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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脈
仁
仁濟
濟中
中醫
醫針
針灸
灸 針灸
中醫
醫男
男女
女專
專科
科
跌打 推拿 中

主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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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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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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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更年期
）
﹑
痛經﹑
子宮內膜異位症﹐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習慣性流產﹑
盆腔炎﹑
輸卵管堵塞等
德州執照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
引起的不孕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
早瀉﹑
陽萎﹑ ˙子宮肌瘤﹑
子宮癌﹑
卵巢腫瘤手術後﹐

性功能低﹑
房勞傷﹑
精液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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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膿精症畸﹑
前列腺炎﹑
睪丸炎
骨質疏松﹑
關節痛﹑
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馬順梅 LC 00203
佟大山 LC 00143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代煎中藥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 煌 廣 場 內）
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Tel:(713)271-0488(O)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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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
中國男籃在亞洲盃 8 強賽以 71：97 不敵澳
洲隊，中國籃協主席姚明雖專程飛赴黎巴嫩為中
中國男籃在亞洲盃 8 強賽以 71：97 不
國隊助威，但仍未能避免一場慘敗。
洲隊，中國籃協主席姚明雖專程飛赴黎巴嫩
賽後，有人用“中國隊陣容不整”、“這只
國隊助威，但仍未能避免一場慘敗。
是雙國家隊的一支球隊”等來聊以慰藉。但據網
賽後，有人用“中國隊陣容不整”、“
易體育消息，澳洲隊也是“殘陣”參賽，効力
是雙國家隊的一支球隊”等來聊以慰藉。但
NBA的球員全部缺席，主力球員大衛-安德森也因
易體育消息，澳洲隊也是“殘陣”參賽，
傷早早返回澳洲，所以，陣容不整並不是中國隊慘
NBA的球員全部缺席，主力球員大衛-安德森
敗的藉口。
傷早早返回澳洲，所以，陣容不整並不是中國
長久以來，中國男籃一直以一支國家隊的
敗的藉口。
形式存在，入選者只有
12 人，導致很多年輕球
長久以來，中國男籃一直以一支國家
員苦無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但姚明出任中國籃
形式存在，入選者只有 12 人，導致很多年
協主席後，大力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員苦無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但姚明出任中
就是提出“兩師帶兩隊”的紅藍雙國家隊建制，
協主席後，大力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
希望以此鍛煉球員、提拔教練，在 2019 年亞洲
就是提出“兩師帶兩隊”的紅藍雙國家隊建
盃上以東道主的身份給世人一個驚喜。
希望以此鍛煉球員、提拔教練，在 2019 年
這個夏天，
這個夏天
，李楠帶領的紅隊發現了阿不都
盃上以東道主的身份給世人一個驚喜。
沙拉木，
沙拉木
，也給予趙睿
也給予趙睿、
、孟鐸
孟鐸、
、常林
常林、
、王子瑞等人
這個夏天，
這個夏天
，李楠帶領的紅隊發現了阿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而杜鋒的藍隊雖在本屆亞
沙拉木，
沙拉木
，也給予趙睿
也給予趙睿、
、孟鐸
孟鐸、
、常林
常林、
、王子瑞
洲盃止步 8 強，遭遇沉重一擊
遭遇沉重一擊，
，但這一慘痛教訓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而杜鋒的藍隊雖在本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或許這就是中國
洲盃止步 8 強，遭遇沉重一擊
遭遇沉重一擊，
，但這一慘痛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或許這就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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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時 間 17 日
在黎巴嫩舉行的
當 地 時 間 17 日
2017 年男籃亞洲盃 8
在黎巴嫩舉行的
強賽中，中國隊以
2017 年男籃亞洲盃 8
71： 97 不 敵 澳 洲
強賽中，中國隊以
隊，繼 1976 及 2013
71： 97 不 敵 澳 洲
年亞錦賽後第 3 度無
隊，繼 1976 及 2013
緣洲際頂級賽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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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中國隊主教練杜鋒派出的首
發陣容為劉曉宇、李根、于德豪、任
他指出，在上半場首節的後幾分鐘， 名球員得分上雙
分差距。
分差距
。第三節結束時
第三節結束時，
，雙方
名球員得分上雙，
，其中李根拿到全隊最高
花，，
不斷拉大與中國隊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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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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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次失誤
次失誤，
，澳洲隊有
14
次。中國隊
駿飛和胡金秋。比賽開局階段中國隊打得
比分為 71
71：
：55
55。
。第四節
第四節，
中國隊依然表現 可能球員體能下降之後專注力下降，連續
的 19
19分
分，出現
郭艾倫和韓德君分別得到
13分和
13
分和
當晚，中國隊主教練杜鋒派出的首
發陣容為劉曉宇、李根、于德豪、任
他指出，在上半場首節的後幾分鐘，
分差距。
分差距
。第三節結束時
第三節結束時，
名球員得分上雙，
，其中李根拿到全隊最
不錯，比分一度以
14：7 領先。不過，面 不佳，分差最大時落後澳洲隊
失誤，讓對方反超比分。“下半場，澳洲
28 分，最終，雙方
11分
11
分。 名球員得分上雙

駿飛和胡金秋。比賽開局階段中國隊打得以26分的差距負於澳洲隊。
可能球員體能下降之後專注力下降，連續
比分為 71
71：
：55
55。
。第四節
第四節，
，中國隊依然表現
的 19 分，郭艾倫和韓德君分別得到 13 分
對平均身高佔優的澳洲隊，中國隊球員籃
隊在防守端做得更加兇狠、更加硬朗，而
止步八強後，中國隊將與東道主黎巴
不錯，比分一度以 14：7 領先。不過，面 不佳，分差最大時落後澳洲隊
失誤，讓對方反超比分。“下半場，澳洲
28 分，最終
11分
11
分。
下突破還是顯得困難。第一節還剩兩分多
中國隊幾個年輕後衛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大
杜鋒在賽後記者會上說：“這是一場
嫩隊、菲律賓隊和約旦隊在
19日和20日進
對平均身高佔優的澳洲隊，中國隊球員籃
隊在防守端做得更加兇狠、更加硬朗，而
以26分的差距負於澳洲隊。
止步八強後，中國隊將與東道主黎
鐘時，澳洲隊反超比分，並以
26：23 領先 很困難的比賽，我覺得大家還是盡力了，畢
賽，因此他們在過前場的時候遇到了很大
行第 5名至第 8名的排位賽，其中中國隊於
結束本節比賽。第二節，雙方打得比較膠
困難，連續地失誤。”杜鋒說，“而且，
19日在首場比賽中對陣約旦隊。
下突破還是顯得困難。第一節還剩兩分多竟澳洲是個非常強的球隊。”他認為，相對
中國隊幾個年輕後衛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大
杜鋒在賽後記者會上說：“這是一場
嫩隊、菲律賓隊和約旦隊在 19 日和 20 日
着，各拿到
19 分。上半場結束時，澳洲隊
隨着體能下降，球員打不到點上，有很多
在當日舉行的另一場
8 強賽中，新西
鐘時，澳洲隊反超比分，並以
26：23 領先前幾場比賽而言，這是開局打得最好的一
賽，因此他們在過前場的時候遇到了很大
很困難的比賽，我覺得大家還是盡力了，畢
行第 5 名至第 8 名的排位賽，其中中國隊
仍領先中國隊3分。
誤攻。而對方反擊後，我們又不能及時退
蘭隊 98：70
戰勝約旦隊。這樣，澳紐兩隊
結束本節比賽。第二節，雙方打得比較膠場，“上半場打得非常不錯，大家打的是整
困難，連續地失誤。”杜鋒說，“而且，
竟澳洲是個非常強的球隊。”他認為，相對
19日在首場比賽中對陣約旦隊。
下半場，中國隊球員配合失誤明顯增
防。球隊士氣受到很大影響。”
攜手晉級 4 強，他們將在準決賽中狹路相
着，各拿到
19 分。上半場結束時，澳洲隊體籃球，進攻點和進攻時機都選擇得很好，
隨着體能下降，球員打不到點上，有很多
前幾場比賽而言，這是開局打得最好的一
在當日舉行的另一場 8 強賽中，新
多，投籃命中率下降。反觀澳洲隊，內外開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隊在這場比賽中
基本沒有誤攻。大家打得很耐心，命中率也
逢。
■新華社
仍領先中國隊3分。
場，“上半場打得非常不錯，大家打的是整 誤攻。而對方反擊後，我們又不能及時退 蘭隊 98：70 戰勝約旦隊。這樣，澳紐兩
下半場，中國隊球員配合失誤明顯增 體籃球，進攻點和進攻時機都選擇得很好， 防。球隊士氣受到很大影響。”
攜手晉級 4 強，他們將在準決賽中狹路
多，投籃命中率下降。反觀澳洲隊，內外開 基本沒有誤攻。大家打得很耐心，命中率也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隊在這場比賽中 逢。
■新華

保連奴不捨中國 自信能融入巴塞
保連奴不捨中國 自信能融入巴塞
了自己離開恒大加盟巴塞的心路

■鄭智
鄭智（
（左）再次入選國足
再次入選國足。
。

新華社

國足公佈集訓名單
國足公佈集訓名單
恒大六人入選
恒大六人入選
■鄭智
鄭智（
（左）再次入選國足
再次入選國足。
。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 18 日電 為備戰參加 2018 出色表現，天津權健的趙旭日與長春亞泰的
年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12 強賽，中 何超均得到了納比的召喚，來自中甲球隊北
國足協 18 日公佈了一份 23 人的集訓名單， 京人和的鄧涵文繼續獲得信任，効力德甲雲
出色表現，天津權健的趙旭日與長春亞泰的
新華社北京 18 日電 為備戰參加 2018 達不來梅的張玉寧是本次集訓中唯一的海歸
廣州恒大淘寶隊共有6人入選。
何超均得到了納比的召喚，來自中甲球隊北
年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12
強賽，中
在這份名單中，中超聯賽“領頭羊” 球員。
京人和的鄧涵文繼續獲得信任，効力德甲雲
國足協
18
日公佈了一份
23
人的集訓名單，
根據賽程，中國隊將於 8 月 31 日在武
廣州恒大依舊是國腳大戶，共有包括鄭智、
達不來梅的張玉寧是本次集訓中唯一的海歸
廣州恒大淘寶隊共有6人入選。
于漢超在內的 6 人入選，上海上港與河北華 漢迎戰烏茲別克，隨後飛赴多哈，準備 9 月
球員。
在這份名單中，中超聯賽“領頭羊” 5 日對卡塔爾的比賽。其中對烏茲別克一役
夏幸福各貢獻了3名國腳。
根據賽程，中國隊將於 8 月 31 日在武
廣州恒大依舊是國腳大戶，共有包括鄭智、
值得一提的是，憑藉近期在聯賽中的 將決定國足出線與否。
于漢超在內的 6 人入選，上海上港與河北華 漢迎戰烏茲別克，隨後飛赴多哈，準備 9 月
5 日對卡塔爾的比賽。其中對烏茲別克一役
夏幸福各貢獻了3名國腳。
值得一提的是，憑藉近期在聯賽中的 將決定國足出線與否。

歷程：“我在一開始對是否接受
邀請有些疑慮，因為在中國我過
了自己離開恒大加盟巴塞的心
得很好很開心，但考慮了一段時
歷程：“我在一開始對是否接
間後，我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因
邀請有些疑慮，因為在中國我
為這是巴塞，我希望能夠在這裡
得很好很開心，但考慮了一段
踢球。”
間後，我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他說：“我一定會刻苦訓
為這是巴塞，我希望能夠在這
練，不惜一切代價為隊友帶來幫
踢球。”
■保連奴亮相巴塞
保連奴亮相巴塞。
。
助。我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挑
他說：“我一定會刻苦
美聯社
戰，每當我踏入球場時，一定會
練，不惜一切代價為隊友帶來
用自己最好的一面去迎接它。這
■保連奴亮相巴塞
保連奴亮相巴塞。
。
助。我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
前廣州恒大外援保連奴當地 保連奴，向廣州恒大支付了4,000 支球隊有它獨特的風格，我堅信
美聯社
戰，每當我踏入球場時，一定
時間 17 日與巴塞羅那正式簽約。 萬歐元的違約金。
自己能夠融入球隊體系。這裡的
用自己最好的一面去迎接它。
保 連 奴 在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肯 每一位球員都是如此偉大，我會
他在當天通過了巴塞羅那的體
前廣州恒大外援保連奴當地 保連奴，向廣州恒大支付了 4,000 支球隊有它獨特的風格，我堅
檢，隨後出席俱樂部為其舉行的 定：“這是我生命中及我職業生 想盡辦法幫助球隊贏得比賽。”
時間 17 日與巴塞羅那正式簽約。 萬歐元的違約金。
自己能夠融入球隊體系。這裡
亮相儀式。據報道，巴塞為引入 涯的特殊時刻。”同時他也談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保 連 奴 在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肯 每一位球員都是如此偉大，我
他在當天通過了巴塞羅那的體
檢，隨後出席俱樂部為其舉行的 定：“這是我生命中及我職業生 想盡辦法幫助球隊贏得比賽。
亮相儀式。據報道，巴塞為引入 涯的特殊時刻。”同時他也談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

24 道拐抗戰公路變身拉力賽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角約 60 度的斜坡上以“S”形順山
貴州報道） 作為 2017 國家山地旅 勢而建，蜿蜒盤旋至關口，全長約
遊及戶外運動大會的主要賽事之 4公里。
角約 60 度的斜坡上以“S”形順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據悉，晴隆縣自
2005 年以來
一，中國汽車拉力賽暨汽車場地錦
勢而建，蜿蜒盤旋至關口，全長約
貴州報道） 作為 2017 國家山地旅
陸續舉辦了
9 屆汽車相關賽事，本
標賽，日前在二戰時期著名的史迪
4公里。
遊及戶外運動大會的主要賽事之
次拉力賽新增了史迪威公路賽道，
威公路貴州段晴隆24道拐完成兩天
一，中國汽車拉力賽暨汽車場地錦
其中包括 24 據悉，晴隆縣自
道拐賽段，全程 2005
7.6 年以來
的賽事。
陸續舉辦了
9
屆汽車相關賽事，本
標賽，日前在二戰時期著名的史迪
“讓世界惦記 24 道拐”是本 ㎞。
■中國汽車拉力賽在昔日抗
次拉力賽新增了史迪威公路賽道，
威公路貴州段晴隆24道拐完成兩天來自中國、澳洲、伊朗等海內
次賽事的主題。晴隆24道拐抗戰公
戰公路舉行。
戰公路舉行
。
其中包括 24
道拐賽段，全程
7.6
的賽事。
外約 40 輛賽車、50
名車手參加了
路，從山腳至山頂的直線距離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
㎞。
“讓世界惦記
24 道拐”是本
這次比賽。
350 米，垂直高度約
260 米；在傾
■中國汽車拉力賽在昔日
來自中國、澳洲、伊朗等海內
次賽事的主題。晴隆24道拐抗戰公
戰公路舉行。
戰公路舉行
。
路，從山腳至山頂的直線距離約 外約 40 輛賽車、50 名車手參加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350 米，垂直高度約 260 米；在傾 這次比賽。

24 道拐抗戰公路變身拉力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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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O FUCHIDA AND JACOB DESHAZER

Saturday, August 19, 2017

淵田美津雄與雅各布.德沙津

陳少明/文
Mitsuo Fuchida was a captain and a bomber aviator in the
Japanese navy before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known for leading the first air wave attacks on Pearl Harbor
on Dec.7, 1941. Fuchida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ntire aerial attack, he was also the
person who shouted the war cry, ”Tora, Tora, Tora!”.
Fushido fought with the Americans throughout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as a flight commander and later acting as a
senior operations officer.
在二戰之前和二戰期間，淵田 美津雄是日本海軍的队長
和轟炸機飛行員。 他以領導1941年12月7日的首襲珍珠港
而聞名。淵田負責協調整個空中攻擊，他也是大聲喊出
“虎! 虎! 虎!” 這戰爭狂言的人！淵田在整個二戰期間都
在與美國人作戰，是一名飛行指揮官，後來還擔任高級
行動官員。
After the war, Fuchida became a defeated warrior in U.S
Military occupied Japan and was working as a farmer to
make ends meet. One day, Fuchida miraculously came to
know Jesus as his Savior through a gospel tract handed to
him while he was at a train station in Tokyo. The tract was
entitled, “I was a Prisoner of Japan,” written by Jacob
DeShazer.
戰後，淵田成為美軍佔領下日本的戰敗戰士，以種田為
生。某日，在東京火車站，淵田因收到了一份福音單張
而奇蹟般的認識了耶穌, 並視他為救主。這單張是雅各
布·德沙澤所寫的, 題名為：“我是日本國的囚徒”。
But who is Jacob DeShazer ? DeShazer was one of the
famous Doolittle Raiders. He had volunteered for a secret
mission with the Jimmy Doolittle Squadron on a surprise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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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reated and tortured by their captors, just like the
on Tokyo from the aircraft carrier Hornet. DeShazer was
filled with emotion of getting his revenge on the Japanese. Japanese did to the Americans, to his surprise they told him
they were well treated. They also went on to tell him of a
After the raid, they flew on a mission towards Japanese
partially occupied China, but ran out of fuel and mistakenly young lady, Peggy Covell, who served them with the deepest
love and respect, but whose parents, both missionaries,
parachuted on enemy occupied territory. He became a
prisoner of Japan for 40 months, he was cruelly treated and were killed by Japanese soldier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at one point it almost drove him insane. At the 25th month examples of Peggy Covell and Jacob DeShazer deeply
inspired Fuchida, he became Christian and finally a
during his captive, he got a chance to read the Bible, and
eventually cam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forgiveness. missionary.
After the war he became a missionary and returned to
現在回到淵田，德沙澤的單張並不是唯一使他成為基督
Japan, his hatred has changed to love and concern; he began 徒的事，在1947年春天，他去橫須賀會見一群回國的日
to introduce his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to the people who 本戰俘，他認為他們一定是受到他們的俘獲者的虐待和
once mistreated him. He also wrote the book: “From
折磨 ，就像日本人對待美國人一樣，但令他驚訝的是他
Vengeance to Forgiveness”.
們告訴他，他們得到的是很好的待遇。 他們還告訴他，
然而誰又是雅各布.德沙澤呢？德沙澤曾是著名的杜里特 曾有那麼一位年輕女士叫佩吉·科維爾，她以最深切的愛
轟炸机飛行員之一。 他曾自願參加杰米. 杜里特中隊的秘 和尊重為他們服務，然而她的父母，兩位傳教士在菲律
密任務，那就是從黃蜂號航母起飛突擊東京。德沙澤充 賓卻雙雙被日本士兵所殺害。佩吉·科維爾和雅各布·德沙
滿了對日本人報复的情緒。 襲擊後，他們飛往部份被日 澤的例子深深地啟發了淵田，他成了基督教並最終成為
本佔領的中國執行任務，但他的燃料用完了，錯誤地降 一名傳教士，
落在被敵方佔領的土地上。 他成為日本的戰俘達40個月， Fuchida and DeShazer finally met in 1950, the former
他受盡殘酷的虐待，幾乎被逼瘋了。 在他被俘的第25個 enemies embraced as brothers in Christ, they became best
月，他有機會讀到了聖經，最終明白了寬恕的意義。 戰 friends. Fuchida dedicated the rest of life as a missionary
後他成了一名傳教士，回到日本，此時仇恨已經變成了 and an evangelist. His book: “From Pearl Harbor to Calvary”,
愛和關懷; 他開始向苦待過他的人介紹他生命轉變的經驗。 recounts his journey to faith.
淵田和德沙澤終於在1950年見了面，以往的敵人在基督
他還寫有一本名叫；” 從仇恨到寬恕” 的書。
Now coming back to Fuchida, the DeShazer tract was not the 裡成為了兄弟，並且是最好的朋友。淵田奉獻他的餘生
only thing that made him a Christian, in the spring of 1947
作為傳道人和佈道家。 他的書：“從珍珠港到各各他”，
he went to Yokosuka to meet with a group of returning
敘述了他的信仰之旅。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he thought they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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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其樂融融的耆老大家庭
（文）巴爾
巴爾（
（圖）僾俐
7 月 22 日 ， 樂 園 日 間 老 人 照 護 中 心
（NOVA ADCC） 和 銀 光 協 會 HWFH 分
會，聯合在公寓一樓餐廳為公寓華裔老人舉
辦一次歡樂聚會。聚會上，馬紹宗，陳鐘
英，余淳慶，樊發興和蔣志珍等幾位老年朋
友先後作了熱情的發言。他們首先贊揚樂園
創辦人王繼紅經理夫婦的膽識和卓有成效的
工作。在華裔老人來美國定居不斷增加的大
形勢下，專門為華裔老人服務的日間照護機
構卻跟不上，特別在北維州，幾乎是一個缺
口，這對年輕人於二年前來到陌生的美國，
經過認真，充分的調研，把老人服務事業作
為自己在美國創業的選項，他們固然看到這

項投資的商機和前景的大有可為，而項目的
社會效益更是與中華文化“尊老，扶老,養
老“的理念結合在一起，這成為他們創業過
程的精神支柱。大家說到，樂園中心實際開
展運作已近半年，半年來，我們和樂園經理
夫婦常有接觸，感到他們倆尊重老人，言行
誠實可信，做事踏實，他們帶領的一班服務
人員，工作細心，耐心又有愛心，年輕人能
有這樣的涵養是難得的，因為做好老年人的
工作要比做好孩子的工作難得多，每個老人
都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生活了幾十年，他
（她）們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有的個性甚
至變成固執。不聽話的孩子是個別，少數

的，但“不聽話”的老人並不罕見，不聽勸
說，不聽安排，執拗倔強……控制不住自己
甚至罵人等等，遇到這種情況，樂園的工作
人員總是面帶微笑，循循善誘，細聲細氣地
緩和矛盾，從未發生過讓老人難堪的事情。
對於有殘疾的老人或個別容易行動失控的老
人，樂園服務人員特別予以關注，確保其人
身安全。對於健康狀況不佳的老人，樂園也
經常安排醫護專業人員為他們作檢查和治
療，幾乎是有求必應。正因為如此，老人們
樂意來這裡度過愉快和安適的每一天。當
然，對於某些服務質量可以繼續提高的環
節，老年朋友們也坦誠地在會上提出一些建

議。
整個派對在這種誠摯又親切，和諧又熱
烈的氣氛進行著，因殘疾而行動不便的舒素
珍老師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竟然從扶椅
上站起來，為大家獻唱一曲京劇“沙家浜”
選曲，博得一陣熱烈的掌聲。
派對最後在郭小姐的主持下，玩起了
“Bingo” 游 戲 ， 隨 著 會 場 上 此 起 彼 伏 的
“Bingo”聲和笑聲，時間逐漸流轉，直到
梁女士宣布派對到此結束，她說：“今後，
這種派對還會定期舉辦，祝大家快樂多
多！”，老年朋友們才滿意地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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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總領事出席芝加哥兩會就職典禮並監交
趙健航 馮權任海外交流協會與五邑同鄉會長
（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
）8 月 6 日晚，芝加哥海外華人交流
協 會 、 五 邑 同 鄉 會（ 兩 會 ）
2017-2018 年度第 18 屆職員就職
典禮假萬濠酒樓隆重舉行。中國駐
芝加哥總領事館洪磊總領事、餘鵬
副總領事、僑務組長盧曉輝、柳青
領事、華聯會主席汪興無、兩會職
員及會員等嘉賓逾 200 人出席了當
晚活動，氣氛熱烈。
就職典禮由方燕輝先生主持,
典禮在美中兩國國歌聲中正式來
開帷幕，氣氛莊嚴。獲得連任的美
國華人海外交流協會會長趙健航
致辭向洪磊總領事以及各個社團
僑領鄉親朋友抽出寶貴時間出席
今晚就職典禮表示由衷的感謝。他
表示，兩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愛
國愛鄉的傳統，關心祖國改革開放
政策、支持祖國經濟發展、
“一帶一
路”建設以及總領館的工作。兩會
過去一年積極參與社區並成功舉
辦多項活動，包括華埠新年遊行、
陪同總領館到各社團拜年、紀念亞
裔節、希林學院文化中國活動、兩
會也成功舉辦第一屆“協和乒乓球
”賽和一年一度的慶祝國慶晚宴活
動。趙會長強調，今年慶祝國慶晚
宴將於 9 月 24 日晚假富麗華酒樓
舉行，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兩會將
繼續和各界友好團結合作，為社區
和諧發展和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也

洪磊總領事致辭

方燕輝主持兩會
就職典禮

美國華人海外交流協會 2017
2017-2018 年度
第十八屆職員合影（中：洪磊總領事
洪磊總領事）
）
希望有更多的鄉親參加兩會，特別
做好青年人培養工作，祝願大家有
一個愉快的晚上。
五邑同鄉會卸任會長司徒樹
榮致退職辭表示，兩會一直以來堅
持“愛國愛鄉”的精神，並得到各界
友好的認同，這一切成果都是各界
會長及兩會所有同仁的成果。兩會
人才濟濟，希望新的職員繼續共同
努力，團結互助互相溝通，促進兩
會壯大，雖然我退職了，但我仍然
繼續與大家一起，努力把兩會工作
做好。五邑同鄉會新任會長馮權隨
後致辭表示，兩會成立的宗旨主要
是敦睦鄉親、增進鄉親、共解鄉愁、
相互幫助，為我們的鄉親搭建一個
溝通和聯絡的平臺，通過兩會相親
的力量來為芝加哥創造一個良好

美國海外華人交流
協會會長趙健航致辭

和諧和積極進取的僑社環境。在過
去十七年來，由於歷任會長的努力
領導，使得我們兩會不斷成長和進
步，在凝聚鄉親、服務僑社以及弘
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
的貢獻，所以我們兩會都得到了芝
加哥各僑團高度的認可和稱讚，在
此向所有鄉親表達無比敬意和謝
意。馮會長還表示，感謝大家支持
他出任今年的會長，並感到任重道
遠。他強調，我們兩會人才濟濟，但
是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團結我
們才能夠互相包容，不分彼此，只
有團結，我們才能夠同心協力，一
起做事，只有團結，我們才能夠發
揮指揮，順利推展會務，我們如果
能夠廣納賢才，廣結良緣，我們就
能夠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為我們

汪興無主席致辭

僑社的和諧和故鄉的繁榮做出貢
獻！讓我們在未來的一年一起努力
！新職員在洪磊總領事的見證下，
接過印信，一同宣讀誓詞，正式就
職。
洪磊總領事向兩會新職員就
職表示熱烈的祝賀。他表示，兩會
自成立以來一直積極服務僑胞，許
多僑胞受到兩會支持發展事業，兩
會也是僑胞之家，致力於豐富大家
的生活。去年的國慶慶典仍然歷歷
在目，兩會為此傾注大力心血；兩
會一直支持祖國的和平發展，堅決
反對臺獨，成功舉辦參與有關海峽
兩岸問題的座談會；兩會為中美友
好關係傾注了自己的努力，在僑界
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洪總領事還表
示，當前中國處於非常良好的態勢

五邑同鄉會新會長 卸任會長司徒樹榮 周兆禧介紹有關
馮權致就職詞
致退職辭
兩會的歷史及由來

五邑同鄉會新職員在洪磊總領事的見證下，正式宣誓就職

洪磊總領事為趙
洪磊總領事為新會
長馮權（右）頒發聘書 健航（左）頒發聘書

李氏公所、龍崗親義公所、
協勝公會代表合影

，今年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
確定新的領導班子，推進國家發展
，推動依法治國，嚴格治黨，十分值
得期待這次會議！同時相信此次會
議一定不負眾望，將引領中國走向
光輝的前景。同時，中美關係也呈
良好態勢，並邁向一個新的方向，
但是無可否認，仍有敏感問題需要
妥善處理。在兩會就職之際，希望
大家共同努力，繼續推動中美兩國
友好關係，繼續為僑胞服務及支持
祖國的發展。隨後，華聯會主席汪
興無致辭祝賀兩會新任職員，並高
度肯定了兩會在僑社所作出的重
要貢獻，兩會的朋友一直是華聯會
的中堅力量，更是芝加哥的重量級
的華人團體。祝願在新的領導班子
的帶領下，新的同仁們繼續為華人
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美國華人海外
交流協會名譽會長周兆禧還現場
向大家講述兩會歷史和會徽的由
來。
當晚的餘興節目也十分精彩，
來自人民藝術團的王旭向大家獻
唱一曲動聽的《蘆花》、汪小淩和
Jimmy Mai 帶來的《新疆姑娘》更是
把全場氣氛推向高潮，獲得陣陣掌
聲。當晚，各界友好還積極為伊大
香檳分校受害中國學者章瑩穎同
學的家人募捐，並籌得 1760 美元，
現場十分感人。

貴賓合影（中：洪磊總領事
洪磊總領事）
）

各界友好為伊大香檳分校受害中國學者
章瑩穎的家人積極募捐

全場高唱美中國歌，氣氛莊嚴

五邑同鄉會新會長馮權（右 4）
接過印信 正式就職

《新疆姑娘
新疆姑娘》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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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瑤坦言婚姻需要驚喜
每天都會問丈夫“愛不愛我”

8 月 17 日，汪東城在
微博曬出自己的大白腿
，還稱：“放假日，壹
覺醒來被自己的大白腿
給嚇醒”。照片中，汪
東城躺在床上翹起二郎
腿，雙腿又長又白簡直
比女生的還好看，看上
去狀態舒服愜意。網友
們紛紛留言：“腿比女
生好看系列”、“好想
分點腿毛給他”、“滿
分大白腿！”

汪東城曬出自己的大白腿
網友：
網友
：腿比女生好看

據臺灣媒體報道，瓊瑤近來出新書
《雪花飄落之前》，書中她不只寫下親
身經歷老公失智、插管的過程讓人省思
關於病人自主權的問題，也首次公開夫
妻倆間的甜蜜相處故事，在最新釋出的
訪談影片中，更可以看到他們彼此對於
這段婚姻的珍惜。
她在臉書寫道：“鑫濤，如何才能
把我的傷痛減到最低？如何才能讓我得
到壹夜好眠？回憶那些照顧妳的日子，
即使妳把我忘記，我也依舊幸福。如今
，只有這本《雪花飄落之前》，記下了
我們的點點滴滴，唯有‘善終權’得到
重視，我才是重燃的火花，我才對得起
妳。”
結婚長達 39 年，瓊瑤認為，老公最
愛她的時候不是在追求她的時候，而是在老公 80 幾歲還沒失智的時候。她說：“為什麽呢？因為那時候他看到
了壹個，當他生病的時候，我可以怎麽樣子衣不解帶來伺候他，我可以完全沒有自我了。”而在《雪花飄落之前
》提到這段當“特別護士”與老公相處的日子，更能讓人感受到他們得真摯愛情。
很多人都認為愛情是有保鮮期的，當過了這段期間後，夫妻間到底要如何才能壹輩子如此相愛？瓊瑤說：
“碰對了人，感情才會壹直維持下去，碰到不對的人，可能壹輩子都沒辦法認識浪漫。”
回憶起老公對她做出許多浪漫的事情，瓊瑤露出小女人的壹面笑容說：“他出過我很多本書，在我的書裏面
，可以找到壹樣東西，就是女人最喜歡的男人是什麽樣的男人，我覺得他是被我潛移默化，所以他知道很老的時
候，老年的時候，他還會做壹些個事情來討我喜歡。”也給許多老夫老妻建議，感情絕對是要經營到老，不能覺
得自己老了，愛不動了，所以不愛了，彼此壹定要在生活裏制造新奇的小驚喜，愛情才能保鮮。
《雪花飄落之前》裏，瓊瑤寫到許多在平鑫濤
失智後，她與家人們如何壹同陪伴與照顧。對此，
瓊瑤受訪時說：“照顧失智癥患者絕對需要很多的
愛心跟耐心，沒有愛都等於零。”更建議大家要多
問問題，而問題的設定則會因人而異。
她以自己老公的例子，平鑫濤不會主動說出自
己的感受，所以每天瓊瑤都會問“妳好不好、妳有
沒有不舒服、妳愛不愛我”，因為從這三個問題上
，可以知道老公更多精神及身體上面的狀態與資訊
。但她也難過的說：“在照顧的當下壹定還是會受
到很大的挫折，當我拿出他寫給我的情書，可是他
卻記不起來的樣子，每每回到房間，我都忍不住落
淚。”字字句句流露出真實情感。

歐弟素顏上鏡胡子拉碴
戴墨鏡痞帥撩人
8 月 17 日，歐弟在微博曬出壹張自拍照稱：“拍
戲去了…放假倒數中”。照片中，歐弟素顏上鏡頭戴
嘻哈帽，墨鏡掛在鼻子上，下巴上的胡子顯成熟魅力
，表情自然。此外，歐弟還曬出壹輛自己紅色愛車的
照片。網友評論：“歐弟 壹直很喜歡妳 覺得妳很皮
”、“鼻子被女兒咬了吧”、“喜歡妳的人和妳的車
車”。

男星曬出 15 年前合影
林誌玲樣貌未變被狂贊

男星李至正 8 月 17 日分享參加凱渥經紀人的婚禮照，
名模林誌玲也抽空現身。李至正壹手搭著誌玲姐姐，盡顯
同門好交情。他還正加碼秀出兩人 15 年前的合影，當時
的誌玲姐姐壹張標準鵝蛋臉與明亮大眼，與現在幾乎沒任
何差異，多年來美貌有如被冰封般令人羨慕。
李至正當年以凱渥模特身份出道，多年前他受訪時曾
自曝以同門的師姐林誌玲為榜樣，誇林誌玲充滿高 EQ 與
正能量，更自封“男版林誌玲”。今他在臉書分享壹張全
公司 15 年前的舊照，要粉絲找找他在哪裏，讓林誌玲、
鄭元暢、許瑋寧等人當年青澀樣貌見光。除了照片左後方
的林誌玲被選為凍齡代表外，照片中更可見阮經天、鄭元
暢、許瑋寧、洪曉蕾等人，許多藝人歷經當年的蛻變，如
今已成為圈內壹線演員與名模，令人十分懷念。

鐘欣怡透露女兒被欺淩 看到對方家長態度氣得想哭
據臺灣媒體報道，鐘欣怡與孫
樂欣夫婦常在臉書分享育兒經，獲
得許多網友喜愛。她最近在直播中
透露遇到“恐龍家長”，對方放任
自己孩子攻擊別的小朋友，還露出
“事不關己”、“漠視”的表情，
鐘欣怡表示對於對方的教育方式完
全不理解，“我壹想到她的嘴臉，
真的會氣到哭。”
鐘欣怡在直播中說到：“我不

知道現在這個社會怎麽了，好像有
禮貌的孩子、家長就會被欺負。有
些家長把小朋友教育成攻擊別人的
人，好像先欺負別人，妳才不會被
別人欺負。”她表示每次帶女兒小
乖去上課都會遇上這位家長與小朋
友，已經不只看過壹次這位家長的
態度，有次突然上課上到壹半，聽
到小乖尖叫：“媽，有人打我！”
她立刻沖向前查看，發現對方的小

孩動手打人，但該位家長完全無動
於衷，“第壹次我不會講什麽，因
為我覺得這個是壹個人的格調，但
事不過三，我真的不想跟妳們壹起
上課，我不想要我的孩子跟妳的孩
子靠近。”
鐘欣怡說，若是當下沖過去跟
對方理論，就在小朋友面前做了壹
個很不好的示範，於是她收起情緒
跟女兒說：“人家只是想跟妳做朋

友。”但同時她看到對方的家長露
出壹副事不關己的表情，真的讓她
非常生氣。她在直播當下說起這件
事，忍不住落淚。
幾年前，她曾經遇過壹個朋友
，他們的小孩壹直在欺負別人，對
方竟然回說：“寧願自己的小孩欺
負別人好過他被別人欺負。”鐘欣
怡難過的說：“這個社會變得太誇
張了。”只要妳拉著小孩過來壹句

道歉就好，最怕就是遇到置之不理
的那種人，但這樣的家長真的太多
太多了，他們選擇不在小孩面前動
怒，“但有時候我們都會想，那我
們教出來的孩子真的好嗎？”
他們在直播分享遇到的“恐龍家長
”，引起不少共鳴，也讓許多網友
心有戚戚焉，很多人都給鐘欣怡安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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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國家隊建制 年輕球員收穫經驗

■距離港姐決賽只有兩周多
距離港姐決賽只有兩周多，
，十位候選
佳麗爭取機會表現自己。
佳麗爭取機會表現自己
。

■李根（上）個
人獨取19
人獨取
19分
分。
新華社

球員
鋒（中）向
■主教練杜
新華社
講解戰術。
■張寶欣為胞姊的緋聞解畫，她
指港姐和港男當然合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今屆香港小姐十位

洲
澳
敵
不
分
6
1
敗
慘

候選佳麗 18 日到商場與市民見面，並即場分組挑戰《決鬥一

分鐘》小遊戲，奪冠大熱伍樂怡（Kelly）玩疊紙杯時被風吹散，被嘉

賓森美取笑“大熱倒灶”。不懂中文的黃瑋琦（Emily）就被森美教講“鹹濕”笑

話，令人捧腹。至於上屆港姐友誼小姐張寶兒被指與袁偉豪（Ben）盛傳“撻着”，前者胞

妹張寶欣沒作否認，更指“港姐對港男”是合襯的一對。

港姐見市民 伍樂怡
“大熱倒灶”

張寶欣 幫手解畫

讚袁偉豪襯家姐
當 地 時 間 17 日

挑戰呼拉圈的何依婷（Regina）
寶 兒 妹 妹 張 寶 欣 順 利 進晚，中國隊主教練杜鋒派出的首
入決
張
當
坦言有十年沒接觸過這玩意，幸好平
賽，日前傳出寶兒與袁偉豪拍
發陣容為劉曉宇、李根、于德豪、任
在黎巴嫩舉行的

■姚明
姚明（
（前右
前右）
）現場觀看比賽
現場觀看比賽。
。 新華社

中國男籃在亞洲盃
8 強賽以 71：97
■(左起
左起)
)姜皓文
姜皓文、
、廖子妤
廖子妤、
、陳靜和周國賢
18 不敵澳
洲隊，中國籃協主席姚明雖專程飛赴黎巴嫩為中
日出席新片開鏡。
日出席新片開鏡
。

國隊助威，但仍未能避免一場慘敗。
賽後，有人用“中國隊陣容不整”、“這只
是雙國家隊的一支球隊”等來聊以慰藉。但據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新片
易體育消息，澳洲隊也是“殘陣”參賽，効力
《電影痴漢》18 日開鏡，新晉導演徐梓
NBA的球員全部缺席，主力球員大衛-安德森也因
耀、演員姜皓文（黑仔）、廖子妤、周國賢
傷早早返回澳洲，所以，陣容不整並不是中國隊慘
及陳靜（DaDa）一同出席。
敗的藉口。
黑仔首次擔任男主角，他坦言很緊張，
長久以來，中國男籃一直以一支國家隊的
現在才懂得調節。他透露現有四部電影在
手，其中一部於內地拍攝，因此要兩邊走，
形式存在，入選者只有 12 人，導致很多年輕球
但即使辛苦仍是一股動力。在《電》片黑仔
員苦無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但姚明出任中國籃
扮演有老人癡呆的角色，他覺得失憶與傻只
協主席後，大力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是一線之差，所以要加倍心機去拿捏準確演
就是提出“兩師帶兩隊”的紅藍雙國家隊建制，
出。廖子妤也表示很高興跟黑哥合作，因自
希望以此鍛煉球員、提拔教練，在 2019 年亞洲
己兩歲時已看對方演出。戲中二人的感情是
盃上以東道主的身份給世人一個驚喜。
撲朔迷離，以開放式交代，她更希望能與黑
這個夏天，
這個夏天
，李楠帶領的紅隊發現了阿不都
哥合唱主題曲。
沙拉木，
沙拉木
，
也給予趙睿、
也給予趙睿
、孟鐸
孟鐸、
、
常林、
常林
、王子瑞等人
至於 DaDa 在戲中則扮演
OL，與周國
賢是一對，但因男友吊兒郎當，她就遷怒於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
。而杜鋒的藍隊雖在本屆亞
表哥姜皓文身上，向他拳打腳踢。DaDa
笑
洲盃止步 8 強，遭遇沉重一擊
遭遇沉重一擊，
，但這一慘痛教訓
言正期待拍這一場戲。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可成為年輕球員成長的催化劑
，或許這就是中國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男籃在今次亞洲盃的最大收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姜皓文處男擔正辛苦當動力

■郭艾倫
郭艾倫（
）日和陳國邦(
拚盡與對手爭槍。
拚盡與對手爭槍
。 FIBA
FIBA圖片
■石修
石修(（
(左右
)18
18日和陳國邦
(右)排練舞台劇
排練舞台劇。
。圖片

石修忙排舞台劇

花，不斷拉大與中國隊的比 很高
很高。”
。”
出現 24 次失誤
次失誤，
，澳洲隊有 14 次。中國隊 3
他指出，在上半場首節的後幾分鐘， 名球員得分上雙
分差距。第三節結束時
分差距。
第三節結束時，
，雙方
名球員得分上雙，
，其中李根拿到全隊最高
時有練習跳舞，可以應付得到。提到
拖，寶欣有備而來作回應，她說：
駿飛和胡金秋。比賽開局階段中國隊打得 比分為 71
71：
：55
55。
。第四節
第四節，
，中國隊依然表現 可能球員體能下降之後專注力下降，連續 的 19 分，郭艾倫和韓德君分別得到 13 分和
2017“我不知是否真的，始終是家姐的私
年男籃亞洲盃 8 不錯，比分一度以
她會跟星級導師蔡一傑學藝，Regina
14：7 領先。不過，面 不佳，分差最大時落後澳洲隊 28 分，最終 失誤，讓對方反超比分。“下半場，澳洲 11
11分
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石修和
人事，要問回她，我不是她心裡面條 表示雖未有時間見對方，但很期待跟
隊在防守端做得更加兇狠、更加硬朗，而
止步八強後，中國隊將與東道主黎巴
強 賽 中 ， 中 國 隊 以 對平均身高佔優的澳洲隊，中國隊球員籃 以26分的差距負於澳洲隊。
陳國邦 18 日為下月公演的舞台劇《紅梅再
傑仔學唱歌跳舞。
蟲。”
下突破還是顯得困難。第一節還剩兩分多
杜鋒在賽後記者會上說：“這是一場 中國隊幾個年輕後衛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大 嫩隊、菲律賓隊和約旦隊在 19 日和 20 日進
世》進行綵排，兩人受訪時透露今次故事乃
被森美用廣東話戲弄的黃瑋琦，
71： 97 不 敵 澳 洲
相差十多歲不成問題
鐘時，澳洲隊反超比分，並以
26：23 領先 很困難的比賽，我覺得大家還是盡力了，畢 賽，因此他們在過前場的時候遇到了很大
行第 5 名至第 8 名的排位賽，其中中國隊於
改編自粵劇《再世紅梅記》，但所有角色與
表示一直有努力學中文，遇到不懂的
隊，繼 1976
及
2013
結束本節比賽。第二節，雙方打得比較膠
竟澳洲是個非常強的球隊。”他認為，相對 困難，連續地失誤。”杜鋒說，“而且，
19日在首場比賽中對陣約旦隊。
原著一樣。至於粵劇和舞台劇的分別，他們
都會問其他候選佳麗。“在台上都不
寶欣稱近日與家姐各有各忙，都
着，各拿到
19
分。上半場結束時，澳洲隊
隨着體能下降，球員打不到點上，有很多
前幾場比賽而言，這是開局打得最好的一
在當日舉行的另一場 8 強賽中，新西
說：“粵劇是唱出來，舞台劇都有歌，不過
知被人玩，落台才知被整蠱，就當講
沒時間傾心事，她只在節目中看過
年亞錦賽後第 3 度無
■奪冠熱門伍樂怡(左)遭森美(右)取
以對白及演技演繹出劇情。”
笑學中文。”
Ben 的演出，但未見真人。問到家姐
仍領先中國隊3分。
場，“上半場打得非常不錯，大家打的是整 誤攻。而對方反擊後，我們又不能及時退
蘭隊 98：70 戰勝約旦隊。這樣，澳紐兩隊
■何依婷
何依婷((右)被呼拉圈考起
被呼拉圈考起。
。
笑“大熱倒灶”。
緣 洲與際
頂
級賽事 4
石修的兒子陳宇琛剛於英國舉行婚禮，
Ben
是否相襯時，寶欣笑道：“港
下半場，中國隊球員配合失誤明顯增 體籃球，進攻點和進攻時機都選擇得很好， 防。球隊士氣受到很大影響。”
攜手晉級
4 強，他們將在準決賽中狹路相
森美提議司儀穿泳裝
但石修因忙着排練舞台劇而未能現身，他指
笑指當年陳百祥穿透視裝惹來不
今年佳麗很有特色，既有不懂中文，
姐對港男，大家說呢？”笑問寶欣會
多，投籃命中率下降。反觀澳洲隊，內外開 基本沒有誤攻。大家打得很耐心，命中率也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隊在這場比賽中 逢。
■新華社
強。
否跟家姐同時喜歡一個男仔，她說：
“我不會跟家姐爭，也沒試過喜歡同
一人，因我們性格不同，喜歡的類型
都不同。”提到 Ben 與寶兒年齡相差
十多年，寶欣就說：“如果溝通得
到，思想接近都沒有大問題。”

被森美笑指會“大熱倒灶”的
Kelly，不信會被“烏鴉口”講中，並
說：“事在人為，都可說是仙女散
花。會盡力做好自己，將大熱壓力變
成動力。”
擔任今屆港姐司儀的森美，大讚

未能出席兒子婚禮

又有年紀很小的。當取笑他是否為兒
子揀新抱時，森美說：“是啊，現在
年紀細的女仔很主動，跟以往怕醜的
很不同。”又提議在泳裝環節，司儀
應該也穿泳裝，好讓場面不會太尷
尬。

少投訴，森美笑稱怕投訴到時就多穿
一對襪。
對於教不懂中文的佳麗講“鹹
濕”兩字，他說：“我會盡量去整蠱
她們，但又要保持形象，如果真的講
鹹濕事情就會阻止。”

原本計劃是一齊去：“但我有工作在身，又
可以和阿邦相遇，最後取消美國之行。”問
兒子有否不快時，石修說：“大家做這行，
很明白工作時間不穩定，（兒子會在港補擺
喜酒？）這要問他了。他大個仔，已成家，
有自己的計劃和主見。”

保連奴不捨中國 自信能融入巴塞

了自己離開恒大加盟巴塞的心路
歷程：“我在一開始對是否接受
邀請有些疑慮，因為在中國我過
得很好很開心，但考慮了一段時
因家燕姐負責唱主題曲，但錄音時碰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薛家
間後，我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因
燕、鍾舒漫、葉振棠、商天娥等 17 日晚為 感冒未清，以致聲沙，珍姐（曾勵珍）指家
為這是巴塞，我希望能夠在這裡
《流行經典 50 年》錄影，家燕姐穿黑色低胸 燕姐的聲線和做《流行經典 50 年》時不同，
踢球。”
性感晚裝現身，相當醒神。當晚她和葉振棠 建議她再錄過。“自己沒所謂，最重要是效
他說：“我一定會刻苦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
果好，而且首歌也有難度，歌詞又快又
合唱。
練，不惜一切代價為隊友帶來幫
《保鑣救殺手》17 日晚舉行首映禮，衛
說到家燕姐主演的新劇《燦爛的外母》 密！”
■保連奴亮相巴塞
保連奴亮相巴塞。
。
助。我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挑
詩雅、麥子樂、陳奐仁、楊受成與太太
家燕姐近日忙為新劇宣傳，頻頻做訪
快將推出，她透露該劇在兩三周前才完成，
美聯社
戰，每當我踏入球場時，一定會
陸小曼出席支持。陳奐仁對於之前上內
相信是近年最快放映的劇集，心情既緊張又 問，她表示一日內做了七個訪問，後生時也
地 Hip Hop 節目演出被指只唱舊歌，他
用自己最好的一面去迎接它。這
沒試過。
開心。
透露下星期便推出新歌，並強調唱大家
前廣州恒大外援保連奴當地 保連奴，向廣州恒大支付了 4,000 支球隊有它獨特的風格，我堅信
另一方面，又忙於準
最認識自己的歌是為節目着想，通常唱
備學校大匯演，不夠時間
萬歐元的違約金。
時間
17
日與巴塞羅那正式簽約。
自己能夠融入球隊體系。這裡的
■鄭智
鄭智（
（左）再次入選國足
再次入選國足。
。 新華社
新歌都會給否決的。另談到歐陽靖
保 連 奴 在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肯 休息，仔女都叮囑她要注
他在當天通過了巴塞羅那的體
每一位球員都是如此偉大，我會
（MC Jin）於節目中已被淘汰，陳奐仁 ■陳奐仁為參加內地節目唱舊歌一事辯
意身體。“可是人在江
定：“這是我生命中及我職業生
檢，隨後出席俱樂部為其舉行的
想盡辦法幫助球隊贏得比賽。”
倒沒覺得可惜與否，他跟 MC Jin 本身 護。
亮相儀式。據報道，巴塞為引入 涯的特殊時刻。”同時他也談到 湖，身不由己。我女兒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是多年好友，知道對方熱愛 Hip Hop， 後工作人員讚她大膽，其實當時是給嚇

MC Jin 內地比賽遭淘汰

陳奐仁不覺可惜

國足公佈集訓名單
恒大六人入選
但節目有其他元素，且內地出現了很多
Hip Hop新星。

衛詩雅獲讚大膽

■衛詩雅
在新片首
次開槍。
次開槍
。

衛詩雅最近參與拍攝動作片，更要
事先上堂學拿槍，她笑指原來開槍的聲
響很大，嚇得她本想縮沙，但後來開槍

新華社北京 18 日電 為備戰參加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 12 強賽，中
國足協 18 日公佈了一份 23 人的集訓名單，
廣州恒大淘寶隊共有6人入選。
在這份名單中，中超聯賽“領頭羊”
廣州恒大依舊是國腳大戶，共有包括鄭智、
于漢超在內的 6 人入選，上海上港與河北華
夏幸福各貢獻了3名國腳。
值得一提的是，憑藉近期在聯賽中的

忙於宣傳《外母》 家燕姐病仍死撐

告病倒，我不做誰做？惟
呆了，拍完後手指還痛了一星期。
有每日祈禱。”
麥子樂近日忙於拍攝電影《王牌霸
當晚鍾舒漫會獻唱自
王花》，他特地去曬黑皮膚及操練，以
己的歌曲《給自己的
應付與何佩珉的對打戲。然而大家都不
信》，她很開心這首歌成
慎有出錯拳打中對方，故他也有說不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亞明 角約 60 度的斜坡上以“S”形順山
為經典，又指歌曲只有八
意思，而有過這次經驗後，子樂會更尊
年歷史，能得大家愛戴已
貴州報道） 作為 2017 國家山地旅 勢而建，蜿蜒盤旋至關口，全長約
重動作演員。
■家燕姐
家燕姐((左六
左六))早前聲線有點沙
早前聲線有點沙，
，需要重錄劇集主題曲
需要重錄劇集主題曲。
。
是無憾。

出色表現，天津權健的趙旭日與長春亞泰的
何超均得到了納比的召喚，來自中甲球隊北
京人和的鄧涵文繼續獲得信任，効力德甲雲
達不來梅的張玉寧是本次集訓中唯一的海歸
球員。
根據賽程，中國隊將於 8 月 31 日在武
漢迎戰烏茲別克，隨後飛赴多哈，準備 9 月
5 日對卡塔爾的比賽。其中對烏茲別克一役
將決定國足出線與否。

24 道拐抗戰公路變身拉力賽道
遊及戶外運動大會的主要賽事之
一，中國汽車拉力賽暨汽車場地錦
標賽，日前在二戰時期著名的史迪
威公路貴州段晴隆24道拐完成兩天
的賽事。
“讓世界惦記 24 道拐”是本
次賽事的主題。晴隆24道拐抗戰公
路，從山腳至山頂的直線距離約
350 米，垂直高度約 260 米；在傾

4公里。
據悉，晴隆縣自 2005 年以來
陸續舉辦了 9 屆汽車相關賽事，本
次拉力賽新增了史迪威公路賽道，
其中包括 24 道拐賽段，全程 7.6
㎞。
來自中國、澳洲、伊朗等海內
外約 40 輛賽車、50 名車手參加了
這次比賽。

■中國汽車拉力賽在昔日抗
戰公路舉行。
戰公路舉行
。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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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今日公映 首曝幕後特輯

郭富城大贊王千源提名金雞獎最佳男配角

萬達電影啟動《二十二》長線放映

紀錄傷痛銘記歷史
助力藝術電影走近大眾

在第五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之
際，《二十二》作為首部反映中國 “慰
安婦”幸存者生存狀態的紀錄電影在全
國公映，目前該片累計票房已突破 4000
萬。為了讓更多的影迷能夠更好的走近
影院欣賞這部誠摯之作，萬達電影宣布
將在全國萬達影城為該片啟動長線放映
，呼籲人們在感受電影平實鏡頭所帶來
的感動的同時，關註“慰安婦”老人群
體生活現狀，並再壹次向全世界宣示了
中國人不忘戰爭傷痛、堅決銘記歷史的
態度。
2014 年，全國公開身份的幸存慰安
婦老人的人數為 22 名，影片《二十二》
講述的便是這些日軍“慰安婦”幸存老
人們的故事。從歷史長河中篩選出這些
微小的碎片，將那些即將過去的事實鐫
刻成永久的記憶之碑。由於影片的拍攝
對象均是 90 多歲的高齡老人，《二十二
》可以算是壹部“與時間賽跑”的影片
，截至影片上映當天，22 名被紀錄的慰
安婦老人僅剩 8 人在世。正值全面抗戰
爆發 80 周年，影片留下的珍貴影像資料
，讓更多人了解、記住這群飽受苦難而
又樂觀堅強的老人們，也讓年輕壹代銘
記這段曾經發生在同胞身上的苦難故事
，更感受生命的韌性和強大。
作為近年來少見的飽含感情與內涵
的佳作，《二十二》的上映不但為影迷
觸達那段悲痛歷史提供了窗口，也為喚
醒社會各界關註以“慰安婦”群體為代
表的弱勢群體帶來了契機。因此，萬達
電影在全國為該片啟動長線放映，期待
更多的影迷能夠走近電影院，細細聆聽
影片《二十二》中 “慰安婦”老人們用
最樸素的語言和故事訴說她們在歷經屈

辱後平靜生活，銘記曾經的傷痛，收獲
堅韌不屈的精神。在經歷了《戰狼 2》
祖國掘起自豪感洗禮之後，也應該記住
同胞遭受的苦難，讓戰爭慘痛記憶不再
重演。
近年來，隨著中國電影觀眾藝術水
平的不斷提升，影迷對於優質藝術電影
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加，始終秉承“壹
切以用戶的觀影體驗和觀影價值為核心
”的萬達電影亦主動承擔起為小眾藝術
佳片打造可持續良性市場環境的重任。
早在 2015 年賈樟柯導演的《山河故
人》上映時，萬達電影就以全國影城為
陣地，以千萬級的會員體系為核心發起
了“再陪《山河故人》走壹段路”的倡
議，在旗下所有的影城啟動長線放映；
2016 年 9 月，萬達電影更是邀請了世界
紀錄片大師、“天、地、人”三部曲的
導演雅克-貝漢做客萬達電影大師班向觀
眾推薦《地球四季》，並安排了長線放
映。
去年 10 月，萬達電影作為聯合發起
方，正式成立“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
”，投入 34 家影院參與到國產優質藝術
電影的推廣與放映中。並於今年 4 月傾
力呈現 “吳天明和他的中國電影”回顧
展，放映吳天明的七部現實主義美學力
作——《人生》、《變臉》、《老井》
、《首席執行官》、《非常愛情》、
《沒有航標的河流》及《百鳥朝鳳》，
為各地的藝術電影愛好者和萬達會員打
造了壹場視聽盛宴。在未來，萬達電影
也將繼續發揮“第壹院線”的渠道優勢
，為中國的藝術電影探索出特色化、差
異化、精益化的經營模式，使越來越多
的優秀藝術類影片走近大眾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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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日（8 月 17
日）正式公映。該片首曝“良工琢物”
制作特輯，來自英國、韓國、馬來西亞
、南非等 12 國團隊協作，為電影品質提
供了強有力保障。
片中，郭富城與王千源展開了壹場
夾雜著陰謀、械鬥、肉搏與黑色幽默的
貓鼠遊戲，片中不但有著激烈對戰的
“虐腎”片段，還獨具“犯罪喜劇”效
果，更有兩位戲骨拳拳到肉“真打”上
陣。昨日，導演連奕琦攜主演郭富城、
王千源奔赴上海首映禮，為影片宣傳造
勢。對於王千源憑借《解救吾先生》提
名金雞獎最佳男配角壹事，郭富城大贊
：王千源演的《解救吾先生》很有特色
，這次演的比之前更出色。
在電影《破局》中，郭富城首次飾
演“黑警”，相對其以往所飾演的警察
角色來說，《破局》中的高警官多了幾

分亦正亦邪，對郭富城而言不失為壹次
新的挑戰；而王千源飾演的陳昌民，則
相對以往作品而言更加邪魅乖張，演出
了“變態惡”的人物效果；女主角劉濤
飾演了郭富城在戲中的妻子，戲中夫妻
二人上演溫馨逗趣片段。此次也是劉濤
首次出演警匪犯罪類型電影。
《破局》中，郭富城與王千源展開
了壹場夾雜著陰謀、械鬥、肉搏的貓鼠
遊戲，劇情多次反轉，畫面刺激虐腎。
在劇情反轉刺激之余，更有黑色幽默元
素穿插其中。郭富城的表演滑稽逗趣，
在其以往的警匪片中都頗為少見。在戲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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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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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壹提的是，電影中激烈的打鬥

肉搏場面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
了最大程度的營造出真實感，郭富城和
王千源在片中大量的動作戲都采用了真
打，兩個人“拳拳到肉”的生猛打法，
力求傳遞給觀眾真實的痛感。為了使打
鬥畫面更有張力，郭富城甚至主動要求
王千源將沖馬桶的噴頭塞到自己嘴裏，
表演時絲毫不遺余力，其敬業精神令人
嘆服。
在上海首映禮上，眾主創金句不斷
、猛料叠出。在現場互動環節，當問及
戲中角色時，郭富城表示：“我做了那
麽多警察電影，這個作品很不壹樣……
觀眾在電影院看的話會感覺很爽很值得
。”王千源則調侃表示：“跟天王合作
非常非常爽，除了壹起飆戲，還能近距
離的接觸郭富城，摸過郭富城大哥的屁
股。”兩位主演雖然戲裏針鋒相對火光
四射，戲外則是互懟互贊互調侃，氛圍
輕松愉快，也引得現場觀眾爆笑連連。
電影《破局》目前正在全國公映中。

廖凡《心理罪》頻頻 NG 跟李易峰“道歉”
由謝東燊執導，顧小白編劇，廖凡、李易峰
、萬茜、李純、張國柱、虞朗主演的電影《心理
罪》已於 8 月 11 日全國公映。電影上映 5 天票房
突破 2 億，今日，片方特別曝光 NG 特輯解密眾
主演在片場的活潑趣事。
電影《心理罪》中，眾主演都被籠罩在血液
危機的陰霾下，被卷入這場“心理戰”中的每壹
個人都徘徊在人心深淵，跟心中“惡魔”糾纏鬥
爭，但在 NG 特輯中，戲外的主演們互動不斷，
大展搞怪、逗笑屬性。
壹本正經的廖凡化身“凡三歲”大鬧片場，
不是在片場放飛自我隨性尬舞，就是大肆“偷吃
”劇組道具，擋都擋不住。廖凡之前在接受采訪
時說自己現在演戲還是會緊張，因此在特輯裏也
能看到老戲骨廖凡和李易峰對戲時是頻頻 NG 幾
度笑場，最後不得不跟李易峰“道歉”：“對不
起給妳攪和了”、“我毀了妳”。
李易峰在片場跟自己不斷較勁的同時，也總
被觸發迷之笑點，在拍醫院的壹場戲中，李易峰
因追趕不上拉得過快的攝影機不好意思的笑了起
來，和廖凡搭戲時，兩人火花四射上演“哥倆好”，李易峰還實力詮釋了壹把最佳 CP 到底是怎麽玩自拍。
萬茜飾演的法醫喬蘭是戲裏當之無愧的“專業擔當”，身為法醫的她需要挑戰大量超高難度的法醫專業術語，臺詞難度
之大讓萬茜的記憶常常只能停留“3 秒鐘”，李易峰在現場也調侃萬茜需要“打壹針”清醒清醒。萬茜自己也吐槽，“回想
起來，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麽把大段的專業術語給背下來的。”而在海邊勸方木回家的戲中，完全沈浸在角色中萬茜絲毫沒有
察覺到撲面而來的海浪，幾乎被海浪“吞噬”，好在有驚無險。
在片中最讓人虐心的李純在戲外也是“狀況不斷”，不僅調侃自己蹬滑板的動作“像狗刨”，專註於給李易峰戴手套時
全然沒註意手套戴反了自嘲很紮心，還在片場尬起廣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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