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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日出現了壹種不會融化的冰泣淋，這種冰泣淋在28°C的氣溫下仍能保持原有
的形狀。從日本網友送出的體驗來看，這個所謂10分鐘不會融化冰泣淋，在夏日室外溫度
下，的確做到了10分鐘整體沒有融化，只是周邊壹些細微處有了些許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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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家強望他日代表港足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潘志南）
前南華悍將

謝家強(Sean)早前加盟港超球會大
埔，近日接受訪問時表示，留港踢球
的目標就是，希望兩年後拿到香港特
區護照，代表港足出戰。

在早前大埔友賽公民的比賽中，
謝家強沒有上陣，只在場邊跑圈；身
形有點瘦削的他表示，近兩周主要進
行游水、舉重和衝刺等訓練，簽約大
埔後方跟隨球會訓練感覺新鮮。對於
謝家強仍未在熱身賽上陣，球隊總監
李志堅坦言有待Sean狀態更好才作安
排，避免他受傷；同時李志堅又指謝
家強的踢法勇悍，對大埔中場掃蕩效
率有幫助。
過去一直効力南華的謝家強，

對於“少林寺”自降甲組表示可惜，
但這位2012年跟隨羅傑承上山効力
南華的中場悍將，這些年都為留港與
否掙扎，隨着女兒去年出世，Sean
就定下留港的決心，更希望有一天能
為港隊効力。
Sean說：“兩年後拿得香港特

區護照就能跟羅素可入選香港隊，我
期待這天的來臨。”大埔隊中有不少
前南華隊友，如羅素、梁冠聰、翟廷
峯等，謝家強指，這令他對球隊有歸
屬感，亦開心能與前隊友再次並肩作
戰。

男籃亞洲盃小組賽 中國先拆“塔”再攻“克”

在資格賽中，王宇第一跳2米17，輕鬆一跳過關；橫杆升到
2米22後，王宇第一次試跳失敗、第二次成功。此後，王

宇衝擊2米26的橫杆，第一次就成功；當高度升到2米29後，
王宇在第二次驚險的通過。在衝擊2米31的決賽線時，王宇跳
了三次都以失敗告終。最終，王宇以2米29的成績排名預賽第
12，幸運地躋身決賽。
賽後，王宇大喊：“太恐怖了！這屆世錦賽跳高預賽水平

太高了！比之前幾屆都高。過去跳過2米29都能進決賽，這次
是過了2米29都還有人沒有進決賽！當然沒有想到這麼驚險，
我覺得對手真的是特別強勁！”

一邊訓練一邊上清華
斯斯文文的王宇和大多數專業運

動員不同，他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
是清華大學運動訓練專業的研三學
生。2007年，王宇因為體育特長被清
華附中錄取，之後又被特招進入清華
大學經管學院。來到清華後，王宇非
常珍惜學習的機會，同時一邊學習一

邊堅持每天訓練至少兩個小時。2013年，王宇的生活發生了很
大的改變，他參加了國際田聯挑戰賽北京站比賽的男子跳高比
賽，決賽中他以2.33米的成績奪冠，一戰成名，進入了國家跳
高隊。
為了應付自己的雙重身份，王宇每天的生活比同齡人忙碌

很多。每天，他在清華大學上完課後，要騎電動車去海淀體校
訓練。訓練完後，由於大學裡沒有好的醫療條件，王宇常常還
要騎車去旁邊的北京體育大學接受放鬆按摩。所以在國家隊眾
多的田徑運動員中，王宇顯得與眾不同，他常常被問到，是如
何一邊訓練一邊上清華的。
“我覺得挺不容易的。我是一個非專業的全日制學生，要

花很大一部分時間進行體能訓練，然後還要花很大一部分時間
去學習，要慢慢去協調。這兩者也是互相促進的，有時候學習
累了可以訓練跳高我還挺開心的。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也很享受。”王宇說。
本屆世錦賽的男子跳高決賽在14日進行。要和全球頂尖的

高手過招，王宇表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手一搏，“我對決
賽沒有預期！決賽就擼起袖子加油幹，好好地發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在11日晚進行的2017倫敦田徑世錦賽男子跳高資格賽上，中

國選手王宇成功躍過2米29，以第12名的身份驚險殺入決賽；由

於上屆世錦賽男子跳高亞軍張國偉只跳過2米22無緣決賽，故這

位“清華學霸”冀望在決賽放手一搏，與全球頂尖的高手過招。

2017年倫敦田徑世錦賽日前進行了男子跳高資格賽，
中國名將張國偉狀態不佳，只跳過2米22無緣決賽。

比賽當日天氣晴朗，但是氣溫並不高，張國偉在前兩個
高度2米17和2米22都是第二次才成功過杆。進入2米26的
高度，張國偉則三次試跳全部失敗。賽後張國偉表示當日比
賽狀態不好，雖然通過過杆後的慶祝和試跳前的喃喃自語反
覆調動自己，但是始終不夠興奮。“這次世錦賽本來打算是
至少跳過2米32，超過自己2米31的賽季最好成績，但是現
在連決賽都沒進肯定是不滿意的。”張國偉說。

大腿肌肉傷未徹底康復
張國偉表示，里約奧運會前大腿後側肌肉受傷，受到傷

勢影響比賽成績大幅下降，直到現在傷勢仍沒有徹底康復，
在天氣冷的時候肌肉就會比較緊，影響發揮。不過他也強
調，希望大家多給他些時間，他有信心重回巔峰狀態。

■新華社

傷病困擾

日前在黎巴嫩舉行的首屆男籃亞
洲盃小組賽中，郭艾倫砍下30分，幫
助中國隊在第二場比賽以92:67大勝卡
塔爾。兩戰之後，中國隊一勝一負。
接下來小組賽中，中國隊對陣伊拉
克。中國男籃藍隊主教練杜鋒派出的
首發陣容為周鵬、韓德君、劉曉宇、
吳前和任駿飛，郭艾倫直至開賽6分多
鐘才被換上場。

比賽一開始，中國隊在開球中拿
到球權並由周鵬先進一球，而且一度
打出一個9:0的小高潮，最終以26:21
領先結束第一節。第二節，卡塔爾攻

勢有所加強，一度反超比分，但隨即
就被中國隊扳回。上半場結束時，中
國隊領先卡塔爾8分。第三節，中國隊
依然掌握比賽節奏，比分始終保持領
先。第四節，中國隊員打得更加放鬆
和流暢，配合更加默契，分差最大時
領先卡塔爾28分。最終，中國隊以25
分的優勢大勝卡塔爾。整場比賽，中
國隊員的犯規次數明顯少於首場比
賽。郭艾倫的表現尤為搶眼，得到全
場最高的30分。

杜鋒在賽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這場比賽，隊員們有了一些適應，

開局的戰術延續還是非常不錯的。不
過，對方防守變化之後，隊員適應比
賽的狀態還是沒有預期的那麼好。下
半場，大家逐漸適應了場上的節奏，
發揮了自己應有的一些水準，但我覺
得還可以做得更好。”
杜鋒說，這次比賽易建聯沒有

來，希望郭艾倫作為球隊領袖，無論
在場上場下都能發揮領袖作用，“他
的發揮和表現決定這支球隊在本屆亞
洲盃有什麼樣的走向。今天他做得非
常好，帶領球隊取得了第一場勝
利。” ■新華社

日前在菲律賓舉行的2017年亞
洲女排錦標賽中，以二線陣容出戰的
中國隊3:0完勝澳洲；13日中國女排
在八強將迎戰D組第一名、小組賽三
戰全勝的泰國隊。
在B組第二輪比賽中，中國女排

以25:13、25:8和25:9的比分完勝同
組的澳洲，從而以本組第二名的成績
晉級八強。
率隊參加女排亞錦賽的主教練

包壯賽後表示，對於下一場比賽，泰
國女排近年來實力強勁，連續幾屆女
排亞錦賽進入前三名，目前這支泰國
隊配合熟練，號稱泰國女排的“黃金
一代”，整體實力高於參賽的中國
隊。接下來中國隊要繼續擺低位置、
衝擊對手，重視比賽中的每一個細節
和過程，發揚中國女排的拚搏精神。
本次亞錦賽，中國隊以鍛煉年

輕隊員為目的，國家隊的隊員均沒有
出戰。
另外，日前在伊朗進行的2018

年男排世界錦標賽亞洲區預選賽中，
中國隊以3:0戰勝卡塔爾，贏得兩連
勝。

■新華社

女排亞錦賽八強
中國二隊衝擊泰國

張國偉無緣決賽

■杜鋒(左)在比賽中指揮。 新華社

■■張國偉試跳張國偉試跳22米米2626的高度的高度
失敗後向觀眾致歉失敗後向觀眾致歉。。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排中國女排((藍衫藍衫))擊敗澳洲擊敗澳洲。。
亞洲排協圖片亞洲排協圖片

■■謝家強在場邊觀戰謝家強在場邊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王宇在資格賽比王宇在資格賽比
賽中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王宇慶祝王宇慶祝
越過越過22米米2929
的高度的高度。。

新華社新華社

■■斯斯文文的斯斯文文的
王宇被稱王宇被稱““清清
華學霸華學霸”。”。

新華社新華社

����;;;

王
宇
驚
險
入
世
錦
賽
跳
高
決
賽



CC44芝加哥僑社
星期日 2017年8月13日 Sunday, August 13, 2017僑 社 新 聞A6 Friday, Aug 04, 2017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6

芝城雷藏寺隆重舉行地丁酉年龍王水供大法會及觀世音菩薩中元普度大法會芝城雷藏寺隆重舉行地丁酉年龍王水供大法會及觀世音菩薩中元普度大法會
（本報訊）芝城雷藏寺很榮幸的

再次邀請到來自達拉斯三輪雷藏寺
的釋蓮鎭金剛上師為本地善信及同
門主壇龍王寶瓶息災賜福水供和觀
世音菩薩中元普渡大法會。上師於7
月 13 日抵達芝城，是日同門擺設迎
師晚宴感謝上師的蒞臨。翌日上午
數位熱心的同門招待上師暢遊芝加
哥河，欣賞聞名世界的芝加哥城市
建築，上師笑言，河中有三條龍王一
路伴行，非常奇妙。當日下午，蓮鎭
上師開壇問世事為大眾指點迷津，
同門口耳相傳踴躍報名，甚有者攜
帶家眷前來感謝上師,爾時替其撥雲
見日之恩。

7月15日下午一點半隆重舉行
龍王寶瓶息增懷誅水供大法會，鐘
鼓齊鳴，迎師組列隊恭請主壇上師
（釋蓮鎭金剛上師）及護壇弘法人員
（釋蓮紫金剛上師，釋蓮毫法師）入
法會壇場。法會如儀如軌，主壇上師
演化增益敬愛息災賜福大手印，與
會大眾一心念誦龍王心咒，觀想自
身與龍王水天神合一入天河水中，
一切黑業洗滌清淨，全身充滿光明。
水供行事圓滿矣。龍王法會後，釋蓮
紫上師以師尊《寫鬼》一書開始師尊
對 XX 養鬼，用鬼害人一事，希望大
家警醒，認清修法中的障礙，時刻保
持正知正念。接著蓮鎮上師作了總
結開示：今日法會圓滿殊勝，紅白藍

綠黃龍王均降臨水供會場，遨遊翻
騰。龍王性喜行善利益眾生，供養龍
王者必受其回饋得大利益。持誦龍
王經可調和天龍八部，天龍八部與
人類最接近，易得感應，今日與會大
眾俱受龍王賜福咸蒙法益。上師也
感慨僅僅短暫的兩載光陰，眼見諸

多老菩薩往生或遷移外鄉，人事變
化之大矣，另人唏籲，我們應當珍惜
當下修行機緣，好好修行，離苦得樂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意義。開示畢，蓮
鎮上師為與會大眾作龍王寶瓶法灌
頂及息災賜福灌頂，眾等皆沐祥光。

次日，即7月16日星期天，在華

阜廣場舉行觀世音菩薩息災賜福中
元普渡護摩火供大法會。是日早晨
雖然烏雲密佈，但近午時分天呈瑞
相，陽光燦爛。法會前行芝城雷藏寺
才藝班的小朋友表演數曲舞蹈，光
彩亮麗的服飾，天真無邪的演出，贏
得大眾的掌聲。本寺空手道學員亦

賣力展現學習成果以娛觀眾，其中
最不可思議的是僅僅幾歲小朋友不
須假借任何工具，只用他的纖細小
手將木磚劈成兩半，各式不同族群
的觀賞者皆歎為觀止。法會如儀行
事，當護摩火升起，莊嚴的觀世音菩
薩響徹中國城華埠廣場，嬌陽露面，
輕風拂身，暑氣消逝，黑煙從熊烈的
護摩火中升起，如山如海的供品下
爐，蓮鎮上師演化息災增益敬愛超
度手印，法會過程非常殊勝。法會後
蓮鎮上師向近400位參加法會的各
地信眾作了簡短而精闢的開師，上
師道，芝加哥華埠是北美地區唯一
一個人口在持續增加的城市，非常
旺。這與芝城雷藏寺每年都舉辦如
此大型的祈福，超度大法會是有關
係的的，讓亡者往生佛國淨土，讓
生者業障消除，福慧增長。我看到很
多義工幫忙，很多商家贊助，大家就
象一家人一樣，一起護持佛法的傳
播，讓珍貴的真佛密法利益更多有
情眾生，這也是我們修行的意義，自
度度他。

開示畢，蓮鎮上師為佛像開
光，加持大悲咒水，為與會大衆做觀
世音菩薩息災祈福甘露水灌頂後，
眾等恭送上師法師，鼓號齊鳴，合掌
虔誠持師尊心咒：[嗡。古魯。蓮生悉
地。吽。]。中元普渡觀世音菩薩護摩
法會圓滿閉幕。

釋蓮鎮釋蓮鎮，，釋蓮紫上師釋蓮紫上師，，釋蓮毫法師迎師組同門合影釋蓮毫法師迎師組同門合影

蓮鎮上師帶領同門上香蓮鎮上師帶領同門上香 中元普度觀音壇城中元普度觀音壇城 蓮鎮上師加持壇場蓮鎮上師加持壇場

蓮鎮上師為善信蓮鎮上師為善信
做皈依灌頂做皈依灌頂 豐盛的龍王水供供品豐盛的龍王水供供品 蓮鎮上師演化熄災增益超度大手印蓮鎮上師演化熄災增益超度大手印 蓮鎮上師用拂塵接界蓮鎮上師用拂塵接界

莊嚴的龍王水供塔莊嚴的龍王水供塔 龍王壇城龍王壇城 奇妙的水供塔奇妙的水供塔

各地善信接受賜福灌頂各地善信接受賜福灌頂
雷藏寺中文學校功夫班的小朋友雷藏寺中文學校功夫班的小朋友

在表演跆拳道在表演跆拳道

雷藏寺中文學校舞蹈班的小朋友雷藏寺中文學校舞蹈班的小朋友
在表演民族舞蹈在表演民族舞蹈 灌頂的人流排成長龍灌頂的人流排成長龍

除了華人還有很多白人除了華人還有很多白人
來接受灌頂來接受灌頂 迎師組的小朋友接受灌頂迎師組的小朋友接受灌頂

除了華人還有很多白人除了華人還有很多白人
來接受灌頂來接受灌頂

大法會現場一景大法會現場一景大法會現場一景大法會現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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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動作喜劇《保鑣救
殺手》由好萊塢型男賴恩尼諾斯（Ry-
an Reynolds）夥拍資深演技派男星森
姆積遜（Samuel L. Jackson）主演，分
別飾演拜米高和喪基達利。今次是兩位
男星繼 2013年為動畫片《極速Tur-
bo》聲演後一次真身合作。二人對於再
度同台演出期待已久，賴恩尼諾斯表
示：“我愛拜米高和喪基達利之間的密
切關係，這兩個傢夥真是水溝油！但隨
着故事推進，他們開始懂得給予對方尊
重。電影將一段兄弟情和兩個愛情故事
包裝起來，是一部令人難以置信的瘋狂

動作片。”
講到戲中角色，拜米高和喪基達利性

格南轅北轍。“保鑣”拜米高愛理性分
析、要操控所有事情，但兩年前曾經工作
失誤，名聲和自信大受打擊，因此今番接
受同是特工的前女友雅美（Amelia）命
令，是想證明自己、重振聲威！至於“殺
手”喪基達利擺明膽正命平、玩世不恭、
隨機應變多於吃飯，不過因為一時失手，
連累自己和老婆被拘捕脅持，處境水深火
熱，迫不得已要做指證人！

地上最強保鑣和金牌殺手既是多
年宿敵，之前亦曾多次交手，這次行動

中被迫朝夕相對，一開始就看對方不順
眼，初則口賤互虧，繼而動手動腳有你
沒我，但因為後有追兵，不想抱住一齊
死，惟有一齊盡快完成任務，展開一段
又矛盾又曖昧的關係。

多輛汽車風馳電掣
由於手上有兩位充滿魅力又有火

花又會“自動檔說不停”的主角，導演
柏德烈侯治（Patrick Hughes）樂得輕
鬆：“只要給他們合適的環境和發揮空
間，然後我就坐下邊吃花生邊看好
戲。”

今次動作指導要用別開生面的動
作場面貫穿全片，亦因應兩位男主角的
角色性格，設計不同的打鬥風格，務求
新鮮又有趣。而賴恩尼諾斯在今次片中
的槍戰和飛車，他都應付自如，和森姆
積遜的搏鬥，更肯定親身上陣。

該片另一大亮點是汽車風馳電
掣，私人房車、電單車、多用途車、警
車齊齊出動，甚至在阿姆斯特丹的水道
內追逐快艇，令觀眾目不暇給，難怪導
演也表示拍片的過程超興奮，走入現場
有如走入玩具部，滿足所有男孩子的童
年夢想。

賴恩尼諾斯 森姆積遜合作有火花
導演樂得輕鬆看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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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若英上半場先反串成“劉若男”打
頭陣，帥氣穿上西裝，點題地以

《雌雄同體》開唱，其後帥氣飆唱《王
妃》，現場歌迷即時高聲尖叫。由於現
場有歌迷頭戴白紗來捧場，“劉若男”
得悉也大搞氣氛說：“今天聽說有人穿
白紗來？你們真的敢嫁給我？要我犯重
婚罪？等等去後台等着。”

其後的30分鐘，劉帥“歌”組曲一
口氣接連演唱《搖滾舞台》、《浪人情
歌》、《愛如潮水》、《帥到分手》、
《對你愛不完》、《忘情水》、《吻
別》等。

當晚“劉若男”邀請了梁靜茹任嘉
賓，其實劉若英和梁靜茹雖然過去曾經同
門多年，卻是首次合作。不過這“破天
荒”同台，和梁靜茹合唱的不是劉若英，
而是“劉若男”。“一王一后”默契十足
的合唱了《傷心地鐵》、《陰天》、《我
是真的愛你》以及《分手快樂》。

“劉若男”稱讚梁靜茹是“最溫柔
的女生”，更笑道：“劉若英就不太敢
請她當嘉賓，因為她一出來，劉若英就
不太想唱了。”梁靜茹亦配合演戲，一
出場便拿出紙巾為“劉若男”擦汗，讓
“劉若男”直呼：“當男人真好！”梁
靜茹稱自己是“新人”，“劉若男”也
應聲：“我最愛把新人。”，梁靜茹也
表示：“今晚你是我的，你今天真的太
帥了！”兩人更在台上摟抱，甚至嘴對
嘴親吻。

面臨罰款搬五月天擋駕
之後短短10分鐘，“劉若男”瞬間

變臉轉性，再次出現在歌迷面前的，是
以一襲雪白開岔連身女神洋裝現身的劉
若英，她並唱起《為愛癡狂》。

唱到接近晚上11時，劉若英頻問粉
絲，“現在幾點？”粉絲一致回：“8點！”
讓她大笑。面臨演唱會超時罰款，劉若
英搞笑回說：“還好公司還有一個團叫
五月天，公司才沒有特別盯我。”

首 度 合 作 大 搞 曖 昧

劉
若
英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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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吻

■■““劉若男劉若男””抱着梁靜茹親嘴抱着梁靜茹親嘴。。

■■蘇永康蘇永康((右右))認為愛可以改變一切認為愛可以改變一切。。

■■動作片又怎少得爆破戲動作片又怎少得爆破戲？？■■追逐快艇戲緊張刺激追逐快艇戲緊張刺激。。

■■賴恩尼諾斯賴恩尼諾斯((右右))和森姆積遜對戲時火花十足和森姆積遜對戲時火花十足。。

■■劉若英瞬間由男裝變劉若英瞬間由男裝變““女女
神神”。”。

■■嘉賓頑童夥嘉賓頑童夥““劉若男劉若男””大玩大玩
Hip HopHip Hop。。

■■““劉若男劉若男””與梁靜茹合唱與梁靜茹合唱。。

■■““劉若男劉若男””帥氣開場帥氣開場。。

香港文匯報訊 蘇永康（阿公）
早前接受電台訪問。談及他於2002
年因台灣搖頭丸事件被捕，事業直插
谷底兼翌年與首任太太離婚，他由衷
感謝梅艷芳在他低潮期向他施以援
手，阿公說：“那次跟梅姐噶完酒來
我家閒聊，她的經理人Marianne跟
我說，梅姐（梅艷芳）有意找我做巡
迴演唱會嘉賓，至少有6場。我一看
合約的酬金，是嚇了一跳！當時，我
根本不值這麼高的價錢！完全不
值！”雖然最後梅姐因病離世，未能
完成這次巡唱，蘇永康亦十分感激亦
師亦友的梅姐一直以來對自己恩情，
“有些朋友就是這麼可愛，在你走路
有風（順風）的時候，你未必發覺他
在你旁邊支持你。但當你一出事，你
永遠可以在線視範圍見到他，梅姐就
是其中一個。”

與第一任太太離婚後，阿公坦言
根本沒再婚的考慮，直至2006年於
陳奕迅的婚宴上認識現任太太Ani-
ta，蘇永康坦言沒想過這個女人改變
他的一生，他甜蜜地解釋，“我後來
才知，愛，可以改變一切。愛，你就
會為一個人轉變，改變本身很堅持的
想法。”拍拖6年後，阿公克服了對
婚姻的恐懼，決定迎娶Anita，他原
本亦沒打算生下一代，但婚後他決定
尊重太太的想法，把生孩子的計劃交
給上天，最後更一索得男。

談到家中婆媳關係，阿公感恩蘇
媽媽與太太都尊重彼此的看法。他更
慶幸生了孩子蘇展弘後，令曾經患癌
的蘇媽媽更積極追求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黎淑賢（Bonnie）近
年愈來愈美，不少人都質疑她整容，
Bonnie亮相節目《辣媽大作戰》接受訪
問時，誓神劈願否認整容說：“對我來
講，要開刀的才叫整容，我沒有開過
刀，我只是打過針！”

Bonnie老公許智政是美容醫生，所
謂近水樓台，Bonnie打美容針當然由老
公負責，問她女為悅己者容，同時是否
也為取悅老公？她一口否認說：“為何

我要取悅別人？最重要是自己覺得好
看，不需要為別人而生活！”

至於Bonnie的前夫是盧惠光，問
她上一段婚姻對現在有無影響？Bonnie
坦白說：“每一段婚姻都不同，對象不
同嘛！不過人是會長大，以前我10幾
歲就結婚，當然不夠成熟，現在我有4
個兒子，從他們身上，我都可以學到很
多東西！”她隨後笑着更正道：“應該
是5個兒子才對（包括老公），我真是

精神分裂！對着個大的就要講大人話，
對着小的，又要裝cute。我整天叫錯他
們名字，有時要叫4次才叫對，連工人
姐姐都一起笑我！”

作為一位闊太，Bonnie最喜歡的是
畫畫，不經不覺她已習畫近10年，最近
還和兒子在同一間畫室學畫。Bonnie不
諱言畫畫確實有修心養性的作用，她說：
“以前我很火爆，一句不對就黑面、發脾
氣，現在我學會放慢，學會修養。”

家有“5子”黎淑賢笑言精神分裂 ■■黎淑賢黎淑賢
和兒子一和兒子一
起創作畫起創作畫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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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城攜手賈青《西夏死書》演繹

“史密斯情侶”

集聚了中國最強組合，由

金像獎獲獎動作導演藍海瀚出

任總導演，陳純昆擔任特技總

監，中國最潮流時尚造型師黃

薇，著名音樂人竇鵬共同打造

的熱門IP懸疑巨制《西夏死書

》日前正在白銀景泰熱拍。人

氣偶像汪東城攜手實力小花旦

賈青首次合作擔任男女主角，

引發強烈關註。

曾出演過多部熱門偶像劇

的“超能型男”大東汪東城此

次出演《西夏死書》男主角唐

風。不僅要具備考古系研究生

的專註、專業的精神，還要和

因出演金庸武俠劇《天龍八部

》而走紅的實力派小花旦賈青

組成中國版“Smith 情侶”，

上演飛車、跑酷、森林滑板、

摩托上樹、徒手攀巖、高空跳

傘、無氧潛水等壹系列高難度

極限運動。兩人在戲中因奪寶

相識，因不了解而壹路嫌棄，

但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壹步步

加深了對彼此的認可，聯手面

對各種挑戰。劇中，兩人因不

同目的結成為“奪寶cp”，雖

然過程有點艱辛，但卻在不斷

的了解和關照對方中，逐漸成

為歡喜冤家，感情日益升級。

其中有壹場是賈青所飾演的梁

媛在探險途中身上突然掉落壹

條蛇，被嚇得昏死過去。為拍

攝這壹個鏡頭，需要將蛇準確

的丟在賈青的肩膀上，再由汪

東城飾演的唐風將蛇抓下丟棄

。賈青壹次次被蛇砸在脖頸上

，拍攝結束時脖頸上已腫起壹

條條的痕跡。身為cp的汪東城

拍攝結束第壹時間上前查看賈

青的傷勢，並表現出自己的暖

男氣質不斷安慰，兩人可謂默

契十足。據悉，《西夏死書》

在沙漠的拍攝部分即將結束

， 8月中下旬將會進入無錫的

森林，進行叢林探險的拍攝。

該劇將以網臺互動方式播出，

打造中國版《奪寶奇兵》。

潘瑋柏新專輯正式發行
記錄人生重要時刻

華納音樂旗下“亞洲唱跳天王”潘瑋柏

2017年全新專輯《illi異類》今日（8月11日

）正式發行！睽違三年未發片，華納音樂不

僅用心與瑋柏制作專輯，更同步推出潘瑋柏

《Will is Coming Home》的網絡影片，紀錄

潘瑋柏出道至今的重要時刻。同時，也象征

這些過去的成就逐步造就了現在的亞洲唱跳

天王！更令人興奮的是，潘瑋柏這次同時邀

來過去的老搭檔——壹起參演《麻辣鮮師》

的杜詩梅，以及當年主持《拍拍走》節目的

拍檔Jason，與他合體再現經典，讓粉絲相當

驚喜，直呼是“世紀合體”！

據了解，華納音樂推出的影片《Will

is Coming Home》，將潘瑋柏正式出道以來

的經典事紀壹壹呈現。內容從潘瑋柏2002年

剛出道時擔任VJ開始，到緊接著演出青春

校園劇《麻辣鮮師》，再到2002年第壹張專

輯的主打歌《壁虎漫步》的經典舞步。2011

年獲金鐘獎“戲劇類最佳男主角”肯定、

2014年爆頭意外後重回小巨蛋舉辦《伊甸園

——王者歸來演唱會》……畫面壹路到2017

年，潘瑋柏以王者之姿踏入華納音樂，以自

在的模樣迎接如回家般的舒適！不僅如此，

華納音樂也走心邀來《麻辣鮮師》中扮演

“陸小曼”的杜詩梅，以及潘瑋柏的好兄弟

Jason參與演出，請兩人分別與潘瑋柏重現當

年經典畫面！

而這兩幕經典畫面，分別是潘瑋柏2002

年與Jason壹同主持《拍拍走》，以及與杜

詩梅在《麻辣鮮師》中的對手畫面。影片壹

開始出現壹臺電視機，壹打開就出現充滿活

力的潘瑋柏及Jason，齊聲喊到：“歡迎收看

今天的《拍拍走》！”就在此時，音樂突然

切換成了潘瑋柏早期經典歌曲《咖哩辣椒》

，兩人瞬間甩開手中麥克風，精準再現經典

舞步。

另壹幕則是重現當年家喻戶曉的青春校

園劇《麻辣鮮師》，潘瑋柏壹身藍色高中制

服，在公園中靦腆對著喜歡已久的“陸小曼

”問道：“請問妳願意做我的舞伴嗎？”另

壹頭的“陸小曼”也毫不猶豫的回應道：

“我超願意的啊！”兩幕經典畫面，不但串

聯了潘瑋柏出道至今的軌跡，也讓粉絲們直

呼簡直是“世紀合體”，壹推出便引發熱烈

討論！而潘瑋柏也笑說跟老朋友聚在壹起相

當幸福，更特別感謝兩位好友的力挺！

影片中讓人難忘的另壹幕，則是潘瑋柏

重現了2011年獲得金鐘獎殊榮時面對壹片噓

聲那個不知所措的自己。接下獎杯的那壹刻

，潘瑋柏“回到過去”霸氣宣言：“不管妳

怎麽想我，不管妳怎麽說我，我都會繼續堅

持下去！”寥寥幾句，讓人看見了現在內心

早已無堅不摧的潘瑋柏，強大的正能量，也

帶給了所有人最好的示範！

蕭敬騰蠟像將入駐杜莎
搖滾天王唱響夏日強音

近日，上海杜莎夫人蠟像館獎迎來華語樂壇重量級流

行歌手、金曲歌王蕭敬騰的震撼入駐。屆時，他將以熱力

搖滾的蠟像造型，在杜莎音樂夢工廠唱響夏日最振奮人心

的熱血原聲，為每壹位具有搖滾情懷的朋友們點燃屬於他

們的音樂夢想，火熱的音樂狂歡盛典即將開啟。

為追求極致逼真的效果，杜莎夫人蠟像館來自英國的

專業量身團隊專門為蕭敬騰進行了精準而繁復的量身程序

。從創意形象報告到全身各細節部位的測量拍攝，總計進

行了多達200多個數據的收集和色彩配對，拍攝了約800

張照片，耗時約4-6個小時。

量身時，蕭敬騰不僅與制作團隊在現場親切互動，更是搞

怪地拿著各種眼球模具與彩色假發道具，饒有興致地把玩

了壹番，量身過程可謂趣味十足。

周傑倫壹身黑衣與劉耕宏鬥牛 帥氣投籃火力全開
劉耕宏在微博曬出壹段和周傑倫打籃球的視頻，配文道：“兩個爸爸，三對三鬥牛打

的還不錯吧？“。視頻中，周傑倫身穿壹身黑色休閑寬松運動衣，頭上還紮著黑色頭巾看
上去很低調。在打球過程中，周董動作熟練，也大方為對方進球鼓掌，輕松隨性。
網友在評論區寫道：“球打得不錯 贊 ”、“神秘的黑衣男子抓住了我的視線”。

潘瑋柏曾向蔡依林告白？
女方：他跟很多女生告白過

據臺灣媒體報道，臺灣藝人潘瑋柏近期發行新專輯頻跑宣傳，近日作客《佼心食堂》

，突然有位神秘嘉賓好友call in，只是壹開始他完全摸不著頭緒，聽不出這位好友的聲音

，直到對方透露自己是女生，他列出女生好友只有蔡依林、楊丞琳、Selina後，才發覺“該

不會是Jolin吧”！

潘瑋柏為了新歌宣傳，神秘好友來電，略低沈的聲音讓他第壹時間完全認不出來，黃

子佼請對方打聲招呼，沒想到對方超豪邁又憋著笑說“潘瑋柏……妳這大肥豬”，如此直

白的對話，可見壹定是交情很好的朋友，答案揭曉真的是Jolin，但他不敢相信對方這麽忙

竟然有空call in，難以置信的反問“妳真的是Jolin嗎”，對方頓了壹下俏皮用著可愛的聲

音回答“我是楊丞琳”，天後私下超可愛。

有趣的是，蔡依林爆料“瑋柏是我認識最久的朋友，但了解最不多

的，因為他好多秘密”，不過潘瑋柏立刻說其實她知道自己很多故事，

而且她生日時他特地在韓國挑選了限量的禮物送上，交情可見壹斑，不

過她說其實不是要抱怨好友沒交心，而是心疼對方可能覺得自己是男生

，總是把心事藏在心底，將歡笑帶給大家，她說改天要找時間約見面好

好聚聚“等妳回來”，結果下壹秒溫馨氣氛180度大轉變，潘瑋柏毫不

留情打臉“我都在（臺北）啊大姐”，現場爆出笑聲。

此外，黃子佼靈機壹動突然當起媒人，想撮合都是單身的蔡依林及

潘瑋柏，甚至爆料有傳聞說男生曾向女生告白，2人關系突然變得超曖

昧、害羞，潘瑋柏更狂冒汗，他追問“聽說真的有”，現場氣氛突然變

得緊張，蔡依林爆出招牌笑聲“他跟很多女生告白過”，四兩撥千金結

束這個曖昧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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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盜聯盟》曝“爭先出擊”版海報
馮德倫生日收獲手辦禮物 主創為災區祈福

8月9日，《俠盜聯盟》導演馮德倫攜主演楊

右寧、沙溢以及編劇羅耀輝出席在深圳舉行的媒

體見面會活動，並曝光“爭先出擊”版海報。日

前，四川九寨溝縣附近發生地震，四川多地均有

震感；9日早，新疆精河也發生地震，且余震不

斷，此消息壹經確認立刻引起各方關註。見面會

活動壹開始，幾位主創首先表達了對這壹事件的

關註，並為災區祈福，希望災區人民能勇敢渡過

難關。

見面會當天正是導演馮德倫的生日，眾人也

紛紛送上生日祝福，沙溢還送上了特別準備的禮

物——壹個導演馮德倫造型的手辦，手辦上的馮

德倫拿著場記板，儼然壹副正在工作的樣子。沙

溢表示，送上這個禮物是感謝導演為電影付出的

辛苦，尤其在生日當天仍要為了影片工作。

當天活動中，幾位主創聊起了不少電影幕後

故事。提起“最”會享受生活的人，四位嘉賓頗

有話說，劇組因取景戛納、布拉格、烏克蘭基輔

等歐洲城市，生活節奏與工作節奏皆放慢不少。

細細打磨電影之外，楊右寧趁機好好享受壹番，

滑板、美食壹個不落，因此成為眾人壹致認為最

會享受生活的人。沙溢在現場獲封劇組“笑點擔

當”，哪怕電影中的角色並非特意搞笑，但是依

舊被眾人視為自帶喜劇效果，甚至到了“只要他

壹說話別人就想笑”的地步。見面會現場，沙溢

多次話音未落就惹來現場笑聲，更奠定了其“笑

點擔當”的地位。沙溢認為這是因為角色的原因

，壹個有城堡、有保鏢的超級富商，和自己壹貫

喜感搞笑的人設頗有反差，才帶來了意外的喜感

。據悉，電影將於8月11日上映。

《十萬個冷笑話2》揭開時光雞前史
導演稱前作是

“對不起觀眾的成功”續作全面升級

《十萬個冷笑話2》今日在京舉行“全宇宙最強腦洞”主題發布會，導演盧恒宇
透露這部續作無論故事還是制作都將全面升級，壹大亮點就是揭開第壹部中明星角色
“時光雞”的身世起源，觀眾將會了解這只來自“胡建”、渴了喝露水、餓了吃螞蚱
的散養走地雞的前史。談起《十冷1》，盧恒宇稱還有很多不足，是“對不起觀眾的
成功”，續集他“終於挺直腰板了”，“不怕被大家看”。

主創透露，《十冷2》是《十冷1》的前傳，會告訴觀眾很多“內情”。比如時
光雞的臉上為什麽會有壹道疤，它為什麽講福建話，它與小金剛之間的糾葛等。而電
影整體故事則圍繞創世神杖展開，講述了由宙斯、女媧、
奧丁、拉四位天神共同統治著的宇宙，因為拉偷走了宇宙
至寶創世神杖而導致宇宙失去了平衡。其他三位天神分別
派出自己的代表雅典娜、河神、雷神托爾去尋找創世神杖
，可是三小神卻在無意間損壞了尋找創世神杖的藏寶圖。
於是三小神之得和唯壹看過藏寶圖的凡人少年小金剛共同
踏上了尋找創世神杖的冒險之旅。看過電影的觀眾“劇透
”雷神托爾、河神等都是本集搞笑擔當，而在“尋找創世
神杖四人天團”中，還有兩人像上集裏匹諾曹和雪雪那樣

“意外”產生了愛情。讓人笑噴的是，宙斯和拉之間也有著難以言說的情感……
延續電影的“腦洞”風格，發布會也展現了特有的“十冷”氣質。《十萬個冷笑話2》原作者寒舞當場作

畫，玩起“妳畫我猜”。皇貞季、山新、郝祥海、圖特哈蒙等知名配音演員登臺獻技為電影片段配音後，沒
想到在“妳畫我猜”環節全軍覆沒，寒舞畫了三個成語， “兔死狐悲”（tooth扶杯）、“深藏不露”（伸長
blue）、“從中作梗”，濃濃十冷風，讓人“呵呵”。發布會伊始，《中國有嘻哈》人氣選手“商務說唱”孫
八壹壹曲嘻哈版的《阿裏巴巴》將氣氛點燃。結束時創作音樂人戴荃則獻唱主題曲《河神之歌》，將氣氛推
向高潮。萬達影視集團高級總裁助理兼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經理蔣德富在現場宣布，電影將於13日下午兩
點到四點在全國做兩個小時的點映，之後全國36個城市分四天輪流點映，希望影迷第壹時間走進影院觀看這
部《十萬個冷笑話2》。影片將於8月18日正式登陸全國院線。

愛奇藝青蔥計劃“十七歲半”開拍
《老炮兒》編居實力護航打造反套路青春片

8月10日，由愛奇藝出品、合眾睿客影視承制的

校園喜劇電影《十七歲半》在北京舉行盛大開機儀式

，影片重磅卡司陣容首次曝光。

CFDG中國青年電影導演扶持計劃（以下簡稱“青

蔥計劃”）十強之壹姚學執導，曾主演多部熱門影視

劇《夏至未至》、《梔子花開》及《誰的青春不迷茫

》的王歆霆擔任女主，在《錦繡未央》中飾演柔然王

私生子李敏德的人氣演員梁振倫擔綱男主，曾出演

《鐵道飛虎》《解救吾先生》的劉頔也實力加盟。

開機當天，幾位年輕活潑的主創們及知名導演、

“青蔥計劃”常務理事長王衛紅先生，金牌編劇董潤

年先生齊齊亮相，表達了對這部風格獨特的作品開拍

的期待之情。

據介紹，《十七歲半》由曾創作《老炮兒》、

《心花路放》的金牌編劇董潤年擔任監制，講述高中

生“張君佳”在同學們的幫助下拍攝喪屍電影，十七

歲半的少年們在追尋夢想途中領悟勇氣與堅持的爆笑

故事。天馬行空清奇的劇情設計，搭配黃金班底，

《十七歲半 》堪稱今年下半年最值得期待的“反套路

”校園喜劇。

作為愛奇藝重磅打造的校園喜劇電影，《十七歲

半》別出心裁地將喪屍、電影拍攝等多種趣味元素融

入故事中，講述在高中校園發生的壹系列令人啼笑皆

非的鬼馬趣事。另外，男主角梁振倫透露，這是壹部

“壹言不合就拍喪屍”的校園奇幻劇場，師生鬥智鬥

勇，戲劇沖突力十足。其中既有“論壹個牛導演是如

何誕生”的奇妙勵誌梗，又有“我是如何把校花追到

手”的爆笑浪漫情節，讓《十七歲半》笑點滿滿，絕

對值得大家翹首以待。

2007年，BBC地球影業出品的自然電影《地

球》全球席卷票房1.12億美金，是史上票房最高

的自然紀錄片之壹。十年後《地球》系列再度回

歸，《地球：神奇的壹天》在8月11日正式與內

地觀眾見面。

電影用壹天中太陽的升起落下作為串聯整個

故事的主線，以交叉剪輯的方式，講述那些我們

或熟悉或難得壹見的動物們，隨著太陽的起落出

生、成長的故事。影片的中文版配音由成龍擔當

，著名作家嚴歌苓擔任中文旁白編劇。在電影上

映前，時光網記者有機會采訪到成龍，請他暢談

關於影片幕後樂趣十足的配音故事。

簡單來說，這部紀錄片確實令人“大開眼界

”，每種動物都有自己鮮明的特點：行動遲緩的

三趾樹懶窩在樹上，露出“迷之微笑”；盤尾蜂

鳥舒展開翅膀，嬌弱的身軀下正在醞釀強大的能

量；帽帶企鵝看似呆萌，卻為了家庭沖進層層巨

浪，成為最勇敢的捕食者。珍稀的洞穴螢火蟲像

是漫天星光、兩只長頸鹿為了爭奪地盤，用長長

的脖子瘋狂互毆...... 影片中的很多動物影像都是

首次被電影級的高清攝像機記錄，短短95分鐘

的電影，遠比想象中豐富精彩太多。

《地球：神奇的壹天》拍攝團隊足跡踏遍22

個國家和地區，捕捉到38個野生物種的生命瞬

間，歷時142個全新拍攝日，篩選素材數據記錄

達12300張DVD，除了有食人花、獨角鯨、洞穴

螢火蟲等獨特物種以外，還將為觀眾帶來了包括

野生大熊貓、白頭葉猴等中國獨有動物的珍貴鏡

頭。制片人斯蒂芬· 麥克唐納曾表示，“我們希

望把動物身上最幽默、溫情、最珍貴的東西集合

到壹天，這部電影不是簡單的科普或者說教，我

們想讓人們真正感受到地球的奇妙之處。”

專訪專訪《《地球地球：：神奇的壹天神奇的壹天》》配音成龍配音成龍
壹進錄音棚壹進錄音棚66小時沒出來小時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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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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