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11
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CC22體育圖片
星期四 2017年8月31日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英超英超]]利物浦利物浦44--00阿森納阿森納

浪琴馬術歐洲大獎賽障礙賽賽況浪琴馬術歐洲大獎賽障礙賽賽況

NN
BB
LL

貴
州
森
航

貴
州
森
航

88
55
--
11
00
99

安
徽
文
壹

安
徽
文
壹



CC33體育消息
星期四 2017年8月31日 Thursday, August 31, 2017

美南版■責任編輯：魯 冰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香港男子沙
排組合王沛林
（左）／劉梓
浩繼28日擊敗
山東隊後，29
日再以2：1力
克上海新疆聯
隊，小組賽兩
連勝，晉身16
強。

連勝連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譚笑 天津報道）第十

三屆全運會29日進入第二個比賽日，總共產生16塊金

牌。其中，劍擊項目共決出男子花劍和女子重劍兩枚金

牌。在當晚舉行的男子花劍個人決賽中，香港“花劍美

男”崔浩然以9：15遺憾不敵帶傷作戰的福建選手陳海威屈居亞軍。而在女

子重劍個人賽方面，江蘇名將許安琪以10：9一劍之差險勝山西選手郝佳露

奪得金牌，倫敦奧運會銅牌得主孫玉潔獲得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大明 天津
報道）全運會馬術比賽29日開賽，在
首日舉行的場地障礙團體賽中，香港
馬術隊發揮失常，無成績。廣東、上
海、新疆隊分獲冠亞季軍。港隊僅黎
嘉怡一人以排名第9獲得場地障礙個人
賽決賽資格，其他三名隊員均遭淘
汰。

在29日上午舉行的第一輪團體兼個
人資格賽中，港隊由名將、11屆全運會
馬術場地障礙賽個人冠軍林立信及坐騎
Cassini,s Angel首先出場，但Angel在
跳過幾個障礙後，兩次拒跳，林立信團

體賽成績被取消，並無緣參加31日進行
的場地障礙個人賽。

代表港隊第二、三位出場的是兩
名女將梁巧羚和黎嘉怡，她們也是場
地障礙團體賽中僅有的兩名女選手。
梁巧羚坐騎Quintino 9雖在障礙中只被
罰1分，但超時被罰16分。黎嘉怡及
其坐騎Catokia 2用時86秒，雖未超時
（90秒），但障礙被罰4分。最後一位
出場的是鄭文傑及其坐騎Cabana 10，
成績與黎嘉怡完全相同。

下午的第二輪資格賽，梁巧羚首
先出場，無奈重蹈林立信覆轍，坐騎
Quintino 9兩次拒跳。接下來出場的年
輕小將黎嘉怡並未受到隊友失利影
響，發揮十分出色，動作一氣呵成，
以零失誤完成比賽，獲得出線資格。

最後出場的鄭文傑顯然頗感壓
力，坐騎Cabana 10在大約第七個障礙
面前突然止步。鄭文傑策馬再來，Ca-
bana 10前腿衝撞在欄板上，甚至將欄
板撞為兩截。待現場工作人員重新換
過欄板，鄭文傑已策馬悄然退場，放
棄比賽。

首日賽後，港隊得黎嘉怡碩果僅
存，她還將參加三項賽和盛裝舞步
賽，期待有正常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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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
香港劍擊近年成績斐然，不少人均
驚嘆香港劍壇原來臥虎藏龍，事實
上香港劍擊的冒起絕非偶然，自90
年代起加強地區青訓以及近年體院
提供的精英訓練為現時的收成打下
了良好基礎，張家朗及崔浩然等年
輕劍手在早早投身全職運動員下更
能心無旁騖地專注練習，造就了現
時香港劍擊隊的黃金一代。

劍擊運動講求靈巧、速度及準
確，非常適合亞洲人的身形特點，
早於1978年香港劍擊隊就曾於曼谷
亞運獲得殿軍，可惜其後這項運動
一直處於業餘狀態未有大力發展，
直至90年代香港劍擊總會開始加強
地區青訓及與學界合作，香港劍擊
界才開始湧現一批有潛力的劍手。

而其後劍擊被列入體院精英項
目，獲得的資源及協助更是大大增
加，運動員由心理、技術、體能以
至治療均得到全方位照顧，打下了
近年大爆發的良好基礎，而近年每
逢大賽前更會拉隊到內地集訓，令
運動員的狀態保持得更好。

2002年由名將何嘉麗率領的女
子重劍隊於釜山亞運收穫了一面銅
牌，自此開啟了屬於香港劍擊的黃
金時代；四年後的多哈亞運，港隊
一共獲得四面獎牌，其中周梓淇更
奪得港隊首面亞運個人賽獎牌；到
廣州亞運，港隊的成績繼續進步，
張小倫及歐倩瑩在個人賽歷史性摘
銀，而港隊在這屆亞運則有七面獎
牌進賬。

至於上屆亞運，港隊繼續保持

進步的勢頭奪得新高的8面獎牌，
時至今日港隊於亞洲已成為足以力
拚中日韓三大傳統強國的黑馬，隊
中新星輩出如張家朗已成為世青冠
軍、亞洲王者，女子方面江旻憓亦
打入世錦賽前八強創造歷史。

地區青訓造就香港劍擊黃金一代
�4�
$��

男子花劍個人決賽伊始，上屆遼寧全運會
個人賽第三名、香港選手崔浩然延續了

晉級過程中不錯的狀態，以5：3先聲奪人，
但陳海威及時調整，憑借更快的出手速度，
打亂了崔浩然的節奏。比賽中段，陳海威連
續得分以10：6反超。接下來，陳海威控制住
局面，最終以15：9笑到最後，奪得了這枚寶
貴的男子花劍金牌，崔浩然遺憾摘銀牌。而
銅牌則被江蘇選手李晨奪走，他以15：13戰
勝了東道主選手陳偉全。

晉級之路上，陳海威首輪以15：6輕取北京
選手馬崇明，比賽中，陳海威一度受傷，但他
帶傷堅持，贏得比賽。8強賽，陳海威以6：2力
挫隊友黃夢愷，準決賽以15：12淘汰了東道主
選手陳偉全。

一劍優勢勝粵名將
不同於陳海威的晉級之路，中國香港的

“花劍美男”崔浩然的晉級之路頗為順利，
憑借不俗的狀態，他在本屆全運會上一路
“過關斬將”，前兩輪分別戰勝天津選手蔡
明圳和上海選手陶佳樂。晉級八8強後，崔浩
然在一場關鍵比賽中敢於發揮，最終以14：
13一劍的微弱優勢擊敗了廣東名將馬劍飛；
準決賽，崔浩然再接再厲，以12：11險勝江

蘇選手李晨，闖進決賽。
其他香港選手方面，在上午開始的女子

重劍個人賽上，兩名香港選手止步32強。其
中，連翊希在首輪32強爭奪戰中，痛失好
局，比賽末尾被對手連扳3個賽點，以14：15
惜敗安徽隊的王玉芬。賽後，連翊希失聲痛
哭，“我覺得自己還是有點緊張，本來可以
做得更好，我好不甘心。”

同樣來自香港的選手何迪琳也止步32
強，負於廣東選手朱明葉。10歲開始練習劍
擊的何迪琳曾獲得過南京亞青會女子重劍個
人銀牌，是香港劍擊隊的後起之秀。此番面
對人才濟濟的內地選手，何迪琳坦言還是有
些差距。

■■““超開心超開心””的崔浩然的崔浩然（（左四左四））與與
港隊隊友港隊隊友、、教練合影教練合影。。

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香港文匯報天津傳真

■■黎嘉怡在第二輪黎嘉怡在第二輪
資格賽零罰分資格賽零罰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大明趙大明 攝攝

■■崔浩然崔浩然（（右右））即使失去重心仍即使失去重心仍
刺中對手得分刺中對手得分。。 中國體育圖片中國體育圖片

■■崔浩然崔浩然（（右右））與教練手持獎牌合影與教練手持獎牌合影。。
新華社新華社

憾 負 福建選手陳海威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天下第一村”江蘇華西村的龍希大
酒店內，高速電梯快速攀上60層，門一打
開，是真金鑲嵌的地板，迎面一頭一噸重
純金牛撲入視野，來自孟加拉國的尼哈德
吃驚地張大了嘴，“哇！哇！哇！”連聲
驚歎後，他用中文形容自己被這頭黃金牛
震得“驚魂難定”，追着村民問“中國農
村發展的秘密”。

8月 26日至27日，來自美國、俄羅
斯、匈牙利、秘魯、巴基斯坦、也門、委內
瑞拉、印尼、巴拿馬等18個國家的逾30名
在江蘇工作、學習的外國友人來到無錫江陰
市，參加由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
“洋眼看江蘇——走進美麗江陰”活動。

江陰新橋鎮，在為國家三軍儀仗隊製
作禮賓服、“神舟十一號”宇航員製作太
空服的全球最大的毛紡企業和高檔服裝生
產基地陽光集團，外國友人了解中國生產
的優質服裝面料。走進古鎮長涇老街，舞
龍、腰鼓表演，旗袍走秀，現做月餅等，
正在進行的中國傳統中秋文化旅遊非遺展
示活動，使整條小街喜慶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江陰報道

農曆七月七，是浙江溫嶺石塘鎮
一年一度的“小人節”。所謂“小人
節”，就是孩子的節日，大人們在七
月初七向“七娘媽”為家裡的孩子祈
願求福，而“七娘媽”正是織女娘
娘。七夕是“七娘媽”的生日，家家
戶戶都要祭拜她，這原本是閩南的風
俗，後也傳入浙江。溫嶺“七夕節”
於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

在“小人節”到來前，石塘居民
都要為自家未滿16歲的孩子準備一座

彩亭或彩轎（男童用彩亭，女童用彩
轎，不過現在有的女孩家庭也用彩亭
了），彩亭和彩轎均是由當地民間紙
紮藝人用竹條、彩紙、泥巴等原料紮
製而成，二層或三層（年滿16歲的孩
子用的‘滿金亭’一般都是三層
的），製作特別考究，底層還特別多
插了一個上京趕考的紙人，它手拿雨
傘，肩背包袱，價格也比一般的彩亭
要高一些。
在彩亭內部，一般都貼有觀音和

“七娘媽”版畫像，彩亭上還分層裝

飾了戲曲故事人物，如《白蛇傳》、
《八仙過海》、《西遊記》等，看上
去色彩絢麗。
“小人節”的早上，大人將供桌

擺放在自家門前，在中間放上彩亭或
彩轎，同時在彩亭或彩轎前，點上香
燭，擺上一壺老酒、七隻酒盅，在托
盤上擺上香蕉、梨、桃子等各式鮮果
時蔬，以及糖龜、豬肉、雞蛋、黃魚
鯗（曬乾剖開的魚）、墨魚鯗等祭
品，多寡豐盛視家庭情況而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溫嶺報道

“域外神工——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
坦玉器展”29日在故宮福建鼓浪嶼外國文
物館開展。這是故宮首個在地方設立的主
題分館開館3個多月來，首度更換展品。

該展由故宮博物院從院藏品中遴選出
50件痕都斯坦玉器，其中大多數是首度在
公眾面前亮相。這些玉器包括17至19世紀
莫臥兒帝國、印度、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以
及中亞至東歐地區的各類典型玉器，尤以
莫臥兒帝國玉器作工最為精緻、細膩，曾
被乾隆帝讚為“仙工”、“鬼工”。

■中新社

許婉儀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當天
她與同學們到撫遠市的俄羅斯商品

超市購物，被俄羅斯的精美禮品吸引，
就順手把手機和書包放在手推車中。採
購完結賬後提了書包離開卻把手機遺留
在購物車中。直到在街上走了10多分
鐘，才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手機不見了。

回憶起手機可能遺在超市，她絕
望地想：“一定被人拿走了。”那是
新款蘋果手機，而重要的是手機裡存
有大量重要資料和珍貴的照片。“抱
着一絲希望，我使勁往回跑，在路上
遇到同行的倫婉甄同學，被告知手機
安全，超市的一位職員拾到手機並交

給了領隊，我的一顆心總算落地。”
許婉儀憶述道。

倫婉甄是香港教育大學三年級學
生，當時與同學們一起在超市購物。
她說：“很多同學已陸續離開並前往
下一個活動地點，我剛要離開，看見
任職超市職員的嬸嬸正在焦急地高聲
詢問周圍有沒有人丟失手機。我和同
學就上前查看，知道這個手機是香港
來的同學丟失的，卻無法確定，嬸嬸
於是拜託我們盡快聯絡一下。嬸嬸當
時非常着急，不停地想辦法與超市保
安和我們領隊溝通，希望盡快找到失
主，那份路不拾遺並樂於助人的心實

在讓我們敬佩。”

職員：“小事不足掛齒”
“我在超市工作，丟失財物的事

情時有發生，只是手機，我一年就要
撿10多台，都是要物歸原主的，這是
我應該做的，實在沒什麼可大事宣揚
的。”面對許婉儀的千恩萬謝，嬸嬸
一直說：“這是小事，不足掛齒。”

遊學團領隊何兆軒先生見狀，覺
得那個嬸嬸的行為在這個功利的社會
鮮有，值得表揚，就把團隊紀念
品——一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與中國郵局合
作製作的大運河首日封送給嬸嬸以表
謝意。嬸嬸幾次拒絕，拗不過大家堅
持不懈的說服，才勉強收下，可還是
不願透露姓名。

港生內地超市遺手機港生內地超市遺手機
好職員匿名物歸原主好職員匿名物歸原主

對於香港理工大學二年級學生許婉

儀來說，在黑龍江省的數日遊學經歷讓她難忘而感動。在邊境城

市撫遠市的邊民互市交易中心購物時，她不小心將手機遺落在購

物車中，原本以為肯定找不回來的，卻被超市女職員輾轉原物奉

還。面對許婉儀的感恩，撿到手機的嬸嬸卻只說：“這是每個人

都應該做的。”直到最後，她也沒有留下姓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黑龍江報道

“洋眼”看江蘇
感受華西村魅力

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首換展浙溫嶺傳承閩南傳統“小人節”

■未滿16歲的孩子都會參加“小人
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孟加拉國留學生尼哈德對金牛做怪樣。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田之禾攝

■■港生許婉儀港生許婉儀
與拾到手機的與拾到手機的
嬸嬸合影嬸嬸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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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妹個唱安可四首經典連唱
演唱會現在才開始

据台湾媒体报道，天后张惠妹（aMEI）27日

在高雄举行“乌托邦2.0庆典”最终场，连续8场

的演唱会划下句点，她在最后也大放送，正当歌

迷以为最后一首歌结束，她穿著第一套服装再度

出场，大喊：“我现在宣布，乌托邦2.0庆典现在

才开始！”讲完全场尖叫，接著一连演唱4首安可

歌曲，歌迷才意犹未尽地离场。

在演唱会结尾，阿妹穿著第一套服装再度上

场，宣布演唱会现在才开始，接著一连演唱《好

胆你就来》、《没有烟抽的日子》、《剪爱》、

《我为什么那么爱你》4首安可曲，首首经典，唱

完后歌迷才离场，而这也是她8场演出中，最多安

可曲的一场。

阿妹演唱会有许多感人桥段，唱到《彩虹》

及《KATSU》等歌曲时，她请全场举起彩虹旗，

接著镜头对著台下歌迷，只要被拍到就接吻，现

场弥漫温馨又感人的氛围。

艺人王心凌前阵子卷入私密照外流

风波后，先是传出被一名39岁的科技新

贵“蓝董”热烈追求，事后澄清只是朋

友，但近日又被爆真正的绯闻对象是

“胡须男”，两人一起到居酒屋吃饭。

经纪公司则回应，男方是造型师、是她

“义气帮”成员，已有妻小了，否认传

闻。

据台媒报导，王心凌头戴白色棒球

帽，穿白T搭牛仔外套，与身穿黑T的

胡须男一同出现在居酒屋，两人吃同份

餐点，过程中，不时会抬头观看电视转

播的赛事，后来“蓝董”蓝蔚文也前来

汇合，最后由蓝蔚文拦出租车、陪她聊

天，一起当护花使者送她离去。

对于“胡须男”才是王心凌真正的

绯闻对象一事，经纪公司表示，对方是

造型师威奇，王心凌一群好朋友义气帮

成员之一，“也是心凌最温暖的友情支

柱，请路人不要再做无谓的爆料，让她

可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都是最普通不过

的朋友”，否认绯闻。a

经纪公司接著解释威奇已有妻小，

曾出现在王心凌脸书发文照片中，且

“威奇太太就在他的身边，王心凌和他

一家人都很熟”。至于王心凌28日七夕

情人节打算怎么过？公司仅以艺人私事

不回应带过。关于义气帮，王心凌曾在

脸书发文，介绍说一群朋友分属各个不

同领域，牵线的人是许玮伦，因为许是

他们共同的朋友，“我很幸运有这群朋

友，这也是玮伦送给我人生裡最珍贵的

礼物”，一起开心、难过、分享和玩耍

，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

王心淩緋聞對象是胡須男王心淩緋聞對象是胡須男？？
兩人居酒屋吃同份餐兩人居酒屋吃同份餐

臺女星穿衣尺度大解放臺女星穿衣尺度大解放
水蛇腰加翹臀性不性感水蛇腰加翹臀性不性感？？

据台湾媒体报道，艺人赖琳恩年初

与交往5年的陈乃荣结婚，日前才拍好婚

纱，近日又一起悄悄飞往马尔代夫约会

，可能是心情放松的关系，穿衣尺度再

度大解放，“老公视角”拍下一张张性

感比基尼辣照，水蛇腰、翘臀让人看得

目不转睛。

赖琳恩27日在脸书打卡透露，正在

马尔代夫度假，“这里好美”，不忘与

粉丝分享美照，只见她穿上鲜黄色比基

尼，相当映衬她的小麦色肌肤，惬意站

在海水中，一边拨著秀发，一边眺望远

方，背对镜头露出小蛮腰，光滑美背上

随性打著蝴蝶结绑带，更加引人遐想。

养眼亮点不只这样，赖琳恩因为平

常勤于健身，腿部和臀部的曲线练得很

紧实，圆翘屁股、加上丝毫没有赘肉的

大腿根部，乍看之下宛如一个爱心，完

美体态让人看了直流鼻血。

除了在海水中拍照，赖琳恩还坐在

红色躺椅上、手拿饮料，看起来十分享

受度假生活。不只有“老公视角”，陈

乃荣几乎同一时间也在脸书晒出“老婆

视角”，同样的场景、同样拿著饮料，

留下纪念照，隔空晒恩爱的举动闪瞎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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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周杰伦开通

了ins，晒出他和妈妈叶惠美

的合影，并说这是自己17年

来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账

号，开通的原因是怕一些好

莱坞的朋友@ 不到他。

他写道：“大家好我是

周杰伦。这是我17年来第一

次自己开了个社交媒体账号

，因为我觉得说不定有一天

会有很多好莱坞朋友想要艾

特我……”看这样子，难道

周董又要去好莱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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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證之罪》秦昊鄧家佳挑戰身心極限
繼《無證之罪》終極預告片引發全網熱議之後，

又壹款“黑暗”特輯緊隨其後，特輯中主創團隊劍

走偏鋒選址“冰城”，揭露極寒之地拍攝背後不為

人知的困難。秦昊鄧家佳花式抗凍，皮衣與暖寶寶

的較量，還原了小說中真實“凍人”的角色。

該劇9月6日即將在愛奇藝全網獨播，改編自素

有“中國版東野圭吾”之稱的紫金陳“推理王”系列

同名小說，由教父級制片人韓三平監制，新銳導演呂

行執導，愛奇藝、華影欣榮聯合出品，華影欣榮、萬

年影業、朝五晚九影視聯合制作。秦昊、鄧家佳、姚

櫓、代旭、王真兒等實力加盟，傾情主演。

戲骨飆戲成體能挑戰，“凍人”天氣“解凍”
雪人懸案

坊間傳說90年代的東北發生

過轟動壹時的“雪人殺人”事件，

同樣的場景猶如昨日重現，這次

的拍攝之地也是白雪皚皚，也同

樣發生了“雪人連環殺人”案。

《無證之罪》劇組導演呂行在談

到該劇拍攝選址時，對將哈爾濱

這座“冰城”作為首選之地提出

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整個故事

的環境質感、人物質感及人物之

間的關系，與哈爾濱尤其是冬天

這種環境極為貼合”。制片人齊康也表示最吸

引自己的地方，就是這個城市的風貌有壹定的

層次感，這和劇中故事的層次感如出壹轍。大

雪覆蓋下被凍住的城市，城市中人冷冰冰的狀

態，也十分符合故事中人物冷漠的外表。包括

拍攝地歐式風格的街景、雪人再現，尤其是劇

中的年代感仿佛歷史重現，讓人身臨其境。

巨大的室內外溫差，連演員代旭都直言

“我都凍哭了”。本該軍大衣著身的秦昊，為

了塑造出嚴良雅痞、率真的性格，堅持皮衣上

陣。鄧家佳更是挑戰了壹回身心的體能極限，

面對江橋下隨時可能出現的危險，她毅然選擇

全身心投入劇中，全身30多個暖寶寶“護體”

上陣，塑造出非常飽滿的朱慧如壹角，用她自

己的話說就是“對身心都是極大的挑戰”。

最燃劇組磨合中共勉，交付身心極限十足
敬業

由於冬天的哈爾濱進入冰封期，極寒的氣候也造

成演員們在表演時很多行動施展上的不便，然而目前

曝光的預告片呈現給網友們的，卻是戲骨們泰然自若

的表演。為了拍好江橋那場戲，導演從全局角度把

關，親自指導並鼓勵鄧家佳釋放自己，讓她能在找對

狀態的前提下再次投入戲中角色。苦寒之下工作人員

見到的是演員們極為敬業的態度，逆境中自我淬煉，

力求“壹次過”。

導演呂行坦言“這次選擇了比較艱難的環境，比

如江橋，而我最擔心的也是這場戲”。因為拍攝當時

已經進入冰封期，而其中冰的結構使得拍攝環境可能

存在壹定危險性。面對惡劣的氣候，及未知因素帶來

的困窘，整個團隊並沒有互相指責，反而能夠冷靜下

來分析問題，在困難面前變得更加凝聚，在互相鼓勵

中完成每壹場拍攝。

自我釋放演繹自我救贖，社會派推理指向人性光輝
該劇改編自素有“中國版東野圭吾”之稱的推理作

家紫金陳，由實力演員秦昊、鄧家佳、姚櫓、代旭擔綱

主演，其中秦昊壹度被王小帥導演稱作戛納的“無冕之

王”。面對極度苦寒他們義無反顧地釋放自己投入角

色，完成角色自我救贖的同時也在不斷突破自己。作為

中國首部社會派推理超級網劇，從紫金陳伏線千裏、滴

水不漏的筆觸下，網友們看到的是除了謊言被更大的謊

言遮蔽，罪惡被更深的罪惡掩蓋之外，還有黑暗降臨

後，唯壹照亮夜幕的那盞善良人心中的微弱光芒。

冰封的東北，神秘的“雪人連環兇殺”案，究竟

該如何破解?“中國版東野圭吾”又將如何構築社會派

推理?《無證之罪》9月6日即將在愛奇藝全網引爆看

點，每周三、四晚八點各更新壹集，VIP會員可搶先

看壹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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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年導演戴瑋執導，朱茵、杜天皓、黃征領

銜主演，王誌飛友情出演，邰智源、王嘉寧、夏誌

遠、陳牧耶等主演的《二次初戀》將於今日在京舉

辦首映發布會並開啟全國點映活動，9月1日正式登

陸全國各大院線。片方也特意獻上七夕特別版海

報，傳統節日元素與電影奇幻浪漫氣息相融合。

電影《二次初戀》主要講述了葉蘭（朱茵

飾）與丈夫路建國（王誌飛 飾）進入婚姻倦怠

期，在壹次爭吵後路建國憤然出走並陰差陽錯登

上壹輛神秘列車。同時，素未謀面的侄子路大民

（杜天皓 飾）走進了葉蘭的生活，不僅模樣跟年輕

時的路建國十分相似，連壹些小習慣也跟路建國壹

模壹樣，令葉蘭倍感熟悉的同時也很疑惑。電影既

有時間奇幻、浪漫愛情，也有感人臺詞、暖心劇

情，正是最適合七夕佳節觀賞的浪漫純愛電影。

適逢七夕，此次片方發布的七夕特別海報，壹改

之前戲劇化的風格，主場景以靜謐、神秘的藍色星空

為主，並配上漫天浪漫、飄逸的花瓣。雲霧間浮現的

繁華都市是本片浪漫故事發生之地，上空明月高懸並

以繁星搭起壹座“鵲橋”，女神朱茵身著露肩白裙坐

於其上，姿態優雅、充滿對於愛情的憧景。

海報下方雲朵上壹左壹右分別站著與女神有

著復雜情感糾葛的王誌飛與杜天皓，兩人雖然對立

但卻同時將焦點集中向女神朱茵。左邊的王誌飛西

裝革履，手持壹束紅色玫瑰，似馬上要追上朱茵所

以“面露喜色”；而右邊的杜天皓以白色西裝配上

休閑下裝極富青春活力，離朱茵位置更近的他似乎

處於“有利位置”，滿懷深情地望著朱茵。

海報集齊了象征七夕的鵲橋、花瓣，營造出

了浪漫的七夕氛圍，與影片奇幻愛情的風格相輔

相成，粉色的花瓣在三位主角的四周環繞，形成

壹種獨特又夢幻的畫風。海報其實也暗含了影片

的人物走向——之前曝光的人物關系中，杜天皓

手持玫瑰向女神表白，而這次七夕海報中手持玫

瑰的人卻變成了王誌飛。至於兩位男主角的身份

轉換到底暗示了什麽，女主角朱茵的感情最終結局如何，觀

眾可在今日走進電影院觀看該片點映場，壹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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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韓童生、陶慧敏、經超、張佳寧

主演的都市家庭喜劇《我的老爸是奇

葩》，正在北京衛視熱播。嚴厲的高

中教師父親、溫柔的護士母親、叛逆的

學霸女兒、復讀多年的兒子，這部以兩

代人的關系碰撞為焦點的電視劇，也引

發了不少觀眾的共鳴。

奇葩老爸頑固不化
與子女上演相愛相殺
壹向有“老爸專業戶”之稱的韓童

生，這次在《我的老爸是奇葩》中塑造

了壹個說壹不二的老爸形象，與壹對兒

女相愛相殺，笑點十足。作為傳統的大

家長，常寶童對於孩子的要求十分嚴

苛，將壹雙明明已經是成年人的兒女

當成了小孩子管。女兒出門和同學聚

餐，只給二十塊零花錢。而兒子天賜

為了和老爸鬥智鬥勇，居然想出了床底

藏錢的絕招。大鬧課堂、代子上學，雖

然常寶童的出發點都是因為對孩子的關

愛，但是過於嚴格的要求和極端的管

理方式，就讓這位老爸顯的過於奇葩了。然而隨著劇

情的發展，

身經百戰套路深 對付熊孩子有妙招
除了對兒女嚴加管教，職業是高中老師的常寶童還

特別好為人師，把所有人都當成學生來管，讓人又愛又

恨。比如在餐廳，教育熊孩子和熊父母的片段，讓網友

直呼大快人心。而向電視臺舉報《熊出沒》的行為，又

讓人啼笑皆非。在最新播的幾集，開始補課貼補家用的

老常，也遇到壹個熊孩子。對此，身經百戰的老常見招

拆招，輕松取勝。難怪觀眾評論：“我走過最長的路，

就是老常的套路”。

隨著電視劇的播出，韓童生飾演的常寶童也逐漸表

現出了對兒女深沈的愛意，而嚴格要求兒女的原因也逐

步浮出水面。後續故事將有怎樣的精彩，請持續關註

《我的老爸是奇葩》！

由王晶監制和擔任總導演，鐘少雄聯合執導，鄭愷、張雨綺領銜主演，謝
依霖、毛俊傑、羅家英主演，王祖藍友情出演的電影《降魔傳》今日曝光了壹張
七夕節海報，海報采用了純手繪的方式，漫畫版的鄭愷、張雨綺置身於仙鶴齊飛，
桃花爛漫的唯美畫面中央，彼此凝視，愛意滿滿。

電影《降魔傳》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南宋年間妖怪肆虐的杭州城，玄光寺不通和
尚（鄭愷 飾）下山降妖除魔，邂逅女降魔師菁菁（張雨綺 飾），兩人在降魔途中
相遇，齊心協力，排除千難萬險，打敗了妖魔並最終找回彼此之間相愛的記憶。

《《降魔傳降魔傳》》七夕海報撒狗糧七夕海報撒狗糧
唯美手繪愛意滿滿唯美手繪愛意滿滿

鄭愷張雨綺深情凝視鄭愷張雨綺深情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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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達華愛拍打鬥場面
不捨小紅姐“告別”

想與華仔再度合作想與華仔再度合作

對於這次善舉，梁詠琪表示：“這次是
義務性質參與，‘水月玲瓏’拍賣目

標價是800萬港元，阿熹一個月前已問我能
否出席。自己都覺得很有意義，不過琴就
買不起，加上屋企沒地方擺放。”問到女
兒Sofia有否彈琴？Gigi謂：“她有BB琴，
當她見到我在家彈琴作曲，便會說想學我
彈琴，（女兒有天分嗎？）只可說有興
趣，自從她看過我的演唱會後，便更加喜
歡唱歌跳舞，好像上了鏈般，又會搖擺身
體。我不會阻止她的創作力，任由她扭身
扭勢。”

閒時對足24小時
Gigi透露兩歲半大的女兒已開始讀學

前班，“我因每朝早起送女兒返學而不習
慣，從此要養成早睡早起。她幫媽咪改變
遲睡的陋習，最初女兒都有扭計，現在已
適應過來，很喜歡返學。好似日前打風，
她便問我為何不用返學，我便解釋給她
聽，別讓她以為不返學是值得慶祝的事。
平時我會對足女兒24小時，現時她返學反

而是我不捨得，故此經常向老師跟進女兒
在學校的情況。”

日前Gigi和舊拍檔陳曉東做網上直播
節目，她說：“暫時未知有否機會再合
作，不過重溫以前的電影和電視劇作品，
很懷念港產片時代。我最想合作的舊拍檔
是劉德華，在我演藝生涯中，和華仔合作
過三部電影，打麻雀那套很多人談論。我
出道第一部電影做女主角，就是跟他合
作，他是我的Lucky Star，希望有機會再合
作。”

鄺美雲10月出碟
鄺美雲應趙增熹邀請出席活動，她表

示：“剛與阿熹錄完發燒碟，預計10月推
出，一會便到阿熹的公司做混音工作。
（會否購入鋼琴？）其實我不懂彈琴，純
粹是來欣賞，不過我侄女是鋼琴八級，有
時見她彈琴，自己便玩一下，實際上不是
太懂。”近日不停工作的她，不慎染上感
冒，所以說話時聲沙沙，但覺得這次活動
有意義，所以一定要來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梁詠琪（Gigi）、鄺美雲、趙增熹29日

出席“水月玲瓏”鋼琴拍賣記者會，該鋼琴以千多粒水晶鑲製而成，全球

只此一台，並在30日進行慈善拍賣，所得收益扣除開支會全數捐出，為內

地先天性心臟病患孤貧兒童籌款。活動上，Gigi在趙增熹鋼琴演奏下獻唱

《花火》，她亦表示很想和自己的“幸運星”劉德華（華仔）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王浩信、胡定欣、鄭欣宜29日出席
電訊公司的概念店開幕禮，王浩信
的太太陳自瑤在27日生日，適值七
夕，問他如何跟太太慶祝？他表
示：“太太在深圳拍攝無綫劇集
《再創世紀》，不過我已送上禮
物，太太都感到滿意。如何度過就
留點空間給我們好了。”

正好王浩信這段日子不用開
工，太太又不在港，故此照顧女兒
的責任便落在他身上。他自得其樂
地說：“我好享受，在活動後收到
的禮物，有適合小朋友的玩具便拿
回去哄她開心。（女兒有否掛住媽
咪？）怎樣都會有，但我們靠科技
維繫，有個家庭App，阿女掛住我們
就會呼喊，我們會即時應機。”問
他湊女湊到何時，王浩信謂：“可
以無限期的，直到她找到第二個男
人為止。自己愈來愈感受到前世情
人的感覺，會盡量珍惜這十幾年，
當然不是管束住她，我都遲拍拖，
希望她將來可看到這個訪問。（已
幻想將來你眼濕濕送女兒出嫁？）
未至於眼濕濕，但一定不捨得，所
以現在要盡情享受。”
單身的胡定欣在七夕節要孤單度

過，她自嘲說：“七夕棟篤企無着落，
我上網看到話牛郎織女每年都可見一
次，可是我的情人等足20幾30年都未
遇到。所以見到這句話時感到很有趣，
很有感觸，感情事只能順其自然。”

胡定欣工作放假難抉擇
定欣不諱言會仰慕科技男，希望

找到懂得電子產品的另一半，感覺如
同一本字典，知識廣闊很有型，但暫
時未有追求者。早前她
與“胡說八道會”成員
到外地拍旅遊特輯，回
來後都未停過工作，又
要做《同盟》宣傳，所
以希望能一個人去旅
行，好好享受陽光與海
灘。問她是否想有艷
遇？定欣笑說：“不想
令大家誤會以為我好心
急拍拖，順其自然啦！
不過要放一兩星期假並
不容易，自己都好矛
盾。現時有劇出又想多
接工作，但也想旅行平
衡一下，難以取捨。”

欣宜心情靚靚地透
露新歌《你是什麼時候

開始不愛我的》正進行混音，準備下
周推出。她指歌詞很“到位”，不乏
將她的真感情融入歌中，錄音時她和
監製都被觸動心弦哭起來。說到七夕
當日她於社交網留言正等待 Mr.
Right。問她有否追求者，欣宜謂：
“等等吧，我有很多朋友，沒有敵
人。我要求也不低的，總之現時生活
開心。”

王浩信享受湊女歡愉 有前世情人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任達華於
新片《Mrs K》跟惠英紅（小紅姐）合作，他
竟嫌棄對方演出不夠性感！華哥笑說：“我
本身有四塊腹肌，她就操足三個月體能，出
了六塊腹肌！最不開心是聽到她說這是告別
動作片之作，真的很可惜！”他覺得對方應
繼續拍打戲，回想當年自己拍《龍騰四海》
從28樓被吊着打足兩日，如今科技發達，即
使只在一樓拍也可以做到很高般，所以現在
自己仍喜歡拍打的戲份，更沒想過告別，總
之拍到打不動為止。

華哥透露《Mrs K》主要在馬來西亞拍外
景，天氣酷熱下拍些走動的戲份，確是很易
中暑，不過他自誇體能夠好，仍然捱得住。
華哥表示正計劃於2019年自導自演一部關於
灣仔情懷的電影，想找小紅姐做女主角，但
要拍她打得和性感的一面。過去小紅姐都拍
過性感寫真，華哥笑說：“寫真集是表達不
到骨子裡的性感！”

動作女星接班人難找
小紅姐展現性感後，是否多了人追求？

華哥表示都想對方早日找到另一半，奈何她
眼角高，雙眼擺在頭上。其實她做戲好又打
得，更懂得照顧人，會有哪個男生配得上她
呢？他笑說：“慢慢來吧，我就很欣賞她，
文武雙全！”至於現今動作女星接班人，華
哥認為在香港已很難找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C AllStar
主持的無綫旅遊節目《C AllStar泰空曼遊》
29日舉行記者會，並由陳庭欣擔任司儀。大
會特地準備蛋糕，為近日牛一的組合成員釗
峰和庭欣齊齊慶祝，C AllStar透露這次是休
團前最後一次一起拍節目，稍後便舉行兩場
演唱會，暫時沒有加場打算。“最麻煩不是
欠飛債，而是‘分飛宴’，要安排誰坐前
面、誰不跟誰一起坐，很考功夫。”

庭欣向C AllStar索取三張門票，準備跟
父母一齊睇騷，笑問她沒有拿緋聞律師男友
唐偉倫的份兒，她即說：“我顧掂父母
先。”.

說到她正日生日與唐偉倫撐枱腳，事後
被指默認戀情，她說：“今年生日多了慶
祝，事關踏入29+1，很多朋友約食飯，但我
無默認戀情。（打風都約對方出來？）私人
生活想低調，大家喜歡怎寫便怎寫。”

C AllStar為分配座位頭痛

■在另外兩名嘉賓面前，
高妹Gigi確是高人一等。

■29日Gigi在趙增熹伴奏下獻唱。

■鄺美雲稍後將推出發
燒唱碟。

■享受湊女快樂的王浩信，表示不會
因女兒將來嫁人而傷心。

■胡定欣想和科技男拍拖。 ■■欣宜欣宜((右右))錄歌錄到哭錄歌錄到哭。。

■任達華構思
中的新片想找惠
英紅做女主角。

■■C AllStarC AllStar四子與陳庭欣四子與陳庭欣((中中))宣傳旅遊節目宣傳旅遊節目。。

■■梁詠琪不認為女兒梁詠琪不認為女兒
很有天分很有天分，，只是謙虛只是謙虛
指她喜歡隨自己意志指她喜歡隨自己意志
扭身扭勢而已扭身扭勢而已。。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天下第一村”江蘇華西村的龍希大
酒店內，高速電梯快速攀上60層，門一打
開，是真金鑲嵌的地板，迎面一頭一噸重
純金牛撲入視野，來自孟加拉國的尼哈德
吃驚地張大了嘴，“哇！哇！哇！”連聲
驚歎後，他用中文形容自己被這頭黃金牛
震得“驚魂難定”，追着村民問“中國農
村發展的秘密”。

8月 26日至27日，來自美國、俄羅
斯、匈牙利、秘魯、巴基斯坦、也門、委內
瑞拉、印尼、巴拿馬等18個國家的逾30名
在江蘇工作、學習的外國友人來到無錫江陰
市，參加由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
“洋眼看江蘇——走進美麗江陰”活動。

江陰新橋鎮，在為國家三軍儀仗隊製
作禮賓服、“神舟十一號”宇航員製作太
空服的全球最大的毛紡企業和高檔服裝生
產基地陽光集團，外國友人了解中國生產
的優質服裝面料。走進古鎮長涇老街，舞
龍、腰鼓表演，旗袍走秀，現做月餅等，
正在進行的中國傳統中秋文化旅遊非遺展
示活動，使整條小街喜慶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江陰報道

農曆七月七，是浙江溫嶺石塘鎮
一年一度的“小人節”。所謂“小人
節”，就是孩子的節日，大人們在七
月初七向“七娘媽”為家裡的孩子祈
願求福，而“七娘媽”正是織女娘
娘。七夕是“七娘媽”的生日，家家
戶戶都要祭拜她，這原本是閩南的風
俗，後也傳入浙江。溫嶺“七夕節”
於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

在“小人節”到來前，石塘居民
都要為自家未滿16歲的孩子準備一座

彩亭或彩轎（男童用彩亭，女童用彩
轎，不過現在有的女孩家庭也用彩亭
了），彩亭和彩轎均是由當地民間紙
紮藝人用竹條、彩紙、泥巴等原料紮
製而成，二層或三層（年滿16歲的孩
子用的‘滿金亭’一般都是三層
的），製作特別考究，底層還特別多
插了一個上京趕考的紙人，它手拿雨
傘，肩背包袱，價格也比一般的彩亭
要高一些。
在彩亭內部，一般都貼有觀音和

“七娘媽”版畫像，彩亭上還分層裝

飾了戲曲故事人物，如《白蛇傳》、
《八仙過海》、《西遊記》等，看上
去色彩絢麗。
“小人節”的早上，大人將供桌

擺放在自家門前，在中間放上彩亭或
彩轎，同時在彩亭或彩轎前，點上香
燭，擺上一壺老酒、七隻酒盅，在托
盤上擺上香蕉、梨、桃子等各式鮮果
時蔬，以及糖龜、豬肉、雞蛋、黃魚
鯗（曬乾剖開的魚）、墨魚鯗等祭
品，多寡豐盛視家庭情況而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溫嶺報道

“域外神工——故宮博物院藏痕都斯
坦玉器展”29日在故宮福建鼓浪嶼外國文
物館開展。這是故宮首個在地方設立的主
題分館開館3個多月來，首度更換展品。

該展由故宮博物院從院藏品中遴選出
50件痕都斯坦玉器，其中大多數是首度在
公眾面前亮相。這些玉器包括17至19世紀
莫臥兒帝國、印度、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以
及中亞至東歐地區的各類典型玉器，尤以
莫臥兒帝國玉器作工最為精緻、細膩，曾
被乾隆帝讚為“仙工”、“鬼工”。

■中新社

許婉儀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當天
她與同學們到撫遠市的俄羅斯商品

超市購物，被俄羅斯的精美禮品吸引，
就順手把手機和書包放在手推車中。採
購完結賬後提了書包離開卻把手機遺留
在購物車中。直到在街上走了10多分
鐘，才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手機不見了。

回憶起手機可能遺在超市，她絕
望地想：“一定被人拿走了。”那是
新款蘋果手機，而重要的是手機裡存
有大量重要資料和珍貴的照片。“抱
着一絲希望，我使勁往回跑，在路上
遇到同行的倫婉甄同學，被告知手機
安全，超市的一位職員拾到手機並交

給了領隊，我的一顆心總算落地。”
許婉儀憶述道。

倫婉甄是香港教育大學三年級學
生，當時與同學們一起在超市購物。
她說：“很多同學已陸續離開並前往
下一個活動地點，我剛要離開，看見
任職超市職員的嬸嬸正在焦急地高聲
詢問周圍有沒有人丟失手機。我和同
學就上前查看，知道這個手機是香港
來的同學丟失的，卻無法確定，嬸嬸
於是拜託我們盡快聯絡一下。嬸嬸當
時非常着急，不停地想辦法與超市保
安和我們領隊溝通，希望盡快找到失
主，那份路不拾遺並樂於助人的心實

在讓我們敬佩。”

職員：“小事不足掛齒”
“我在超市工作，丟失財物的事

情時有發生，只是手機，我一年就要
撿10多台，都是要物歸原主的，這是
我應該做的，實在沒什麼可大事宣揚
的。”面對許婉儀的千恩萬謝，嬸嬸
一直說：“這是小事，不足掛齒。”

遊學團領隊何兆軒先生見狀，覺
得那個嬸嬸的行為在這個功利的社會
鮮有，值得表揚，就把團隊紀念
品——一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與中國郵局合
作製作的大運河首日封送給嬸嬸以表
謝意。嬸嬸幾次拒絕，拗不過大家堅
持不懈的說服，才勉強收下，可還是
不願透露姓名。

港生內地超市遺手機港生內地超市遺手機
好職員匿名物歸原主好職員匿名物歸原主

對於香港理工大學二年級學生許婉

儀來說，在黑龍江省的數日遊學經歷讓她難忘而感動。在邊境城

市撫遠市的邊民互市交易中心購物時，她不小心將手機遺落在購

物車中，原本以為肯定找不回來的，卻被超市女職員輾轉原物奉

還。面對許婉儀的感恩，撿到手機的嬸嬸卻只說：“這是每個人

都應該做的。”直到最後，她也沒有留下姓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黑龍江報道

“洋眼”看江蘇
感受華西村魅力

故宮鼓浪嶼外國文物館首換展浙溫嶺傳承閩南傳統“小人節”

■未滿16歲的孩子都會參加“小人
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孟加拉國留學生尼哈德對金牛做怪樣。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田之禾攝

■■港生許婉儀港生許婉儀
與拾到手機的與拾到手機的
嬸嬸合影嬸嬸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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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喜劇片《王牌保鏢》內地定檔9.22
“死侍”和“神盾局長”成歡喜冤家火花不斷

日前在北美上映並蟬聯兩周票房冠軍的獅門動作喜劇片《殺手的保鏢》確定將

於9月22日登陸內地院線，中文名正式確定為《王牌保鏢》。

《王牌保鏢》講述了瑞安· 雷諾茲飾演的壹名經驗十足、身手不凡的保鏢不得

已要保護他多年的死對頭——脾氣極爆、臭名昭著、惹盡麻煩的殺手（塞繆爾· 傑

克遜 飾）所發生的驚險爆笑故事。除了瑞安· 雷諾茲和塞繆爾· 傑克遜兩位畫風迥

異的實力演員領銜外，性感女神薩爾瑪· 海耶克將在片中飾演殺手脾氣同樣火爆的

妻子，而加裏· 奧德曼也將作為東歐最冷血無情的大反派登場。

該片由《敢死隊3》的導演派特裏克· 休斯執導，已經於今年8月18日登陸北美

院線。時光網記者先期影評評價該片“能夠勾起人們對八九十年代風靡壹時的搭檔

警匪片經典的回憶。而對於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觀眾來說，這部電影也給如

今被超級英雄電影制霸的市場帶來了些新鮮的東西”，同時兩位演員在片中也展現

出了他們的明星魅力，並且火花不斷，可以說是“真正賦予了本片生命”。

“死侍”死對頭為種族平等勇做表率
艾德斯克林主動退出新“地獄男爵”並回應爭議

在正式宣布加盟後不到壹個星期的

時間，艾德· 斯克林發推宣布自己退出

《地獄男爵：血皇後掘起》，並表示：

“我必須做些什麽，而且我認為這是對

的。”

斯克林原定出演漫畫中本· 戴米奧少

校的角色-超自然現象研究與防禦部門的

成員，該角色在漫畫中的設定是個亞裔

角色。該新聞傳出後，引發了極大的爭

議，很多網友在網絡上表示總是讓白人

來演繹其他種族的角色是壹種赤裸裸的

種族歧視。

他在隨後的壹份正式聲明中表示：

“用準確文化背景的演員來演繹這個角

色對人們來說意義重大，忽視這個要求

會造成壹種令人擔憂的傾向，掩蓋了少

數族裔在歷史和藝術上發聲的機會，我

覺得尊重非常重要。所以我決定退出，

讓合適的演員來演。”。

近幾年來，好萊塢種族歧視的議題

越來越被人關註。很多電影選用白人演

員來演繹其他種族人物的做法引起了不

少觀眾的反感：比如斯嘉麗· 約翰遜在

《攻殼機動隊》裏演的草薙素子、艾瑪·

斯通在《阿羅哈》裏的角色、蒂爾達· 斯

文頓在《奇異博士》裏演的古壹法師。

艾德· 斯克林出生於英國倫敦，今年

34歲，曾在《死侍》中扮演測試變種人

基因組織的頭目阿賈克斯，並主演過

《玩命速遞：重啟之戰》。《地獄男爵

：血皇後掘起》將於今年秋季開拍，大

衛· 哈伯、伊恩· 麥柯肖恩、米拉· 喬沃維

奇等人主演，《西部世界》導演尼爾· 馬

歇爾執導，艾德· 斯克林原先角色的新演

員人選將在之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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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遊戲》第
七季最終集以破紀錄的
收視表現完美收官，七
季以來，劇終的主要角
色們為大家所熟悉，扮
演這些角色的演員也悉
數走紅，觀眾們對於角
色的喜愛也表現了這部
現象級劇集在選角上的
成功。

從近日曝光的選角
視頻中，我們或許可以
得到壹個答案：這些演
員為什麽會被選中？更
重要的是，從這些試鏡
視頻中，我們可以重溫
演員們幾年前青澀的模
樣。

為了得到角色，演
員們使盡渾身解術，在
喜怒哀樂中切換，彪演
技展身材，也談起了對
於角色的理解，應對面
試官隨機拋出的考驗。

“極盜車神”導演最愛的1000部電影
時光網精選這位影迷導演列表中的最新50部

在馬來西亞宣傳《極盜車神》壹片

時，記者與導演埃德加· 賴特聊到了網上

流傳甚廣的“埃德加· 賴特最愛的1000

部電影”這個清單（獨家訪談鏈接請戳

：專訪|“極盜車神”主創：開頭長鏡頭

拍了28次 男女主演當場獻唱 導演看過

至少壹萬部電影）。作為著名的影迷導

演，埃德加承認，他看過的電影總數至

少是壹萬部。

至於他哪裏來的這麽多時間，在拍

片兒之余還能有空看片，埃德加的回答

更是簡單粗暴——“我今年43歲了，我

從3歲就開始看電影，都看了40年的電

影了”。

假如把10000部電影平均分配到40

年中，那麽每年觀影數量則是250部，

這意味著，埃德加每1.46天，就要完成

壹部影片的觀影，這個頻率簡直讓人不

敢想象。

時光網在埃德加最喜愛的1000部影

片清單之中，列出了最近上映的50部影

片，從2016年的《霓虹惡魔》開始，既

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主流大片兒《星

際穿越》、《碟中諜5：神秘國度》、

《華爾街之狼》，也有頒獎季的寵兒

《卡蘿爾》、《鳥人》、《少年時代》

，還有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壹些稍顯小眾

之作《寒枝雀靜》（瑞典）、《荒蠻故

事》（阿根廷）、《吸血鬼生活》（新

西蘭），以及恐怖片《它在身後》、

《女巫》、《晚安媽咪》等等。

影迷埃德加涉獵廣泛、題材全面、

內容豐富，如果最近鬧片荒不知道看什

麽，且妳恰好相信他的品味，不妨可以

用他這壹列表進行參考。

（註：埃德加稱這 1000 部影片排

名不分先後順序，換句話說，妳願意

按上映日期、IMDb分數、打分人數，

怎麽排都可以，不代表導演本人的傾

向。）

中國公司打包簽約“速激‘導演

1億美元投資好萊塢
未來三年開發潛力IP

根據《好

萊塢報道者》

報道，來自中

國的星光文化

娛 樂 集 團

（Starlight

Culture Enter-

tainment Group

）近日投入1億美元基金，用來簽約經驗豐富的好萊塢大片導演，並

與他們合作開發新片。

這家中國文化企業的合作導演名單上出現了溫子仁（《海王》

、《速度與激情7》、《招魂》系列），F· 加裏· 格雷（《速度與激

情8》《沖出康普頓》）、羅蘭· 艾默裏奇（《獨立日》系列，《後

天》）、朱浩偉（《驚天魔盜團2》）等熟悉的名字。

據悉，艾默裏奇與加裏· 格雷的合同要求他們分別在三年內提出

3部電影計劃供星光文化考慮，同時還杜絕了他們與其他中國公司合

作的可能性。

星光文化“打包”多位好萊塢導演的資本主要來自香港與中國

內地，前身是成都房地產大佬顏旭於2014年在洛杉磯成立的星光傳

媒（Starlight Media）。該公司參投的第壹個好萊塢電影項目《馬歇

爾》將在今年10月上映，這是壹部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壹位黑

人律師的真實故事改編的作品，由“黑豹”查德維克· 博斯曼主演。

施瓦辛格喜劇片“殺死岡瑟”首發預告
精英殺手合謀幹掉施瓦辛格 70歲狀態極佳

阿諾· 施瓦辛格主演的喜劇片《為什

麽我們要殺死岡瑟》今日發布了正式預

告。年過70歲的施瓦辛格狀態極佳，在

片中搞笑起來完全沒有拘束。

施瓦辛格在電影中飾演“全球頭號

殺手”岡瑟，而來自世界各地的殺手

“精英”則打算炮制完美計劃將其幹掉

，因為岡瑟把他們的生意都搶走了。

“如果妳想成為國王，那麽妳就要幹掉

國王”，這是他們的信念。

該片由泰倫· 基勒姆自編自導自演，

也是演員出身的他的導演處女作。寇碧·

史莫德斯、鮑比· 莫尼漢和保羅· 布裏頓

也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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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Memorial 區的小朋友們慰問避難所災民區的小朋友們慰問避難所災民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88月月2929日日，，在顧先生帶領下在顧先生帶領下，，一組在他家避災的小朋友們及家長們一組在他家避災的小朋友們及家長們，，由李先生開車由李先生開車，，一同前去附近的避難所看望了一同前去附近的避難所看望了
災民災民。。

孩子們在孩子們在MemorialMemorial 區的鄰居中冒著小雨走門串戶地募捐區的鄰居中冒著小雨走門串戶地募捐，，並從在顧先生家避災的幾個家庭募集了一些資金並從在顧先生家避災的幾個家庭募集了一些資金，，去去
HEBHEB 購買了水購買了水，，牛奶牛奶，，罐頭罐頭，，麵包麵包，，餅乾餅乾，，早餐糊等食品早餐糊等食品，，前去位於前去位於16101610 Campbell Rd. Houston, TXCampbell Rd. Houston, TX 7705577055 的的AmorAmor
RestauracianRestauracian 避難所看望了災民避難所看望了災民，，他們今晚將要接待他們今晚將要接待100100多人居住多人居住。。

顧先生及太太顧芳珍一家樂於助人顧先生及太太顧芳珍一家樂於助人，，這次水災在家里安置了五六家受災戶這次水災在家里安置了五六家受災戶，，有的還素不相識有的還素不相識，，管吃管住管吃管住，，還提供了還提供了
一些交通服務一些交通服務，，招待得特別周到招待得特別周到。。

顧先生除了家裡招待災民外顧先生除了家裡招待災民外，，還考慮到應該讓孩子們學會幫助他人的習慣還考慮到應該讓孩子們學會幫助他人的習慣，，在受災時去避難所慰問是培養孩子們愛在受災時去避難所慰問是培養孩子們愛
心的最好機會心的最好機會，，這就是他發起這次以小朋友們為主的慰問災民活動的動機這就是他發起這次以小朋友們為主的慰問災民活動的動機。。

顧先生顧先生。。以建築為業以建築為業，，以為人生在世應該與人為善以為人生在世應該與人為善。。

李先生李先生。。這次颱風到來時正好在外地這次颱風到來時正好在外地
辦事辦事，，今天早上剛趕回來今天早上剛趕回來

家長家長SophiaSophia ，，她家也接待了一戶災她家也接待了一戶災
民民，，但大水繼續上漲使得她所居住但大水繼續上漲使得她所居住
的區域也被淹而無法居住的區域也被淹而無法居住，，才與另才與另
一家人一同到顧先生家避災一家人一同到顧先生家避災

活動快報活動快報 99月月22日日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舉辦免費講座及資詢舉辦免費講座及資詢
如何申請風災如何申請風災，，水災損失理賠水災損失理賠
台灣社社長暨長青保險公司台灣社社長暨長青保險公司
總經理楊明耕主講總經理楊明耕主講

99--0202--20172017（（SAT)SAT)上午上午 1010 時至時至
中午中午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10303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Westoffice Dr. Houston,
TX.TX.7704277042
劉秀美劉秀美 713713--376376--90299029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77、、88、、99三月三月
慶生會慶生會
99--0202--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11時時3030分分
僑教中心大禮堂僑教中心大禮堂

長春會中秋節聯歡會長春會中秋節聯歡會
99--0202--20172017（（SAT)SAT)下午下午22時時3030分分

至下午至下午44時時3030分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5885 Point West,Houston,Point West,Houston,
TX.TX.7703677036

德州天后廟中元盂蘭超度法會德州天后廟中元盂蘭超度法會
改 期 為改 期 為 99--0808、、 99--0909、、

99--1010--20172017（（F,R,SUN)F,R,SUN)晚晚
德州天后廟德州天后廟
15071507 Delano,Houston,TX.Delano,Houston,TX.7700377003
713713--236236--10151015

活動活動
快報快報
























緣起: 颱風哈維HARVEY近日來造成休士頓有史以來恆所未見的創傷及損失. 災後的重建, 復原是
為吾人大眾淡化創傷的唯一希望. 謹以此念,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Houston Taiwanese Care &
Assistance Association, HTCAA) 特請臺灣社社長暨長靑保險公司的總經理: 楊明耕先生, 來和僑界的朋
友們談一談災難後, 我們應有的態度及各種申請理賠及補助的方法及途徑.

時間：九月二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中午
地點：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聯絡人: 劉秀美 713-376-9029

九月二日免費講座及資詢︰如何申請風災、水災損失理賠
休士頓天氣已轉晴朗。不過很多地方淹水還沒有全部退掉。出門要注意安全, 出門前最

好先查看Google Map是否有封路不通。僑教中心明天開始回復正常開門服務,老人服務協會
的營養午餐和課程也回復正常上課。

9/2週六下午1:30第三季慶生會照常舉行。還沒有拿慶生會票的會員請在這两天盡早到
僑教中心102室憑會員證向徐先生登記領取以便統計人數。

9/2週六上午10:00 由休士頓僑界関懷救助協會舉辦免費講座及資詢:如何申請風災,水災
捐失理賠。由長青保險公司總經理楊明耕先生及成員主講和解答問題。

老人服務協會第三季慶生會照常舉行
營養午餐和課程回復正常上課

大災當前，國際區發揚大
愛，熱情伸出援手。

希望伸出援手的不僅僅是
國際區，也不僅僅是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集團。休斯敦本地的
眾多僑團都願意盡一份心力。

國際區救災中心歡迎本地

區的僑團派出得力成員加入義
工隊伍，共同參與救災。

義工會安裝需要和能力編
入不同組別，包括：

交通組，需要自備車輛或
船隻。

廚房組，救災中心的廚房

設備提供使用。
飲料組，
食品組，
通訊聯絡組，
物資管理組，主要是收集

被褥、衣物。
總指揮部。

國際區救災中心（三號公告）
各位朋友,您曾經接觸過有身心障

礙孩子的家庭嗎? 這些孩子有些是自
閉症,有些是唐氏症…等等,目前統稱
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簡稱為特兒. 家
中有個特兒,作父母親及家人所經歷的
生活上的負擔,情緒上的挫傷,以及特
兒成長過程中,受教育方面隨時會面臨
的挑戰,爭取州政府的特殊福利的艱辛
與等待,壓力太巨大了.

2007年,一群特兒的父母聯合起來
組織了互助小組. 2008 年得到光鹽社
的贊助與支持,成立了特殊需要關懷中
心(特兒關懷中心). 自成立以來，感謝
社區各界及休士頓華人教會的鼎力支
持與贊助，使得 「特兒關懷中心」能
穩定成長，休士頓特兒及其家人有組
織的支援。每個月特兒家庭聚會一次,
特兒群集學習,交流,是他們的歡樂時
段.也有家長的專題講座與陪訓;大夥
兒相互學習,討論並彼此勉勵和相互扶
持。正如一位母親說的： 「光鹽社的
這些專案跟服務提升健康或生活品質,
學了怎麼樣照顧孩子，孩子行為有改
善，然後我們壓力就減輕了，然後父
母還可以互相討論，互相幫助」。
「特兒關懷中心」不單單關顧自己的

活動，也參與休士頓其他身心殘障團
體的交流;我們的特兒手鈴隊數度受邀

到社區義務演出，
博得讚美喝彩之外
同時也增加了孩子
們的自信。
2014年初，關懷中
心聘請了專職同工
，鄭何淑坤女士，
負責進一步計畫、
發展特兒事工，期
望能滿足各年齡層
特兒的需要。 2015
年鄧福真教授，也
是光鹽社理事,為亞
裔特兒撰寫需要項
目的方案獲得州政
府的認同得到資助
款,於是我們為 19
歲以上的特兒成立
了”微笑計畫”課
程 （Project SMILE
）每週三天，大齡特兒們一起學習、
互動及成長。父母與老師們都看見了
他們在多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同時，
中心也為學齡層特兒增設了音樂治療
課程。透過音療幫助特兒發覺潛力，
增加註意力，社交與語言能力。除此
之外，關懷中心仍然維持服務項目包
括：父母互助月聚會，IEP 協助，福

利申請，初檢
，轉介，諮詢
…等等。
但是自從川普
總 統 上 任 後,

政府大幅削減特兒福利項目,這不但直
接衝擊特兒的福利，也對非營利特兒
組織造成不利的影響。目前我們雖然
有政府補助但每年 「特兒關懷中心」
也必須籌款美金$50,000才能維持目前
所有的服務項目，因此計畫在9月23
日下午 2 點到 4 點在曉士頓中國人教
會( 10305 South Main St.)舉辦”擁抱
生命”募款音樂會。這次募款音樂會

將邀請遠從加拿大溫哥華來的台灣早
期歌手，也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
原唱者: 劉冠霖女士為主要演唱者。
她也將分享，述說她是如何歷經艱難
困苦,憑藉信心和恩典,一步步地走出
逆境。相信這對特兒家庭以及所有與
會的觀眾都會是一種啟發與鼓勵。當
然，我們的特兒也將參與演出和分享
特兒心聲。休士頓的愛之聲聖樂團也
願義助做開幕演唱，以優美的歌聲共
襄盛舉。
今將音樂會的海報附於此函,邀請您及
您的朋友撥冗參加,給特兒加油,與鼓
勵。入場門票$10。可至光鹽社辦公

室訂購；或撥713－988－4724電話預
購。音樂會當日也有現場購票服務.
若您願意捐款，捐款支票抬頭請寫: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請在支票左
下 方 MEMO 部 分 註 明: For Special
Needs Caring Center ( 或 簡 寫 為 For
SNCC). 支票可交給光鹽社的義工,也
可郵寄到光鹽社,地址為: Light and
Salt Association, 9800 Town Park Dr.,
Suite 255, Houston, TX 77036.
深深感謝您的愛心與對特兒的支持.

特兒關懷中心全體義工敬邀

"擁抱生命”特兒募款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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