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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本報記者施雪妮）服務於本地多年的康明藥房
(BRIGHTMED PHARMACY) 是一家專為老人和殘障人服務
的`綜合服務公司。除了提供常用的醫療器材外，康明藥房
接收1,000余家保險公司的保險計劃，包括聯邦政府推行的

所有藥品計劃。醫療器材和藥房都有專業工作經驗的工程師
和藥劑師負責，提供相關咨詢。多年為華人社區服務經驗，
使康明藥房的服務品質逐年提高，送藥上門，為患者著想，
替病人分憂解難，免費咨詢等等成為康明藥房的特色服務，
深受顧客的好評和信任。

針對聯邦政府推行的藥品計劃（MEDICARE PARTY
）, 康明藥房提供三項特色服務。

第一：幫助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MEDICARE）的老
人選擇適合他們的藥品計劃。由於每一個保險公司有不同的
藥品計劃，而每一種藥品計劃所包含的處方藥又不盡相同，
老人們對選擇藥品計劃感到吃力。康明藥房有專業人員幫助
老人們選擇合適的藥品計劃，保證各位老人可以拿到常服用
的處方藥；第二，對於既有聯邦政府醫療保險，又有低收入
保險的老人，康明藥房的工作人員會幫助老人們選擇合適的
LOW CO-PAY藥品計劃，最大限度地為他們節省藥品的開
銷。第三，提供送藥上門服務。無論距離遠近，康明藥房提
供送藥上門服務。這項服務不僅方便了老人，老人的子女也

會受益，子女不必專門到藥房去幫父母取藥。老人坐在家裡
就可得到專藥服務。

康明藥房的地址：9630 Clarewood Dr. A14 Houston
TX 77036(康樂活動中心，周藝醫師診所同棟)。有關老年人
任 何 醫 療 用 品 之 事 ， 請 洽 詢 康 明 藥 房 。 電 話 ：
713-772-7700，免費電話：1-877-274-4489(通中、粵
、越、閩、英)。

（百泰旅游供稿）美國出生的小孩第一次
回國， 到底應該是簽旅行證還是簽證，是困惑
很多華人父母的事情。百泰旅游就這類問題歸
納出兩種辦理方法，為有這類問題的家長提供
方便。

1.探親類Q2簽證（10年有效，最多可以入
境駐留180天 ）
符合的申辦人條件：
1. 如果小孩出生前父母雙方都為綠卡或者為
美國公民，那麼只符合辦理簽證的條件。

2. 如果小孩已經在美國連續停留一年半以上
，那麼不管父母是什麼身份，都需要辦理探親
類簽證才可以。
3. 已經辦理了旅行證的小孩，如果想要續簽
，必須長期在中國居留，如果實際上長期在美
國居住，也需要改為探親類簽證才可以。

材料要求
1.打印的簽證表+護照類照片1張
2.美國護照原件+復印件
4.出生紙復印件1份

5.父母雙方的護照及綠卡復印件
6.國內邀請人的身份證正反面復印件
7.邀請函1份，需打印出來簽字

2.旅行證 （單次有效，入境後可以停
留2年）
1.小孩父母至少一方是中國公民
2.小孩父母在小孩出生前至少一方沒有美
國綠卡（小孩出生前父母為美國公民的只
能辦理簽證）
3.小孩已經持有旅行證並長期在中國居留
或寄養 （出入境的海關記錄即可證明）

材料要求

1.旅行證申請表+護照類照片4張
2.美國護照原件+復印件1份
3. 出生紙原件+復印件1份
4.小孩父母在美國的合法身份證明文件原件+復
印件
5.父母雙方的護照+綠卡復印件
6.如果一方為中國公民，需提供美國VISA 頁復
印件

總之，對於持簽證回國的美籍人，可以申
請到在中國最多為180天的探親簽證，如果還
想更久停留，那麼可以在到達中國後，到當地
的公安機關申請長期居留證，依據各地政策不
同最多可以長達5年。

對於持旅行證回國的美籍人士，持旅行證
可以最多可在在中國單次停留2年，逾期也需
申請居留證。

目前，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對於旅行證的
申辦要求必須本人親自辦理，沒有郵寄和代辦
服務。 但是旅游或者探親類簽證，不必要求本
人親自到中領館辦理，可以找他人或者中介代
辦。

友情提示，中國駐休斯頓領館沒有停車場

，領館規定的停車地點在馬路對過的酒店，很
多人為了圖方便把車趴到領館周圍的路邊，許
多人因為違規停車吃到罰單或者車被拖走，荷
包受損。 如果您需要代辦服務，歡迎聯系休斯
頓百泰旅行社，簽證熱線-713-988-1883 。

康明藥房：特色服務 惠顧老人

美國出生小孩回國鑒證辦理事宜

康明藥房的服務人員精通中、粵、越、閩、英語，熱情周到地
為每一位顧客服務。

康明藥房位於9630 Clarewood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康樂活動中心，周藝醫師診所同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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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國

天津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包子是天津市中国

传统风味小吃，始创于公元

1858 年（清朝咸丰年间），为

“天津三绝”之首，是中华老

字号之一。

狗不理包子的面、馅选料精

细，制作工艺严格，外形美观，

特别是包子褶花匀称，每个包子

都不少于 15 个褶。刚出笼的包

子，鲜而不腻，清香适口。

狗不理包子以鲜肉包为主，

兼有三鲜包、海鲜包、酱肉包、

素包子等6大类、98个品种。

2011年 11月，国务院公布了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狗不理包子传统手工制作

技艺”项目被列入其中。

菜品历史

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

“狗不理包子”创始人高贵友

出生在直隶武清县下朱庄（现

天津市武清区）。因其父四十

得子，为求平安养子，取其乳名

“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

好养活。

高贵友 14岁时，到天津南运

河边上的刘家蒸吃铺做小伙计。

因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

傅们的指点，高贵友做包子的手

艺不断长进，练就一手好活。三

年满师后，高贵友独自开了一家

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

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

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

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

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生意十分

兴隆。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

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

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

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

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

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

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

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高贵友初创“德聚号”小

吃铺时，用鲜猪肉加适量的水，

佐以排骨汤或肚汤，加上小磨

香油、特制酱油、姜末、葱末、

调味剂等，调拌成包子馅料。

包子皮用半发面，在搓条、放

剂之后，擀成直径为 8.5 厘米左

右、薄厚均匀的圆形皮。包入

馅料，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

用力将褶捻开，褶花疏密一致，

如白菊花形，最后上炉用硬气蒸

制而成。

1916年（民国五年），高贵

友病故，其子高金铭继承产业，

转年在南市东大街立了分号。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把侯

家后老号迁址到北大关桥口。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将老

号、分号合并，迁址到天祥商场

后门（今辽宁路），设立新号

“德聚号”。1947年（民国三十

六年），高金铭之子高焕文继承

产业，经营至1952年歇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6年，天津市将狗不理包子收

归国有并将店铺迁至今和平区

山东路，后又在南市食品街设立

了分店。2001年，“狗不理”总

店扩建。

随着“狗不理”的发展，所

经营的品种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创新，逐渐形成 6大类、98个

品种的包子。技师们精心研制出

以鸡、鸭、鱼、肉、海鲜及应时

蔬菜、野菜、菌类为原料，采用

蒸、煮、烤、烙等多种烹调技法

做出了“金针包”、“龙凤包”、

“鸳鸯包”、“香芹包”、“什

锦包”、“大虾韭菜包”等。

所需食材

面粉750克，净猪肉500克，

生姜 5克，酱油 125克，水 422毫

升，净葱 62.5克，香油 60克，味

精少许，碱适量。

制作方法

1.猪肉肥瘦按 3:7搭配。先将

软骨及骨渣剔净，用大眼篦子搅

碎或剁碎，做成肉丁。搅肉过程

中，加适量生姜水，然后上酱

油。再放入味精，香油和葱末搅

拌均匀。

2.面与水的比例是 2:1。和面

时，要揉均匀，避免出现花碱现

象。

3.把剂子用面滚匀、滚圆，

双手按擀面棍平推平拉，推到

头、拉到尾，用力均匀，擀成薄

厚均匀、大小适当、直径为8.5厘

米的圆皮。

4.左手托皮，右手拨入馅，

掐褶 15-16 个。掐包时拇指往前

走，拇指与食指同时将褶捻开，

收口时要按好，不开口，不拥

顶，包子口上没有面疙瘩。

5.包子上屉蒸。用锅炉硬气

一般需 4-5分钟；用烟煤蒸灶需 5

分钟；用家庭煤球火，上屉时火

旺、水开，汽足需 6分钟，如蒸

过火，饱了瘪，流油，不好看，

不好吃；欠火则发粘，不能吃。

菜品特色

狗不理包子采用“半发面，

水打馅”制作工艺。皮子薄而带

韧劲；馅以精肉斩得细而匀，加

姜、酱油、香油、味精、排骨汤

等。做出的包子要求不走形，不

掉底，不漏油，个个呈菊花形状。

狗不理包子特点是：选料精

良、皮薄馅大、口味醇香、鲜嫩

适口、肥而不腻。

历史文化

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

天津编练新军时，曾把“狗不理”

包子作为贡品进京献给慈禧太

后。慈禧太后尝后大悦，曰：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

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

长寿也。”

1973年时，毛泽东主席有一

次和大家谈到了天津的美食，特

别想到了天津的“狗不理”包

子。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为此还专

程到天津，给主席买回去了“狗

不理”，主席吃后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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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各种名特小吃

荟萃的地方，它的口味，

既不同于粤港地区的纯甜

味，也有别于四川、重庆

的麻辣味，而是以清淡、

鲜美、可口著称。 上海的

小吃，有蒸、煮、炸、烙，

品种很多，最为消费者喜

爱的，莫过于是：汤包、

百叶、油面精。这是人们

最青睐的“三主件”。上

海著名土特食品还有：桂

花糖藕、鸽蛋圆子、金瓜、

酱包瓜、鸽牌龙虾片、松

江四鳃鲈、邵万生南味食

品等。

上海是各种名特小吃

荟萃的地方，它的口味，

既不同于粤港地区的纯甜

味，也有别于四川、重庆

的麻辣味，而是以清淡、

鲜美、香甜、可口著称。

上海的小吃，有蒸、

煮、炸、烙，品种很多，

最为消费者喜爱的，莫

过于是：上海香炸里脊

肉、小笼、百叶、油面筋。

这是人们最青睐的 “ 三

主件”。

小笼

上海小笼包的特点，

做工精细，小巧玲珑，皮

薄，馅多，不论是哪一种

馅，都咸淡适度，口感极

好。每一小笼内一般放汤

包十个，用松针铺底，不

粘皮、又清香，端上桌后，

观其形、闻其味，食欲大

增，咬开皮，包内有大量

汤汁,令人回味无穷。

百叶

是一种用豆精皮（上

海称为“千张”）做成一

个结子的小吃，有若干

层，故叫“百叶”，沸水

煮熟后盛入有骨头汤的碗

里，并加入精盐、葱花等

佐料，吃起来清淡爽口。

油面筋

是用精面粉发酵后做

成一个个小圆团，用油锅

炸泡成金黄色后起锅，再

放入有滚烫骨头汤和加了

若干佐料的碗内，食用

时，有一种油而不腻的可

口之感。

上海除了浓油赤酱的

本帮餐饮，其实最令上海

人引以为豪的因该是上海

的各色点心。无论是市井

的四大金刚，咸菜泡饭，

还是绿波廊里接待西哈努

克的鸽蛋圆子、眉毛酥，

均是上乘之美味。搜罗起

角角落落的小点心，慢慢

品尝，美味就从小处渐渐

蔓延……十大传统名小吃

的獨一無二的傑作，每一塊窗簾、布藝都是她親手裁剪，墻上
掛的大大小小的油畫版畫都是她一筆一筆畫出來的，連院子裏的
樹、花和菜苗都是她親手栽種。經過她的巧手，她家裏的一切都
是那麽的匠心獨運，而且品位不凡，我不由得頻頻驚嘆她的蘭心
蕙質。董革的手腳非常麻利，只見她在廚房跳芭蕾舞似地轉了幾
圈，一壺營養全面酸甜可口的果汁就做好了，一邊切水果，順手
她就把切下的邊角余料在瓷盤裏、砧板上擺出一幅幅造型生動、
拙樸有趣的圖畫，一邊聊天一邊吃水果畫，別有一番趣味。

    從明年開始，《生活》節目準備每月開設一期健身節目，
邀請董革在電視上叫大家跳健美操、合理飲食，讓大家都美起來。

讓我們為董革加油，預祝辣媽大賽取得好成績！
 《生活》每週日下午 5 點至 5 點 30 分重播，週一晚上 8 點

至 8 點 30 分重播，周二中午 1:30 至 2 點再次重播。敬請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 15.3《生活》節目
采訪健身達人 Lucy 董革

追求美是一生的事业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 15.3 本期《生活》節目采

訪健身達人 Lucy 董革。 
11 月 18 日將要舉行 2016 國際辣媽大賽，入圍的 10 號選手

董革呼聲很高，她已經五十多歲奔六十的人了，但那妖嬈的身材、
充沛的活力、陽光的笑容，使她看上去分明就是個年輕的姑娘，
渾身散發出性感的魅力。

董革是著名的健身達人，畢業於瀋陽體育學院，1991 年第七
屆亞洲女子健美錦標賽冠軍，並獲「亞洲健美小姐」榮銜。從事
健身教學 20 多年，2001 年以傑出人才身分移民美國，目前在休
斯敦從事健身教學活動。

初見董革，不自覺地會被她妖嬈的身姿和挺拔的身形所吸
引，一舉手一投足無處不散發出美。及至與她相熟，又再次驚訝
於她的多才多藝。走進董革的家，每一件裝飾品都是她親手制作

泳 裝

身材妖嬈 肚皮舞

普拉提 健身操

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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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上仗聯賽對史雲斯一
戰後，摩連奴指該仗反

防變陣是迫不得已，皆因基斯史摩寧和
勞基梳爾兩人報稱有傷。“摩佬”隨後
開始批評兩人：“我們有些身體狀態出
問題的球員，但場上其他球員的狀態，
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這就是我的意
思。”“摩佬”的這次批評，引來外界
不少爭議。

其中，英格蘭臨時主帥修夫基8日
力挺兩位球員，他說：“我不了解基斯
史摩寧的具體情況。但是他給我的印象
可一點也不軟弱，我曾經和他共事過。
而至於勞基梳爾，我知道他曾經受過非
常重的傷。那樣嚴重的傷病後，我們必
須小心處理他的問題。”有趣的是，儘
管在言論上支持基斯史摩寧和勞基梳
爾，但是這兩人都沒有進入英格蘭最新
一期的大名單。

雖然修夫基反駁摩連奴，但曼聯中
場核心保羅普巴在接受曼聯電視台採訪

時力挺摩連奴，他說：“我一直說，只
要用心一切都會變好。我的傷還沒有完
全恢復，我仍感到疼痛，但我依然可以
上場，每次主帥派我上場我都會全力以
赴。”外界指出，保羅普巴這番話與此
前摩連奴的言論非常一致。未知基斯史
摩寧和勞基梳爾的行為是否激怒“摩
佬”，據報道指，摩連奴已決定在今年
聖誕節早上加操，備戰拆禮物日主場對
新特蘭的聯賽。

另外，對史雲斯比賽中，曼聯鋒將
伊巴謙莫域(伊巴)領到了自己今季的第5
張黃牌，這樣他不得不被禁賽一場；曼
聯下一輪面對阿仙奴的比賽，伊巴無法
出戰。對此，伊巴8日向球迷表達了歉
意，他說：“我非常抱歉下一場比賽我
要被禁賽了。真希望這沒有發生，因為
我真的很想踢阿仙奴。但是我信任我的
隊友們，即便沒有我，他們也能做得很
好。”

■記者梁啟剛

曼聯兩英兵被狠批軟弱
英超曼聯領隊摩連奴公開批評陣中兩名“英

兵”基斯史摩寧和勞基梳爾，質疑兩人報稱狀態不

足缺席比賽，感覺太過軟弱；這次事件引來了不

少的爭議，其中更引來英格蘭臨時主帥修夫

基反駁並力挺兩位球員，稱以他對兩人

的了解，絕非偷懶或膽怯的球員。

想成C朗美斯混合體
保特：願意加入曼聯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男人”保特，8日接受
歐洲雜誌VIVA專訪時透露，希望自己能成為C
朗和美斯的混合體，還提到如果曼聯打電話給他
的話，保特將會毫不猶豫的立刻加入球隊。保特
雖是田徑選手，但對於足球運動的喜愛眾所皆
知，他接受雜誌訪問時被問到：“自己比較喜歡
美斯還是C朗？”保特仍不改自信本色說：“我
想要成為兩人的混合體，如此加上我的速度和大
心臟，應該會成為最強的足球員。”保特還提到
說：“如果曼聯現在打電話給我說『我們需要
你』，那我肯定會放下一切立刻飛去。”

C朗：希望能踢到41歲
另外，C朗日前在班拿貝出席了皇家馬德里

為其舉行的盛大續約儀式，儘管雙方的新合約將
在葡萄牙人36歲那年到期，但C朗卻表示：
“這不會是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一份合同。我希
望能踢到41歲。”同時，C朗8日獲頒“迪史提
芬奴獎”，即2015/16球季西甲最佳球員獎。

■記者梁啟剛

■保特願意投
曼聯。

法新社

■英格蘭臨時主帥
修夫基。 路透社

■曼聯領隊摩連奴。
法新社

■基斯史摩寧(右)
和勞基梳爾。

網上圖片

據鳳凰體育消息，CBA球隊四
川男籃已與前NBA球員祖舒史密夫
達成協議，史密夫將在本周末趕往
成都與球隊匯合。

由於隊中強援夏里士受傷，導
致四川隊只能以單外援出戰。為
此，四川一直積極協調解決外援問
題，而祖舒史密夫是他們之前的候
選人之一。祖舒史密夫今年31歲，
曾在鷹隊打出名堂，隨後他轉投活
塞、快艇和火箭。2014-15賽季，作

為火箭的“髮帶三兄弟”之一，幫
助球隊在西岸準決賽反勝快艇，挺
進決賽。

相關人士透露，史密夫與四川
隊達成的合同薪水在160萬至200萬
美元之間，具體合同信息尚未披
露。史密夫的加入對於四川隊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但如何讓他盡快融
入球隊，帶領球隊打出優異戰績對
於四川隊來講是一個需要盡快解決
的問題。 ■記者 陳曉莉

國際足協（FIFA）日前在官網公佈對2018俄
羅斯世界盃外圍賽（世外賽）違規球隊的處罰決
定，其中中國男足（國足）在亞洲40強賽客場對卡
塔爾、40強賽在武漢4：0大勝馬爾代夫以及12強
賽客場對烏茲別克的3場比賽中因遲到遭FIFA警
告，同時被罰款5000瑞士法郎。

FIFA官網寫道：“10月11日的12強賽，烏茲
別克主場對中國，因中國隊遲到而令開賽時間被迫
推遲。根據FIFA的相關規則，給予中國隊警告一
次，同時罰款5000瑞士法郎。”

國足另外2張罰單均來自亞洲40強賽。一是今
年3月24日國足在武漢體育中心以4：0戰勝馬爾代
夫一役，中國球迷在體育場內有不當行為被警告一
次；另一張來自去年10月8日，國足40強賽客場面
對卡塔爾，球隊抵體育場時遲到，而且時任主帥佩
蘭出席賽前新聞發佈會遲到，受到警告。

目前國足正在昆明集訓，備戰本月15日的世外
賽12強對卡塔爾的比賽。為此，國足8日晚與武漢
卓爾隊進行了一場教學賽，結果至截稿時間暫以
3：0領先。 ■記者 陳曉莉

■祖舒史密夫（左）
在鷹隊打出名堂，成
為“鷹王”。資料圖片

■國足於納比的率領下在昆明集訓。 新華社

國足三次遲到 遭FIFA警告

昔日鷹王投四川 征戰CBA

里奧前被逼改項
寧澤濤斥荒謬

■寧澤濤在里奧成績強
差人意。 資料圖片

首位在世錦賽奪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的中
國選手寧澤濤，在接受央視《體育人間》專訪時
透露，里約奧運會前，他被要求放棄主項100米自
由泳而主攻200米自由泳接力，又被要求終止外訓
回國，回國後飯卡消磁、被要求搬出公寓以及因
代言糾紛內部通告不允許他參加奧運會等，使他
對未來心有餘而力不足，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動
力，「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寧澤濤透露，今年4月參加全國冠軍賽時，主
管教練葉瑾傳達國家游泳中心要他領銜參加4乘
200接力的決定。寧澤濤說：「我主攻50米和100
米自由泳，200米不是我能力範圍內的項目。雖然
去年軍人運動會我客串了一下200米自由泳，但我
備戰奧運期間從來沒有練過200米自，一直練的是
100米自。上面下命令讓我放棄100米自，游200
自接力，這很荒謬。第一我不是游200米自選手，
第二正是為了祖國的榮譽我才不能上200米自。」

6月在澳洲外訓即將結束之際，游泳中心突然
讓他暫停集訓回國待命，讓他的訓練處於半停滯
狀態。6月19日回國後各種事件層出不窮，先是
飯卡被消磁，然後被要求搬出公寓，主管教練葉
瑾不再出現在泳池，然後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媒體
爆料。之後的兩周，只剩下寧澤濤和隊友小黃、

隊醫三人行。
那時隊醫為寧澤濤計時，小黃擔任陪練。寧

澤濤說：「因為有壓力，身體也出現了反應，體
重暴瘦了4公斤左右，我是短自瘦弱型選手，這4
公斤對我影響極大。」

奧運會前，游泳中心內部通告寧澤濤不得參
加奧運會，原因是他私自接代言。但寧澤濤說：
「沒有你們說的這麼簡單，裡面太多複雜的事
情，要從頭開始講，就要從喀山世錦賽開始
講。」但節目並沒有播出事件的來龍去脈。雖然
寧澤濤最終出現在里奧賽場，但由於訓練不正
常，最終無緣100米自由泳決賽。談到未來，他表
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動力，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記者 陳曉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
鯤 武漢報道）東風汽車公司
日前正式啟動東風隊參賽
2017-2018 賽季VOLVO環球
帆船賽項目，上屆船長夏爾．
戈德赫里埃獲委任繼續擔任

“東風隊”船長，中國船員劉
學因上屆賽事的優異表現已確
認進入東風隊名單，東風隊總
經理布魯諾．杜布瓦在船隊啟
動儀式上表示，東風隊的目標
是站上賽事最高領獎台。

東風隊再戰環球帆船賽

■東風號將再戰VOLVO環球帆船
賽。 香港文匯報武漢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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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1月7日，丹尼斯·維倫紐瓦執導的科幻新作
《降臨》在洛杉磯首映。制片人肖恩·利維、主演傑瑞米·雷納
、艾米·亞當斯等出席首映禮，時光網帶您直擊紅毯現場。

《降臨》根據星雲獎以及雨果獎得主、華裔科幻作家姜峰
楠的同名短篇小說改編，片中神秘的外星飛船降臨地球，艾
米·亞當斯飾演的語言學家受雇於政府，來與外星人溝通了解
它們此行的目的。然而當用外星語言“七肢桶”與這些來客交
流時，她眼前突然浮現了她從出生到死亡、已知或未知的完整
壹生。

影片公映前參加多個電影節，爛番茄好評率壹直維持在
100%，66個評論全部是好評。

在首映紅毯上，在片中飾演語言學家的女主角艾米·亞當
斯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她談到了自己在片中的工作，並感慨和
丹尼斯·維倫紐瓦的合作非常棒。當天導演並沒有現身首映禮
，亞當斯對此表示“很傷心”。

《降臨》的制片人丹·列文和肖恩·利維則興奮的與我們分
享了這個故事從壹個短片電影發展成壹部即將上映的科幻大片
的過程，對於他們壹手發掘制作的《降臨》，他們感覺十分滿
意和為之自豪。

雖然我們沒能逮到傑瑞米·雷納，但編劇埃裏克·海瑟爾對
演員的贊賞有加，海瑟爾感慨道：“傑瑞米非常聰明，他飾演
壹個物理學家完全沒有問題。”這讓我們對變身物理學家的傑
瑞米的表演甚是期待。

《降臨》將於11月11日在北美上映，與李安執導的《比
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同臺對打。

Cult經典《美國狼人在倫敦》重啟
“超能失控”編劇執筆 “行屍走肉”制作人加盟

經典cult影片《美國狼人在倫敦》
確定重啟，環球影業已經與《超能失控
》編劇馬克斯·蘭迪斯簽下合約，將由他
執筆劇本，並有望親自執導。

1981年的《美國狼人在倫敦》是由
約翰·蘭迪斯執導並執筆的恐怖片，如今
，新版電影則交由他的兒子來操刀。
《行屍走肉》制作人羅伯特·柯克曼與
David Albert 將擔任該片的制作人。
《美國狼人在倫敦》講述了兩名美國青

年大衛和傑克到英國倫敦旅行，露宿荒
野時遭狼群攻擊，其中傑克直接喪命，
而大衛卻在之後化身狼人的故事。影片
在1982年摘得了奧斯卡首次設立的最佳
化妝獎。今年八月，馬克斯·蘭迪斯就曾
發推暗示要翻拍父親的壹部作品，但隨
後又發推表示任何影片都不應該被翻拍
。如今塵埃落定，《美國狼人在倫敦》
確定將重啟，但還沒有消息表明這部影
片會是“環球怪物聯盟”中的壹員。

迪士尼《海洋奇緣》先期評價出爐
爛番茄新鮮度100% 大洋洲公主形象耳目壹新

迪士尼的最新動畫力作《海洋奇緣
》即將於11月23日在美國上映（內地
上映日期為25日）.作為迪士尼的首位
“大洋洲公主”，新時代下女性的冒險
和獨立精神在莫阿娜的身上得到淋漓盡
致的展現。正如媒體給出的先期評價那
樣，這是迪士尼動畫的又壹巔峰之作。

目前，影片在爛番茄網站上的新鮮
度為100%（平均分7.3），在MTC上
評分為80分（7好評1中評）。

從視覺層面來看，《海洋奇緣》在
對水的描繪上再度給人驚喜，絢麗多彩

的場景和畫面讓觀者有應接不暇的感覺
。同時備受好評的還有影片的音樂，尤
其是莫阿娜演唱的“How Far I’ll Go
”、半神毛伊自吹自擂的“You’re
Welcome”。雖然可能還沒法與《冰雪
奇緣》相媲美，但也足夠讓人為之鼓掌
，妳的“迪士尼播放表”中肯定又會多
出幾首歌。

另外壹個重頭戲自然就是對於角色
的描繪，尤其以兩位主角莫阿娜和毛伊
為代表。莫阿娜獨立、堅強、具有冒險
精神的形象似乎與以往的迪士尼公主都

不相同，就像大洋洲女性崇高的社會地
位壹樣，她們沒有“剩女”“白骨精”
等貶義詞作為獨立女性的標簽，莫阿娜
有自己的思想，不會盲從於他人的觀點
，這與波利尼西亞人的信仰非常契合。
而毛伊則是影片的搞笑擔當，承包了大
部分笑點。

如果要找出不足，可能就是影片在
創新上還顯得不夠，沒有如《瘋狂動物
城》帶給人的沖擊感。對於期待迪士尼
動畫再上壹個臺階的觀眾會稍顯失望，
不過好在瑕不掩瑜。

《刺客信條》曝全新預告特輯
二十世紀福斯出品的遊戲改編大片《刺客信條》日前發布全新預告特輯，主演

邁克爾·法斯賓德和瑪麗昂·歌迪亞現身，分享對角色與拍攝過程的感受。
《刺客信條》改編自同名遊戲系列，故事講述法鯊扮演的卡勒姆·林奇通過基

因記憶得知自己是刺客後裔，並從15世紀先祖阿圭拉的記憶裏獲取知識，現在他
將在現代對抗聖殿騎士組織。預告特輯中法鯊上天入地，用利刃刺殺對手，身手矯
捷。影片的動作場面也十分恢弘，黃沙古城，氛圍感十足。另外，傑瑞米·艾恩斯
飾演的Alan Rikkin在特輯中出鏡，招牌嗓音辨識度極高。

《刺客信條》由《麥克白》的導演賈斯汀·庫澤爾執導，邁克爾·法斯賓德、瑪
麗昂·歌迪亞、傑瑞米·艾恩斯、布萊丹·格裏森與亞裏安妮·拉貝德共同主演。影片
將於2016年12月21日在美國上映。

科幻片《太空旅客》劇照出現漢字
似隱含生死輪回 大表姐帕拉特太空戀愛

近日，由大表姐詹妮弗·勞倫斯與克
裏斯·帕拉特主演的《太空旅客》發布了
組新的劇照。劇照中展現了大量的空間
站場景，以及科技滿滿的新技術，兩位
主角的愛情也在這裏漸漸滋長。

值得註意的是，在帕拉特的壹張劇

照中，他手持的顯示器上寫有中文，而
背後同樣投射出兩行漢字，左側用日文
書寫，右側則用中文寫著“起死回生”
，似乎暗含著東方哲學中的生死輪回。

《太空旅客》由莫騰·泰杜姆導演，
於北美12月21日上映。

蒂姆波頓現身《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中國發布會
二十世紀福斯出品的最新力作《佩

小姐的奇幻城堡》今日在京舉行中國新
聞發布會，鬼才導演蒂姆·波頓親臨現場
，與我們暢聊他如何用獨特“腦洞”與
哥特式美學打造這部風格特異的奇幻成
長大片。

“這是我第壹次真正來到中國”蒂
姆·波頓登臺之後主動打開話匣子，隨後
直入主題與在場媒體聊起了自己的導演
新作《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說起哥特風格的銀幕視覺，中國影

迷最先想到的壹定是波頓的電影。從
《剪刀手愛德華》《聖誕夜驚魂》到
《愛麗絲夢遊仙境》《科學怪狗》，波
頓在作品中寫滿他的獨特印記——怪異
、純真、黑暗、燦爛且無比浪漫。

波頓的新片《佩小姐的奇幻城堡》
亦是如此。壹般奇幻電影中避諱的“少
兒限制級”畫面在片中比比皆是：反派
大嚼小孩的眼球、怪物口中噴出血腥觸
手，心臟骨頭拼湊的邪門傀儡在桌上惡
鬥......壹幕幕怪誕鏡頭好似在重現兒時

夢魘。
“有很多成年人評論我的電影太恐

怖，但是孩子們看的時候會覺得很好玩
”，波頓導演回應道：“我在恐怖中穿
插著好玩的東西，明亮的元素，有很小
的小孩看完電影告訴我說，他們覺得這

所以，影片在蘭薩姆·裏格斯同名原
著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改編。原本書中
的反派靠吸血維持生命，在波頓手裏被
改成了吃眼球，因為“吸血太常見，我
想把它變成孩子們在睡前會想到的可怕

事情，我覺得吃眼球這個設定既恐怖，
又很好玩。”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的主人公傑
克與身邊同齡人格格不入，他在意外闖
入壹座住滿“特異兒童”的城堡之後找
到了自己的歸屬。這也是波頓本人的童
年寫照。“我小時候像傑克壹樣，從來
沒有融入過周圍的社會。我覺得許多孩
子都有這樣的感覺吧。”

波頓曾在我們的采訪中提過，自己
小時候喜歡在墓地玩耍，這種所謂“怪
癖”或許也是孩子“正常”的壹面。波
頓表示：“我覺得自己小時候是個正常
的人，但周圍的孩子們不這樣看我。所

以希望通過電影就給孩子們傳達這樣的
感覺，那些怪異兒童也是正常人。”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講述了阿莎·
巴菲特爾德飾演的傑克在爺爺神秘死亡
後，循著爺爺留下的關於另壹個時空世
界種種謎團的線索，開啟冒險之旅的故
事。在進入真實存在的奇幻城堡後，他
發現爺爺講述的那群具有超能力的孩子
真實存在，他們住在佩小姐建造的時光
圈裏是為了躲避可怕的會吃眼珠的變異
怪獸。而隨著傑克的到來，危險也同時
抵達，傑克需要與這群孩子壹起，抵禦
黑暗力量。影片將於12月2日以2D、
3D及中國巨幕格式在內地公映。

科幻片《降臨》洛杉磯首映紅毯直擊
艾米亞當斯：導演沒出席“很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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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爾全集》編者劉文飛：巴別爾死因的各種猜測

伊萨克 · 巴别尔（1894——

1940），犹太裔俄语作家、剧作

家、记者、译者。1894年 7月 13

日生于敖德萨。1939 年在苏联

“大清洗”时期被指控为间谍，

1940年遭枪杀，1954年获苏联当

局平反。巴别尔被称为是继卡夫

卡之后给世人以巨大震撼和启迪

的又一位伟大的犹太作家。巴别

尔被《欧洲人》杂志评选为世界

百名最佳小说家第 1名，他的短

篇杰作《盐》被博尔赫斯称为是

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巴别尔

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展示了诗歌

语言的精确与节制，一种凝练的

诗意。

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军》

在国内早有多个版本，畅销不

衰。近日，漓江出版社的首个中

文版《巴比尔全集》即将上市

了。这部五卷本的全集收入了迄

今所能搜集到的巴别尔全部文

字，包括中短篇小说、新闻报道、

散文、剧作、电影脚本、演讲、

访谈以及书信。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

paper.cn）对《巴别尔全集》的编

者，同时也是译者之一的俄语翻

译家刘文飞进行了专访。

澎湃新闻：您最早是在怎样

的情况下接触到巴别尔的？能谈

谈首次读到他作品时的感受吗？

刘文飞：我的职业是俄语文

学研究，因此接触巴别尔比较

早，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研

究生时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当

时的感觉就是他的文字与其他俄

语作家很不一样，很另类。

澎湃新闻：您能大致介绍一

下这套《巴别尔全集》吗？

刘文飞：这应该是巴别尔的

第一个中文版全集，可能也是世

界上继英语和俄语之后推出的第

三个语种的巴别尔全集。巴别尔

到底写了多少作品，如今已经无

人知晓，也无法知晓，因为在巴

别尔被捕时，他的手稿全被抄

走，至今下落不明。而他生前发

表的作品总量并不太大，收入其

作品最全的 2004年莫斯科时代出

版社出版的俄文版全集也只有四

卷。我们的中文版全集以这套最

新、最全的俄文版全集为母本，

同时参考了巴别尔女儿、女婿主

编的英文版全集，可以说已经把

巴别尔存世的文字悉数收入，全

集共分五卷，分别是《敖德萨故

事》《骑兵军》《故事和特写》

《剧作集》和《书信集》，其中

前两卷收入的主要是戴骢和王若

行的旧译，后三卷则主要是新

译。这套全集有十余位译者，其

中既有老一辈翻译家如戴骢和马

文通，也有第一代的俄文教授如

王宗琥和谢春艳。王若行、王树

福、童宁和靳芳也都是俄语翻译

界和教学界的精兵强将。我作为

这套全集的主编，其实只做了一

点组织协调的工作，同时拾遗补

缺地译了一些短小的作品。

澎湃新闻：巴别尔的一生充

满了传奇色彩，被处死、手稿丢

失和爱情故事，这些多少有点神

秘色彩的故事笼罩在作为一个作

家的巴别尔的头上，常常让读者

忽视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巴别尔的

日常。忽略那些强大的政治因

素，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怎样的作家。巴别尔的研究

者Gregory Freidin 说巴别尔在巴

黎的时候，经常私底下开斯大林

的玩笑，后来发生的惨剧和他本

人的傲慢有很大的关系，您怎么

看这个问题？

刘文飞：巴别尔的悲剧命运

是令人扼腕的，无疑是那个时代

强权和文化、专制和文学相互冲

突的牺牲品。但我们看巴别尔的

悲剧，或许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与那些在十月革命后便

一直被视为“同路人”或“人民

公敌”的“贵族作家”、“资产

阶级作家”和“反革命作家”不

同，巴别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其实是春风得意，甚至被视为

正统的“苏维埃作家”。他长期

在苏联情报机构契卡工作，与契

卡头目叶若夫的夫人走得很近；

在他的妹妹、母亲和妻子相继侨

居西欧后，他多次获准去国外探

亲；《骑兵军》受到位高权重的

军方领袖、曾任第一骑兵军司令

的布琼尼在《真理报》发文指责

后，出面力挺巴别尔的是高尔基

本人；他曾受命把《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改编成电影；他曾在第

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

他曾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出席在巴

黎举行的国际作家捍卫文化与和

平反法西斯大会；他在莫斯科郊

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金诺得到国

家给予的一套别墅。这一切表

明，巴别尔在被捕之前是相当官

方的。当然，“苏维埃作家”最

终遭到镇压的也不是个案。关于

巴别尔遇害的原因，人们至今不

明究竟，处决他的命令是斯大林

亲笔签署的，有人据此推断，巴

别尔得罪了斯大林本人，因为斯

大林不喜欢提起苏波战争，他因

《骑兵军》的走红而迁怒于巴别

尔；也有人认为是巴别尔“交友

不慎”，他的一些朋友如亚基

尔、叶若娃（即哈尤吉娜）等，

当时都已被斯大林定为“人民公

敌”，巴别尔受到牵连是在所难

免的。有人认为，一直偏爱巴别

尔的高尔基于 1936年去世，使他

最终失去了庇护；也有人猜测，

曾在秘密警察机构工作的巴别

尔，也许掌握了一些招致杀身之

祸的内情。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巴别尔

语言的特点吗？在翻译他的过程

中，经常有“不可译”的句子

吗？您能举个例子吗？

刘文飞：巴别尔小说语言的

最大特征，就是简洁干净、绚丽

和奇诡。巴别尔在一

次座谈中这样谈论自

己的创作：“我对形

容词所持的态度，也

就是我一生的历史。

如果我要写一部自传，

它的题目或许就叫

《一个形容词的历史》。

我在年轻时认为，华

丽的东西就要用华

丽的词语来表达。

结果发现并非如此。

结果发现，常常需要

走相反的路。在我这

一生里，‘写什么’

的问题我几乎永远清

清楚楚，如果说我一

时无法把这一切写在

12页纸上，我始终缩

手缩脚，那也是因为

我始终在挑选词语，

这些词一要有分量，

二要简单，三要漂亮。”这里的

“有分量”、“简单”和“漂亮”

等三个形容词，刚好概括了巴别

尔小说的语言风格。既要简单又

要漂亮，既要有分量又要走相反

的路，即用简单的词来表达华丽

的东西，或者相反，用华丽的词

语来表达简单的东西。巴别尔小

说的独特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源

于他对词语的挑选，源于他小说

语言中的此类矛盾组合。一位

精通意第绪语的俄国学者告诉我

，巴别尔的语言风格近似意第绪

语，尤其是在句法上。我不懂意

第绪语，无法判断这个看法是否

正确。我倒不觉得巴别尔的语言

有什么难译之处，但他的整体语

言风格是很难把握和传导的。

紀實文學

綜合報道 中國職業拳手鄒市明在拉斯維加斯再度衝擊世界拳王金腰帶，對陣兩年前曾經擊敗過的泰國拳手坤比七，
經過12回合激戰以點數120比107取得完勝，成為WBO(世界拳擊組織)蠅量級(次最輕量級)世界拳王金腰帶得主，也是
熊朝忠後中國第二位職業拳王。

綜合報道 2016年11月4日，由國際麻將聯盟等主辦的首屆世界四川麻將大獎賽決賽在成都正式開打。256名參賽
選手經過2個月的激烈角逐，從全球7個國家和地區的上萬名選手中脫穎而出，獲得決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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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1月6日（周日）23點00分（英格蘭當地時間11月6日15點
00分），2016-17賽季英超進行了第11輪的一場焦點戰，曼聯做客自由球場對陣斯旺
西，曼聯3-1擊敗斯旺西，上半場博格巴首開紀錄，魯尼兩次助攻伊布，下半場斯旺西
由範德霍恩扳回一球。本輪後，曼聯18分升至第6名，差領頭羊利物浦8分。

C6台灣影壇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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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凌做聖誕餅乾 助出養兒找家

中視節目《R U Game 大家一起來 2.0》由黃

子佼和禹安共同主持，在１日的節目中驚見參賽

者有孟耿如的弟弟孟耿德。孟耿德化名耿耿上節

目，還帶富邦人壽的同事參賽搶現金，錄影當天

孟耿如也到場探班，最後他帶走獎金４萬，黃子

佼相當吃驚。

黃子佼表示孟耿如的媽媽和弟弟一直是節目

的忠實觀眾，孟弟因為太想參加節目比賽，沒有

透過任何人引薦，自己上網報名，還幾度因等不

楊千霈周五將與桃園紡織小開洪家傑在台北

晶華酒店補辦婚宴，2 人今年 3 月 31 日登記結婚，

《蘋果》搶先取得他們遠赴巴黎拍攝的浪漫婚紗

照。

楊千霈透露，「去巴黎」是老公追求她的攻

略之一，「他說要追我追到巴黎。因為有 1 次我

去巴黎工作，他因為工作不能來，我一直拿這件

事說嘴」。老公日前瞞著她自拍影片，還偷偷找

她的好友幫忙驚喜求婚，讓她感動落淚。

楊千霈找了替她量身打造三金典禮紅毯禮服

的 MSIDEAS 幫她設計白紗，一系列共 5 套禮服，

以「戲劇」為設計靈感，展現不同年代的劇場名

伶風格。

洪家傑（右）上周下跪向楊千霈（左）求婚，

令她驚喜落淚。她和老公在巴黎的街頭咖啡館、

富麗堂皇的歌劇院，一路拍到百年 CARTIER 旗

楊千霈拍婚紗
砸 40 萬元巴黎耍靚

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影片徵選 113 件角逐
「2016 臺北市公用頻道─全民踹秀─城市故

事影片徵選競賽」活動結果揭曉！由《不一樣的

「市」界》獲得學生組優選首獎及獎金3萬元、《傳

承惜物情》獲得社會組優選首獎及獎金 5 萬元，6

日於華山文創園區舉行頒獎典禮，今年徵件狀況

相當踴躍，共吸引 113 件優秀作品角逐。

臺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協會理事長祝鳳岡

說，影片徵選活動旨在鼓勵市民使用手機、攝影

機等身邊唾手可得的影像器材，來分享生活點滴

與身邊故事，進而發揚城市之美。113 件的優秀

作品中，分成社會組與學生組進行評選，各選出

一部優選與五部佳作，總獎金高達十二萬元。社

會組優選作品《傳承惜物情》以富有情感的鏡頭

11 月 8 日，演員河智苑和陳柏霖主演的電影《致命戀

愛》首次公開了正式預告片，十分鬼馬逗趣。

《致命戀愛》講述的是廢柴推理小說家秘密探案的故

事，既緊張驚悚，又不乏搞笑鏡頭。

預告片開頭的氣氛十分嚴肅緊張，好像正統驚悚電影

一樣，女主角翻閱著「梨泰院連環殺人案」的資料，突然

氣氛大反轉，跑向了搞笑的軌道。 河智苑飾演的廢柴推理

小說家韓濟仁 ( 音譯 ) 做夢都想當暢銷書作家，預告片中，

她無厘頭地問道：「如果我真的抓到連環殺人犯 ...... 會怎

樣？ 」隨後便是一連串令人捧腹的秘密調查鏡頭。

汽車後備箱裡放屁的戲份、因記憶力超群而把懸賞通

告上看到的嫌犯當做熟人一樣打招呼的戲份、假裝自己是

婚紗會館人形模特的戲份，無不讓人在關注該片笑料的同

時，也對河智苑久違的喜劇演技抱有期待。

孟耿如弟上《大家一起來》搶 4 萬 
黃子佼一視同仁未來小舅子

河智苑＆陳柏霖喜劇片
《致命戀愛》正式預告片首次公開

語言，講述修復舊電器的故事，把家裡的回憶傳

承下來，這份情感是人間最美好的風景。學生組

優選作品《不一樣的「市」界》，影片藉由菜市

場把都市溫度呈現出來，是一個聯繫社區感情的

重要場域，記錄攤販們從深夜就開始打拼工作，

更體現了市井小民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專門委員沈永華表

示，公用頻道是市民相當優良的發聲平臺，也是

「媒體近用權」的最佳實踐。《有線廣播電視法》

規定，民眾自製節目只要提出申請並符合規定，

即可在有線電視第 3 頻道播放，即全市 60 多萬的

收視戶皆可收看到。

到通知，擔心無法參賽，可見他熱中的程度。

節目上，黃子佼沒有因私交而放水，直說：

「益智節目很難放水，一視同仁。」節目遊戲須

搶答按鈴才能作答，一開始見孟弟的紅隊都沒搶

到鈴，開玩笑調侃其他參賽者：「你們這樣我很

難做人耶！紅隊沒有拿東西回去，我的日子會不

好過。」最後看到紅隊抱走４萬元，他訝異說：

「弟弟緊張會手抖，沒想到玩遊戲腎上腺素飆升，

表現得很好。」

艦店，巴黎近郊的古老莊園

也入鏡，共花費 40 萬元。

當地溫差頗大，拍照時

她冷得發抖，沒想到老公拍

起照來比她專業。楊千霈笑

說：「行前我一直教育他，

結果反而是我被攝影師念說

妳認真點好不好？」對她來

說，這趟巴黎行形同蜜月，

「畢竟我們已經登記了，平

常工作忙，不可能像婚前談

戀愛那樣浪漫，這次去巴黎

重溫戀愛的感覺。」。

她曾「抱怨」老公還欠她一個求婚，結果老

公上周驚喜求婚，讓她直呼意外。「最近都在忙

婚禮，沒想到他在策劃這件事。當天他騙我說要

帶我去開會討論婚禮，後來說要去上廁所，我還

想說怎麼去這麼久？」，周五席開 52 桌，後來服

務生把她帶到另一個包廂，她發現好友們都聚在

包廂裡，「原來老公趁我不在家先錄好求婚影片，

當天他放影片給大家看，然後下跪求婚，我哭到

不行！」。

婚宴預計席開 52 桌，走溫馨浪漫路線，不想

太奢華。她說：「因為長輩低調，我老公又環保，

希望到時大家來分享我們的喜悅。」。

照片中，楊千霈一身復古禮服，俏皮和洪家

傑在巴黎市區拍婚紗照，另外這張與老公在巴黎

鐵塔前取景，老公摟住她的腰，幸福洋溢。 

「Dear 美 美， 希 望

你平安、健康、快樂的

長大！」藝人昆凌穿上

兒盟 T 恤加上皮外套、

頭上綁著雙馬尾的昆凌

格外顯得有親切感，8 日

她出席兒童福利聯盟文

教基金會「助我長大，

幫我找家」活動擔任愛

心大使，並率先認養「美

美」做女兒，並寫了一

張生日卡片準備送給美

美。

會中，昆凌與兩個小孩現場彩繪聖誕造型的糖霜餅乾做義賣，盼各界幫助出養兒能

夠順利找到適合的家庭。她表示，之前小周周（與周杰倫所生的女兒）生日時，親手做

了一個旋轉木馬蛋糕，獲得家人的稱讚，這次做餅乾比做蛋糕容易多了。

「為了聖誕節氣氛，我選了紅色、綠色及白色做圖案。」昆凌小心翼翼地拿起自己

手做的餅乾提供給兒盟義賣之用，她呼籲，只要個人每月捐款 600 元就可以成為出養兒

的助養家長，而且「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大，希望集結更多人的力量來幫助更多的小孩。」

兒童福利聯盟執行長陳麗如表示，兒盟每月照顧 40 位出養兒，在漫長「等家」之路，

平均每位寶寶需要 272 天，而每一位寶寶的奶粉、尿布、醫療、保母及安置費等，每月

約需 3 萬元的費用。該基金會期待今年底前能夠募到 1500 萬出養兒的生活照顧基金，

讓等家寶寶明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得到良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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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靚穎(右)8日在意大利嫁給馮
軻(左)。 網上圖片

■紫色請帖寫有
一對新人的英文
名字。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豚音女歌
手張靚穎，8日早上在意大利羅馬一
間古堡跟相戀13載的經理人馮軻舉
行婚禮，新娘子請來劉亦菲、王珞
丹、譚維維和潘辰擔任伴娘團成員。
然而未知是否和沒邀請一直反對婚事
的媽媽出席有關，張靚穎在行禮時漂

亮動人，但到用餐則打扮得出奇地簡
樸，比一般飲宴賓客還要隨便，不過
她仍獲眾多中國粉絲藉社交網站送上
祝福，並紛紛在留言配上她的名曲
“一定要幸福”以作祝賀。

儘管張靚穎、張母以至馮軻的
“三角錯”纏繞多時，張母自女兒婚
訊傳出後一直公開反對，聲稱要跟她
認為是欺騙女兒財產的男方對簿公
堂，但上月11日於張靚穎的成都生

日會上三人一度破冰，張母曾謂願給
女婿機會，取消起訴的同時婚禮更可
如期舉行。誰知道在8日婚禮上，竟
不見張母身影，原來張靚穎未有邀請
母親出席。
身在成都的張母跟傳媒表示：

“邀請的事馮軻沒任何表示，靚穎
也沒說什麼，因為他們結婚的事，
我很心痛，心情低落。”而張母狀
告馮軻的官司已屆一審階段，之後
便是法律程序。
張母又稱她仍持有張靚穎的戶

口簿，這段婚姻關係會否獲中國部
門承認仍屬未知數。
說回婚禮，出席嘉賓包括新娘子

的“超女”戰友周筆暢和女星唐嫣，
而採用紫色作為主色調的會場佈置得
充滿古典風味。

張靚穎意大利成婚
母親未被邀請

■接新娘時，張倫碩發表
“愛的宣言”引得Christy
三名女兒專心聆聽。

■張倫碩(中)與兄弟們化身潛水蛙人。

■鍾爸爸陪同Christy進入婚禮現
場。

■婚禮以藍色海洋作為主題。

■除了裙褂外，Christy的婚紗打扮亦很有看頭。

■鍾麗緹8日在北京嫁

給張倫碩。

■《兄弟幫》主持陳國峰8日晚擺酒，
眾多圈中人賞面赴會。

■雖然二人相差12歲，但
有指張倫碩是非常愛惜鍾
麗緹。

■林志穎(右)化身海盜王look娛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國峰
與黃思雅8日晚於尖沙咀酒店筵開39席大宴
親朋，並由林盛斌(Bob)、梁烈唯、王梓軒
及范振鋒等人擔任兄弟團，圈中人包括森
美、袁偉豪、林子善、李佳芯、何傲兒、莊
思敏、樂易玲等亦有前來祝賀。
一對新人會見傳媒時，應傳媒要求先後

親了三次，合共長達45秒。新郎陳國峰受
訪時表示和太太相處九年，大家已像家人一
樣，所以早上接新娘時沒有新婚的激動，反
而緊張招呼來賓不夠周到。提到早上接新娘
時兄弟們要扮女人、吃鹹竹蜂啫喱等，他笑

指辛苦了一班兄弟，姊妹團都挺厲害，吃鹹
竹蜂啫喱時他都受不了。說到開門利是，是
否要兄弟幫忙？陳國峰表示因為加了幾千港
元，自己身上又無帶錢，但他之後會給回兄
弟。他又大方透露開門利是為6,999港元，
而整個婚禮就花了六位數。
談到造人大計，陳國峰表示在3月註冊

後就一直努力中：“希望可三年抱兩，(想
要兒子還是女兒？)男女都喜歡，但想要兒
子，因我喜歡踢球，長大可以和我一齊做運
動！”太太亦表示男女都無所謂，最重要健
康。

陳國峰望三年抱兩

8日晚於北京舉行的鍾麗緹與張倫碩婚宴，是以女方酷愛的海洋風味作為
主題，結果筵開45席花費達千萬元人民幣，讓Christy有如“人魚公

主”那樣萬千寵愛在一身。據知Christy在出道初期參演了電影《人魚傳
說》，自此令她深深愛下浩翰碧洋，所以在8日晚婚宴周圍也能見海洋元素，
如會場的藍色佈置、新郎哥和兄弟們穿蛙鞋扮成潛水員以至傳菜侍應都頭戴魚
狀帽子等。至於出席賓客亦相當多，包括羅霖、周美鳳、陳曉東夫婦、陳浩民
夫婦、鍾鎮濤夫婦、丁子高、鄭紹康和為新娘子設計婚紗的設計師何國鉦。

小志化身《海盜王》送驚喜
而全晚的高潮之一，是一名以電影《海盜王》主角積克船長打扮的人跟

女舞蹈員載歌載舞，細看下才發現那人竟是林志穎！原來小志是Christy好
友，他本想拍片祝賀一對新人，但最終還是親自下場，給新娘子驚喜。

當一對新人抵達會場時，穿白色婚紗的Christy和老公連同小女兒Cayla接
受傳媒訪問，她坦言今次終於是自己夢想中的婚禮，而這套婚紗也是夢寐以
求，故大感高興。新娘子說：“謝謝老公給我夢想的婚禮，希望長長久久，甜
甜蜜蜜。”隨即在傳媒要求下親吻。當問到“造人”大計，張倫碩說：“生孩
子沒辦法計劃，看天意，雙胞胎、三胞胎都可以。”並指自己已是準爸爸。
不過，有些傳媒誤會了其意思，以為“準爸爸”是暗指“造人”成功，

後來何國鉦也表示：“沒可能呀，我是和工人、助手全程都在一起，都沒有講
過。他們（指傳媒）是亂說吧？！”事實上，Christy的友人曾爆料指她希望
為老公生個兒子，所以她在新娘床上放滿紅棗與蓮子，希望能“連生貴子”。
據知在本月12日，他們將會到男方的家鄉山東再擺喜酒。

在8日上午接新娘時，穿紅色別致裙褂的鍾麗緹已艷壓全場，據知她這襲
中式嫁衣是用上屬於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蘇繡”工藝製作而成，因其針腳
密實，五色真絲花線顏色過度勻稱，繡法、盤金與平繡相結合，而且水紋更用
上四色漸變手工金箔線，花費大約2,200小時方能製成！再配合周大福故宮系
列的金器，讓平時“鬼妹仔”形象的Christy變得充滿東方女性美。張碩倫還
跪下幫老婆穿上紅鞋，並屢次做出親吻和倚偎狀，甜蜜得很。

新郎自稱準爸爸 惹大肚疑雲

香港文匯報訊 雖曾經歷兩段失

敗婚姻，46歲的鍾麗緹(Christy)未

有患上恐婚症，8日她在北京跟年

輕12載的內地男星張倫碩舉行盛大

婚禮，由早上接新娘一直玩到夜晚

婚宴，無論何時兩口子都流露出甜

蜜愛意，令專程飛去北京道賀的親

友以至無數內地網民羨慕不已。

Christy 直言之前兩次婚禮都很簡

單，今次做足中國傳統出嫁儀式及

有個浪漫婚禮，她很興奮，很感激

老公讓她圓夢；而在接受傳媒訪問

期間，新郎哥口快快自稱準爸爸，

即惹來媒體認為Christy有喜，查證

後又是美麗的誤會！

鍾麗緹辦海洋婚禮
感激張倫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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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很多人勸我順勢而為，但我想順心而為
在《我不是潘金蓮》和《比利·林恩的

中場戰事》壹起“燒燙”11月這個傳統
“冷檔期”之前，馮小剛和李安昨晚在清
華大學率先來了壹場言語上的“狹路相逢
”，他們在賈樟柯的主持下聊電影創作、
職業生涯。馮小剛中途卻“拐了壹個彎”
，特別感謝了那些為《壹九四二》、《我
不是潘金蓮》的上映而“扛雷”的電影局
體制內的人們。“我覺得這就是勇於擔當
，因為他們溜肩膀很容易，我由衷地對這
些為中國電影‘扛雷’的人表示敬意和感
謝。”

新片：範冰冰並不是主角
定於11月18日上映的馮小剛新片《我

不是潘金蓮》無疑是整個11月最受關註的
國產片，熱度媲美李安120幀《比利·林恩
的中場戰事》。昨晚與李安的對談中，馮
小剛提到了被劉震雲小說打動的過程，並
首次透露範冰冰並不是《我不是潘金蓮》
的主角，圍繞她的28個男性角色才是。
“有很多中國作家寫苦難、困境的時候，
是在用憂傷的筆調寫，劉震雲是用特別幽
默的方式來寫，這種反差讓我特別有興趣
。通過他的小說，我能夠對我們的民族性
有壹個不同於我們所受的教育的認識。小
說裏和李雪蓮打交道的28個男性，每壹張
臉，他們說的話、說話的表情，我看小說
的時候腦子裏全有了，那都是我生活中的
熟人，或者是我在電視上見到的。”

為了配合圓形畫幅，整部《我不是潘
金蓮》多用遠景鏡頭，即便是眾多“綠葉
”陪襯的範冰冰也少有特寫鏡頭。馮小剛

表示，鏡頭離遠壹點拍範冰冰，是為了幫
助她更好地成為李雪蓮，因為範冰冰過於
漂亮、符號性太強了。他還透露，範冰冰
並不是整部戲的主角，他在開拍後不久就
告訴了範冰冰這壹“真相”。“她(範冰冰)
曾經跟我說，李雪蓮能不能加這麼壹場戲
。我明白，她希望李雪蓮能夠獲得觀眾的
同情。但我跟攝影師商量之後，還是決定
把真相告訴她。我跟她說：‘雖然妳是女
主角，28個男演員跟妳搭戲，但其實妳是
個介紹人，那28個男演員和通過他們展現
的社會百態才是主角。妳能接受嗎？能接
受，我保證這是壹部好電影。’範冰冰接
受了，我覺得她是壹個有悟性的演員。”

上映：真正的當代電影太少
《我不是潘金蓮》原定9月底上映，

臨近上映卻改檔到11月18日。馮小剛解釋
稱是為了燒燙11月這個冷檔期。直到幾天
前，才有消息稱《我不是潘金蓮》已經過
審，但片長未定，不論片方還是馮小剛本
人都沒有對此做出正面回應。昨天馮小剛
與李安對談中途，突然“拐了個彎”談到
真正現實題材電影的稀少，“有很多所謂
當代現實題材的電影，拍得很現代，有最
新的手機、辦公室裏全是電腦，但這些電
影很少真正跟我們現實生活發生關系，都
是被美化了的現實生活。這部電影(《我不
是潘金蓮》)過些年回過頭來，人們會從中
了解到21世紀這個時間段的人文環境是怎
樣的。我覺得這是真正的當代的電影，這
樣的電影確實非常少了。”緊接著，馮小
剛表示要說幾句心裏話，稱自己要感謝電

影局、張宏森局長。因為《壹九四二》、
《我不是潘金蓮》這樣的電影能夠上映，
電影局實際上承擔了很大的壓力。

職業：拍電影才有安全感
馮小剛和賈樟柯都觀看了《比利·林恩

的中場戰事》的首映，兩人紛紛感受到了
軍人比利·林恩和身為導演的自己的相似。
賈樟柯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壹部
非常反叛的電影，“片子裏是大眾怎麼看
軍人，其實是說大眾怎麼看我們，探討的
是某壹個特定職業跟大眾的關系是什麼。
”李安也承認，比利·林恩就是身為電影導
演的自己的投射，“大眾對我們的想象，
和我們真正在做的是兩種事。妳做中場秀
就要滿足大家的想象，有時候對大眾來說
是壹種精神寄托。可能妳想的不是這樣壹
回事，但妳得演這麼壹回事。”馮小剛對
影片結尾部分，B班回到車上的對白很有
感觸，大意是原來覺得戰場上特別危險，
現在走了這壹遭(中場秀)才發現回到戰場反
而有安全感。李安也幽默地接過話茬：
“兩個多月前我跟太太爬山，結果摔下來
受了傷，果然還是拍電影更安全。”

李安自《色戒》後壹直在拍英文片，
他表示已經在動腦筋。馮小剛自《壹九四
二》開始就從“賀歲喜劇之王”向作者電
影轉向，他則認為自己只是順心而為。
“就我的年齡來說，我不認為還能拍很多
部電影。很多人勸我順勢而為，現在市場
這麼好就拍觀眾喜歡的啊。我想的是順心
而為，順勢而為90%的人都在做這樣的事
兒，也不缺我壹個。”

奇幻喜劇《健忘村》發預告 舒泣衣衫襤褸又哭又笑
記者獲悉，奇幻喜劇《健忘村》今天發布“忘憂

版”先導預告。此次曝光的先導預告中，舒泣時而衣
衫襤褸，時而衣著華貴，壹會兒哭壹會兒笑，引人遐
想。據悉，該片將於大年初壹奇幻上映。

在之前曝出的定檔海報中，王千源壹身道士裝扮
，坐在獨輪車上前行，極富神秘氣息，而此次的先導
預告也延續了海報中的奇幻神秘色彩。伴隨著壹聲鐘
鳴，王千源手持“忘憂神器”進入村落，說服眾人
“人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如把它忘掉。”

預告片中舒泣時而衣衫襤褸、滿面愁容，時而身
披綾羅綢緞、喜笑顏開；王千源時而手持神器誌得意
滿，時而雙手被綁大聲喊叫“這是什麼村子！” 種

種“奇觀”不由讓人好奇這個神秘村落裏究竟發生了
什麼。電影《健忘村》匯聚壹幹實力演員，金馬獎影
後與東京電影節影帝的加盟讓該片期待值頗高，舒泣
與王千源實力顛覆，與以往銀幕形象大相徑庭。舒泣
壹改女神形象，化身衣衫襤褸、滿臉灰黑的健忘村
“壹花”， 不遺余力地“扮醜”，眼含淚水不顧形
象大口吃餅，讓人大跌眼鏡。王千源更是再次挑戰新
角色，以神秘的道士形象出現，上壹秒還在遊說舒泣
忘憂，下壹秒就成了她的畫眉人，兩人的關系撲朔迷
離。該片除了影帝影後的雙重加持，還有曾誌偉的友
情出演，以及張孝全、楊右寧這兩位實力小生的強勢
加盟，影片質量可見壹斑。明年春節檔影片競爭激烈

，不僅有周星馳和徐克聯手打造的《西遊伏妖篇》，
還有成龍喜劇《功夫瑜伽》。此次《健忘村》預告海
報壹經發布，不少網友認為該片能在競爭激烈的春節
檔影片中別具壹格。

6日，電影《功夫瑜伽》在上
海舉辦首場發布會。導演唐季禮攜
主演成龍、李治廷、母其彌雅、姜
雯出席。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場發
布會沒有選擇在酒店舉辦，而是在
世界最高級別的耐力錦標賽現場
——WEC上海賽車場賽道正上方
的“空中平臺”舉行，發布會期間
，賽車在平臺下壹輛輛呼嘯而過，
飆車主題氛圍十足。

“《功夫瑜伽》講的是壹次全
球的尋寶冒險，除了印度，還壹路
打到迪拜和冰島。”成龍透露，這
次迪拜的飆車戲，最吸引他的不僅
是豪車，更是因為在壹路飆車的過
程中，身邊全程坐著壹只獅子。然
而現場曝光的預告片中，這只威風
凜凜的獅子卻被成龍過快的車速暈
吐了，喜感十足。導演唐季禮則坦
言，這場飆車戲動用了70多輛世
界級豪車，冒著2個億的風險在拍
，甚至還撞壞了從迪拜王子那裏借
來的限量級豪車。

和成龍壹起拍戲是種怎樣的體
驗？李治廷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必
須得拼了，“這次來拍《功夫瑜伽
》，真的是帶著‘拼命’的念頭來

拍的。”不過李治廷也表示，他第
壹天拍戲時沒帶護具，被大哥訓了
壹頓——“肯打肯拼是好的，但不
要逞強。我就是不註意這些，現在
要動好多手術。”

11月12日，成龍將被授予奧
斯卡終身成就獎，成為首位獲得奧
斯卡終身成就獎的華人。還有5天
，成龍就將開啟此次的奧斯卡之旅
。因此，《功夫瑜伽》此次的發布
會，也被大家暖心地變成了對成龍
大哥領獎前的壯行。與其他人感慨
“這個獎來得太晚了”不同的是，
李治廷坦言，“雖然很開心大哥能
拿到這個獎，但心裏又覺得這個獎
來得太早了，還想看大哥再打好多
年。”

“拍了56年電影，拿過不少
的獎，但還是沒想過能拿到奧斯卡
，這應該也是每個電影人的夢想。
其實對於動作喜劇演員來說，經常
會和很多獎項無緣。所以很開心，
也很欣慰，動了這麼多次手術，傷
了那麼多次骨頭，但我最想感謝的
，還是全球的影迷。有影迷說我在
影響他們，但其實他們也在影響著
我，影迷們講的話，我都會記在心
裏。感謝他們，讓我不斷完善自己
，成為壹個好小孩。”

《嘿孩子》開播
蔣雯麗、郭曉冬引爆生子話題

由楊亞洲執導的都市情感劇
《嘿孩子》於昨晚開播。該劇由實
力派演員蔣雯麗、李小冉、郭曉冬
、劉天佐、齊溪、韓青主演，鄭愷
特別出演。在昨晚播出的劇情中該
劇不負眾望，成功引爆“生子”話
題，三對夫妻在生子問題上各有各
的想法，有想借卵生子的，有懷了
猶豫要不要的，有堅持做丁克的，
看過劇後的每對夫妻似乎都能從劇
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蔣雯麗借卵生子讓人心痛
生子話題引反思

劇情壹開始，方家大爺就拋出
了自己的問題：“倆閨女，壹兒子
，可我就奇了怪了，這兒女們他們
咋就不生呢？”沒有孫子可帶的方
大爺只能把公雞當寶貝，惹得胡同
裏雞犬不寧，鄰居抱怨不已。忍無
可忍的方大爺趁著老伴生日召集孩
子們回家，做婦產科醫生的大女兒
方韻、女婿秦栓柱，做健身教練的
二兒子方樂和做電臺主播的兒媳賈
元元，小女兒方向和女婿尚北京。
面對父親的臨時召見，三對夫妻摸
不著頭腦，看著父親穿著手術服、
戴著手術帽，壹本正經地在廚房裏
做飯的樣子，大家恍然大悟，肯定
是關於孩子的問題。

為了安慰父親，方樂不顧媳婦
的反對，透露了元元懷孕的消息，
讓大家欣喜的同時也讓方韻開始考
慮重新要個孩子。失去孩子的陰影

壹直纏繞在方韻和秦拴柱這對夫妻
之間，終於決定要孩子時兩人卻又
要面對卵巢衰竭這個問題，於是
“借卵生子”這個話題便出現在夫
妻間，從來沒有紅過臉的兩人也因
為這個問題大鬧壹場。劇中蔣雯麗
飾演的方韻在酒吧裏和朋友描述孩
子壯壯生前的種種，不禁讓人看著
心痛，尤其是方韻淚眼迷離地唱
《死了都要愛》，臺下的郭曉冬也
是眼含淚水，當著全家人的面，方
韻哭著講述了她和秦栓柱相愛的過
程：第壹次見面就想保護他、吃了
壹學期的蘿蔔、每天給方韻打飯、
打洗腳水，如此相愛的兩人卻因為
孩子、因為借卵生子而提出離婚，
臺下忍無可忍的秦栓柱狠狠地打了
方韻壹記耳光。蔣雯麗和郭曉冬這
對夫妻之間的糾結、互相折磨看著
讓人心痛，也讓其他兩對夫妻開始
認真反思孩子這個問題。

《嘿孩子》受期待
笑中帶淚、非常現實

該劇開播之前，網友就對該劇
充滿期待：“楊亞洲以結婚生子為
切入點，狠狠戳到當下年輕人的痛
處。生孩子仿佛壹枚深水炸彈，讓
三個原本平穩的家庭變得岌岌可危
。深刻之處在於深挖了三個家庭的
內在矛盾，所講述的故事其實就是
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詼諧在於用輕
松幽默的筆觸完成角色塑造和人物
關系，每個演員都很出彩，讓人期
待。”、“目睹了太多奔波在大都
市叢林中的職場人，《嘿，孩子》
讓人體驗現代人的新孤獨如何去破
。如同《新周刊》酷論說‘我不知
道生孩子到底是為了什麼，但卻必
須得生，或許只為了壹個讓大家感
到心安的許諾。’總之，無論妳是
怎樣的立場和態度，都請看《嘿，
孩子》，劇裏有支持妳的論據，也
有反對妳的論點。”追劇的網友看
完前兩集後也表示“笑中帶淚、非
常現實，看到大姐唱歌那段看得眼
淚止不住。”《嘿孩子》關於生子
的問題才剛開始，秦栓柱能否同意
借卵生子，方樂、元元是否會留下
孩子，方向還會堅持做丁克嗎，請
關註樂視視頻後續的精彩劇情。

成龍12日將被授予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感謝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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