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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活動快報一週活動快報

中華保健中心及亞裔青商會舉
辦
對自然災害的認知、防範以及
災後的需知
政府的援助和保險的理賠
7月18日(SAT) 上午9時至上
午11時30分
朱秀娟女士社區中心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TX.77042

休士頓地區洪秀柱後援會成立
籌備大會
7月 19日(SUN) 下午 1時 30
分至下午3時30分
HILTON BANQUET ROOM
2FL,GRAND BALL ROOM
6833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77072

休士頓FASCA培訓課程結業
典禮
7月19日(SUN) 下午2時
僑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2

衍易【風水調氣班】
7 月 19 日 （SUN） 下 午 2:
00-6:00
文化中心

取消下列活動通知:
同源會舉辦有關退伍軍人福利
講座
7月19日(SUN)下午2時
僑教中心
新日期將另行通知

亞美園藝協會
月活動通知-土壤改良

中國蘇州學生首次參賽showstopper捧回2015全美舞蹈大賽白金獎
（本報訊）7月10日, 來自中國蘇州的楊悅

琪和朱璽涵同學在高手如林的showstopper全美
舞蹈大賽中以富於濃郁東方色彩的雙人舞 “弄
影”奪得白金獎！

兩位參賽的中國學生來自蘇州艾美舞蹈藝
術中心。艾美舞蹈藝術中心是蘇州市園區教育
局批准的非學歷教育民辦學校，是中國藝術家
協會江蘇省藝術教育基地，是全國最權威的少
兒舞蹈考級北京舞蹈學院少兒舞蹈考級點、全
國少兒拉丁舞、摩登舞考牌園區教學點。藝術
中心開辦九年來，以其強大的師資、規範的教
學、出色的教學成果，深得社會各界的認可。
艾美舞蹈的節目多次在國際、國內比賽中獲獎.
據中心負責人楊靜女士介紹，每年中心都會帶
領學生參加各類國際比賽，已經到過韓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這次專
程赴休斯頓應邀參加美國Showstopper舞蹈大賽
。兩位年僅十三歲的學生, 賽前經過嚴格的強化
訓練、觀摩精彩紛呈的比賽節目，並與當地選

手切磋技藝交
流 經 驗, 受 益
匪淺。

Show-
stopper 是國際
上規模最大，
最負盛名的舞
蹈 比 賽 之 一,
組織完善，評
審公平公正，
至今已成功舉
辦37屆賽事。
以一流的舞台
布景，專業的
音響系統，甚
至獎項獎杯的
設計都體現了對舞蹈藝術和每一位舞蹈藝術追
求者的欣賞的由衷敬意而著稱。
在如此高水准的比賽環境中歷練, 使兩位遠道而

來的學生開眼界, 長知識。 通過訓練的過程和
參賽的經歷磨練毅力, 培養自信。兩位學生收獲
甚豐,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期待明年再次參賽。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每個愛好舞蹈孩子的

成長都需要經歷一個個參賽的過程。對於熱愛
舞蹈的人，再遠的路，昂首向前也能走向黎明
；再高的天，踮起腳尖，就能更接近太陽。

對自然災害的認知、防範以及
災後的需知─政府的援助和保險的理賠

日期：七月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三十分
地點：朱秀娟女士社區中心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主辦社團：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
聯絡人：周宏女士281-682-4788
            鄭雅文會長832-236-5049
備註：備有緊急救急包贈與六十歲以上長者
         請攜帶有照片證明年齡之文件，先到
         先送，送完為止。

亞美園藝協會月活動:
七月份的園藝講座是群言堂。主題：

土壤改良與肥料使用。
時間：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

兩點鐘開始，四點鐘結束。
黃氏宗親會會館地址：6925 TUR-

TLEWOOD Dr、 HOUSTON， TEXAS
77076

如果你對本次講座安排有什麼問題，
請電：黃孔威：832-859-5790. 亞美

園藝協會理事會

“豪小子”林書豪正式加盟夏洛特黃蜂隊！

本報記者
翁大嘴攝

林書豪在世界各地仍擁有大批球迷林書豪在世界各地仍擁有大批球迷。。

林書豪以兩年林書豪以兩年420420萬美元的萬美元的““低收入低收入””
加盟加盟““黃蜂隊黃蜂隊。。

林書豪林書豪77月月1414日來到新東家夏洛特黃蜂隊並召日來到新東家夏洛特黃蜂隊並召
開記者會開記者會。。

林書豪將繼續穿林書豪將繼續穿77號球衣號球衣。。

林書豪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能像當林書豪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能像當
年在紐約尼克為球隊效勞年在紐約尼克為球隊效勞。。

林書豪承認在湖人隊沒能林書豪承認在湖人隊沒能
發揮自己的特長發揮自己的特長。。

在火箭隊的兩個賽季裡林書豪表在火箭隊的兩個賽季裡林書豪表
現平平未能延續現平平未能延續””林旋風林旋風“。“。

陳母林聲雅女士喪禮
圖文：秦鴻鈞

陳母林聲雅女士喪禮
，於昨天（十五日）上午
九時半起，在永福殯儀館
舉行，儀式中有僑教中心
莊主任、李副主任參加，
並有慈濟師姐前往助念，
圖為其夫陳述師老先生
（中）在喪禮上追憶與林
女士六十餘年的夫妻之情
。（左）為其工程師之子
陳其力。（右）為其媳洪
良冰女士。

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之展望與挑戰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之展望與挑戰

近年來，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有加速的情形
，不但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數目大幅增加，
FTA更有走向大型化、範圍廣化與議題深化的
趨勢，對於全球貿易、投資，甚至於產業分工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
競賽中，臺灣已經嚴重落後，未來必須急起直
追，才有可能迎頭趕上 。由美國主導的 『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是全球
經濟規模最大的區域整合架構
，更是台灣經濟持續成長必須
積極爭取加入的組織。

本週四 『常談天下事』特
別邀請從維吉尼亞州遠道而來
、美國著名智庫資深研究員王
維正教授，及休士頓大學王曉
明教授，為大家說明台灣加入
區域經濟整合之展望及挑戰。
歡迎準時收看。

『常談天下事』話題鎖定
最新發生的新聞時事及大家關

心的社區事務。主持人常中政為常安保險負責
人，他熱心社區事務，曾榮獲聯邦國會議員社
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獎等多項表揚。觀眾們如
希望發表意見，可利用電郵 benefitmax@aol.
com 或傳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看法。網
友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是 www.it-
vhouston.com

常常談天下事談天下事
關懷弱勢關懷弱勢,, 關心社區關心社區,, 關注時事關注時事

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7月16日(週四) 晚間7:30~8:30(德州時間)
重播:7月17日(週五) 下午12:30~1:30
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
網路直播: www.itvhouston.com
現場直播電話: 281-498-0109

主持人：常中政
評論員：王維正 University of Richmond文理學院副院
長、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王曉明 休士頓大學教授

大華超級市場夏日酬賓大方送大華超級市場夏日酬賓大方送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推出皇城北京推出皇城北京
++人間仙境九寨溝人間仙境九寨溝1313天精華遊天精華遊

（本報訊）全旅假期推出皇城北京+人間仙境
九寨溝13天精華遊，其行程亮點為：
世界文化遺產——萬里長城 故宮 天壇 頤和園

皇城美景——天安門廣場 鳥巢 水立方 老北京胡同
長安街夜景
風味美食——正宗北京烤鴨
一次遊遍世界遺產 深度領略民族風
情 探秘人間仙境“童話世界”九寨
溝
參觀中國國寶大熊貓基地 欣賞非物
質文化遺產-川劇絕活變臉表演
風味美食——正宗川菜 成都小吃 羌
族風味

ONLY $999/人(10 月 15 日出發
，名額有限)
此價格包含：
休斯敦-北京，成都-休斯敦國航直
飛國際機票及北京-成都中國內陸機

票及所有稅金。
全程5星豪華酒店。
中國內陸段交通，全程採用30-45座豪華

空調大巴。
行程所列每日三餐（除 18，20，
26日晚餐）。
優秀當地中文導遊。
行程中所列景點及表演門票。
此價格不含：
中國大陸簽證（$170/人）。
導遊小費。 （$130/人）。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Mon-Fri:9am-6pm
Sat:10am-1pm

北京/成都/樂山/峨眉山/九寨溝/黃龍

（本報訊）30年來，大華超級市場在社區
365天不打烊服務大眾，為給予消費者更多的
優惠與折扣。每週推出特價商品精選；時令蔬
菜水果，優質肉類，生猛海鮮，讓您買得開心
省得放心。因為您的支持與愛護，大華超市將
致力於提供顧客更舒適的購物環境、更優質的
產品和更親切的服務。

自7月18日至7月26日止，凡在大華超級
市場南加州，德州，內華達州各分店消費購物
，憑當天一次購物一張收據滿$50 元，即送$5
元折扣券；此折扣券在下次購物滿$30元時抵
用；購物一張收據滿$100元，即送$20元折扣

券；此折扣券在下次購物滿$100元時抵用；折
扣券有效日期自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止；多買
多送。 （購物額不包括煙、酒、米、電器、樂
透彩券、禮卡和電話卡，不含稅）。折扣券使
用有條件限制．如有問題，請洽店內服務台。

7/18至7/26同步在大華超市各分店生鮮部
門購買魚、肉、菜，凡使用大華超集卡，將一
律回饋三倍積分；請把握良機，樂享優惠。趕
快前往各分店購物，一定驚喜連連。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致電顧客服務專線
1-800-600-8292 或 訪 問 網 站 http://
www.99ran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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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相約77..1919～～
中國城夏令會將再度啟動永活街中國城夏令會將再度啟動永活街

特別活動委員會及兩區區長合影特別活動委員會及兩區區長合影

【本報記者/徐達輝/採訪報導】
7 月 7 日芝加哥華埠特別活動委

員會在位於中國城永活街的大三元酒
樓舉行「第36屆麥當勞中國城夏令會
」新聞發佈會。出席發佈會有近二十家
本次活動的贊助商，主要是麥當勞、
TVB 電視、青島啤酒、THE HOME
DEPO、臘味皇上皇、大三元酒家、芝
加哥華埠停車場有限公司等代表，特
別活動委員會主席黃婉嫻女士、李雙
振先生，25 區區長蘇裡士，11 區區長
湯普森等共主持發佈會。

會上；主辦方特別活動委員會通
報了本次活動的基本情況：今年中國

城夏令會將於7月19日（星期日）從上
午10點至晚上8點，在中國城永活街，
從舍麥街道（Cermak Rd）至24街段舉
行。將秉承歷屆的傳統，把物質與精神
相結合，主要開展特色商業與中國及
亞洲文化活動，形成民族盛會，吸引更
多的遊客，提高中國城的知名度。

本次商業活動主要由出席的各位
贊助商及在這段街區的現有商戶聯合
經營，形成固有商鋪與大街上擺攤設
點相結合，主要經營各種各樣、琳琅滿
目的精品、工藝品、飲食等；在23街與
永活街交叉處還有由麥當勞的亭子與
工具車分別提供免費的綠色蘋果汁飲

料、食品及贈與小禮物等。
在文化表演方面也是豐富多彩，

從上午11點開始，直到下午6點多，每
隔半小時左右就有不同的精彩表演，
主要是：傑西（Jesse）翻筋斗雜技、Jun-
gle霹靂舞，Zumba 健康示範舞，舞獅
佇列遊行，中國武術，國際梅花拳對抗
表演，少林寺武術，日本擂鼓，街舞，舞
蹈，音樂派對演奏等。

今年的特點是武術節目較多，高
手雲集，大顯國威，也希望帶發大家學
習中國功夫的新一輪興趣。

中午 1 點是開幕式，在永活街對
住23街的廣場舉行，將會有官員出席

講話。
除了這些有時間段的表演外，還

有從中午1點至晚上7點一直開展主
要供小朋友的娛樂活動：在24街與永
活街交叉處有：騎矮馬、親近動物園，
兒童活動室，供小朋友動手製作各種
小屋等。

25 區區長蘇裡士希望本次華埠
夏令會超越往屆，發揮中國元素特色，
為中國城帶來更多商機；11區區長湯
普森表示，這是他就任區長後第一次
參加中國城夏令會，感到非常榮幸與
興奮，將全力支持搞好本屆活動。

正因為第一次的興奮，在發佈會

結束時，湯普森區長還饒有興致的參
與由梅花拳掌門人蔡吉元大師現場表
演的硬氣功「實戰」，蔡大師先為一位
弟子運氣發功，然而請他人及湯普森
輪流上陣，拳擊該弟子，如同打沙包。
前一位華人「打手」過於瘦弱，連擊幾
拳，該弟子魏然不動，感覺如同瘙癢，
反倒是“打手”自己的手痛了；輪到形
同拳王的湯普森出擊時，該弟子不敢
小看，氣沉丹田，穩紮馬步，嚴陣以待。
豈料「拳王」區長卻似乎講究「友誼第
一」，拳頭高舉輕放，如同按摩，引得圍
觀者捧腹大笑，提前啟動了即將在永
活街上舉辦夏令會的熱鬧氣氛。

1111區區長湯普森區區長湯普森((右一右一))、、2525區區長蘇里士區區長蘇里士
((左一左一))、、馬森柱馬森柱((右二右二))等合影等合影

韓龍灝先生韓龍灝先生（（後左一後左一））與義工合影與義工合影 特別活動委員會及兩區區長合影特別活動委員會及兩區區長合影 蔡吉元大師現場發功蔡吉元大師現場發功

贊助商代表合影贊助商代表合影

誠聘全職銷售員
必需通曉中英語必需通曉中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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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幼年喪父袁他的外祖父是位語言敎師袁在薩特的敎育上花費
了很多精力袁他不俗的文學品位深深地影響了薩特遥

從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袁薩特成爲一所中學的哲學敎員遥薩
特與其他敎員不同袁他雖長相奇醜袁但談吐幽默袁爲人自然親切袁與學
生們打成一片袁很快就贏得了學生的信任和熱愛遥

儘管薩特的外祖父早就警吿過他寫作是一個非常不可靠的職業袁
但薩特還是由衷地熱愛寫作袁並在離開大學後急欲成爲一名作家遥他
的前兩本小説叶挫敗曳和叶眞理的傳説曳均被拒絶出版袁薩特的興趣便又
轉向了哲學遥

他勤奮地工作着袁常常是上午讀胡塞爾的哲學著作袁晩上着手寫
小説遥1936年袁他將一部名爲叶憂鬱症曳的哲理小説交給了著名出版商
伽利瑪遥小説以主人公羅根丁的日記形式寫成袁這位 30歲的知識分子
一方面飽受周期性發作的噁心的折磨袁這使他眞切地意識到物質世界
獨立的實在性袁一方面又對自身生活的偶然性和虛無意義深感苦惱遥

但這本書再次被拒絶出版遥自信的薩特震怒了遥萬幸的是袁在兩個
朋友的引見下袁薩特見到了伽利瑪袁後者表示他唯一反對的是書名袁並
建議將書名改爲叶噁心曳遥1938年袁叶噁心曳出版了袁它被認爲是薩特所有
小説中哲學內涵最爲豐富的一本遥

雖然薩特仍在一所中學敎書袁但他的作品越來越多袁並廣爲流傳袁
他已被公認爲法國文學界的新星袁終于成就了他成爲一名作家的夢
想遥薩特一生還寫了許多劇本袁其中叶蒼蠅曳是二戰期間通過古代神話
傳説傳遞抵抗的信息袁而他撰寫並參與演出的叶死無葬身之地曳更是風
靡一時遥存在主義哲學家據薩特終生的情侶波伏娃回憶袁1933年袁薩特
28歲時袁硏究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雷蒙?阿隆對薩特説院野小兄弟袁你如果
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袁就可以對一杯鷄尾酒大做文章袁從中弄出一些
哲學來遥冶薩特聞言激動得臉色蒼白袁因爲野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
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冶正是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袁他決
定步阿隆的後塵袁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袁從此開闢了他的哲學之路遥

二戰爆發後袁薩特應征入伍袁但在 35歲生日那天早上袁他被德國
士兵俘虜了遥從被關押期間袁他便開始了搆思與寫作遥9個月後袁他獲得
了釋放袁回到被納粹佔領的巴黎袁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部哲學著作
叶存在與虛無曳遥

在這部書中袁薩特闡述了野人的存在是自由的冶這一命題遥無限的
自由尧無限的責任和虛假信念的徒勞是薩特後期著作最爲重要的三個
論點遥

他的另一著作叶辯證理性批判曳則以人學辯證法爲結構框架袁以歷
史學尧政治學尧人類學尧社會學和心理學
等方面的內容構築出一門新的學科――

―人學袁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
意義遥

薩特的哲學著作雖然充滿了術語袁
但他的思想可以變成價値觀應用于日常

生活袁應用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遥而且他
的哲學思想廣泛地藴含在他的小説尧戲
劇以及傳記作品中袁這使得他的學説更
加深入人心袁也爲他贏得了能夠和柏拉
圖尧亞里士多德等大師比肩的地位遥

存在主義眞正廣泛盛行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後袁存在主義的中心從德
國轉移到了法國遥薩特用文學的形式宣
揚他的存在主義思想袁使得存在主義在
法國乃至西歐廣泛流行起來遥薩特成了
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遥在薩特那里袁存在主義旣是一種哲學袁也是一種
文學遥

薩特存在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院
渊1冤存在先于本質
薩特把野存在先于本質冶看成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遥野存在先于

本質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钥薩特在叶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曳一書中
説得很清楚袁他説袁人首先是存在袁與自己相遇袁在這個世界上崛起袁然
後才規定他自己遥這個解釋仍然有些玄乎遥更通俗地説袁人在一開始時
無所謂本質袁人之初是個無袁他什么也不是袁直到後來袁他才成爲他自
己所創造的東西遥薩特所説的野存在冶是指個人的存在袁純粹意識活動
的存在袁而所謂野本質冶袁説的是人所具有的那些具體的特質和規定性遥
簡言之袁野存在先于本質冶説的是院人來到世界上的時候袁無所謂本質袁
只是作爲純粹意識活動尧虛無而存在袁人要通過自己的創造袁最後才能
獲得自己的本質袁也即獲得自己的特質和規定性遥

在薩特看來袁人不能一開始就獲得自己的本質袁人的本質不是上
帝賦予的袁也不是環境決定的袁而是在人的野自由選擇冶袁自我創造的過
程中不斷獲得的遥人如果不能進行自由選擇袁自我謀劃袁自我創造袁他
就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袁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價値袁他就不是眞
正的野存在冶袁他已降到了物的野存在冶狀態遥

薩特所説的野存在冶是人所特有的袁人以外的其他物不具備這種存
在遥因爲所有的物的本質都是預先決定了的袁它的特質預先就被規定
好了遥比如一粒種子袁在長成植物之前袁它的一切特質早已規定袁我們
可以預知它將成爲什么樣子袁開什么花袁結什么果袁它的形狀尧大小尧類
別早已決定了遥所以物是本質先于存在遥但這種野存在冶不是薩特所要
説的野存在冶遥人的野存在冶區別于物的野存在冶袁在於人有自我意識袁在一
定條件下袁人可以面臨多種選擇袁一個人將成爲什么樣的人袁最終獲得
什么樣的本質袁預先無法確定遥他將成爲什么袁這有多種可能袁他有多
種選擇遥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他的本質遥人最終獲得什么樣的本質袁這
完全取決於人自己的選擇遥只有自由選擇尧自我創造尧敢於衝破壞境束
縛的人才會有眞正的野存在冶遥
渊2冤人是被判定爲自由的
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叶存在與虛無曳一書中提出一個命題院人是被

判定爲自由的遥在薩特看來袁人的本質是自由的袁存在與自由不可分袁
自由是絶對的遥儘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袁但任何境遇都不能
限定自由遥人一旦被抛到世界上來袁他就享有絶對自由袁對人來講袁自
由無須追求尧他自身就是自由袁自由與生俱來袁無可逃避袁無可選擇袁它
是命定的遥

薩特如此強調自由的絶對性袁這似乎難於理解袁人眞的能絶對自
由袁不受任何束縛嗎钥人眞的能隨心所欲袁爲所欲爲嗎钥當然不能遥薩
特所強調的自由的絶對性袁是指人的選擇的自主性袁薩特所講的自由
只能在選擇中存在袁人所以是自由的袁因爲人的選擇永遠是自由的遥自

由的行動就是選擇的行動袁人是命定爲自由的袁人就命定要選擇遥人爲
了生存尧就必須不斷地更新袁不斷地自由選擇遥在薩特看來袁無論在什
么條件下袁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袁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
程遥

自由是絶對的袁這只是意味着選擇的自由袁選擇的自由與獲得自
由是不同的袁選擇的自由是永恆的袁有許多東西人們永遠不能得到袁但
卻可以永遠地自由選擇行動遥

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遥
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袁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選擇的袁如果

不是自己選擇的袁那么這個地位對你的意義卻是由你自己選擇的袁比
如人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環境袁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選擇袁但是家庭環
境對你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袁卻是由你自己選擇和決定的遥當我們説袁
一個失業者是自由的袁這並不是説他能夠爲所欲爲袁能夠立即變成一
個富裕安樂的資産者遥他之所以是自由的袁是因爲他始終可以選擇袁究
竟是逆來順受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呢钥還是起來反抗命運呢钥他大概難
於擺脫貧困袁但在包圍着他的貧困之中袁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
他人袁向形形色色的貧困進行鬥爭遥他可以選擇做這樣的人院即不承認
貧困是人們注定的命運遥因此薩特極其稱讚馬克思的野叛逆冶精神袁他
説院馬克思就是社會的叛逆袁馬克思説過袁我們要改變世界袁他用這句
簡單的話表示院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遥

總之袁薩特的意思是院人在各種具體的環境中袁都是不受限制的袁
絶對自由的袁環境不能決定人的自由袁不能限制人的自由袁人自由地創
造環境袁環境的意義是由人自己選擇的袁因而人是自由的産物遥
渊3冤世界是荒謬的袁人生是痛苦的
在薩特看來袁世界是荒謬的袁人生也是荒謬的袁是不可名狀袁不可

理喩的遥人的存在是偶然的袁沒有什么理由的遥人只有在極端的焦慮煩
悶狀態中才能領悟到自己的存在袁才能發現自己存在的偶然性袁一旦
發現存在的偶然性袁就會産生厭惡感遥人生毫無目的地處于不斷變幻
之中袁沒有任何穩定性袁正象薩特的小説叶噁心曳的主人公所感覺的那
樣袁野一切都是沒有根據的袁這所公園袁這座城市和我自己袁都是等我發
覺了這一點以後袁它就使我感到噁心冶遥在一個偶然性的世界里袁充滿
着醜惡和混濁遥世界的混亂袁生活的苦難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袁不可
理解袁因此一切都是荒謬的袁野我們出生是荒謬的袁我們死亡也是荒謬
的冶袁存在就是荒謬遥

薩特的存在主義在二戰以後風行一時袁持續了十多年之久袁這當
然不是偶然的遥二戰期間袁法國所受戰爭破壞十分嚴重袁戰爭結束後袁
人們心靈的創傷卻一時難於醫治袁戰爭所留下的陰影一時不易抹去遥
另一方面袁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各種矛盾並沒有消除袁有時還趨于
激化遥人們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壓抑袁感到自己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動蕩
不安的世界遥人們感到無所適從袁他人與社會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敵對
力量袁從而陷于苦悶焦慮之中袁甚
至感到絶望遥人們對現實不滿袁要
求反抗現實袁希望恢復人的自由和
尊嚴袁但又找不到不出路遥而薩特
的存在主義旣揭示了世界的荒謬

性袁又呼喚人們積極行動尧自由選
擇袁反抗絶望袁把握自已的命運遥因
此引起社會普遍的強烈共鳴袁這正
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戰後普遍流

行的社會原因遥

讓 -保羅·薩特的五副面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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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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價格公平
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包君滿意
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免費評估

地磚地磚﹑﹑混凝土混凝土﹑﹑走道走道﹑﹑PatioPatio﹑﹑車道車道﹑﹑
Parking LotParking Lot﹑﹑地基地基﹑﹑天井天井﹑﹑TileTile﹑﹑花道維花道維修修﹒﹒

美聯美聯混凝土混凝土

WE SELL CONCRETEWE SELL CONCRETE
FROMFROM 11~~1010,,000000 YARDSYARDS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專修
地基

專修
地基

星期四 2015年7月16日 Thursday, July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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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星李光珠曬禮物慶生
舉剪刀手微笑燦爛

綜合報導 環球影業出品的《神偷奶

爸》系列影片前傳《小黃人》上周在北

美開畫，並奪得票房冠軍。《小黃人》

在4301家影院上映，創環球影業電影北

美最大規模上映記錄。影片不負衆望，

上映當日攬入4620萬美元，獲得動畫片

曆史單日最高票房。《小黃人》預算

7400萬美元，僅上映首周末就入賬1.15

億美元，成爲動畫片開畫票房第二高的

影片，僅次于2007年《怪物史瑞克3》

的1.21億美元。曾連續4周位居周末票

房冠軍的另一部環球影業電影《侏羅紀

世界》票房下滑38%，收入1810萬美元

。《侏羅紀世界》上映31天在北美獲得

5.9億美元票房。

《小黃人》奪票房冠軍
獲動畫片曆史單日最高票房

綜合報導 昨日是韓星李光洙生日，今日淩晨，他在微博曬出收到的禮物，並留言感謝大家。照片中，李光洙左手托著一只裝

有蛋糕的盤子，右手擺成剪刀手舉在眼前，露出燦爛微笑。

對此，網友紛紛留言，“生日快樂，我們會一直支持你的”、“想起你就開心，謝謝你的存在”、“快去睡吧”。

綜合報導 韓國男團帝

國之子成員光熙，自從出

道就大方承認整容過，早

前參加《國民 MC》節目時

，還被劉在石嘲笑笑容好

假。今日，光熙出席電台

節目時，自曝整容都是刻

意爲之，且是故意整得比

較明顯。

參加電台節目錄制時，

有聽衆表示，光熙植牙植得

太明顯，他回應稱：“因爲

我不滿意自己的牙齒，故意

讓牙齒看起來明顯的。”主

持人又問道：“爲什麽整容

整得這麽明顯呢？”光熙解

釋道，“因爲心痛錢啊，反

正都要整，那麽不如整得明

顯些”。

綜合報導 韓星樸信惠此前

曾被曝與李鍾碩相戀，但隨後

經紀公司稱二人只是好朋友。

近日，她宣布休假，到歐洲旅

行，有網友在當地的韓國料理

餐廳偶遇她。

近日，樸信惠宣布休假一個

月，前往歐洲旅行。有網友在意

大利發現她的蹤影，還有網友在

一家韓國餐廳偶遇她。只見她與

兩位同行的朋友一起吃飯，桌面

上擺著啤酒和燒酒，十分開心。

韓星光熙坦言刻意整容
反正要整，不如明顯些

韓星樸信惠
去歐洲旅行
與朋友聚餐喝燒酒

美南版■責任編輯：顏晴怡 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6 文匯娛樂娛樂頭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國際美
容教母鄭明明與“微商第一人”思埠集團
聯手打造美妝新平台“明明思埠”，15日
簽約儀式上獲吳綺莉（Elaine）、李彩華
（Rain）、羅霖、趙雅芝、洪欣及陳松伶
與夫婿等圈中友好撐場。

暑假正式開始，吳綺莉未有考慮帶女
兒卓林外遊，她還笑指女兒找到暑假工要
賺錢養她，月薪有四千五百元港幣，她也
覺得女兒能夠多與人接觸和相處也是好
事，女兒現也開心了一些，不過放工回家
則已很疲累。問到會否感到心痛？她笑

說：“也不會，她是時候要去學習與人相
處，希望她跟其他人可以相處得更好。”
但Elaine苦笑她試過去女兒工作的地方探
她，因她沒多大笑容，令女兒的同事覺得
她很惡，她也明白這是其本身的弱點。至
於女兒有否答應出糧後請她吃飯？Elaine笑
說：“我覺得有點難度，母親節禮物至今
都未收到手，且她開始長大，這些心意似
乎也愈來愈少，常要催促她才會有哩！”
李彩華透露年底會開設自家品牌的網上內
衣店，以法國高貴浪漫結合韓國潮流的款
式作主打，其中亦會有出自她的設計。

Rain還會親做生招牌展示最新產品，預計
個人投資達百萬。感情方面，Rain跟男友
何遠恆也在深入了解中，她坦言一向也想
嫁，但仍要再觀察對方一段時間。

■■鄭明明獲吳綺莉鄭明明獲吳綺莉、、趙雅芝趙雅芝、、李彩華李彩華、、洪欣洪欣
等撐場等撐場。。

女兒打暑假工 吳綺莉去“探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吳雨霏（Kary）
和老公洪立熙剛於意大利舉行一連三日的婚禮，一對
新人並留下來度蜜月，Kary甜蜜過後已經返港，15
日自婚禮後首度出席公開活動。
容光煥發的Kary，聯同陳瀅、楊洛婷、湛琪清

與黃芷晴於15日出席香水活動，Kary透露15日早才
回港，所以沒有看關於有喜的報道，她強調仍未懷
孕，但和老公都很喜歡小朋友，會在沒有壓力之下，

順其自然進行造人計劃。Kary坦言現在不設防，亦已
有做媽媽的心理準備，希望能為老公帶來3個小朋友組
織大家庭，但會視乎個人能力而定，暫時先以一個為目
標。Kary覺得生男生女也沒所謂，只求小朋友身體健
康，而老爺奶奶也沒給予壓力。談到意大利之後的難忘
事，Kary笑說因下榻酒店很難找，3位姐妹鄧麗欣
（Stephy）、楊愛瑾、區文詩到來時找不到路，結果原
本20分鐘車程要花上兩小時先到達，變成大遲到。

Kary不設防 計劃生3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靜儀）陳凱琳（Grace）與蔡
思貝15日到灣仔修頓出席《樂
希友誼羽毛球賽》，二人分別
比賽對打，最後Grace以大比
數勝出。Grace表示羽毛球是
其唯一擅長的運動。談到其男
友鄭嘉穎擅長打網球，Grace
則笑說：“打羽毛球厲害的人
多數不懂打網球，因為發力不
同。”說到她不懂打網球，豈
不是不能與嘉穎對打？她認為
大家各有興趣都是好事，可以
見不同朋友，自己以前也學
過，但打不慣。那她可以做啦
啦隊？她謂待嘉穎拍完劇再算，而且他也有伴。記者笑指有美相伴不同
的？Grace笑指現在好熱，她怕曬。

蔡思貝也替有拖拍的Grace感開心，但她卻稱不期待拍拖，因每日拍
劇已春風滿面。之前她與排舞師麥秋成傳出緋聞？她即說：“朋友，發展
中。（若他向你追求可接受？）看他有何誠意。”另外，其好友吳若希近
日被指入行前曾在夜店陪唱，思貝表示不知道這新聞，並為報道常針對對
方感到不值，她又說：“吳若希對於負面新聞應該應付到，之後會致電給
她問候。”

陳凱琳拒孖嘉穎打網球

■陳凱琳(右)和蔡思貝15日對戰。

問到嘉欣有沒留意寫真集，她表示近期都有
留意寫真新聞，又反問記者誰的新聞最厲

害，當告知羅霖聲勢最厲害時，嘉欣說：“對
呀，她keep得好好，好厲害，如果見到她都要
問她如何keep法。”至於嘉欣有沒想過出親子
寫真，她說：“家中都有很多屬於自己和兒子的
珍藏，得閒揭下都幾得意，可能到70歲時會出
個人寫真，現在很忙有很多事情兼顧。”

羅霖指婚紗款式大同小異
會否嘗試寫作出文集？嘉欣說：“都會，

但要組織一下作為紀念，分享自己人生曾失敗和
闖禍的經驗。”近期不少女神級女星復出拍攝真
人秀節目，嘉欣坦言也有收過邀請，交由經理人
挑選過後，不排除將來也有機會接拍。問她覺得
做真人秀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嘉欣笑道：“重返
幕前要做些很久沒做過的事，還要掛住女神的名
銜已是很大挑戰。”

另一邊廂，“美魔女”羅霖15日出

席美妝平台的簽約儀式，對於她推出的寫
真集打低一堆“𡃁 模”，但卻遭內地婚紗
設計師在微博踢爆其露背婚紗寫真封面是
“山寨版”，羅霖強調寫真集花上六位
數置裝，又起用一位香港年輕女設計
師，畢竟大多數婚紗及晚裝的款式都是
大同小異，即使某些地方類似也非很大
件事，國際大品牌亦會出現這些情況。
她坦言沒就此事去向女設計師查問，也
感覺其設計很不錯。另網民質疑羅霖
寫真中，執相後仍見“穿崩”，她即
場轉了一圈給記者看並表示：“希
望大家去書展看我，就知道
有否執過相，看真人就最
好，到時我會穿緊身
衫，應該不會有肥肉，
我對自己是有信心
的，要知真相就來
書展看我吧！”

欲向羅霖請教保養大法欲向羅霖請教保養大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李慶全）李嘉欣與薛家燕15日書展出席好友翟浩然新書《光與影的集體回

憶》推介會，嘉欣表示有留意近期推出的寫真集，大讚50歲的羅霖仍能保持美好狀態，有機會見面一定會問對

方如何保持。她又自言現在很忙，可能到70歲時會出個人寫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香港特首梁振英女兒
梁齊昕、伍詠薇與上山詩鈉女兒Hilary15日到書展支持
由陳偉成（Avis）、黃俊豪、姚淇瀚等推出的健身書簽
名會，眾男即場教導嘉賓做運動，伍姑娘更在Avis做掌
上壓時坐在對方背上，反而齊昕就聲言不會做運動，平
時只愛跳舞和開派對。穿上Looney Tunes卡通人物T恤
的齊昕，雖然穿上波鞋但走路時仍一拐一拐，倚靠佈景
板拍照也差點絆倒，她表明自己沒有做運動的習慣，來
撐場純粹是看如何做運動。司儀問她四位男士中哪位身
形最好，齊昕回答要他們脫衣才看到，又輕力拍打身旁
男模的腹肌，直呼犀利，有料到。當記者要求她再摸一
下男模的手臂，齊昕就拒絕道：“不要這樣核突，不要
去非禮人，不想被人說我性秀擾。”

穿上卡通 T 恤的齊昕原本稱小時候最愛偷看
Looney Tunes卡通，之後又改口指是哥哥偷看不是她。
問到愛上載自拍照的齊昕會否出寫真集，她大反應地
道：“寫真？No！平時那些只是instagram相。”

問她不愛做運動又如何保持身材，她說：“我鍾意
dance和partying，最大型試過平安夜在禮賓府開派對，
邀請了近百二人，當晚有雪橇狗吃了整支粟米也不知
道，第二日要立即做手術。”至於齊昕會否鍾情大隻
男，她說：“OK啦，我什麼都不看，只看性格。”早
前齊昕開玩笑性質填表應徵做麥當勞，她說：“你們太
認真了，no comment。”
陳偉成表示若有機會見到舊愛周秀娜和尹蓁晞時，

都會免費送她們一本新書，笑指她們身材很棒不用跟書
本健身。至於台灣女友未有到場支持，Avis稱已送了一
本給女友。

拍
打
男
模
腹
肌
梁
齊
昕
直
呼
有
料 ■■伍詠薇在伍詠薇在AvisAvis做掌上壓時坐在對方背上做掌上壓時坐在對方背上。。

■面對四位肌肉型男，梁齊昕一臉害羞。

楊
思
琦
傷
眼
趁
機
教
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吳文釗）楊思琦、
袁潔儀與邵音音等人
15日到會展支持好
友陳圖安出的新
書，因佩戴隱形
眼鏡傷眼的思琦
變 成 “ 獨 眼
龍”，她笑言女
兒問她為何只得一
隻眼，思琦即乘機教
導女兒不要用手揉眼，
否則就像她一樣下場。
因佩戴隱形眼鏡超過20
小時忘記脫下的思琦，
求診後證實眼角膜有磨損，她說：“未試過這樣嚴重，眼珠
不能動，又狂標眼水，除不到隱形眼鏡要立即到醫院求
診。”笑問變了“獨眼龍”的思琦有沒嚇怕女兒，她說：
“她有問我點解得一隻眼，我乘機說因為經常揉眼捽損了，
因為女兒有揉眼的壞習慣。”傷眼的思琦坦言要停工休息，
也正好用休息時間來湊女。

袁潔儀原定出席早前由秦啟維做搞手的免費網絡頻道“A
記”記者會，但因公關公司用詞得罪亞視，她無奈聽從公司
指示缺席。她說：“其實都不關維維（秦啟維）事，因為亞
視都很支持活動，只是因公關宣傳問題發生誤會。”袁潔儀
又透露早前見新老闆帶山東朋友到總台參觀。

■■羅霖強調其寫真集花上六位數
羅霖強調其寫真集花上六位數置裝置裝。。

■楊思
琦變成“獨

眼龍”現身書展。

■李嘉欣與薛家燕
力推好友翟浩然的
新書。

■■李嘉欣表示李嘉欣表示
近期都有留意近期都有留意
寫真新聞寫真新聞。。

■■剛度完蜜月的剛度完蜜月的KaryKary容容
光煥發光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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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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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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之星海選
1萬2000人拚進伊林圓夢

伊林娛樂11日舉辦第４屆 「Eelin Star璀璨之星」 初賽，首先徵選模特兒、國民美少女兩組，約

8000人到場，把伊林娛樂內部擠得水洩不通，大樓門外也是看不到盡頭的人龍，陪同的母親在外

守候。明天徵選演藝組，兩天參賽的報名人數共１萬2000人！比去年暴增4000人。

另一位 13 歲在挪威讀８年級的
Nikki，是挪威與台灣的混血兒，評
審以中英文輪番問話，她搖頭露出疑
惑的模樣，因為她只會說挪威話，中
文只懂一點點，她聲若蚊子地說：
「我３歲時拍過童裝廣告，拍攝時閃

光燈一直閃。」
初賽後先選出模特兒組男 50 名

、女 50 名、國民美少女組50 名，入
選者 14 日在伊林娛樂官網公布，複
賽８月15日舉行，26日總決賽。

大馬美女郭甜甜撞臉3台星
同鄉池潤峰貌似李小龍

陳婉若挑模特兒 伊林娛樂打造精修
總經理陳婉若昨說： 「人才不

易找，伊林找的是有潛力的素人，
不是現在就在找明星。不管有無進
入決賽，過程是參賽者最有益的收
穫。」

她說，今年新設 「國民美少女
組」，著重清新感， 「不要太冶豔

的，我看重的是未來性。」她採實
習生的概念，招攬有潛力的美少女
培訓，時機成熟再規畫適合的方向
。演藝組著重才藝表現， 「當然外
表還是必須的，如果你的才藝實力
夠堅強，外貌、身材可以靠伊林來
補強。」

美少女組重未來性

模特兒出身的蔡淑臻祝福所有
的參賽者，對不幸落選者，她舉林
育羣為例： 「他之前經過多次比賽
，最後才受到注目。」她若是評審
，重視的是： 「要展現潛力，而非

矯揉造作，最好是一張白紙，才能
有自己的特色。」

劉以豪５年前簽進伊林娛樂，
回憶當時參賽： 「緊張到想放棄，
拿把吉他自彈自唱，腦筋一片空白
。」他鼓勵參賽者： 「你的態度決
定你的高度。」

今年增設 「國民美少女組」，
年齡 12 到 20 歲。12 歲的安海莉國
小剛畢業，是最年輕的美少女參賽
者。她是南美智利與泰雅族的混血
兒，她說因為母親朋友推薦才來比
賽，加上學嘻哈、爵士舞，對演戲
有興趣。她表示天性害羞，比賽前
天天禱告，面試後有些自責： 「自
我介紹都講得結結巴巴。」

展現潛力不要造作

Nikki拍過童裝廣告

周董當爸了 周杰倫（周董）
當爸了！ 「周嫂」
昆凌10日剖腹生下
女兒，當天昌鴻颱
風襲台，但生產過

程非常順利，目前已轉往月子中心
；周董所屬的杰威爾13日晚間證實
「寶寶是女孩」，至於詳細剖腹時

間則不回應。而昆凌的經紀公司僅
說： 「由周董那邊統一發言。」

先前外界推測 「小周周」是男
生，如今答案揭曉，據悉，剛升格
當爸的周董只對朋友透露 「是女兒
」，其他問題仍保密。但兩人從結
婚到孕期，都把外界耍得團團轉，
就連剖腹日期最先傳出是12日，後
來又有親友透露是10日，愛變魔術
的周董，把老婆懷孕、女兒出生時
間，都搞得像戲法一樣。

周董於台北時間１月 17 日，滿
36 歲前夕，在英國和昆凌辦婚禮，
信守 「35歲結婚」承諾，但上周Po
宜蘭旅遊照 「慶周年」，外界才知

道兩人去年７月已登記；他４月在
臉書Po她大肚照，宣布將當爸，到
10日她剖腹 「卸貨」僅３個月，往
回推算，若她是足月生產，最早去
年９月已懷孕。

不管周董何時 「播種」成功，
今年１月到３月的３場世紀婚禮，
昆凌都已是 「帶球」狀態，這位21
歲的年輕媽媽，恐怕不是太聽話的
孕婦，她在婚宴上敬酒、歸寧宴啜
飲香檳，４月還踩高跟鞋到美國出
席活動，擁孕肚 「跳高高」，完全
不像傳統孕婦。

她６月初參加好友羅文裕婚禮
，曾說 「生產前不會再出國」，同
月底就被抓包搭機到浙江嘉興，探
班正在錄《中國好聲音４》的周董
；依航空公司規定，孕婦懷胎32至
36 周需檢附醫生證明才能搭機，36
周以上禁止搭乘，當時媒體推測她
孕期，有６至８個月數種不同版本
，如今看來，當時可能已９個月。

長庚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鄭博仁

表示，一般建議最好滿足月再剖腹
生產，但若孕婦考量個人因素且狀
況良好，35或36周即可剖腹；如果
寶寶體重正常，健康狀況良好，也
不一定要住在保溫箱。

昆凌 「姊妹淘」方志友的預產
期在下個月，對於好友產女，方說
： 「我最近被禁足在家中待產，所
以沒跟她聯絡，如果是真的，很替
她開心。」周董好友劉畊宏則說：
「別再問我了！我很開心！」江蕙

更興奮表示： 「超開心！恭喜杰倫
。」另有昆凌友人聲稱，當初昆凌
曾想自然產，昨卻傳出剖腹，令人
訝異。

是女兒!

破風曝青春本色特輯
彭於晏竇驍王珞丹吻不斷彭於晏竇驍王珞丹吻不斷

由林超賢執導，彭於晏、竇驍、崔始源、王

珞丹、陳家樂、歐陽娜娜、連凱主演的年度青春

熱血大片《破風》即將於 8 月 7 日在全國各大

影院上映。日前，影片再推壹支全新“青春本

色”制作特輯，同時還曝光了壹組彭於晏、竇驍

與王珞丹的吻戲劇照。其中既有彭於晏、王珞丹

深夜沙灘浪漫之吻和酒店香吻，也有竇驍在眾人

面前強吻王珞丹，三人撲朔迷離的情愛關系可謂

是吻不斷理還亂。

《破風》中除了有彭於晏、竇驍、崔始源三人

生死與共的兄弟情，還有撲朔迷離的愛情。影片

中，仇銘（彭於晏飾）和邱田（竇驍飾）都鐘情

於黃詩瑤（王珞丹飾），本是好兄弟的兩人紛紛為

各自的愛情打響了保衛戰，壹場沒有硝煙的“戰

爭”壹觸即發。對於三人撲朔迷離的關系，竇驍

表示：“我跟彭於晏亦敵亦友，既是隊友，也是對

手和情敵。”

在此次曝光的“青春本色”特輯和劇照中，彭

於晏深夜約會王珞丹，兩人身穿夏日清爽裝來到寧

靜的海邊，共同趴在沙灘看海龜，相談甚歡。談及

和彭於晏的對手戲，王珞丹表示：“彭於晏的角色

挺浪漫，經常會制造驚喜，非常有趣。有壹次我扮

演的黃詩瑤過生日，本來仇銘電話中說因比賽不能

回去陪她。但生日當晚還是悄悄出現在詩瑤身

邊，從背後狠狠地抱著她旋轉。對女孩來說，確

實挺欣喜的。”同時，在這場戲中，彭於晏、王

珞丹還上演了壹幕浪漫吻戲，王珞丹坐在彭於晏

腿上“妳儂我儂”，十分甜蜜。對於和彭於晏拍

吻戲，王珞丹用“相敬如賓”來形容：“如果

有拉手的親密戲份，壹旦導演喊哢後，就會互相

開玩笑說‘不好意思，占妳便宜了’。”戲裏，

不僅彭於晏與王珞丹忘情熱吻，竇驍也在眾人面

前親吻王珞丹。從劇照中可以看出，王珞丹對竇

驍的親吻，有壹些猶疑和遲疑的情緒。兩大男神

紛紛索吻，王珞丹在片中為愛左右為難，撲朔迷

離的三角關系引人深思。

戲裏彭於晏、竇驍雖是好兄弟，但在感情方面

卻互不相讓，暗自較量，兩人追女孩子的方式也截

然不同。彭於晏飾演的角色非常浪漫，會給女生驚

喜不斷的感覺。而竇驍飾演的角色雖然不太會表

達，但卻能給女生無微不至的關懷與幫助。當兩

種不同性格的好兄弟追求同壹個女生時，明爭暗鬥

的火花充滿趣味。談及片中男生的情感戲，導演林

超賢在采訪中說：“他們那個年紀的男生遇到喜歡

的人，爭先表現自己的心態特別有趣。”據悉，有

壹場戲，竇驍身穿白色西裝約王珞丹吃法國大餐，

而彭於晏身穿便服騎著單車跟在他們後面意圖制造

巧遇，從而“破壞”兩人的約會。彭於晏將年輕人

俏皮不羈的喜感表現得很好，既有戀愛中男生的小

聰明，但城府又不深，只是為了愛情而使出無傷大

雅的追求手法。

當三人回憶起那段情感較量時，紛紛表示非常

有趣，嬉鬧笑聲不斷。最好笑的當屬“夏天吃火鍋

不開冷氣”，這場戲卻苦了西裝筆挺的竇驍，汗流

浹背依然強提壹口氣不認輸。另外壹場有趣的戲

份，是彭於晏竇驍同時追到書店力圖制造浪漫邂

逅。二人情敵見面分外臉紅，在暗地裏互相較真，

堅持在書店等著王珞丹做完兼職。然而在等待過程

中，彭於晏卻在懶人沙發上睡著，悄然不知王珞丹

跟竇驍壹起離開了。談及愛情戲，竇驍說：“戲裏

邱田（竇驍飾）博取女孩子歡心的手法真的很爛很

爛，就是比較傻傻呆呆的那種，但他有個優點就是

非常專壹。”

據悉，《破風》由恒大電影、英皇影業、愛奇

藝影業、蘇寧環球、華策影業聯合出品，將於8月

7日全國公映。

《《通靈之六世古宅通靈之六世古宅》》
徐嬌受虐與張兆輝慘烈搏鬥徐嬌受虐與張兆輝慘烈搏鬥

由“香港鬼王”彭發執導，徐

嬌、張兆輝領銜主演的3D、4K、

中國巨幕恐怖片《通靈之六世古

宅》即將於2015年7月24日全國公

映。近日，片方曝光了壹組“打

鬥”版劇照，整組劇照在暗色調的

渲染下呈現出影片極具驚悚的緊張

恐怖氣質，劇照中徐嬌與張兆輝進

行著慘烈的搏鬥，在兩人的打鬥中

徐嬌受盡淩虐或拼命掙脫束縛、或

被強行註射藥物，劇照分別將徐嬌

的驚恐與張兆輝的猙獰展露無遺。

不少觀眾紛紛表示，看過之後膽顫

心驚，也對徐嬌的通靈命運既期待

又擔憂。

《通靈之六世古宅》此次曝光

的該組“打鬥”版劇照中，徐嬌驚

恐的眼神和劇照本身營造的詭異氛

圍，讓觀眾從心理層次到感情層次

上都感到了更加細膩化的恐怖。劇

照中，總是出現在暗處的張兆輝對

徐嬌的人身安全產生了特別大的威

脅和傷害，徐嬌受盡了張兆輝的尖

刀相對、強行註射、用力制服的虐

待，驚嚇感和窒息感雙雙來襲，令

人不寒而栗……躲在床下的徐嬌被

嚇得魂飛魄散不敢出聲，無處可藏

的恐懼感十分虐心。電影《通靈之

六世古宅》憑借片方前期曝光的精

彩物料吸引了眾多觀眾的眼球，此

次曝光的“打鬥”版劇照不僅延續

了邪氣陰森的風格，更讓影片陰森

恐懼的劇情全面升級，徐嬌“惡靈

附體”之後又慘遭淩虐，使得觀眾

對通靈少女在片中所受到的非人折

磨更加心生憐憫，但直面襲來的驚

悚恐怖感，看過之後又讓人脊背發

涼。

徐嬌與張兆輝的慘烈打鬥又與

“陰宅通靈”有著怎樣密不可分的

關系？答案只有去電影裏尋找了。

“鬼王”彭發有著自己獨特的用意

和表述形式，他試圖通過徐嬌在陰

宅內的遭遇喚醒古宅中沈睡的神秘

靈魂，借此鋪墊出更加震懾人心的

通靈之旅。在以往的國產恐怖片

中，對“通靈術”的解讀都停留在

“嚇人”的層面中，“鬼王”彭發

在電影籌備初期就對“通靈”這壹

中國的古老法術進行了深入的研

究，立誌為觀眾奉上壹場別開生面

的“恐怖盛宴”。電影《通靈之六

世古宅》在延續傳統路線的基礎上

更加有所突破，在情節設定和制作

方面實現了全面升級，投資重金運

用了3D、4K、中國巨幕等高科技

制作手段，擺脫了同類型國產恐怖

片低成本制作的桎梏。與此同時，

影片也遵循了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

原則，在服裝、化妝以及道具上都

體現了影片的精良制作。

3D、 4K、中國巨幕恐怖片

《通靈之六世古宅》由北京劇角映

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劇魔影

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雲南望天樹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奧飛影業投資

（北京）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佛山精鷹傳媒股

份有限公司、廣州市品晶影視制作

有限公司、北京合眾天地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劇麥（天津）

電影策劃有限公司發行，奧飛影業

投資（北京）有限公司、天津銀河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廣州市英明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寰宇縱橫世紀電

影發行（北京）有限公司聯合發

行，劇角映畫榮譽營銷，將於2015

年7月24日全國公映。

日前，由國內新銳導演項海明、

吉橋執導，孫菲菲、李泰、商蓉、

王藝嘉等主演的最新恐怖電影《詭

影迷情》定檔於9月25日全國公映。

據悉，該電影取材自民間傳說“頭

七”真實事件，根據著名恐怖小說

“二十四號墓碑”改編而成。影片

今日同時曝光首款概念海報，

“頭七”還魂，鬼妻復仇。

民間傳說，人死後魂魄猶存，

會在第七天回家壹次，這壹天俗稱

“頭七”。而電影《詭影迷情》就

是取材自民間傳說“頭七”真實事

件，真實再現了“頭七”風俗背後

不為人知的恐怖秘密，將“頭七還

魂，鬼妻復仇”的驚悚場面第壹次

搬上大銀幕，是國內又壹次新的恐

怖嘗試，從而帶給觀眾最極致駭人

的恐怖體驗，其恐怖氛圍從此次曝

光的概念海報中便可見壹斑。

此次片方曝光的首款概念海報

中，充分體現了電影的主題——頭

七還魂，鬼妻復仇：古老破舊的木門

半開，門前祭祀的香爐裏正燃燒著半

截香，緩緩升起的煙霧似乎在召喚著

什麽歸來，香爐前的石灰上正踏過兩

個半透明的腳印，似乎有什麽東西正在

進入門內。海報整體以灰黑色調為主，

夾雜壹些冰藍色調，畫面更顯恐怖陰

森，以祭祀 “香爐”為主要元素，

整體透漏著壹種神秘詭異的氣氛，讓

人汗毛倒豎。海報畫面逼真，氛圍陰

郁，直刺各位觀眾的感官底線。

恐怖片《詭影迷情》主要講述了

肖克的妻子馬莉在壹次出海遊玩時意

外死亡，辦完馬莉的“頭七”之後，

肖克決定在家休息壹段時間調整心

情。但是，肖克發覺身邊開始接連發

生詭異的事情，家裏的東西會莫名的

被移動，妻子生前的物品也總有被人

翻動的痕跡。肖克感覺總有壹雙眼

睛在默默的看著他，恐懼開始籠罩

在肖克的心裏，慢慢的，他發現所有

的怪事都發生在妻子馬莉“頭七”之

後，難道那天晚上死去的妻子真的回

來了？！

《詭影迷情》是中國首部改編自

傳統習俗“頭七”真實事件的恐怖力

作，並邀請了中國內地著名女演員孫

菲菲傾情主演。據悉，這部電影是孫

菲菲首度主演的恐怖電影，她在裏邊

飾演壹名美艷動人卻陷入感情困境的

心理醫生，首次參演恐怖電影的孫菲

菲不僅完美展現了角色讓人又愛又恨

的極致風情，更在影片中奉上了大尺

度激情演出，讓觀眾在恐怖陰森的環

境與血脈賁張的畫面中感受到另類的

極致體驗。“頭七還魂，鬼妻復仇”

版概念海報的曝光，讓眾多國產恐怖

片望而卻步，可見，該恐怖片必將成

為9月檔黑馬恐怖影片，“頭七還魂，

鬼妻復仇”，入夜需慎行。

最新恐怖電影《 詭影迷情》由

北京紅布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浙

江億和影視制作有限公司、北京六

順騰達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西安龍

氏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品，北

京基點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發行，

影片於9月25日恐怖上映。

彭於晏竇驍都吻了王珞丹？

彭於晏竇驍為愛打響“保衛戰”

“打鬥”劇照詭異陰森
徐嬌受虐與張兆輝慘烈搏鬥

“鬼王”彭發喚醒靈異鬼宅孽魂
3D 4K中國巨幕護航通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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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頭七”
展現最真實恐懼

孫菲菲首度大尺度出演
“頭七還魂，鬼妻復仇”入夜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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