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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毛球錦標賽當地時間27日在
蘇格蘭格拉斯哥落下大幕，中國隊獲得
總共五枚金牌中的兩枚。力爭第六個世
錦賽冠軍的林丹在男單決賽中不敵三號
種子、丹麥選手安賽龍。

面對準決賽淘汰了中國隊友諶龍的
安賽龍，林丹首局一度握有局點，但被
對手連得3分，以22：20完成逆轉。體
能更加充沛的安賽龍在第二局最多時手
握7分的領先優勢，傾盡全力的林丹未
能阻擋安賽龍加冕世界冠軍的勢頭，後
者以21：16再下一城。

能在世錦賽決賽中戰勝自己的偶
像，安賽龍興奮異常，他在獲勝後雙

手抱頭，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同為
20歲的陳清晨與賈一凡在女雙決賽中
以21：18、17：21、21：15戰勝日本
組合福島由紀/廣田彩花，幫助中國隊
成就女雙世錦賽14連冠。

陳清晨此後又與鄭思維在混雙決
賽中對陣里約奧運會冠軍阿瑪德/納西
爾。儘管鄭思維/陳清晨以21：15贏得
首局，但一日兩場決賽消耗了陳清晨
太多體力，印尼組合自第二局開始掀
起反撲，以 21：16、21：15逆轉奪
冠。

女單決賽異常激烈，七號種子、
日本選手奧原希望以 21：19、20：

22、22：20險勝印度名將辛杜，首奪
世錦賽冠軍。整場比賽用時1小時50
分鐘，體能達到極限的兩位運動員在
決勝局中多次俯身跪地。

儘管在世錦賽男單決賽不敵23歲的
丹麥新星安賽龍、無緣“六冠

王”，但林丹依舊可以昂首離開，即將
34歲的老將用出色的狀態詮釋了堅持的
力量。從2001年算起，林丹已經連續
參加四屆全運會，並且四次闖入男單決
賽。四年前的遼寧全運會，林丹帶領解
放軍隊首奪男團銅牌，同時完成了史無
前例的男單三連冠。如果非要在林丹的
榮譽簿裡面找出“瑕疵”，那麼全運會
團體賽金牌還是個空白。

本屆全運會，林丹加入了北京
隊，聯手張楠、劉雨辰、喬斌，以及
回到北京隊征戰全運的杜鵬宇，讓北
京隊實力大增，林丹也迎來團體賽突
破的絕佳機會。與此同時，林丹將為
史無前例的男單四連冠全力以赴，準
決賽有可能上演的林丹和諶龍的對
決，無疑是球迷所期待的。

諶龍期待一掃低迷
世錦賽男單準決賽，同樣面對安

賽龍，諶龍完全被壓制，慘丟兩局無
緣世錦賽“三連冠”。諶龍說，需要
好好休息一下，然後準備全運會。

上屆全運會，諶龍表現低迷，他
所在的福建男隊雖然在決賽中將此前
四連冠的江蘇隊“拉下馬”，但在決
賽中出任第一單打的諶龍卻出人意料
地以1：2不敵江蘇老將李昱。而在男
單比賽中，諶龍也止步8強。

如今，諶龍已經獲得奧運會、世

錦賽、亞錦賽、超級賽總決賽、全英
賽冠軍，但還差亞運會和全運會冠
軍。即將開戰的全運會，將是諶龍又
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

致敬老將 期待新星
全運會四年一屆，而幾乎每次賽

事都有老將的告別和新人的湧現。臨
近職業生涯尾聲的兩屆奧運男雙金牌
得主傅海峰，在5月的蘇迪曼盃打完
了最後一場國際比賽，在全運會上，
他還要站好最後一班崗。里約奧運會
之後離開國家隊的王儀涵、王適嫻將
回歸全運賽場。已經淡出大家視野比
較久的世界冠軍王曉理、成淑、邱子
瀚、劉小龍也出現在全運會名單中。

有老將的告別，也有新人的湧
現。世錦賽上，同為20歲的陳清晨/
賈一凡奪得女雙冠軍，幫助新老交替
的中國隊在這一傳統強項上實現世錦
賽14連冠；傅海峰淡出之後，他的奧
運冠軍組合張楠與25歲的劉成組成新
搭檔，為國羽時隔6年贏回世錦賽男
雙冠軍；獲得世錦賽亞軍的陳清晨/
鄭思維正逐漸確立在混雙的地位；女
單19歲“小花”陳雨菲連勝山口茜和
拉差諾收穫世錦賽季軍，也給低谷中
的國羽女單帶來了希望。

本屆全運會鼓勵跨單位組隊，這
些國家隊組合將強強聯手。在全運賽
場，新秀能否在與老將的直接對話中
接過大旗，值得關注。 ■新華社

從世錦賽到全運 中國羽毛球隊無縫切換

格拉斯哥羽毛球世錦賽當地時間27日剛剛落

幕，中國羽毛球隊隊員28日啟程回國，並直接從

北京機場趕赴天津參加全運會。從世錦賽到全運會

無縫切換，國羽眾將如何調整？有哪些老將迎來告

別之戰，又有哪些新人脫穎而出？8月29日起至9月8日，第十

三屆全運會羽毛球團體賽和單項賽將在天津寶坻區體育館進

行，答案將逐一揭曉。

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28
日以香港體育界成員身份應邀出席在天津
舉行的全運會開幕式。當看到香港代表團
進入會場時，他心中感觸良多，認為香港
的健兒與國家體育精英比拚較量，是個難
得的寶貴機會，有助港將從強手身上學習
和吸取經驗。他祝願香港健兒在今屆全運
會中取得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國羽斬兩金 女雙世錦賽14連冠
台北2017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首次將

武術作為比賽項目。據中新社消息，28
日，來自北京體育大學的孔繁輝、來自華
東交通大學的吳夢瑤在男子太極拳/太極
劍全能、女子太極拳/太極劍全能比賽
中，分別奪冠，為中國隊包攬了這兩個項
目的金牌。

男子太極拳/太極劍全能比賽中，孔
繁輝總成績為19.33；中華台北隊選手陳
宥崴以總成績19.01獲得銀牌，銅牌則由
馬來西亞選手以總成績19.00獲得。女子
太極拳/太極劍全能比賽中，吳夢瑤總成
績為19.22；中華台北隊選手陳宜盈以總
成績19.13獲得銀牌。中國香港隊選手莫

宛螢以19.10的總成績獲得銅牌。
港隊方面，田徑場上，楊文蔚以1米

84的成績獲得女子跳高第8名。那邊廂，
港男籃以84：71輕取莫桑比克，經歷6連
敗後終於取得首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丹衝四連冠 老將難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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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晨（左）與賈一凡為中國羽隊實
現女雙14連冠。 新華社

■■莫宛螢奪世莫宛螢奪世
大女子太極拳大女子太極拳
／太極劍全能／太極劍全能
銅牌銅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鼎健（左一）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中）自拍合影。

■■林丹唯一欠林丹唯一欠
缺的是全運會缺的是全運會
團體賽金牌團體賽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傅海峰希望在全運會上站好最後一班崗。 資料圖片

中國隊攬世大男女太極全能金牌

西甲28日結束第二輪的爭奪，衛冕冠
軍皇家馬德里，“馬”失前蹄，在主場2:2
逼和華倫西亞。C朗和拉莫斯這仗都遭遇
停賽，正選出場的阿辛斯奧奉獻精彩表
演，在比賽中“梅開二度”，但客隊上下
半場各一記入球還是令皇馬在主場遺憾失
分，並讓主隊在積分榜上暫時落到了第五
位。

開場僅10分鐘，阿辛斯奧便為皇馬打
破僵局，他在前場得球後帶球至禁區邊
緣，射龍門左下角得手。但8分鐘後，無人
盯防的卡路士蘇拿門前將隊友的傳中撥入
遠角，助華倫西亞將比分扳平。加里夫巴
利和賓施馬組成的鋒線組合此後屢屢浪費
入球良機。華倫西亞在第77分鐘抓住機會

由干度比亞反超比分。第83分鐘，阿辛斯
奧主射直接罰球破網，為皇馬艱難拿下一
場和局。皇馬主帥施丹賽後暗批球隊把握
力不足︰“我不能為賽果高興，球隊有7至
8個好機會但未能射入。”

至於皇馬死敵巴塞羅那，早前從德甲
多蒙特簽下的新援奧士文迪比利飛抵巴
塞，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的夢想變
成了現實。奧士文迪比利說：“來到巴塞
我很開心，加盟這支球隊是我一直以來的
夢想。現在我來到了這裡，很開心我的夢
想實現了。巴塞是世界上最佳球會，有着
世界上最好的球員們。我要努力為巴塞奉
獻我的切，並慢慢去了解我的隊友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40歲的美國“不敗拳
王”梅威瑟上星期六於美
國賭城舉行的“世紀之
戰”第10回合技術性擊倒
麥格雷戈，職業生涯取得
50連勝，而人生得意須盡
歡，連輸掉比賽的麥格雷
戈都好意思舉辦“慶功
會”，玩得不亦樂乎，更
不用說獲得勝利又帶走3

億美元支票的梅威瑟了。據英國《鏡報》28日報道，梅
威瑟在獲勝後開着豪車光顧了自家的脫衣舞俱樂部開派對
慶祝，實現金錢和榮譽雙豐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阿辛斯奧“梅開二度”皇馬和球失分 梅威瑟贏拳
脫衣舞俱樂部搞慶功

■■阿辛斯奧阿辛斯奧((左左))為皇馬得分為皇馬得分。。 路透社路透社

■■““不敗拳王不敗拳王””梅威瑟梅威瑟。。
‘‘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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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訓練場就是在賽場度過戀愛紀
念日的李先會，是江蘇女子賽艇隊

選手，她的戀人是同隊男子賽艇選手孫
海濤。2011年，李先會和孫海濤分別從
賽艇徐州市隊和蘇州市隊進入江蘇省
隊。朝夕相處之後，“他跟我表白，我
就答應了，我們就這麼在一起了”，李
先會說。

浪漫求婚 見證海誓山盟
與其他戀人不同的是，李先會覺得自

己和男友似乎很少爭吵，“因為都是運動
員，知道訓練本身就很辛苦，所以比較能
相互理解，吵不起來。”兩人雖然去年就
已訂婚，但由於忙於訓練和參加各種比

賽，一直沒有定下婚期。“家裡人都特着
急，我們打算全運會結束後最遲明年就把
婚禮辦了，這次全運會應該是我們婚前最
重要的一次賽事了。”李先會說。
全運賽場不僅是個競技場，還是個

製造浪漫的舞台。也許是激情澎湃的賽
場讓人更勇敢、坦誠，一往無前追求心
中所愛，所以不少運動員希望通過賽場
這個舞台見證海誓山盟。

8月20日，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力
克東道主天津隊奪冠後，山東隊員陳永
強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現在女友劉曉曉身
邊，單膝跪地並掏出求婚戒指。劉曉曉
腼腆地伸出手，陳永強將戒指給她戴
上，兩人隨即緊緊擁抱在一起。

全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盛會，也是
義工的盛會。本屆全運會上，共有1.7
萬名義工為賽事提供服務。天津醫學高
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桂金玉就是其中一
員。當桂金玉報名參加全運會義工時，
他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起報名的同
學王冰冰走到一起。

緣起做義工 同窗變情侶
原本只是同系一起上課的同學，現

在成為了互相鼓勵的義工同伴，並將在
全運會上共度牽手後的第一個七夕。桂
金玉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不
管義工服務有多辛苦，都是對自己的鍛
煉和對我們的磨煉。”

28日是中國傳統七夕佳節，中國．嘉蔭第六屆
“情定龍鄉 有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暨中俄界江
文化嘉年華活動，在“恐龍之鄉”——黑龍江省伊春
市嘉蔭縣舉行。此次國際婚禮吸引來自中俄兩國的36
對新人參加，其中10對新人來自俄羅斯。婚禮現場，
新人們身着盛裝，立下攜手一生的誓言，並接受了來
自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祝福。

體驗異國習俗 加深人民情誼
“因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喜愛，所以我選擇在中國

舉行婚禮，中國的婚禮驚喜特別多，所以我期待了很
久。”俄羅斯新娘娜麗雅興奮地說，她與丈夫相戀了5
年，一直在尋找一個特別的機會步入婚姻的殿堂，“嘉
蔭的集體婚禮我嚮往了很久，我相信這裡也是我最好的
選擇”。俄羅斯新郎瓦列里表示，中俄本來就是鄰
居，這種國際婚禮讓兩國人民的關係更近。“兩國完
全不同的婚禮習俗讓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希望俄羅斯
也能舉辦這樣的活動，讓中國情侶來俄羅斯體驗不一
樣的異國婚禮。”

來自嘉蔭本地的新人于文雪和孫強表示，很多朋

友結婚的時候都選擇了參加國際婚禮，當時就覺得應
該體驗一下。新娘于文雪說，“集體婚禮的氣氛太濃
厚了，俄羅斯人特別開放和活潑，把婚禮的氣氛調動
得特別活躍。大家非常開心，都感覺特別難忘。”

據了解，中俄國際集體婚禮已經成功舉辦了五
屆，嘉蔭見證了數百對新人約定終身，該活動已經成
為了一張獨特的旅遊名片。以婚慶活動為載體，以界
江文化為依託，該活動不僅為中國傳統七夕佳節裝點
上國際元素，還進一步加深了中俄兩國的情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黑龍江嘉蔭報道

36對中俄新人黑龍江喜結連理
西藏阿里，被稱為“世界

屋脊的屋脊”。第二次青藏高
原綜合科考目前正在這裡進
行。七夕之際，科考隊專家、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員連新明講述了青藏高原
精靈“情侶”們的“愛情”故
事。

黑頸鶴：直教生死相許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黑頸鶴就是這樣癡情的

鳥兒，能夠為了愛情而至死
不渝。
雌雄黑頸鶴一旦結合，

就會廝守終生，朝夕相伴。
如果其中一位亡故，另一半
要麼憂鬱而死，要麼孤獨終
老，不會再與其他黑頸鶴為

偶。

藏羚羊：我用生命守護你
每到藏羚羊交配的時節，

雄性往往要經過一番殊死搏
鬥，用武力戰勝情敵，才能獲
得與雌性“約會”的機會。只
有藏羚羊中的勇士，才有資格
享受雌性藏羚羊的愛慕和溫
存。公羚羊會竭盡全力保護自
己的伴侶不受其他公羊的侵
犯，甚至不惜用生命維護牠們

之間的“愛情”。

藏原羚：展現給你最好的我
藏原羚“顏值”高、“臀

值”高。奔跑在廣袤藏北高原
的棕色藏原羚，臀部白色的
“心形紋身”格外醒目。戀愛
時節，雄性藏原羚會通過奔跑
追逐，向雌性藏原羚盡情展示
自己優美矯健的身姿，吸引雌
性的注意，繼而博得青睞。

斑頭雁：喪偶後一心育兒
斑頭雁頭上長着“兩道

杠”，被稱為“中隊長”。斑
頭雁對愛侶十分專一，如若喪
偶，牠再也不談感情，不再尋
找配偶，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
撫育後代，既當爹又當媽。

■新華社

黑頸鶴藏羚羊斑頭雁 棲息高原情亦癡

全運七夕一相逢全運七夕一相逢
不負賽場不負卿不負賽場不負卿

金風玉露一相逢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四當四

年一遇的全運會年一遇的全運會““碰碰

撞撞””傳統七夕傳統七夕，，在賽場在賽場

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

朵朵。。 ■■新華社新華社

■■在橄欖球賽場在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員陳永強山東隊員陳永強
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單膝跪地向單膝跪地向
女友劉曉曉求婚女友劉曉曉求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藏羚羊藏羚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636對中俄新人對中俄新人2828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攝攝

■■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右右））
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

婚禮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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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们因为要不要去外地打工意

见产生了分歧，她抱怨他没有能力，没

有出息，整天都在为了孩子的奶粉，尿

片发愁他怨她好吃懒做，婚前没有任何

积蓄。

结婚时的彩礼耗空了他的积蓄，婚

后有了孩子她做了全职妈妈，丈夫和婆

婆在县城打工的收入都开销在了她和孩

子的身上。

那天他们吵得很凶，丈母娘也闻风

而来，没管来龙去脉骂了丈夫一通，气

势汹汹的说：“我女儿跟了你以来你让

她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含辛茹苦的给你

带孩子还整天受你的气，又受你妈的气

，这个家里就她一个外人……”逆来顺

受的婆婆听了很不是滋味！“亲家这次

是我的不对，你消消火，先进屋喝杯水

。”婆婆生怕怠慢了亲家。

“这次必须把话说清楚，不能委屈

了我女儿！咱们就在门口好好说，你们

做了亏心事就别怕别人笑话。”亲家不

依不饶。

婆婆听了这话仿佛老了几分，无奈

的说：“妹子，这次怪我，过几天我就

搬走，分家吧，让他们小两口踏踏实实

的过日子吧！咱们以后都不掺和了好吗

？”

儿子听岳母和母亲说了这么多心凉

到了谷底，母亲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年轻

的时候受尽了婆婆的气，中年得子终于

过上了几天好日子，谁知道父亲没过多

久就丢下了孤儿寡母走了，母亲一个人

把自己拉扯大，看着自己长大成人，结

婚生子，母亲现在终于媳妇熬成婆，本

来以为可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了，没想

到却娶了个老佛爷来家，搞得家里鸡犬

不宁！他恨自己！恨自己当初没有擦亮

眼睛！恨自己没有能力！他无力地开口

：“这次不关我母亲的事，也不关岳母

你的事，这是我们的事，我们自己处理

。明天咱们就去民政局去吧！也别耽误

你的青春。”

母亲听了这话仿佛晴天霹雳！笨傻的

妻子似乎也没想到自己天天闹着要离婚的

话居然被丈夫说出口！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虽然平常吵架爱说这种话但是没想到会

给丈夫这么大的压力！本来只是想打压打

压他们母子好让自己在这个家里说话更有

分量而已。

丈母娘先开了口：“阿仁，不是我

瞧不起你，就你这条件离了婚也别想再

找到媳妇，我女儿现在还年轻，现在这

个社会她还可以挑着找好人家。离了正

好！省的耽误我家女儿，我是不想再看

着女儿在这个家受苦了。”话一说完就

拖着还在呆立着的阿霞走了。

母亲狠狠地抽了阿光一巴掌，似是

用光了所有的力气！记得上次打他还是

因为上小学同学骂他是野孩子跟同学打

架导致差点被学校开除以后第一次这样

伤心的打他。

母亲哀求地口气同阿仁说：“快去

追啊！你犯什么傻？真离了以后孩子怎

么办？好好想想孩子啊阿仁。”说着母

亲先追了上去。

阿仁拦住了母亲，他想过今天，因

为每次妻子生气都会说这种话，所以他

想过很多次，很多次。他知道今天这种

情况必不可免，就算今天没有闹到这种

结局以后的某天也会这样。阿仁艰难的

开口：“妈，对不起！儿子不孝让你受

了这么久的苦。”那天母子二人抱在一

块哭了很久。

离婚的条件很简单，所有的积蓄都

给了阿珍，孩子交给阿仁抚养。阿珍有

权利每个月探望两次孩子，法律是公正

的，乡下的三间平房归阿仁所有，但是

名下的两亩地归阿珍。

以后的日子里母亲为他带着孩子，

阿仁努力挣钱，在县里开了一家小建材

厂日子还过得去，毕竟没有几个女人愿

意嫁给一个有孩子的男人，虽然有过一

段感情女孩顶着家里的压力愿意嫁给阿

仁给孩子当后妈，但是阿仁为了女孩为

了孩子没有选择再婚。离婚不久后阿珍

曾来看过孩子两面，第一次来表明过当

初是自己太年轻不懂事错听了妈妈的话

，现在有想要复婚的意愿。但阿仁拒绝

了。阿珍可能对孩子有愧疚留下了一万

元给孩子将来用于学杂费。

第二次来是告诉阿仁她要结婚了，

现任是一个在外地做服装生意的中年男

人，对她很好。阿仁只是冷冷的回应她

没必要告诉自己。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听

到过阿珍的消息。

时光荏苒，转眼阿仁的儿子已经成人

了，去大学报道的前一夜儿子找到阿仁。

“爸，明天我就要去市里报道了，自从小

学时期问你关于我妈的事情被你打了以后

，我从没有问过关于妈妈的任何事，这些

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你骗我说她死了

，但我也听奶奶说过些许关于她的事，我

还是希望听你谈谈她，听你谈谈你们的过

去。”

阿仁思绪万千，是啊！自己太自私

，试图用一个简单的谎话骗孩子一辈子

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怎么可能客观的

描述自己的事情呢？没给他说的原因就

是以后会给他负面的影响，任何一个父

亲都不想然孩子活在阴影，怨恨里。阿

仁没办法只能告诉他“你的母亲与我只

是年轻气盛，都太活在理想中才选择了

各自的生活。”阿仁此刻的心仿佛被一

座山压着！又似是整个人被掏空！

转眼又是四年，孩子已经毕业，并

且要与交往了四年的女友结婚了。这天

陪着两个孩子回来的还有一个人，她就

是阿珍。

阿仁看到他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呆立

在原地，两个孩子一人拉着一个让他们

相对而坐，孩子们这次希望两个人能坐

下好好谈谈，无论结果与否都希望能把

大家的心结都解开。

坐了半天阿珍先开了口：“你老了

很多！转眼都快二十年了，你还好吗？

”阿仁声音带着干涩：“都还好，每天

都是忙这些事，总也忙不完。你呢？这

二十年过得可还好？”两个人都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已经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

看淡了很多，但这一刻他们似乎又回到

了初见的时候。

原来当初阿珍结婚以后才发现是被

骗了，人财两空的阿珍觉得自己没有脸

面再去见阿仁父子，经历了很多事以后

阿珍也看清了很多，觉得自己没有权利

打扰孩子的生活于是经过多方打听得知

了孩子的学校，然后就在孩子学校食堂

里打工，每次食堂开饭阿珍都会给自己

孩子的饭菜多打一点，生怕孩子在长身

体的时候吃不饱。就这样一直陪着孩子

，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阿珍总

会以某种身份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

到最后孩子起疑问才不得已把实情告诉

了孩子。这次回来就是应孩子的要求。

阿珍现在也不敢奢望什么，就希望

孩子结婚的时候能在旁边看着，祝福着

。

阿仁知道实情以后沉默了很久，良

久以后终于开口：“别走了，当初咱们

都太年轻都不懂婚姻家庭的观念，现在

也算真正的‘长大’了，身边有个人拌

拌嘴挺好的！现在的小姑娘都不会带孩

子，将来有了孙子没有你照应着我挺不

放心。”

阿珍听了以后再也没有忍住眼泪，

用力的点了点头。

二十年前，二十年后
我这几天有些烦恼，原因很简单，有三个婚礼得参加，而且，关系

绝非一般，一位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的孩子，一个是老同学的孩子，一

个是忘年交的朋友结婚。烦什么呢？还不是钱吗，现在参加婚礼是要送

红包的，而且，参加这样的婚礼，可不能像参加一般婚礼那样对待，就

是凑份子，随大流，有个名，出个2、300百元，就可以体面的参加了。

这样的婚礼，绝不能像一般的婚礼一样对待，至少要出到千元。那就至

少要3000元的。

我虽说工作收入不少，一个月的工资是能够承担的。但是，家庭的

收入，我是要上交的，用妻的话说，合理分配，主要部分是要存起来，

或者去买理财产品，一部分留用家用，保证日常开支用，一部分留给我

用于个人支付用，就是千八百。

我虽说有留用有存余，可是，要拿出3000元来，着实让我感到很困

难了。几乎花去了我全部的个人积蓄，会花空我的“小金库”。

我是主张在市场经济时代，男人是要有“小金库”，可以解决许多

不不必要的麻烦，摆平许多家庭事务，相安无事的好。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要该花就花

，不该花的一分不动。也因此苦了自己，常常穿着孩子的旧衣服，该买

的凑合；能省就省。就是体面的外表，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了。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我吃不香、睡不稳、情绪十分低落。我不断的

盘算，个人的“小金库”怎么用，估算一下，可以凑够，可是日常有用

钱的事，我怎么办呢？窘迫的很。我还想着，钱打哪来的道，想干临时

工，或者发挥点个人特长，补充了就好办，。我不是个贪得无厌的人，

只想知足常乐，可是眼前的事，过不去，怎么办？！怎么办啊？！急死

人了！

我的反常表现让妻有所觉察。她总是巧妙的打探。我这人还有个优

点，就是不爱麻烦人。总是想多给予别人，不爱占小便宜。我帮助单位

同事办婚礼，是学雷锋的，不仅凑份子，还出力。事后别人答谢我，我

把红包硬是还了回去，给我的烟糖，分给了大伙。这事情是不能让妻知

道的，否则，她会骂我的，或者冷嘲热讽。就是同事知道了这事情，也

是不能理解的，只是感叹道：“如今这样的人太少了。”

我实在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了，在上交工资的时候，我还是鼓足勇气

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妻，手心都冒出了汗，好像犯人一样对待着法

官的判决。

妻是聪明的，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糟的情景。她说，份子钱要出，

我给你，可是要以后还。我知道这是提前预支，或者叫借。

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当然同意，如释重负。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我不仅凑齐了3000元份子钱，还不用着急没有零用钱支付日常的事情

了。妻说：我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该花的要花，不该花的就不能花。

我知道，这冲我说的。我心想：你可没有出钱。可是不敢说出口，否则

，人家就不借了。

我这几天不烦恼，原因很简单，参加婚礼红包准备好了。接下来就

是准备人家发我请柬了。一位是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的孩子，一个是老同

学的孩子，一个是忘年交的朋友结婚。可是，我没有等到他们的请柬。

那天，我去找同学玩，他告诉我，老同学的孩子结婚了。我们怎么

不知道，其他人也没有接到请柬。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老

同学，证实孩子确实结婚了，可是没有办婚礼。大家不干了，纷纷拿出钱

来凑份子。但是，他没有要，告辞了。同学们蒙了。一个同学分析说：人

家是法官，不提倡大办婚礼，也不收红包。大家无不感慨。说来也怪，我

也没有接到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的孩子、忘年交的朋友结婚请柬。

我把3000元份子钱归还妻，她疑惑的问：你有钱了？没有。我说。

那——。妻说，咋回事？我说：人家没办婚礼了。奥？！妻若有所思。

红包

BigBig33籃球錦標賽決賽籃球錦標賽決賽：：
肯揚肯揚--馬丁率隊奪冠馬丁率隊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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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悲傷逆流成河》將拍電影
郭小四搭檔落落執筆

傑森斯坦森“獵魔行動”曝劇情
廣電總局最新壹期電影劇本備案、立項公示顯

示，郭敬明的《悲傷逆流成河》將被拍成電影，由
光線影業和郭敬明的上海最世文化合作，最世文化
簽約作家、被稱為“校園女王”的落落（趙佳蓉）
擔任編劇，目前郭敬明是否親自執導還不得而知。
合拍片方面，《反貪風暴3》、《大偵探霍桑》等
立項。此外，傑森·斯坦森主演的緝毒片《獵魔行
動》、今年威尼斯主競賽單元唯壹華語片《嘉年
華》立項曝劇情。

《悲傷逆流成河》是郭敬明的第四部長篇小說，
講述上海弄堂裏壹起長大的壹對年輕人在校園內外
糾葛的愛情故事，這部小說不再走唯美路線 ，較
作者以往的作品風格有明顯變化，被郭敬明視為個
人的轉型之作。此前由馬天宇、鄭爽主演的電視劇
版已經開機拍攝。

立項劇情顯示，電影《悲傷逆流成河》講述平
凡的易遙因為暗戀人氣校草齊銘，惹惱了女校霸唐
小米。被唐小米帶著人欺辱霸淩，顧森西幫助易遙
對抗霸淩，並且鼓勵易遙勇敢做自己，經過兩人的
努力，易遙終於從自卑的醜小鴨變成了閃閃發光的
自信女孩。

作為郭敬明的重要搭檔，落落此前曾編劇
和執導根據她自己作品改編的電影《剩者為
王》，這次《悲傷逆流成河》與郭敬明的分工
還不得而知。

此外，傑森·斯坦森主演的緝毒片《獵魔行動》、
今年威尼斯主競賽單元唯壹華語片《嘉年華》立項
曝劇情。《獵魔行動》講的是在聖誕夜的溫哥華機
場，海關安檢發現壹名攜帶“卡芬太尼”新型毒品
的中國人，傑森（傑森·斯坦森）是負責十年前追

繳從墨西哥
販賣槍支到

中國的負責人。中國公安部指示，中美聯合作戰，
壹舉殲滅該制毒販毒國際團夥。《嘉年華》的故事
則是：少女小米在海邊壹家旅店做臨時工，碰巧成
為在旅店發生的壹起案件的唯壹知情者。為了保住
收入微薄的工作，她決定保持沈默。壹番掙紮與挫
折之後，她終於醒悟，明白了只有幫助別人才是真
正幫助自己。

合拍片方面，《反貪風暴3》、《大偵探霍
桑》、《給19歲的我自己》三部電影立項，《反
貪風暴3》由古天樂、張智霖、鄭嘉穎等主演，已
於近日在香港開機；《大偵探霍桑》上映在即，由
周顯揚執導，韓庚、張慧雯主演；《給19歲的我
自己》是壹部奇幻純愛電影，黃朝亮執導，林柏宏
挑大梁主演，他去年憑借《六弄咖啡館》奪得了金
馬最佳男配。

此外，楊德昌遺作《追風錄》也出現在立項公
示裏，備案單位為北京光線影業和霍爾果斯彩條屋
影業，編劇楊德昌。不過電影是延續楊德昌原作還
是會加入更多新元素，這些細節問題光線方面還未
公布。

《我的老兵爺爺》定檔10.28曝海報

老戲骨許還山領銜主演
入圍金雞百花

由青年導演王良執導，巖辛總監制，李春英、張桂愛、蘇文總策劃，
著名表演藝術家許還山和王良領銜主演，那威、方青卓、宋睿、葉常清、
董殊、羅翔等主演的電影《我的老兵爺爺》定檔10月28日重陽節公映，電影
也將在2017年9月13日第二十六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電影新片
展亮相。

《我的老兵爺爺》講述了壹個參加過萊蕪戰役的老兵的故事。年事
已高且身患老年癡呆癥的老兵亓長福（許還山飾），接到當年壹個老戰
友的電話，卻沒能想起這位老戰友是誰。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嚴
重，很有可能逐漸忘記那些最為熟悉的面孔。於是，他決定去尋找當年
壹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在病情加重之前見壹見他們。經歷家人的重重阻
撓，老人終於帶著自己的孫子亓子豪（王良飾）踏上了尋找戰友之路。
電影從爺孫兩代人的角度出發，追憶戰爭年代的戰友情。

作為2017年山東電影的代表之作，《我的老兵爺爺》入圍了第二
十六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國產電影新片展單元。許還山曾在電影開
機發布會表示此次出演電影不僅僅是被劇本打動，更是被新壹代年輕
人勇於回顧歷史並執著於將它搬上大銀幕的精神所打動。據悉，導演
兼主演王良、許還山等主創也受邀出席金雞百花電影節開閉幕式。

《瘋狂旅程》定檔9月22日

概念海報曝光
眾新生代喜劇演員加盟出演

近日，由龍野執導，陸進、關思慧、劉亮、白鴿、徐廣明等新
生代喜劇演員領銜主演的全新公路喜劇電影《瘋狂旅程》正式宣布
定檔於9月22日全國爆笑上映，並隨之發布了首款“討債”版概念
海報。該款海報充分體現了“公路喜劇”的元素，整體構圖動感
且富有喜感。據了解，該影片是國內首部以長白山地區風光文化
為背景的公路喜劇，又有壹幫喜劇之星加盟出演，相信會讓更多
“喜劇迷”笑噴銀幕。

此次曝光的這款“討債”版概念海報充分體現了“公路喜
劇”的元素，整體的構圖非常的動感且喜感。海報中，壹個人
提著行李箱在公路上手忙腳亂的逃跑，後邊伸出的壹只手似乎
在追討他，行李箱四周到處都灑滿了錢幣，畫面十分滑稽，體
現了該影片“瘋狂討債”的主旨。而小汽車、輪胎、錢幣、內
衣、動物等其他小元素則突出了影片的時尚感和喜劇性，再配
合上人物滑稽十足的肢體動作，“瘋狂”和“討債”便成為了
主要的兩大標簽，與整體色調的搭配也更加凸顯了影片的故事
性，視覺爆表。

主人公袁潮所在的大成電商公司因經營不善欠下高利貸，被山
哥追討。得知金冠集團在公開招標，大成和袁潮決定抓住這顆救
命稻草還債，金董事長讓海外歸來的女兒美兒留下考察大成電商公
司，自己則帶著母親去天池朝聖，袁潮和大成子在趕往長白山追趕
金董事長的路上竟意外救了美兒，而討債的山哥和臘梅誤以為二人
逃跑，於是緊追其後，壹路上他們爆笑上演“路囧”，飆車、
扮鬼、闖壽宴、泡溫泉，好不熱鬧，烏龍不斷，究竟最後他們能不
能討債成功呢……

該影片將占據喜劇小品半壁江山的東北“大碴子味兒”
與公路喜劇類型相結合，創作出了更為刺激癲狂的爆笑喜劇，
肢體、語言的幽默和劇情流暢的喜感設定也讓該片有接地氣
與人性情感迸發的優勢。此外，更邀請了人氣喜劇演員東方

衛 視 笑 傲 江 湖 總
冠 軍 劉 亮 和 白 鴿
領 銜 主 演 ， 他 們
獨 特 的 喜 劇 表 演
曾 圈 粉 無 數 ， 還
曾 憑 借 超 高 的 人
氣 登 上 了 央 視 雞
年 春 晚 表 演 小品
《大城小愛》，反
響熱烈。此次影片
的出演也是他們的
電影處女秀，相信
他們 的 喜 劇 模 式
定 會 讓 觀 眾 笑 噴
銀幕。

據悉，《瘋狂
旅程》由長春市龍
寶齋文化傳媒有限
公司出品，北京基
點影視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宣傳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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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丁黑執導、蘇曉苑編劇的近代女性傳
奇大劇《那年花開月正圓》登陸江蘇衛視幸
福劇場。該劇由孫儷、陳曉、何潤東、胡杏
兒、任重、俞灝明等主演，講述了清末出身
民間的陜西女首富周瑩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劇中，孫儷飾演的周瑩不僅與何潤東、陳曉
有情感糾葛，在商界拼殺也絲毫不遜色。在
曝光的片花中，孫儷飾演的周瑩敢作敢為，
脾氣火爆懟遍全組，熊抱何潤東、腳踢陳曉，
小蠻拳幾乎打遍《那年花開月正圓》劇組男
演員，孫儷的老公鄧超微博致歉那些年被孫
儷暴打的男演員，網友紛紛調侃：“妳應該
是挨打最多的吧？”、“這是花樣秀恩愛”。

孫儷“練家子”出身狂野生長
《那年花開月正圓》小蠻拳打遍劇組男演員
《那年花開月正圓》講述的女主人公周瑩從江湖少女歷

經種種奇遇和磨礪成為秦商女首富的故事。江湖出身的周瑩
不受封建教條禮數的束縛，喜歡拋頭露面，敢於質疑女人為
什麽不能做生意，並通過努力成為吳家第壹位女學徒。在那
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周瑩簡直就是傳統女性中的
壹股清流。孫儷挑戰全新戲路，演技炸裂，聰穎鬼馬的熒屏
形象讓人眼前壹亮。

和孫儷以往的角色人設不同，劇中的周瑩可是練家子出
身，肆無忌憚、敢作敢為的江湖女子，不會像傳統的小丫鬟
壹樣那樣逆來順受，少不了在劇中要與男演員們糾纏打鬧。
面對二少爺沈星移（陳曉飾）的“騷擾”會勇敢還擊，小蠻
拳、窩心腳不在話下。面對危險時，她會勇敢拿起武器反抗。
對於吳聘（何潤東飾）更是熊抱，在母親面前脫襪子放言
“看！天不會塌下來”！在當時男性為天、女子無才便是德
的社會風氣裏,憑借她闖蕩江湖的機智,以及睿智的眼光和創新
思維，完成了從豪氣幹雲的江湖兒女到吳家大院大當家的自
然蛻變。

鄧超微博致歉那些年被孫儷暴打的男演員
網友“這是花樣秀恩愛”
《那年花開月正圓》中孫儷飾演的周瑩霸氣十足，不受

禮教的拘束，勇敢追求自由，就連孫儷自己都發博承認自己
在劇中就是野蠻女友附體，“我的名字叫周瑩，我可能是這
個城裏最大逆不道的女人了，整天拋頭露面，愛瞎折騰……”
她誠信經商，不欺不詐；她隱忍並堅守初心，她上得了“朝
堂”，下得了“商行”，她最終成為秦商女首富周瑩。而劇
中的男演員幾乎沒有壹個能逃脫少奶奶的小蠻拳的。8月23日
，鄧超在微博分享了孫儷主演的電視《那年花開月正圓》的
預告片，重點是他的配文：“作為丈夫我誠懇的向孫儷打過
的男人們道歉”。

鄧超微博致歉那些年被孫儷暴打的男演員，引發網友熱
議，壹致稱：“這事妳比較有發言權”、“超哥總結的很到
位呀”、“鄧超已被孫儷打瘋，還經常忘記吃藥，所以經常
出來這樣，大家千萬不要怪他！”還有的網友稱：“鄧超的
話如此理直氣壯，太囂張了，為了給老婆新劇宣傳，也是豁
出去了，只能說為秀恩愛創立了新的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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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阮兆祥以隊長身
份、率領細細粒（陳嘉佳）、蝦頭
（楊詩敏）及鄧兆尊，齊齊上內地搞
笑節目《喜劇之王》與內地搞笑隊伍
進行PK賽。上一集，祥仔憑藉驚人
“鼻哥窿吹牧童笛”絕技技驚四座，
成功為團隊爭取該回合第一名。來到
今集，祥仔團隊上演“偷情記”搶
分，而是次焦點表面是落在蝦頭以及
兆尊身上。二人七情上面、施展渾身解
數演繹“偷情四式”—呻吟、蒙眼
SM、海棠春睡以及跳艷舞，鹽花搞笑
兼而有之。不過實際上焦點卻落在細細
粒身上，飾演保安的她一出場即不停拉
褲及整理衣衫，感覺有點不自在，到謝
幕期間向觀眾握手時，細細粒更驚
叫：“哎吔，褲掉了！”幸好最後有
驚無險，並無任何香艷場面發生。

問到細細粒為何在握手期間會如

此大叫時，她笑言：“雖然所有服裝
之前都有試過身，但不知為何去到正
式演出之前，我發現褲子太大條，可
能同我當時瘦了一點點有關啦，哈
哈。我當時想就隨便找一條帶子綁住
就算，但去到正式演出時卻一直掉、
一直掉，所以要不斷拉褲子。”
另外，祥仔是次以超粗豪猛男形

象登場，遭節目男主持嘲笑謂：“今
次是祥仔第一次在《喜劇之王》做回
男人，有沒有唔習慣呢？”不過祥仔
並未被嚇倒，更大搞爛梗“反擊”：
“什麼叫做回男人呢？我真是男人
來！是不是太維肖維妙呢？我真的是
有‘子宮’（意思：手指公）的，還
有兩隻！”

阮兆祥上演“偷情記”搶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亞洲新

歌榜 2017 年度盛典”27 日晚在北京舉

行，頒獎當晚眾多華語派實力歌手雲集，

羅志祥、薛之謙、周筆暢、 郎朗等悉數到

場。在現場容祖兒身穿露背喱士飾印花曳

地長裙亮相，夢幻感十足，引得現場粉絲

頻頻歡呼。此次祖兒憑藉多年來製作

精良的音樂作品以及細膩扎實的唱

功，一舉囊獲“港台最受歡迎女歌

手”獎，可謂實至名歸。而近日在內

地人氣十分勁的歐陽靖（MC Jin）獲

得“最佳說唱歌手”獎。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有份主演的
內地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將於
8月30日在江蘇衛視、東方衛視以及騰
訊視頻播出，而27日則在北京舉行開
播盛典，其他有份主演的包括孫儷、陳
曉、何潤東及謝君豪等都有出席，他們
在台上玩遊戲，分別用選道具的方式來
模仿指定的劇中角色。開播盛典其中一
個焦點是胡杏兒，皆因她是懷着七個月
身孕亮相，並笑言角色在感情上很複
雜。由於胡杏兒是在拍攝這套劇集期間
懷孕的，所以她在開播盛典上被司儀問
到，誰是劇組中第一個分享此喜訊的
人，杏兒即表示：“這個（懷孕）消息
我第一個分享給導演，畢竟這件事是要
讓他知道。”
在告訴導演後，杏兒將這個喜訊分

享給孫儷，她笑言：“因為我們當時正
要拍一場對打戲，所以事前要先跟孫儷
說清楚，希望她能‘手下留情’，哈
哈！當然孫儷也很戥我高興。”杏兒更
表示，孫儷知道她懷孕的第一個反應是
“也想再生一個”。

事實上，胡杏兒之前接受內地傳媒
訪問時表示，今次飾演胡詠梅，是她
“演藝生涯中最命苦的一個”，與孫儷
飾演的周瑩有不少對手戲，兩個角色演
繹的都是互相仇恨、互相廝殺的情節；
杏兒認為孫儷是一個特別認真和敬業的
演員，拍戲很投入，情感真摯。除了孫
儷，胡杏兒在劇中與何潤東飾演的吳聘
是青梅竹馬的玩伴，也是心目中的白馬
王子，她表示：“何潤東也非常符合這
個角色定位，非常帥。”

讚孫儷拍戲情感真摯
胡杏兒巨肚亮相成焦點

容祖兒容祖兒成““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港台最受歡迎女歌手””
獲眾多華語歌手支持的“亞洲新

歌榜2017年度盛典”，27日
晚在北京舉行，薛之謙、周筆暢分
別獲得最高殊榮“年度最佳男、女
歌手”，前者上台領獎稱“爽
啦”。

薛之謙斬獲“最佳專輯”
薛之謙憑借《初學者》斬獲

“最佳專輯”，他在現場發表感
言：“今天心情還好，非常慚愧，
能拿到真的讓我很關注的獎特別開
心，所以我又快發新專輯了。老規
矩，不好聽就不要聽啦！”新生代
人氣偶像許魏洲受邀出席並斬獲
“年度人氣歌手”和“年度十大金
曲”兩個大獎，還獻上新歌《忘了

我吧》的舞台首唱。
另外，羅志祥、容祖兒獲得

“港台最受歡迎男女歌手”，而日
本人氣團體AKB48也拿下“年度最
佳團體”。作為樂壇天后級人物，
此次祖兒獲獎既是對她近20年音樂
堅持的慰勉，更是對她未來音樂創
作道路的激勵。頒獎時祖兒表示：
“謝謝主辦方，謝謝我的歌迷，我
還是會繼續努力。”

MC Jin吉克雋逸齊“嘻哈”
值得一提是，憑藉《中國有嘻

哈》近期人氣超旺的“嘻哈俠”歐
陽靖，也來到亞洲新歌榜的現場。
MC Jin獲得“最佳說唱歌手”獎，
並且與歌手吉克雋逸首次合作一起

當台“嘻哈”。“Trap女聲”遇上
“嘻哈俠”，打破《新世界》一個
人的格局，一亮相就“炸裂”現
場。火熱的節奏帶動着氣氛速度升
溫，台下歌迷吶喊聲不絕於耳，現
場燃爆。

出席“亞洲新歌榜”北京頒獎禮

■■歐陽靖（左）與歌手吉克雋逸一
起當台“嘻哈”。

■新生代人氣偶像許魏洲斬獲“年度人氣
歌手”和“年度十大金曲”兩個大獎。

■薛之謙獲得年度最佳男歌手獎。
網上圖片

■左起：
鄧兆尊、
阮兆祥、
蝦頭和細
細粒上內
地搞笑節
目。

■孕媽媽胡杏兒聯同孫儷、陳曉、何潤東及
謝君豪等北京宣傳內地劇。

■胡杏兒（左）因拍劇同孫儷成為好友。

■■周筆暢周筆暢（（中中））獲得年度最佳獲得年度最佳
女歌手殊榮女歌手殊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譚耀文袁文傑
藉《辣警霸王花2》重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電
影《辣警霸王花2》28日於酒店內拍宴
會場面，譚耀文（阿譚）、袁文傑西
裝筆挺，梁琤穿大露背貼身裙，何佩
瑜（Jeana）亦秀長腿示人。

片中同演警司的阿譚與袁文傑已
有十六七年沒合作，前者表示今次要
拍連場動作及駁火場面，但因太久沒
拍開槍戲，亦疏於練習射擊，需要花
時間練習準繩度。至於袁文傑坦言是
來客串，會以文戲為主，他笑指之前
演“游生”一角令他人氣急升，工作
接不停，問他排期到何時？他笑答：
“無了期！”而這次跟阿譚聚首，袁
文傑表示很喜歡聽對方的歌，更即場
哼了幾句，阿譚笑說：“你唱那麼
好，我都接不下去！”

何佩瑜不介意吻林明禎
何佩瑜曾於颱風“天鴿”吹襲澳

門時在當地拍外景，也得知災情嚴

重，希望之後再到澳門拍攝時，一切
能恢復正常。今次在戲中，Jeana要拿
槍拍攝，她索性將長短假槍帶回家練
槍法及姿勢，導演反不用她性感演
出，卻想加她跟林明禎的同性戀戲
份。
Jeana坦言林明禎樣子可愛，自己

可演得Man點來保護她，要是劇情需
要她倆接吻都會接受，不過禮貌上也
要事先知會男友翁子光。

林明禎為演出動作戲，已練出六
塊腹肌，還笑問記者要不要看。她更
不介意性感演出，想可愛之餘，再加
點性感來突破自己。不過要與Jeana同
性親嘴，她笑說：“我會很害羞，不
過之前拍過一部台灣電影都有跟女生
親嘴，感覺她的嘴巴很軟！”

梁琤與陸詩韻片中合演姐妹花，
其中有場在澳門小巷的飛車戲，梁琤
要當車手狂飆車，陸詩韻笑指她是位
辣車手。

■何佩瑜展示修長美腿。
■袁文傑 (左)與譚耀文今次均是扮演警
司。

■■容祖兒憑紮實的唱功容祖兒憑紮實的唱功““港台最受歡港台最受歡
迎女歌手迎女歌手””獎獎，，可謂實至名歸可謂實至名歸。。

美南版■責任編輯：趙雪馨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不是在訓練場就是在賽場度過戀愛紀
念日的李先會，是江蘇女子賽艇隊

選手，她的戀人是同隊男子賽艇選手孫
海濤。2011年，李先會和孫海濤分別從
賽艇徐州市隊和蘇州市隊進入江蘇省
隊。朝夕相處之後，“他跟我表白，我
就答應了，我們就這麼在一起了”，李
先會說。

浪漫求婚 見證海誓山盟
與其他戀人不同的是，李先會覺得自

己和男友似乎很少爭吵，“因為都是運動
員，知道訓練本身就很辛苦，所以比較能
相互理解，吵不起來。”兩人雖然去年就
已訂婚，但由於忙於訓練和參加各種比

賽，一直沒有定下婚期。“家裡人都特着
急，我們打算全運會結束後最遲明年就把
婚禮辦了，這次全運會應該是我們婚前最
重要的一次賽事了。”李先會說。
全運賽場不僅是個競技場，還是個

製造浪漫的舞台。也許是激情澎湃的賽
場讓人更勇敢、坦誠，一往無前追求心
中所愛，所以不少運動員希望通過賽場
這個舞台見證海誓山盟。

8月20日，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力
克東道主天津隊奪冠後，山東隊員陳永
強捧着一大束玫瑰出現在女友劉曉曉身
邊，單膝跪地並掏出求婚戒指。劉曉曉
腼腆地伸出手，陳永強將戒指給她戴
上，兩人隨即緊緊擁抱在一起。

全運會不僅是運動員的盛會，也是
義工的盛會。本屆全運會上，共有1.7
萬名義工為賽事提供服務。天津醫學高
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桂金玉就是其中一
員。當桂金玉報名參加全運會義工時，
他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和一起報名的同
學王冰冰走到一起。

緣起做義工 同窗變情侶
原本只是同系一起上課的同學，現

在成為了互相鼓勵的義工同伴，並將在
全運會上共度牽手後的第一個七夕。桂
金玉說：“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不
管義工服務有多辛苦，都是對自己的鍛
煉和對我們的磨煉。”

28日是中國傳統七夕佳節，中國．嘉蔭第六屆
“情定龍鄉 有緣一生”中俄國際集體婚禮暨中俄界江
文化嘉年華活動，在“恐龍之鄉”——黑龍江省伊春
市嘉蔭縣舉行。此次國際婚禮吸引來自中俄兩國的36
對新人參加，其中10對新人來自俄羅斯。婚禮現場，
新人們身着盛裝，立下攜手一生的誓言，並接受了來
自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祝福。

體驗異國習俗 加深人民情誼
“因為對中國的文化非常喜愛，所以我選擇在中國

舉行婚禮，中國的婚禮驚喜特別多，所以我期待了很
久。”俄羅斯新娘娜麗雅興奮地說，她與丈夫相戀了5
年，一直在尋找一個特別的機會步入婚姻的殿堂，“嘉
蔭的集體婚禮我嚮往了很久，我相信這裡也是我最好的
選擇”。俄羅斯新郎瓦列里表示，中俄本來就是鄰
居，這種國際婚禮讓兩國人民的關係更近。“兩國完
全不同的婚禮習俗讓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希望俄羅斯
也能舉辦這樣的活動，讓中國情侶來俄羅斯體驗不一
樣的異國婚禮。”

來自嘉蔭本地的新人于文雪和孫強表示，很多朋

友結婚的時候都選擇了參加國際婚禮，當時就覺得應
該體驗一下。新娘于文雪說，“集體婚禮的氣氛太濃
厚了，俄羅斯人特別開放和活潑，把婚禮的氣氛調動
得特別活躍。大家非常開心，都感覺特別難忘。”

據了解，中俄國際集體婚禮已經成功舉辦了五
屆，嘉蔭見證了數百對新人約定終身，該活動已經成
為了一張獨特的旅遊名片。以婚慶活動為載體，以界
江文化為依託，該活動不僅為中國傳統七夕佳節裝點
上國際元素，還進一步加深了中俄兩國的情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實習記者吳千
黑龍江嘉蔭報道

36對中俄新人黑龍江喜結連理
西藏阿里，被稱為“世界

屋脊的屋脊”。第二次青藏高
原綜合科考目前正在這裡進
行。七夕之際，科考隊專家、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
研究員連新明講述了青藏高原
精靈“情侶”們的“愛情”故
事。

黑頸鶴：直教生死相許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
黑頸鶴就是這樣癡情的

鳥兒，能夠為了愛情而至死
不渝。
雌雄黑頸鶴一旦結合，

就會廝守終生，朝夕相伴。
如果其中一位亡故，另一半
要麼憂鬱而死，要麼孤獨終
老，不會再與其他黑頸鶴為

偶。

藏羚羊：我用生命守護你
每到藏羚羊交配的時節，

雄性往往要經過一番殊死搏
鬥，用武力戰勝情敵，才能獲
得與雌性“約會”的機會。只
有藏羚羊中的勇士，才有資格
享受雌性藏羚羊的愛慕和溫
存。公羚羊會竭盡全力保護自
己的伴侶不受其他公羊的侵
犯，甚至不惜用生命維護牠們

之間的“愛情”。

藏原羚：展現給你最好的我
藏原羚“顏值”高、“臀

值”高。奔跑在廣袤藏北高原
的棕色藏原羚，臀部白色的
“心形紋身”格外醒目。戀愛
時節，雄性藏原羚會通過奔跑
追逐，向雌性藏原羚盡情展示
自己優美矯健的身姿，吸引雌
性的注意，繼而博得青睞。

斑頭雁：喪偶後一心育兒
斑頭雁頭上長着“兩道

杠”，被稱為“中隊長”。斑
頭雁對愛侶十分專一，如若喪
偶，牠再也不談感情，不再尋
找配偶，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於
撫育後代，既當爹又當媽。

■新華社

黑頸鶴藏羚羊斑頭雁 棲息高原情亦癡

全運七夕一相逢全運七夕一相逢
不負賽場不負卿不負賽場不負卿

金風玉露一相逢金風玉露一相逢，，

便勝卻人間無數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四當四

年一遇的全運會年一遇的全運會““碰碰

撞撞””傳統七夕傳統七夕，，在賽場在賽場

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綻放出了別樣的愛情花

朵朵。。 ■■新華社新華社

■■在橄欖球賽場在橄欖球賽場，，山東隊員陳永強山東隊員陳永強
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日前捧着一大束玫瑰，，單膝跪地向單膝跪地向
女友劉曉曉求婚女友劉曉曉求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藏羚羊藏羚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636對中俄新人對中俄新人2828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日在黑龍江舉辦集體婚禮。。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吳千攝攝

■■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江蘇賽艇隊選手李先會（（右右））
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和孫海濤計劃全運會束後再辦

婚禮婚禮。。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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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傑稱張惠妹“恩人”
2人首次同臺飆歌燃爆全場

據臺灣媒體報道，華語天後
張惠妹《烏托邦2.0》26日晚間
在高雄開唱，第7場高雄巨蛋嘉
賓請來林俊傑[微博]，兩人在演
唱會上合唱《記得》，為今晚的
《烏托邦2.0》掀起最高潮，也
帶領全場歌迷壹同大合唱，仿彿
大型KTV包廂。

當年JJ林俊傑還未出道，
第二首發表的歌曲《記得》，被
張惠妹相中演唱，收錄於2001
年《真實》專輯並成為經典代表
曲。後來JJ也進入樂壇，這10

幾年來，兩人互相邀約對方當演
唱會嘉賓至少有5次，但時間不
巧都未能搭上。

這次原本人在美國的JJ不
想再錯過了，提前從美國趕來為
了當高雄第7場的嘉賓。

而這幾年張惠妹都有向林俊
傑邀歌，但JJ怕無法突破自我
，因壓力過大而作罷，不過歌迷
們別感到失望，在張惠妹預計於
今年推出的新專輯中，收錄JJ
相隔16年，終於為阿妹再度打
造的歌曲，張惠妹更表示，“絕

對超越《記得》！”這首歌是新
專輯中第壹首確定選中的，但專
輯磨了兩年，期間JJ壹直關心
歌曲進度，從沒聽過成品的JJ
十分期待，張惠妹原本想在演唱
會上唱壹段，但卻被經紀人阻止
了。張惠妹、林俊傑首度同臺飆
歌，壹同演出的《記得》讓全場
陶醉，而林俊傑也表示：“當年
就是因為阿妹唱了這首歌，改變
了我的人生。”

林俊傑也當場叫張惠妹“恩
人”，場面逗趣。

李治廷彈吉他不忘拿下巴懟鏡頭：就是喜歡怎麼了

8月 28日，李治廷曬
出壹段拿下巴懟鏡頭彈唱
的視頻，並配文“我就是
喜歡拿下巴懟鏡頭，怎麼
了？”搞怪的樣子惹網友
捧腹。

視頻中，李治廷肆意
彈奏著壹段快節奏帶有嘻
哈感的曲調，手指上下撥
弄，信手拈來，不少網友
驚呼“赤裸裸的炫技”，
而他也配合擺出壹副“敲

厲害“的神態，用下巴對
著鏡頭，最後還露出壹個
兔牙，有粉絲道：“我喜
歡他帥帥彈著琴突然呲個
兔子牙，哈哈哈哈樂死我
了。”

8月28日是中國傳統節日“七夕”
，迪士尼首部華語愛情電影《假如王子
睡著了》是日發布涼夏團扇系列海報，
由陳柏霖、林允真人演繹獻出三個愛情
神話：七夕、斷橋、化蝶，致敬愛情，
寓意真愛不分距離、種族，相許情深，
收獲團圓。“假如王子”也藉三段曠世
奇緣，與觀眾相約執手暖冬，喚醒王子
和愛情。

在中國傳統節日中最浪漫的七夕，
《假如王子睡著了》發布涼夏海報，陳
柏霖和林允現身古意團扇，白衣淡妝，
再現三大神話主人公，帶出別樣晴朗的
畫風，獻上壹副綺麗長卷：情路虐，心
向陽。

《假如王子睡著了》涼夏團扇系列
選擇了三個古典愛情神話，卻表達著現
代元氣少女面對愛情考驗的勇氣。七夕
：銀漢迢迢，靈鵲牽橋，愛要超越距離
；斷橋：煙雨縹緲，西湖同傘，愛要共
赴風雨； 化蝶：紅塵壹夢，生死相隨
，愛就在壹起。陳柏霖林允越古今重現
愛情神話，在七夕這壹天，三枚涼扇為
天下有情人送來壹抹糖風。

迪士尼電影的多部浪漫愛情童話深

入人心，首部華語愛情電影《假如王子
睡著了》在保持迪士尼這壹夢幻甜美的
基調同時，也加上了壹份調味的心意：
林允此前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並非出演
壹位“公主”，而是壹個堅強勇敢的少
女有自己光彩的女孩；此番三款涼夏團
扇系列又獻出天仙、地妖和士族少女的
三段跨界情事，《假如王子睡著了》就
是寫給中國有有情人的壹封專屬情書。

與第壹次曝光的概念手繪版海報
“小愛情”的濃郁的夢幻感有別，“涼
扇”系列的畫風虛實結合，淡黃色的素
紙之上，溫文爾雅的綾絹扇輪廓，東方
式的構圖與元素，主人公在畫中浮現，
浪漫之意絲絲襲來。值得壹提的是別致
新穎的團扇造型，扇之於夏日，送君清
涼；愛之於冬日，暖妳人心 – 寓意愛
的真諦是：解彼此所想，予彼此所需。
《假如王子睡著了》也將於隆冬與中國
觀眾見面，執扇涼夏，許妳沁涼，牽手
暖冬，心動不凍。電影《假如王子睡著
了》由陳柏霖、林允、張雲龍領銜主演
，講述了善良的女孩王小禾因為壹枚鉆
戒引發的烏龍事件，與兩兄弟陷入愛情
迷宮的浪漫故事。

陳誌朋亞洲新歌榜造型被嘲雷人

回應：我也不滿意
8月28日，陳誌朋微博發文稱：“其實我也不是很滿意，可能我需要再減

減肥。”幽默回應昨日出席亞洲新歌榜被網友吐槽的穿搭。
昨日，陳誌朋出席亞洲新歌榜時，身穿壹件透明黑色絲質襯衫，壹個鮮綠

色的發型和微微發福從黑絲中若隱若現的身材引發網友壹片吐槽質疑聲，不少
網友表示：“這還是我們的爾泰嗎？像極了剛拍完舞法天女出來的片場演員。
”對此質疑，陳誌朋也幽默回應網友：“其實我也不是很滿意，可能我需要再
減減肥。”網友們也紛紛“好言相勸”：下次真的要好好請個造型師了。

陳柏霖林允主演陳柏霖林允主演
《《假如王子睡著了假如王子睡著了》》曝涼夏海報曝涼夏海報

楊丞琳曬新舊對比照，變化不
大。兩張照片相隔七年，然而楊丞
琳的顏、皮膚狀態、眼神基本沒有
變化。看來歲月也不是對誰都殘忍
啊！對此，網友直呼太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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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8月26日，拳擊巨星
梅威瑟與UFC傳奇，“嘴炮”麥格
雷戈世紀大戰在賭城拉斯維加斯上演
，在比賽中，梅威瑟憑借出色的防守
最終笑到了最後，拿下了WBC特制
的“金錢金腰帶”。

而精彩的比賽吸引了不少好萊塢

明星助陣觀賽。史蒂夫·豪威和莎拉·
夏希夫婦，布魯斯·威利斯、“黑豹
”查德維克·博斯曼和奧斯卡影帝傑
米·福克斯、《無恥之徒》劇組的威
廉姆·H·梅西、史蒂夫·豪威、傑瑞
米·艾倫·懷特出現在紅毯上。

而“小李子”萊昂納多·迪卡普

裏奧、“開花”奧蘭多·布魯姆則低
調觀戰，兩人不時還竊竊私語，布魯
姆還參加了開花還參加了麥格雷戈的
賽後party。

不過雖然比賽有眾多好萊塢明星
助陣且本身話題性十足，還是有五千
張門票沒賣完。

《極盜車神》七夕“撩妹教學課”
“浪漫情話”片段曝光 “車神”寶寶狂撒狗糧

由英國進行式電影公司出品，英倫鬼才
導演埃德加·賴特執導的全新飆車動作大片
《極盜車神》自8月25日全面登陸內地影院
，電影中男主角“寶寶”（安塞爾·埃爾格
特 飾）不僅車技了得，“撒狗糧”撩妹技
術也是壹級棒，“邦妮和克萊德”上演愛她
就帶她私奔瘋狂戲碼，讓很多觀眾紛紛表示
“真是被甜到了！”。

值此“七夕”佳節，片方今日再曝“浪
漫情話”片段，揭秘車神“寶寶”與戀人
“黛博拉”（莉莉·詹姆斯飾）的首次互撩
，原來壹向酷炫到沒朋友的“寶寶”也有悶
騷羞澀的壹面，而看起來普普通通的餐廳服
務員“黛博拉”其實也有壹個大大的夢想。
在妳壹言我壹語的挑逗中，兩位主人公內心
深處惺惺相惜，濃濃的粉紅氣息緩慢升騰，
“車神式”撩妹讓人把持不住。

《極盜車神》講述了患有耳鳴的逃亡車
手“寶寶”（安塞爾·埃爾格特飾）與壹群
瘋狂至極的北美暴徒之間發生的壹系列精彩
冒險故事。在北美壹經上映便有媒體稱其為
“飆車版《愛樂之城》”。主人公“寶寶”
在片中墨鏡耳機酷炫裝備加身，在餐廳與甜
美服務生“黛博拉”公然調情，不斷為觀眾
上演“車神式”撩妹大法。

電影中，二人時而言語挑逗，時而在高
級餐廳浪漫碰杯，就連在洗衣房也要聽著音
樂壹起默契抖腿。

身為車神的“寶寶”更是載著女友實力
秀車技，展示飆車漂移等大神級操作，在大
銀幕上秀盡恩愛，狂撒狗糧。而這瘋狂浪漫
、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車神式”愛情相信
會讓熱戀中的男女們感同身受，度過壹個難
忘的七夕之夜。

美版《死亡筆記》導演稱計劃拍攝續集
Netflix播出後惡評如潮 續集能否挽救局面？

美版《死亡筆記》已經於8月25日在Netflix上播
出。導演亞當·溫佳德近日在接受采訪時稱，他的打
算不僅僅是續集而已，而是制作壹個完整系列，只
取決於Netflix想不想拍。而目前《死亡筆記》播出
後獲得的反饋並不理想。

“當我與Netflix談的時候，我是要做壹個多集
電影系列的，因為真的，這壹部電影只是冰山壹角
而已。並且《死亡筆記》的劇情能夠形成壹個圓環
。盡管在這部電影中，電影把該點到的主題都點到
了，但是裏面的角色和背景有很多可以展開的地方
......尤其是，每個人在片尾的時候都被毀得很厲害，
盡管對於壹部漫改電影來說這夠酷，但這並不是通
常電影終結的方式。”導演亞當·溫佳德在接受
The Verge采訪時說道。同時這些話聽上去也很像
在為電影的不佳口碑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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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價值累積72年，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影視劇、圖書
發行覆蓋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備受全球小朋友喜愛的“托馬
斯&朋友TM”是經典的國際IP。最新作品《托馬斯大電影之
了不起的比賽》近日正式宣布定檔9月22日，其中中國小火車
勇寶閃亮登場。本片是繼《托馬斯和朋友們多多島之迷失寶藏
》之後，又壹部登陸中國大銀幕的作品。兩部影片的導演大
衛·斯托滕，曾獲得第48屆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最佳動
畫短片故事獎和第67屆奧斯卡獎最佳動畫短片故事獎的提名。

影片講述了托馬斯想要參加了不起的火車比賽，卻遭到了
大火車頭們的嘲笑。他們覺得托馬斯的身形不夠高大威猛、速
度也不夠快，很難與世界各地最優秀的火車們匹敵。改變造型
、添加裝飾……參賽心切的托馬斯想盡了辦法，但最後計劃全

部泡湯。托馬斯終於意識到只有堅持自我才能在競賽中贏得希望。而當他抵達競賽現場時，壹場柴油火車策劃的陰謀再度阻攔了他的去
路……托馬斯和他的第壹個中國火車朋友勇寶的友誼之旅也隨之開啟。片中除了托馬斯、培西、托比、高登、艾德華、埃米莉、詹姆士
、亨利等眾多人氣角色以外，更雲集了來自各國最優秀的火車頭，包括來自印度的艾西婭，法國的艾迪安，美國的維尼，和巴西的勞爾
等。特別令中國小觀眾激動的是，頭戴傳統虎頭帽的火車頭勇寶將代表中國參賽。勇寶親切而忠實，被漆成象征喜慶的中國紅。煤水箱
上繪了壹只老虎，老虎充滿了生命力，代表著壹種不斷進步追求成長的精神。《托馬斯大電影之了不起的比賽》由英國HIT娛樂公司出
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引進，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全國發行，即將於9月22日啟程。

《《星際特工星際特工》》全球票房全球票房29002900萬奪冠萬奪冠
中國票房撐起半邊天中國票房撐起半邊天 ““神奇女俠神奇女俠””海外超海外超44億億

上周末，由於北美市場創下了
20年以來歷史最差成績，再加上中
國內地市場終於迎來了壹大波進口片
集體上映，所以上周的全球票房，以
在中國市場新上映的三部進口片《星
際特工：千星之城》、《賽車總動員
3》和《極盜車神》，撐起了全球票
房的半邊天。

呂克·貝松的科幻新片《星際特
工：千星之城》拿下上周末全球票房
冠軍，該片在中國內地上映四天報收
2900萬美元（約2億人民幣），票
房進賬有望最終超越北美（3943萬
美元）與法國（3047萬美元），成
為《星際特工》全球最大票倉。呂
克·貝松這部最新作品，比他2014年
的《超體》票房成績好，《超體》在
中國的總票房也只有2.73億人民幣
。不過即使《星際特工》在中國表現
不錯，也難保證這部投資高達1.7億
美金的電影能夠賺回成本。

華納恐怖片外傳續集《安娜貝爾

2：誕生》上周末全球票房2200萬美
元排名第二，該片在全球61個地區
的10500張銀幕上映，北美地區周末
票房735萬美元，海外票房表現好於
北美，目前全球票房累計2.15億美
元，其中海外市場累計1.37億美元
。在內地上映的現象級電影《戰狼2
》，上映已滿壹個月時間票房走勢依
然十分堅挺，上周末票房累計1590
萬美元，目前該片包括電商服務費的
綜合票房已達53.86億人民幣，突破
8億美元，歷史性地沖入全球影史票
房榜的Top 100。《戰狼2》已登陸
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等海外市場
，並將在美國進行小規模放映。

埃德加·賴特的小成本口碑佳作
《極盜車神》上周末全球票房報收
1530萬美元，該片在全球50個地區
上映，其中最重要的票倉來自中國內
地，上映首周末票房1050萬美元，
不過這個成績在內地票房榜上僅排名
第四，該片首周末內地票房落後於

《星際特工》、《戰狼2》和《賽車
總動員3》。《極盜車神》全球累計
票房9090萬美元，除中國以外，俄
羅斯市場海外票房也表現不錯。

皮克斯動畫新片《賽車總動員3
：極速挑戰》上周末全球票房1370
萬美元，在全球27個地區上映，目
前全球累計票房已達3.24億美元，
海外票房1.75億美元。影片在內地
上映首周僅收1080萬美元，開畫成
績遠不如去年的《海底總動員2》。
《神偷奶爸3》在全球58個地區上映
，上周末報收1260萬美元，全球累
計票房9.7億美元，海外票房7.17億
美元。此外，華納兄弟《神奇女俠》
上周末海外累計票房已超過4億美元
，該片上周在日本首映票房340萬美
元，上周末全球海外票房超400萬美
元，全球累計票房已高達8.06億美
元。

妳們來看比賽妳們來看比賽，，我來看妳們我來看妳們！！
小李子領銜眾星助陣梅威瑟小李子領銜眾星助陣梅威瑟VSVS麥格雷戈世紀大戰麥格雷戈世紀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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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真假李逵真假李逵！！
--Comcast Xfinity--Comcast Xfinity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不要被收年費的李鬼網線騙錢不要被收年費的李鬼網線騙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現在，我們的生活根
本離不開網絡，很多人可以一天不吃飯但不可
以一分鐘無網絡。所以，每家每戶都要安網絡
，休斯敦最大最專業的網絡公司是Comcast
Xfinity,，也是用戶最多、服務最好的公司。
Comcast Xfinity是美國公司，公司的法務和
市場部門提醒大家，最近有假冒 Comcast
Xfinity的李鬼公司截Comcast Xfinity的網線
，非法銷售，一次性收取用戶一年的費用，並
且免掉安裝費，因為費用較正牌 Comcast
Xfinity網絡便宜，所以有不少華人上當受騙。

Comcast Xfinity市場部鄭重聲明：Com-
cast Xfinity在華人社區有代理商，負責人是古
小姐，在大中華超市、10號公路和6號公路的
99大華超市都有代辦點，服務熱線電話是
832-282 -2882。

Comcast Xfinity 的網絡都有檢測系統，
登記在冊的客戶都能檢測到。但最近一段時間
來，電腦檢測到中國城一帶有些客戶端的流量
突然大幅增加，檢查後發現有人從門口的網絡
接線盒裏偷截網線，拉出網線後銷售給不知情
的客戶。因為不收安裝費、而且提供Modem
，甚至有些Modem上還有Comcast Xfinity的
logo，一次性收取一年的費用，比Comcast
Xfinity按月收取的12個月總費用要低一些。
因為費用便宜，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華人朋友
都紛紛加入並交足一年費用，剛開始網速很快
，慢慢地因為同一條線上用戶越來越多，所以
網速越來越慢。而當Comcast Xfinity發現偷
線後就會剪斷線路，這個時候用戶再打電話找
安裝的人來維修就再也聯繫不上了，或者要等
很久等到他們另外再截一條線才能續上，那時

吃虧的是用戶，一年的錢已經交完了，但實際
只用了幾天或幾個月，貪小便宜反而吃大虧。

Comcast Xfinity 考慮到休斯敦越來越大
的華人市場，也考慮到部分華人英語不好，所
以請華人朋友直接與代理商古小姐聯繫（電話
832-282-2882），古小姐有一個華語服務團
隊可以為您提供優質的服務。

Comcast Xfinity 提 醒 大 家 ， Comcast
Xfinity是按月收費的！如果是一次性收取一年
費用的網絡公司肯定是李鬼，不是李逵！是假
的Comcast Xfinity！只要認清這一點，大家
就不會上當受騙！自己的權益就能得到保證。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可以致電Com-
cast Xfinity客戶部阿龍（電話281-409-9420
）或古小姐832-282-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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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午。

（本報記者施雪妮）在熱帶風暴哈維的影響
下，德州降下暴雨，導致多地發生嚴重的洪災。
在休士頓華人社區活躍著多個義務搶救組織。以
張寶珍，廖船長，泰山專業焊工，老趙房屋裝修
等人組成的華人自救小分隊發揮了很大作用。
（以下圖片來自微信）。

《休城華人英雄贊》
古有破缸救友，今有破浪救人。
連續幾天的颶風暴雨肆虐著
象野獸血盆大口吞吃著整個休城
那一瞬間
整個休城被黑暗籠罩著
颶風暴雨任意肆虐。
城象一座死城，沒有水電斷口糧。
漆黑一片的城池
使市民處於恐懼無助之中
嘩嘩的雨聲夾著狂風
混雜著孩子的哭聲和呼叫聲
讓人感到心碎......
就在此刻

他來了
那偉岸的身影駛著小船
在雷電交加中破浪而來......
給愁容滿面的人民帶來了希望和溫暖
大家驚叫著“救星來了”
救星來了
這場面不亞於《世界足球賽》。
天災無情，人有情。
這可歌可泣的抗洪救民英雄
就是廖船長，小孫，老趙。
此時，值得一提的是幕後女英雄劉三姐（張

寶珍）。
他們都是華人的驕傲，
永遠是華人的楷模。
讓我們向抗洪救民的英雄來個崇高的敬禮！

敬禮！
願所有龍的傳人象他們一樣，奉獻愛心，發

出自己的光好熱。
“獻給抗洪救民的英雄們”

為抗洪救民的英雄點贊為抗洪救民的英雄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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