舞男演員。更重要的是，朱利安還有

著令林誌玲等人都忍不住“花癡”的逆

天顏值，還未見面，眾人就對這次芭蕾

體驗期待不已。

在“小鮮肉”老師的指導下，林誌

玲、金晨等人先是換上專業的芭蕾舞套

裝，展現出了專業舞者般的優美體態。

之後眾人從壓腿開始，壹點點練習芭蕾

舞中的旋轉舞步，最後甚至跳出練習室

，跑到街上。在聖彼得堡最浪漫的遊涅

瓦河上，原本就有著舞蹈功底的金晨還

與芭蕾王子來了壹段高難度的水上共舞

，唯美的場景令林誌玲等人禁不住連連

驚嘆，直呼“太美了”。

女生們有帥氣的“小鮮肉”做導遊

在聖彼得堡玩的不亦樂乎，而男生們就

沒這麽好運了。節目中，李治廷、華晨

宇、於小彤組成的“花樣兄弟”小分隊

又是刷文藝又是練體育，堪稱“文武雙

修”頗為吃力。

在俄羅斯文學之父普希金的故居，

三人還尋找起了傳說中由普希金收藏的

俄語翻譯版《三字經》。“取經”過程

中，三人壹邊參觀壹邊感受大師遺留下

來的文藝氣息。通過了解普希金的人生

經歷，眾人對大師的壹生感慨良多，華

晨宇更是壹度傷感落淚。

蔡依林神奇撞臉張惠妹
網友調侃：說不出的像

蔡依林最近行程不斷，
昨晚在揚州馬場開唱，以壹
身暗黑造型出現。煙熏妝容
竟然讓她撞臉張惠妹，網友
調侃：不是壹點點像，整個
神態都莫名相似。

無論近看還是遠看，都
超級像年輕時的張惠妹，難
道天後們也是越長越像嗎。
今年的金曲獎，原定於張惠
妹與蔡依林同臺帶來表演，
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蔡依林
未能出席，兩大天後未能同
臺，這樣壹看，兩個人的緣
分還真是不淺。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王心淩私照

外流第5天，雙方各自透過公司發表聲

明，姚元浩在臉書道歉後，女方則不領

情。

王心淩前往泰國曼谷散心，被當地粉

絲捕捉出遊畫面，看起來心情還不錯。

王心淩私密照25日曝光，女方所

屬經紀公司第壹時間聲明“藝人在家午

睡的照片。”流傳這個照片已經涉及防

礙秘密，嚴重侵害藝人隱私。姚元浩所

屬經紀公司則表示“承認照片是他拍，

但絕對不是他散布。”並且表示會壹起

面對，不過女方並不領情，仍在思考是

否要提告。

王心淩28日早上，被民眾目擊飛

往泰國曼谷，同行有表姊、男性友人。

對此，王心淩所屬經紀公司回復：“她

之前度假時，在廟裏許願演唱會順利，

今年演唱會重啟且深受歡迎，勢必要去

還願，才會趕在臺風前，風雨無阻出去

，我們也希望她散散心。”

29日王心淩被當地民眾目擊，在泰

國出遊的畫面，戴著戴墨鏡、穿著水藍

色無袖，看起來心情還不錯，不知道是

不是因為發現被粉絲拍攝，疑似親切向

粉絲示意揮揮手。經紀公司則不透露王

心淩返臺時間，表示：“讓她安靜休息

幾天。”

王心淩撇私照風波遊曼谷 戴墨鏡向粉絲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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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浩《瘋狂的外星人》定檔2019大年初壹
與黃渤沈騰組新鐵三角 劉慈欣說“三體”沒流產

寧浩科幻喜劇電影《瘋狂的外星人》今天在青島開

機，宣布定檔2019年大年初壹公映，寧浩、黃渤和沈

騰成新“鐵三角”。電影改編自劉慈欣的《鄉村教師》，

但故事已經“面目全非”。至於女主是誰，寧浩調侃：

“我問問徐崢願不願意演。”會上有人問到《三體》，

劉慈欣透露“項目沒有流產，只是做的比較慢”。

《瘋狂的外星人》劇本創作歷經5年時間，講了壹

個“ET在中國”的故事，主角名字還是寧浩鐘愛的

“耿浩”。談及新片，寧浩表示，立足中國市場的科幻

片，故事情節壹定需要真實的語境和內容才能更好的和

中國本土觀眾產生互動和共鳴。“外星人”的故事和

《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壹脈相承，“要不也

不會叫‘瘋狂’系列”。

不過劇本經過多年改造，變化巨大，“大家聽完故

事都說，《鄉村教師》去哪兒了”？很早之前，寧浩就

跟劉慈欣提過，電影“要做壹個很大的手術”，但《鄉

村教師》的“精神和本質還是保留了”。寧浩想嘗試看

看“原著和荒誕喜劇能否有壹個很好的結合”。

劉慈欣此次負責了與科幻相關的構思與細節部分的

創作。他認為：“科幻必須有壹個想象力起飛的平臺，

就像風箏必須連著大地才能飛起來。而寧浩導演此前的

作品非常有本土特色，連接現實，我對《瘋狂的外星人

》最寄予希望的就是這點。”

據此前廣電總局的立項劇情顯示，《瘋狂的外星人

》講的是：動物園飼養員耿浩過著平靜單調的生活，壹

個深夜，耿浩陰差陽錯地救起了壹個生物並帶它回了家

，當他發現那是外星人時就心生恐懼，急切地想把外星

人送走……

演員方面，黃渤與沈騰加盟。談起合作原因，黃渤

幽默地說：“之前演的戲壹直都是為這部作品打基礎，

不然靠什麽參與到這麽大的作品中來呢？”黃渤透露，

其實拍完“石頭”、“賽車”後就壹直在等“外星人”

的劇本，結果弄了這麽多年。對於再次出演“耿浩”，

黃渤調侃：“寧浩導演很早之前就說，我要讓朋友的名

字在我電影裏都出現壹遍，結果發現各種角色都叫耿浩

，他其實也沒幾個朋友。”

沈騰曾在《心花路放》裏飾演壹名撩騷的酒吧老板

，對於再次和寧浩合作表示期待。他透露：“中國導演

拍科幻片本來就是件很科幻的事，後來壹聽是寧浩，心

說，導演終於想起我來了。”他和黃渤都期待《瘋狂的

外星人》“宏大的想象和接地氣的故事能夠產生化學反

應”。

發布會現場氣氛輕松，兩大笑匠黃渤和沈騰壹度唱

起雙簧調侃起“心中偶像”劉慈欣。黃渤說：“我在臺

下看著劉老師就想，這個腦袋裏得裝了多少東西啊！”

沈騰接話：“人的關註點就是不壹樣，我在想，劉老師

的腿可真長！這說明我是壹個註重外表的人。”黃渤答

：“人往往對缺乏的東西比較向往。”

談起《瘋狂的外星人》拍攝難度，寧浩坦言是英語

，“從小就沒搞定”。“不僅是演員（此次有兩名美籍

演員——湯姆· 派福瑞、馬修· 莫裏森加盟），還有很多

部門需要合作，這次我們整合了全球多家特效公司，保

證這個外星人角色的真實，可以說投資相當大的部分就

是特效”。有記者問到劉慈欣的作品很難拍，某些

（《三體》）還流產了，寧浩有多大把握，他說：“拍

攝這部作品我是非常謹慎的，要不也不會準備這麽長時

間，就是希望能更有把握。”劉慈欣也順勢澄清：“項

目沒有流產，只是做的比較慢。”

《建軍大業》曝光風雲激蕩版海報
劉燁朱亞文領銜54位主演 再現風雲變幻時局

由劉偉強執導，韓三平任總策劃兼藝術總

監，黃建新任監制的熱血戰爭巨制《建軍大業

》7月27日下午2點正式登陸全國院線。片方

曝光三款風雲激蕩版海報，劉燁、朱亞文、黃

誌忠、王景春、歐豪、劉昊然、馬天宇、張藝

興、張涵予、霍建華、張天愛等均亮相，再現

當年勢力交鋒、風雲變幻的時局。

在這版“風雲激蕩版”海報中，不僅各方

勢力壹目了然呈現於眼前，更將當時風雲變幻

的危機局勢展露無遺。除了毛澤東、盧德銘、

何長工為代表的革命隊伍，還有周恩來、朱德

、賀龍、葉挺帶領的軍人力量，與之對應的則

是蔣介石、杜月笙等反革命勢力。海報中還有

大量細節，體現了影片中多方勢力之間錯綜復

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共第五次全國

代表大會、四壹二反革命政變、八壹南昌起義

等經典場景也被生動還原，再現當年風雲詭譎

的革命歲月。

如劉燁、朱亞文、黃誌忠、王景春、歐豪

、劉昊然、馬天宇等54位主演們都認真鉆研

劇本揣摩人物，認真詮釋刻畫影片中的每壹個

人物。“戰鬥擔當”歐豪、劉昊然、馬天宇等

更提前進組接受軍事訓練，拍攝時在炸點中穿

越火線，即便拍到吐、拍到中暑仍堅持。眾位

青年演員熱血又硬氣的表演也圈粉無數

電影《建軍大業》再現了1927年中國人

民解放軍建立之初的崢嶸歲月，在遭遇四壹二

反革命政變之後，以毛澤東、周恩來代表的中

國共產黨人總結教訓，決定獨立領導武裝鬥爭

和創建革命隊伍，為救國舍身忘己，可謂中國

版“超級英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三河

壩戰役等恢宏遼闊的戰役陸續開戰，這段建軍

之初的動人心魄的革命歷史由此展開。《建軍

大業》7月27日正式登陸全國影院。

《破局》曝“布局者”制作特輯
王千源挑戰邪惡反派角色 貼身肉搏郭富城

由黃誌明監制，連奕琦導演

，郭富城、王千源、劉濤領銜主

演的警匪犯罪動作電影《破局》

今日首曝“布局者“特輯。特輯

圍繞王千源在電影中所扮演的反

派角色展開，講述這壹角色“壞

的與眾不同”，王千源充滿邪魅

的表演，也收獲了來自導演和監

制的好評；同時，王千源還自曝

“真打”上陣，郭富城全力配合

，“拳拳到肉”力求傳遞給觀眾

真實的痛感，敬業精神令人心生

敬意。電影《破局》即將於2017

年8月18日全國公映。

在電影《破局》中，郭富城

飾演的高見翔被“神秘力量”操

控，深陷迷局自救不暇。而這股

神秘力量的來源，正是由王千源

飾演的“布局者”陳昌民。在特

輯中，王千源將自己飾演的角色

定義為“獨狼”，並直言，“這

個角色的難度，就是演壹個與眾

不同的壞人”。

從曝光的鏡頭，可以看到王

千源對話郭富城：“殺人的事兒

，我已經替妳擺平了”，表情猙

獰口氣挑釁，言語之中對“殺人

”壹事頗為不屑，令人膽寒。此

外，王千源更是對著戲中郭富城

女兒佯裝親切，“小朋友，我是

妳爸爸的同事。”引得郭富城驚

呼：“不要碰我的家人。”戲中

王千源的這壹舉動頗有威脅意味

，更讓觀眾感受到這個角色的邪

惡所在。

對於王千源所飾演的反派角

色，監制黃誌明和導演連奕琦都

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監制表示

“他表演時那種從骨子裏面透出

來那種邪惡是很過癮的”，導演

則評價這壹角色“簡單描述就是

個瘋子”，並指出王千源幫“瘋

子”的樣貌塑造了更多可能性。

王千源早前就曾在《解救吾先生

》中飾演反派，此次再度出演

“壞人”，表演比之以往更加精

進，將這壹角色的邪魅演繹得淋

漓盡致。

電影《破局》中有大量激烈

對抗，雙雄對壘的肉搏戲份，這

給了王千源本人壹次新的表演嘗

試。據他所說，在此之前少有拍

攝打鬥動作戲的經歷：“這是我

真正意義上的第壹部真實打鬥場

面的戲”。為拍好打戲部分，王

千源采用“真打”上陣，而與其

演對手戲的郭富城也毫無保留，

“拳拳到肉”力求傳遞給觀眾真

實的痛感，敬業精神令人心生佩

服。

戲裏針鋒相對的兩人，戲外

則是惺惺相惜。郭富城評價王千

源：“千源是壹個非常好的對手

，他可以用很多周邊出現的壹些

細節的東西來表達他的行為、狀

態。”導演也表示：“他們兩個

也在彼此身上找到非常多的互動

跟共鳴。”二人在戲裏是妳死我

活的“死對頭”，在戲外則是互

相欣賞的好夥伴。從拍戲間歇的

花絮可以看出，王千源郭富城互

開玩笑，王千源更是聲情並茂演

繹“過安檢”壹幕，令人捧腹。

電影《破局》將於暑期檔8

月18日上映。

《地球：神奇的壹天》曝終極預告
成龍傾情配音 地球晝夜變換彰顯生命魅力

由成龍配音的電影《地球：神奇的壹天》將於

8月11日領先全球在中國上映，影片的前作《地球

》曾在全球收獲票房超1億美金，迄今為止仍是

BBC歷史上最為賣座的自然紀錄電影。

影片今日發布終極預告片，在晝夜交替中完美

呈現了地球上生機勃勃的壹天——朝陽升起，蜂鳥

開始活動，海鬣蜥睜開睡眼，藪貓吐出舌頭，熊貓

從夢中醒來第壹件事情就是賣萌，隨著太陽升高，

樹懶以超出想象的優雅

劃過水面，體型龐大的

獨角鯨躍出水面，在冰

川間列隊遷徒，白頭葉

猴壹家盡情地享受天倫

之樂，夜幕降臨，蜉蝣

壹閃而過，貓頭鷹精神

抖擻，對於它來說，這

壹天才剛剛開始。地球

如此神奇，天空有飛鳥

掠過，大地上，角馬成

群遷徒，長頸鹿用頭頸

搏擊，動物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地球是我們共同的

家園。在終極預告片中，同樣驚喜的是來自中國的

聲音。嚴歌苓參與創作的中文旁白，成龍的旁白配

音，讓中國觀眾倍感親切。影片的配樂也全程在中

國錄制完成，由壹支120人的管弦樂合唱團現場演

繹，開啟了國際電影配樂在中國大規模錄制的難得

嘗試。自然紀錄片《地球：神奇的壹天》講述了地

球這個幸運星球上的生靈所度過的非凡壹天，伴隨

著太陽的腳步，觀眾的視野將跟隨攝像機從最高的

山川到最遠的島嶼、從野外的叢林到繁華的城市，

共同感受自然的神奇力量。

十年前，BBC地球影業出品的電影《地球》提

供了壹場自然奇觀的盛宴，成為自然紀錄片領域裏

程碑式的電影作品，壹舉拿下超過壹億的全球票房

。十年之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讓《地球：神奇的

壹天》變得更加精彩，技術的進步讓人們能夠看到

更多的自然奇觀，無論是細微還是宏觀，細小到蜉

蝣，巨大到抹香鯨，都有更多精彩故事的呈現。

《地球：神奇的壹天》將於2017年8月11日領

先全球正式登陸中國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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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If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fficial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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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瞭解詳情， 
請今天就 
與我們聯絡。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我們卓越的中文理財 
代表團隊精通雙語， 
無論您處於人生的 
哪一個階段，都可以 
協助引導您，為您客製
符合您需求的計劃。

AIG Financial Network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42

aig.com/chinese
800-899-5069

用您的人壽保險 
實現更多可能 
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主要是為了保護心愛 
之人。但您知道嗎，人壽保險還有許多 
其它用途。

生前福利：

• 補充退休收入

• 具備現金價值，可用於實現其它財務目標

• 可用於支付特定病症的相關費用， 

或獲取生前福利

我們的人壽保險，能夠在您最需要之時 
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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