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2017年8月12日 星期六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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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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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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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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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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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08/05 to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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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22廣 告
星期六 2017年8月12日 Saturday, August 12, 2017



CC33廣 告

08/12

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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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仁慕尼黑上周有點運氣地
互射12碼戰勝多蒙特捧起德國
超級盃。今晚德國盃足球賽首
圈作客「丙組仔」真尼沙（無
綫 myTV Super 94
台今晚9：30p.m.直
播），拜仁冀拿下清
脆一勝為下周開戰的
德甲打起信心。拜仁
在德超盃前的6場季
前賽所輸4仗共失11
球。新簽的占士洛迪
古斯和另一中場堤亞
高艾簡達拿，跟門神

紐亞是役無法候命，不過有波
蘭殺手利雲度夫斯基等大將在
陣料仍足可報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20172017年年88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體  育  新  聞B11 ■責任編輯：梁志達 ■版面設計：周偉志

車路士去年由初赴英
超的干地接兵符，

即重奪失落一屆的聯賽錦標。
干地的343陣式踢出攻守平衡的

足球，但新球季衛冕之路相信不會
易走，尤其季初階段假使偶有失手，亦
隨時會動搖到爭標的基礎。「車仔」防
守中場尼曼查馬迪轉會曼聯，新加盟的
泰莫爾巴卡約高有傷在身，也相信需要
時間去適應英超節奏。
藍軍鋒線方面，最大問題是進攻靈

魂夏薩特預料要養傷到9月，而域陀摩
西斯此戰亦要坐波監。上季首席射手迪
亞高哥斯達被放棄，以5,800萬英鎊隊
史高價補回的莫拉達被質疑表現能否抵
得上其身價，畢竟他並非干地今夏前鋒
引援的首選。

干地有心理準備衛冕艱難
日前有報道指，車仔一線隊今仗甚

至只得14人可用。 車仔今夏用了約1
億英鎊買人，但也有主將他投。面對曼
市雙雄豪燒1.4億至 2億英鎊大肆增
兵，干地也有心理準備衛冕之路不會易
行。意大利人賽前說：「這聯賽跟其他
國家前列只有兩隊競爭不同，這裡有六
支強隊，你必須有奮力搏鬥的準備。」
令干地稍感欣慰的是，副選前鋒巴
舒亞伊季前賽交出表現，而翼鋒韋利
安、柏度洛迪古斯，防守中場簡迪，左
中場馬高斯阿朗素，守將加利卡希爾、
大衛雷斯跟新簽的德國國腳魯迪格，只
是這些球員名字已告訴球迷，即使只得
14人，整體實力上依然勝對手一籌。
般尼上季後段表現不振，結果只以倒

數第5名保住英超席位。他們今夏簽入
前史篤城鋒將禾達斯，鋒線上續由禾基
斯領銜。不過，英格蘭新一代國腳中堅
米克堅尼離隊，恐怕對般尼防線會有進
一步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晚爆發周末戰火，

衛冕冠軍車路士面對上季護級弱旅般尼，縱

然領隊干地面臨兵源不足的問題，比利時神翼

夏薩特亦有傷在身，不過季前賽表現「當弗」

的小將巴舒亞伊獲臨危受命，還是應可給予球迷

一定信心。畢竟「車仔」佔據主場之利，當然不希

望在「藍軍」球迷面前失威。（LeSports HK應用程

式、now621台今晚10：00p.m.直播）

今夏轉會市場花費約21億港元的「大豪
客」曼城，今晚英超第一擊作客升班馬白禮
頓，一眾新援誓必以表現來為自己立威。
（Le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台周日
0：30a.m.直播）
對比同是初戰英超的干地，曼城教頭哥迪

奧拿卻十分失威，上賽季「四大皆空」，聯
賽守住第3總算拿到新賽季歐聯入場券。哥
帥今夏重點為兩邊路閘位換血，讓薩巴列
達、基捷基治、沙格拿和高拉洛夫幾員年過
三十的邊路老兵離隊，並一口氣簽入基爾獲

加、丹尼路和班捷文文迪三名閘位球員，其
中獲加和文迪都是當今最出色的邊路球員之
一，而後者跟丹尼路亦可移前踢邊路中場，
讓哥帥在排陣上更靈活。另一名貴價兵艾達
臣摩拉斯則是門將，攻擊球員的引援暫只有
來自摩納哥的葡萄牙國腳貝拿度施華。
上季英冠亞季白禮頓首度征戰英超，球
隊今夏亦積極買人，包括以破隊史價從荷甲
燕豪芬簽入荷蘭中場保柏。不過，首戰遇上
曼城，相信也難免要「交學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城大灑金錢決不「禮」讓

今晚英超利物浦早場作客
屈福特，會否繼續延續上季
「濟貧」的慷慨送分給這支上季
的護級分子？（LeSports HK應用
程式、now621台今晚7：30p.m.
直播）
「利記」上季遇強愈強，卻經常
送分給弱旅，最終還是順利取得第
4名，只要附加賽戰勝賀芬咸便可
重登缺席兩屆的歐聯舞台。球隊以
破隊史紀錄的 3,570 萬英鎊簽入
「埃及美斯」穆罕默德
沙拿，還有英格蘭新
星蘇蘭基來投，但防守
上和穩定性依然難免令
利迷擔心。
利記主帥高洛普說：
「人人都在談論歐聯附
加賽，但我們首個目標
是戰勝屈福特。」他
們下周中便要踢歐聯附首回合，翼
鋒拉爾拉拿又因傷避戰，面對今夏
換帥兼積極添兵的屈福特需小心備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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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直 播 部 分 精 選 戲 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英超 屈福特 利物浦 今晚7：30p.m. Le/n621

德盃 真尼沙 拜仁慕尼黑 今晚9：30p.m. MTS94

英超 車路士 般尼 今晚10：00p.m. Le/n621

英超 愛華頓 史篤城 今晚10：00p.m. Le/n622

英超 水晶宮 哈特斯菲爾德 今晚10：00p.m. Le/n623

英超 修咸頓 史雲斯 今晚10：00p.m. Le/n624

英超 西布朗 般尼茅夫 今晚10：00p.m. Le/n625

法甲 南特 馬賽 今晚11：00p.m. n714/T303

英超 白禮頓 曼城 周日0：30a.m. Le/n621

荷甲 燕豪芬 阿爾克馬爾 周日0：30a.m. FSP/n672

法甲 圖盧茲 蒙彼利埃 周日2：00a.m. T303

荷甲 荷華高斯 阿積士 周日2：45a.m. FSP/n672

美職 洛杉磯銀河 紐約城 周日11：00a.m. T302

註：FSP為 now Fox Sports Play、Le為 LeSports HK應用程式、MTS為無綫

myTV Super、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昨日在蒙特利爾進行的ATP（男子職
業網球選手協會）大師賽男單第3圈比
賽中，西班牙「泥地王」拿度苦戰三盤
以6：3、4：6、6：7（4）爆冷不敵18
歲的加拿大新星沙普華洛夫，無緣8
強，錯失重返世界第一寶座的機會。
31歲的拿度原本只要殺入4強就能重
返世界球王寶座，但昨天在硬地場面對
世界排名143的沙普華洛夫的反手，拿
度難以施展，對這位加拿大小將猛烈的
正手致勝球，拿度也沒辦法。拿度形容
這是個人年度最慘敗仗。他表示：「這

大概是我的年度最慘敗仗，因為我不敵
排名較低的選手……同時也失去重返世
界第一的機會。」拿度也稱讚對手表現
驚人。他說：「他打得很好，有很大潛
力。」
而另一場羅傑斯盃16強，瑞士天王費
達拿鏖戰三盤，以4：6、6：4和6：2逆
轉擊敗西班牙老將費拿，進入8強。

■新華社/中央社

不敵新丁錯過重當No.1

拿度：今年最慘敗仗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昨天公佈了部分新球季
常規賽賽程，第一輪賽事，衛冕總冠軍金州
勇士會主場對陣由夏頓和基斯保羅領銜的火
箭。勒邦占士擔綱的上屆亞軍克里夫蘭騎
士，主場會迎擊上賽季東岸決賽對手塞爾特
人。至於重頭戲聖誕日賽事，5場比賽依次
是：紐約人主場對76人、騎士作客硬撼勇
士、塞爾特人主場對巫師、火箭作客雷霆、
湖人主場對木狼。NBA新賽季的完整賽
程，將於下周正式公佈。 ■綜合外電

NBA部分賽程出爐
勇士首輪撼火箭

巴塞羅那遭巴黎聖日耳門
強挖尼馬後手握2.22億歐元
物色新鋒將，這支西甲班霸
看來已是非古天奴不簽。有
指該隊早前還提高報價到
1.2 億歐元希望簽下這員巴
西王牌翼鋒，卻遭利物浦拒
絕。儘管「紅軍」昨天發表
聲明不會出售古天奴，但英

媒昨天又爆料指，「古仔」
已正式向利物浦提出轉會申
請。
利物浦昨天於官網宣佈：

「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對古天
奴的報價，他在這個轉會市
場關閉時依然是利物浦球
員。」不過，英國「天空體
育」昨晚報道，古天奴已向

利物浦提交轉會申請，看來
投巴塞意決。由於古仔跟利
記的合約到2022年才到期，
巴塞不可能等到免費簽他的
機會。
另外，上季英超亮相的曼
聯青訓後衛科素文沙，昨落
實外借加盟水晶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紅軍紅軍」」聲明拒放人聲明拒放人 傳傳古天奴古天奴申請轉會申請轉會

巴西隊重奪FIFA一哥寶座
國際足協（FIFA）公佈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巴西擠掉
德國回歸榜首位置，阿根廷仍舊排第3，排名4到10位的
分別是瑞士、波蘭、葡萄牙、智利、哥倫比亞、比利時與
法國。中國男足排名尚無變化，列第77位，位居亞洲第
八。 ■新華社

正式離婚 花心傑斯料被分身家
6年前爆出偷食弟
婦醜聞的昔日英超曼
聯威爾斯國腳傑斯，
去年被指又背妻出軌
跟一名女侍應偷情，

傑斯嫂史泰絲決心斬情絲，為這宗離婚案史泰絲還入稟
法院，案件排期到昨天處理，兩人結果亦告正式離婚，
外媒相信史泰絲料可分到傑斯一半財產。 ■綜合外電

短
訊

拜仁德盃強攻丙組仔

■■費達拿回球費達拿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

■■拜仁拜仁「「入球機器入球機器」」利利
雲度夫斯基雲度夫斯基。。 路透社路透社

■■拿度拿度((左左))被小將沙普被小將沙普
華洛夫擊敗華洛夫擊敗。。 美聯社美聯社

■■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右右))大戰火箭球星大戰火箭球星
夏頓夏頓。。 法新社法新社

■■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
的邊路活力的邊路活力。。 路透社路透社

■■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右右))和新和新
援沙拿援沙拿((左左))擔大旗擔大旗。。 路透社路透社

■■般尼前鋒禾般尼前鋒禾
基斯基斯。。 法新社法新社 ■■莫拉達莫拉達((左左))頂着頂着「「隊史隊史

最貴最貴」」的壓力的壓力。。 路透社路透社

■■車路士中場樞車路士中場樞
紐簡迪紐簡迪。。 路透社路透社

■■古天奴盛傳已提出古天奴盛傳已提出
轉會申請轉會申請。。 法新社法新社

■■水晶宮租借水晶宮租借
科素文沙科素文沙。。

水晶宮圖片水晶宮圖片

拜仁慕尼黑上周有點運氣地
互射12碼戰勝多蒙特捧起德國
超級盃。今晚德國盃足球賽首
圈作客「丙組仔」真尼沙（無
綫 myTV Super 94
台今晚9：30p.m.直
播），拜仁冀拿下清
脆一勝為下周開戰的
德甲打起信心。拜仁
在德超盃前的6場季
前賽所輸4仗共失11
球。新簽的占士洛迪
古斯和另一中場堤亞
高艾簡達拿，跟門神

紐亞是役無法候命，不過有波
蘭殺手利雲度夫斯基等大將在
陣料仍足可報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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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士去年由初赴英
超的干地接兵符，

即重奪失落一屆的聯賽錦標。
干地的343陣式踢出攻守平衡的

足球，但新球季衛冕之路相信不會
易走，尤其季初階段假使偶有失手，亦
隨時會動搖到爭標的基礎。「車仔」防
守中場尼曼查馬迪轉會曼聯，新加盟的
泰莫爾巴卡約高有傷在身，也相信需要
時間去適應英超節奏。
藍軍鋒線方面，最大問題是進攻靈

魂夏薩特預料要養傷到9月，而域陀摩
西斯此戰亦要坐波監。上季首席射手迪
亞高哥斯達被放棄，以5,800萬英鎊隊
史高價補回的莫拉達被質疑表現能否抵
得上其身價，畢竟他並非干地今夏前鋒
引援的首選。

干地有心理準備衛冕艱難
日前有報道指，車仔一線隊今仗甚

至只得14人可用。 車仔今夏用了約1
億英鎊買人，但也有主將他投。面對曼
市雙雄豪燒1.4億至 2億英鎊大肆增
兵，干地也有心理準備衛冕之路不會易
行。意大利人賽前說：「這聯賽跟其他
國家前列只有兩隊競爭不同，這裡有六
支強隊，你必須有奮力搏鬥的準備。」
令干地稍感欣慰的是，副選前鋒巴
舒亞伊季前賽交出表現，而翼鋒韋利
安、柏度洛迪古斯，防守中場簡迪，左
中場馬高斯阿朗素，守將加利卡希爾、
大衛雷斯跟新簽的德國國腳魯迪格，只
是這些球員名字已告訴球迷，即使只得
14人，整體實力上依然勝對手一籌。
般尼上季後段表現不振，結果只以倒

數第5名保住英超席位。他們今夏簽入
前史篤城鋒將禾達斯，鋒線上續由禾基
斯領銜。不過，英格蘭新一代國腳中堅
米克堅尼離隊，恐怕對般尼防線會有進
一步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晚爆發周末戰火，

衛冕冠軍車路士面對上季護級弱旅般尼，縱

然領隊干地面臨兵源不足的問題，比利時神翼

夏薩特亦有傷在身，不過季前賽表現「當弗」

的小將巴舒亞伊獲臨危受命，還是應可給予球迷

一定信心。畢竟「車仔」佔據主場之利，當然不希

望在「藍軍」球迷面前失威。（LeSports HK應用程

式、now621台今晚10：00p.m.直播）

今夏轉會市場花費約21億港元的「大豪
客」曼城，今晚英超第一擊作客升班馬白禮
頓，一眾新援誓必以表現來為自己立威。
（Le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台周日
0：30a.m.直播）
對比同是初戰英超的干地，曼城教頭哥迪

奧拿卻十分失威，上賽季「四大皆空」，聯
賽守住第3總算拿到新賽季歐聯入場券。哥
帥今夏重點為兩邊路閘位換血，讓薩巴列
達、基捷基治、沙格拿和高拉洛夫幾員年過
三十的邊路老兵離隊，並一口氣簽入基爾獲

加、丹尼路和班捷文文迪三名閘位球員，其
中獲加和文迪都是當今最出色的邊路球員之
一，而後者跟丹尼路亦可移前踢邊路中場，
讓哥帥在排陣上更靈活。另一名貴價兵艾達
臣摩拉斯則是門將，攻擊球員的引援暫只有
來自摩納哥的葡萄牙國腳貝拿度施華。
上季英冠亞季白禮頓首度征戰英超，球
隊今夏亦積極買人，包括以破隊史價從荷甲
燕豪芬簽入荷蘭中場保柏。不過，首戰遇上
曼城，相信也難免要「交學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城大灑金錢決不「禮」讓

今晚英超利物浦早場作客
屈福特，會否繼續延續上季
「濟貧」的慷慨送分給這支上季
的護級分子？（LeSports HK應用
程式、now621台今晚7：30p.m.
直播）
「利記」上季遇強愈強，卻經常
送分給弱旅，最終還是順利取得第
4名，只要附加賽戰勝賀芬咸便可
重登缺席兩屆的歐聯舞台。球隊以
破隊史紀錄的 3,570 萬英鎊簽入
「埃及美斯」穆罕默德
沙拿，還有英格蘭新
星蘇蘭基來投，但防守
上和穩定性依然難免令
利迷擔心。
利記主帥高洛普說：
「人人都在談論歐聯附
加賽，但我們首個目標
是戰勝屈福特。」他
們下周中便要踢歐聯附首回合，翼
鋒拉爾拉拿又因傷避戰，面對今夏
換帥兼積極添兵的屈福特需小心備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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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直 播 部 分 精 選 戲 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英超 屈福特 利物浦 今晚7：30p.m. Le/n621

德盃 真尼沙 拜仁慕尼黑 今晚9：30p.m. MTS94

英超 車路士 般尼 今晚10：00p.m. Le/n621

英超 愛華頓 史篤城 今晚10：00p.m. Le/n622

英超 水晶宮 哈特斯菲爾德 今晚10：00p.m. Le/n623

英超 修咸頓 史雲斯 今晚10：00p.m. Le/n624

英超 西布朗 般尼茅夫 今晚10：00p.m. Le/n625

法甲 南特 馬賽 今晚11：00p.m. n714/T303

英超 白禮頓 曼城 周日0：30a.m. Le/n621

荷甲 燕豪芬 阿爾克馬爾 周日0：30a.m. FSP/n672

法甲 圖盧茲 蒙彼利埃 周日2：00a.m. T303

荷甲 荷華高斯 阿積士 周日2：45a.m. FSP/n672

美職 洛杉磯銀河 紐約城 周日11：00a.m. T302

註：FSP為 now Fox Sports Play、Le為 LeSports HK應用程式、MTS為無綫

myTV Super、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昨日在蒙特利爾進行的ATP（男子職
業網球選手協會）大師賽男單第3圈比
賽中，西班牙「泥地王」拿度苦戰三盤
以6：3、4：6、6：7（4）爆冷不敵18
歲的加拿大新星沙普華洛夫，無緣8
強，錯失重返世界第一寶座的機會。
31歲的拿度原本只要殺入4強就能重
返世界球王寶座，但昨天在硬地場面對
世界排名143的沙普華洛夫的反手，拿
度難以施展，對這位加拿大小將猛烈的
正手致勝球，拿度也沒辦法。拿度形容
這是個人年度最慘敗仗。他表示：「這

大概是我的年度最慘敗仗，因為我不敵
排名較低的選手……同時也失去重返世
界第一的機會。」拿度也稱讚對手表現
驚人。他說：「他打得很好，有很大潛
力。」
而另一場羅傑斯盃16強，瑞士天王費
達拿鏖戰三盤，以4：6、6：4和6：2逆
轉擊敗西班牙老將費拿，進入8強。

■新華社/中央社

不敵新丁錯過重當No.1

拿度：今年最慘敗仗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昨天公佈了部分新球季
常規賽賽程，第一輪賽事，衛冕總冠軍金州
勇士會主場對陣由夏頓和基斯保羅領銜的火
箭。勒邦占士擔綱的上屆亞軍克里夫蘭騎
士，主場會迎擊上賽季東岸決賽對手塞爾特
人。至於重頭戲聖誕日賽事，5場比賽依次
是：紐約人主場對76人、騎士作客硬撼勇
士、塞爾特人主場對巫師、火箭作客雷霆、
湖人主場對木狼。NBA新賽季的完整賽
程，將於下周正式公佈。 ■綜合外電

NBA部分賽程出爐
勇士首輪撼火箭

巴塞羅那遭巴黎聖日耳門
強挖尼馬後手握2.22億歐元
物色新鋒將，這支西甲班霸
看來已是非古天奴不簽。有
指該隊早前還提高報價到
1.2 億歐元希望簽下這員巴
西王牌翼鋒，卻遭利物浦拒
絕。儘管「紅軍」昨天發表
聲明不會出售古天奴，但英

媒昨天又爆料指，「古仔」
已正式向利物浦提出轉會申
請。
利物浦昨天於官網宣佈：

「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對古天
奴的報價，他在這個轉會市
場關閉時依然是利物浦球
員。」不過，英國「天空體
育」昨晚報道，古天奴已向

利物浦提交轉會申請，看來
投巴塞意決。由於古仔跟利
記的合約到2022年才到期，
巴塞不可能等到免費簽他的
機會。
另外，上季英超亮相的曼
聯青訓後衛科素文沙，昨落
實外借加盟水晶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紅軍紅軍」」聲明拒放人聲明拒放人 傳傳古天奴古天奴申請轉會申請轉會

巴西隊重奪FIFA一哥寶座
國際足協（FIFA）公佈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巴西擠掉
德國回歸榜首位置，阿根廷仍舊排第3，排名4到10位的
分別是瑞士、波蘭、葡萄牙、智利、哥倫比亞、比利時與
法國。中國男足排名尚無變化，列第77位，位居亞洲第
八。 ■新華社

正式離婚 花心傑斯料被分身家
6年前爆出偷食弟
婦醜聞的昔日英超曼
聯威爾斯國腳傑斯，
去年被指又背妻出軌
跟一名女侍應偷情，

傑斯嫂史泰絲決心斬情絲，為這宗離婚案史泰絲還入稟
法院，案件排期到昨天處理，兩人結果亦告正式離婚，
外媒相信史泰絲料可分到傑斯一半財產。 ■綜合外電

短
訊

拜仁德盃強攻丙組仔

■■費達拿回球費達拿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

■■拜仁拜仁「「入球機器入球機器」」利利
雲度夫斯基雲度夫斯基。。 路透社路透社

■■拿度拿度((左左))被小將沙普被小將沙普
華洛夫擊敗華洛夫擊敗。。 美聯社美聯社

■■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右右))大戰火箭球星大戰火箭球星
夏頓夏頓。。 法新社法新社

■■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
的邊路活力的邊路活力。。 路透社路透社

■■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右右))和新和新
援沙拿援沙拿((左左))擔大旗擔大旗。。 路透社路透社

■■般尼前鋒禾般尼前鋒禾
基斯基斯。。 法新社法新社 ■■莫拉達莫拉達((左左))頂着頂着「「隊史隊史

最貴最貴」」的壓力的壓力。。 路透社路透社

■■車路士中場樞車路士中場樞
紐簡迪紐簡迪。。 路透社路透社

■■古天奴盛傳已提出古天奴盛傳已提出
轉會申請轉會申請。。 法新社法新社

■■水晶宮租借水晶宮租借
科素文沙科素文沙。。

水晶宮圖片水晶宮圖片

拜仁慕尼黑上周有點運氣地
互射12碼戰勝多蒙特捧起德國
超級盃。今晚德國盃足球賽首
圈作客「丙組仔」真尼沙（無
綫 myTV Super 94
台今晚9：30p.m.直
播），拜仁冀拿下清
脆一勝為下周開戰的
德甲打起信心。拜仁
在德超盃前的6場季
前賽所輸4仗共失11
球。新簽的占士洛迪
古斯和另一中場堤亞
高艾簡達拿，跟門神

紐亞是役無法候命，不過有波
蘭殺手利雲度夫斯基等大將在
陣料仍足可報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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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士去年由初赴英
超的干地接兵符，

即重奪失落一屆的聯賽錦標。
干地的343陣式踢出攻守平衡的

足球，但新球季衛冕之路相信不會
易走，尤其季初階段假使偶有失手，亦
隨時會動搖到爭標的基礎。「車仔」防
守中場尼曼查馬迪轉會曼聯，新加盟的
泰莫爾巴卡約高有傷在身，也相信需要
時間去適應英超節奏。
藍軍鋒線方面，最大問題是進攻靈

魂夏薩特預料要養傷到9月，而域陀摩
西斯此戰亦要坐波監。上季首席射手迪
亞高哥斯達被放棄，以5,800萬英鎊隊
史高價補回的莫拉達被質疑表現能否抵
得上其身價，畢竟他並非干地今夏前鋒
引援的首選。

干地有心理準備衛冕艱難
日前有報道指，車仔一線隊今仗甚

至只得14人可用。 車仔今夏用了約1
億英鎊買人，但也有主將他投。面對曼
市雙雄豪燒1.4億至 2億英鎊大肆增
兵，干地也有心理準備衛冕之路不會易
行。意大利人賽前說：「這聯賽跟其他
國家前列只有兩隊競爭不同，這裡有六
支強隊，你必須有奮力搏鬥的準備。」
令干地稍感欣慰的是，副選前鋒巴
舒亞伊季前賽交出表現，而翼鋒韋利
安、柏度洛迪古斯，防守中場簡迪，左
中場馬高斯阿朗素，守將加利卡希爾、
大衛雷斯跟新簽的德國國腳魯迪格，只
是這些球員名字已告訴球迷，即使只得
14人，整體實力上依然勝對手一籌。
般尼上季後段表現不振，結果只以倒

數第5名保住英超席位。他們今夏簽入
前史篤城鋒將禾達斯，鋒線上續由禾基
斯領銜。不過，英格蘭新一代國腳中堅
米克堅尼離隊，恐怕對般尼防線會有進
一步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今晚爆發周末戰火，

衛冕冠軍車路士面對上季護級弱旅般尼，縱

然領隊干地面臨兵源不足的問題，比利時神翼

夏薩特亦有傷在身，不過季前賽表現「當弗」

的小將巴舒亞伊獲臨危受命，還是應可給予球迷

一定信心。畢竟「車仔」佔據主場之利，當然不希

望在「藍軍」球迷面前失威。（LeSports HK應用程

式、now621台今晚10：00p.m.直播）

今夏轉會市場花費約21億港元的「大豪
客」曼城，今晚英超第一擊作客升班馬白禮
頓，一眾新援誓必以表現來為自己立威。
（LeSports HK應用程式、now621台周日
0：30a.m.直播）
對比同是初戰英超的干地，曼城教頭哥迪

奧拿卻十分失威，上賽季「四大皆空」，聯
賽守住第3總算拿到新賽季歐聯入場券。哥
帥今夏重點為兩邊路閘位換血，讓薩巴列
達、基捷基治、沙格拿和高拉洛夫幾員年過
三十的邊路老兵離隊，並一口氣簽入基爾獲

加、丹尼路和班捷文文迪三名閘位球員，其
中獲加和文迪都是當今最出色的邊路球員之
一，而後者跟丹尼路亦可移前踢邊路中場，
讓哥帥在排陣上更靈活。另一名貴價兵艾達
臣摩拉斯則是門將，攻擊球員的引援暫只有
來自摩納哥的葡萄牙國腳貝拿度施華。
上季英冠亞季白禮頓首度征戰英超，球
隊今夏亦積極買人，包括以破隊史價從荷甲
燕豪芬簽入荷蘭中場保柏。不過，首戰遇上
曼城，相信也難免要「交學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曼城大灑金錢決不「禮」讓

今晚英超利物浦早場作客
屈福特，會否繼續延續上季
「濟貧」的慷慨送分給這支上季
的護級分子？（LeSports HK應用
程式、now621台今晚7：30p.m.
直播）
「利記」上季遇強愈強，卻經常
送分給弱旅，最終還是順利取得第
4名，只要附加賽戰勝賀芬咸便可
重登缺席兩屆的歐聯舞台。球隊以
破隊史紀錄的 3,570 萬英鎊簽入
「埃及美斯」穆罕默德
沙拿，還有英格蘭新
星蘇蘭基來投，但防守
上和穩定性依然難免令
利迷擔心。
利記主帥高洛普說：
「人人都在談論歐聯附
加賽，但我們首個目標
是戰勝屈福特。」他
們下周中便要踢歐聯附首回合，翼
鋒拉爾拉拿又因傷避戰，面對今夏
換帥兼積極添兵的屈福特需小心備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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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球 直 播 部 分 精 選 戲 碼
賽事 主隊 客隊 開賽時間 直播頻道

英超 屈福特 利物浦 今晚7：30p.m. Le/n621

德盃 真尼沙 拜仁慕尼黑 今晚9：30p.m. MTS94

英超 車路士 般尼 今晚10：00p.m. Le/n621

英超 愛華頓 史篤城 今晚10：00p.m. Le/n622

英超 水晶宮 哈特斯菲爾德 今晚10：00p.m. Le/n623

英超 修咸頓 史雲斯 今晚10：00p.m. Le/n624

英超 西布朗 般尼茅夫 今晚10：00p.m. Le/n625

法甲 南特 馬賽 今晚11：00p.m. n714/T303

英超 白禮頓 曼城 周日0：30a.m. Le/n621

荷甲 燕豪芬 阿爾克馬爾 周日0：30a.m. FSP/n672

法甲 圖盧茲 蒙彼利埃 周日2：00a.m. T303

荷甲 荷華高斯 阿積士 周日2：45a.m. FSP/n672

美職 洛杉磯銀河 紐約城 周日11：00a.m. T302

註：FSP為 now Fox Sports Play、Le為 LeSports HK應用程式、MTS為無綫

myTV Super、n為now台、T為無綫網絡電視。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佈為準。

昨日在蒙特利爾進行的ATP（男子職
業網球選手協會）大師賽男單第3圈比
賽中，西班牙「泥地王」拿度苦戰三盤
以6：3、4：6、6：7（4）爆冷不敵18
歲的加拿大新星沙普華洛夫，無緣8
強，錯失重返世界第一寶座的機會。
31歲的拿度原本只要殺入4強就能重
返世界球王寶座，但昨天在硬地場面對
世界排名143的沙普華洛夫的反手，拿
度難以施展，對這位加拿大小將猛烈的
正手致勝球，拿度也沒辦法。拿度形容
這是個人年度最慘敗仗。他表示：「這

大概是我的年度最慘敗仗，因為我不敵
排名較低的選手……同時也失去重返世
界第一的機會。」拿度也稱讚對手表現
驚人。他說：「他打得很好，有很大潛
力。」
而另一場羅傑斯盃16強，瑞士天王費
達拿鏖戰三盤，以4：6、6：4和6：2逆
轉擊敗西班牙老將費拿，進入8強。

■新華社/中央社

不敵新丁錯過重當No.1

拿度：今年最慘敗仗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昨天公佈了部分新球季
常規賽賽程，第一輪賽事，衛冕總冠軍金州
勇士會主場對陣由夏頓和基斯保羅領銜的火
箭。勒邦占士擔綱的上屆亞軍克里夫蘭騎
士，主場會迎擊上賽季東岸決賽對手塞爾特
人。至於重頭戲聖誕日賽事，5場比賽依次
是：紐約人主場對76人、騎士作客硬撼勇
士、塞爾特人主場對巫師、火箭作客雷霆、
湖人主場對木狼。NBA新賽季的完整賽
程，將於下周正式公佈。 ■綜合外電

NBA部分賽程出爐
勇士首輪撼火箭

巴塞羅那遭巴黎聖日耳門
強挖尼馬後手握2.22億歐元
物色新鋒將，這支西甲班霸
看來已是非古天奴不簽。有
指該隊早前還提高報價到
1.2 億歐元希望簽下這員巴
西王牌翼鋒，卻遭利物浦拒
絕。儘管「紅軍」昨天發表
聲明不會出售古天奴，但英

媒昨天又爆料指，「古仔」
已正式向利物浦提出轉會申
請。
利物浦昨天於官網宣佈：

「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對古天
奴的報價，他在這個轉會市
場關閉時依然是利物浦球
員。」不過，英國「天空體
育」昨晚報道，古天奴已向

利物浦提交轉會申請，看來
投巴塞意決。由於古仔跟利
記的合約到2022年才到期，
巴塞不可能等到免費簽他的
機會。
另外，上季英超亮相的曼
聯青訓後衛科素文沙，昨落
實外借加盟水晶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紅軍紅軍」」聲明拒放人聲明拒放人 傳傳古天奴古天奴申請轉會申請轉會

巴西隊重奪FIFA一哥寶座
國際足協（FIFA）公佈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巴西擠掉
德國回歸榜首位置，阿根廷仍舊排第3，排名4到10位的
分別是瑞士、波蘭、葡萄牙、智利、哥倫比亞、比利時與
法國。中國男足排名尚無變化，列第77位，位居亞洲第
八。 ■新華社

正式離婚 花心傑斯料被分身家
6年前爆出偷食弟
婦醜聞的昔日英超曼
聯威爾斯國腳傑斯，
去年被指又背妻出軌
跟一名女侍應偷情，

傑斯嫂史泰絲決心斬情絲，為這宗離婚案史泰絲還入稟
法院，案件排期到昨天處理，兩人結果亦告正式離婚，
外媒相信史泰絲料可分到傑斯一半財產。 ■綜合外電

短
訊

拜仁德盃強攻丙組仔

■■費達拿回球費達拿回球。。
新華社新華社

■■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傑斯與前妻正式判離婚。。

■■拜仁拜仁「「入球機器入球機器」」利利
雲度夫斯基雲度夫斯基。。 路透社路透社

■■拿度拿度((左左))被小將沙普被小將沙普
華洛夫擊敗華洛夫擊敗。。 美聯社美聯社

■■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勇士的史提芬居里((右右))大戰火箭球星大戰火箭球星
夏頓夏頓。。 法新社法新社

■■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基爾獲加有助增加曼城
的邊路活力的邊路活力。。 路透社路透社

■■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利記中前場有韋拿杜姆((右右))和新和新
援沙拿援沙拿((左左))擔大旗擔大旗。。 路透社路透社

■■般尼前鋒禾般尼前鋒禾
基斯基斯。。 法新社法新社 ■■莫拉達莫拉達((左左))頂着頂着「「隊史隊史

最貴最貴」」的壓力的壓力。。 路透社路透社

■■車路士中場樞車路士中場樞
紐簡迪紐簡迪。。 路透社路透社

■■古天奴盛傳已提出古天奴盛傳已提出
轉會申請轉會申請。。 法新社法新社

■■水晶宮租借水晶宮租借
科素文沙科素文沙。。

水晶宮圖片水晶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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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地區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抵
華府第四天，在僑教中心陳世池主任陪同下參訪美京華人活動中
心，由活動中心主任李志翔、副主任張麗芳帶領下參觀該中心，
並為學員簡介中心的運作及服務內容。

美京華人活動中心成立於1982年，是華府地區最大的華人非
營利機構，其中在照顧老年人的保健福利部分堪稱完整健全，包
括提供交通接送、餐飲、法律諮詢及醫療保健務，並備有運動、
舞蹈、藝文、語文學習等各式課程供選擇，每年安排數次戶外旅
遊活動，讓老年人在這活得有朝氣，享受健康快樂，家中的青壯
人士白天把父母安置在這裡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去打拼。學員們

很讚嘆中心照顧長者的用心，也希望把這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經驗做為臺灣長照的學習對像。

下午在僑教中心安排下參訪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
堂、二戰紀念碑以及越戰紀念碑。透過這半日參訪活動，學員對
美國歷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感受美國這個國家對於國家有貢
獻的重要人物或是為國捐軀之軍人，給予無比的尊重與榮耀，此
外美國對於歷史保存的誠懇態度，也頗值得借鏡。

晚間由僑界寄宿家庭帶領學員共進晚餐，體會美式餐飲文
化。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參訪美京華人活動中心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參訪美京華人活動中心
0803B01

學員參訪該活動中心醫療義診部門學員參訪該活動中心醫療義診部門學員參訪美京華人活動中心學員參訪美京華人活動中心

學員參訪華盛頓紀念碑學員參訪華盛頓紀念碑 學員於學員於DCDC景點開心合影景點開心合影 STEVESTEVE主任介紹中心部門業務主任介紹中心部門業務

科技部於科技部於20172017年年77月正式推出月正式推出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地區臺灣青
年海外搭僑計畫學員抵華府第三天，在僑
教中心主任陳世池陪同下參訪雙橡園、駐
美代表處及美國國家大教堂。雙橡園由駐
美代表處行政組派專人導覽，學員對於能
在美國踏入名聞遐邇，屬於中華民國國有
財產的雙橡園，都很興奮感動，透過精采
的導覽，對於這見證歷史的典雅富麗建
築，留下深刻的印像。隨後參訪歷經83年
興建才完工的國家大教堂，這座宏偉哥德
式建築，曾經舉辦過多位美國總統的就值
禮拜儀式以及第一位登陸月球太空人阿姆
斯壯之喪禮，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下午拜會駐美代表處，由領務組組長
吳文齡主持，吳文齡致詞對學員語多勉
勵，期勉學員拓展國際視野，並將此行所

見所聞帶回國內，貢獻己長，為國家社會
服務。駐美代表處政治組、國會組、領務
組、行政組、新聞組、教育組、經濟組、
科技組、臺灣書院及軍事代表團等各組代
表分別對學員進行業務簡介，說明政府在
推動外交、僑民服務、國際文宣、文化交
流、科技經貿合作等各項業務範疇，讓有
志從事國際事務的青年學子，在短短2小
時內能精要瞭解駐外人員工作概況，並建
立對駐外工作憧憬。

晚間，由駐美代表處宴請學員及僑界
寄宿家庭，由吳文齡及陳世池共同主持，
席間透過輕鬆交流互動，學員對於駐外工
作、僑胞的熱情以及臺灣政府對僑務的著
力有更深層的體認。

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拜會駐美代表處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大華府地區學員拜會駐美代表處
0803B02

學員於駐美代表處合影學員於駐美代表處合影 學員參訪雙橡園學員參訪雙橡園

學員參訪雙橡園學員參訪雙橡園 學員與駐美代表處各組代表座談學員與駐美代表處各組代表座談

【華府新聞日報訊】科技部於 2017 年 7 月正式推出
「海 外 人 才 歸 國 橋 接 方 案 （LIFT, Leaders in Future

Trend）」，預計號召100名於海外具博士學位之具中華
民國籍45歲以下人才回國服務，同步在三個科學園區設
置 「人才交流基地站」，協助海外返國學人與產學研界
進行專業交流活動，期望藉此激勵產業創新及國內技術
提昇。

本方案將以新竹、中部、南部三個科學園區為主要
「人才交流基地站」場域，並納入園區廠商、研究法

人、學研機構，以及園區外的優質產業。海外歸國人才
得視其專長參與或主動規劃各類專業交流活動，以一年

為期，並由政府提供返國學人交流經費補助，以及宿舍
租金優惠、子女就學方案等生活協助。

透過學人及產學研界的交流激盪，一方面可拓展廠
商視野，帶入國際科技新知及前瞻應用趨勢，另一方面
促進海外歸國人才與國內產學研界的交流互動，協助建
立國內人脈，作為返台發展的基礎。

本方案已自2017年7月21日開放線上申請，8月14
日截止收件，歡迎海外學人踴躍申請返國。更多申請資
訊詳連結:http://lift.stpi.narl.org.tw/index

或洽駐美代表處科技組，電話: 202-895-1930；
emai: dc01@mo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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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趙芃/採訪報導)
芝加哥李氏公所於7月30日

假芝加哥密西根湖畔舉行頒發二
零一七年畢業生優秀子弟獎學金
以及夏季聯歡餐會，這次活動是
由李氏青年部舉辦，由李氏年輕
的下一代來籌備的活動，充滿了
青春的活力,當天除了李氏公所
的職員及會員參加盛會之外，應
屆畢業生及家長們也都踴躍出席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也親臨會
場參加，場面相當熱烈。

上午十時正李氏公所大禮堂
已經人山人海了。李氏公所的所
有元老及幹部都到場就坐，現場
還有許多即將升學的青年才幹。
不一會兒，李氏公所人員搬出了
提前準備好的燒豬，所有參與祭祖
的人都點香，隨後全體都依照慣例
對先祖進行了儀式，向太上始祖老
子上香行三鞠躬禮與供禮，行禮如
儀，場面壯嚴隆重。李氏公所主席李
洪藝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表示祭祖
與頒發優秀學生獎學金活動每年都
會舉行，今年也是不例外，這個活動
主要是希望鼓勵李氏的年輕的優秀
人才繼續努力，祝福他們未來學業
有成。

李氏公所青年部部長李格美也
報告了青年部舉辦這次活動的行程
和內容，為了使活動的進展積極與
效率，特別聘請了五位顧問，別是李
秉樞、李德明、李朋、李錫祥和李安。

隨後大家驅車前往風光媚麗的
芝加哥密西根湖畔舉行頒發二零一
七年畢業生優秀子弟獎學金以及夏
季聯歡餐會， 李氏公所青年部早已
經在會場架起了帳篷，拉好了橫幅，
忙碌地準備一會兒的野餐食物。遠

遠望去，只見炊煙裊裊，香味撲鼻。
大部分人也陸續趕來。青年部部長
組織全體人員進行了合影留念。之
後李氏公所主席李洪藝表示，這個
活動不僅是長輩對下一輩的鼓勵，
同時也希望這樣習俗被沿襲下去。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發表了講話，
她表示她本人非常支持此類的活動
，青年人才是未來，是希望，通過這
樣的鼓勵獎學金能更好地帶動他們
的積極性。李氏公所美東總長李本

安發言說希望孩子們將來學有所用
，學成以後記得為僑社的發展做出
貢獻。 李氏公所另一位主席李著華
也代表李氏公所對所有參與的人員
表示感謝，同時也對獲獎學生表示
祝賀，告誡李氏的下一代一定要知
道，大家都是老子李耳的後代，所以
學習中文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有
機會把中文學好，並且能夠多多學
習中華文化，並且發揚我們李氏的
傳統精神以及中華文化。

隨後，青年部部長李格美對
獲獎的學子進行點名並請他們
上前領獎合影。此次獲獎的學子
中有即將升入不同年級的學子。
獲獎名單為：李麗意，升博士，家
長李健安；李欣如，升研究生，家
長李廣洪；李學茵，升中學，家長
李偉才；李炳源，升中學，家長李
本得；李艷婷，升中學，家長李銘
祖；李家兒，升小學，家長李任遠
；李嘉良，升小學，家長李偉英。

頒獎以後，青年部部長宣
佈野餐開始。公所人員將剛烤好
的食物一一擺上了桌，加之提前
準備好的小食，可以說是琳瑯滿
目了。大家都排好隊選取食物。
吃了一會兒，青年部部長就開始

召集青年們前來進行遊戲。他們先
以拔河吸引了大批的青年過來，等
到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以後，他們乾
脆改用拔河的繩子跳繩，現場歡聲
笑語一片，十分喜氣。 接著大家還
進行了投沙包的遊戲，難度升級，自
然也為大家準備了紅包獎勵，由於
遊戲很有挑戰度，本是坐著吃食物
的家長們也紛紛參與了遊戲，整個
活動到下午三時在歡樂聲中圓滿結
束。

芝加哥李氏公所頒發優秀獎學金暨聯歡會假密西根湖畔舉行芝加哥李氏公所頒發優秀獎學金暨聯歡會假密西根湖畔舉行
李洪藝李洪藝 李著華李著華 李本安李本安 勉勵李氏子弟努力發揚李氏傳統精神勉勵李氏子弟努力發揚李氏傳統精神

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頒發青年部顧問證書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致詞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致詞 青年部部長李格美致詞青年部部長李格美致詞李洪藝主席致詞李洪藝主席致詞

佳餚美食佳餚美食

李著華主席致詞李著華主席致詞

青年部部長李格美青年部部長李格美((右右))
與負責餘興節目的李懂萍與負責餘興節目的李懂萍((左左)) WinnieWinnie與獲獎的女兒合影與獲獎的女兒合影

拔河比賽拔河比賽 拔河比賽拔河比賽

祭祀一景祭祀一景 青年部部長李格美作報告青年部部長李格美作報告

李氏公所美東總長李氏公所美東總長
李本安致詞李本安致詞

李著華李著華（（中中））與婦女部長馬如與婦女部長馬如
織織（（左左））及夫婿李鴻沾合影及夫婿李鴻沾合影

現場一景現場一景 現場一景現場一景

全體大合影全體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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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淩帶小周周逛動物園
母女餵長頸鹿畫面有愛

有網友通過微博曝光壹張昆淩帶女兒小周周參觀動物園的照片。照片中，昆淩身穿藍色吊帶裙，彎

腰壹手護著小周周的肩膀，壹手和女兒壹起拿著食草餵食動物，背影超美超溫馨。

此有愛照片曝光後，網友紛紛圍觀並留言稱：“哇 想抱抱！”、“可愛周可愛嫂！”

炎亞綸眼角泛淚：
最欣慰的是粉絲把自己的生活過好

綜藝節目《大學生來了》中

，以追星為主題，9日迎來人氣

偶像炎亞綸，和大學生壹起討論

追星事。節目中，當班底聊到壹

段陪女友追星的故事時，炎亞綸

在節目中熱淚盈眶。

過去炎亞綸生日時，不會舉

辦盛大的生日會，而是帶著粉絲

借由生日的名義，舉辦“生日環

保會”，炎亞綸就曾經帶著200

名粉絲到海邊壹起去撿垃圾，完

成凈灘活動，相當有意義。此外

，2016年炎亞綸生日時舉辦音樂

會，但場地也特別選在不開冷氣

的戶外，非常提倡環保概念。節

目中大學生班底也提到，“妳還

在就證明妳還愛，有些經濟條件

不好的力所能及就行。”提到這

點，炎亞綸也心有戚戚焉，提到

許多粉絲接機，呼籲粉絲適可而

止，不要傷害到自己，也不要打

擾到別人最重要。

節目中，有班底提到自己的

女友追星，他說道“我不能阻止

妳追星，但是如果妳真的很喜歡

他，我陪妳走到他面前。”

這番言論，也讓炎亞綸在

節目中熱淚盈眶，並感慨表示

“最欣慰的是粉絲把自己的生

活過好。”

Hebe舞臺劇首演走錯位
自嘲是“劇場三寶”

據臺灣媒體報道，歌手田馥

甄人氣飄紅，跨界當演員依舊是

票房保證，“小夜曲”舞臺劇去

年開演12場獲的好評，今年到北

中南三地演出，本周將回到臺北

舉辦最終場。8月 11日起壹連3

天、4場演出，首登戲劇殿堂表

演的她，在10日彩排時坦言相當

緊張：“平常都是在小巨蛋演出

，這次很榮幸，連講話也變得輕

聲細語，壹直在心跳加速狀態。

”她從周壹就開始擔憂，晚上睡

覺也因壓力導致失眠。

導演誇贊她演出越來越棒，

懂得即興加入臺詞，走位也精準

，她去年首場演出後兩腿發軟、

從錯的位置出場，自嘲是“劇場

三寶”。“我很不受控，謝謝大

家的包容，都是大家配合我。”

面對演出場場售罄，她卻強調

“這是絕版場”，暫時不再考慮

戲劇演出，打趣說：“10年內不

會！劇場是辛苦事，希望這周趕

快過去。”

據香港《東網》報道，臺灣藝人徐熙娣（小S）與老公許雅鈞結婚12年，曾傳

出小S被家暴、男方出軌等新聞，雖然小S已多次否認但無濟於事，早前小S生日

當天更喊著拍短片，令人懷疑二人的婚姻走到盡頭。

不過近日在網上流出小S與老公在上海低調現身私人遊艇Party的恩愛合照，

隨打破婚變傳聞。見小S社交網站並沒有貼出相關照片，可見她今次上海之行十分

低調！

伊能靜發飆了！
警告惡語網友稱絕不手軟
8月10日，伊能靜微博發文再次警告惡語相向的網友：“這位換頭像的惡

友！妳再威脅我，我馬上報警。”此前，該網友曾罵伊能靜的女兒長得醜，

被伊能靜多次怒懟。

伊能靜貼出壹張網友咒罵自己女兒的截圖，並憤怒警告：“妳的所在位

置，妳的ip都可以透過法律正確的知道，包括妳留下的所有威脅我及我孩子

的字眼，我不是軟弱的人，想傷害我沒那麽容易，妳再威脅我，我馬上報警

。” 伊能靜還表示自己已經請律師存證。對於近幾日遭到的網友的惡語相向

，伊能靜發出最後通碟：“不是妳不喜歡我就可以傷害我，我以後也會告訴

我的孩子，不能被霸淩還沈默，語言霸淩必須被制止！我已經全部請律師存

證！絕不手軟！”網友紛紛表示支持：“這種人有毛病吧！支持安妮姐，追

究到底！”

低調現身低調現身！！
小小SS許雅鈞秀恩愛破婚變傳聞許雅鈞秀恩愛破婚變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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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發燒碟首推發燒碟

蘇永康為兒子蘇永康為兒子
翻唱翻唱陳百強金曲陳百強金曲

在音響展現場，設置了價值數千萬元
（港元，下同）音響器材來播放蘇永

康的新專輯，並邀得太極樂隊成員劉賢德
（Hi-Fi德）、鮑以正、張美儀等擔任嘉
賓。康仔分享這張新專輯的製作過程，首次
推出發燒碟的他坦言很介意無人買碟，因在
公司七年來都未曾令公司蝕本，不希望這次
會打破自己的嘜頭。康仔又指等足七年才有
機會出發燒碟，其間陰差陽錯，每次提出時
都有其他事情發生，現在終能圓夢。

未讓囝囝聽怕挫折
說到碟中有翻唱陳百強的《夢裡

人》，康仔謂：“完全是因為囝囝。當囝
囝出世不久，便給他聽音樂來陶冶性情，
但當播放我的歌時，他便會扁嘴，我嘗試
播多位歌手的歌都是如此。惟獨聽到陳百

強就無事，還會動來動去，聽到草蜢便跳
舞！加上陳百強是位在音樂及形象上都對
我有很深影響的前輩，（有否給囝囝聽這
張專輯？）不敢，他一聽會扁嘴，我接受
不到這挫折。”

要賣萬八張才回本
談到製作方面，康仔指得到公司在製

作費上的無限支持，投資金額多達120萬
元！“實體碟起碼要賣出18,000張才回
本，當然歷史上有很多歌手做到，好像林
子祥、盧冠廷、夏韶聲推出發燒碟都獲得
不俗成績，所以會追着這個標準去做。
（日後揀歌會否以囝囝做指標？）用回我
自己好些，剛才囝囝睡到分享會結束才
醒，早知叫他出來聽聽我唱陳百強的歌，
哈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有泰國“小鄧麗君”之稱的
朗嘎拉姆，11日偕同楊立門和歌莉雅在會展舉行“發燒靚聲簽
唱會”。這次是朗嘎拉姆首度推出發燒碟，她坦言心情緊張，
不知大家會否買其唱碟。首批專輯會先在香港推出五至六百
張，反應理想的話便會加
印，暫時內地仍未推出，
不過朗嘎拉姆稍後都會到
內地宣傳，相信內地粉絲
會很期待。
說到四川九寨溝發生

大地震，朗嘎拉姆表示事
發當晚9時許收到北京朋
友傳來地震的消息，今次
釀成傷亡，她自己都很想
幫忙。她又指有朋友身處
四川，可幸並非在九寨
溝，但都會受到影響，
“已跟他們聯絡過知道安
全沒事，自己得知此事
後，在半夜時都有發微博
送上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蘇

永康11日到香港會展出席高級音響展

為其發燒唱片《Love From The Last

Century》舉行分享會，他的太太和四

個多月大囝囝Jazz都有到場支持。康

仔自爆其囝囝聽到他的歌曲時會扁

嘴，惟獨最欣賞陳百強的歌曲，故此這張發燒

碟他特別選唱了陳百強的《夢裡人》。而且康

仔更作即場演繹，又唱出專輯中梅艷芳的《心

債》，揚言要送給他在另一空間的精神領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
全）前“港男”黃長發投資的
Liberté Management模特兒公
司，11日晚舉行開幕酒會，除
了黃長發與太太外，其兄長黃
長興一家三口、薛世恒及孫耀
威等都一同出席。
黃長發今次自資開模特兒

公司，想憑自己做了模特兒八
年的經驗，希望能多賺點錢並
生個女兒。而哥哥長興有投資
餐廳，也教弟弟開業時要小心
看住盤數，他得知弟弟的公司
現只做外籍模特兒，也叫弟弟
不妨簽自己，可以齊齊去行
騷。但長發笑言這似乎不太適
合，因他現想主力在幕後方
面。

薛世恒泳褲騷要先問媽咪
薛世恒特地來撐好友場，

他表示過想加入娛樂圈，但未
有模特兒公司簽他，要是長發
肯簽他會覺得榮幸。問會否接
受穿泳褲行泳衣騷？他笑言未
有這個心理準備，也要先操練
好身材，不過泳褲亦有很多款
式，也會先徵詢媽咪意見，因
會客觀一點。至於會否肯全裸
演出？他反問是否只露兩點，
要是三點全裸則暫時不會考
慮，畢竟自己也算保守。談到
前妻陳法拉之前回港有否和他
見面？薛世恒表示這趟沒時
間，但早前在美國都有見面，
他倆其實一直有聯絡，只是不
太緊密。
孫耀威婚後心廣體胖，他

指去年一整年未放過假，婚後
這星期太太陳美詩要外出工

作，他反而藉睡覺和食來放縱
自己，又約朋友出海，好不寫
意。他笑說：“似在自我單人
度蜜月，老婆出去工作，我就
上了岸！”孫耀威之後說回正
經，他指下周便投入工作去北
京做節目，而內地不少節目也
不認識其太太，故很想他帶太
太於節目中亮相和合唱，對此
他笑說：“平時我們也很少唱
K，上台對着她怕會忍不住笑，
感覺很怪，又怕自己會‘硬晒
軚’！雖然我身經百戰，可面
對任何女對手，但對着老婆會
有心理障礙，所以打算一齊私
下先練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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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嘎拉姆朗嘎拉姆
為四川災民送祝福為四川災民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李
居明大師、粵劇名伶龍貫天及佛山粵
劇團院長李淑勤10日晚假香港北角新
光戲院為《神狐綺夢》首演舉行拜神
儀式，李居明透露該劇目是其第29套
創新粵劇，邀得龍貫天與李淑勤首度
合作演出。此外，李淑勤更答應每年
都會到新光演出，明年會演《金陵第
一釵》，至於龍貫天則演出他的第30
套粵劇劇目《納蘭三詠》。

《大迷信3》攻賀歲檔
李居明表示新光戲院於一個月

後，二樓的電影院將正式開幕，電影
院設有全港首個三面銀幕，內𥚃 能容

納超過130人的貴賓座位，連音響亦
是一流的設置。另他投資的電影《大
迷信3：潮爆開運王》，由林盛斌、
河國榮、江美儀及莊思敏等主演，並
已跟黃百鳴洽談好聯線於賀歲檔上
映。
李淑勤表示在《神狐綺夢》中首

度與龍貫天合作，感覺相當愉快和具
可觀性，而李居明大師對佛山粵劇團
也愈來愈了解和熟悉。龍貫天指跟李
淑勤相識多年，舞台上還是首次合
作，排練時感覺到對方很嚴謹，從不
怠慢，也希望觀眾會欣賞《神狐綺
夢》這齣有音樂劇及動漫式元素的粵
劇。

李居明《神狐綺夢》公演
邀龍貫天李淑勤首度合作

■薛世恒表示有和前妻陳法
拉聯絡。■黃長興抱住囡囡來撐弟弟場。

■■黃長發黃長發((右右))開模特兒公司開模特兒公司，，
主打外籍索模主打外籍索模。。

■李居明(左)為新劇《神狐綺夢》舉行拜神儀式。

■■蘇永康帶同太太和囝囝出席其發燒碟宣傳活動蘇永康帶同太太和囝囝出席其發燒碟宣傳活動。。

■■在試聽新碟時在試聽新碟時，，
康仔和其他出席者康仔和其他出席者
都專心聆聽都專心聆聽。。

■康仔11日獲多位圈中人撐場支持。

■(左起)歌莉雅、朗嘎拉姆和楊
立門一起見傳媒。

■■朗嘎拉姆對自己的發燒碟相當緊張朗嘎拉姆對自己的發燒碟相當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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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曝終極預告提檔8.17上映
郭富城王千源上演貓鼠遊戲
互動“基情”四射

由黃誌明監制，連奕琦導演，郭富城、王千源、劉

濤聯袂領銜主演的警匪犯罪動作電影《破局》今日曝光

終極預告。預告中郭富城飾演的“高見翔”與王千源飾

演的“陳昌民”展開了壹場正邪難辨的貓鼠遊戲，郭富

城倉惶入局，王千源邪魅乖張，最終的迷局真相呼之欲

出。電影《破局》將於2017年8月17日全國公映。

在此次曝光的終極預告片中，王千源強勢設局，郭

富城倉惶破局。先是王千源調侃郭富城：“殺人還能這

樣若無其事”，威脅之意昭然若揭。郭富城不明情況慌

張應對：“妳究竟想怎麽樣？”繼而王千源指出破局之

法，即“交出戲中張晨的屍體”。而此時郭富城已另有

準備，更是識破了戲中王千源的陰謀所在：“陳昌民為

了獨吞這批毒品，殺人滅口。”真兇究竟是誰成為疑團

，更是為觀眾留下無限懸念。

另外，預告片也將電影的黑色幽默元素傳達的淋漓

盡致。河岸戲中，郭富城的表演滑稽逗趣，在其以往的

警匪片中都頗為少見。王千源誠邀郭富城共赴面館，並

獻上手背吻，郭富城反應激烈狂喊道：“我不想吃啊，

我想吐啊”，更是反之狂吻王千源。在緊張對決的時刻

插入如此搞笑片段，令人忍俊不禁腦洞大開。王千源更

是貢獻了邪魅乖張的演出，“妳這大屁股可真可愛”等

臺詞足以令觀眾捧腹。

《破局》曝光的終極預告片中，不僅有郭富城、王

千源雙雄對壘的畫面，更有郭富城、劉濤壹家人相親相

愛的感人橋段。在預告中，劉濤飾演的妻子林曉葉小心

叮囑：“不管什麽事情，妳都不要冒險。”並與郭富城

緊緊相擁，壹家人共同面對強敵，夫妻情深令人動容。

在電影中，劉濤貢獻了夾雜著溫情與逗趣的精彩表演，

為這部激烈虐腎的警匪片平添柔情。

電影《破局》將於暑期檔8月17日上映。

《引爆者》改檔10.27曝新預告
段奕宏上演困獸之鬥走上“狂暴之路”

由常征執導，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

燊主演的犯罪懸疑片《引爆者》於近日曝光了壹

款新預告和海報，宣布改檔10月27日。預告片

中段奕宏被誘入壹場利益陷阱，為了保命爭分奪

秒展開自我救贖，更是與余男上演虐戀情深的亡

命情節，動作戲和奪人眼球的爆破戲也是看點十

足，緊張復雜的劇情不禁讓人與其他犯罪電影區

別開來。

此次在影片中飾演壹個憤然求生的無名小卒

，段奕宏卯足了勁兒迎接挑戰性的新角色，入戲

太深被CP搭檔余男爆料“難搞”。段奕宏更是

自曝在片場拍戲時，遊說導演將自己飾演的趙旭

東變成“變態”的搞笑經歷，讓人啼笑皆非之余

不禁為老段為戲拼命的精神折服。

預告片以氣氛壓抑的黑白畫面開場，段奕宏

飾演的趙旭東身陷困境，被多方圍追堵截。撲朔

迷離的人物臺詞和片中的現金誘惑疑竇叢生，段

奕宏是正是邪難辨真偽。隨後畫風逆轉為彩色，

段奕宏為求生存絕地反擊，展開逃亡之戰，前後

的鮮明對比將段奕宏這個小人物的先抑後揚、驚

心動魄的人生轉變表現得淋漓盡致。余男飾演的

蕭紅身不由己被綁架，驚天動地的巨響，猩紅色

的火光仿佛要沖破天際，將預告推向了高潮。段

奕宏數次命懸壹線發出的怒吼為驚險劇情再添壹

筆。片尾段奕宏的壹句“我的命，我說了算”更

是讓跌宕起伏的情節多了壹抹熱血激情。

在與改檔預告片壹同亮相的海報中，段奕宏

、余男、王景春、成泰燊四位主演同框而立，神

態各異。其中，段奕宏手拿炸藥，眼神堅毅，神

色嚴肅；余男雙手抱胸，神色淡然但眼神中透露

著為愛赴險的堅定；王景春單手持槍，面容復雜

卻欲言又止；臉色陰沈的成泰燊面露不甘，釋放

出壹股令人心驚的腹黑氣場。整版海報煙霧繚繞

，火星遍布，四位主演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似

乎所有人都已準備好“引爆”自己的生存之戰。

電影《引爆者》作為壹部犯罪懸疑片，不僅

講述了懸念叠起的犯罪故事，更以生活在社會邊

緣的小人物為中心，展開錯綜復雜的利益之戰和

人性救贖，既是熱血燃情之作，又是慷慨悲歌之

作。三帝壹後的實力演技陣容聯袂開啟了內地犯

罪片的新模式。電影中驚險刺激的爆破場景，拳

腳激烈的動作場面，為觀眾帶來了壹場震撼人心

的視聽盛宴，這部走心力作可謂是“壹爆入魂”

。段奕宏此次飾演壹個反轉大局面的小人物，段

奕宏坦言：“這是壹個很有挑戰性的角色”，並

直言道：“個性好找，共性更難。”談及自己詮

釋的趙旭東，段奕宏笑言：“與導演交流人物角

色時，我要求把趙旭東也演成變態的。”在拍戲

的過程中段奕宏甚至因為入戲太深而被吐槽“太

難搞”，片中飾演段奕宏未婚妻的余男心直口快

，放出猛料：“在片場中，段奕宏為了琢磨人物

角色，時而沈默，時而激情，已經沈浸在角色中

了，十分用心，使人捉摸不透。”據悉，電影

《引爆者》將於10月27日全國公映。

空戰電影《空天獵》發布會主創軍裝亮相
“軍迷”李晨圓軍旅夢 邀範冰冰出演不給片酬

“戰狼”特種兵的熱度還

沒過去，“霸天狼”空軍基地

的飛行員們即將打響另壹場戰

鬥。8月9日，由李晨執導並

主演的中國首部現代空軍空戰

電影《空天獵》在北京中國航

空博物館舉辦“熱血集結 護

佑藍天”主題發布會。李晨攜

主演範冰冰、王千源、李佳航

等主創軍裝亮相。

現場，《空天獵》發布了

“利劍出鞘”版預告片，展現

了“霸天狼”空軍部隊臨危不

懼，與恐怖分子對抗的情節。

據悉，《空天獵》的拍攝得到

了中國空軍大力支持，將於9

月30日登陸全國影院。

作為壹位軍事迷，李晨坦

言他從小有軍事夢，壹直期望

能拍攝壹部真正展現軍人風采

和軍人精神的電影。此次他能

執導並參演電影《空天獵》，

其實是壹場圓夢之旅。發布會

現場，電影《空天獵》總策劃

、空軍大校陳浩評價，壹年多

的拍攝，李晨完成了壹名演員

到壹名導演的轉變，也實現了

壹名軍人之子到壹名準空軍戰

士的轉變，甚至已經成了準軍

事專家。而該片出品人呂建民

則現場透露，李晨、範冰冰都

是“零片酬”參演此片，全憑

對這個題材的興趣。

李晨表示，電影《空天獵

》不是飆車、飆坦克，而是飆

殲-10、c飆殲-20這些戰鬥機

，不是壹個人在地面上小打小

鬧，而是國家層面的壹場戰役

行動，壹場空天戰場的體系作

戰。他透露，片中很多戰鬥機

的飛行鏡頭都是實拍完成，當

他看到飛行員完成各種高難度

動作時，常常緊張地直冒汗。

範冰冰此次在電影中出演

了壹位直升機飛行員，沒有開

上殲-20，範冰冰感到很遺憾

，李晨現場答應她等到《空天

獵》拍續集時壹定讓她開。李

晨還現場很直爽地表示，當時

他籌拍這部電影時，因為資金

不是很充足，也不知道該請哪

個女演員，後來索性找範冰冰

來幫忙，省下錢去做特效。而

範冰冰則笑稱，開始以為只是

來客串，不知不覺就變成了女

壹號。

李易峰《心理罪》表演被贊“從影最佳”
獲原著作者認可 從廖凡手上接獎杯稱想拿影帝

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心
理罪》今日在京首映，原著作者雷
米贊李易峰的表演是“從影以來最
好的壹次”，因為李易峰在片中是
警隊實習生，現場還被飾演警隊隊
長的廖凡授予“優秀實習生”獎杯
，他戲謔地發表了壹番獲獎感言，
稱想“早日拿個影帝”。

電影根據《心理罪》系列小說
第壹部《畫像》的開篇故事“血之
魅”改編，將方木（李易峰飾）的
故事線拉回到他的大學時代，那時
還是犯罪心理學研究生的他初入警
隊跟隨刑警隊長邰偉（廖
凡飾）實習。但作為實習

生的方木卻恃才傲物，也因沖動魯
莽闖下大禍，而邰偉和法醫喬蘭
（萬茜飾）不由對方木立誌做警察
的決定產生了懷疑。隨著案情的推
進，方木與邰偉在經歷過重重考驗
後，終於成為壹名合格的警察。

雷米是是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犯
罪心理學教師，他現場對電影發表
評價：“原本我很忐忑，現在有個
說法叫毀原著，但看完電影後，我
覺得編劇對小說做了很好的調整和
擴容，李易峰將方木這個天才的蛻
變過程拿捏得很好，可以說是貢獻

了從影以來最好的壹次表演。編劇
還給廖凡飾演的隊長成功增加了前
史，在影帝實力的加持下，讓人看
到了更多驚喜。”作為影帝，廖凡
也表達了對李易峰的勉勵，稱他
“認真、努力、前途無量”，並說
《心理罪》只是李易峰的“開始”
。接過“優秀實習生”獎杯的李易
峰發表“不正經”獲獎感言：“很
開心可以拿到這個獎，感謝父母，
謝謝國家的栽培，感謝廣大人民群
眾的厚愛，我會再接再厲，爭取當
個老司機，早日拿個影帝。”

現場能夠看出，廖凡與李易峰
合作愉快，談到日前收官的9城路演
，廖凡調侃：“最大的感受是意外
，第壹沒想到雷米老師的書迷這麽
多；第二沒想到小李的粉絲這麽多
，本來我以為我倆同時去的地方會
有他的影迷，結果我單獨去的場次
也有他很多粉絲，但在我的遊說下
，他們都變成我的粉絲了。”

此外，在首映伊始，主創們也
集體為四川九寨溝縣的地震受災同
胞祈福，希望災區人民早日度過災
難，重建家園。

《《戰狼戰狼22》》排片首次突破排片首次突破6060%%
今日沖擊今日沖擊4040億億 周末新片能否打破統治局面周末新片能否打破統治局面？？

根據Mtime Pro數據顯示，8月9日（周四）內地影市大盤報

收2.27億元，遭遇半個月以來的最低谷。《戰狼2》、《三生三

世十裏桃花》與《建軍大業》三部電影承包了單日總票房的

95.55%。

單片表現方面，上映兩周的《戰狼2》毫無懸念繼續著領跑

勢頭，昨天再收1.91億元，總票房累計38.09億，距離突破40億

僅有壹天的距離。這也意味著《戰狼2》的分賬票房昨日正式超

過《美人魚》，成為內地影史最高。值得壹提的是，《戰狼2》

的排片占比在昨天首次突破了60%。《俠盜聯盟》、《心理罪》

、《鮫珠傳》等新片在本周末公映之前，《戰狼2》的制霸局面

仍將持續下去。

爭議不斷的《三生三世十裏桃花》昨日進賬1773.1萬，累計

票房4.82億，預計能在今天突破5億大關。《建軍大業》跌幅走

向平緩，昨天再收804.7萬，累計票房3.6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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