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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德州探索之旅

WWW.CHINATOURUS.COM 
713-568-8889
公 證 認 證 ●   全 球 簽 證 ●   護照更新公 證 認 證 ●   全 球 簽 證 ●   護照更新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1/$399 (臺灣來回機票+江南團,含門票)

歐洲 中國 星馬泰 
日韓 古巴  冰島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團（買一送一）

加拿大洛基山/海洋三省 ( 買二送二/一 )

Viking
Gate 1

中國簽證$170
太空中心門票$18

%
OFF20

12/3-12/9   皇家古巴，巴哈馬7天遊輪 $580/人
11/15-11/22 獨家維京古巴8天遊輪 $3073/人( 包機票 )

7/4-7/8      聖路易斯，芝加哥5天團，休士頓出發 $599/人
9/15-9/26    豪華歐州7國12天 （法/意/德/奧等）$2555 /人

2018全旅專人帶隊 美東 美西 黃石
   德州本地團

★ 大優惠 ★

%
OFF10

CCLCCL 帝國石材帝國石材 (CCL Imperial Stone)(CCL Imperial Stone)
超過超過 20002000 套安裝經驗套安裝經驗
超過超過 2020 年石材製作工藝年石材製作工藝
超過超過 1515 畝庫存畝庫存
免費測量設計和估價免費測量設計和估價
電話電話﹕﹕713713--812812--82888288
地址地址﹕﹕62026202 W.W. 3434th St, Houston, TXth St, Houston, TX 7709277092

總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    城    分    行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  察  遜  分  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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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CA_FENG豐建偉2467B_8

黃金心臟中心

心 臟 專 科
JianWei Feng, MD, PHD, FACC

豐 建 偉
醫學博士

9888 Bellaire Blvd., Suite 154
Houston, TX 77036

˙ 歡 迎 電 話 預 約 及 查 詢 ˙

心慌﹑氣短﹑胸痛﹑
心力衰竭﹑頭暈﹑
糖尿病﹑肥胖症﹑
高血壓﹑高血脂﹑
心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主治
心 臟 超 聲
心 臟 導 管
核 心 臟 學
心 臟 起 搏 器
心 律 監 護 器
運動走步機等

設 備 齊全

Tel: 713-595-9000
Fax:713-595-8500

JianWei Feng, MD,PHD
中國城

,FACC

（黃金廣場內，老地方旁邊）

宫女说清宫生活就像一场戏，除了

大量规章制度，从来没人会在里面表现

出正常的喜怒哀乐，开心痛苦生气全都

是伪装好的，皇帝来请安，和小主们出

去散步，都是一场又一场排练好的戏。

宫斗剧一热播，朋友们说话都带上

了王者风范。

动不动来一句，“本宫今天想吃碗

凉皮”，“朕心情有点烦闷”。电视剧

里一介平凡宫女，逆袭成了宠妃，现实

中就像无数上班族梦想的职场青云录，

短短几年功夫，菜鸟变大佬，谁见了都

得点头哈腰。

我如痴如醉看了三十集《延禧攻略

》后，上网买了本《宫女谈往录》，曾

经在慈禧跟前伺候过的宫女，晚年对着

作者详细回忆了整个清宫生活。据说编

剧仔细研究了这本书，整理出大量风俗

。

真正的宫女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真

的会跟电视剧里一样，没事就以下犯上

，让万岁爷和皇后大为惦记，竟然有这

样的女人？

我当然不信。电视剧演的大概是个

乌托邦一样的故事，宫女说着“我魏璎

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明明应该

第一集就杖毙才对。怎么可能还越活越

精神了？

书里的清宫，宫女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四

个字：真哭假笑。说宫女从来没有真正

痛痛快快从心里头笑过，主子笑宫女陪

着笑，主子生气宫女倒霉。慈禧最不喜

欢跟前站的宫女板着脸，必须一天到晚

下颌角都是圆的。

“宫里头讲究多，当宫女要‘行不

回头，笑不露齿’。走路要安安详详地

走，不许头左右乱摇，不许回头乱看；

笑不许出声，不许露出牙来，多高兴的

事，也只能抿嘴一笑。脸总是笑吟吟地

带着喜气；多痛苦，也不许哭丧着脸；

挨打更不许出声。不该问的不能问，不

该说的话不能说，在宫里当差，谁和谁

也不能说私话。打个比喻，就像每人都

有一层蜡皮包着似的，谁也不能把真心

透露出来。这就是我在宫里六七年的体

验。进宫一二年的时候，年纪小，还有

眼泪，再长几年，就没眼泪了。我这一

辈子受苦受罪，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指

嫁给太监)。哭瞎了眼有啥用啊!所以我

没眼泪了。宫里就像冰窖一样，让人们

处处都要缩手缩脚的。”

——《宫女谈往录》

宫女对自己的生活描述，让我想起

某些高端服务业，必须保持令人永远如

沐春风的态度，必须不惨杂一丝自己的

喜怒哀乐，必须有着凡事不凸显自己的

自觉。

书里有个段子，说宫女必须尽量朴素，

绝不能比后宫嫔妃们还艳丽，但又必须

保持肌肤从内到外的柔嫩，皮肤调理得

“要像鸡蛋清一样细嫩，光滑透亮”，

这样跟老太后出门，在王公贵妇人面前

不至于被比下去。

宫女的打扮，更多是职务上的关系

，第一不能喧宾夺主，第二要变成主子

良好的装饰品。“当了宫女，连骨头都

是主子的”。

“清宫里有个好传统，当宫女的要

朴素，说话行动都不许轻浮。要求有宫

廷气派，像宝石玉器一样，由里往外透

出润泽来，不能像玻璃球一样，表面光

滑刺眼。所以我们宫女不许描眉画鬓，

也不穿大红大绿。一年四季由宫里赏给

衣裳。春天到二月，由太监领着人在体

和殿外边，东廊子的屋子里量衣服尺寸

，由头上到脚下，包括鞋袜在内。这是

准备夏天穿用的。以后都是上季量下季

的。因为年岁小，长得快必须一个季度

量一次。每次赏给我们是四套，由底衣

、衬衣、外衣、背心，算一套。衣料是

春绸、宁绸的多，夏天也有纺绸的。除

去万寿月(旧历十月初十是老太后生日，

宫中称十月叫万寿月)能穿红的、擦胭脂

、抹红嘴唇以外，我们一年差不多穿两

色衣裳，春夏是绿色，淡绿、深绿、老

绿可以随便，但不能出大格；秋冬是紫

褐色的，惟一能争奇斗胜的，是袖口、

领口、裤脚、鞋帮的子和绣花，但也是

以雅淡为主，不能过分。平常是乌油油

的大辫子，辫根扎二寸长的红绒绳，辫

梢用桃红色的子系起来，留有一寸长的

辫穗，用梳子梳匀，蓬松着，鬓边戴一

朵剪绒的红绒花，脚下白绫子袜子，青

鞋上绣着满帮的浅碎花，透着喜兴，看

着利索、爽眼。清宫200多年，宫女很

少出过丑事，这也是制度严的关系。”

——《宫女谈往录》

整本书看下去最大的印象是，宫女

生活得实在太苦了，老太后喜欢看戏，

对宫女来说却是苦差使，苦的不是伺候

人，是必须像木桩一样，一动不动站上

好几个时辰，站到头晕腿麻，也必须一

声不吭，绝对不变换一下位置。

电视剧里宫女没事就在宫里蹓跶，

一会对着富察侍卫抛媚眼，一会挤来挤

去看热闹，主角总是大大方方溜出来，

甚至跑到侍卫房间，送个香囊，自由度

大得惊人。皇上晚上几乎也从来不按时

睡觉，没事就蹓跶到妃子房间，搞个突

然袭击。

“我在宫里这些年，从来没有单人

离开过储秀宫。进宫的第一天，姑姑就

宣布不许离开宫门一步，‘离开宫门，

打死不论’，这是她们的口头禅。谁在

宫里乱串，‘左腿发，右腿杀’，迈进

别的宫门一步，‘不是砍头就是发边疆

’。除非跟老太后出去，或者，奉老太

后命送东西，才许可出去走走。东宫根

本就很少去，比较常去的是长春宫，那

是隆裕主子住的地方，在储秀宫西南面

，同属西宫。宫女在宫里不许单人走。

送东西、取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所

以从没有单人离开过储秀宫，家属来探

望时，都由老太监领着出入，也不算单

身行动。”

——《宫女谈往录》

慈禧看到这部剧，大概能昏死过去

。

清宫里没有一个人能过上这么自由

的生活，几乎人人都在煎熬。为了少上

厕所，不出虚恭，连饭都只能吃八分饱

，十二三岁的女孩从来没吃饱过。能在

慈禧身边工作的宫女，都接受过足够严

格的训练，真正一点差错都没有。

《宫女谈往录》里的小荣子，主要

职务是在慈禧旁边递水烟，只要老太后

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把水烟嘴递过

去。

而点火的整个过程，连一颗火星都

不能溅出来，惊吓到老太后，就是扠出

去掉脑袋的事。

一旦宫女犯错，触怒老太后，被拉

出宫去，就再也没了回来的机会。像电

视剧里宫女被罚入辛者库刷马桶，然后

再调回来这种事，几乎是痴心妄想。从

来没有被打过的宫女还能重新回宫的，

“因为被打过后，她必有怨气，有怨气

的人就绝不能当近侍了。”

说实话看电视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

，清宫里面大小主子，动不动暴怒发脾

气，难道就不怕身边的人忽然加害她们

吗？

后来发现像慈禧这样的，绝不会给

任何人任何机会，自觉到了甚至连身边

宫女，都完全不知道她吃饭的喜好是什

么，任何菜绝不能吃超过第三筷，哪怕

再爱吃，也要忍住。一旦到第三勺，伺

候的太监立刻叫起来，传唤撤菜。

太后再大，也大不过老祖宗的规矩。

在书里，宫女生活够惨，主子们生

活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宫女说清宫生活

就像一场戏，除了大量规章制度，从来

没人会在里面表现出正常的喜怒哀乐，

开心痛苦生气全都是伪装好的，皇帝来

请安，和小主们出去散步，都是一场又

一场排练好的戏。

看着看着，也就对宫斗剧没有了任

何心情，过去的人生活真苦，宫斗剧大

概相当于是在前人的痛苦上花式撒盐，

我管你真不真假不假呢，够狗血够激烈

就足够了。

《宫女谈往录》是伺候过慈禧8年

的宫女荣儿的回忆录。1992年7月由紫

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7月故宫

出版社再版，作者金易、沈义羚。

宫里的生活，真能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1943 年 11 月 7 日，蒋介石在日记

里，记载了一场「拍马屁风波」。

日记原文如下：

雪耻。上午党政办二十八期开学典礼

，本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为制

送一小纪念物，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

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

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又要用数人抬杠，

殊甚骇异。今晨到党政班时，正实习典礼

至卄分钟之久，此种费时耗钱，无益于党

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

乏之际，而举行此事，可谓无聊已极。此

乃由组织部朱家骅毫无常识，只作謟奉之

官僚生活，可痛已极，乃斥责其非，一面

令其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对于献鼎五

百余人，远道而来者，在开学致词时，乘

便训导，并说明作罢理由，使一般党员亦

能多得一教训，以后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

也。

大意是：当天是中央训练团第 28 期

举办开学典礼，蒋介石前去讲话。同时安

排了一次「党员献鼎典礼」的活动。蒋原

本以为，这次活动是赠送一种小鼎，作为

美、英取消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的纪念。

不料到了现场，发现并非小鼎，而且耗费

甚巨，筹备时间长达一年有余，连献鼎典

礼演习亦长达二十多分钟。蒋于是大发雷

霆，痛骂运作此事的组织部部长朱家骅，

说他搞这种事，费时耗钱，无聊已极。

任职于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在当天

的日记中，有与蒋介石相似的记载：

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

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

。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

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

多赞委座英明。

时任国民党铨叙部次长的王子壮，

在 1943 年 11 月 12 日的日记中，对此

次事件的现场，有更详细的描述。

据王披露，向蒋介石赠献「九鼎」，

是朱家骅所领导的组织部下属的「学校工

厂党部」的主意。献礼当天，推选了朱家

骅为献礼人，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参加了献

礼预演。因亲见预演耗时 25 分钟之久，

且鼎非纪念性小礼品，而是正规的铜鼎，

蒋介石大怒，把朱家骅召至主席休息室高

声斥责，骂他搞这种事情，「既无意义，

又未合潮流，靡费及浪费时间」。

日记原文如下：

本星期日，中央训练团举行二十八期

开学典礼，组织部所属之学校工厂党部亦

举行献九鼎礼。推组织部长朱家骅为代献

人。原以此举纪念新约成立，表示盛大之

祝典。不意事先预演，由何总长代表，因

费时达二十五分钟，及见鼎为正式之铜鼎

，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

应出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

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靡费及浪费

时间，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

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

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

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

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

在日记中，王子壮认为，出现这样的

拍马屁闹剧，朱家骅固然值得批评，但蒋

介石自己那种「英雄自喜之心」，也有责

任：

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

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

蔽事实以饰非。如物价高涨，彼并不深知

，外出购物，左右则先嘱店铺低喊物价，

此种作伪甚非国家之福，其尤者更利用弱

点以邀总裁之欢心，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

种责备。当此国家危急，前方浴血抗战，

后方民生疾苦之时，新约虽成，只是我国

在国际上之转机，收复国土来日更有大难

，于此时期献鼎志盛，未免太早。

蒋介石责骂朱家骅的献鼎之举「未合潮

流」，大略是说「进献九鼎」乃帝制时代颂扬

君王的落后路数，与现代国家的自由民主理念

格格不入。这种指责自然是恰当的。「总裁虽

具英雄自喜之心，但于国际舆论则颇知注意」

，这是王子壮对蒋介石的一句中肯评价。

此外，王子壮还提到，朱家骅献鼎之

前，曾写了报告请示蒋介石，「彼并未有何

反对之表示，且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

意盖谓『知道了』」。此点也可与蒋介石日

记互相印证——蒋日记中有「以为制送一小

纪念物，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

念」一句，可见他事前确实知道有献鼎这

么一件事情。按蒋的说法，他只是没有

料到进献的是真正的「九鼎」。

让朱家骅和顾颉刚始料未及的是，

这场「厉害了！我的蒋总裁」，换来的

，却是蒋总裁的高声斥责：此举既无意

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

民国拍马屁往事：
厉害了！我的蒋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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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美国，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美

国大片，谁都知道美国是个发达国家一

直是世界上的超级霸主，所以美国给我

们的形象都是十分的高大上。但是生活

中的美国真实模样是什么的呢？下面呱

唧君带大家分享在美国生活十件非常有

趣的事。

1.新闻里不播报世界大事

很多小伙伴在中国时很关心世界大

事，可是现在来到美国，当你在每个清

晨打开电视，你会看到所谓的新闻节目

都是播的当地天气、交通、事故等等，

就算是发生了八级地震，也就是五分钟

摘要，绝无跟踪报道。这种安静会让你

感觉仿佛与世隔绝，这也让很多刚到美

国的人十分不习惯。都说中国是相对来

说较为封闭的国家，这一点上恐怕美国

不遑多让。

2.校园里的英文非英非美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宽

松的移民政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许多

有用之才。从读书到工作，美国的大

门对优秀人才都敞开着。所以在许多

高科技行业，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很大

，学校则更是如此。别想像到处都是

操着纯正美语或英国口音的外国人，

而你看到的是操着有各国口音英语的

全球各地来的学生，这时你可能一时

半会儿还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呢。或

许你会怀疑美国大概也是个多民族国

家吧.......

3.大清早看春晚

很多暂住美国的朋友，正好赶上春

节如果你想要与中国大陆同步看春晚，

就只有辛苦起个大早床了。北京时间晚

八点，就是美国西部时间清晨四点钟。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看着看美国人都

起来上班了而你还在看着春晚，这个时

差可算是倒不过来了。

4.街上行人极少

在美国除了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地

带，一般街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很多刚

去美国的朋友都会问：怎么街上见不到

人啊? 美国人平均每人拥有1.5辆汽车，

出门开车自然就成了习惯， 即使是要

去的地方距离很近。美国显得很空旷，

这点跟中国比可以说两个极端。

5.盖房先修停车场

美国人盖房，连地基还没打就先将

停车场修好了，停车场的占地面积比房

屋本身要大得多，而且十分漂亮。想想

也有道理，在这个离不开汽车的社会，

没停车场的日子如何过呢。

6.价格牌上的2.99

明明是3元的商品，价格上偏偏要

写2.99。这种消费心理战在美国早已是

历史悠久了。美国民众只关心小数点前

面的数字，而且不习惯四舍五入，而

999看起来要比1000少一位数，因而更

能让人接受。

7.农村中没有“村子”

有机会你到美国的乡村去走走，感

受一下郊外的新鲜空气，这是个很不错

的想法。如果你想找个村子瞧瞧，那你

可能就要失望了。美国的农民都是以家

为阵，从来不住在一起形成“村子”。

由于他们高程度的机械化，一家人就可

以管理一大片农田。从家庭生活质量来

讲，美国的城乡差别是零。

8.没高铁

美国不仅没有高铁，而且火车也并

非用在交通运人上。火车的功能一是拉

货，二是旅游专列。由于高速公路的发

达，拉货的火车也少了很多。而用来旅

游的火车线路也极少，列车都是豪华型

，内部十分舒适。所以一般的民众外出

办事，近距离开车，稍远一点就是飞行

，很少有坐火车的。

9.车让行人

一反人让车的习惯，在美国开车，

车一定要让行人。否则，出了事故，永

远都是司机的过错。

10.开车不能按喇叭

美国人开车很安静，开车时按喇叭

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初到美国

，你会感觉到这里似乎人人都是遵守

交通规则的模范。偶尔见到有不守规

矩的，也会遭到警察的重罚。其实，

遵守交规，是为了安全，也为了道路

通畅，绝不是为了怕罚。大家都守规

了，也就不用按喇叭了，同时也就少

去了许多噪音。

不知道我们中国小伙伴怎么看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一起参与讨论哦。

关于美国生活的十大趣闻，
颠覆你对美国的认知，一起来看看吧

歪果仁的生活习惯和国内大不相

同，出国前一定要多收集这方面的攻

略，重要场合才不会出糗哦~但是它们

也有一些小习惯特别有趣，也成为国

外生活中津津乐道的谈资。小编跟大

家分享下，看看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

不一样？

打喷嚏(Sneeze)

刚来美国课堂学习时，当时有位

生物老师总在课堂上打喷嚏，在他打

喷嚏的时候，总是发出一种很滑稽的

怪声“阿Q阿Q”，如果在中国，所有

人会把它当作笑柄来看待，我当时忍

不住笑出来，旁边的人都用怀疑的眼

神看着我，弄得气氛很尴尬。当老师

打完那么一连串粗声怪调的喷嚏后，

所有人都对老师说：“God bless you!

” (愿上帝保佑你)当时我很疑惑不解

。回到家问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其中

有2种说法，一个是以前英美国家的人

认为人打喷嚏时灵魂会出壳，所以礼

节性的说声上帝保佑你。另外一个说

法是早在公元590年间，罗马突然爆发

鼠疫，当时的大王下令让属下游街并

祈祷沾染鼠疫的民众，当时打喷嚏被

认为是一种疾病的症状，这句 God

bless you也就成为今天打喷嚏后所说的

祝福语了。

聚会(Party)

初来乍到，原以为到了美国之后

，所有聚会形式的活动都跟酒离不开

，红酒配美人？每个人都穿成像小公主

小王子一般，像《灰姑娘》一样，派对

就是在童话般的大堂里跳舞，偶尔也会

展开一系列神秘的邂逅。而我来到美国

之后，接触到的美国同学所说的聚会，

只是在家随随便便的穿着，放着音乐，

玩着扑克牌游戏，再选几个好电影，餐

桌上摆上了经典的聚会晚餐披萨饼Pizza

，还有一些所谓的垃圾食品薯片、汽水

还有一些巧克力制品。有很多留学生都

只留下一个结论：我们上当了！可不是

所有的party都像电视剧上所描述的那样

梦幻、华丽。

皮肤保养(Skin care)

每当啦啦队训练过后，其他队员

总是拉帮结伙去健身房晒黑Tanning。

还有几次学校舞会前，很多人宁可排

着长队去做皮肤护理，把皮肤弄成黑

色。当时的我对西方人的观念很不解

，白人竟然不喜欢白皮肤，竟花着大

钱去故意晒黑？而我们亚洲女人一直

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很

多美国人认为雪白的皮肤是不健康的

，只有黝黑皮肤的女人才具有诱惑力

。还有一次，在啦啦队竞赛前，所有

女孩都会互相摸摸对方的腿，检查是

否已刮过腿毛，当时茫然的我突然冒

出一句：“你们这么喜欢去刮腿毛哇

？经常光腿毛会越来越粗、越长越快

的，我就从来没有刮过。”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朝我这边看来，很惊讶地

回应，“你没开玩笑吧？你腿那么光

滑，我们以为你那么勤奋，每天都在

刮。”随后大家都过来检查我的腿了

，真无语%……￥。嗯~最后总结一句

，还是做亚洲人好！

辛辣食物(Spicy food)

每天晚上放学回家我都会把第二

天午餐提前准备好，把中餐带到学校

去吃，借此也多宣传下中华美食。每

天的饭菜里只添了一点点的辣椒酱，

可当我让同学品尝的时候，几乎所有

人都受不了菜里的辛辣味道，直捂着

嘴说，hot,spicy~唉，就连平时最喜欢吃

辣的同学都受不了。而平时美国人最

能接受的辣就是墨西哥食品中的辛辣

味，我曾经尝过他们最辣Chilli酱，也

比不上我国四川的任何辣酱。

住所(Living)

“美国人都住别墅吗?”曾很多网

友都这样问我。在美国很少能见到中

国式的“高楼大厦”居民楼，一般人

住在一层或两层外加地下室的简单套

居。美国居民的居住方式可以分为很

多种：Mansion是美式高等别墅的意思;

很多人都错用了villa一词，Villa一般指

欧洲人的别墅，而不是美式别墅;在美

国普通人住的别墅一般就叫做House;

Cottage在美国一般属于农场的小房子;

而公寓Apartment，一般只有穷人才住

的合间套房，但不包括所有穷人。

在线网络(Online)

“美国也有QQ呀?”也曾有很多

网友这样问过。说实话，这是一个很

愚蠢的问题。网络是什么?网络就是全

球通，只要没有设定屏蔽，任何资料

任何网站都可以进入，只要在美国登

录腾讯网站不就可以下载QQ软件了嘛

！而且，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用MSN

的，MSN只是一种最常见的商用联系

方式，而大多数的美国居民和学生都

喜欢用facebook和myspace网站。

点餐(Orderingfood)

在美国吃一顿饭也会讲究很多，餐

前小吃呀，蔬菜沙拉呀，汤类呀，主食

呀，饭后甜点呀，只是一点点就超过了

每天应该摄取的卡路里。其实按照中国

人的小肚子来说，就在Chili饭店点个餐

前小吃就足够填饱肚子了。而且，美国

人吃饭很会挑精髓，例如，美国人只吃

鸡的“精华”，鸡的大腿、腹肉等等，

而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吃，鸡爪、鸡头，

就连吃鸡屁股也成了一些人的爱好。只

要是鸡，中国人通通都消灭!

花花公子(Playboy)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花花公子

在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时尚品

牌吧？在没出国前，我一直很喜欢花

花公子这个品牌的商品。而在经过一

次尴尬事件后，我对这词的观念完全

转变。有一次我上学戴了一副花花公

子女郎的耳环去上学，当我的英语老

师发现后，立即请求我马上把耳环摘

掉并警告我以后不准戴这耳环去学校

。当时的我疑惑不解，不就是戴着两

只兔子耳环去学校，能有什么影响?老

师解释给我说，这就是两国文化的隔

阂，在国内只因2只可爱的兔子却变成

了时尚品牌，而在美国高中，我戴了

花花公子的耳环或者任何花花公子商

品，大家会认为我的思想是肮脏的，

满脑子想的都是裸体女人naked woman

，所以在美国用花花公子品牌商品还

是要多加小心。

登报纸(Newspaper)

其实在美国上报纸是经常事，在

小镇的每周播报里，经常会发表一些

近期所发生的趣事等等。而在中国，

上报纸不容易！再有，在美国送报纸

的方式也很特别，经常在家周围，看

到一些穿着旱冰鞋的学生，顺手就把

一份报纸投掷在对方的草坪上，迅速

快捷，这就是一份不起眼的工作。

长途旅行(Long journey)

在中国可以坐长达50小时左右的

长途列车，而在美国，只有短途列车

，从来没有听说过跨州的乘人列车，

一般家庭旅行或者公司出差都只有开

自驾车或者坐飞机。

在美国生活，怎能不知道这些有
趣的“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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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凱蒂亞洲城商圈鳥瞰系列報導之（一）
 毛肚黄喉小酥肉还有火爆鸭

     美味传承经典（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九宮格火鍋，獨特美味傳承經典
火爆鴨，正宗武漢麻辣鴨脖

位於「 凱蒂亞洲城 」 的東南隅，與即將開業的H-Mart 遙遙相對。外表不起眼，一踏入該店，不禁眼睛一亮，

彷彿置身天府之國的重慶。老闆和太太很巧妙的把加州的火爆鴨和九宮格火鍋結合在一起了。

 一進門，立刻被牆上獨特的京劇臉譜所吸引，除了陣陣的懷古幽情，眼前的重慶九宮格火鍋，更是牆上這些傳承經典的具像化。

根據董老闆的介紹： 九宮格的火鍋，有 滋補清湯鍋、麻辣鍋（ 又分麻辣九宮格，麻辣鴛鴦鍋）和美味番茄鍋三種。都是以多種骨頭熬製

24小時以上的高湯。而麻辣鍋，則是用自己炒的料製成，也是該店最受吃貨們喜愛的品種。而番茄鍋，也是一律用整顆番茄熬製而成。

談及九宮格火鍋的由來，傳說最多、最廣為信服的莫過於「 碼頭說」， 重慶九宮格火鍋最早是重慶碼頭工人吃的東西。

是店家為了方便陌生人拼桌而發明的點子。試想，一張八仙桌，四面坐的都是陌生人。九宮格是在鍋𥚃加一個井字形的隔柵， 每人面前兩道格，

點了菜就在自己面前的格子𥚃涮。這樣的設計也方便大家各自占領及自涮食物。吃過九宮格的人，多認為一定要是牛油鍋底才正宗。牛油的作用可

最大限度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使涮品更加入味。而這家的鍋底，油水比例剛剛好，牛油味香醇而不膩，是最大的特色。

由於剛開張，很多中國人還不知道，反倒是附近的越南人和外國人蜂湧而至。面對如此具中國地方特色的重慶火鍋，很多人不知如何下手，

到九宮格來，可見服務員格外重要，他們幾乎是手把手一個個教。「 九宮格」 不僅帶來了中國的地方吃食，更深刻是文化的底蘊！

既為「 九宮格 」，就是把火鍋分為九格，其中間這一格是火最旺的，也是最先沸騰的，我們稱之為「燙格」，根據店家的建議，這裡面適合

涮精品羊肩肉，這是羊身上最嫩的部位之一，肥瘦剛好，軟硬適中，肉質勁道！還有日式的安格斯牛肉，肉質鮮嫩，必須隨涮隨吃！

其他還有特色菜如： 極品鮮毛肚、麻辣牛肉、質地細膩飽滿彈牙的手打蝦滑、口感爽脆的極品牛黃喉、金錢肚、現炸酥肉、口水鷄、特色炸腐竹。

以及鮮魷魚、龍利魚片、青口等。為了怕顧客不知如何挑選食材，店家還體貼的設計了特色拼盤，省去您不知如何挑選的困擾。如「 四脆拼盤 」，有毛肚、

百葉牛黃喉、金錢肚； 「 蔬菜拼盤 」，有茼蒿、菠菜、白菜、A菜； 「 菌類拼盤」 有金針菇、鮮香菇、杏鮑菇、木耳等；「 豆製品拼盤 」有油豆腐、腐竹、白豆腐、

凍豆腐；「 丸類拼盤」 包括魚丸、牛丸、魚豆腐、貢丸、甜不辣； 以及「 海鮮拼盤」 包括龍利魚片、有頭蝦、青口、魷魚。

「 九宮格 」 另一特色，就是他們考慮到德州天氣炎熱，為方便大家購買都採用真空包裝的鹵味。如推出火爆鴨鹵味，為正宗武漢麻辣鴨脖、麻辣鴨胗、麻辣鴨翅。

是鹵味零食專家，是您身邊的家鄉味！包括精武香辣口味，及周黑鴨甜辣口味。其招牌系列包括： 鴨脖、鴨翅、豬蹄、腐竹、海帶結、鴨頭、豬耳、泡椒鳳爪、鹵味雞爪、

火爆系列如鴨爪、鴨胗、豬舌；以及廚師精選的豬肝、牛肚、牛筋、醬牛肉、鴨舌等。都是真空包裝鹵味。除此凱蒂店新開外，其火爆鴨早已紅遍各州，如羅蘭崗店、

蒙市店、舊金山店、亞利桑那店。

「 九宮格火鍋」（Squares Hot Pot ), 地址 ： 23119 Colonial Parkway, C13-C14, Katy, TX 77449, 電話：281- 665- 8297

從凱蒂亞洲城的系列採訪中,明顯感受在聯禾地產過去兩年來的整體規劃和推廣，已引起主流媒體的關注，不僅吸引了優質商家進駐，

更鼓勵了各家卯足全力致力於提升亞洲美食的一致決心！繁華榮景可期！

聯禾地產資詢電話 : 713-630-8000 

「九宮格火鍋」
前言：這是系列報導，由RE/MAX United聯禾地產贊助和協調入駐Katy Asian Town的商家進行採訪。

將以"風味亞洲"的「 品牌故事 」 方式呈現給讀者。帶動對「 凱蒂亞洲城」 商圈的深刻認識，使之能更快融入

Katy 及鄰近地區居民生活圈。今年休士頓最震撼人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Grand Parkway 99 號公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交界處

東北角的 Katy Asian Town「 休士頓凱蒂亞洲城」 的開幕，使這塊佔地15.5 餘英畝，高質量控制開發的亞洲城，成為大休士頓地區「唯一」 

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亞洲城！其嘉惠範圍將覆蓋凱蒂Katy , Cypress , Spring 甚至延伸至 The Woodlands, 滿足大休士頓西北區的

多元族裔生活需求。並因其優越樞紐位置, 也將成為由西面到訪休士頓的Austin, San Antonio 或 Dallas等地的居民, 先行嘗鮮的地點該地區有超過

300 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地的公司，其中包括埃克森Exxon美孚化工，康菲石油公司，雪鐵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Shell石油公司，

以及BP America。而附近極受歡迎的大型規劃社區, 如Cinco Ranch, Seven Meadows, Grand Lakes, The Bridgeland, 及Elyson等Master Plans 

住有年均收入超過$100K的萬戶中上收入家庭, 使「凱蒂亞洲城 」 將是面向高檔客戶群，也促使優質品牌設立旗艦, 甚至進入德州市場的首選! 

不僅將確保高品質的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更多機會了解亞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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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探討
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熱點議題
。節目內容深沈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趣的觀眾不容
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7月13日（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精彩
節目介紹

星期四 2018年9月06日 Thursday, September 0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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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民眾制作墨西哥民眾制作““世界最大世界最大””三明治三明治 長長7070米重達米重達865865公斤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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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蘇塞克斯郡，當地壹間酒吧的壹口十五世紀的許願井被打撈出了價值1000英鎊（約
合8900人民幣）的硬幣。幾個世紀以來，這口井被賭客厚厚丟滿了硬幣。而隱藏在這堆380
磅（約171公斤）重的硬幣中還包括幾十把牛排刀。女房東Lucie Sargent得到專家的幫助，
他們鉆進了75英尺深的洞裏，把裏面的東西清理了出來。Lucie表示，The Abergavenny
Arms酒店建於15世紀，250年來這裏被用作法庭、太平間以及酒吧。

中國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傳世真跡中國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傳世真跡《《木石圖木石圖》》在香港佳士得亮相在香港佳士得亮相。。
據介紹據介紹，，此畫早年流失日本此畫早年流失日本，，佳士得專家於佳士得專家於20182018年初在日本偶然發年初在日本偶然發
現現，，並認定為蘇軾真跡並認定為蘇軾真跡，，估價約估價約44億港元億港元。。中國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傳中國宋代文學家蘇軾的傳
世真跡世真跡《《木石圖木石圖》》在香港佳士得亮相在香港佳士得亮相。。此幅水墨紙本手卷此幅水墨紙本手卷《《木石圖木石圖》》，，
描繪壹株枯木莊嚴屹立於形狀怪異的石頭壹旁描繪壹株枯木莊嚴屹立於形狀怪異的石頭壹旁，，藝評家曾形容它們猶藝評家曾形容它們猶
如在驚濤駭浪中若隱若現的龐然生物與巨龍如在驚濤駭浪中若隱若現的龐然生物與巨龍。。

流失日本蘇東坡畫作亮相香港流失日本蘇東坡畫作亮相香港
估價約估價約44億港元億港元

洲際油氣50億買油田
標的資產凈額-20.72億

洲際油氣董事會議審議通過，擬
以不低於7.66億美元（等值於人民幣
49.73 億元）的報價，通過北京產權
交易所參與受讓SEV持有的中信海月
100%股權。公開資料顯示，標的公
司中信海月2017年經審計的資產凈額
是-20.72億元。

據了解，中信海月主要從事石油的開
發和生產業務，洲際油氣稱看好該公司的
發展前景，但也表示從短期來看，標的公
司盈利能力或導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受到
影響。

在此之前，洲際油氣多次並購都引
發市場質疑，2016年擬作價82億元收
購海外油田資產失敗，甚至引發大股東
被強平，而今年P2P行業“爆雷”後，
洲際油氣又因擬向草根投資註資5億元
而被關註。

標的公司去年虧損擴大至2.9億元
交易預案顯示，中信海月目前所擁

有的油田資產共有128口油井處於商業
性生產階段，油田資產位於渤海灣盆地
海南-月東油田區域。

花費近50億元購買標的公司，洲
際油氣並不準備壹次性付款。購買預
案顯示，如果交易成功，洲際油氣在
交割時會先向中信海月支付6.13億美
元（等值於人民幣39.8億元）首期對
價款，最晚在協議簽署壹年內支付不
低於1.5億美元（等值於人民幣9.9億
元）余款。

本次交易通過現金收購，洲際油氣
在交易預案中表示，收購資金來源於自
有資金及銀行貸款。公司也在提示風險時
表示，收購需要新增銀行貸款，負債規
模的擴大相應提升公司整體資產負債
率，進而可能影響公司未來的融資及經

營能力。
交易預案的公布數據顯示，截至去

年底，洲際油氣的資產凈額為 57.26
億元，本次 49.73 億元的交易額占洲
際油氣資產凈額的86.86%。而洲際油
氣“下血本”要購買的中信海月資產凈
額為-20.72億元。

從主要財務指標來看，盡管中信海
月2017年的營業收入從6億元攀升到了
7.99億元，但凈利潤卻從-1.62億元下
滑到-2.88億元，歸母凈利潤從-1.5億
元下滑到-2.6億元。截至2017年底，
中信海月資產總額28.56億元，較2016
年底的36.43億元下滑21.6%，由於資
產總額減少，盡管負債同比降低15%左
右，但中信海月的資產負債率仍然從
159.16%提高到了172.54%。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
中信海月負債合計45.7億元，資產負債
率161.67%，歸屬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
為-16.78億元。業績方面，中信海月截
至今年5月底營業收入3.9億元，凈利潤
轉正為1.84億元，歸母凈利潤1.7億元
，毛利率50.49%。

交易預案指出，在國際油價低迷
的情況下，標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及2018年 1-5月份的合並凈利潤分
別-1.62 億元、-2.88 億元及 2.03 億
港元。從短期來看，交易完成後，標
的公司盈利能力或將受限於低迷的國
際原油價格，進而導致上市公司盈利
能力受到影響。

不僅如此，洲際油氣對中信海月的
了解尚有局限性。交易預案指出，在洲
際油氣最終成為標的資產掛牌競標的受
讓方之前，公司及相關中介暫時無法開
展全面盡職調查工作，針對中信海月的
盡職調查的廣度及深度均受到壹定程度

的限制。

洲際油氣凈利潤連續下滑，曾擬投
資P2P公司

實際上，“分期付款”購買中信海
月的洲際油氣，其經營也難言樂觀。上
市公司近三年的年報顯示，洲際油氣營
業收入從 2015 年的 12.6 億元下滑到
2016年的12.06億元，2017年大幅攀升
至28.51億元，比上年增加136.42%；
但是公司的歸母凈利潤、扣非凈利潤均
連續下滑。

其中，歸母凈利潤從 2015 年的
6480.5 萬元下滑至 2016 年的 4310.7
萬元，2017年大幅下滑至-2.26億元
，同比大幅減少 625.38%；扣非凈利
潤 則 從 2015 年 的 -1.6 億 元 下 滑 至
2016 年的-2.1 億元，2017 年進壹步
下滑至-2.4億元。

值得壹提的是，2017年洲際油氣
在投資收益項目上產生了860.9萬元的
虧損。

近年來，對轉型與不斷擴大資產
規模的渴望，支撐了洲際油氣壹次又
壹次的並購與投資。除了投資本行業
的油氣資產之外，洲際油氣還曾涉足
P2P行業。

今年5月29日，洲際油氣曾發布公
告稱，洲際油氣與浙江草根網絡科技有
限公司（草根投資運營方）在北京簽署
了《投資合作意向書》，公司擬向草根
網絡投資不超過5億元。公告稱，草根
網絡是壹家擁有廣泛金融網絡資源的互
聯網金融企業。

6月4日，草根投資宣布獲得上市
公司洲際油氣領投的23億D輪巨額融
資，行業內當時將這筆投資稱為“網
貸行業歷史上最大的單筆融資紀錄”。
無論按照洲際油氣的公告或是草根投
資的披露來算，這筆投資都不是小數
目。

但在7月 31日，網上忽然出現了
“草根投資大部分員工被清退，辦公場
地已基本被搬空”的消息。當時報道
稱，部分投資人聚集在草根投資杭州辦

公場地現場。當時洲際油氣對媒體回應
稱，公司只發布了投資意向，並沒有實
質進展。

就在草根投資出現員工被清退傳
言當天，杭州專註於汽車供應鏈金融
的P2P平臺車蟻金服發布良性退出公
告稱，因行業大面積動蕩的持續發
酵，資金流出劇增，從而出現了持續
性的兌付壓力，即日起，公司全面停
止網絡信息中介業務，暫停充值、發
標功能。

半個月後，網上出現壹些舉報信
稱，自己是車蟻金服的受害人，車
蟻金服的錢流向了洲際油氣，資金
約 2.3 億元。受害者在多個網站曝光
的壹份落款為嘉豐新能源（上海）
有限公司的承諾書顯示，公司需在
今年 9 月 15 日前代車蟻金服向出資
人歸還貸款 1.7 億元。天眼查信息顯
示，嘉豐新能源的大股東正是洲際油
氣。

8月31日，記者就上述問題致電洲
際油氣董秘辦，電話無人接聽，截至發
稿公司方面也未對上述問題進行公開回
應。

82億元收購案終止，大股東曾被強
制平倉

洲際油氣業績大幅滑坡的2017年，
是其轉型進入油氣行業的第4年。2014
年6月，洲際油氣完成了對哈薩克斯坦
馬騰公司95%股份的收購，開始向石油
領域轉型。4年來，洲際油氣先後收購
了馬騰油田、克山油田以及哈國油氣運
輸公司。

但在不少投資者眼中，洲際油氣
此前數次投資，看起來都與本次收購
資產凈額為-20億元的中信海月壹樣
令人擔憂。

2017 年年報顯示，洲際油氣當
年處置第壹儲備基金投資損失 7104
萬元。

2016年4月，洲際油氣擬通過發行
股份的方式購買金磚絲路壹期等9名交
易 對 方 合 計 持 有 的 上 海 瀧 洲 鑫 科

99.99%股權，當時雙方初步商定，上述
股權作價82億元。當時業內分析，洲際
油氣看中的是上海瀧洲鑫科的油氣資
產 ， 後 者 實 際 上 擁 有 班 克 斯 公 司
100%權益、雅吉歐公司 51%權益、
基傲投資100%權益。

此後，洲際油氣多次更改交易預
案，將瀧洲鑫科的出資人由10家調整為
5家、股權收購比例由原來的99.99%下
調至96.7%。

去年6月，洲際油氣公告稱，擬購
買寧波華蓋嘉正等4名交易對方合計持
有的上海瀧洲鑫科96.70%股權，交易
作價為33.615億元，短短壹年時間，交
易價格下降了近50億元。

不過，這項交易最終未能達成。去
年8月4日，洲際油氣公告稱決定申請
終止此次重組並申請撤回相關申報材料
。對於終止原因，公司解釋稱，距首次
向證監會報送申請材料已超過8個月，
重組審核壹直處於停滯狀態，對公司造
成了壹定影響。

據媒體報道，由於這次交易，洲際
油氣的大股東廣西正和向瀧洲鑫科等方
面提供的貸款、擔保，累計金額已經達
到53.4億元。公開信息顯示，廣西正和
提供的不少資金擔保已經到期，譬如為
瀧洲鑫科提供的8億元擔保在去年5月
底就已到期。

洲際油氣去年 7 月 24 日公告稱
，控股股東廣西正和擬在 6 個月內
減持 8680 萬股洲際油氣股票，占洲
際油氣總股本的 3.83%。減持原因
是，2016 年 8 月 4 日廣西正和質押
給長江證券的 8680 萬股公司股票，
因觸及平倉線被資金提供方平安銀
行 強 制 平 倉 。 這 讓 洲 際 油 氣 成 為
2017 年內第壹例大股東因為質押股
權而被強行平倉的案例。

與此同時，當時平安銀行向深圳市
中院申請凍結廣西正和持有的公司其他
股份。廣西正和所持6.65億股被司法凍
結，占公司總股本29.38%，凍結期2
年。本次凍結後，廣西正和所持有洲際
油氣全部股票被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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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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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出戰名人賽
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9月6日（星期四）

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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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出戰名人賽
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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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most Aetna plans,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TM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Meet Dr. Beth Yip “I consider it a privilege to be allowed 
to help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I view myself as a 
partner with the parents and patient 
and derive great satisfaction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I love working with 
kids, a simple smile or hug will brighten 
my day.”  
 
   ~Beth Yip, M.D., co-managing 
physician, Pearland Clinic

Appointments: 713-442-5437 (KIDS)

Dr. Yip is a board-certified pediatrician who completed her medical degree,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and 
Texas Pediatr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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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現場觀賽 國足U21小勝緬甸

ONE冠軍賽一觸即發 熊競楠繼續衛冕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保誠香港

網球公開賽2018”5日宣佈，王薔及張帥，在

10月6日至14日將強勢到港參加WTA國際巡

迴賽香港賽事。而女網兩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

應邀參加名人賽。

“2018年中國足協中國之隊國際青
年足球錦標賽”（下稱：國青四國賽）日
前在雲南省曲靖市文化體育公園體育場揭
開帷幕。結果中國U21男足憑賀璽的入
球，1：0戰勝緬甸U21男足取得開門
紅。而荷蘭名帥希丁克則有到現場觀賽。
中國隊開場表現積極主動，第12分

鐘從左路發動進攻，禁區附近的賀璽接謝
維軍橫傳快射入網，中國隊1：0領先。
第36分鐘，兩隊在門前展開爭搶，曹永
競連續兩腳射門均被緬甸隊守門員撲出。
下半場，中國隊大量換人，兩隊在中場的
爭奪陷入膠着。第85分鐘，雷文傑的射
門中柱，中國隊錯失擴大比分機會，1：0
的比數保持到完場。

此次國青四國賽，被看作是中國U21
國奧隊的正式亮相。雖然中國足協尚未官
方宣佈，但名帥希丁克已開始進入“主教
練”角色。比賽開始前30分鐘，希丁克
已來到看台，灰色西裝搭配牛仔褲，嚼着
口香糖的荷蘭人顯得很輕鬆。比賽哨響，
希丁克戴上眼鏡、收起笑容，注視着球
場。半場休息，希丁克並未離開看台，而
是對照正選名單做筆記，不時與身邊的助
理教練說話。比賽結束後，希丁克目送中
國隊離場後才離開了看台。
目前，中國U21男足仍由中方教練組

負責，教練組組長是沈祥福。希丁克將觀
看本次賽事，並與球隊接觸，但不會參與
指揮。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中國
女網球星李娜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8
位候選人之一，更被視為大熱門，成為第
一位入選的亞洲人。
香港網總會長莫君逸形容以李娜的

條件，就算其餘7位女球手雖然亦奪得過
大滿貫，亦難以超越她。李娜是目前亞洲
唯一一個中國籍、更贏了兩個大滿貫的球
手，不單只掀起中國網球熱潮，還推動網
球運動遍及整個亞洲，成就無人能及。

在 2011年法國公開賽封后，並於
2014年澳洲公開賽再舉起冠軍獎盃的李娜
發表聲明說：“網球在中國發展歷史不
長，我很榮幸能夠成為網壇一分子，這項
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受到歡迎。”
“國際網球名人堂”將於今年年底

宣佈誰是入選球員。而候選人名單還包括
兩屆大滿貫賽女單冠軍法國的皮雅絲
（Mary Pierce）、俄羅斯前世界球王卡
菲尼可夫（Yevgeny Kafelnikov）、曾獲
溫布頓冠軍的西班牙球手瑪天妮絲
（Conchita Martinez），以及克羅利亞的
伊凡尼斯域（Goran Ivanis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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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贏得亞運金牌的中國女排，日前以不同陣容出征瑞
士精英賽，並於首輪分組賽以直落3局輕取東道主旗開得
勝。
與之前兩屆瑞士公開賽相同，中國女排皆是由執行教

練安家傑領軍，而陣容方面，如朱婷等亞運成員留在北京
訓練，而3位奧運隊成員劉曉彤、龔翔宇及林莉則負責領
軍，並配以新人孫海平和吳晗等出征。然而，以舊帶新的
中國女排於首戰仍是贏得十分輕鬆，3局比分分別為25：
21、25：14及25：10。國家隊將於北京時間周四凌晨，出
戰對意大利的第2輪分組賽。
另一方面，剛從印尼回國的亞運金牌成員，日前則重新

展開操練，但由於剛出戰大賽不久，在考量體能等狀況下，
是次訓練據報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技術練習；值得一提的是，
因傷缺席了亞運的張常寧亦已歸隊，可與朱婷、袁心玥、丁
霞、曾春蕾、王夢潔、姚迪及李盈瑩等亞運隊成員合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女排瑞士賽橫掃東道主

今年晉身美網8強的唯一亞洲球手“日
本細威”大阪直美、2017年法網冠軍

奧絲達賓高、世界排名第7的絲維度蓮娜皆
已落實到港，絲維度蓮娜剛在美網32強把
王薔淘汰出局，在香港站兩人或狹路相逢。
而尚有兩張外卡，則將給予世界排名前20
位的球手參戰，惟目前未有定案。

中國球手成為今次賽事焦點，女網兩項
大滿貫錦標得主李娜，亦將以特別嘉賓身份
現身支持。她將於10月9日晚上7時，夥拍
貴賓名人進行表演賽。當日為賽事的學生
日，料勢必座無虛席。網總會長莫君逸表
示：“李娜一口便答允到港，她訪港期間更
會參與網球為主題的公益活動。”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18”將在今

年10月6日至14日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

場舉行場舉行。。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賽事成功邀得大滿貫冠軍、、世界排世界排
名前名前1010的球手及球壇新的球手及球壇新星到港較勁，爭奪
總獎金高達50萬美元。

增設同樂區吸引球迷
賽會今屆將擴大以網球主場旁的6號足

球場為“同樂區”，務求容納更多市民參
與。賽事首3天，即6至8號將不收門票。
之後票價及發售細節容後公佈。

李娜李娜應邀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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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戰名人賽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網球公開賽高手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9
月8日，“ONE：鬥破蒼穹”大型格鬥賽事將
在滬舉行。來自中國、新加坡、菲律賓、日
本、意大利、法國等多個國家的名將已經做
好最後的準備。5日的選手見面會上，熊競楠
表示，無論比賽結果如何都會尊重對手。
“鐵拳女王”熊競楠將與巴西女將薩馬

拉桑托絲相遇，繼續女子草量級世界冠軍衛
冕之戰。首度衛冕後熊競楠曾稱：“因為比
賽在中國澳門，在我的主場進行。我很希望
打出漂亮的終結比賽。但進入地面纏鬥後，
對手展現了出色的力量。所以在後兩個回
合，我選擇合理分配體力，進行有效的打
擊。”如今面對上海站的主賽，熊競楠表

示：“我很珍惜職業生涯的黃金年齡，因為
回想起從職業拳擊轉型綜合格鬥運動，在經
歷了最初的不適應以及重大傷病，為成為世
界冠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對於家門口比賽
的機會，我要將最飽滿的狀態獻給上海的觀
眾和媒體朋友們。”
另外兩名出場的中國戰將分別是“石頭

人”陳磊與“泰拳小子”韓子豪。陳磊將對
陣來自馬來西亞的“叢林貓”穆罕默德艾
曼。韓子豪則對陣希臘老將斯特格斯馬里諾
斯。陳磊表示，很高興能夠主場作戰。而韓
子豪則直言此前輸掉的對決令他至今心有不
甘，希望在上海以其獨特的泰拳必殺技擊敗
對手。

■■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李娜以視像與香港球迷打招呼。。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李娜在李娜在20112011年法網獲得年法網獲得
冠軍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一眾嘉賓及球手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右右））55日日
出席活動出席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攝攝

■■中國隊中國隊99號球員何小柯號球員何小柯
起腳射門起腳射門。。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隊球員龔翔宇（左）在比賽中扣球。 新華社

■熊競楠將在上海站繼續冠軍衛冕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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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浩龍 憶起童年不快事

宣萱帶醉上陣撐港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古天樂、張繼聰、姜皓

文、宣萱（Jessica）等主演的電影《犯罪現
場》，經過約3個月的拍攝，日前於凌晨時
分終於殺科，甚少飲酒的宣萱在現場氣氛高
漲下，與眾演員乾杯，結果半醉下完成全組
最後一場戲，其精彩演出連導演也拍案叫
絕。

雖然開香檳已是深夜時分，但一眾有分
參演的演員如姜皓文、麥長青及陳國邦等都
漏夜到現場湊熱鬧，支持導演及本土製作。
監製爾冬陞更拿着酒杯，帶頭“吹喇叭”，
跟大家飲勝！當晚幾位有分殺青的老人家見
到古仔、宣萱都非常興奮，連忙找導演幫忙
拿機拍照，古仔、宣萱這對活寶貝哄得老人
家非常開心，合照、自拍做到足。

開香檳慶祝後，全組最後殺青的宣萱即
就位演出最後一場戲，向來酒量淺的Jessica
“酒後”開工，反而有意外驚喜，且笑說：
“起初喝酒我都沒事，後來古仔走過來再倒
多大半杯給我，與我乾杯就出事啦，人開始
傻笑！怎知反而拍出來效果好好，因為那場

戲說我視力有問題，喝酒後雙眼有點不能fo-
cus，完全有那個感覺，導演還說早知讓我們
每次飲點酒才拍啦！”Jessica多年後再次與
古仔合作，兩人默契依舊：“起初開工都有
點擔心，古仔在現場很認真，拍多兩日之
後，發現古仔依然是古仔，什麼都可以談，
所以所有事都好舒服好順利！”至於首次跟
Jessica合作的導演馮志強拍完最後一場戲則
說：“我在TVB 3年都沒和Jessica合作過，
今次終於有機會合作！”齊齊為香港電影並
肩作戰。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雅婷）劉浩龍（師兄）推出新歌《阿龍理
髮》，4日晚於僑冠男女理髮拍攝MV。MV師兄親自上陣，身着白色制服，
替四位男客人剪髮兼剃鬚。對剪髮一竅不通的師兄，靠自己的髮型師兼好友
Jay從旁指導，教他拿剪刀、用梳子的正確動作。 師兄表示這次的歌好正
面，唱出男士失意時，只要“剪個髮”，就可以轉換好心情繼續生活。

來到充滿懷舊裝修的髮型屋，令師兄想起一件童年不快事，事緣他自幼
被父親安排到俗稱“上海舖”的舊式髮型屋理髮，當年他升讀中一，因為愛
美所以到了時尚髮型屋換了新髮型，誰知父親對他的“時髦”新look極度不
滿，氣到馬上捉他到“上海舖”剪髮，師兄記得當時一邊剪髮、眼淚隨即流
下來，事隔多年，那個情境至今還是歷歷在目。

鄭秀文表示不介意用二手物品，去外國旅行都喜歡
逛二手店挑復古和舊款，最重要是配搭得宜。不

過以前甚少上網購物，比較愛去實體店親手摸到衣服
的質感，又怕貨不對辦，但今次獲這網站贊助選了六
位數港元的二手飾物，很快便送貨，質素高又方便。

Sammi說：“到外國很多明星出席大場合一樣着
舊衣，都明白香港觀眾喜歡新鮮感，但很贊成偶然着舊
衣行走地毯，都會試下，又可考驗一下舊衣是否合身，
自言會努力保持好身形。早前紅姑（鍾楚紅）送了十件
八件的舊爛殘的衣服給我，我不介意着別人舊衣，洗淨
後便沒問題，而且有些款式不受時間限制，紅姑選了一
些偏窄的給我，這便是朋友之間交換禮物，今次我取出
五件衣給這機構做慈善，平時自己很多衣服會送給身邊
人，因怕麻煩沒有刻意拿去賣，也不介意着過季衣物，
現時衣櫃都儲存着20多年前的衣服，總之不要給牌子
牽着鼻子走，最重要服飾配搭上有自己風格。”

安仔幫手挑選衣服
問到老公許志安有否幫手選衣服？Sammi謂：

“大型場合着晚裝會叫他給意見，因男人和女人角度不
同，很多時候他每挑都中，他好了解我身形的優點和缺

點，（唯獨是他最了解你身
形？）最了解應該是我自已，哈
哈。”

說到劉德華年底演唱會叫身邊好友自
薦做嘉賓，Sammi即說：“我要報名，不知
他會否留給一些未做過嘉賓的朋友，要是用得
着我，我第一個報名，他換衣時可放我上去卡時
間，就算不在港都會度期回來支持，對華仔會特
別優先，（華仔是否優先幫你訂票？）我已經謝
絕所有要代訂華仔演唱會門票的親友，很多人叫
我訂，一訂便幾十張，真的不行，也不想煩到華
仔，大家都是市民，要用普通市民公平的方法去
做。”

未想到如何分配資產
有報道指Sammi死後會把身家捐作慈善用途，

Sammi謂：“不要發大來講，發哥（周潤發）用這
方法很好，西方人比較喜歡這做法，但自己仍年
輕，未想到分配資產，能夠回饋社會當然好，但
我先要照顧好家人、父母和親戚，暫時無具體想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林盛斌（Bob）、
蕭正楠與張振朗三位《美女廚房》主持5日與一班“美
女學徒”坐遊船開派對。剛接受完通波仔（冠狀動脈介
入）手術的Bob精神不錯，他笑言要面對眾多美女的大
場面，都擔心自己頂不住，要先看過美女後才再開工。

已復工的Bob多謝各方朋友連日的關心和慰問，慶
幸做身體檢查時及早發現有三條血管塞了，現在手術只
通了兩條，由於手術要注射顯影劑，會對腎臟造成很大
負擔，所以要再等兩三個月後才打通第三條血管。Bob
說：“近期都很注意飲食，這星期已戒吃公仔麵，老婆
也有幫手買營養補充品。”工作方面，Bob稱沒有大損
失，只是有廣告拍攝要押後，也感激客戶體諒，說：

“沒什麼大損失，就算有都沒辦法，生命要緊，醫生都
說再不做手術很易會死人。”

張振朗怕被媽咪扭耳朵
蕭正楠與張振朗就笑稱節目沒有Bob後更順暢，節

目不再嘈吵，網友未看就已經讚好。阿蕭打趣說：“其
實我和振朗已分工，若果Bob出事就由我負責管理他的
財產，振朗照顧Bob的老婆子女。”至於二人與一眾美
女坐遊船會否惹女友吃醋，阿蕭坦言沒有向黃翠如備
案，因為對方忙拍劇忙到天昏地暗，甚至連他姓什麼都
忘了，難得“沒王管”與美女玩耍。張振朗就避談緋聞
女友胡定欣，只笑稱擔心被媽咪扭耳朵。

不介意穿鍾楚紅舊衣

不介意穿鍾楚紅舊衣

SammiSammi報名報名
做華仔個唱嘉賓
做華仔個唱嘉賓

林盛斌 感激客戶體諒

■劉浩龍為新歌《阿龍理髮》拍
MV。

■■鄭秀文鄭秀文、、張翡玶張翡玶、、沈依紅沈依紅、、Fanny MoizantFanny Moizant 、、Faye TsuiFaye Tsui等齊出席活動等齊出席活動。。

■■古天樂古天樂、、姜皓文姜皓文、、宣萱等主演的電影宣萱等主演的電影《《犯犯
罪現場罪現場》。》。

■■林盛斌林盛斌、、蕭正楠與張振朗三蕭正楠與張振朗三
位位《《美女廚房美女廚房》》主持與一班主持與一班
““美女學徒美女學徒””遊船河開派對遊船河開派對。。

■■林盛斌林盛斌（（左左））病後復病後復
工工，，精神不錯精神不錯。。

■鄭秀文因為
同Jackson（右）
合 作 而 成 為 好
友。

■鄭秀文出席
一個二手網站活
動，捐出幾件二手
貨品為慈善籌

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李思穎）鄭秀文（Sam-

mi）4日晚出席二手名牌轉售買

賣網站活動，Sammi手挽着二

手袋給傳媒拍照，雖然貴為天

后，她絕不介意用二手物品，更

想仿效外國明星穿二手衣服走紅

地毯，平時又會向最了解其身形

的老公許志安問時裝意見，大讚

對方每挑都“中”。另外，提到

廣東新歌MV兩星期破百萬點

擊，Sammi感謝每位喜愛這歌

和 MV 的朋友，以及 Jackson

（王嘉爾）的創作令這首歌生色

不少。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雅婷）息影藝人陳復生5日參
加《一帶一路醫藥行》電視節目啟播儀式。今次節目主持嘉賓
就係陳復生的女兒麥景榕所主持。講到前奶奶何婉琪（十姑
娘）早前去世，陳復生表示自己都好難過不好受。

陳復生表示這個節目希望喚起年輕人趁年輕的的時候就知
道如何調理身體，注重養生和保健。講到麥景榕今次做主持嘉
賓，陳復生說：“導演和幕後工作人員都好滿意，因為女兒沒
有受過演員專業訓練，而且她讀緊香港大學法律系，還要讀多
一年Master，今日（5日）要上學所以沒來到現場。她自己都
好有興趣，不過還是等她自己選擇，因為女兒以前是做幕後
的，讓她也比較一下做幕前工作和幕後工作的不一樣。不過最
重要都是讀完書後，看她自己比較喜歡那個。無論做什麼事都
好，做的事情只要是正面的。”陳復生表示節目拍了三分之
二，反應好好，推廣文化及“一帶一路”。會一直做下去，今
次做完醫藥行，下次會做其他主題。

陳復生對十姑娘離世感難過

■■陳復生陳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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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汪星人》歐弟制作特輯

顛覆出演“狗販子”

由星匯天姬影視集團出品，梁婷
指導的萌寵動作懸疑喜劇電影《營救
汪星人》將於國慶檔登陸全國院線。
除了陸續發布萌寵海報，主創團隊的
制作特輯也成為了眾人關註的焦點。
今日曝光的歐弟制作特輯壹經上線就
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顛覆出演“狗販子”
歐弟盡顯喜劇本色
《營救汪星人》不僅匯集成

毅、文松、阿拉蕾雅涵、唐本、歐
弟等眾多人氣偶像、實力演員加
盟，還創造了華語電影狗狗出鏡率
的紀錄，三十多個品種的兩百余只
汪星人，開辟華語電影、大體量萌
寵電影之先河。片中集合了動作、
飛車、公路、喜劇、強劇情營救等
經典元素，講述了萌寵與人類朋友
們在險象環生中與犯罪團夥鬥智鬥
勇，讓生命危在旦夕的汪星人重獲
自由的故事。

平日在節目中素以綜藝見長、口
才和思維反應俱佳的歐弟，此次在電
影中爆笑客串，顛覆出演“狗販子”，
以將綁架來的狗送入屠宰場為職業，
與成毅飾演的營救者鬥智鬥勇。視頻
特輯中，歐弟身穿紅色緊身皮馬甲，
胳膊上纏著紋身袖套，銀灰色頭發
上還戴著發帶，狗販子形象呼之欲
出，喜劇效果十足。據了解，拍攝

期間天氣狀況不佳，連續兩天遇上
大風和暴曬天氣，卻絲毫沒有影響
歐弟演技的發揮。歐弟在片場還發
揮自己的幽默感，成為劇組的”開
心果“。

戲裏戲外反差大
歐弟呼籲領養代替購買
與角色不同的是生活中的歐弟是

壹位愛狗人士，拍戲過程中忍不住掛
念自己家吃飯的寵物狼犬。歐弟表示
自己養了19年金毛犬，大呼“演個不
愛狗的人太難了”。這次的表演不光
是是對他演技的壹個考驗，還要狠下
心來欺負狗、甚至賣給屠宰場。拍攝
之余，歐弟貼心給狗狗餵食遞水，在
片場跟幾十條狗狗玩海了，並給其中
壹條明星狗起名為“女超人”，呼籲
大家用領養來代替購買，愛狗本色顯
露無疑。另外，在采訪中歐弟表示希
望通過這部電影，可以讓大家心中燃
起愛心的火。

據悉，萌寵營救電影《營救汪星
人》將於國慶檔9月30日全球上映，
電影中還有成毅、阿拉蕾雅涵、文
松、GAI周延、唐本、林雪、梁超、
藍博、王瀧正、趙宇彤等優秀的演
員，200多只汪星人演員的聯合演出
。片方也將於9月中下旬開啟全國大
規模的超前點映，“萌犬出征，汪
動全城”敬請期待。

黃子佼侯佩岑討論金鐘有時差
不走紅毯怕分手魔咒

黃子佼在臺北擔任“KEEP WALKING夢想大使”，他今年和Lulu（黃路
梓茵）主持的《希望之星》入圍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他更與侯佩岑搭
檔主持金鐘獎頒獎典禮，兩人已開始討論相關事宜，透露因侯佩岑配合孩子
作息，所以兩人有“時差”，笑說：“我半夜在群組傳訊息，侯佩岑早上六
點才回，因為小孩起床了。”

黃子佼默認與侯佩岑搭檔主持本屆金鐘獎，他們曾連兩年主持大型晚會
直播，表示侯佩岑有幽默感懂他的笑點，很有默契。但侯佩岑配合小孩作
息、早睡早起，與大家討論事情都有時差，黃子佼開玩笑說：“反正還有壹
個月，佩岑要辭也是可以辭啦，反正Lulu壹直很想主持的！”他歡迎侯佩岑
強勢回歸三金主持行列，表示：“她是我的三金前輩，要不是她走進家庭，
我也沒辦法主持。”他的女友孟耿如今年入圍金鐘最佳女主角獎，但他就怕
“紅毯魔咒”，因很多情侶檔攜手走完紅毯就分手，笑說“寧可信其有”，
於是他選擇不走紅毯，也不用選擇要跟女友、侯佩岑、還是Lulu走，也已提
醒Lulu不要與男友阿達壹起。

而黃子佼擔任夢想大使，他也將壹圓入行三十年的夢想，即將在本月開
始錄制個人首張專輯，笑說：“我就走中年歐巴路線，唱我該唱的歌，如果
我唱EDM大家會崩潰吧！”他為錄專輯需要保護嗓子，九月推掉了五場記者
會、首映會，專輯預計年底推出，透露自己比較“老派”，壹定要推出實體
專輯，對於歌曲排序也十分講究。

林誌穎大兒子黑米已經長成大
小夥子，越來越帥氣，而雙胞胎兒
子也是調皮可愛，林誌穎也毫不吝
嗇的經常和網友分享他們的生活點
滴，見證成長歷程。9月4日晚，
林誌穎通過微博曬雙胞胎兒子玩耍
的照片，並稱：“玩個水龍頭都可
以玩的這麼開心，有伴壹起成長真
幸福！”

照片中，兩個小家夥蹲在地上
玩公園裏的水龍頭，笑得非常的燦
爛，壹臉的開心，隔著屏幕都被兩
小家夥的開心感染。

此微博曝光後，網友紛紛圍觀
並留言稱：“滿滿的都是兄弟之間
的回憶啊！”“沒有那麼多的欲望，
快樂就會是這樣簡簡單單。”“有
爸比陪伴的幸福童年。”

張鈞寧 「母子共慶生日」 ！
紐約慶生有 「他」 相伴
張鈞寧今年接連以《溫暖的

弦》以及熱播中的《如懿傳》的
海蘭壹角大受歡迎，4 日是她 36
歲生日，許多粉絲勇入微博祝福
，還有粉絲留言希望她能多更新
壹下社群網站，很想知道她的近況
。其實她人現正在紐約出席時裝
周活動，並為雜誌拍照，今年生日
剛好在工作中度過！

由於時差關系，張鈞寧今年的生
日特別 「長」 ，足足長達36小時，臺
灣時間5日淩晨，人在紐約的她還停
在生日這壹天，她在微博發文，寫
著： 「開心蛙哥誕生來陪額娘慶生！
BTW，謝謝大家的生日祝福，我都收
到了哦！」 其實她口中的 「蛙哥」 就
是 「五阿哥」 的諧音，因為她在《如
懿傳》飾演的海蘭，巧合在播出的最
新集數中，歷經九死壹生、艱難地產
下 「五阿哥」 永琪。

居中的五阿哥巧合與戲外的額
娘張鈞寧竟同壹天出生，也因此張鈞
寧還幽默地在與生日蛋糕合照中，把

「蛙哥」 P了上去象徵壹起慶生。粉
絲也紛紛留言 「恭祝主兒和五阿哥
生日快樂」 。

張鈞寧飾演的 「海蘭小天使」
與女主角如懿感情好到被封為 「懿
蘭CP」 ，居中她眼見著 「姐姐」 如
懿屢遭陷害，自己也因個性懦弱被
欺淩，逐漸覺醒，搖身壹變成 「海
蘭小戰士」 。在最新居情中，她因

被設計導致胎兒過大，近乎難產地
生下皇子，從海貴人晉升愉嬪的她
重生後，完全硬起來，對著如懿發
誓： 「此事之恨，斷不能忘，他們
今日加在我跟姐姐身上的種種，來
日壹定壹壹還報在他們身上。我不
能再坐以待斃，此生我壹定會保姐
姐還有孩子萬全」 。姐妹情深及為
母則強的模洋相當動人。

林誌穎曬雙子星玩耍照片：
有伴壹起成長真幸福有伴壹起成長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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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擇之路》威尼斯集贊
馬伊琍獲“焦點女演員”

助影片兩地開花

電影《未擇之路》的導演唐高鵬攜
主演馬伊琍來到上海、杭州兩地，進行
“誰才是壞慫”全國路演。現場，導演
唐高鵬為觀眾帶來了壹支全新的“歌”
版預告片，深情的吉他彈唱配合詩意的
長鏡頭，讓觀眾沈醉其中；首次參與電
影路演的馬伊琍也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
烈歡迎，被贊演技全程在線、形象大反
轉。馬伊琍在結束後也發微博感嘆電影
攝制的藝術魅力，稱：“電影是記錄在
膠片上，可以流傳許久，仿佛雕刻了歲
月。”

馬伊琍首次路演被贊演技在線坦言
不希望戲中造型太美

作為壹部公路題材的影片，《未擇
之路》將鏡頭對準西北戈壁深處的二勇、
小眉、尕娃三人，通過他們壹路上經歷
的種種事件，講述了壹個關於人性、命
運的故事。放映結束後，觀眾入戲至深、
難以自拔，現場呈現出良久的沈默。而
在兩位主創登臺後，觀眾們熱烈的掌聲
和積極的提問，以及前來二刷的觀眾，

均印證了影片的水準之高，值得壹提的
是，這是馬伊琍出道以來第壹次參加電
影路演，而觀眾長時間的掌聲與歡呼也
證明了司令的觀眾緣。《未擇之路》同
樣收獲好評連連：“公路片很容易拍得
很無聊，但是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沒有這
種感覺，它始終能抓住妳的情緒。”還
有人說：“有趣的敘事手法讓人對故事
的發展充滿好奇，公路片的粗糲與蠻荒
中夾雜著令人動容的溫情，未選擇的路
成為遺憾，也成為另壹種可能。”

片中，小眉作為貫穿整個故事的主
線人物，再加上馬伊琍顛覆形象的造型，
受到了觀眾極大的關註。有觀眾感嘆：
“現實中的馬伊琍太美了！和片中差異
極大，壹個女演員敢於這樣突破形象非
常難得。”對此，馬伊琍展現出了“演
員的自我修養”，直言剛進組試裝發現
服裝和造型老師把自己弄得太美了，不
符合她對奔波在西北風沙中的女卡車司
機形象的觀察和理解，所以造型和服裝
開始下狠手，自己的膚色還參考了已經
在戈壁工作了很久的導演，這才有了如

今大銀幕上小眉的形象。而對於戲中幾
位演員的表演，唐高鵬導演也給予了高
度評價：“學兵和伊琍還有朱耕佑小朋
友，他們在電影裏對人物的呈現比我想
象中還要好，甚至拓寬了我對表演的認
識，庫布裏克說壹部電影70%都是要靠
演員傳達的，我非常幸運能遇到他們。”

“歌”版預告首現銀幕戳淚點馬伊
琍為小影迷塗口紅顯溫情

現場，唐導還帶來了壹段“歌”版
預告片，他表示，這場戲非常細膩，是
糾結了好幾個月才忍痛剪掉的，因為創
作中留白非常重要，希望小眉這個角色
能留給觀眾更多想象的空間。馬伊琍也
補充道，這是自己在電影中臺詞最多的
壹場戲，特別感人，各部門精心配合拍
了壹整夜，但是《未擇之路》是壹部很
冷靜的電影，這壹段太過煽情了，“電
影就是這樣，這場戲幫助我進入並確立
了這個角色，但成片需不需要最後剪輯
才能決定。”有觀眾在看完後便十分動
情：“因為這個預告，小眉變得更完整

了，這種脆弱很戳人，司令演的也非常
好，演技特別到位。”

馬伊琍也談到了自己對於人物的理
解。她表示，導演和她都沒有給小眉設
定故鄉，可能她並不是壹個西北女性，
只是希望在這條路上遇見她壹直在等的
人，卡車上的東西，包括她穿的衣服，
戴的大手表，甚至職業都是之前的男朋
友遺留的，而口音是因為壹直跟當地的
司機打交道，所以帶上了當地的特點。
導演唐高鵬則談到，為了讓演員們的口
音更貼近西北當地人，劇組專門請了方
言指導，精益求精的態度可見壹斑。

為了回饋主創們的認真，影迷們也
送上了驚喜。因為該片的片名來自美國
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經典詩歌《未擇
之路》，在杭州的路演現場，有影迷便
獻上了壹段杭州話版的詩歌朗誦，方言
的效果配上嚴肅的內容，頗有“笑果”
。此外，片中小眉和尕娃關系的遞進也
頗為耐人尋味，影片中尕娃將媽媽留下
的口紅送給了小眉，壹句“妳塗口紅好
看”戳中了許多觀眾的淚點。而此次雖
然朱耕佑沒有到場，但兩位萌娃影迷卻
前來“表白”，為唐高鵬及馬伊琍送上
大麥，萌翻全場，其中的小姑娘更表示
希望為馬伊琍塗口紅，引得司令笑言：
“今天已經化好妝了，早知道就不塗口
紅了。”為了滿足小影迷的要求，司令
貼心地為小姑娘塗上了口紅，盡顯暖心
壹面，引來陣陣掌聲。

王學兵隨劇組亮相威尼斯首次海外
展映好評如潮

除了在路演中斬獲高口碑，《未擇
之路》在國際影壇也備受關註。日前開
幕的第七十五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

《未擇之路》劇組受邀出席，該片出品
人兼總制片人孫偉、聯合出品人唐文康、
主演王學兵、聯合制片人廖婧希盛裝亮
相紅毯，為本屆電影節帶來壹抹東方色
彩。該片也在電影節上進行了第壹次海
外展映，完整且頗具深意的故事、獨具
特點的中國西部風情以及演員們精湛的
表演均征服了外媒及國外觀眾。在本屆
電影節的聚焦中國晚宴上，該片更被授
予2018年度年度新片推薦榮譽，而女主
角馬伊琍則憑借精湛的演技，壹舉斬獲
焦點女演員殊榮，實力征服了國外觀眾。

在映後的交流會上，很多觀眾大
力稱贊了王學兵的演技，稱其演活了
壹個中國西部的底層小人物形象，是
壹個優秀的演員，引得王學兵謙虛道
謝不已。而影片出品人孫偉則表示：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是世界上歷史最悠
久的電影節，也是世界上第壹個國際電
影節，此次《未擇之路》受邀參加75屆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市場特別放映，能跟這
麼多優秀的電影人交流深感榮幸，也希望
能通過此次機會，讓世界感受到中國電影
的力量。”

《未擇之路》講述了二勇、小眉、
尕娃三人在西北戈壁深處的壹段既兇險
又飽含溫情的冒險之旅。該片由沈陽偉
世兄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恒業影
業、悠藍傳媒、耳東影業、微影時代、
百興創意、優酷聯合出品，恒業影業宣
傳發行，全國藝聯聯合發行，將於9月
14日全國上映，在今後的壹段時間，導
演唐高鵬將攜手編劇嶽小軍，與主演王
學兵、馬伊琍、朱耕佑等奔赴杭州、長
沙、西安等全國13個城市的影城、校
園、書店與廣大觀眾見面，分享電影拍
攝過程中臺前幕後的趣事。

《辣妹甜心》上線
導演陳淩打造另類青春片

由陳淩執導，演員吳宣萱、常立
琳、盛英豪、賈超、黃壹嘉共同出演
的“2017企鵝影視青夢導演扶持計劃”
展映作品《辣妹甜心》再曝預告片。
這部將於9月4日上映的奇幻喜劇電影
是壹部包含了青春、夢想、友誼等元
素的喜劇冒險作品。影片以“互換人
生”為主要內容，講述了“白富美校
花”和“貧民窟辣妹”身份迥異的兩
個女孩身體互換的奇幻故事。

萬能男閨蜜有多剛既能浮誇看顏
值也能深度拼內涵

電影《辣妹甜心》講述了從小生長在
老城區小吃店霸王餐廳，痞氣十足的
女孩於佳（吳宣萱飾）和壹個出生優
渥且自命不凡的白富美校花馮冰冰
（常立琳飾），因為壹次意外事件，
發生了身體互換的奇遇故事！互換後，
於佳不得不“勾搭”馮冰冰的心儀男
生祖明（盛英豪飾），而成為霸王餐
廳老板（黃壹嘉飾）女兒的馮冰冰不
得不在餐廳端盤子刷碗，兩人原本截
然不同的人生自此開啟了壹段為換回
身體爆笑十足的故事。

在影片中互換身體後的兩位女主，
因為看不慣彼此或邋遢大咧或矯揉做
作的生活方式，常常因為穿衣服太暴
露，多喝了壹杯奶茶吵鬧不停。而能
夠調和兩人停戰的只有馮冰冰的男閨
蜜Hanson。在影片中，Hanson身為
全能男閨蜜，不僅陪著馮冰冰練瑜伽
、化妝，更是在互換身體後成為神助攻
，以人生導師姿態告訴她們：夢想是
要堅持的。如此全能的Hanson被網友
評論為：最“剛”男閨蜜。

聚焦青春校園故事思考性與娛樂
性兼具

在當下風格清新，朝氣蓬勃的校
園青春影視作品盛行市場，《辣妹甜
心》別出心裁，致力打造另類青春。
所以，《辣妹甜心》作為原創劇集，
力求勾勒出壹部輕松甜蜜且帶有壹絲

人生教導意義的校園輕喜奇幻電影，
帶給觀眾壹個不壹樣的青春校園體
驗，為網大市場增添壹抹別樣的風景。

陳淩作為《辣妹甜心》導演，有
著對電影獨到的見解，此次在“2017
企鵝影視青夢導演扶持計劃”扶持下，
《辣妹甜心》的影像風格就大膽的采
用了俏皮時尚的鮮艷色彩，人物也會
根據性格特點以及變身前後，呈現出
截然不同的燈光特效。這也正是過往
的經驗帶給導演陳淩的專業沈澱，陳
淩是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字藝
術碩士，金花獎、IndieFest獲獎導演
，曾執導《晚風高雄港》、《Til Infinity
》導演 ，並曾任電影《大話西遊3》
、《我的極品女神》、《八佰》等視
覺特效統籌。

而此次助力《辣妹甜心》的
“2017企鵝影視青夢導演扶持計劃”
，是企鵝影視發起並主辦的壹項專
業性、持續性的影視創作人才選拔
與培養活動。2017 年 7 月，“2017
企鵝影視青夢導演扶持計劃”正式
啟動，為廣大青年導演提供壹個公
平、圓夢的機會，企鵝影視針對扶
持名單導演的作品拍攝提供扶持資
金，其中網絡電影項目（60-90 分
鐘長片）最高扶持資金高達 300 萬
元/部，微電影項目（30分鐘以下短
片）最高扶持資金為50萬元/部。此
外，本次扶持的青年導演們還有機
會參與到企鵝影視出品的網絡劇、
網絡電影及院線電影作品的制作之
中，為其拓寬了個人長期發展路線和
機會。

《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登錄香港翡翠臺
新視角熱血三國引共鳴

日前，由唐人影
視出品，馬天宇、韓
東君、萬茜、董潔、
王陽明、董璇、檀健
次、謝君豪、李建
義、舒耀瑄、屠楠、
王玉雯、汪小敏、王
藝霖等主演的三國題
材權謀古裝劇《三國
機密之潛龍在淵》宣
布於9月3日起登陸
香港翡翠臺，目前該
劇已遠銷韓國、越南
等地，海外收視搶眼，受到當地觀眾和媒
體壹致好評。

該劇以從漢室視角出發，在歷史的縫
隙中探索另壹面權謀詭計，重塑了那個波
瀾壯闊的三國英雄時代。據悉，該劇此次
在翡翠臺播出，進行了粵語配音，相信它
會給香港觀眾帶去全新韻味。

劇中壹大亮點便是選角融合年輕實力
派和資深老戲骨，演員演技均在線，每個
角色都被詮釋得活靈活現。其中，馬天宇
將漢獻帝的心懷天下、堅守仁德展現得淋
漓盡致；萬茜憑借深厚的臺詞功底把皇後
伏壽的剛柔並濟、隱忍堅強演繹得絲絲入
扣；而韓東君精準演繹出有“鷹視狼顧”
之相的少年司馬懿，被人稱作“最強大
腦”；董潔讓人看到弘農王妃唐瑛人前雍
容華貴，人後冷艷決絕的雙面形象；還有
王陽明飾演的鬼才謀士郭嘉、董璇飾演的
貂蟬、檀健次飾演的曹丕、謝君豪飾演的

曹操等皆深入人心。在他們的傳神表演下，
無論是劍拔弩張的朝堂爭辯，還是廝殺激
烈的戰場對決，均看得人血脈賁張。

本劇堪稱電影級的制作水準也在網上
得到大批網友點贊，人們紛紛表示“良心
劇組”、“連小道具都有跡可循，細節控
無疑了”。據悉，全劇服裝將近2000套
，有的甚至參考出土文物進行設計，古樸
色調在還原三國風貌的同時融入現代時尚
審美，極具質感令人直呼精致。而劇中出
現的漢代盆領鎧、楊修玩弄股子的彈棋、
漢獻帝皇宮中的屏風、將士們的盔甲長矛
等道具更是被考據黨們扒出博物館同款
，不少細節真實程度直追文物，制作用
心程度可見壹斑。還有劇中漢獻帝的寢
宮大殿、司空府、弘農王祠、鄴城衛、
烏巢夜戰等場景布置十分精細，用匠心
打造出深厚的歷史感，三國傳奇風采被
展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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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姐”艾瑪·斯通與蕾切爾·
薇姿雙驕出演的宮鬥百合大片《寵兒
》曝光中文預告及海報，復古風格搭
配演員鮮活的演繹，壹同揭開了這部
英式宮廷權謀大戲的部分面紗。

《寵兒》以18世紀早期英格蘭最
後壹位女王安妮（奧利維亞·科爾曼飾
）的統治時代為背景，講述了公爵夫
人莎拉·邱吉爾（蕾切爾·薇姿飾）與
女仆阿比蓋爾·希爾（艾瑪·斯通飾）
為得到安妮女王信任而上演了壹場場
勾心鬥角的故事。

此次曝光的預告片中，充滿精致
典雅與莊嚴隆重的復古英倫風入眼皆
是，服化道也完美還原了時代特征，
歷經歲月洗禮與沈澱，壹股古典韻味
撲面而來。

預告片以女王與公爵夫人的對話
開啟，女王壹言不合就送宮殿盡顯公
爵夫人在她心中的地位。然而從阿比
蓋爾狼狽入宮開始，這壹切逐漸發生
變化，她的壹切深得女王青睞，也拉
取了公爵夫人的仇恨。阿比蓋爾面對
強勢的公爵夫人絲毫不怯，也收到了
來自公爵夫人的壹次“沖涼”教訓，
而在後面兩人針尖對麥芒的博弈更是
頻繁上演，將怒火掩藏在心底，每壹
次行動卻暗藏禍心。

預告片整體有著步步驚心的明爭
暗鬥，但也穿插了很多搞笑畫面，與

泥巴有著親密關系的不只艾瑪·斯通，
奧利維亞·科爾曼與蕾切爾·薇茲也在
浴缸中大玩泥巴浴，難道當時的英國
就已經出現了泥巴美容方式？艾瑪·斯
通還通過橋·阿爾文上演了壹場教科書
式防狼示範，隔著屏幕都感覺疼。

據艾瑪·斯通表示：“影片裏的女
人都很可笑、很邪惡、也很現代化”
，這種現代化的手段可見壹斑。這壹場
宮廷權謀大戲掩蓋在荒誕幽默中令人壹
時忘記危機感，而當放松警惕，殺機暴
露時卻有著更驚心的效果，其中的爾虞
我詐與瘋狂指數令人細思極恐。

壹同曝光的海報充滿了文藝氣息
，整體顏色清醒明亮，給人壹種愉悅
的感受，從畫面來看也沒有絲毫的不
和諧。但細細看來卻有著耐人尋味的
意思，奧利維亞·科爾曼與蕾切爾·薇
茲同框合體，艾瑪·斯通卻身在框外表
示出她外來者的身份，端坐在女王長
長的拖尾裙上也預示著她與女王千絲
萬縷的關系。

幾個可愛的小兔子同洋寓意非凡
，艾瑪·斯通在采訪中曾表示，片場中
的小兔子會互相撕咬，它們瘋狂撕咬
的時候，耳朵上會有大塊的傷口。這
洋的設置也與三位女主之間有著異曲
同工之妙。

《寵兒》在威尼斯電影節亮相後
口碑炸裂，爛番茄新鮮度壹度保持在

100%，觀眾想看指數突破 97%。
MTC評分高達91分，四家媒體打出了
滿分，最低分也有80分的傲然成績，
成為金獅獎強力競爭者。

《綜藝》盛贊：“它就像是壹顆
完美切割的鉆石——精致高冷又有趣
，是壹部狂野又疏離的巴洛克風格古
裝片。”

《國際銀幕》也對這部電影加以
贊賞：“這是壹部難得的佳作，三位
頂級演員的表演與三個角色的內涵完
美融合，相得益彰。”

《寵兒》由希蠟著名導演歐格斯·
蘭斯莫斯執導，他的作品不多但每壹
部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個人風格，以荒
誕手法與黑色幽默著稱。蘭斯莫斯執
導的作品包括《狗牙》《阿爾卑斯》
《聖鹿之死》《龍蝦》等。

除此之外，尼古拉斯·霍爾特
（《X戰警》）、橋·阿爾文《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馬克·加蒂斯等也
聯袂出演本片。影片將於11月23日
在北美上映。

《諜影重重 2》《諜影重重 3》
《諜影重重5》導演保邏·格林格拉斯自
編自導新作《7月22日》首度曝光預告
。

影片改編自轟動壹時的挪威恐怖
襲擊事件。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
生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導致77人死

亡。當地時間15時26分，位於奧斯
六市中心的挪威政府辦公大樓附近發
生爆炸，挪威政府大樓、材政部大樓
以及對面的《世界之路》報社在爆炸
中受到破壞，造成8人死亡，30人受
傷。

在炸彈爆炸發生2小時後，在位
於奧斯六以西約40公裏處於特島發生
槍擊事件，壹名裝扮成警察的槍手向
在島上慘加執政挪威工黨舉辦的青年
團的人群射擊，打死69人，打傷66
人，疑犯當場被捕。

槍手是32歲的極右翼挪威人安德
斯·貝林·布雷維克。當地警方證實兩
起襲擊事件系安德斯壹人所為，且與
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無關。

本次襲擊事件是挪威二戰後遭受
的最大規模襲擊，也是2004年馬德裏
連環爆炸案和2005年倫敦爆炸案後歐
洲最嚴重的屠殺事件。

格林格拉斯新片聚焦於此事，其
居情分為關於襲擊幸存者、挪威的政
治領袖及相關律師的三個部分。

保邏·格林格拉斯是壹位商業和藝
術電影領域的導演，他曾執導 3 部
《諜影重重》系列電影，也曾憑《顫
栗航班93》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
憑《血腥星期天》獲柏林電影節最高
獎金熊獎。

作為有意沖擊頒獎季的作品，

Netflix已將此片定檔10月10日。本
片本計劃在今年戛納首映，由於Net-
flix與戛納組委會的沖突，Netflix選擇
把該片和阿方索·卡隆執導的《邏馬》
壹同撤下，改到威尼斯首映。

《胡桃夾子與四個王國》發布壹
支全新預告片，冰雪王國、糖果王國
、鮮花王國和第四王國景致全部絢爛
呈現，而統領第四王國的、由海倫·米
倫飾演的姜餅媽媽也首度現身。

本片根據德國文學家霍夫曼同名
兒童文學作品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
居進行融合改編創創作。講述了克拉
拉（麥肯芝·弗依飾）收到了教父（摩
根·弗裏曼飾）贈送的壹個胡桃夾子，
結果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壹個神秘世界
。在神秘世界裏，胡桃夾子有了生命
，變成了壹個士兵，克拉拉和這名士
兵必須要面對邪惡的姜餅人（海倫·米
倫飾），只有打敗她，克拉拉才能夠
拿到回去的“鑰匙”......

《胡桃夾子與四個王國》由萊塞·
霍爾斯道姆（《壹條狗的使命》）和橋·
莊斯頓（《美國隊長》）聯合執導，集
結到2017年真人版《美女與野獸》的幕
後班底。《星際穿越》童星麥肯芝·弗依
搭檔凱拉·奈特莉、海倫·米倫與摩根·弗
裏曼等壹眾明星也加盟出演。

該片已定檔2018年11月2日北美
公映。

今年奧斯卡頒獎季種子選手在這裏？
艾瑪斯通《寵兒》&"諜影5"導演新作曝預告

“毀滅者”戴夫·巴蒂斯塔
目前正在為自己的新片《最後得
分》做宣傳，這期間他再次被記
者問到有關《銀河護衛隊 3》的
事情。

對此，巴蒂斯塔表示：“我
對迪士尼對詹姆斯·古恩的所作
所為十分不滿意，而且他們現在
還把這部電影無限期地推遲了。
坦白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

還想為迪士尼工作。我壹直對自
己的感受直言不諱。”

自 從 滾 導 被 迪 士 尼 開 除 之
後，巴蒂斯塔壹直在社交媒體
上堅定地為此事發聲，直到現
在，他對迪士尼的不滿依然絲
毫未減。除此以外，他還透露
了 有 關 《 復 仇 者 聯 盟 4》 的 消
息，而這顯然是迪士尼想要高
度保密的。

得 益 於 巴 蒂 斯 塔 的 “ 劇 透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銀護隊
伍 將 全 員 回 歸 《 復 聯 4》 ， 而
巴蒂斯塔本人也正在進行《復
聯 4》 的 補 拍 。 但 是 照 目 前 的
情 況 來 看 ， 在 《 復 仇 者 聯 盟 4
》 及 《 銀 河 護 衛 隊 3》 之 後 ，
我們極有可能不會再在銀幕上
見到這支歡樂的“宇宙最強尬
舞嘴炮隊”了。

銀河護衛隊確認全員回歸《復聯4》
巴蒂斯塔繼續發聲：不再想為迪士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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