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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僑委會 「「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僑營台灣美食餐廳評選」」
昨來到休士頓昨來到休士頓，，對四家餐廳進行評選對四家餐廳進行評選

飛碟學會本週日將再聚會飛碟學會本週日將再聚會
李兆璿博士主講李兆璿博士主講 「「RoswellRoswell事件中事件中，，飛碟墜毀的真相飛碟墜毀的真相」」

保本保本、、增值增值、、省稅省稅、、流通性流通性
蕭雲祥談退休生活理財規劃蕭雲祥談退休生活理財規劃

（本報訊）於去年成立，專門研究
UFO現象的"飛碟學會"，是僑社中第一個
創立的有關研究UFO的學會，將於7月12
日下午3時至5時在王朝商場華美銀行(原
首都銀行)二樓會議廳舉行例會，此次例
會中該會副會長 李兆璿博士 將演說曾轟

動世界的"Roswell 事件"中，有關飛碟墜
毀的真象。 會長 亓國華 也將針對月球上
的一些神秘難解的現象發表一些個人看法
，這兩個精彩主題一定會令人"一新耳目"
！歡迎對 UFO 現象有興趣的朋友踴躍参
加！

（本報記者秦鴻鈞）投資顧問蕭雲祥
於七月四日國慶日當天上午舉行免費理財
講座，吸引了相當多的人前往聽講，由蕭
雲祥及投資分析家馬駿及會計師黃振哲主
講。

蕭雲祥針對希臘在面臨倒債危機後開
始實施資本管制，以及中國股巿近日來受
到的空前賣壓，常令投資人有不知所從之
感。
蕭雲祥從三個角度來分析投資巿場環境。

第一、是利率，利率是分析巿場經濟狀況
好壞的風向球，當經濟開始好轉時，利率
會提升，而當政府確定要調升利率時，表
示經濟回穩，甚至好轉。
第二，要回歸巿場主要公司財務狀況，從
上巿公司公佈的財報來觀察獲利的情況，
蕭雲祥表示：從S&P 500大公司的財報可
看到大部分公司的獲利情況不錯，估計明
年獲利將再攀升。

第三，是國際情勢，雖然希臘和中國
的股巿表現或許會影響美股，但仍不必太

緊張，適時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並作好
風險管理。

另二位主講人黃振哲則從其個人會計
師的專業談投資帳戶如何節稅之道，而
投資分析專家馬駿，則對各類股進行板
塊分析，他認為不受國際巿場波動及貨
幣影響較小的 「小型類股」其下半年的
漲勢將大於大型類股。

最後，蕭雲祥針對退休人理財規劃，
提出保本、增值、省稅、流通性為其四
大必需考慮的重點。

圖為投資顧問蕭雲祥圖為投資顧問蕭雲祥（（左立者左立者））在國慶日當天的投資講座上發在國慶日當天的投資講座上發
言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秦鴻鈞）中華民國僑
委會所積極推動的 「僑營台灣美食餐
廳評選」活動，昨天兩位來自台灣的
評委唐文浚、李瓊瑤正式來到休士頓
，再加上本地選出的兩位評委，方海
妮，張紹華，僑教中心昨天上午在評
選前特別將以上四位評委介紹給僑界
：

（一） 唐文浚：現為台灣成旅觀
光股份有限公司餐飲部行政總主廚，
他曾任：
．中信連鎖飯店總公司餐飲部行政主
廚
．雲朗觀光股份有限公司餐飲部品牌
行政主廚
．台北君品酒店餐飲部中廚部行政主
廚
．日月潭雲品酒店餐飲部行政主廚
．擔任多間餐飲科系烹飪講師
唐文浚表示：此次評選（一）注重營
業層面交流，輔導。 （二）將區域性
餐廳，銷售的提升。 （三）從技術型
態衛生到營業層面的方法。

（二） 李瓊瑤：現為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生活產業部協理，她曾任

：
．元大企管顧問企劃調查部召集人
．中華徵信所（股）出版部副理
．專長：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品質
管理、產業輔導

她說：希望發揚台灣美食，台灣
料理的精神和特色，把僑營餐廳永續
經營下去。
而休士頓的兩位評委：

（一） 張紹華：現為休士頓時代
華語廣播電台美食節目主持人，她曾
擔任：
．休士頓時代華語播電台 AM1320
「吃遍休士頓」節目主持人

．美南國際電視台現場面對面 「花花
世界．有你有我」節目主持人
． 2012年休士頓美食廚藝巡迴講座活
動主持人
． 102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秘書長
張紹華說：她吃遍休士頓五年，曾在
「美食節目」把 「精髓」說出來，第

一年與程安琪老師配合。
（二） 方海妮：

．曾經營休巿頓中餐館2年，執有休
巿餐館經理培訓班執照

．屢次受邀擔任僑團辦理美食之比賽
評審委員及大型節慶晚會主持人
．多年來積極協助駐休士頓辦事處及
本中心推動休巿僑務工作，與華裔社
團及主流社會間互動良好。

方海妮說：開餐館不是簡單的事
，那裡面的學問非常多，老闆需要花
很多心思，把家鄉口味帶來，往往不
容易做到。

他們在昨天評選了楓林餐廳，明
星冰谷，可口小吃及國芳園四家，其
中楓林和可口小吃為複評，他們表示
：此次評選的標準將以（一）餐廳菜
餚 （二）餐廳服務（三）餐廳環
境為評選的標準。

僑教中心莊主任表示：配合僑營
餐廳評選，僑委會將在7月6日至8月
9 日辦理 「Time for Tiawan！FB 拍照
上傳抽大獎」活動。休士頓、達拉斯
及奧斯汀地區的僑營台灣美食餐廳有
： Cafe101、 Cafe Ginger Sushi Bar＆
Chinese Cuisine、 仁記飯店、 可口小
吃、 安東莊、 東來居、 長江餐廳、
檫子和漢、 頂好小館楓林中餐館、
Sushi Envy、 五福樓、 姚餐廳、 美心

大酒樓、 康家園、只要於上述僑營餐
廳現場加入僑營臺灣粉絲團、 點 「
讚」 、 即可獲得精美小物（ 臺灣美
食L夾） 、 每家僑營餐廳限量100份
、 送完為止、 另外上傳消費照片、
邀請親朋好友來一同幫忙按讚、 還可
參加好禮抽獎！現在就加入 Gourmet
Taiwan- Overseas Quality Restaurant粉
絲專頁、 至臉書活動專區中的 「
Time for Taiwan！ FB拍照上傳抽大獎
』 上傳於僑營餐廳用餐照片、大聲留
言於餐廳用餐感言、 並記得在照片中
標籤出自己的名字、 活動結束後、
獲最多讚的照片上傳者、 即可獲得人
氣王獎項禮品（ 美國臺灣來回機票一
張） 、 並且將從擁有最多讚的前五

名照片中抽出 50 位上傳者、 贈送包
括 HTC 手機、 美利達腳踏車等百項
眾多好禮。此外、美南僑營臺灣美食
餐廳將於 7 月 11 日（ 星期六） 舉辦
聯合優惠感恩日活動、 消費者只要於
當天至合作的僑營臺灣美食餐廳Cafe
Ginger 可口小吃、 東來居、 梅子和
漢、 頂好小館、 五福樓及美心大酒
樓用餐、 消費滿額 20 美元就能獲得
店家提供的感恩優息、 最高享！ 有
10 -15％ off、 歡迎海外僑胞多加支
持充滿家鄉風味的僑營臺灣美食餐廳
！

昨天他們評選首站到 「楓林餐廳
」品嚐該餐廳的招牌菜，蝦鬆、炒年
糕，蒜苗臘肉。

圖為圖為 「「僑營美食餐廳評選僑營美食餐廳評選」」 的四位評委的四位評委（（右起右起））張紹華張紹華，，方海妮方海妮，，李美姿李美姿
副主任副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李瓊瑤李瓊瑤，，唐文浚昨在唐文浚昨在 「「楓林餐廳楓林餐廳」」 與東主與東主
徐安合影徐安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Cube Auto Sales 高價收購汽車

本報記者翁大嘴攝

12601260 Blalock Road, SuiteBlalock Road, Suite130130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5577055

Phone:Phone: 11..713713..463463..59575957 FaxFax 11..713713..463463..59585958 rental@cuberentalcar.comrental@cuberentalcar.com

20032003 BMWBMW 540540i $i $1010,,995995))

20012001 Audi TT $Audi TT $88,,995995 CUBE AUTO SALESCUBE AUTO SALES以比以比CarmaxCarmax 高出最多高出最多$$500500 美金的美金的
高價收購各種汽車高價收購各種汽車

無論是日本車無論是日本車，，德國車德國車，，美國車還是韓國車美國車還是韓國車，，CUBE AUTOCUBE AUTO
SALESSALES 的收購價格一定讓您滿意的收購價格一定讓您滿意。。

20032003 Buick Rendezous CXL $Buick Rendezous CXL $44,,995995 CUBE AUTO SALESCUBE AUTO SALES 高價收購各種汽車高價收購各種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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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支持台灣加入
TPP座談會
7月12日(Sun) 下午2時
僑教中心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7月份月
會
7 月 11 日(SAT) 下午 2 時
30分
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HOUSTON,TX.

中華保健中心卡拉OK同樂
會
7月12日(SUN) 下午2時至
下午5時
僑教中心109室

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分
會
7/11/15, Saturday, 2:30-4:

30pm, 僑教中心展覽廳
衍易老師主講"易經與管理
"

附中校友會，徐慕平演講
【談天說命】
7月11日（SAT）上午10:
00-12:00
恆豐大樓12樓

龍相和尚【中美文化講座
】佛學講座
7月 11 日（SAT）下午 2:
00
中 美 寺 （12550 Jebbia
Lane, Stafford Tx 77477）

飛碟學會講座
7 月 12 日（Sun）下午 3:
00-5:00
王朝【華美銀行】二樓
【社區活動中心】

僑務委員會(104)年臺灣美食標章評選推廣

衍易老師演講７月１１日星期六下午2:30-4:30僑教中心舉行

2015Time for Taiwan-Restaurant Month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營臺
灣美食餐廳聯合行銷活動 熱情開跑。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積極推動 「僑營臺
灣美食餐廳評選」，將於2015年7月6日至
2015年8月9日辦理 「Time for Taiwan! FB拍
照上傳抽大獎」活動。休士頓、達拉斯及奧
斯汀地區的僑營台灣美食餐廳有: Café 101、
Café Ginger Sushi Bar & Chinese Cuisine、仁
記飯店、可口小吃、安東莊、東來居、長江
餐廳、梅子和漢、頂好小館、楓林中餐館、
Sushi Envy、五福樓、姚餐廳、美心大酒樓、
康家園，只要於上述僑營餐廳現場加入僑營
臺灣粉絲團，點 「讚」，即可獲得精美小物(
臺灣美食L夾)，每家僑營餐廳限量100份，
送完為止，另外上傳消費照片，邀請親朋好
友來一同幫忙按讚，還可參加好禮抽獎！現
在就加入 Gourmet Taiwan-Overseas Quality

Restaurant 粉絲專頁，至臉書活動專區中的
『Time for Taiwan! FB 拍照上傳抽大獎』上

傳於僑營餐廳用餐照片，大聲留言於餐廳用
餐感言，並記得在照片中標籤出自己的名字
，活動結束後，獲最多讚的照片上傳者，即
可獲得人氣王獎項禮品(美國臺灣來回機票一
張)，並且將從擁有最多讚的前五名照片中抽
出50位上傳者，贈送包括HTC手機、美利
達腳踏車等百項眾多好禮。

此外，美南僑營臺灣美食餐廳將於7月
11日(星期六)舉辦聯合優惠感恩日活動，消
費者只要於當天至合作的僑營臺灣美食餐廳
Café Ginger、可口小吃、東來居、梅子和漢
、頂好小館、五福樓及美心大酒樓用餐，消
費滿額20美元就能獲得店家提供的感恩優惠
，最高享有10-15% off，歡迎海外僑胞多加
支持充滿家鄉風味的僑營臺灣美食餐廳！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本(104)年臺灣美食標章評
選活動即將開始，今年有休士頓有明星冰谷、國芳
園兩家餐廳參選，另已獲美食標章楓林小館及可口
小吃將進行複評，來自台灣評審委員中衛發展中心
李瓊瑤女士及成旅觀光行政總主廚唐文浚先生以及
休士頓評選委員張紹華、方海妮女士於7月8日星
期三上午10點於中心106會議室舉行評選前會議，
隨後進行評選，另外，為配合本年度僑營美食餐廳
標章推廣，7 月 6 日至 8 月 9 日將辦理 「Time for
Taiwan! FB拍照上傳抽大獎」活動，此外，歷屆得
獎美南僑營臺灣美食餐廳將於7月11日(星期六)舉
辦聯合優惠感恩日活動。

來自台灣評審委員中衛發展中心李瓊瑤女士以台灣來自台灣評審委員中衛發展中心李瓊瑤女士以台灣
百味一書贈送僑教中心圖書館由莊雅淑主任百味一書贈送僑教中心圖書館由莊雅淑主任,,李美姿副主李美姿副主
任代表接受任代表接受((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訊)世華婦女工商協會美南
分會在僑教中心展覽廳舉行衍易老
師主講"易經與管理"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
江世族.自幼學習陰陽五行.經過數十
年來不斷進修,請益,對中國的占卦,
風水,醫道,命理,都有自己獨創的見
地.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被

儒家尊為 「五經」之首;以一套符號
系統來描述狀態的簡易,變易,不易,
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
觀.衍易老師將從對易經基本概念的
說明開始,逐步介紹易經中[卦]與[爻]
的特質,並且對照到現代的管理學上.
易經的思想不但符合現代管理科學,
同時還能指導現代管理.希望會員們

不要錯過這個良機,踴躍參加. 此講
座免費對外開放,請邀請您的朋友!
講座結束後將舉行 4-7 月份的慶生
會,贈送精美小禮物給壽星們,請壽星
們和會長林琬真連繫,832-782-9947
或 EMAIL jwlin11589@gmail.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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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沈玉蓮

叶戲劇范型曳出版後袁我將
硏究重點轉到了東北二人轉的

田野調查遥2011年夏天袁我帶
着一腦門子問題和 12名碩士
硏究生尧大學生袁進入黑龍江尧
吉林尧遼寧尧河北四省和天津尧
北京兩市袁闖入當代最大的亞
文化群體要要要二人轉演藝群

體遥沒有想到袁二人轉這一民
間文藝的網絡支脈頗爲巨大袁
包括了劇場尧藝術院校尧音像
公司尧傳承基地等諸多領域遥
在這其中袁我們精選並具體走
訪了 100 余位二人轉藝人尧電
視節目製作人尧劇場經理尧藝術
院校校長尧演藝經紀人尧劇團團
長尧硏究專家等代表人物袁獲得
了數百小時的採訪録音和上萬

幅照片遥2014年 10月袁在 250
萬字成稿的基礎上袁我選編出
這本 150萬字的口述實録 叶東
北二人轉口述史曳渊張蘭閣主
編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冤遥
二人轉中包含着人民無窮

無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遥通過
各種載體和平台袁當代二人轉
創造並傳播了豐富多彩的故

事袁並在現實中創造了廣泛的
就業崗位遥現象的豐富給硏究
帶了巨大空間遥在本書中袁除了
美學視角袁我還分別採取人類
學尧文化學尧經濟學尧傳播學袁寫
出 20余篇短小文章袁對二人轉
文化的各個側面進行分析遥我
把二人轉的源頭追溯到宋元雜

劇袁並嘗試把二人轉看作反映
時代精神的民間文化謎語袁用
它來解讀當代中國人的內心世

界遥

如今袁成書後的回眸讓我
們感到一絲欣慰遥當代二人轉
發展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相伴

隨袁60 年來舞臺上的二人轉
演出袁是農民們離開家園與老
屋前最後的鄉愁遥我們及時地
趕在海水退潮之前採擷些許

浪花袁並嘗試着爲這一群落的
藝術與生活作全景式的記録遥
再過若干年袁當一個個村莊消
失在大地上袁任何關於農村尧
農民的記憶渊包括鄉土二人轉
這一民間文藝樣式冤或將成爲
遙遠的回聲遥到那時袁人們若再
想復活這些記憶袁都只能是望
洋興嘆了遥
二人轉是東北乃至中國民

間文藝的遺産遥當年袁毛澤東尧
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都看過並

喜歡這一文藝樣式袁周恩來認
爲 野二人轉是勞動人民的藝
術冶遥我認爲中國二人轉所傳承
及其留下的雜戲傳統袁至少需
要我們硏究數十年遥

民日报：补上民间文艺这堂课

萬衆矚目清涼山

野百年積弱嘆華夏袁八載
干戈仗延安遥試問九州誰做
主钥萬衆矚目清涼山遥冶這是陳
毅的一首詩叶七大開幕曳遥清涼
山在延安城東袁抗戰時期袁這
里設有新華通訊社尧解放日報
社尧邊區群衆報社尧中央出版
社發行部尧中央印刷厰尧新華
書店尧新華廣播電台等新聞出
版機構袁被稱爲野新聞山冶遥

1940年 12月 30日袁延安
新華廣播電台開始播音袁這是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第一座廣播

電台遥爲避免敵機轟炸袁機房和
播音室都設置在半山腰的窰洞

里遥廣播發射機是周恩來從蘇
聯帶回來的遥人民廣播的誕生
打破了日僞軍和國民黨頑固派

的封鎖袁各地都可以直接收聽
到黨中央的聲音袁有力地指導
和配合了全國的抗日戰爭遥

1941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

央機關報叶解放日報曳創刋袁毛
澤東主席撰寫發刋詞袁指出院
野本報之使命爲何钥團結全國人
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

盡之遥冶叶解放日報曳確立了黨報
的性質尧任務和作用袁規定了黨
報的黨性尧群衆性尧戰鬥性尧組
織性四項品質遥抗戰時期袁延安
還創辦了 叶八路軍軍政雜誌曳
叶共産黨人曳叶中國文化曳叶中國
靑年曳叶中國工人曳叶邊區群衆
報曳叶抗戰生活曳等許多重要報
刋袁這爲宣傳中國共産黨的全
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

方針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袁爭取抗戰勝利發揮了重
要作用遥

抗戰時期袁延安建立了
抗日軍政大學尧陝北公學尧中
央黨校尧魯迅藝術學院等 20
余所學校袁爲抗日戰爭培養
了大批德才兼備的骨幹遥毛
澤東爲抗大制定了辦學方

針院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袁艱
苦樸素的工作作風袁靈活機動
的戰略戰術遥冶並題寫校訓院野團
結尧緊張尧嚴肅尧活潑冶遥抗大在
華北尧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設
立了 12所分校遥魯迅藝術文學
院袁是中國共産黨創辦的第一
所綜合性藝術學校遥它不僅是
一個敎育機構袁而且擔負創作尧
演出和硏究任務袁爲延安文化
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遥抗戰期
間袁延安各幹部學校培養專業
幹部 4萬多人遥

二战中的中国贡献：延安与抗战文化

野一帶一路冶的推進
在積極而爲的同時應順

勢而爲遥古代的絲稠之路
山高路遠袁困難重重袁沒
有現代交通的便利袁全靠
人牽馬馱走出了一條貫

通歐亞的道路遥可以想像
當時如沒有不同國家和

人們的需求袁沒有彼此互
利的交換袁沒有交換中彼此的
雙蠃袁這條商路或許就不會開
通遥

今天我們要重啓野一帶一
路冶袁非常有必要走進歷史的
深處袁探究一下我們的先人爲
什么開闢了這條道路袁他們向
遠方輸送交換了什么東西袁他
們從交換中收穫了什么袁在交
換中遇到過什么障礙又是如

何克服的钥
儘管今天與昨天的世界

已大不相同袁但歷史總有它驚
人的相似之處袁走進歷史的深
處袁向我們的前人學習袁或許
可以借鑒到我們期望得到的

眞經袁也可避免前人曾經經歷

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袁得到我
們如何順勢而爲重啓野一帶一
路冶的正確答案遥

中國傳統文化給了野一帶
一路冶什么樣的力量支持呢钥
儒家學説如仁義禮智信尧溫良
恭儉讓袁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
息尧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等袁
都是解決國人生存交往尧傳承
發展之道遥所以在中國傳統文
化中儒家學説總是正統和正

道袁它滿足了爲政者和民衆進
取的理想和奮鬥的文化支持遥

但人有自由的天性袁有不
願受生存發展束縛的內在向

往袁道家如莊子學説提供了人
們心靈自由和實踐修爲的自

由觀遥老子的道家學説
述説了無爲而治尧柔弱
如水的爲政和個體修爲

的道理袁滿足了人們自
由想像和心靈無拘的文

化滿足遥人還有不滿足
已知世界的追問袁以及
我如何尧怎么辦的問題袁
追問無窮的慾望和有限

的時空的關係袁這些追問亦是
人的本性遥

佛敎學説則對此給出了

自己的答案袁滿足了人們精神
上的幻想和靈魂永生的需求袁
慰籍了人們在現實世界遭受

痛苦的心靈遥正因爲儒道佛在
文化上滿足了國人精神的種

種需求袁所以千年來不論焚也
好尧坑也罷袁都不能弱減它的
力量遥

民主和科學是時代的潮

流袁國人要生存和發展必須崇
尙之信仰之袁並眞正將民主和
科學的力量升華成自覺的價

値追求袁推動並上昇到信仰的
層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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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後代中最漂亮

的女子院李莉頗具藝術天分
縱觀毛主席一家的後

人袁長得最最漂亮的就當屬
這個可愛的女孩了遥女兒李
莉 1977 年 1 月出生時袁毛
遠新剛剛被關押 3個月袁妻
子全秀鳳也正在隔離審查遥
女兒 10 個月時高燒不退袁
因長時間大量使用靑鏈霉

素袁導致雙耳失聰遥1982年
毛遠新第一次見到隨妻子

探監的女兒袁又驚又喜袁他
多么想把 5 歲的女兒緊緊
抱在懷里袁莉莉卻瞪着一雙
充滿恐懼的大眼睛袁迅速躱

到母親身後袁説什
么也不讓這個陌

生人碰自己一下遥
後來袁一家 3

口雖然住進了上

海一間 13平方米
的房間袁莉莉卻總
是躱到舅舅房間

里袁毛遠新想摸一下她的
手袁她都趕緊縮回去遥加上
語言交流困難袁父女之間難
以溝通遥野是我連累了她
噎噎冶自責使毛遠新難以入
眠遥從幫助女兒學習入手袁
毛遠新父女關係開

始起變化遥父毛遠新
(左二)母全秀鳳 (左
四) 和女兒李莉 (左
五)遥考慮到聾啞人
將來的生活自立袁毛
遠新引導女兒課餘

時間學習美術袁手把
手地敎她素描尧水
粉尧透視學遥

初中畢業後袁莉莉考上
了上海聾啞靑年技校美術

班遥畢業後袁莉莉走上工作
崗位袁毛遠新又引導女兒工
余時間學習電腦遥莉莉後來
考上了上海大學美術學院

聾啞人成人敎育大專班袁
2000 年拿到了畢業證書遥
現在袁毛遠新正幫助女兒學
習英語袁準備參加升本的考
試遥隨着女兒學業和工作的
進步袁父女之間的情感越來
越深遥現在已是李莉處處主
動關心照顧年老的父親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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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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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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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知名制片人傑瑞·溫特勞布逝世享年77歲

曾為貓王演唱會做宣傳

綜合報導 繼早前被曝婚後仍與舊愛

楊子晴約會後，7日下午，歌手陶喆在台

北召開說明會，承認婚後雖然有出軌行

爲，但未同舊愛發生關系，並強調“我

這一輩子只會愛太太一個女人”。

承認婚後出軌
否認與舊愛發生關系

陶喆在說明會上承認“婚後有出軌

行爲”。他坦言和楊子晴于2010年認識

，曾經交往過，但婚後唯一的一次見面

是在今年6月19日成都，“這次見面也

就是造成出軌的主因”。

對于之前被曝兩人開房一事，陶喆否

認婚後與舊愛發生關系，“絕對沒有(肉體

交往)，那只是我在言語上面的輕浮”。

被問到是否後悔認識楊子晴，陶喆

表示不後悔。追問是否有很多把柄在對

方手上，他稱不知道對方手上有什麽，

並透露兩人未交惡。

飆淚向家人致歉
強調此生只愛老婆一人

另外，陶喆也飙淚向老婆和家人致

歉，“Penny(陶喆老婆)請你原諒我，嶽

父嶽母、媽媽我也讓你失望了，(哽咽)

可是謝謝你們沒有離開我，一直對我的

關愛，我做了錯誤的示範，我要跟我支

持的朋友道歉”。

他還強調此生只會愛老婆一個女人

，“她是一個善良，很好的一個女生。

我這一輩子只會愛太太一個女人，不止

她知道，包括嶽父嶽母，我母親都知道

，這是我一輩子愛的女人。”

談到自己在聊天記錄中提及婚姻是

“媽媽的旨意”，陶喆承認是自己“言

語輕浮”，但是迎娶老婆絕對不是媽媽

的旨意，完全是自己的決定與心意。

律師斥楊子晴刪剪聊天記錄
曝光完整版對話詳情

說明會上，陶喆的律師表示，楊

子晴有刻意刪改微信聊天記錄之嫌：

“是楊小姐刪減、竄改他們的對話記

錄，造成陶喆的名譽損害。陶喆的微

信是交叉剪接，大多數是婚前內容，

非婚後，成都之約是楊自己約的，不

是陶喆約的。”

律師接著還原陶喆與楊子晴對話的

原始微信聊天截圖，指出6月19日當天

，楊子晴傳的信息原文爲“或許不要看

演出，直接去房間見如何？”

截圖顯示，6月19日兩人見面後，

陶喆要從成都離開前，楊子晴又發信息

說：“下次又是一年後見了。”律師認

爲這句話說明雙方距離上次見面有一年

之隔，而陶喆去年8月與Penny結婚，證

明陶喆婚後除了今年6月，沒再和楊子

晴見面，也沒有“婚後仍頻繁見面”之

說。

律師還指出所謂“見面時的照片”

曝光相當不尋常，一來因爲男方非陶喆

本人，怎會有跟拍，二來因楊子晴隔天

就受訪，所以懷疑楊子晴設局。

舊愛回應“謝謝你的坦誠”
曾揚言曝大料

針對陶喆在說明會上的言論，楊子

晴7日下午在微博回應：“如果不想理

我，爲何我說一句你回一句，對我說

‘想你’？如果不願見我，難道是我用

槍指著你逼你來見我？哎！”

“罷了！幾年不求回報的默默付出

，臨了換得一句‘言語輕浮’，也許該

說謝謝你，謝謝你的坦誠，謝謝你的這

些話，願以後你‘一生只愛一人’，保

重！”楊子晴寫道。

有意思的是，頭一天楊子晴受訪時

態度還十分強硬，問到出于什麽目的曝

光和陶喆的這段情，她說沒有什麽目的

，“這種人渣就應該曝光”。當天楊子

晴還表示不怕陶喆的證據，強調手中還

有更大的猛料，並稱和陶喆分手一年後

才和李威在一起。

網友質疑楊子晴炒作
相戀時間前後矛盾

陶喆出軌事件曝光之後，一直備受

關注，但也有網友質疑楊子晴借機炒作

，因爲其聲稱的相戀時間前後矛盾。

早前楊子晴受訪時提到與陶喆在一

起6年，但陶喆在說明會上強調兩人于

2010年年底才認識。

最早爆料的媒體“全民星探”也證

實，2010年，陶喆以嘉賓身份參與某品

牌成都演唱會的慶功宴上認識楊子晴，

經過多次聊天、約飯後兩人自然而然地

相戀。

另外，2014年楊子晴曾參加相親節

目《非常完美》，當時字幕顯示她只有

22歲，至于是否與陶喆相戀時仍未成年

，陶喆7日回應稱“她的實際年齡，我

不確定”，其律師則表示正在查證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喆“出軌門”

之前，楊子晴曾自曝一系列與李威的暧

昧床照，但卻遭李威斥責炒作，更承認

正在追求姚笛。隨後，楊子晴曬出給李

威剪指甲的照片，回應說：“謝謝你，

原來我就是一個被你玩過的婊子。玩完

發條微博就一腳踢開了！謝謝你讓我看

清，去追求你下一任真愛吧！”

陶喆飆淚承認婚後出軌
舊愛回應：謝謝你的坦誠

綜合報導 好萊塢著名制片人傑瑞· 溫

特勞布逝世，享年77歲。傑瑞曾經爲貓王

演唱會做宣傳，爲《十一羅漢》等電影擔

任制片人。五十多年以來，他一直是好萊

塢娛樂産業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回憶錄

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事業：“當我不說

話時，你就會知道我已經去世了。”後來

他的回憶錄被HBO電視台拍成紀錄片，紀

錄片的名字爲《他的路》。

綜合報導 今早，韓國男星李敏鎬通過微博曬出一張帥氣拼圖。照片

中，他半裸上身，帥氣四連拍。

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留言，“來自大清早的色誘”、“性感迷人又

可愛”、“秀智快來收了他”、“帥我一身鼻血”。

李敏鎬裸上身四連拍
網友：帥我一身鼻血

綜合報導 《12道鋒味》第二季將于8月播映，日前安排探班

。現場，記者問謝霆鋒，王菲喜歡吃他做的哪道菜？他流露出幸福

的笑容，卻不說話。

此外，謝霆鋒稱下廚讓他學會與人分享，相比以前的自己，現在

他更樂于跟大家分享美好的一切。看到食客臉上的笑臉，他更快樂。

霆鋒還稱新一輯節目會煮更多中餐，他擅長的菜式包括咕咾肉。

謝霆鋒被問王菲幸福微笑

不回應女友
愛吃哪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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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電

影《潛龍狙擊》8日舉行發布會，監製

陳嘉上、演員吳建豪、安志杰、Jessi-

ca Ｃ.、吳家麗及身兼動作導演的伍允

龍等均有出席。吳建豪一度與有“新

加坡百億千金”之稱的太太石貞善傳

出婚姻亮紅燈，近日又再度在社交網

上被太太數其不是，當日在訪問中

被問及與太太感情事時，吳建豪突

向記者咆哮，行動表現怪異。

吳建豪在接受訪問時，公關事先
張揚指他不談私人事，當談到

他在戲中演臥底以及12年後再跟安
志杰及伍允龍合作，記者再問他跟
太太之間的感情問題，他即俯身向
發問的記者咆哮：“Ｗhat？”記者
再度提問同一問題，他繼而面黑黑
地說：“跟每個人一模一樣，想保
持私隱，多謝關心。”但會否影響
拍戲心情？他即按捺不住情緒說：
“你們繼續再問，也許會吧！”但
對於太太力數自己會否不開心？吳
建豪板着臉說：“暫時為止，私人
事情也不想講。”此時記者也將訪
問終止。

伍允龍指12年前與安志杰及吳
建豪合作過《少年阿虎》，當年三
人曾坐於片場的天台談大家十年後
的去向，想不到現在還可以再度合
作，今次新戲其中一個場景也會在
該地方拍攝。伍允龍指他們三兄弟
經常有聊天，問知否吳建豪最近不

開心？他說：“我甚麼也知道，不
過兄弟的私人事也保持私隱。”會
否怕他的情緒影響到工作？伍允龍
指見他談劇本試造型很開心，也沒
見他聯絡太太。

安志杰與女友情侶檔演出
另外，安志杰與女友Jessica情

侶檔演出，會否怕他倆太甜蜜影響
吳建豪的情緒？他說：“大家都好
專業，相信不會的。”安志杰戲中
演壞人角色，女友Jessica則演暗戀
他的狙擊手去保護他，這次是兩人
拍拖後首度合作，安志杰不擔心一
些工作會有爭拗，反之女友開工沒
他份也會去監場，因女友要演出危
險動作如爆破及開槍場面。問會否
私下教她功夫？他笑指會由動作導
演伍允龍去教她。問Jessica有否性
感演出？她表示這不是重點，安志
杰表示也不會阻止女友作性感演
出。但不怕她給“睇蝕”？他笑
說：“我們未拍拖時已經好多人望
她啦！”而他亦不介意跟女友一
起拍親熱戲。Jessica 也笑說：
“比起跟其他人，他更加可
以！”兩人在訪問時，安志
杰都很照顧女友，當大風
吹過，他就為女友撥好
頭髮，表現恩愛。

被問與太太感情事被問與太太感情事

吳建豪吳建豪突向記者突向記者

咆哮咆哮
被問與太太感情事

吳建豪吳建豪突向記者突向記者

咆哮咆哮
吳建豪突向記者

咆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日模松岡李那
與王宗堯8日到屯門出席“Domo仲夏浪遊之旅揭
幕禮”，二人在台上除與現場觀眾分享外遊趣
事，並與粉絲玩遊戲。松岡表示想九月返日本旅
行，在旁的王宗堯就笑問她是否要跟男友林德信
一起去？之後不斷拿松崗來開玩笑，問到王宗堯
不怕對方會生氣？他笑說：“我們認識，如果林
德信嬲，我向佢道歉。”松岡即大方表示不會生
氣。

松岡透露稍後將與台灣型男汪東城合作，在
台北演出舞台劇，由於角色需要說普通話，故近

日正積極學
習。

王宗堯
表示早前正
式成立了製
作公司，首
個工作是為
樂 隊 拍 攝
MV， 他 亦
將首次擔任
導演，但暫
時未能透露
是 那 隊 樂
隊，待他們
公布罷，預
計兩個星期
之後開工拍
完音樂 MV
及七月出席
完書展宣傳
新 書 活 動
後，他計劃
八月放假去
日本旅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羅霖、周柏豪7日晚為李思
捷主持節目《今晚睇李》錄影，
原來羅霖自96年演出《真情》一
劇後，已經有20年沒有踏足過無綫，此番令
她勾起不少回憶，最開心是見到一些舊同
事。與此同時，亦感觸時間飛逝，瞬間已經
20年，不過羅霖自言時間配合的話，不排除
跟無綫再續前緣合作。

今年羅霖以半百之齡推出寫真，自然成
為談論話題，日前黃榕指她的寫真相有排
執，羅霖聞言後沒有怒火，笑說：“我去韓
國影相時，當地攝影師說了一句話不喜歡執
相，我即時擔心得滴汗。香港團隊就話見步
行步，不過我對自己有信心，也不喜歡執得
太過分，結果影出來真人和相差不多，真人
更瘦過相好多，毋須點執。現在的我已百毒
不侵，不會在意別人說話，只有三個仔令我
最受影響，其他人不會影響我，其實大家各
有市場，最好是大家的寫真都買得好。至於
其三個囝囝看到媽咪的寫真後，都豎起拇指
讚好，兼且『嘩嘩』聲。”

柏豪不怕被問感情事
柏豪剛從歐洲巴黎欣賞完時裝騷回港，

他透露最開心是一直傾慕的時裝品牌主腦把
他們的合照放上社交網，柏豪說：“碰巧我
在飛機上看到便要關機，這十多小時的機程
令我心情很忐忑，猜估對方是否放錯相。”
問他怕否被思捷以感情事做話題，他預了在
清談節目上無所不談，毋須忌諱。

■■ 伍允龍伍允龍（（右右））爆爆
好友吳建豪好友吳建豪（（左左））
談劇本試造型很開談劇本試造型很開
心心，，也沒見對方聯也沒見對方聯
絡太太絡太太。。

■吳建豪太太石貞善
近日再度在社交網上
力數老公不是。

■■吳建豪與太太石貞善恩愛
吳建豪與太太石貞善恩愛

時常於網上放閃光彈
時常於網上放閃光彈。。

■■安志杰與安志杰與JessicaJessica ＣＣ..
以情侶檔演出以情侶檔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 劉嘉玲日前到巴黎出席活動，
百忙之中抽空為自己安排一個唯美之旅，一遊法國
北部吉維尼（Giverny）小鎮的莫內花園（Fonda-
tion Claude Monet）。提到這趟“步入睡蓮的夢
幻”小旅遊她非常高興，表示：“現在的我很容易
感動，之前在北京看過印象派畫家莫內的展覽，已
決定有機會一定會到法國遊莫內花園，今次能抽空
一遊實在好開心，帶俾我好多感覺。”而粉絲們看
到她在微博身穿花裙遊莫內花園的照片紛紛讚她美
麗搶鏡。

隨後，佩戴着超過港幣550萬高級珠寶的嘉玲
出席珠寶品牌發布會，同場還有荷里活女星Amber
Heard和法國女星Juliette Binoche。三位國際知名女
星同場談個不停，拍照留念，劉嘉玲更形容Juliette
Binoche 為“讓我心跳加速的女人”！

羅霖唔怕黃榕“挑機”
王宗堯

取笑松岡戀情

劉嘉玲巴黎遊花園

■松岡李那與
王宗堯分享外
遊趣事。

■羅霖自言時間配合的話，不排除跟無綫
再合作。

劉嘉玲劉嘉玲

Amber HeardAmber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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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製 造 精 品

霧霾殺手-美國
制造奧斯丁牌空氣
凈化器 4層過濾
全鋼機身 5年質保

22年專註美國制造好產品 用心服務華人社區

引領綠色 環保 健康新概念生活

空氣質量測試儀 30秒內
讓您周邊的空氣質量看得
見 摸得著 隨時掌握家
辦公室等室內空氣質量

軟黃金-羊駝毛毯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美利奴羊毛被子
Organic 生態有機被子
枕頭 兒童專用被子等
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

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金絲帶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30013001 Fondren Road, Suite DFondren Road, Suite D
Houston, TXHouston, TX7706377063

電話電話:: 832832--620620--00060006
pacacollection@gmail.compacacollection@gmail.com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專辦房屋貸款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TEL(713)927-6800 (713)284-6243
9311 Katy Frwy,Ste E,Houston,TX 77024

AAA TEXAS LLC

莊嘉銓
Bernard Chaung

會員及汽車/房子保險
便宜的保費，歡迎比價

chaung.bernard@aaa-texas.com

臧永慶
Philip Tsang

Broker

713-417-4540
永茂地產永茂地產
10333 Harwin Dr.#535A Houston, TX 77036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代辦房地產貸款

☆Bellaire & 6號﹐新裝修﹑空調﹑花崗岩廚房枱面﹐3房2浴﹐地板﹐地磚﹐售＄133,900
☆吉屋出租﹐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3房2浴﹐新裝修﹐高屋頂﹐寬敞亮麗﹐租＄1,300
☆吉屋出租﹐在Memorial/HWY.6﹐四房3.5浴,游泳池,新地毯﹑地磚﹑油漆﹑冷暖氣﹐

新百葉窗﹐高挑屋租$2,700售359,900 ﹒
☆House出售﹐西北區﹐近290在Fairfield社區﹐4房2.5廁2車庫﹐二層樓﹐二吋新百葉窗﹐
新地磚﹐在轉角位﹐2350呎﹐屋況佳﹐僅售$183,000﹒

☆Condo出售﹐位於百佳超市後面﹐2房2浴﹐有後院﹐屋內可放洗衣﹐烘乾機﹐售 $95,000

SOLDSOLD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張少英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Sam's Insurance 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Agency
岑氏保險公司岑氏保險公司

健康保險-代理多家健保公司
為您及家人提供最有效的健康和財產保障
為您的企業雇員選擇最有價值的健保計劃

777-9111713

TrinityTrinity
Funding,Funding,
IncInc..

請電：馬先生

‧房屋貸款‧舊款重貸
‧利息低廉‧經驗豐富

Peter Ma

恆信貸款

6918 Corporate #A6, Houston, TX 77036
Tel:(713)961-3900‧Fax:(713)961-9099

www.trinfund.comNMLS #301604

星期四 2015年7月9日 Thursday, July 9, 2015 星期四 2015年7月9日 Thursday, July 9, 2015

丁噹滑冰怕又摔丁噹滑冰怕又摔

投保投保11億護體億護體

安麗2015 ARTISTRY冰

上雅姿盛典，7 月 8 日
將於小巨蛋登場，今年
請出丁噹與台灣花滑小
將陳瑞旭與台裔美籍陳
楷雯，獻出滑冰演出處
女秀，丁噹今與 10 組
選手同登場，她一出場
，數度失去平衡，但都
沒滑倒，滑至場中時，
還得意旋轉轉圈，她說
： 「第一次上冰感覺很
high，有血脈賁張的感
覺，想滑冰很久了，但
沒想到第一次就要邊滑
邊唱。」

去年 3 月，丁噹在
台北小巨蛋舉辦 「真愛
好難得」演唱會時，摔

下1.5公尺高的舞台機關裡，

導致尾椎變形，至今仍未復
原，不能久坐，還得持續復
健與熱敷，丁噹笑言： 「這
次演出感覺在冰箱裡表演一
樣。」她每回練習完滑冰，
回家都得泡熱水，避免脊椎
不適。

丁噹與台裔美籍滑冰小
將陳楷雯合作 「手掌心」，6
日彩排時，數度想哭；運動
員出身的丁噹，得知陳楷雯
之前曾受過很嚴重的傷，經
歷過低潮，仍在今年全美花
式滑冰奪得銅牌，年紀輕輕
就有如此的毅力與韌性，讓
她相當感動，尤其搭配 「手
掌心」，內容浪漫淒美，她
光看彩排就哽咽。

丁噹幼時曾滑過四輪溜冰，為了呈現
最完美的演出，她展開為期一周的密集冰
訓，初期頻頻跌倒，上過幾堂課後就開竅
，練成單腳滑與屈膝滑，被讚 「有天分」
，但也因跌倒雙膝瘀青又破皮，丁噹說：
「沒關係，可以用蓋斑膏蓋掉。」

丁噹透露演出時，將會有抬腳的動作
，已做好滴水不漏的保護措施，但去年意
外摔落1.5公尺高的機關內，導致尾椎變
形，整整一個月無法做劇烈運動，唱片公
司今年格外小心，投保 「1億」護體。

推掉 「甄嬛」 續集 周迅凸肚孕味濃
年屆 40 歲的周迅，去年 7 月

嫁給45歲美籍華裔演員高聖遠後
，小兩口總抱著順其自然的心情
拚 「做人」，只是影后一舉一動
備受矚目，也讓懷孕消息屢傳未
歇。3月底時，陸媒曾曝她懷有3

胞胎，但遭她否認： 「若不是穿
高跟鞋和裙子，很想在台上翻筋
斗。」如今結婚將滿周年的他們
，又被陸媒拍到兩人甜蜜外出吃
消夜，只見周迅肚子明顯凸起，
孕味十足。

周 迅 結 婚
受訪時，曾表
示希望能盡早

做母親，而婚後她也逐漸減少工
作，享受平淡生活，似乎在為懷
孕做準備。據大陸 「全民星探」
報導，周迅日前與高聖遠手牽手
吃宵夜時，身穿寬鬆深綠色連身

裙，腳踏平底鞋，肚子明顯凸起
，還出現了用手托腰的姿勢，幾
乎所有符合孕婦的 「標準化」動
作一次到位，難怪陸媒再傳周迅
「好孕到」。

據陸媒報導，周迅近來除了現身
幾場商業活動外，幾乎鮮少露面
、接演新作，日前甚至傳出周迅

推掉 「後宮甄嬛傳」續集 「後宮
如懿傳」演出，外界揣測恐與懷
孕有關。只是年底周迅將登浙江
衛視 「西遊降魔記」，欲化身白
馬走取經路，若這時懷孕恐難輕
易完成取經使命，但若喜訊屬實
，周迅將繼趙薇後，成為大陸
「四大花旦」第2位辣媽。

綜合報導 日前剛剛發佈
離婚聲明的張雨綺有了新動向，
由韓國導演郭在容監製、張林
子執導的《情敵蜜月》首次曝
出主創陣容，張雨綺將與韓國
影星權相佑以及憑藉《花千骨》
火爆熒屏的霍建華等領銜主演
這部愛情喜劇片。值得一提的
是，片中張雨綺飾演的夏小雨
的經歷與她生活中的際遇有些
異曲同工。張雨綺表示：“夏
小雨是個很專一的女人，只是
不太懂得在感情上變通，但她
的男友許默不辭而別另娶別人
，確實讓她難以接受。”遭此
情變的夏小雨為了奪回舊愛，
引發了一系列搞笑故事。

張雨綺發離婚聲明後開工張雨綺發離婚聲明後開工
新片中遭男友拋棄新片中遭男友拋棄

《左耳》音樂疑侵權
原曲作者怒斥：實在很誇張

綜合報導 蘇有朋首度當導演的作品

《左耳》今年4月在內地上映，首日即累積

5340萬元人民幣，至今票房已衝至4.86億元

人民幣。

蘇有朋演而優則導，導演處女作成績不

俗，近日卻有鋼琴創作人pianoboy同步在臉

書、臺大批踢踢八卦板發文，向媒體投訴，

稱《左耳》預告片用了他的音樂《Alone

On The Way》，他更清楚寫出“確實從1

點25分開始整整用了54秒，幾乎一半的預

告片都是我的音樂！而且剪輯的品質很好，

並不像是網友自己弄著玩的”。

他不滿寫道，“《左耳》很明顯是一部

商業電影，票房還已經4.86億！卻完全沒有

取得我的授權侵犯我的著作權，這實在很誇

張。剛查了一下，導演還是台灣資深藝人蘇

有朋勒，如果這是真的，我想問一下這些大

公司大明星，這樣子侵犯別人的創作對嗎”

？他也在八卦板上怒指，“我們這種獨立創

作人沒有大公司撐腰，不賺錢也沒名氣，但

並不代表我們努力的創作可以這樣被踐踏。

如果真的是官方預告侵權使用我的音樂，請

你們出面道歉處理”。

記者在第一時間電話聯繫光線傳媒方面

，對方表示並不知情。隨後，“電影左耳”

的官方微博表示回應。電影《左耳》官方微

博轉發了鋼琴創作人pianoboy的微博，並表

示得知此事，十分意外，已經在和預告片部

門了解此事，並且已經私信pianoboy，希望

能和他儘快取得聯繫。

《百家講壇》風光不再
節目形式十多年不變

綜合報導 《百家講壇》主講人

、浙江大學博士于鐘華近日為新書

《問道王羲之》在京舉行簽售。相較

于《百家講壇》當年新書籤售場面之

紅火，熒屏講師們如今已走下“神壇

”，黯然失色。出版方中華書局表示

，如今《百家講壇》系列書的起印量

已從幾年前巔峰期的百萬冊下滑到兩

三萬冊，簽售現場冷落，不再有昔日

之火爆，令人恍若隔世……

地位岌岌可危

《百家講壇》最紅時堪稱“造星

機器”，捧紅了易中天、紀連海、于

丹、袁鵬飛、閻崇年、馬未都等一批

專家型熒屏明星。閻崇年的《清十二

帝疑案》創造了《百家講壇》0.57%

的高收視，紀連海的《歷史上的和珅

》更是創造了0.69%的最高收視。一

時間，這些學者明星出場費甚至可與

歌星、影星比肩。

然而，時隔多年，《百家講壇》

不僅已經失去“造星”功能，相關圖

書不再火爆也在情理之中。紀連海向

媒體透露，從去年10月份起，除了

他講的李蓮英系列之外，“收視率再

也沒有超過0.1%”。有一陣，由於

《百家講壇》收視連續跌出央視10

套所有欄目前十名，甚至一度傳出停

播傳聞。

當年，很多出版社都爭搶《百家

講壇》主講人的圖書版權，易中天的

《品三國》出版時，甚至舉行了一場

吸引全國出版社關注的無標底競標，

最終上海文藝社以55萬的首印數和

14%的版稅奪得了《品三國》的出版

權。當時《百家講壇》其他一些主講

人的書起印量也在十萬冊以上，而如

今能有兩萬就不錯了，也有不少出版

社為此虧本，印多了砸在自己手裏。

觀眾審美疲勞

《百家講壇》為何出現收視冷落

，人們議論紛紛。《百家講壇》主講

人翁思再認為，節目品位較高，但帝

王將相說多了，選題變得越來越窄。

《百家講壇》學者說來說去還是那些

人，新人難以出現，形式多年不變，

再加上全國各地類似節目一窩蜂競相

模倣，時間久了，難免會讓人產生審

美疲勞。

《文化中國》主持人今波說，

《百家講壇》當年之所以火，是因為

國學熱、學者明星、文化通俗化等元

素的合力造成的。可是像易中天、于

丹那樣善於演講的學者可遇而不可求

。再說，有的學者即便很能講，但學

術界對這種通俗化的表達評價不高，

甚至引來爭議，不利於學術地位的提

升。

有業內人士認為，《百家講壇》

顯得過於精英化、學術化，若將自己

定位成更通俗化，更接地氣，還可浴

火重生。因為，老百姓對歷史文化、

國學知識的需求很大，這點，可從

《十萬個為什麼》這套叢書發行量近

一億冊並影響了幾代人、從央視《中

國漢字聽寫大會》熒屏熱播等現象中

得到佐證。

方式十多年不變

與《百家講壇》相比，《開講

啦》《青年中國說》央視另外兩檔

講壇類節目無疑更具網際網路的新

思維。

《百家講壇》是專家、學者“一

桌、一人、一口”的自我演講與單向

灌輸，10多年未變，既沒有觀眾的

互動環節，也沒有彼此爭論的空間。

這束縛了大眾思考，在“網際網路+

”給這個世界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今

天，顯然有點落伍。

而登上《開講啦》《青年中國說》

講壇的嘉賓都是現身說法，台下眾多

聽眾可與嘉賓積極互動、討論甚至爭

執，並展開自由碰撞，這無疑比單向

說教更具吸引力，更貼近當今時代，

話題更接地氣。由此可見，節目潮起

潮落，其實反映了節目創新與守舊的

巨大落差。

《華胥引》開播在即幕後花絮
鄭嘉穎拍吻戲挨咬

綜合報導 古裝玄幻大劇《華胥引》

將於7月9日在江西衛視、四川衛視首播

，由騰訊視頻獨家播出。7月2日，該劇

在北京舉行開播發佈會，鄭嘉穎、林源、

蔣欣、袁弘、喬振宇、甘婷婷等主演亮相

，帶來很多唯美畫面背後的趣事。由霍尊

演唱的主題曲《之子于歸》MV也在發佈

會上首播，現場氣氛亦夢亦幻，讓人更加

期待這部電視劇。

男女搭配 鄭嘉穎林源吻戲有暗戰
《華胥引》是繼《花千骨》之後慈文

傳媒又一部亮相暑期的玄幻劇，歷經沉澱

，粉絲期待感十足。該劇根據唐七公子同

名小說改編，分為四個篇章。在《絕愛之

城》篇章中，鄭嘉穎飾演陳國世子蘇譽，

林源飾演衛國公主葉蓁，兩人是劇中最為

核心的人物。說到蘇譽這一角色，鄭嘉穎

表示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人物。說起和林

源的合作，鄭嘉穎笑言她“非常記仇”，

在一場深情的吻戲中，鄭嘉穎不小心咬到

了林源，而林源一定要“反咬”回來。沒

想到在觀眾眼中的癡纏一幕，在拍攝中還

經歷了這樣一場“暗戰”。

在《浮生盡》篇章中，蔣欣、袁弘首

度出演情侶。蔣欣表示“宋凝”是繼“華

妃”之後最吸引她的角色，劇情虐心，演

起來也虐人，因為要把感情收在心裏，所

以往往都是導演喊“停”之後，她才能哭

出來，幾乎憋出內傷。而袁弘對自己在戲

裏的評價是“很渣也很瞎”。

兩人在戲裏相愛相殺，戲外卻十分和

諧，說起自己的搭檔袁弘，蔣欣讚其在片

場很敬業，袁弘則調侃蔣欣這次特別不

“華妃”，大家肯定能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蔣欣。

男男組合 賀剛吃苦頭馬可變陽剛
由保劍鋒、賀剛、郭珍霓出演的《十

三月》篇章，是一段講述孿生姐妹捲入皇

室鬥爭的故事，郭珍霓將分飾鶯哥、錦雀

兩角，與保劍鋒(飾演容垣)、賀剛(飾演容

潯)糾纏其中。雖然發佈會當天保劍鋒、

郭珍霓遺憾未能到場，但賀剛、馬可的

“男男組合”也成功吸引了大家的視線。

賀剛坦言為飾演容潯吃了不少苦頭，古裝

造型讓他皮膚過敏發炎，使得整個劇組停

工，為了減少劇組損失，最後不得已改換

“速食麵”造型。因《花千骨》走紅的馬

可，以妖嬈的造型、嫵媚的神態被網友評

價“妖出了新高度”，然而此次他陽剛味

兒十足，更笑言要讓大家看到自己在兩部

戲中的“反差萌”。

此外，在《一世安》篇章中，喬振宇

和甘婷婷可以說是超高顏值搭檔，十分吸

睛。一直以古裝扮相被網友稱道的喬振宇

，此次在劇中出演霸氣蘇珩，喬振宇自稱

這是一次“霸道總裁”的全新體驗。而甘

婷婷說起和“喬大美人”的合作，開玩笑

表示很有壓力，怕他美過自己。兩人已經

不是第一次合作，演起戲來非常默契，唯

美戲份讓人浮想聯翩。

順便說說
霍尊獻聲《華胥引》主題曲

《華胥引》首播發佈會上還發佈了由

霍尊演唱的主題曲《之子于歸》MV。無

論顏值還是聲線，這支MV呈現的感覺都

和“唯美”一詞完美貼合。MV中，飾演

葉蓁的林源與霍尊對唱。因為是第一次錄

製參演電視劇的主題曲，為了找到感覺，

林源還把“幕言哥哥”的名字寫在紙上，

讓自己融化其中。

綜合報導 古裝大劇《華胥引》將於
7月9日登陸江西衛視、四川衛視。昨天
劇組在京舉辦首播會，主演鄭嘉穎、蔣
欣、袁弘等到場。在蔣欣、袁弘領銜的
《浮生盡》單元，兩人坦言愛情戲份實
在太虐，經常是導演喊停之後他倆還哭
個不停。

《華胥引》根據唐七公子同名小說
改編，講述衛國公主葉蓁以死殉國，依
靠華胥引死而復生，化身君拂，從此擁
有織夢能力，她遊歷九州，為凡人織夢

，經歷了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故事。《華
胥引》分為《浮生盡》《絕愛之城》
《十三月》《一世安》四個篇章。在
《浮生盡》中，蔣欣、袁弘首度出演情
侶檔，蔣欣變身女將軍宋凝，戰場上驍
勇，愛情裏更奮不顧身，她和袁弘演的
沈岸相逢于沙場，對其一見傾心，從此
她的一生便為這個男人糾纏。

兩人在戲裏相愛相殺，虐心之極。
蔣欣昨天現場爆料，有些戲表面上看來
不用哭，但情緒非常打動人，“經常是

導演喊停之後我倆還哭個不停。”袁弘
也表示，他跟蔣欣劇中的愛情太虐太悲
了，“每次演完，我都不能在那個房間
裏多呆，受不了。”

此外，之前有港媒曝鄭嘉穎求婚24
歲港姐陳凱琳，差22歲忘年戀將開花結
果。

昨天《絕愛之城》單元的男主角鄭
嘉穎現場辟謠，“都是騙人的，香港有
些雜誌，為了賣得好，喜歡編故事。這
就是他們編的，太無聊。”

袁弘蔣欣首演虐戀袁弘蔣欣首演虐戀
導演喊停後仍經常哭不停導演喊停後仍經常哭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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