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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4 米高縱身壹躍 波黑百年老橋上演極限跳水

波黑莫斯塔，
波黑莫斯塔
，第 451 屆傳統跳水比賽在當地著名的老橋上舉行
屆傳統跳水比賽在當地著名的老橋上舉行，
，參
賽選手從 24 米高縱身壹躍跳入水中
米高縱身壹躍跳入水中。
。

法國舉行老爺車巡遊
各式古董車帥氣拉風

德國舉辦女性摩托車節
“粉紅女郎
粉紅女郎”
”炫酷狂野

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
，當地舉行第
當地舉行第10
10屆
屆“穿越夏日巴黎
穿越夏日巴黎”
”老爺車巡遊活動
老爺車巡遊活動，
，
這壹穿越夏日巴黎的活動是“Vincennes en Anciennes”（
這壹穿越夏日巴黎的活動是“
Anciennes”（老文森
老文森
斯）俱樂部組織
俱樂部組織，
，該俱樂部是法國最大的老爺車俱樂部
該俱樂部是法國最大的老爺車俱樂部，
，網羅有世
界各地的汽車品牌、
界各地的汽車品牌
、各式各樣的古董老爺車
各式各樣的古董老爺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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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加盟馬爾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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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盟 PSG 塵
埃落定，
埃落定
，尼馬成
為歷來全球最高
身價的足球員。
身價的足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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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億世紀轉會成交 誓言助 PSG 塑輝煌

尼馬入豪
“門”
萬丈雄心

非常高興能加盟，”
“我
尼馬在這場世紀轉會
上句號。法甲富豪勁旅巴黎聖日耳門

巴西球星尼馬的轉會大戲終於畫

（PSG）4 日宣佈，正式跟尼馬簽約
5 年，PSG 一次過付清尼馬 2.22 億歐
元的買斷違約金費用，成為促成這筆
轉會的重要條件。巴西“天王”也由
此超過法國中場保羅普巴去年加盟曼
聯的 1.05 億歐元，成為世界上最貴
足球員。這位森巴射手指轉會是為尋
新挑戰，誓言要協助新東家贏得一系
列獎盃，證明自身價值。

球員身價近兩年瘋狂炒起
隨着 2009 年阿拉伯富豪曼蘇爾入主
曼城引發銀彈競賽，足球員的身價近年
曼城引發銀彈競賽，
被炒得水漲船高，
被炒得水漲船高
，這一兩年間更動輒出
現 5,000
000萬歐元以上的天價收購
萬歐元以上的天價收購，
，五大最
貴轉會就有3
貴轉會就有
3 宗是
宗是2016
2016或
或 2017
2017年的事
年的事。
。
阿仙奴的雲加和曼聯的摩連奴兩大
英超名帥認為，尼馬的轉會將引發轉會
費和球員工資“通脹”。

■保羅普巴
(左)和 C 朗分
別排名最高
身價榜第 2 及
第4位。
法新社

五大最貴轉會
排名 球員(國籍/位置)

轉會

1

尼馬(巴西/前鋒)

巴塞羅那(西)＞巴黎聖日耳門(法) 2017

2.22億

2

保羅普巴(法國/中場)

祖雲達斯(意)＞曼聯(英)

2016

1.05億

3

加里夫巴利(威爾斯/前鋒) 熱刺(英)＞皇家馬德里(西) 2013

1.01億

4

C‧朗拿度(葡萄牙/前鋒) 曼聯(英)＞皇家馬德里(西) 2009

9,400萬

5

希古恩(阿根廷/前鋒)

9,000萬

拿玻里(意)＞祖雲達斯(意) 2016

提防中暑

上星期當台灣遇上雙颱風襲擊時，香港日間最高
氣溫達攝氏 34 至 35 度，也是歷年來在 7 月份第六高的
氣溫，在這種炎熱並且令人難以呼吸的氣溫下，仍然
有運動愛好者進行戶外運動，包括行山等，但在這種
極端的天氣下，一些戶外或行山人士便可能因為本身
健康和身體情況，又或是事前準備不足而出現中暑，
嚴重者可能因此而危及性命。事實上，每年夏天都發
生因炎熱天氣而導致身體不適或較嚴重的中暑問題，
其中也包括一些長者因為居住在一些冷氣不足或空氣
不流通的住所而引起類似中暑的問題。
中暑主要由於身體長時間暴露在高氣溫環境下而
造成身體過度流汗，但卻又未能適當地補充水分。在
這種情況下，身體的核心溫度可能會升至攝氏 40 度而
造成中暑。中暑的徵狀包括頭暈、神志不清、失去方
向感、輕微頭痛、肌肉抽搐或乏力、作嘔、心跳加
快、呼吸快而淺、出現羊癇、失去知覺等。
當你在高溫的日子例如超過攝氏 30 度進行一些需
要體力的運動，例如行山、跑步、打波，甚至小朋友
在遊樂場玩耍，都要事先做好預防中暑的準備工夫，
例如帶備充足的水或運動飲料，塗上防紫外線的太陽
油、戴上闊邊帽子。對行山人士來說，由於一般行山
路程都超過一至兩小時，必須帶備足夠的食水，如果
行程超過三小時，應該帶些含電解質的運動飲料，並
且在背囊內放置一個冰袋，冰袋內的冰可能幫助降低
體溫。除氣溫外，我們同時需要留意當天的相對濕度
和風力，如果相對濕度高，例如超過 80%，加上沒有
風，那麼身體在運動時升高的體溫便難以散發出去，
流汗也愈來愈多，短時間內體溫便很快上升。因此，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些有關導致中暑的問題然後作出小
心的預防和準備，才不至踏進中暑的陷阱。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主任 鍾伯光

轉會費(歐元)

成事後說：“自從我到歐洲
踢球，PSG 總是最有競爭力
和最具雄心的球隊之一。目
前最大的挑戰及激勵我和隊
友的是幫助球隊贏得各種冠
軍。”今年 25 歲的巴西足球
“天王”續道：“PSG 的雄
心、熱情及活力吸引我到這
裡，我在歐洲踢了 4 個賽季，
我認為已準備好迎接挑戰。
我將竭盡所能幫助新的隊
友，為球會開創新的局面，
為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球迷

帶來歡樂。”
尼馬 4 日晚在 PSG 新聞
發佈會正式亮相，他澄清若
為錢轉會大可選擇“其他國
家的聯賽”，至於對被指不
甘當美斯配角，他強調正因
為視美斯為偶像當年才加盟
巴塞，“很傷心有球迷這樣
想我，希望這只是少數
人。”對於為簽下尼馬不惜
豪金比舊世界紀錄高出一倍
的 2.22 億歐元轉會費， 以及
為對方開出比他原先在巴塞
羅那高出兩倍的 3,000 萬歐元
年薪。

MSN 創生涯巔峰 三因由出走巴塞？
2009 年，17 歲的尼
馬在老球王比利的母隊
山度士開啟了自己的足球
生涯，在那裡他贏得南美
自由盃及巴西盃冠軍。
2013 年，巴塞羅那斥資 5,
710 萬歐元簽入尼馬。4 年
來 ， 巴 西 前 鋒 186 次 上 陣
105 度破網，隨隊兩奪西甲
聯賽錦標、三捧西班牙盃及
贏得一次世界冠軍球會盃桂
冠。還有 2015 年歐聯決賽，
尼馬在補時為巴塞鎖定勝局，
以3：1擊敗祖雲達斯奪冠。
自蘇亞雷斯 2014 年加盟巴
塞，美斯、蘇亞雷斯和尼馬組成
令敵衛聞風喪膽的 MSN 恐怖鋒
線，三個賽季合力狂入364球，其
中尼馬佔90球、美斯153球、“蘇

神”121 球。不過，令尼馬萌去意
的其中一個原因，MSN這名字相信
亦是其中之一。
25歲的尼馬共代表巴西國家隊
上陣 77 次，攻入 52 球。作為目前
的森巴王牌球星，尼馬完全有力擔
任進攻核心，比如上屆歐聯 16 強
他導演了次回合大勝 6：1、總比數
以 6：5 反勝 PSG 的驚天逆轉；而
在美斯受傷時他亦曾扛起球隊的進
攻大樑。但偏偏在巴塞他卻需要給
美斯長期擔當副手，在戰術上作出
一定犧牲。
尼馬轉會的第二個原因相信離
不開錢，PSG 為他開出 3,000 萬歐
元年薪，由於美斯在續約後年薪已
增至 3,000 萬歐元，巴塞不大可能
再給尼馬同樣的數額。第三個原因
是 PSG 的雄心，卡塔爾體育投資

理文簽韓國奧運腳誓突
破平凡

■理文全隊上下齊見傳媒
理文全隊上下齊見傳媒。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港超聯賽二年生理
文，於新賽季簽入重量級外
援韓國前奧運腳孫民哲，聯
同老大哥佐迪坐鎮，誓要突
破平凡。
除再獲傑志借出射手佐
迪外，到埗兩天的韓國前奧
運腳孫民哲成為理文新一季
焦點人物。這位現年 30 歲的
中堅，短短兩課操練，已令
理文教練組讚不絕口。教練
林慶麟、資深教練顧問陳鴻
平都認為：孫民哲用波、場
上經驗和球賽閱讀力都非比
尋常，聯同佐迪可成雙劍合

PSG 主席艾卡拉菲相信
尼馬的到來將可幫助球會取
得更大的成就，還大膽地認
為尼馬“兩年後的價值”必
比2.22億“翻一番”！
尼馬較早時間則透過前
東家巴塞羅那的官方社交網
平台發文向球迷告別。他表
示，在巴塞“贏得所能征服
的一切，並度過許多難忘的
時刻”，但作為一名運動
員，現在他“需要新挑
戰”。他感謝巴塞球迷 4 年來
的厚愛，並表示巴塞將“永
在我心”。 ■新華社/法新社

■韓國前奧運腳孫民哲
韓國前奧運腳孫民哲（
（左）加盟
加盟，
，倍
受注目。
受注目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璧之勢帶領球隊走向勝利。
而佐迪亦有信心可與新外援
擦出火花。
孫民哲曾在 2012-13 季
度當選印度甲級聯賽“最有
價值球員”。2011 年獲日本
關東聯賽選為最佳第 11 人。
出生日本京都卻在日本接受
韓國教育，於2007年入選韓
國 23 歲青年軍，2009 効力
琉球FC展開職業生涯。
理文 5 日下午舉行開季
記者會，球隊再以 1,000 萬
港元投資重整軍容。班主李
文恩表示：“理文的宗旨是
培訓青年球員，希望有朝一

日代表香港出賽。
至於今屆同樣投資千萬
港元，則是期望能在四大錦
標賽晉級次圈甚至進入決
賽，超聯望入前五名！另外
以將軍澳為主場以擴展地區
影響力。”
9 日將拉球隊到泰國集
訓一星期，為新球季做最後
備戰。其間會進行三場熱身
賽，先後友賽芭堤雅聯、春
武理和泰國海軍。領隊馮嘉
奇指：“今季球隊將由領隊
制定訓練，教練負責執行。
希望可以把外國訓練元素和
文化帶到香港。”

2011 年成為 PSG 大股東後瘋狂以
高價招兵買馬，法甲聯賽成就四
連冠，惟歐聯最遠也只走到 8
強，去季更被摩納哥搶當了法甲
盟主。今次一擲鉅資買尼馬，
足顯要做歐洲王者的野心。
■新華社

■尼馬(中)、美斯(左)和蘇
亞雷斯贏得 2015 年世冠盃
獎盃。
美聯社

港大專男籃邀請賽 理工全勝晉級

鍾伯光
專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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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踏入
暑假學界體壇愈見熱鬧，由運動品牌Jordan Brand 主辦的大專籃球邀請賽 5 日完
成分組賽階段的較量，衛冕的香港理工大
學以全勝姿態晉身8強。
近年香港學界籃球在資源增加下水
準有所提高，今屆賽事更不乏甲一球星參
加，戰況十分激烈。
上屆冠軍理工大學陣中有黃律堯、
梁兆華及蔡再懃等甲一球星。雖然今仗
只有黃律堯上陣，不過已足夠大勝一
場，以 87：42 擊敗恒生管理學院 6 戰全
勝出線。
取得 26 分的林俊光表示能夠在大學
生涯繼續籃球夢十分高興：“學界賽是
運動員生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能夠在
大學仍能與隊友一起並肩作戰，為籃球
努力是很好的體驗，畢竟畢業後還能否
繼續投身籃球尚是未知之數，很感激這
項賽事讓我們延續籃球夢。”
大專籃球邀請賽7日進行8強賽事，
出線的8支球隊為理工大學、教育大學、
城市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中文大
學、職業訓練局及公開大學。而決賽將於
9月3日在香港修頓室內場舉行。

■理大的黃律堯
理大的黃律堯（
（中）獨取
獨取8
8 分和
分和6
6 助攻
助攻。
。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 攝

A2

芝加哥僑社
CA4
2
星期五 2017 年 8 月 4 日 Chicago Chinese 星期日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News 芝加哥時報
2017 年 8 月 6 日
Sunday,
August 6, 2017

在美國看天下 天下皆是新聞‧新聞另有天下 李著華觀點
資深總主筆/李著華

facebook.com/ChicagoChineseNews
newslee100@gmail.com

李著華臉書 www.facebook.com/danny.lee
閱讀李著華每天最新的世界觀點請登入 微信公眾號:芝加哥資訊網
chicagochineseweixin

歷史性的""母親路
歷史性的
母親路""將會從芝加哥消失嗎
將會從芝加哥消失嗎??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缺乏預算，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
因為美國聯邦政府缺乏預算，
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母親路
母親路""
(Mother Road)即將從地圖上消失
Road)即將從地圖上消失。
。因為
因為""母親路
母親路""上有太多可歌可泣的
故事，
故事
，所以長久以來
所以長久以來，
，美國許多的文學家與藝術人沿著這條蜿蜒曲折
的麥田道以及森林樹叢的路上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的麥田道以及森林樹叢的路上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讓這樣一
個深具意義，
個深具意義
，象徵
象徵""母親
母親""的公路從美國的公路景觀中消失
的公路從美國的公路景觀中消失，
，必將是美
國人所犯下的一個不可彌補的謬誤和傷痛，
國人所犯下的一個不可彌補的謬誤和傷痛
，就讓我們一起為這一位
就讓我們一起為這一位""母
親"祝禱吧
祝禱吧！
！
這一條公路之所以被稱為"母親路"，是因為早
年在經濟蕭條時期，這條坑坑疤疤的公路帶動了
就業，幫助重振了美國的經濟，造就了許許多多工
作的機會，許多人就是靠著修復這條公路而謀得

一份工作，所以這一條公路成為養育他們的"母親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一條公路也
成為運送軍事物資的必經之路，此外，由於早年的
時候美國中部鬧旱災，多人為了逃難而沿著這條

公路向西行，所以這條路
就成為他們逃命求生的"
母親".............
正是因為"母親路"上
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所以長久以來，美國許多
的文學家與藝術人沿著這
條蜿蜒曲折的麥田道以及
森林樹叢的路上創作了許
多膾炙人口的作品，真的
很難令人想像，一條公路
能夠蘊育出那麼豐富的美
國文化、文學、音樂和電影
的藝術，為了這條"母親路
"，聯邦政府曾經以不同的專案和不小的款項來從
事修復的工作， 根據統計，在過去的 16 年裡，
這些專案已經在向約 150 個小項目投放了 200 萬
美元的資金，並向當地的保護組織提供了 330 萬
美元的配合款資金支援，所以在各州的"母親路"
上具有特色的汽車旅館、小餐館和大雕塑等一些
極富特點的事物都進行了修繕的工作。不過美中
不足的是，由於經費捉襟見肘，聯邦政府已經沒有
預算再對一些小鎮上面的道路進行修復和保護，
政府也已經決定修繕計畫將會在 2019 年被廢止，
這又使得"母親路"的未來面臨著消失無影的慘境
。

現代人真是很現實、也很殘酷的，他們忘了自
己的先人對這條路的濃郁感情，他們即將背棄他
們自己的"母親"，讓這一條充滿了歷史遺跡的公
路在歷史上消失，試想想看，對於一條公路的整修
，並不是什麼大動干戈的工程啊，聯邦政府如果沒
有錢，民間人士就不能夠籌集資金來修復嗎？社會
上的大慈善家，諸如微軟的比爾‧蓋茲、股神沃倫
‧巴菲特等人經常對社會進行大款項的樂捐，造
福世人，不過他們捐獻的對象幾乎都和醫療救濟、
社會服務和教育文化相關，為什麼對於這樣一條
具有特殊意義的"母親路"卻卻不願意伸出援手呢
？！或許是因為我們的聯邦政府根本就沒有把"母
親路"的困境主動的告知這些慈善家，否則我不相
信他們會眼睜睜的看著這一條孤苦無辜的"母親
路"死亡而無動於衷的！
日前有一個非營利組織 Landmarks Illinois 已
將這一條母親路列為十大瀕臨消亡的地點之一，
這意味著，如果聯邦政府不願意撥出特別的款項
在各州修復和保護這條破碎的道路和沿路上具有
地標性建築的話，"母親路"從此將走入歷史，讓這
樣一個深具意義，象徵"母親"的公路從美國的公
路景觀中消失，必將是美國人所犯下的一個不可
彌補的謬誤和傷痛，就讓我們一起為這一位"母親
"祝禱吧！

傳承芝加哥李氏公所的香火
現實

芝加哥的傳統僑社正如同美國的其
他城市一樣，
他城市一樣
，都面臨著逐漸老化而
青黃不接的窘境，
青黃不接的窘境
，由於下一代的華
裔子弟們已自然而然的融入了美國
的社會，
的社會
，而沒有意願到傳統僑社來
。我們芝加哥李氏公所頒發獎學金
真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藉助於舉辦
這一項活動，
這一項活動
，來拉近華裔子弟們與
公所的關係，
公所的關係
，讓他們到公所來多結
識一些李氏族裔，
識一些李氏族裔
，以敦睦宗親
以敦睦宗親、
、相
互切磋學習，
互切磋學習
，並且能夠發揚李氏的
傳統精神以及中國的倫理道德，
傳統精神以及中國的倫理道德
，換
句話說，
句話說
，也就是希望他們有朝一日
能夠傳承李氏公所的香火，
能夠傳承李氏公所的香火
，所以我
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啊......
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啊
......
芝加哥李氏公所今天分別在公所的禮堂
以及風光明媚的密西根湖畔舉行了一個溫馨
歡樂的頒發獎學金以及夏季聯歡會的活動，李
洪藝與我兩位今年的李氏公所主席、李國雄和
李源石兩位今年的議長，以及全美李氏公所美
東總長李本安一起為芝加哥地區今年傑出的
應屆畢業生李氏後裔頒發了獎學金，非常的具
有意義，芝加哥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也親臨了
現場，與我們芝加哥的李氏宗親一起度過了一
個溫馨和諧的暑假時光。
李氏在芝加哥是數一數二的大姓，由於早
期李氏公所族人的篳路藍縷，艱苦開創，在芝
加哥的中國城的黃金地帶旺區擁有了自己的
樓房產業承租給華埠商家，所以我們平時在舉

辦各項活動的時候，經費不虞匱乏。
李氏宗親在本地主流社會和華人社區人才
輩出，各行各業都有頭角崢嶸的李氏族人，我
們李氏公所的前任主席就是捐出自己產業給
芝加哥華埠博物館作為館址的華裔企業家李
秉樞，而擔任過芝加哥市政府副幕僚長的李雙
振也是我們的前任主席，其他的還包括芝加哥
香港會的創會人李德明等等都為李氏族人，這
些年來他們對芝加哥李氏公所的大力支持和
贊助是我們李氏公所能夠成功舉辦各項活動
的主要動力。
今年的頒發獎學金活動是知由我們李氏的
青年部來策劃和籌備，部長李格美年輕有為，
做事非常有幹勁，他也是我們李氏公所今年的

十三位執行委員之一，為了舉辦這一次的活動
，他的確花了相當多的心思和時間，他成功的
召集了相當多李氏青年部的成員來準備這一
次的活動，充分的展現了李氏下一代的青春與
活力。
其實芝加哥的傳統僑社正如同美國的其他
城市一樣，都面臨著逐漸老化而青黃不接的窘
境，由於下一代的華裔子弟們已自然而然的融
入了美國的社會，除非他們的父母親刻意有心
的教育他們學習中文與中華文化，並且帶著他
們來到公所參加各項活動，否則他們是不會主
動的到公所來的。
我們芝加哥李氏公所之所以每年舉辦一次
頒發優秀獎學金的活動雖然是在於鼓勵李氏

子弟學業有成，並期勉他們再接再厲, 將來無
論繼續深造或工作就業都有成就外，然而真正
最主要的目的則是希望藉助於舉辦這一項活
動，來拉近他們與公所的關係，讓他們到公所
來多結識一些李氏族裔，以敦睦宗親、相互切
磋學習，並且能夠發揚李氏的傳統精神以及中
國的倫理道德, 換句話說，也就是希望他們有
朝一日能夠傳承李氏公所的香火，所以我們的
期望值雖然很高，但是想要達成目的，卻是很
難的，不過，我們既然已經年年都在做了，那也
就心安理得了！

芝加哥的麥當勞叔叔又發了﹗
芝加哥的麥當勞叔叔又發了
﹗

勞“快速服務系統”的概念早已經被人 堪言,但是由於這一次成功的飲料促銷和三明
治等產品大受客戶的歡迎，所以麥當勞又見新
的生機，再次穩坐全球速食業霸主的地位，指日
可待，從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速食店所要經營
的項目恐怕除了漢堡，薯條，雞肉片,培根滿福
洶的打出 99 仙一杯咖啡與麥當勞正面 堡加蛋,麥香雞塊,沙拉蔬菜之外,更要多元與多
長久以來麥當勞一直是世界上最大，也最成 。
交火，當然其他的速食店也都以麥當勞為首要
樣化了!
功的速食連鎖企業典範, 在全球六大洲一百一 由於麥當勞走在速食連鎖企業之先,以「簡單化
的攻勢目標
，
讓這位麥當勞大叔腹背受敵
，
苦不
十九個國家擁有三萬兩千五百家分店左右，這 」
（simplification）、「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和
個商業品牌，就像可口可樂（Coke），耐吉球鞋 「專業化」
（specialization）3 S 的經營理念快速的
（Nike）與豐田汽車（Toyota）一樣，家喻戶曉,世 發展,走向全美國和全世界，除了本身具備了優
界 馳 名，屢 次 被 權 威 的 "R&T 餐 館 與 機 構 " 質的企業條件外，更重要的, 該企業特別重廣告
（Restaurants & Institutions）評鑑名列為世界 400 行銷,文宣做的特別成功，例如“我就愛它" ( I'm
大餐飲連鎖企業榜首，但是這些年來麥當勞的 Lovin's it ),“ 每一刻都是歡笑的”(Every time a
經營出現了危機, 無論是營業額與獲利額都是 good time)，"美好時光美味共享" ( Good time,
每下愈況, 所以更換執行長勢在必行,那是麥當 great taste , that's why this is our place) " 歡聚歡
勞改善盈利情況計畫的一部分。.
笑每一刻 ( Every time a good time )等等的口號
在美國，麥當勞這些年來面臨更多新的有 就是透過了廣告的大力宣傳而讓人記憶深刻,
力競爭者，再加上經濟情況不佳因此表現疲軟， 他們不但可以為了推廣一個 99 仙的漢堡包的
在亞洲,尤其是台灣則被食品安全問題的陰影 產品而花費一千萬美元來做宣傳廣告，他們更
籠罩,所以麥當勞也深受其害,這幾年來，美國的 愿意以更多的錢來做公益活動，來回饋社區，也
麥當勞都不停有大動作出現，可見這個速食連 正是因為麥當勞具有這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鎖業巨頭目前正面臨著多大的挑戰,不過前年 3 社會”的回饋概念而使得大家心悅誠服的說
月新上任的執行長史蒂夫布魯克(Steve Easter- “I'm Lovin's it”
！
brook) 頗樂觀,他宣佈麥當勞將改變新的措施
不過,當高價位的餐館不能當道的時候, 速
和促銷活動，史蒂夫布魯克想努力讓公司轉型, 食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由於競爭者過多,麥當

世界總部位於芝加哥西郊橡樹溪市（Oak Brook）
世界總部位於芝加哥西郊橡樹溪市（
Brook）的"麥當勞速食企業集團
麥當勞速食企業集團(McDonald
(McDonald’
’s)
s)日前
日前 學走而一點都不稀奇, 而且戲法人人
鄭重宣布,,由於飲料促銷的成功和三明治等產品大受歡迎
鄭重宣布
由於飲料促銷的成功和三明治等產品大受歡迎，
，今年該公司第二季盈利 13 億 9 千五百 會變, 別人變得更為巧妙, 同時更在價
萬美元，
萬美元
，較去年同期的 10 億九千三百萬美元增加了 27
27..65
65%%，股價上漲了 4.75
75%%，前景非常美好
前景非常美好，
， 錢上與麥當勞火拼,就連咖啡和甜甜圈
連鎖店企業 Dunkin' Donuts 也來勢洶
這也是麥當勞更換執行長以來傳出來的最大捷報！
這也是麥當勞更換執行長以來傳出來的最大捷報
！

6

香港娛樂
娛樂頭條

文匯娛樂

■責任編輯：吳敏怡

2017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星期日

2017 年 8 月 6 日

慶全） 為紀念粵劇一代宗師

Sunday, August 6, 2017
■左起：楊天
經、陳寶珠、
梅雪詩一齊出
席紀念林家聲
活動。

■吳美英表示
從聲哥身上獲
益不少。
益不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美南版

林家聲博士逝世兩周年，5 日

C5

■ Eason 拍
新歌《海
膽》MV
MV。
。

起一連兩日假香港演藝學院
賽馬會演藝劇院舉行兩場
《林家聲博士紀念會》，紀
念會由香港演藝學院及“林
家聲慈善基金”合辦，曾與
聲哥於伶、影兩界合作過的
拍檔及後輩，包括陳寶珠、
梅雪詩、尹飛燕、吳美英及
楊天經均有出席一同懷念值
得尊敬的聲哥。梅雪詩表

Eason 視唱《海膽》為大挑戰

示，她至今難忘聲哥，更有
幸獲偶像親自指點演出。

幸得偶像親自指點

梅雪詩難忘

聲哥教演《紅樓夢
紅樓夢》
》
今次紀念會已是第二年舉辦，
除了嘉賓分享與聲哥過去的

生活點滴外，席間亦播放了聲哥於
舞台演出的珍貴片段，讓聲迷重溫
聲哥於舞台上的風采。陳寶珠與兒
子楊天經及梅雪詩一同到來。在阿
嗲梅雪詩心目中，聲哥同樣是位很
令她尊重的前輩，記得在雛鳳鳴到
慶鳳鳴劇團時，聲哥都不厭其煩去
教導她，她還曾經有幸到聲哥家中
親獲其指點，阿嗲說：“聲哥真的
■林家聲妹妹
林家聲妹妹、
、楊天經
楊天經、
、陳寶珠及阿嗲齊合 很好，很值得尊敬，我好喜歡看他
演出，他是我偶像之一！”問到聲
照。

哥教授了她什麼？阿嗲說：“很多
細微的事，也記不起了，因當年我
也有做過他的戲，例如他有教我演
《紅樓夢》！”阿嗲表示轉眼間聲
哥已離開兩年，她實在好懷念聲
哥，至今難忘！

寶珠姐尊敬聲哥藏心坎
寶珠姐表示自己不會上台作分
享，只會在台下以觀眾身份去看，
到來是對聲哥的一份尊敬。
寶珠姐說：“我心𥚃 很尊敬聲
哥，他是很值得尊重的前輩，一位

好好的前輩！”而聲哥給寶珠姐留
下不少深刻印象，最記得在他臨走
之前一年，自己與兒子及新抱到聲
哥家陪他外出吃飯，當時見他非常
開心。
至於天經從小已視聲哥為偶
像，經常跟媽咪去看聲哥演大戲，
還特別要入後台見 uncle，也像對
媽咪一樣，每次聲哥演出前，他就
拖聲哥出場，演出完他又帶聲哥
回後台，天經說：“當年拿到個後
台證隨意出入，真的很矜貴，又很
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陳奕迅(Eason)日前推出兩首國語新歌《海膽》和《誰來
剪月光》，其中《海膽》MV 6 日推出。
最近 Eason 忙於籌備即將在 10 月推出的全
新國語大碟，新歌陸續面世的同時，更忙於擔
任內地音樂節目《中國新歌聲》第二季的星級
導師。雖然如此，他都特地抽了一天時間拍攝
《海膽》MV，自己作為 MV 的唯一主角，親
自將男人的情懷和內心世界呈現出來。這次
《海膽》MV 採取簡約風格，取景傢具店，整
個環境主要是以木材為主，配合柔和光線，畫
面唯美得來不失 Eason 調皮的特性。
MV 拍攝過程輕鬆愉快，Eason 貫切他的
有趣作風，即場加入自創元素，當中包括浮誇
鬼馬表情、大笑，甚至抹地板。Eason 的隨意
發揮，正正令 MV 變得生活化和表現出男人心
聲。雖然是次 MV 拍攝順利，不過錄音過程就
花了一段時間，Eason 表示：“唱《海膽》是
很大的挑戰，我唱了很多次，唱完以後隔一段
時間又再唱，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而且是
有持久性的一首歌。”

■幾經辛苦
幾經辛苦，
，陳浩民一
家終於影到大合照。
家終於影到大合照
。

吳美英只唱一曲不夠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
由粵劇名伶龍貫天、尹飛燕、吳美
英和吳仟峰等 19 位大老倌演出的
《粵劇寶典紅館巨星匯演唱會
2017》 4 日 晚 順 利 於 香 港 紅 館 演
出，吸引大批年長一輩的劇迷入
場。眾老倌在整晚三小時多先後演
出十首經典劇目，出品人丘亞葵希
望今後每年能辦一次粵劇盛事。
吳仟峰和吳美英負責獻唱《李
後主之去國歸降》，二人也贊成大
會一年一度搞粵劇騷，如檔期適合
必定答應演出。吳美英表示紅館觀
眾人數多，令她演出也感緊張和刺
激，同時大讚一班樂手全晚不休息
連續演奏。
笑問只唱一曲會否不夠喉時，
她笑道：“都會的，因為要限住時
間，所以曲目上有濃縮，雖然不用

穿戲服看似較輕鬆，但女士們要穿
高跟鞋也不容易。”

尹飛燕望每年搞一次大型粵劇騷
龍貫天和尹飛燕就演出曲目
《孝莊皇后之密誓》，龍貫天騷後
要趕返內地工作未有參與慶功宴。
尹飛燕也跟吳美英一樣笑言唱得不
夠喉，但因為要顧及多個單位演

出，每首曲目都有濃縮增強節奏
感，也讓觀眾容易有共鳴。她說：
“其實拍檔龍貫天很緊張，因為我
們已多年沒有合唱此曲，所以之前
都要抽時間一起練曲。”尹飛燕也
贊成每年搞一次大型粵劇騷，正如 4
日晚能集合香港和內地的粵劇演員
同台演出，是一件很難能可貴的經
驗和嘗試。

■吳仟峰和吳美英負責獻唱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
■龍貫天與
尹飛燕落力
演出。
演出
。

陳浩民等無綫召喚回巢拍劇

■眾老倌演出完畢齊齊慶功
眾老倌演出完畢齊齊慶功，
，場面熱鬧
場面熱鬧。
。

莊思明性感打扮男友有微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首
位將卡拉 OK 文化引入香港，人稱 Apple 姐的劉麗萍繼去年創辦帝皇娛樂集
團後，5 日再宣布成立“帝皇星演藝達
人學院”，招攬 30 位導師為有意入行
的老中青朋友提供訓練，藝人莊思明
（Lisa）、陸詩韻、黃建東和敖嘉年等
亦有前來支持。
出任校董一職的 Apple 姐透露成立
學院目的是想培訓更多有潛質的演藝人
才，他們集團現有娛樂公司、經理人公
司、製作公司等，會從優秀學生中挑選
人才加入。陸詩韻笑言未夠班做導師，
雖然以前曾分享過面試空姐的心得和教

儀態班，但要正式做導師還是應付不
來。月底將接拍新片的她，表示要學
MMA 和巴西柔術，因為角色是特種部
隊成員，有不少動作場面，稱不擔心拍
動作戲受傷，反而會視為一種珍貴回
憶。
莊思明穿闊身恤衫跌膊亮相，她笑
言男友楊明曾對她的性感打扮有微言，
笑道：“他常問我做什麼？好熱嗎？的
確近期天氣是很熱。”笑指楊明思想保
守時，Lisa 又維護他道：“他某方面是
幾傳統和保守，但他這樣問我都是證明
他緊張我。”
喜歡唱歌的 Lisa 表示有意與孖生姐

■劉麗萍宣布成立“帝皇星演藝達人學
院”，藝人莊思明、陸詩韻、黃建東和
敖嘉年等亦有前來支持。
姐莊思華組合唱歌，日前被大家姐莊思
敏取笑其歌聲是來自地獄的聲音，Lisa
反擊道：“我請了老師來家中教唱歌，
她聽到的是未開聲的聲音，其實她的音
域才是異於常人，我會形容是很低
沉。”

■黃建東和緋聞女友
瑪姬大方合照。
瑪姬大方合照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無綫懷舊
音樂節目《流行經典 50 年》4 日晚進行錄影，
嘉賓包括陳浩民、露雲娜、林一峰、唐韋琪
等，陳浩民更偕同太太及三個仔女進電視城。
三個小朋友去到錄影廠外，表現雀躍四圍走，
陳浩民本想叫停仔女企定定給傳媒拍照，但他
們只聽老婆話，故花了一段時間才齊人影到全
家福。
陳浩民雖離巢多時，但坦言仍當無綫是娘
家，一直想帶家人來看其工作過的地方，畢竟
自己青春都放在這裡，每個角落都留下了不少
手毛、腳毛，所以今次亦帶仔女去過餐廳、服
裝間及化妝間跟舊同事打招呼，他也表示想回
來拍劇，他說：“在等一聲召喚，就即時回
來！”
陳浩民於節目中大唱兒歌《寵物小精
靈》，他笑言這首歌得過金曲獎，可是現在的
小朋友都不懂唱這些歌了。又會否回香港樂壇
出廣東碟？他笑指自己的廣東話比普通話好，
但一直找他出唱片的人都是要他出國語碟，所
以多年來都只在台灣出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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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傑倫兒子英文名曝光
大吐苦水：養小孩好累
周杰伦 2 日出席公益篮球活动，
他今年二度当爸，开始体验到“超级
奶爸”的辛苦，直喊：“跟小孩相处
很容易，但养小孩真的很累！”表示
时常睡眠不足，虽然玩游戏时 hathaway 会安静，“但每几个小时就要起
来喂呀，有时半夜都不睡觉，要哄一
个另一个就会吃醋，狗也会叫，就发

疯了！”
昆凌刚生下第二胎，晚上孩子们
哭闹，周杰伦笑说晚上不能睡觉，两
个小孩跟爱狗都会争风吃醋，他笑说
怕吵到邻居，有记者调侃豪宅大也会
吵到？周杰伦笑说：“是还蛮大的。
没有啦，还是怕吵到别人。”他公布
二宝的英文名字是“Romeo”，原因

是很喜欢以前莱昂纳
多演的《罗密欧与茱
丽叶》，希望儿子未
来可以像罗密欧一样
浪漫，但不要花心。
至于中文名字，
周杰伦笑说还没取好
，“就一定要姓周啦。”
名字也希望有夏天的“夏”字，
现在小周周已经会跟弟弟吃醋，“不
管谁抱她都要抢。”周杰伦与刘耕宏
出席活动，刘耕宏被问有传授爸爸经
吗？
他说：“在第一胎就传了，现在
还在吃跟睡的阶段，就是陪伴。”

林誌穎黑帽白衣現身機場
實力詮釋“逆生長”
8 月 2 日，林志颖现身桃园机场。只见林志颖头戴黑色棒球帽，身
穿白色 T 恤，虽然已经 43 岁但林志颖皮肤紧致，一番休闲打扮也是清
新范十足，实力诠释“逆生长”。他在机场与一位头戴红帽的女助理
等待前去值机的工作人员，林志颖一直与该助理热聊，亲和满满，眉
眼之间也是尽显笑意。
今日，林志颖和陈若仪也分别在网上晒出带着 Kimi 一家三口在海
边度假的照片，相当有爱，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趟行程呢？不过，这
次并没有看到一家三口出行的画面，也是让人倍感惋惜呀！

辣媽 Ella 回歸工作
直言：
直言
：完全不想兒子
近日，綜藝節目《蒙面唱將猜猜猜》在嘉興
舉行發布會。在上壹季中，被網友稱為“四大門
神”的陶晶瑩、巫啟賢、大張偉和 Ella 將繼續坐
鎮。產後復出不久的 Ella 則表示自己完全不想兒
子，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會掉幾滴眼淚。而
升級當媽的 Ella 被問及會不會想念兒子時，竟然
表示“完全不想”，她補充：“因為這個節目太
好看了，我在當中好好地聽他們唱歌的時候，渾
然不知，沈浸在其中，不會去想其他太多。”

陳喬恩深夜發文稱愛是克制

網友：戀愛了嗎？

林誌穎用航拍分享海邊夕陽

手握遙控器專註認真

8月
3 日，林
志颖晒出一组在海边的照片，配文：“用航拍分享夕阳。”照片中的
林志颖坐在海边的石滩上专注摆弄著航拍遥控器，半个日头已经沉入
海中，景色很美。这条微博下，网友纷纷留言：“不来一张面部近景
大写真？”“又是啥高科技？夕阳真是美！”“好美的景色，航拍技
术真好，求视频！”

8 月 3 日凌晨，陈乔恩在
微博上分享爱情心得：“喜
欢是放肆，而爱是克制。很
久以后，我才懂这句话。”
并附上了三张在海边的照片
。照片中，陈乔恩头戴宽檐
帽、身着一袭红色长裙在海
边漫步，美艳动人。陈乔恩
的恋情一直扑朔迷离，这次
深夜分享爱情感悟又引发网
友的热议。网友们纷纷评论
道：“我知道你肯定是有喜
欢的人了！”、“这是要公
布恋情的节奏吗？”、“好
浓烈的恋爱感觉哦！”、
“这是真的恋爱了吗？”

伊能靜曬女兒與秦昊生活日常

父女互動溫馨有愛
8 月 3 日晚，伊能静晒小米粒和爸爸秦昊的
生活日常视频，并写道：“秦米粒，你知道依依
不舍了吗……”视频中，小米粒粉嘟嘟的脸蛋，
蹒跚的步伐，跟着爸爸逛街、在超市挑选自己喜
欢的物品，对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在爸爸结实
的手臂上飞高高，享受来自爸爸的喂食，当爸爸
做运动时小米粒也在旁边比划，非常的可爱，画
面温馨幸福，令人羡慕。
此段温馨视频曝光后，惹得网友纷纷围观并
留言称：“看完短暂的视频感觉很享受，很温馨
、很幸福的一家人。”“喜欢你的微博，有生活
气息。”“幸福莫过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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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戰狼 2》學習如何碼
學習如何碼“
“賭局
賭局”
”
吳京靠“
吳京靠
“朋友圈
朋友圈”
”搞定 20 多家出品方

去年暑期檔，《戰狼 2》未拍先保，8 億高價保
底讓北京文化和《戰狼 2》都被推到了質疑的風口
。如今，首周末未完就已經提前宣告“勝利”，不
僅如此，如今《戰狼 2》的逆天票房表現讓身後所
有出品方幾乎都宣告著勝利。電影背後的出品方北
京文化、捷成世紀、橙子映像背後的股東光線傳媒
在《戰狼 2》上映後股價都有所漲幅。
隨著《戰狼 2》徹底“激活”軍事動作片的票
房空間，未來可能會刺激更多的巨頭參與到此類型
的投資當中，吳京的《戰狼 3》不僅會讓吳京賣房

拍片成為過往，或許還會引發資本的瘋狂追逐。
2015 年，吳京執導的《戰狼》是當時國內首部
3D 軍事動作片，並且壹舉拿下了 5.45 億的票房成績
。但這樣的成績背後是吳京的“搏命”，除了在電
影拍攝上堅持動作場面的“實拍”和吳京慣用的
“實打”外，吳京賣房投資同樣具有“搏命”的成
分。
畢竟當時軍事動作片尚未完全打開市場，而主
旋律的標簽更讓其處於壹個絕對的弱勢。所以，電
影不光在明星吸引力上不足，在資本吸引力上更是

如此。由此看出，吳京“舉家投資”的背後或許是
資金短缺的無奈。
根據貓眼和天眼查的數據和資料顯示，《戰狼
》的出品方和聯合出品方共計 11 家。11 家公司中的
6 家都歸結於吳京+呂建民+鄧浩+關海龍的旗下，這
占據著《戰狼》投資的“半壁江山”。
在 2015 年該類型尚未“拓荒”之前，資本的謹
慎完全可以理解。但 2015 年，《戰狼》已經在市場
證明了其票房吸引力，但是在吸引投資方面《戰狼
2》似乎並不順利。

在百度百科的資料上顯示，《戰狼》的制作成
本為 1200 萬美元，然而全面升級的《戰狼 2》其最
初的成本預算是 8000 萬人民幣（隨後嚴重超支，漲
至 2 億）。從中可以看出，《戰狼 2》並沒有因為
《戰狼》在影市的成功突圍獲得資本的瘋狂追逐。
吳京+呂建民+鄧浩+關海龍組建的《戰狼》
“朋友圈投資系”依舊出現在《戰狼 2》當中，四
位法人旗下的公司均參與到了《戰狼 2》的出品。
《戰狼 2》的出品方和聯合出品方共計 14 家，上述
四人旗下 5 家公司參與其中。並且新增加的捷成世
紀文化產業集團對外投資了鄧浩的星紀元影視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其實同屬於“鄧浩系”。
另外壹家公司是霍爾果斯橙子映像傳媒有限公
司，它的母公司是天津橙子映像，而天津橙子映像
的大股東是鄧超旗下的上海慧形慧影影視文化工作
室，二股東則是北京光線傳媒。鄧超和吳京關系十
分緊密，不出意外這是吳京“朋友圈”的又壹投資
人。
從中可以看出，吳京兩部《戰狼》其投資核心
成員均出自於“朋友圈”，據悉《戰狼 2》的最大
保底方北京文化，其董事長宋歌也和吳京私交甚好
。吳京用其 20 多年的圈內資源對《戰狼》進行投資
，壹方面體現了吳京的人脈，但更多的則是軍事動
作片依舊不被資本青睞的尷尬。
如今，《戰狼 2》在影市驚人的爆發力或許才
會真正成為《戰狼》系列的資本轉折點，《戰狼 2
》如今的票房大爆或許才成為了資本真正願意看到
的“模板”。未來，無論是吳京有望打造的《戰狼
3》還是其他軍事動作戰爭片，都有可能在資本層
面獲得更多的關註。

霍建起愛情新片《如影隨心》開機

陳曉搭檔“女神”杜鵑
冠軍伉儷何姿秦凱首觸電

曾經執導過《那人那山那狗》的
霍建起認為這次拍攝將是自己追隨內
心的作品，他將通過《如影隨心》首
次嘗試都市愛情題材，影片的劇本準
備周期也長達七年。霍建起向媒體談
到他的拍攝初衷：“年輕人的生活就
像萬花筒，能折射出各個方面，希望
大家再看完我這部電影之後，年輕人
能喜歡，能受到啟發。”
據悉，霍建起親自從 9000 余位試
鏡演員中選中王嘉、趙震、龐奕欣、
馮波、孫毓晗、謝元鵬、葉芝妤、楊
星海等銀幕新秀出演本片。而曾經在
賽場上演浪漫求婚的體壇伉儷何姿與

秦凱也現身今天發布會現場，正式宣
布進軍影視圈。
孕後首次公開亮相的何姿告訴現場
媒體“第壹次就能參加霍導的電影很
激動”，談到首次觸電是否有壓力，
何姿則大方表示“開心最重要”。老
公秦凱也在壹旁表示“我倆是本色出
演，這是壹部美好的愛情片。”
除此之外，以《北京遇上西雅圖
》導演、編劇薛曉路也將以聯合出品
人身份為影片保駕護航。這也是薛曉
路首次擔任出品人，發布會現場她也
專程發來 VCR 祝賀，言語中難掩對作
品和劇本的期待。

劉亦菲楊洋攜全陣容亮相 眾仙齊聚
《《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曝制作特輯

由萬達影業、宇樂樂影業出品，
霍建起擔綱導演的都市愛情電影《如
影隨心》今日在京舉辦開機發布會，
影片的主演陣容也也首度曝光。“高
冷女神”杜鵑將與人氣小生陳曉搭檔
上演浪漫愛情，其余主演則大膽啟用
新人。奧運跳水冠軍何姿也在孕後首
次公開亮相，她與老公秦凱將在片中
獻出大銀幕首秀。
電影《如影隨心》講述了陳曉飾
演的小提琴演奏家陸松與杜鵑飾演的
室內設計師文罌的愛情奇跡。故事改
編自作家安頓早年未發表的情感實錄
，力圖展現與當下年輕人愛情軌跡。

﹁

﹂

由劉亦菲、楊洋主演的玄
幻愛情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
花》將於 8 月 3 日下午 2 點在全
國各大影院正式上映。片方發
布制作特輯，曝光電影三年制
作歷程中，關於道具、場景的
種種細節。為打造“八荒四海
”的電影場景，劇組不僅純手
工制作 200 多套演員服裝，更
專門定制超過 2600 件兵器，力
求每個細節都精益求精。
在此次發布的電影《三生
三世十裏桃花》制作特輯中，
曾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提
名的趙小丁導演表示，在處理
這樣壹個玄幻架空的故事時，
希望通過各種元素、道具的造
型設計，讓觀眾感受到壹個鮮
明、真實的仙界。為了達到這
個效果，劇組甚至考慮到物理
定律不適用於這個世界，在廊
柱懸空、飄紗方向等細節上都
進行了特殊的設計。
同時，劇組為所有演員定
制了 200 多套演員華服，全部
采用壹針壹線的純手工制作，
加以傳統的刺繡、噴繪等技法
，只為了在大銀幕上呈現出最
完美的細節之處。而為了營造
電影中真刀實劍的打鬥場面，

劇組更是專門定制了 2600 余件
兵器，打造八荒四海間的驚天
壹戰。
除了在拍攝過程中極盡認
真，劇組制作人員對待後期工
作也毫不含糊。
電影的聯合導演安東尼· 拉
默裏納拉曾獲奧斯卡最佳特效
導演獎，他透露影片 95%的鏡
頭都是用特效完成的，後期制
作足足歷時 15 個月，他也希望
這些凝聚了全體制作人員心血
的 6000 多張圖稿和 2345 個特效
鏡頭，能夠給觀眾帶來前所未
見的視覺效果。
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花
》改編自同名人氣小說，講述
了青丘女帝白淺與天族太子夜
華間，跨越三生三世的曠世絕
戀。兩人歷經種種恩怨糾葛，
飽嘗愛情裏的悲歡離合，在八
荒四海譜下了壹段虐心蝕骨卻
又感人至深的愛情傳說。電影
的“群像版”海報此次亦同時
曝光，主演劉亦菲、楊洋、羅
晉、嚴屹寬、李純、顧璇、團
子全陣容露面，可謂“眾仙齊
聚”。電影《三生三世十裏桃
花》將於 8 月 3 日下午 2 點正式
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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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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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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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訂票 : THH2017.us
詳情請洽 : 713.270.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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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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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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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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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瞭解詳情，AIG Financial Network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請今天就
Houston, TX 77042
與我們聯絡。 aig.com/chinese
800-899-5069

AIG Financial Network 是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GL) 的銷售及經銷單位，也是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的成員公司。保單簽發公司負責保險產品之財務責任。
為方便您參考內容，本文件已由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版本。所有投保申請及所有可能核發的保單或合約均僅以英文撰寫。您可以要求獲得本文件的英文版本。若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本作為正式
文本。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for your convenience. All applications for coverage and all policies or contracts that may be issued are written in English only. You may request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If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fficial document.
AGLC110957-CH-SouthernChineseDailyNews ©2017 AIG. 保留所有權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