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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遲來兩年的王者對決，曹星如終

於能與河野公平踏上同一擂台，被視為挑戰世界冠軍前的最後一道

門坎，河野強調曹星如要成為世界冠軍必須過這一關，面對這場終

極“考牌戰”，曹星如（Rex）則保持一貫低調謙遜，表示只希望

在擂台上盡情發揮，好好享受不同拳手帶來的體驗。

迎終極

考牌戰

挑戰世界冠軍前的最後門坎
這場全城矚目的王者對決原本早該在兩年
前上演，曹星如希望河野公平成為自己

練到嘔 備戰狀態更佳
上場擊敗向井寬史取得 21 連勝，不過訓
練時的傷患卻令曹星如苦不堪言。他表示今
次留港訓練傷勢得到更好的照料，訓練狀態
比上次好，不過訓練量仍是“練到嘔”的地
獄級別：“今次有物理治療師一直照顧，傷

河野公平經驗略勝一籌
36 歲的河野公平上年失去世界
冠軍金腰帶後一度萌生退意，不過剛
出生、兩個月大的女兒令他決定繼續
堅持，並更視今仗為自己的翻身戰：
“我的鬥志比以前更高，百分百的作
客比賽是我重新證明自己的最佳舞
台，我要為女兒而戰。”
家人將赴港支持的河野表示對
曹星如的優劣有深入了解，有信心可
以在 9 回合內擊倒對手：“曹星如速
度快、體能好，但他中拳很多，我有
看他上場的比賽，有信心可以擊倒勝
利。”

■曹星如在發
佈會上接受媒
體採訪。
新華社

關注，我亦會視之為動力去爭取進
步。”
世大運周六將在台北揭幕，Siobhan 屆 時 會 出 戰 100 米 及 200 米 自 由
泳。她樂見賽事一如美國大學聯賽般
先接力後單項，可以三項接力熱身。
“為食貓”何詩蓓今次回港已率
先品嚐格仔餅和蝦餃。第一次到台北
的她，已搜集台北出名小食夜市、更
準備在選手村品味珍珠奶茶。不過，
她表示，待完成所有比賽後才大飽口
福。

■何詩蓓返港備戰台北世大運
何詩蓓返港備戰台北世大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 雖 然 Rex 的 臉 上 傷 痕 纍
纍，但仍以笑容面對
但仍以笑容面對。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後藤亞由美
後藤亞由美（
（左一
左一）
）將赴港參賽
將赴港參賽。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中國女排挫哈薩克 晉亞錦賽四強
15日在菲律賓舉行的2017年亞洲
女排錦標賽 8 強賽中，以年輕隊員出
征的中國隊以 3：0 力克哈薩克，順利
晉級四強。
比賽開始後中國隊進入狀態較快，
第一局上來以8：1取得領先，隨後哈薩
克及時調整，一度逼近比分。不過隨後
中國隊抓住哈薩克求勝心切、技戰術動
作不到位的機會，再次將比分拉開至
17：12，之後中國隊越打越順，以25：
16的比分率先贏下第一局。
第二局哈薩克組織了頑強的反
撲，兩隊一直咬得很緊。本局中段哈
薩克保持對中國隊微弱的領先，但中
國姑娘們毫不鬆懈，緊緊咬住比分，
並抓住機會在 32 平後連得兩分，贏下
第二局。
第三局中國隊繼續保持良好的競
技狀態，以 9：5 取得領先。哈薩克隨
後將比分追至 8：9，但中國隊再次將
比分拉開並一直處於領先，最終以
25：23取得最後的勝利。
由於女排國家隊一線隊員正在備
戰本月底在天津的第十三屆全運會，
代表中國隊參加本次比賽的都是年輕

選手。
16 日的準決賽，中國隊迎戰的是
日本和越南隊的勝者。
■新華社

短訊

何詩蓓喜與家姐並肩征世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女泳手、“小美人魚”何詩蓓成為
繼韋漢娜後，第二位有能力在世界大
學生運動會奪取獎牌的熱門人物。
Siobhan（何詩蓓英文名）目前每
天在南華會練水。上月這位中國與愛
爾蘭土生混血兒在世錦賽 200 米自由泳
決賽中獲得第 5 名，為香港泳壇揭開歷
史新一頁。上周她由美國回港備戰周
六在台北揭幕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19 歲的 Siobhan 不視世大運為創歷
史的舞台，反視為和家姐及美國大學
同學聚會的歡聚地。
她說：“世大運對
我來說有雙重意義，除
了可代表香港和學校出
賽，亦跟家姐何雅舒和
美國同學一同池中競
賽，真的奇妙！而上一
次兩姊妹並肩作賽，已
是 6 年前，當時我才 13
歲。現在，我只想放下
成績包袱，享受整個運
動會，並不擔心焦點會
全落在我身上，即使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10 月 7 日
在香港灣仔會展上演的王者對決，除曹星如
對河野公平的重頭戲外，前 WBC 青年輕量
級世界拳王渡邊卓也及 OPBF 超雛量級拳后
後藤亞由美亦會粉墨登場，另外兩位香港本
地拳手林海明及潘啟情也會亮相。
其中尤以日本靚女拳手後藤亞由美對陣
印度拳手 Kirti、爭取 WBO 女子雛量級亞太
區冠軍腰帶最引人注目。將第一次在8,000人
會場比賽，後藤表示在十分期待的同時也有
不安，所以心理上的準備比實戰更重要。不
過，無論如何她會以 100％的狀態去迎接這
場比賽。
那麼曹星如同河野公平之戰誰勝誰負？
她說：“好難講，河野前輩是同我的師兄，
而星如有主場之利，我想會是五五波。”
比賽門票即日起於快達票發售，價格由
380 港元至 2,880 港元不等，每人最多可購 10
張。

患已好得七七八八，一星期大概只會痛一兩
次，有時足踝會有如刀割的痛楚，不過這算
是正常範圍。近幾個星期一直和渡邊卓也及
其他拳手作車輪戰對打訓練，每次練拳都會
有辛苦到想嘔吐的感覺。”
對手河野公平經驗豐富，44 場比賽經驗
中更有不少是世界冠軍頭銜戰，曹星如坦承
經驗上不及對手，但亦擁有自己的優勢：
“河野在體能分配上可能會較好，抗衡能力
亦很強，不過我身高較優勝，攻擊時希望可
善用距離優勢，當然一切還是取決於
臨場發揮。”

日本靚女拳手 赴港參賽受關注

挑戰世界冠軍的對手，不過當時河野卻被
WBA指定去打衛冕戰，令比賽延至今年10月
才成功舉行。雖然河野上年不敵巴拿馬拳手
失去世界冠軍金腰帶，不過論名氣、經驗及
技術，河野公平絕對是曹星如出道以來的最
強對手。而曹星如經理人劉志遠在簽約時亦
加上重賽條款，如果曹星如真的不幸落敗，
在 6個月內有權提出重賽要求，劉志遠表示：
“雙方實力接近，是一場五五之爭，兩位拳手
均是搶攻的進取拳手，今場比賽必定精彩，我
相信無論勝負觀眾都會想再看一次。”

■ 曹星如
曹星如（
（ 右 ） 10 月將在
會展挑戰河野公平。
會展挑戰河野公平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曼聯青年隊赴港精英匯
曼聯青訓學院 16 歲以下青年
隊 15 日抵港參加“賽馬會青少年
足球精英匯”，屆時除與香港精
英青年球員進行為期一星期的文
化及足球交流外，8 月 16 日及 19
日，還將在青衣運動場與香港
U17 青年隊進行兩場足球友誼比
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男排奪世錦賽門票

■中國球員劉夢雅
中國球員劉夢雅（
（上）在比賽中扣
殺。
新華社

在當地時間 13 日於伊朗德黑
蘭進行的 2018 年世界男排錦標賽
亞洲區資格賽中，中國男排直落
三局擊敗韓國隊。不僅報了亞錦
賽失利的一箭之仇，還成功地提
前一輪獲得晉級世錦賽的資格。
三 局 比 分 為 25： 18、 25： 20、
25：23。至此，中國隊在資格賽
的比賽全部結束，最終以 3 勝 1 負
積 9 分的成績確保小組前兩名提
前一輪出線。2018 年世界男排錦
標賽將由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共同
舉辦。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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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为了我，和十几年的老友闹翻了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
间变得比较叛逆，有时候会跟几个女
同学在外面玩到半夜才回家。也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
就开始在邻居中散步开来。那时候我
爸爸有一个很好的伙计，经常来家玩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再来过了
。当时我还很好奇，问爸爸，为什么
他那个伙计都不来家里玩了。
爸爸没说什么，只是有点不高兴
地说：“人家忙。”
直到很多年之后，弟弟才告诉我
，原来那个人在爸爸面前说我行为不
检点，爸爸听了暴跳如雷，就把他撵
走了。
听了弟弟的话，我当时就红了眼
，我爸爸那么爱面子的一个人，但为
了自己的女儿，居然跟自己多年的老
友绝交，着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
比大海还要深处的爱了。
世间父母有万千，爱也有万千，
有的父母含蓄，有的热烈，无论以何
种方式，爱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还是比
恨自己孩子的父母要多得多。虽然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父母
都会暴跳如雷，责骂夹棍打，但遇到
大事大非，父母还是会站在子女这边
，无条件支持他们的。
至少我周围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同学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大班的
女儿，最近参加了一个什么明星比赛
，需要投票来决定排名。于是他便连
续一个星期在朋友圈里拉票，卖力程
度，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叹，真的是父
爱如山。
同学是国内某个知名品牌钢材的
代理商，每天的工作都很忙，平日甚
少发朋友圈，是一个生活充实而且思
维理性的男人。但他为了女儿，却可
以做出这种被很多人看不上的行为，
目的就是圆女儿“小明星”的梦，哄
小女孩乐一乐。
生活中，有不少人是不愿意这样
做的，就好比如我。去年我侄女的幼
儿园也搞了一个什么画画比赛，要求
家长进行投票。我弟媳妇叫我投票，
我投了，然后她让我转发并呼吁其他
朋友来投票，我就不愿意了，因为我

从没有在朋友圈求过点赞或者拉票，
觉得那样会降低自己朋友圈的质感。
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装逼，反正我
就觉得这是一种相对土气的行为。
弟媳妇一直在家里带孩子，所以
她朋友圈发任何有关于孩子的信息我
都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才是一个家庭
主妇的日常呀。可是如果是我同学那
样的，我就有点奇怪了，不是说，但
凡有点品位的人，都会拒绝的这种行
为吗？
还是拉票这种行为，跟本与智商
、情商、品位毫无关系？而是与爱不
爱、交情好不好有关？
爱的人，做什么都可以；熟悉的
朋友，再 Low 的忙也愿意帮。
一谈到自己的孩子，很多父母就
会好不犹豫地丢失底线和所谓的品位
，为了爱自己的孩子，父母们真的愿
意倾其所有，所能付出的，比自己想
象中的还要多。
我在想，假如以后我也要为我的
孩子拉票，估计我也会厚着脸皮，一
遍又一遍地去求人家吧。
投票不过是举手之劳，与其它的
付出相比，根本不足一提。
小时候，他们含辛茹苦把我们养
大，我们长大了，他们也老了，但还
是在默默地我们付出，要他们对孩子
的困难就手旁观，是很难的。’
朋友的堂哥当年结婚，要买房子
，首付还差十万，把能借的人都借了
个遍，还是差几万。只好回去问父母
有没有办法。其实堂哥是不愿意麻烦
父母的，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就
靠着伯父伯母打理的几百亩国园，撑
起了整个家庭，供堂哥和堂姐读完大
学，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
饶是如此，当听说儿子买房子还
差几万块时，他们还是厚着脸皮问周
围的亲戚朋友借钱，然后因为之前的
旧债还没有还清，当然是吃了许多闭
门羹和听了许多难听的话。
有人当众笑他们：“没钱还没什
么房子呀，先把债还清再说吧。”
还有人甚至说：“你儿子这么不
懂事，真是难为你们了”
种种闲言闲语，甚是难听。比作

一般人，肯定会掉头就走，
借就借，不借算数，没有必
要出言不逊。
可是没有办法，眼下的
确需要用钱，于是伯父伯母
只好陪着笑脸跟他们解释：
“钱我一定会还，孩子也不
是不孝，只是他刚毕业没几
年，手上钱确实不多，现在
大城市房价。
一天一个样，再过几年
恐怕更买不起了，所以我现
在能帮就帮。你放心，我就
算是做牛做马做猪做狗都会
还你钱，再不济，我们家还
有几百亩荔枝树呢。”
亲戚嗤笑：“荔枝树？
现在荔枝两块一斤都没人要
，除掉人工和肥料钱，你能
赚多少？”
伯父伯母脸色不好看，
但为了能借到钱，依然陪着
笑脸，最后好说歹说，才借
到了两千块。
你看，人穷的时候，自
尊就是这样的不值钱，为了
一点点钱，任人侮辱。可如
果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受一
两句冷言冷语又算得了什么
？事实上，父母为孩子付出
的爱，远远不止这些，有些
人，甚至是用生命在爱着自
己的孩子。
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的
一条新闻：
江苏有一个男孩子，大学毕业刚
参加工作没多久，就不幸地发现自己
患上了尿毒症，必须要换肾才能保住
性命。换肾得等肾源，除此之外至少
要花二三十万的医疗费。经过检测，
妈妈和爸爸的肾都符合移植的要求，
但是考虑到爸爸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妈妈觉得捐出自己的肾。其实那时候
她已经快 65 岁了，由于长期的操劳，
已经满头白发皱纹满脸。但为了挽救
儿子的生命，她愿意承受更多的艰辛
和痛苦。
其实我一点也不惊讶于妈妈这样

的付出，因为对大部分的父母而言，
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很正常的，不要
说一只肾，就算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
在所不辞。
因为感觉到父母的爱，长大以后
，我愿意屏蔽他们曾经的粗暴和疏忽
，然后留下的全是他们对我的好。我
是如此的幸运，他们没有重男轻女，
甚至很少主动跟我们要钱花，生活中
从来没有麻烦过我和弟弟，甚至在我
和弟弟有需要的时候，还能伸出援手
，他们总是说，只要我们过得好就行
了。
我和父母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大

體育集錦

中國隊 61-6伊
0 拉克
男籃亞洲杯 -

[超級杯
超級杯]]巴塞羅那 1-3 皇家

羅傑斯杯斯維托麗娜奪冠

事，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就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为我们付出。
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努力，
成为合格、不给孩子添麻烦的父母，
其实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父母，就会
发觉，父母为我们付出的，比我们想
象的还要多，他们在背后为我们默默
付出了多少。
总是想起孟郊那首《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缝
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
长大了，请好好地爱我们年迈的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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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曝“大打出手”預告

真實還原禁書情節 大膽展示黑道元素

在黑道邊緣上，發生的刻骨銘心的愛情
故事。影片還原了那段歷史背景，1996
年的東北老區重工業日趨衰落、經濟
蕭條，再加上企業改制、員工下崗，
畢業生不包分配等政策的實施，激化
了壹系列的社會矛盾。在這種背景下，
壹批年輕人因對生活迷茫以及青春的
叛逆，自暴自棄的走上了“混社會”
的危險之路。
原著小說涉及到了東北黑幫、社
會變革、邊緣人物等社會問題，並有
伴有大量的暴力情節，也被稱作是少
年版的《東北往事之黑道風雲》，曾
壹度被列為 絕 版 禁 書 。 從 此 次 發 布
的 “ 大 打 出 手 ”版預告片中，開頭就

是校園黑幫女老大楊北冰和發小於壹
滿臉血跡的躺在地上，場面觸目驚
心 ，隨後爆粗口、抽煙、打群架、飆
車等火爆場面不斷，這些以往只能在
《古惑仔》和《艋舺》等港臺黑幫電
影常常見到的畫面竟然出現在壹部國
產青春片當中，極為罕見。
不過影片中的這群黑幫，也並非都
是傳統意義上的壞人，每個人混黑道的
目的也不壹樣。他們中有在校內呼風喚
雨的女老大楊北冰，她混黑幫是因為父
親入獄，母親病故，她只能靠打架來保
護自己不受欺負。“技校女神”紫薇則
是因為黑幫老大雷管可以保護她，讓受
過人生重創的她可以抱團取暖。當然也

“西遊記女兒國”首曝梁詠琪劉濤真容
將於 2018 大年初壹上映的由
鄭保瑞執導的魔幻愛情喜劇《西
遊記女兒國》重磅曝光梁詠琪、
劉濤兩大女神角色，海報中梁詠
琪飾演的國師俯瞰茫茫苦海，英
氣逼人，劉濤飾演的觀世音菩薩
現身雲端，普度眾生。兩位女神
造型欲與海天比高低，同時壹剛
壹柔的畫面也彰顯了電影中兩種
完全不同的女性魅力。影片繼趙
麗穎國王造型君臨天下之後，此

打破了原本女兒國的平靜，雖然
外表平靜內心卻如大海般波濤狂
湧。”
粉色祥雲中，劉濤飾演的觀
音白衣亮相顯得無比溫婉端莊、
清凈脫俗卻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氣
質，堪稱是史上最美觀音。楊柳
柔順，象征著觀音慈悲救度，凈
瓶代表著潔凈，兩者壹同出現常
有祛病消災之意。只見她用楊柳
枝蘸了些凈瓶裏的甘霖灑向人
間 ，力助唐僧師徒度過這取經路
上的最美情劫。作為唐僧師徒西
行路上的最佳“場外指導”，觀
音面對唐僧師徒在女兒國所中情
愛之毒，是否還可幫助他們化險
為夷將成為劉濤版觀音最大的看
點。
電影《西遊記女兒國》作為
最多女性演員的影片而備受期
待，制片方也陸續曝光了影片重
量級的女星陣容，趙麗穎、林誌
玲，梁詠琪，劉濤、苑瓊丹、孫
壹涵、陳雅麗等絕世美女悉數在
列。至此，制片方先後公布了國
王趙麗穎和梁詠琪、劉濤的角色
及造型，女神天團的真容初露。
影片破天荒提前 9 個月鎖定 IMAX
版本，定檔 2018 大年初壹。

近日由華策克頓旗下好劇影視出品
的剩女脫單勵誌喜劇《盲約》將在浙江
衛視歡樂開播。《盲約》講述的是蔣欣
飾演的“暖寶寶”女孩夏天，在壹路相
親過程中頻遇奇葩，卻也逐漸認清自我
、找到真愛的故事，劇情幽默，又不失
暖心，將成為夏末的消暑首選。
蔣欣遭遇犀利催婚
九個月脫單壓力山大
電視劇《盲約》中，蔣欣放飛自我
，變身懵懂單身女孩夏天，穿著寬松的
黑衣服，梳著丸子頭、戴著大眼鏡，為
了這個角色，她甚至專門增重 10 斤，
讓形象更加符合夏天對人、對事、對身
材不拘小節的狀態，與之前精致的“樊勝美”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首集中，蔣欣就遭遇恬鈕[微博]飾演的犀利媽媽的挑戰，立誌要在
九個月後，帶著男朋友參加妹妹的婚禮。壹時沖動的夏天很快就發現實
現約定難度極大，而面臨工作和情感雙重壓力的她該如何突破困局，成
為全劇最大的看點。
蔣欣忙相親陸毅變毒舌 “壹欣壹毅”共同解讀戀愛真諦
電視劇《盲約》近日還發布了“合眼觀心”版海報，蔣欣與陸毅並
肩，閉著眼睛，側耳傾聽，似乎在聆聽內心對真愛的選擇，畫風清新，
都市感、氧氣感十足。
此次蔣欣、陸毅組隊將迎來尋找真愛的巨大挑戰。蔣欣為了實現
九個月內脫單的約定，壹路瘋狂相親，遇到過心動的人，也遭遇不少
讓她大跌眼鏡的奇葩。陸毅飾演的楊碩變身毒舌男，言語直率卻句句
在理，高冷的態度與紮心毒舌形成鮮明反差，他是蔣欣的神對手，還
是她追愛路上的神助攻？耿直 boy 陸毅此次“壹本正經”地搞笑令人
期待。
蔣欣、陸毅領銜主演的《盲約》首秀表現如何，敬請期待浙江衛視
播出的《盲約》。

天脫單冒險
278

次兩大主演角色造型揭曉，史上
最霸氣國師與最美觀音的組合也
為女兒國眾女生相增添了又壹塊
重要拼圖。
浩瀚無邊的湛藍海洋與天空
壹眼望去遠無邊際，海面上無數
飛鳥盤旋嘶吼，波濤不斷奔湧向
前，猛烈拍打著國師腳下的巖石，
透過海報也可感受海浪的咆哮。
梁詠琪飾演的國師屹立在岸邊的
礁石上向遠方眺望，壹襲白衣白
帽的造型十分
硬朗，深邃的
眼神充滿著未
知。從海報中
不難看出梁詠
琪高挑的身材
配合國師高冷
的氣質，讓人
對其角色性格
產生了些許判
斷，對此作為
史上最霸氣國
師扮演者的梁
詠琪自己則認
為“國師她身
處高位肩負重
任，然而唐僧
師徒的到來則

績好，喜歡的人，就能喜歡我”，但不
知紫薇卻在黑道大哥雷管那邊尋找安
全感。大哥雷管雖然心狠手辣，卻唯獨
對紫薇情有獨鐘。而看似無賴的小混混
白宇宙卻對楊北冰有壹顆義氣和體貼的
內心。這群人雖身在“江湖”，卻遇事
不平挺身而出，堅守道義底線，在追逐
“江湖夢”中不斷的成長和警醒，書寫
自己的青春故事。
電影《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由
樂視影業出品，萬達影業、橫店影業及
霍爾果斯樂漾影視公司聯合出品。韓天
執導，蔔冠今，劉暢，李夢，曲哲明主
演，黃覺特別出演。影片將於 10 月 5 日
全國公映。

《盲約》曝海報

號稱史上最霸氣國師與最美觀音？

有白宇宙這種小混混，他混黑幫單純是
因為向往那種在兄弟面前“倍有面兒”
的感覺。而在那個勝負拼發育的青春期
裏，成為壹個“壞壞的”人在很多人看
來都是壹件非常酷的事情。有過類似經
歷的讀者曾在讀過原著小說後表示，
“就是當年青春的真實模樣，直到現在
依然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影片同樣包含了這壹群人的友情和
愛情。此次發布的“黑道愛情”版海報
就給展現了這群“黑道”分子的另外壹
面。打架勇猛的楊北冰天不怕，地不
怕，始終不敢對發小於壹坦露感情，說
壹句“喜歡妳”。暗戀紫薇的於壹還在
憧景著單純的校園戀情，以為“只要成

蔣欣攜手陸毅開啟

2017 年暑期荷爾蒙青春片《那壹
場呼嘯而過的青春》今日發布了“大
打出手”版預告片和“黑道愛情”版
海報。預告片真實還原了原著小說的
精髓，展現了 90 年代中期東北地區以
楊北冰、於壹、紫薇、白宇宙為代表
的壹群年輕人徘徊在黑道邊緣的殘酷
青春歲月，以及他們內心對於友情、
愛情的憧景和渴求。同時，影片對於
黑道元素的大膽展示，更是在國內青
春片中獨樹壹幟。
電影《那壹場呼嘯而過的青春》改
編自吳小霧的同名解禁小說。故事以上
世紀 90 年代中期的東北老工業區為背
景，講述了壹群混噸未開的年輕人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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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茵媺戲
中飾演嚴肅
的 英 文 老
師。

■陳茵媺將
“帶娃重任”交
由老公接手。
網上圖片

■ 28 歲 的 湯
怡 跟 19 歲 的 原
島大地同演學
生。

■梁詠琪展現出陣陣氣勢
梁詠琪展現出陣陣氣勢。
。

梁詠琪特效化妝耗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日月星》15 日於一間中學取景
拍攝，參與演出演員有陳茵媺（Aimee）、原島大地及湯怡。Aimee 生了 3
個孩子後正式復出拍戲，她坦言復工很開心，亦有少許不習慣，但很快就
適應過來。現由老公陳豪做奶爸，她指他們夫妻倆想盡量遷就到時間，希
望其中一個家長能夠留在家中照顧小朋友。

輪到陳豪接力做
“奶爸”

陳 茵 媺 復出拍戲
陳
開心
茵媺這幾天出外開工會捨不得
家中的三個孩子，問小朋友會
否 要 跟 着 她 返 工 ？ Aimee 笑 說 ：
“他們會不停追問，又問媽咪你做
甚麼工作？我會用英文解釋自己是
做演員的！”她又笑指 3 個孩子都
粘人，尤其大兒子和小女兒都很粘
人，所以出外工作都會記掛他們。
Aimee 表示對上一次拍電影已
經是兩年前的事，所以今次復工心
情特別興奮，不過在拍第一個場口
時都有少許不習慣，但很快就適應
過來，畢竟自己過去都累積到一些
演出經驗。而今次戲中她演一位嚴
肅的英文老師，由於背景是上世紀
90 年代，她都要架上眼鏡感覺比較
斯文。戲中她一直在等待離開了的
男朋友，雖然生命中未必會再出
現，但她還一直寫信去聯繫這段分
隔異地的感情，因此她也去教學生

原島大地寫信去追女孩子。至於老
公陳豪剛拍完劇集，現可輪到她外
出 工 作 ， Aimee 笑 說 ： “ 這 很 幸
運，我們會想盡量遷就到時間，希
望其中一個家長能夠留在家中照顧
小朋友！”老公又是否樂做奶爸？
Aimee 笑笑口說：“他都享受的，
他都拍了一整年戲，會想去照顧小
朋友，不過他照顧小朋友比開工更
疲累，但他都說老婆是時候開工
了，而我的確很喜歡演戲！”她透
露現有不同工作接洽時，雖然跟無
綫沒合約，但也有劇集接洽中。問
為照顧小朋友，往後是否不會跟老
公在同一部劇中一起演出？Aimee
答謂：“我不敢說定會不會，但要

影迷期望重返幕前

湯怡奪原島大地“初吻”
原島大地與湯怡同演學生角
色，湯怡笑言沒想過自己仍可演學
生，不過自覺換上校服也能夠騙得
到人。而原島大地已經中學畢業轉
投大學，適逢放暑假回港拍戲，亦
已留港兩星期，到九月初便返回日
本繼續升學。
他坦言自己喜歡拍戲，卻不敢
說將來是否會繼續投身演員行列，

但有機會的話他都想拍攝電影，至
於早幾年他於內地都有接電影，反
而在香港有一段時間空白了，只是
5、6 歲時拍過《忘不了》演張栢芝
的兒子，相隔十多年現才再有機會
拍港產片。
問到二人戲中有否親熱戲？湯
怡笑言比起自己之前的演出，今次
只很普通，最多都是親吻鏡頭，她
即問原島大地是否銀幕初吻？原島
大地示意這是其“初吻”，記者笑
指他是小鮮肉，湯怡笑答：“好鮮
呀，我要包紅包給你，你就請我吃
飯啦！”原島大地立刻應承：“好
呀！”二人亦表示拍親吻戲應該不
會尷尬。

馮德倫稱仍享受執導

的觀後感，Stephen 表示觀眾的
反應都比較熱烈，認為所有角色
都安排得非常恰當，亦會推薦朋
友一同入戲院支持。而戲中的搞
笑場口也是觀眾大讚之處，特別
是楊祐寧被舒淇掌摑的一幕，更
被觀眾們笑指是馮導演吃醋而強
加上去。
另外，有不少觀眾讚
Stephen 保養得宜，跟當年的美
少年變化不大，游說他回到幕前
演出，Stephen 笑言目前很享受

導演的崗位。
而 母 親 是 寧 波 人 的
Stephen，在這個城市進行路演
時，他感到份外的親切感，更笑
說特意品嚐了著名的“寧波湯
圓”。
戲中主演神偷的劉德華的身
體狀況，是不少影迷的關心焦
點，Stephen 亦為他代答：“其
實華哥的狀態很好，只是需要時
間完全康復，所以大家不必擔
心。”

■馮德倫
馮德倫((前右
前右))聯同
楊祐寧到內地城市
進行路演。
進行路演
。

■《曹操與楊修》獲觀眾大讚鮮活帶勁。

香港文匯報
訊 吳業坤 15 日亮
相新城電台做訪
問。近日曬黑了的
坤哥，透露是因為
日前替劇集《誇世
代》拍了一整日出
海戲：“出到蒲台
島拍，我要落水，
原本那裡的風景好
美，但因近日海水
受污染致水面有油
■吳業坤
污又有膠粒，好污
糟，我要夾實全身的窿才敢落水，但拍畢頸後
始終都有皮膚敏感、脫皮。”
談到他日前上載一張幾近全裸的露背照到
網上，網民跪求正面照，坤哥說：“下年先，
等我練大隻些，我上網看過有教學，可以練下
身。（下身都有得練？）我指肌肉呀，希望練
走肚腩。”

■王大陸飾演
聰明飛賊“
聰明飛賊
“泥
空空”。
空空
”。

戲曲藝術家訪滬寧陝蒙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寧夏特派記者 王尚
勇）近日，“循絲路花雨，弘東方之韻”
滬寧陝蒙中國戲劇梅花獎、上海白玉蘭戲
劇獎藝術家“深入基層、扎根人民”主題
實踐活動完美閉幕。
9 天往返行程 7,000 公里，上海戲曲藝
術家包括尚長榮、蔡正仁、谷好好、茅善
玉、史依弘、錢惠麗、王珮瑜等人從上海
到寧夏、陝西，一路演到內蒙古。
主題實踐活動第一站在銀川，前一
晚，藝術家們在寧夏大劇院博得滿堂彩，
第二天一早把舞台搬進神華寧夏煤業集團
報告廳。“舞長穗劍要有打太極的感覺，
眼神有潛台詞‘你打不過我’。”谷好好
演完《西遊記·借扇》，在互動環節指導烯
烴二分公司職工牛麗芳扮演鐵扇公主，工
人們的笑聲與掌聲響成一片。
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在報告廳門口

坤哥游受污染海皮膚敏感

候場，被烯烴一分公司職工趙寅拉住求合
影，“我在電視裡看過您演的《曹操與楊
修》，鮮活帶勁。”90 分鐘演出，趙寅爭
分奪秒與上海名角合影，“錢惠麗的眼睛
和她的老師徐玉蘭真像；王珮瑜個性強，
唱出不一樣的余派老生特色；茅善玉的聲
音，讓我想起了周璇。”
上海京劇院演員史依弘第一次來銀川
演出，“在寧夏大劇院，有位觀眾聽到
《梨花頌》選段泣不成聲。西北觀眾懂
戲，下次有機會我們帶全本大戲來。”
“藝術家原地踏步，容易‘彈盡糧
絕’，只有接地氣，扎根生活，才能不斷
出好戲。”在谷好好看來，此次上海戲曲
院團共同深入基層慰問，有利於整體人才
培養、劇目建設，工業建設成就、百年易
俗社、遼闊草原都讓藝術家們找到新的靈
感。

王大陸向武指谷軒昭拜師

香港文匯報訊 馮德倫
（Stephen） 執 導 的 《 俠 盜 聯
盟》在內地上映只 4 天，已高收
過億人民幣票房，面對超強的對
手 《 戰 狼 2》 依 然 有 破 億 的 成
績，Stephen 感到可喜可賀，坦
言自己已經相當“收貨”。而香
港將於本月22日上映。
近日 Stephen 與楊祐寧、內
地演員沙溢到福州、鄭州以及寧
波三個城市進行路演，觀眾表現
得非常熱情。對於《俠盜聯盟》

看機會和劇本，而且我是喜歡演戲
這份工作的！”再問她是否已經完
全修身？她表示之前在加拿大個半
月一直有修身，也見成績，已不用
再穿之前的大碼衣服。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西遊記女兒國》15
日最新發放了梁詠琪（Gigi）和劉濤兩位主角
的宣傳海報。飾演女兒國國師的 Gigi，在海報
中佇立在一望無涯的苦海旁，展現出陣陣氣
勢。Gigi 說：“我這個角色好似媽媽，有一個
使命，要好好照顧國王。今次這個造型好特
別，要做特效化妝，雖然每日開工要用接近 7
個小時去上妝卸妝，也要穿好重的戲服，搞到
頸膊痛，但真是好喜歡這個有魔幻 feel 的造
型。”至於劉濤則演普渡眾生的觀音大使，展
現脫俗溫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電影《
鮫珠傳》本周四（17 日）上映，找來王
大陸飾演聰明飛賊“泥空空” 帶着寵物
“鷗咔”，與張天愛飾演盡責捕快“黑
羽” 和盛冠森飾演單純皇子“蛤蜊”聯
手，跟任達華飾演的大反派“雪烈” 爭
奪“鮫珠”，展開翻天覆地連場激戰。
為了演起來有姿勢又有實際，王大
陸專程向資深武術指導的谷軒昭拜師學
武， 王大陸說：“‘泥空空’是一個油
嘴滑舌的飛賊， 跟我本人一點也不像，
我很有責任感的！” 王大陸飾演的泥空
空是個孤兒，加上右手掌會發光而成為
怪物。 唯一好朋友兼拍檔“鷗咔”是後
期製作的“CG 演員”， 拍攝時王大陸
要一直對空氣做戲，難怪他說：“動
作、眼神、 表情和對白配合度要完美，
難度好比吊威亞和武打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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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晨瘦 20 斤公開減肥菜單：

只吃菜梗不吃菜葉

準備好要當哥哥了耶
侯佩岑孕相明顯誇贊小兒子：：

據臺灣媒體報道，林依晨曾因
水腫的關系，體重壹度飆升到 53 公
斤，當時她和其他女孩壹樣，嘗試
過不少錯誤的減肥方法，雖然壹開
始瘦得很快，卻失去了紅潤氣色，
直到開始認識個人體質，才慢慢摸
索出 4 種最適合自己的減肥方式，
不但解決了水腫問題，體重也大致
維持在 43 公斤。
林依晨雖然會記食物的卡路裏
，但更重要的是，要挑對的時間吃
對的食物，比如沙拉很健康卻偏寒

，就不適合早上空肚、或傍晚腸胃
準備休息的時候吃，中午等體質偏
暖的時段，就會以蔬果為主。
其次，林依晨晚上除了不碰澱
粉類，吃蔬菜也有精心挑選過，大
多只吃花椰菜、紅蘿蔔等暖性根莖
類，菜只吃梗不吃葉子，因為葉子
偏寒性，較容易影響腸胃消化。
為了擁有健康體態，林依晨忍
4 年不吃鹽酥雞，但並非完全不吃
炸物，而是只吃葡萄籽油炸出來的
食物，因為葡萄籽沸點較高，拿來

炸食物也較不容易產生毒素，對身
體也比較健康。
除了改變飲食習慣，林依晨也調整
了運動習慣，即便工作繁忙，也都
會堅持活動壹下筋骨，能走就不坐
車，像是約媽媽散步、去遛狗，每
天至少會走 1 萬步（約莫 30 到 40 分
鐘）。對於沒有運動習慣的人，林
依晨建議大家先花 10 天堅持做某種
運動，久而久之自然能養成運動習
慣，如此壹來，瘦下來的體態也會
比較好看、結實。

蔡健雅透露為演唱會斷食 5 天
自創飲食法瘦出蠻腰

8 月 13 日，臺灣女藝人侯佩岑微博曬出兒子照片兩張，並附文稱，“感
覺孩子突然長大了，好像準備好要當哥哥了耶，嘻嘻。”照片中，侯佩岑的
兒子雙手叉腰做出冷漠表情，發型也是酷酷的，好像壹副小大人的樣子，後
壹張和媽媽頭抵著頭，大玩親親，十分有愛。而侯佩岑身穿黑白條紋裙裝，
孕相明顯。據悉，侯佩岑二胎預產期在今年十月，而大兒子則是 2014 年 9 月
出生，如今也是 3 歲了。在家中安心養胎的準媽媽侯佩岑感嘆時間過得快，
轉眼兒子已經長大，惹得不少網友羨慕，“真是幸福的壹家！期待妳的寶寶
的出生！”

蔡依林《Play 我呸》因
“歌詞低俗”被禁止在滬商演
近日，蔡依林的熱門單曲《Play 我呸》被禁止在上海商業演出上
表演。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審批文件表示因為“歌詞內容低俗
”的原因禁止蔡依林的《Play 我呸》在 9 月 3 日的商演上演唱。
自從 2014 年發行以來，《Play 我呸》就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蔡依
林不僅憑借這首歌獲得歐洲 MTV 音樂大獎提名，也獲得韓國 MAMA 音
樂大獎的“最佳亞洲藝人”大獎。

8 月 12 日，蔡健雅（Tanya）在
上海舉行“列穆尼亞巡回演唱會重生
Rebirth 版”。演唱會上，蔡健雅透露
為了美麗登臺，斷食 5 天，只喝大量的水，喜歡研究養生的
她發展出此套飲食法，自認這樣的飲食讓聲音更清亮，不傷
身還增加新陳代謝，腰圍更瘦到史上最細尺寸 23 腰。
蔡健雅此次重生版巡回演唱會內容大幅更新，不僅是曲
目，造型、燈光、視覺效果都蛻變翻新，她還挑戰“不可能
的任務”，首次登上高空飛行器高難度開場，成為演唱會的
壹大亮點，而就在彩排第 1 次登上升降機時，她還在碎碎念
：“6 米高，好可怕！”、“太高了，到時候我壹定會喊停
的！”不過最後呈現出來的畫面美到讓她覺得壹切都值得。

安以軒曬照皮膚光滑白皙

眼神乖巧溫柔會說話
安以轩微博晒知性自拍，并配文：“哆啦 A 梦开心今天
长这样！”网友纷纷表示：“眼睛好大好迷人！”
安以轩微博晒出的自拍中，她穿一身黑色无袖连衣裙，
大大的眼睛亮而有神，眼神还流露出一种温柔，颇有几分性
感知性味道。今年 6 月在夏威夷举办婚礼的安以轩也常常在
微博与老公亲密互动，享受新婚生活。不少网友看到这张照
片，纷纷表示：“轩轩又美了一个梯度啊！眼睛大到无话可
说”、“自从嫁人了以后，多了几分知性美。”

潘瑋柏新歌作曲人道歉
龍俊亨回應：
龍俊亨回應
：感謝承認抄襲
韩国男团 HIGHLIGHT 成员龙俊亨所属社回应被潘玮柏新歌《失眠》抄袭一事
：对于承认抄袭表示感谢。
8 月 15 日，HIGHLIGHT 成员龙俊亨所属社对于“潘玮柏新曲《失眠》共同作
曲人房振刚对抄袭龙俊亨创作发文道歉”一事表示：“感谢对方先承认抄袭并道
歉，为了龙俊亨的权利不再继续受到侵害，关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我们会进行
整理后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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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 3》新照錘基綠胖並肩作戰
“愛恨交織壹線間
愛恨交織壹線間”
”洛基女武神打出感情
洛基女武神打出感情？
？

漫畫《《人猿星球上的金剛》》將問世
《《猩球掘起》》上映在即
如果妳是壹只猿，，選擇變大還是變聰明？？

漫威超級英雄大片《雷神 3：諸神黃
昏》近日連發新劇照。邪神洛基（湯姆·
希德勒斯頓 飾）與本集加盟的新角色
——女武神瓦爾基裏大打出手，不過扮演
女武神的泰莎·湯普森將瓦爾基裏與洛基
的感情形容成“愛恨交織只在壹線間”。
出於亦愛亦恨的情感驅動，第二張新
劇照中洛基再次轉換陣營，與哥哥雷神托
爾、女武神瓦爾基裏以及綠巨人並肩作戰
，對抗強敵。
克裏斯·海姆斯沃斯、湯姆·希德勒斯

科幻動作電影
《猩球掘起 3：終極之戰》將於 9
月 15 日登陸內地院線，人猿們不
僅要在大銀幕上發力，在漫畫界
也要有大動作，比如將“遠房親戚”金剛
邀請到自己的宇宙做客。
據外媒報道，Boom! Studios 有意推
出壹款長度六期的系列漫畫，金剛和人猿
星球將出現在同壹宇宙，漫畫暫定名《人
猿星球上的金剛》（Kong on the Planet of the Apes）。該漫畫第壹期將於今
年 11 月問世，首張海報已提前曝光。
據悉，《人猿星球上的金剛》的故事
將承接 1968 年版電影《人猿星球》，而

頓、安東尼·霍普金斯、伊德瑞斯·艾爾巴
等主演悉數回歸第三部，“綠巨人”馬
克·魯法洛也再次和“復聯”戰友重聚。
新加盟的角色包括：泰莎·湯普森飾演的
女武神瓦爾基裏，凱特·布蘭切特出演大
反派死神海拉，傑夫·高布倫飾演宗師等
。《雷神 3：諸神黃昏》由新西蘭導演塔
伊加·維迪提執導，將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上映。維迪提曾經透露該片的片長只有
100 分鐘左右，有可能成為漫威電影宇宙
裏最短的壹部。

《蜘蛛俠
蜘蛛俠》
》曝樂高風
曝樂高風“
“英雄養成
英雄養成”
”預告
小蜘蛛全球票房躋身 Top
Top100
100 9 月 1 日中國上映

非重啟版的《猩球掘起》。該漫畫作者
Ryan Ferrier 在接受采訪時透露，“骷髏
島在未來世界依然存在，在《人猿星球》
的 故 事 之 後 ， 金 剛 被 發 現 。 Zaius 博 士
（《人猿星球》中的角色）帶領探險隊來
到骷髏島，調查有關金剛的真相。”
有趣的是，只要人類腦洞大開，人猿
們不僅能與金剛產生交集，還能亂入世界
名畫。
今日，《猩球掘起 3：終極之戰》發
布了壹組粉絲自制猿類版油畫，眾猩猩變
成經典油畫裏的主人公，令人眼界大開。
以這種趨勢看，人猿與孫悟空見面的
日子也不遠了。

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和漫威影業聯合出品
的好萊塢科幻冒險動作巨制《蜘蛛俠：英雄歸來》
近日曝光了壹支“英雄養成”版預告，用樂高形式
展現了鄰家超級英雄蜘蛛俠的進階日常，創意十足
。同時發布的還有壹款酷炫吸睛的漫畫版海報，將
蜘蛛俠對抗禿鷹的激烈戰況體現得頗為傳神。目前
，影片全球狂攬超 7 億美元，成功躋身全球票房
top 100。據悉，電影《蜘蛛俠：英雄歸來》將於
9 月 8 日以 3D、IMAX3D、中國巨幕 3D 制式在全
國正式上映。
在這支“英雄養成”版預告裏，蜘蛛俠、鋼鐵
俠和禿鷹等人物、環境場景以及動作均采用樂高積
木的形式呈現，萌態的搞笑模樣頗富喜感，獨特的
畫風趣味不斷，全程“笑”果俱佳。開篇樂高
style 的小蜘蛛看著手表急匆匆的趕往與鋼鐵俠赴
約，“當妳夢想加入復仇者聯盟，最不想碰到的事
應該是和頭兒第壹次見面就遲到，尤其當妳的頭兒
還是鋼鐵俠的時候”。這個夏天，蜘蛛俠完成超級
英雄的進階，竭盡全力與大反派禿鷹斡旋到底，為
守護這個城市而不斷努力。而導師鋼鐵俠則壹直在
旁暗中觀察這位新星，看其能否通過考驗與挑戰，
順利成為復仇者聯盟的壹員。電影《蜘蛛俠：英雄
歸來》作為年度最佳超級英雄電影，廣大影迷對這
部影片在大銀幕上的表現充滿期待。
同時曝光的還有壹款漫畫版海報，通過奇特的
仰視視角勾勒出蜘蛛俠和禿鷹的大戰場面。高中生
彼得·帕克與小蜘蛛交相疊印在壹起，城市上空禿
鷹與蜘蛛俠則正在進行激烈交鋒。畫面的空間感和
對撞感十分搶眼，頗為吸睛。近日導演與“荷蘭弟”在日本巡回宣傳時，心直口快盡顯耿直潛質，猛爆料自己和前女友
曾在沙發上倒著模仿“spider kiss”，還遭壹旁的導演調侃“弟弟 Harry 有沒有拿壹杯水澆妳，假裝下雨了。”在談及
復仇者聯盟裏和誰關系最好時，脫口而出表示是鋼鐵俠唐尼，“和唐尼相處得非常好，很開心！之前在復聯片場，有壹
天我壹整天沒吃飯，給他發短信，問有沒有廚師可以給做壹頓飯，他立馬就答應了，後來在他那邊吃到了飯。”目前，
影片在全球票房高達 7.02 億美元，榮登世界影史榜單第 95 位，戰績喜人，國內觀眾也迫不及待想壹睹這位超級英雄的
真容。好萊塢科幻冒險動作電影《蜘蛛俠：英雄歸來》由喬·沃茨執導，湯姆·赫蘭德、小羅伯特·唐尼、邁克爾·基頓、
瑪麗莎·托梅聯袂主演，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和漫威影業聯合出品。影片將於 9 月 8 日以 3D、IMAX3D、中國巨幕
3D 制式登陸全國影院與觀眾見面。

被普京二刷的現象電影《維京
被普京二刷的現象電影《
維京》
》確定引進
壹刀未剪 戰鬥民族
戰鬥民族“
“權力的遊戲
權力的遊戲”
”年內將映
看過好萊塢的科幻，印度的摔跤，這次輪到戰
鬥民族上場。2017 年 1 月於俄羅斯上映的影片《維
京》，歷時 7 年拍攝，耗資 12 億盧布，並在上映後
9 天拿下 10 億盧布成為票房冠軍（相當於人民幣約
1 億 1 千萬），創俄羅斯影史最快過億紀錄。俄羅
斯總統普京看完大呼過癮的同時親自接見了該片的
主創團隊，這也是他唯壹二刷的電影。最終《維京
》成為俄羅斯歷史上票房排行第二的影片，僅次於
《斯大林格勒》。這部電影也因此被譽為俄羅斯
“第壹神片”，被網友稱為電影版《權力的遊戲》
。目前影片已經確定引進中國，改名為《維京：王
者之戰》，並有望於今年與中國觀眾見面。
《維京：王者之戰》根據俄羅斯歷史上最具功

勛與爭議的“千古壹帝”弗拉基米爾壹世的故事改
編。講述了本是私生子的三王子弗拉基米爾在被家
族流放後，率領壹幫維京海盜雇傭兵返回家鄉，打
敗他的哥哥，而後侵略擴張，建立偉大帝國的故事
。其中，影片最為搶眼的便是三王子帶領的、被譽
為“戰鬥之神”的維京人部隊。維京人生活在
1000 多年的北歐，北歐海盜便是歐洲人對維京人
的泛稱，“維京人”野蠻、狂暴、天生嗜血殺戮。
他們以兵器同床，從不在屋內睡覺，擅長遊擊戰術
；他們以搶劫為生，是掠奪、殺戮的代名詞。維京
人曾壹度控制著北歐的沿海甚至內陸，在法國的諾
曼底，英國的海延岸都有分支。他們是古代公認的
“狂戰士”，堪稱“戰鬥民族”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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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
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
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
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
醫生，他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
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汽
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也有人雖然車
禍後很快去看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
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
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記車禍這
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的是，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
，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
、視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覺哪兒
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蕩是比
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
都不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
檢查稱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起
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
組織恢復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
那就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會幫您設
計治療方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

您不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
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
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
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
而引起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
癥狀，患者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
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
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
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
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
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
車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
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
。他採用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
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
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
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
水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
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
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週一、三、五全天，二、四上午。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學會改變女性開車的壞習慣
女人開車，總是被指責“天生不
會開車”、“路盲沒方向感”……不
光是這一堆“罪名”，女車主還有別
的“罪名”不愛檢查車輛，不敢動手
保養。作為女性的汽車修理專家，我
來教女車主幾招保養檢修愛車的“簡
單活兒”，讓你輕輕鬆鬆成為保養維
修專家。女車主開車最常見的以下兩
種壞習慣容易為愛車帶來隱疾。
A：開車“太肉” 。解決辦法：兩年
一次清洗燃油進氣系統。大多數女車
主開車很“肉”，即太過溫柔，加油

慢慢加，剎車慢慢踩，車速長期很慢
，這就好比人每次呼吸換氣都不徹底
的感覺，這樣一來，容易導致發動機
功率利用不足，引起燃油進氣系統故
障。尤其是長期在 local 行駛的情況
下，燃油進氣系統積碳會較為明顯，
具體表現為冷車時難啟動。有些女車
主用車較少，有的兩年才跑一萬多
miles，但也要及時清理車輛的燃油
進氣系統，保養頻率大概兩年一次
。
B：方向盤長時間“打死” 。發

生時間：掉頭轉彎、停車入庫時。解
決辦法：方向盤打盡不要超過 10 秒
。很多女車主對停車入庫沒“感覺”
，每次入庫停車非常緩慢，在路上行
駛到掉頭轉彎位置時，也習慣慢慢轉
過去。女車主在車輛轉彎或掉頭的時
候動作很慢。如果方向盤長時間而且
頻繁地維持在打盡的狀態，會影響方
向助力液壓系統的使用壽命，嚴重時
會導致系統出現漏油的情況。建議女
車主每次“打死”方向盤，最好不要
超過 10 秒。

根據對女性車主進行的汽車知識
調查結果發現，七成以上的女性車主
了解和進行過汽車養護，但大多是交
由修理廠負責。建議女車主，即使不
會打開發動機蓋，也要學會檢查輪胎
和讀懂儀錶盤信息，了解愛車的“三
水、三油”情況。如果儀錶盤亮起了
黃色的故障燈，則表示愛車發生了故
障，但車輛仍可以使用，可在安全模
式行駛一定的公里數，遇到這種情況
，女車主要及時聯繫修理廠。如果儀
錶盤上的紅色燈亮了，則需要就地停
車，請拖車把愛車拖去修理廠馬上維
修。
完 整 修 車 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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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視學潘敏娜博士談
控制近視對少兒近視眼的益處
（本報記者施雪妮）有學齡孩子
的家長通常會利用暑假為孩子做身體
的全面檢查，而學習用的最多、最容
易出現狀況的是孩子的眼睛，這也是
目前許多家長關注的事。本報曾經刊
登了唯美視學潘敏娜博士的一些訪談
，特別是如何有效地防治兒童近視，
採用有效的方法來控制近視等，許多
家長反應熱烈。現就控制近視
（Bausch & Lomb VST）再作一些具
體介紹。
控制近視是對近視及散光較為有
效的一種方法。它只需要孩子晚間睡
覺時戴鏡，白天就有一個非常好的視
力。它對近視少兒的最大好處是：
（1）晚上睡覺時戴鏡，便於家長參
與照顧及瞭解情況，如有突發事情，
家長可迅速協助處理；(2) 與眼鏡和隱
形眼鏡相比，孩子不會有鏡片破損及
隱形鏡片易丟失的後顧之憂；（3）

選用控制近視既可以控制近視及散光
，又不會限制將來的手術治療或佩戴
眼鏡和隱形眼鏡的選擇；（4）對於
愛運動或參加戶外活動較多的近視孩
子來說，控制近視是最好的選擇。
控制近視工作原理：
近視眼是眼珠 前後徑過長，遠處
的物體所成的像不能正好落在視網膜
上，而落在視網膜前，物體看起來不
清晰。控制近視採用特製的滲透性鏡
片，短暫地塑型角膜，以改變角膜的
彎曲；和一般的隱形眼鏡鏡片相比，
控制近視鏡片中心部分更緊貼眼睛，
並對角膜輕施微壓，這種壓力非常自
然和具有彈性；控制近視鏡片的邊緣
相對於中心部分來說，離眼睛要遠些
，讓角膜的變化有些空間；通過改變
角膜的彎曲度，控制近視鏡片幫助物
體所成的像正好落在視網膜上，這樣
便有了清晰的視力。

控制近視配鏡過程：
當孩子確診為近視眼後，在徵得
家長和孩子同意使用控制近視後，接
下來就是醫生要做的事了。醫生首先
要用先進的儀器，準確地測量出角膜
的彎曲率，這種無觸及，無疼痛的檢
查過程僅需要一分鐘，就可以勾畫出
一個完整的角膜表面形狀圖了。醫生
將這一資料送至 Bausch & Lomb VST
，你的控制近視的鏡片將在那裏特製
成，然後直接送到你的醫生手中。在
醫生的指導下，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
取和放及如何請理保養。在剛開始時
，佩戴鏡片時可能會有不適，這也非
常正常，醫生通常會要求每週回來檢
查一次，或出現問題馬上回來。一般
來說，醫生需要一年的時間來跟蹤，
以確保各項指標正常，萬無一失。
控制近視鏡片：
控 制 近 視 鏡 片 是 由 Bausch &

Lomb VST 研製的，它是種
通透性強，適用於夜晚佩
戴的優質特殊材料，完全
不同於一般的軟性隱形眼
鏡鏡片的材料。為了便於
識別和放入，左右兩眼分
別用不同的顏色。控制近
視鏡片的保養非常簡單，
就像一般的隱形眼鏡鏡片
一樣。用完以後，放入鏡
片盒子裏，並放入 Bausch
& Lomb VST 特製藥液，不
需要做任何其他特別維護
和保養。控制近視鏡片是
（圖片說明）唯美視學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
由你的醫生專門從 Bausch
內，電話：713-271-6898。
& Lomb VST 定制的。
唯美視學的潘敏娜博士是一位敬業， ，在業內廣受好評。
唯 美 視 學 地 址 ： 9889 Bellaire
敬責和具有愛心的專業醫師，她不僅
有豐富的專業理論知識，而且有多年 Blvd #313, Houston TX 77036（敦煌
的臨床經驗，尤其是控制近視的經驗 廣場內），電話：713-271-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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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泰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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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施雪妮
本報記者施雪妮）
）隨著人們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和互聯
網、微信技術的飛速發展
微信技術的飛速發展，
，中國國內的商品已經遠遠不能滿足
消費者的需求，
消費者的需求
，越來越多的人把眼光投放到國際範圍搜尋更多
國際知名品牌。
國際知名品牌
。據《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監測報告
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數據監測報告》
》顯示
顯示，
，
僅中國杭州市 2016 年 6 月底
月底，
，海外代購的市場交易規模達到了

78..2 億元
78
億元，
，截至 12 月年底規模達到了 110
110..3 億元
億元。
。
海外代購市場的蓬勃發展催生了速遞行業的快速跟進。
海外代購市場的蓬勃發展催生了速遞行業的快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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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泰快遞服務安全高效
百泰快遞服務安全高效，
，快速方便
快速方便，
，正規
清關。
清關
。 休士頓
休士頓- 中國直郵
中國直郵$
$3.99
99//磅 ， 免首重費
免首重費，
， 十天寄達
十天寄達。
。現

隆重推出母嬰奶粉、保健品特快專遞
隆重推出母嬰奶粉、
保健品特快專遞。
。在此建議大家郵寄貴重
物品，
物品
，請選擇直郵方式
請選擇直郵方式，
，不僅縮短時間
不僅縮短時間，
，同時保證郵品的質量
，避免中途發生掉包破損等問題
避免中途發生掉包破損等問題。
。百泰快遞位於中國城百利大
道 王 朝 商 場 ， 地 址 ：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38
Suite138 Houston
Tx77036
Tx
77036，
，電話
電話：
：713
713-988
988-0718
0718，
，713
71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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