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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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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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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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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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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時代，日本打贏了兩次重大戰爭即清日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造
成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後者，因為擊敗的是屬於
白人世界的俄國，整個日本都為之欣喜若狂。譚仁
岸表示，夏目漱石生於明治維新的風雨飄搖之際，
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可以說一生都與戰爭為
伴：10歲時，爆發西南戰爭；27歲時，爆發日清戰
爭；37歲時，爆發日俄戰爭，因此，戰爭必然會成
為其作品的結構性背景或直接的敘述內容。在《虞
美人草》（1907年）中，青年甲野認為日本因為戰
勝俄國就放心下來，不過是類似於感冒痊癒便以為
從此就可長命百歲了。他指出：“這不是日本與俄
國的戰爭，而是人種與人種的戰爭。”“你看美
國、看印度、看非洲！”

夏目漱石通過故事人物投射出一種強烈的不
安，這種不安既來自於對歐洲列強瓜分世界、侵略
亞非拉國家的時勢認識，也植根於他自己體驗到19
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戰爭頻發、和平不過是各種力
量平衡之後的暫時持續的悲觀體驗；同時，更多是
針對亞洲小國日本妄自尊大、虛榮驕傲、膚淺冒進
的自我批判。譚仁岸介紹說，在《三四郎》中，青
年三四郎為日俄戰爭中獲勝的日本辯護說：“日本
今後還是會發展的吧。”但對面的廣田教授卻冷冷
地回了一句：“會滅亡的。”

譚仁岸指出，夏目漱石在著名演講《我的個人
主義》的結尾處，批判了時刻緊繃神經的戰鬥型國
家主義，在國家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主張一種更
加富有彈性的靈活變動的關係：“我們既是國家主

義者，也是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是個人主義者”，
這些身份相互重疊，都要根據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
來改變。夏目漱石接指出了國家道德的“低
級”：“國家的道德和個人的道德相比，是遠遠處
於低段位的。本來，國與國之間即使辭令上冠冕堂
皇，道德良心卻不是那麼多。欺詐、蒙騙、胡弄，
什麼缺德事都幹。所以，既然把國家當作標準，把
國家看作一個整體，就應該心平氣和地甘於低級道
德，但是若從個人主義的基礎來看，道德標準就會
變得很高，對此我們必須多加考慮。”這裡可以看
出，他清醒地認識到了國際關係中依然無法解決的
道德欠缺現象，但對國內政治的道德要求則大致屬
於近代自由主義的範疇。

文：徐全

對戰爭的深切描繪與省思

譚仁岸告訴記者，夏目漱石是一位作品多產
的文豪，1984年到2007年期間，他繼伊藤

博文之後成為一千日元鈔票的肖像人物。此外，
夏目漱石從38歲發表《我是貓》開始，便逐漸擁
有了非常高的社會知名度，在生時已是一位極受
歡迎的報紙連載小說作家。他不僅是小說家，還
是漢詩人、俳人，也是文藝評論家、文明批評
家、思想家、教育家。

作品多產聲譽卓著
據譚仁岸向記者介紹，夏目漱石早期官費留

學英國，歸國後任教於東京大學，漢學素養和英
國文學造詣均極高。除了膾炙人口的小說散文之
外，他一生留下大量高水準的俳句和兩百多首漢
詩；還寫了試圖從心理學社會學角度探尋文學本
質的理論著作《文學論》；學識與人格吸引了眾
多青年知識分子，其門生包括作家芥川龍之介、
哲學家安倍能成、物理學家寺田寅彥等，形成了
所謂的“漱石山脈”。而在夏目漱石逝世之後，
他的聲譽在門徒的宣傳、時代的淘洗、文教制度
的重構之下依然不斷累積。早在1938年，夏目漱
石的弟子小宮豐隆——曾被揶揄為“漱石神社的
神主”——就出版了厚達900多頁的漱石傳記。
二戰之後，漱石研究更加興盛，許多著名文藝評
論家如江藤淳、柄谷行人、小森陽一等人的理論
批評和文本細讀更是推波助瀾，從1971年到1990
年所發表的41,879篇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論文裡
面，關於漱石的論文就佔了2,221篇，居於首
位。

《我是貓》：一個時代的反思
從外部因素來說，譚仁岸認為，民族國家的

鞏固需要一位國民作家、教科書作家，從內部因
素而言，面對西方現代性的衝擊，夏目漱石確實
以其卓越的語言技巧、淵博的教養學識、複雜的

人物形象，為後世提供了多種解讀和審美的可能
性，今天讀來依然不覺過時。在譚仁岸看來，這
種兼具創作者與理論家身份、同時被學院和國民
認可、既有思想內涵又有超時代之文學性的特
點，奠定了夏目漱石的文學史和思想史地位。

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有《我是貓》（1905
年）、《哥兒》（1906年）、“愛情三部曲”
《三四郎》（1908年）、《其後》（1909年）、
《門》（1910年），以及後期代表作《行人》
（1912年）、《心》（1914年）等。譚仁岸對記
者表示，很難在較短的篇幅內概括夏目這些中長
篇小說的內容，尤其是在闡釋學、讀者接受理論
逐漸成為文學常識的今天，更加無法講述這些小
說的“中心思想”。

不過，譚仁岸承認，《我是貓》也是一部不
能夠忽略的作品。他以周作人為例，指出周作人
是最喜歡《我是貓》的，周作人曾說：“雖我所
最愛的是貓（《我是貓》），但別的也都頗可
喜，可喜的卻並不一定是意思，有時便只為文章
覺得令人流連不忍放手。”

譚仁岸進一步介紹到，《我是貓》採用幽
默、諷刺、滑稽的手法，借助一隻貓的視角描述
了明治日本時代知識分子的眾生相；《哥兒》同
樣比較風趣詼諧，塑造了一個耿直莽撞的青年教
師形象，抨擊了存在於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現象；
《三四郎》描寫了主人公三四郎從一個鄉下畢業

的高中生成長為一名東京大學生的所見、所聞、
所感，以及他的心路歷程。譚仁岸進一步補充
道，諸如此類的概括可能會敗壞讀者的閱讀興
趣，但經典作品總是能給人帶來意外之喜。另
外，在他看來，不可思議的短篇小說集《夢十
夜》（1908年）所帶來的閱讀快感更加強烈。從
第一夜到第十夜，十個夢就是十個短篇，意象奇
詭靈幻、神秘駭人，僅憑這部作品，夏目漱石即
可超越後來粉墨登場的許多現代主義詩人。

曾經深深影響了魯迅
同樣作為國民作家，關於夏目漱石與魯迅的

影響關系，譚仁岸介紹說，中日兩國的學術界早
已有過許多比較研究。周作人也曾指出：“但是
他（魯迅）對日本文學不感什麼興趣，只佩服一
個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說《我是貓》、《漾虛
集》、《鶉籠》、《永日小品》，以至乾燥的
《文學論》都買了來，又為讀他的新作《虞美人
草》訂閱《朝日新聞》，隨後單行本出版時又去
買了一冊。”，又說“豫才（記者註：豫才即魯

迅）所作小說雖與(夏目)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
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

還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4月8日起，魯迅
還在本鄉西片町十番地呂字七號夏目漱石住過的
房屋裡住過一段時間。這是譚仁岸特別向記者強
調的一點。他認為，魯迅也翻譯過夏目漱石的敘
事隨筆《掛幅》和《克萊喀先生》，後者與《藤
野先生》在記述異邦恩師的題材選擇上比較接
近。譚仁岸從閱讀感受的角度出發，認為同時閱
讀過兩者的人，都能體味得到《夢十夜》與《野
草》之間共通的詩學特徵：引人入勝的敘述技
巧、幽暗晦澀的象徵、玄妙奇美的意象、怪誕恐
怖的氛圍，結合幻境與現實，同時又在凝視內部
的精神格鬥之基礎上，賦予了文本深刻的哲理
性。

無論是留學體驗、中西貫通的教養、傳統與
現代的問題，還是學者身份與作家身份的融合、
國民作家的地位等，譚仁岸都認為魯迅和夏目漱
石兩人有共同之處。他甚至指出，其實從相片上
來看，夏目與魯迅兩人皆蓄鬚，表情同樣嚴肅凝
重，頗有幾分神似；今年恰好是夏目漱石逝世一
百周年與魯迅逝世八十周年，日本也有地方舉辦
了相關主題的研討會。

百年回望百年回望
未曾遠去的夏目漱石未曾遠去的夏目漱石

曾經在日元的一千元紙幣上，有這

樣一位人物的肖像。他不是政治家，也

不是富豪商賈，而是近代日本的大文豪

夏目漱石。今年適逢夏目漱石逝世百

年，作為一位曾經深刻影響了日本、東

亞以及世界文學史的重要人物，回溯夏

目漱石的時代、歲月以及蘊含在其中的

文學精神，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與考究

的話題。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的廣東外

語外貿大學副教授譚仁岸認為，我們能

夠從夏目漱石的寫生文中，還原到一種

歷史的現場感。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資料圖片

■■日元上的夏目漱石日元上的夏目漱石

■譚仁岸認為，夏目漱石對魯迅的影響非常值
得研究。

■魯迅曾深受夏目漱石的影響。

■中日的文化交流如今已極為頻繁，圖為日本
媒體人為介紹中國相聲而寫作的書籍。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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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愛仙(前)
給人盛飯。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大家在吃
熱騰騰的免
費午餐。
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

■260架鋼琴在上海虹橋
綠谷合奏。記者章蘿蘭 攝

■■小琴童一起參加合小琴童一起參加合
奏奏。。 記者章蘿蘭記者章蘿蘭 攝攝

程愛仙就住在涼亭旁一棟老式住宅樓裡，房
間約50平方米，基本沒什麼裝修，也沒有

一樣像樣的傢具。退休前，她在衢州某行政單位
上班，現在每個月能領到5,000多元退休金。程
愛仙沒結過婚，現在也沒什麼家人，沒什麼愛
好，也不喜歡旅遊，她最愛做的事，就是幫助他
人。“我的錢留着也沒什麼用，一定要花在有需
要的人身上。”

現在，程愛仙每天早晨8點醒來，吃完早
飯，就往菜場跑。為了節省開支，供30個人吃
的米和菜，她總是自己扛回來。為了免去上下樓
之苦，“廚房”就設在樓道裡，十米之外就是派
飯的涼亭，搬運飯菜十分方便。

每天變換飯菜口味
程愛仙的免費飯攤每周開放5天，周三周四

休息。涼亭的一根柱子，掛着一塊紙板，上面留
着程愛仙的手機號碼，有需要吃飯的人可以提前

打電話預約，這樣免得浪費。不過，隨着愛心飯
攤在衢州的名氣越來越大，現在每天30份飯很
少有剩下的。

程愛仙盡量每天都變換飯菜口味。“比如今
天吃白菜燉肉，明天就會換土豆，反正盡量不重
樣，免得他們吃膩了不來了。”程愛仙開玩笑地
說：“雖然不用付錢，但我還是要把他們當成顧
客，讓他們感到世界是溫暖的。”

盼再辦民工子弟學校
之前，程愛仙辦了一所民工子弟學校，因為

學費低甚至免費的做法，曾被當地媒體多次報道
過。程愛仙介紹稱，1997年，她在街上補鞋時，
補鞋匠是一名中年婦女，帶着個十歲的孩子。當
時，小孩沒戶口，無法在城裡上學，留在鄉下上
又沒人管，只好輟學帶在身邊，跟着學補鞋。

退休後，程愛仙拿出畢生積蓄，又找了幾位
不要工資的退休教師，張羅起了這所民工小學。

前段日子，因為城區改造，被劃入拆遷範圍的民
工學校停辦了。於是，閒不下來的程愛仙又送起
了愛心午餐。但她的心願一直沒有變過，就是把
學校繼續辦，“我今年67歲了，孤身一人無牽
無掛，不為名利，就想讓那些孩子有書讀，我希
望有人能圓我這個最後的心願。”

被當地村民稱為“山藥女神”的80
後網絡紅人王瑤與網絡大V劉五一、趙
雲龍等日前齊聚河南省焦作市溫縣的一
個山藥種植地，參加第二屆溫縣山藥太
極尋根記活動，現場體驗挖山藥的過程
並進行網絡直播，藉此幫助當地農民推
廣山藥。

不少網友看到之後驚歎稱，原來挖
山藥那麼難。需要掘地一米多深，而且
每一鐵鍬都要特別小心，否則山藥很容
易被挖斷。有的人在現場用了十多分鐘
才挖到一根完整山藥。

土地十年只能輪種一次山藥
劉五一介紹稱，土地十年只能輪種

一次山藥，這是因為山藥在地底長得長
而密，吸收很多土地養料，如果連續種
植，不僅山藥長不好，還容易招致病蟲
害。

喜歡環球旅行的王瑤，走到哪裡，
便把山藥文化帶到哪裡。王瑤表示，希
望把家鄉溫縣的鐵棍山藥賣出去，讓更
多的人品嚐到正宗的鐵棍山藥。

溫縣地處豫北平原西北部。這裡土
地肥沃，土質獨特，降水豐沛，四季分
明，悠久的歷史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為溫縣孕育了古老而珍貴的懷山藥、懷
地黃、懷牛膝、懷菊花“四大懷藥”。

據了解，2016年溫縣鐵棍山藥種植
面積2.2萬畝，以鮮貨銷售為主的壚土地
山藥面積為1.1萬畝，中秋節至今已採挖
銷售2,800畝，目前僅剩餘8,200畝，除
去部分企業深加工產品原料消耗外，今
年真正的溫縣鐵棍山藥上市量僅為6,000
噸左右。 ■記者 劉蕊 焦作報道

在中國鋼琴泰斗劉詩昆和世界鋼琴
大師喬治．路易斯．普列茨的領銜下，
260架鋼琴與100人合唱團昨日在上海虹
橋綠谷共奏華章，紀念莫扎特
（1756-1791）誕辰260周年。

“紀念莫扎特誕辰260周年鋼琴
藝術盛典”以虹橋綠谷的七幢大樓和
中心廣場為舞台，在錯層式的空中花
園、屋頂花園、地面、下沉式庭院等

五個層面，佈置了260架鋼琴。最震
撼的是鋼琴合奏與大合唱，先是一曲
中國風的《茉莉花》，然後是壓軸曲
目、莫扎特的《聖體頌》。主辦方透
露，是次活動將衝擊“大世界健力
士”的“規模最大的紀念莫扎特誕辰
鋼琴演奏會”紀錄，有關公證機構亦
在現場做了取證工作。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午11點，浙江衢州城區鬧市一條弄堂口的涼亭內，坐了一群端

着飯盒的人，他們都在等着自己那份免費午餐。67歲的程愛仙像往常一

樣開始張羅，她的愛心飯攤“開張”已經半年多，除了自己日常用度，她

把每月5,000多元（人民幣，下同）退休金全用在做公益上。“我一直單

身，沒有太多牽掛，人死錢又帶不走，有人說吃喝玩樂是享受，能幫助別人

我覺得很快樂，這才是真享受。” ■記者 俞晝、通訊員 盛偉 浙江報道

派愛心午餐
浙單身嫗傾盡退休金

網
絡
大
V
助
農

直
播
挖
山
藥

■網絡大V劉
五一向網友展
示他挖出的第
一根山藥。

香港文匯報
焦作傳真

滬260架鋼琴合奏 紀念莫扎特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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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了今年北京入冬后的第一场冰雪大秀。最终，来自挪威的马库斯· 克里弗兰凭借Back-

side Triple Cork 1440Stalefish和 Cab Triple Cork 1620 Melon以177.33分摘得冠军。獲得冠軍的馬庫斯· 克裏弗蘭今年只有17歲

，是30名參賽選手中年齡最小的，他表示，很高興能在這裏奪冠，以前來這裏比賽時沒有進決賽，這一次感覺特別夢幻，今

年鳥巢的比賽氛圍比往年更好，希望明年能再回到這裏參賽。

綜合報道 孟菲斯灰熊隊（8勝5負）在主場繼續勝勢。格林得到19分和8個籃板，蘭多夫得到18分和7個籃板，他們帶領

球隊下半場發力打出小高潮確立大比分優勢，灰熊隊在主場以93-71擊敗明尼蘇達森林狼隊（4勝8負）。灰熊隊拿到4連勝。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1月20日淩晨3點45分，2016-17賽季西甲第12輪一場焦

點戰在卡爾德隆球場打響，馬競主場迎戰皇馬。C羅上演帽子戲法，成就德比射手

王地位，皇馬3-0完勝馬競，賽季繼續保持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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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主席跨刀創投首獎片
張艾嘉瘋演《分貝人生》

大愷腎結石開刀感覺像去勢《極惡刑事》挖掘黑暗面 
白 石 和 彌 拍 片 求 真 實

國片與陸較勁 劇情小品才有勝算
城市微電影「最美麗的老樣子」 
訴說基港故事

金馬創投開幕酒會於 21日晚間舉行，馬來
西亞導演陳聖吉執導的 2014 年百萬首獎得主
《分貝人生》，昨曝光短短５分鐘片段就令在場
來賓震撼，金馬主席張艾嘉飾演精神狀況不穩
定的母親，被馬來小生陳哲耀綑綁雙手，還有
許多激烈肢體衝突，張艾嘉開玩笑說：「不知道
為什麼都是神經兮兮、瘋的、苦情角色來找我，
好慘！」

2013 年的百萬首獎動畫長片《幸福路上》
也公開片段，由金馬影后桂綸鎂為女主角配音，
導演宋欣穎更找來多年前結緣的魏德聖穿插一
角，她說過去當影劇記者採訪尚未成名的魏德
聖時，買了一杯咖啡給他，魏說：「第一次有記
者請我喝咖啡。」

此次熱情參與新片配音，她笑說魏德聖原
本還以為要配音桂綸鎂男友，沒想到最後只是
王子形象般的表哥。該片目前尚缺最後一桶金，
即可在 2017 年底完成。

多才多藝的搞笑藝人大愷，日前上八大《健
康 NO.1》分享腎結石開刀時的切身之痛，他回
想當時從尿道口伸入內視鏡的腎結石手術，他
形容那感受就像是「去勢的太監」，術後要上廁

李祐寧導演日前率製片協會 24 人參訪團
到大陸，行程之一是參訪橫店影視基地。看過
秦朝、香港街、民國街、明朝景，電影《滿城盡
帶黃金甲》拍戲現場：「這已不是台灣能及的
領域」，國片現在唯一可與大陸較勁的片型就
是以劇情內容取勝的小品。

兩岸電影業者一致認為，拍電影最難的是
劇本的開發。李祐寧表示：「劇本是一劇之本，
是電影的根本，需要從年輕人的生活中去找好
劇本。」就台灣的主、客觀環境來看，張藝謀的
《滿城盡帶黃金甲》、《英雄》不僅在台灣拍不
了，在大陸也是到了頂點，再難有類似的大製
作。於是影片風格開始朝清新小品、人性、感情
的方向發展，例如陳建斌的《一個勺子》。

這也是台灣近年發展得最好的片型，《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掀起的青春校園早
戀電影風潮，讓《等一個人咖啡》、《我的少女
時代》、《六弄咖啡館》，乃至目前正在拍攝中
的合拍片《學長》，都受到兩岸市場高度接受。

李導認為，未來台灣電影的劇本開發與編
導，可從本土元素融入外來文化方向發展，如
來台自由行的旅客，或是留學生與台灣人的故
事，台商在大陸發展，甚至是台灣新住民的故
事，就有些發展趣味，這些都是觀眾會有感動
與共鳴的元素。

葉如芬感慨地表示，以韓片《屍速列車》
為例，因南韓官方支持，所以淨空車站月台拍
片不成問題；台灣封月台拍攝就不可行，即使借
捷運或高鐵站拍片，也不能有鬼怪出現。

所時，痛到無法扶著「命
根子」對準馬桶，只能任意
亂尿在廁所地板上！

大愷說，他會罹患腎
結石，其實是「自作自受」，
推測應該與他平常貪喝可
樂、鮮少喝水有關。沒想到
手術後再回診時，診治醫
師卻向大愷道歉，因為手
術過程中沒有發現結石，
還反問大愷手術前上廁所
時，是否有聽到「咚隆」的
聲音？醫生猜測結石可能

與尿液一起排出來了。大愷聽了有如晴天霹靂。
不過節目中的醫師解釋：「排水是排石頭的王
牌。」透過大量的水，的確有機會把腎結石給排
出體外。

參展本屆金馬影展的日本電影《極惡刑事》，
是導演白石和彌繼《凶惡》後，再度挖掘人性黑
暗面，故事改編自 2002 年在北海道發生的「稻
葉事件」，由人氣演員綾野剛擔綱男主角，特地
隨片來台的白石說：「當初看上他具有不同於別

人的性感一面，因而找他來演片中醜聞刑警。」
恰巧就是北海道出身的白石坦言，「最喜歡

藉電影探討真人真事的故事，而非拍真人。」為
了《極惡》的拍攝，他在劇本完成後，不僅去拜
訪當年採訪稻葉事件的記者，還帶著綾野剛一
起拜訪事件主角本尊，「再以事件主角本人的意
見為中心，才架構出大家所看到的劇本。」

故事主人翁「稻葉」在現實生活中雖已婚，
但在外還有８位女友，事發後老婆不僅原諒他，
得知電影將開拍時，還要求導演淡化稻葉的複
雜異性關係，甚至要求不用真名，以免影響他現
在的生活。該片涉及北海道警界醜聞、黑道與
毒販間的敏感議題，導演透露為讓拍攝順利進
行，全片有近９成都在名古屋、中部地區拍攝，
只保留雪地場景在北海道拍攝。

「港邊最常出現的叫做愛情、發生最多的
叫做離別！」首部以基隆港為題的「最美麗的老
樣子」微電影，影片中短短一句話道盡老一輩
人對港區體悟。基隆市長林右昌表示，基隆故事
該交由 30 多萬基隆人來說，盼能有更多市民用
自己經驗，來拍攝屬於基隆故事。

基隆市教育處昨天舉行學習型城市微電影
「最美麗的老樣子」發表記者會，運用年輕人角
度來看基隆港的興衰，記錄曾輝煌一時港區故
事。

近 3 年基隆市爭取到全國「學習型城市」計
畫補助經費，中央每年提撥 300 多萬元經費，而

這部以基隆港為主題的微電影，就是計畫其中
之一。

導演蘇明彥表示，首次以基隆城為主題拍
攝微電影，光是腳本前後就修改不下10 次，前
前後後採訪很多里長耆老，就為重現最真實的
基隆城，最後決定以青年人眼光來看基隆，呈現
活力的現代基隆。

「基隆故事該交由市民來說！」林右昌說，
微電影發表會只是開端，基隆的故事該由 30 多
萬市民來說，可作為城市文化基底，讓每個人感
受到與城市的關係，重新看到這個城市。

資深媒體人鄭偉柏表示，台灣在電影方面
的專業技術官員少，法令又不完善，即使有好政
策，也常因改朝換代、官員下台而無法延續；台
灣影壇的興盛，需要產官學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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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國人氣男歌
手SE7EN日前赴港，在尖沙咀舉行記者會宣傳其
上月推出的新迷你專輯《I AM SE7EN》，有近百
粉絲入場支持。他甫現身即用廣東話介紹自己，又
謂：“你哋好嗎？我也好。”他很開心攜新專輯赴
港見港迷，表示新碟是獨立自組公司後首度推出的
唱片，特意參與創作和製作，盼給大家見到自己的
特色，因此新碟網羅不同的曲風，如 funky、
dance、pop等，盼向大家展現不同的面貌。他更
即場應邀清唱主打歌幾句，博得滿堂掌聲。

他接受訪問時透露早前去了台灣宣傳，做了
不少訪問和電視錄影，過得很充實。而本月9日踏
入32歲生辰的他在日本舉行粉絲見面會，與粉絲
度過了一段開心的時光。曾多次赴港的他除感謝粉
絲熱情的支持外，亦直言：“香港街道很乾淨，每
次都給我新鮮
感，而且時裝
很靚，帶給我
不少靈感，很
喜歡赴港。”
他又讚香港海
鮮好吃，很期
待食辣蟹。今
次首次挑戰做
製作人的他，
亦希望將來可
培育新人。問
到會否在香港
辦試鏡？他直
言：“知道香
港人才多，都
希望將來赴港
選將。”臨走
前，他分別用
中文和韓文道
謝後才離去。

嘉穎的女友陳凱琳19日晚在無線台慶失言，
把“奮不顧身”誤說成“粉身碎骨”，問到

他有否看台慶？嘉穎表示剛由北京返港，沒看台
慶，但有看到新聞，並維護女友說：“她沒讀過
中文，四字詞語是亂用，(教女友四字詞語？ ) 沒
有，我們平時聊天一時中文、一時英文跟普通
話，其實她拍劇四字詞語亂用都不是第一次，她
很有趣的。同我的朋友黃智賢拍劇，她講得好
順，但四字詞語就用錯了，但她自己不知用錯還
繼續講。（會否叫朋友看住她？）不用我叫，個
個都會看住，中文多拍點就好。”

對於Grace 似不明白“粉身碎骨”的意
思？嘉穎說：“當晚，沒見到她，她又沒問
我，好多時有好多四字詞語，當然沒有粗口在
內，我回去跟她說啦。她是想說‘奮不顧
身’，(這樣也合理？)接近啦，有個‘粉’
字。”Grace指TVB每位藝人都粉身碎骨為觀

眾，嘉穎就笑說：“我就是粉身碎骨令大家開
心囉，奮不顧身與粉身碎骨，意思都是盡力而
為令大家有豐富娛樂性。”問到整晚的秀最好
看是Grace說錯話？他說：“不是呀，看片段
整個秀都挺好看，希望明年不是她啦。”

心悠扮病人看中醫
劉心悠在片中飾演一名新派中醫師，為揣摩

角色，開拍前她特別跟隨朋友扮病人到中醫診所
求診，學習問診過程及把脈。明年將為無線拍劇
的心悠，對於陳凱琳於台慶失言，廣東話不流利
的她笑說：“是人都會說錯話，我也有可能會這
樣，試過以前拍內地古裝劇，要講四句四字詞
語，因為我記不住，最後導演要我講1234、
2233，之後再用配音。”

張晉透露片中與巴西裔美籍拳王不乏對打
戲，日前已率先拍攝了一場，他指對方打開

MMA，但拍戲經
驗少，初時都擔心
會傷到人。不過他大
讚對方是個好有力量的馬
達，他都有指導對方在安全情況下拼一些。問
到可有受傷？他說：“一點點擦傷一定有，雖
然全身痛，但打得好開心。”

張晉跟女兒學英文
年底張晉將會拍攝首部荷里活電影《悍戰

太平洋2 》，屆時更會到澳洲開工，他表示為
了應付英語對白，現在要女兒教他說英文。對
於有指其太太蔡少芬投資有道是圈中富婆，張
晉笑說：“這就好啊，我找到個富婆，其實我
們生活方式沒有變，只是多了兩個女兒，(問太
太拿多點家用？ ) 家用我從來不缺，錢包經常
多了錢，可能是太太塞錢進我錢包。”

指女友沒讀過中文

嘉穎嘉穎 Grace爆爆
常用錯四字詞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嘉穎、張晉、劉心悠、周國賢、原子鏸及前UFC中量級冠

軍的巴西裔美籍MMA格鬥家Anderson Silva 日前拍攝電影《九龍不敗》，久未拍攝電影的嘉穎

在戲中飾演澳門司警，他透露無需要打，而他與心悠的感情線也只是隱晦交代。對於女友陳凱

琳（Grace） 在無線台慶用錯四字詞語，嘉穎竟大爆不是第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無線新劇《踩過界》演
員王浩信、朱千雪、蔡思貝與
張振朗等人20日一同拍攝外
景場面，朱千雪剛碩士畢業，
拍檔王浩信表示未有送她畢業
禮物，但大讚她讀書聰明，畢
業對她來說像聖誕新年一樣年
年都有。

新劇題材正好是朱千雪
將要攻讀的法律題材，千雪
表示曾提議王浩信和蔡思貝

一起去法庭旁聽案件，好讓
了解法庭處理案件的真實程
序，王浩信笑言有千雪約，
他當然想去，可惜暫時都未
有時間，而且更透露劇情會
比《EU超時任務》悲慘。提
到台慶夜太太陳自瑤性感跳
肚皮舞，王浩信笑稱太太表
演後，馬國明和黃宗澤等都
有恭喜他，他說：“我明白
的，代表我眼光好、太太保
養得好、家庭健康都好。”

■張晉會於戲
中同巴西裔美籍
拳王（右）對

打戲。

■■張晉張晉、、世界頂級世界頂級UFCUFC拳手拳手Anderson SilvaAnderson Silva、、鄭嘉穎鄭嘉穎、、劉心悠劉心悠、、陳鈺陳鈺
芸芸、、周國賢周國賢、、原子鏸等出席電影原子鏸等出席電影《《九龍不敗九龍不敗》》拍攝拍攝。。

■■ 嘉 穎 大嘉 穎 大
爆 女 友 用爆 女 友 用
錯 詞 語 並錯 詞 語 並
非首次非首次。。

■■劉心悠在片中飾演劉心悠在片中飾演
一名新派中醫師一名新派中醫師。。

SE7EN期待食辣蟹

王浩信讚朱千雪讀書聰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繼聰、蕭
正楠（Edwin）、龔嘉欣、陳煒與劉佩玥等人
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幕後玩家》，由於主角黃
宗澤缺席宣傳，眾人輪流糟蹋他的紙牌公仔，
又大數他的罪狀惡行。煒哥台慶夜表演性感肚
皮舞，蕭正楠即提議監製要為劇集補拍一場肚
皮舞戲份。

陳煒表示練習肚皮舞時間倉促，幸好她曾
學過，略有根底，也笑言料到觀眾將焦點放在
胸前。笑指煒哥“胸”贏了兩大咪神高海寧和
張秀文時，她說：“沒可能，我是越級挑戰，

靠墊取勝。”今天是煒哥生日，她透露因要開
劇不會大事慶祝，而且老公要月底才回港，她
說：“不用慶祝了，都幾十歲人，不想過生
日，又老一歲。”

台慶表演吹口哨的張繼聰不介意風頭被肚
皮舞環節搶走，問他會否讓太太謝安琪（Kay）
表演肚皮舞時，他說：“最好不好，結婚多年
都好了解太太的喜好，都是唱歌適合她。”阿
聰又稱太太預產期是明年三、四月，現在已跟
bb互動及胎教，他笑道：“我會摸住肚說‘哈
佬’，我是爸爸，讓bb認到我的聲音。”

陳煒生日不大事慶祝陳煒生日不大事慶祝

■■SESE77ENEN用廣東話打招呼用廣東話打招呼。。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SESE77ENEN 拿着拿着
簽名新碟讓傳媒簽名新碟讓傳媒
拍照拍照。。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王浩信和朱千雪於新劇再續

情緣。

■■張繼聰張繼聰、、蕭正楠蕭正楠、、龔龔
嘉欣嘉欣、、陳煒與劉佩玥等陳煒與劉佩玥等
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幕幕
後玩家後玩家》。》。

■■““鬼妹仔鬼妹仔””陳陳
凱琳前晚在台慶凱琳前晚在台慶
講錯四字詞語講錯四字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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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敏娜）韓國人氣男歌
手SE7EN日前赴港，在尖沙咀舉行記者會宣傳其
上月推出的新迷你專輯《I AM SE7EN》，有近百
粉絲入場支持。他甫現身即用廣東話介紹自己，又
謂：“你哋好嗎？我也好。”他很開心攜新專輯赴
港見港迷，表示新碟是獨立自組公司後首度推出的
唱片，特意參與創作和製作，盼給大家見到自己的
特色，因此新碟網羅不同的曲風，如 funky、
dance、pop等，盼向大家展現不同的面貌。他更
即場應邀清唱主打歌幾句，博得滿堂掌聲。

他接受訪問時透露早前去了台灣宣傳，做了
不少訪問和電視錄影，過得很充實。而本月9日踏
入32歲生辰的他在日本舉行粉絲見面會，與粉絲
度過了一段開心的時光。曾多次赴港的他除感謝粉
絲熱情的支持外，亦直言：“香港街道很乾淨，每
次都給我新鮮
感，而且時裝
很靚，帶給我
不少靈感，很
喜歡赴港。”
他又讚香港海
鮮好吃，很期
待食辣蟹。今
次首次挑戰做
製作人的他，
亦希望將來可
培育新人。問
到會否在香港
辦試鏡？他直
言：“知道香
港人才多，都
希望將來赴港
選將。”臨走
前，他分別用
中文和韓文道
謝後才離去。

嘉穎的女友陳凱琳19日晚在無線台慶失言，
把“奮不顧身”誤說成“粉身碎骨”，問到

他有否看台慶？嘉穎表示剛由北京返港，沒看台
慶，但有看到新聞，並維護女友說：“她沒讀過
中文，四字詞語是亂用，(教女友四字詞語？ ) 沒
有，我們平時聊天一時中文、一時英文跟普通
話，其實她拍劇四字詞語亂用都不是第一次，她
很有趣的。同我的朋友黃智賢拍劇，她講得好
順，但四字詞語就用錯了，但她自己不知用錯還
繼續講。（會否叫朋友看住她？）不用我叫，個
個都會看住，中文多拍點就好。”

對於Grace 似不明白“粉身碎骨”的意
思？嘉穎說：“當晚，沒見到她，她又沒問
我，好多時有好多四字詞語，當然沒有粗口在
內，我回去跟她說啦。她是想說‘奮不顧
身’，(這樣也合理？)接近啦，有個‘粉’
字。”Grace指TVB每位藝人都粉身碎骨為觀

眾，嘉穎就笑說：“我就是粉身碎骨令大家開
心囉，奮不顧身與粉身碎骨，意思都是盡力而
為令大家有豐富娛樂性。”問到整晚的秀最好
看是Grace說錯話？他說：“不是呀，看片段
整個秀都挺好看，希望明年不是她啦。”

心悠扮病人看中醫
劉心悠在片中飾演一名新派中醫師，為揣摩

角色，開拍前她特別跟隨朋友扮病人到中醫診所
求診，學習問診過程及把脈。明年將為無線拍劇
的心悠，對於陳凱琳於台慶失言，廣東話不流利
的她笑說：“是人都會說錯話，我也有可能會這
樣，試過以前拍內地古裝劇，要講四句四字詞
語，因為我記不住，最後導演要我講1234、
2233，之後再用配音。”

張晉透露片中與巴西裔美籍拳王不乏對打
戲，日前已率先拍攝了一場，他指對方打開

MMA，但拍戲經
驗少，初時都擔心
會傷到人。不過他大
讚對方是個好有力量的馬
達，他都有指導對方在安全情況下拼一些。問
到可有受傷？他說：“一點點擦傷一定有，雖
然全身痛，但打得好開心。”

張晉跟女兒學英文
年底張晉將會拍攝首部荷里活電影《悍戰

太平洋2 》，屆時更會到澳洲開工，他表示為
了應付英語對白，現在要女兒教他說英文。對
於有指其太太蔡少芬投資有道是圈中富婆，張
晉笑說：“這就好啊，我找到個富婆，其實我
們生活方式沒有變，只是多了兩個女兒，(問太
太拿多點家用？ ) 家用我從來不缺，錢包經常
多了錢，可能是太太塞錢進我錢包。”

指女友沒讀過中文

嘉穎嘉穎 Grace爆爆
常用錯四字詞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鄭嘉穎、張晉、劉心悠、周國賢、原子鏸及前UFC中量級冠

軍的巴西裔美籍MMA格鬥家Anderson Silva 日前拍攝電影《九龍不敗》，久未拍攝電影的嘉穎

在戲中飾演澳門司警，他透露無需要打，而他與心悠的感情線也只是隱晦交代。對於女友陳凱

琳（Grace） 在無線台慶用錯四字詞語，嘉穎竟大爆不是第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無線新劇《踩過界》演
員王浩信、朱千雪、蔡思貝與
張振朗等人20日一同拍攝外
景場面，朱千雪剛碩士畢業，
拍檔王浩信表示未有送她畢業
禮物，但大讚她讀書聰明，畢
業對她來說像聖誕新年一樣年
年都有。

新劇題材正好是朱千雪
將要攻讀的法律題材，千雪
表示曾提議王浩信和蔡思貝

一起去法庭旁聽案件，好讓
了解法庭處理案件的真實程
序，王浩信笑言有千雪約，
他當然想去，可惜暫時都未
有時間，而且更透露劇情會
比《EU超時任務》悲慘。提
到台慶夜太太陳自瑤性感跳
肚皮舞，王浩信笑稱太太表
演後，馬國明和黃宗澤等都
有恭喜他，他說：“我明白
的，代表我眼光好、太太保
養得好、家庭健康都好。”

■張晉會於戲
中同巴西裔美籍
拳王（右）對

打戲。

■■張晉張晉、、世界頂級世界頂級UFCUFC拳手拳手Anderson SilvaAnderson Silva、、鄭嘉穎鄭嘉穎、、劉心悠劉心悠、、陳鈺陳鈺
芸芸、、周國賢周國賢、、原子鏸等出席電影原子鏸等出席電影《《九龍不敗九龍不敗》》拍攝拍攝。。

■■ 嘉 穎 大嘉 穎 大
爆 女 友 用爆 女 友 用
錯 詞 語 並錯 詞 語 並
非首次非首次。。

■■劉心悠在片中飾演劉心悠在片中飾演
一名新派中醫師一名新派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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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信讚朱千雪讀書聰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張繼聰、蕭
正楠（Edwin）、龔嘉欣、陳煒與劉佩玥等人
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幕後玩家》，由於主角黃
宗澤缺席宣傳，眾人輪流糟蹋他的紙牌公仔，
又大數他的罪狀惡行。煒哥台慶夜表演性感肚
皮舞，蕭正楠即提議監製要為劇集補拍一場肚
皮舞戲份。

陳煒表示練習肚皮舞時間倉促，幸好她曾
學過，略有根底，也笑言料到觀眾將焦點放在
胸前。笑指煒哥“胸”贏了兩大咪神高海寧和
張秀文時，她說：“沒可能，我是越級挑戰，

靠墊取勝。”今天是煒哥生日，她透露因要開
劇不會大事慶祝，而且老公要月底才回港，她
說：“不用慶祝了，都幾十歲人，不想過生
日，又老一歲。”

台慶表演吹口哨的張繼聰不介意風頭被肚
皮舞環節搶走，問他會否讓太太謝安琪（Kay）
表演肚皮舞時，他說：“最好不好，結婚多年
都好了解太太的喜好，都是唱歌適合她。”阿
聰又稱太太預產期是明年三、四月，現在已跟
bb互動及胎教，他笑道：“我會摸住肚說‘哈
佬’，我是爸爸，讓bb認到我的聲音。”

陳煒生日不大事慶祝陳煒生日不大事慶祝

■■SESE77ENEN用廣東話打招呼用廣東話打招呼。。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SESE77ENEN 拿着拿着
簽名新碟讓傳媒簽名新碟讓傳媒
拍照拍照。。陳敏娜陳敏娜攝攝 ■王浩信和朱千雪於新劇再續

情緣。

■■張繼聰張繼聰、、蕭正楠蕭正楠、、龔龔
嘉欣嘉欣、、陳煒與劉佩玥等陳煒與劉佩玥等
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到商場宣傳台慶劇《《幕幕
後玩家後玩家》。》。

■■““鬼妹仔鬼妹仔””陳陳
凱琳前晚在台慶凱琳前晚在台慶
講錯四字詞語講錯四字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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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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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磊首當導演選擇翻拍
評：翻拍有偷懶耍滑之嫌

近日聽說著名演員黃磊也要像眾多演藝明

星壹樣演而優則導，他選擇以翻拍自日本影片

《家族之苦》的《麻煩家族》作為自己的導演

處女作。既然是首執導筒，翻拍壹部成熟作品

的確是比完全原創更為保險，我也很願意相信

黃磊此舉很大程度是出於對《家族之苦》的導

演、日本著名大導山田洋次的由衷敬仰，然而

這個消息卻還是讓人感覺有那麽點悲哀。

雖然這些年國內影壇翻拍成風，但妳要是

去翻拍些情節曲折的懸疑推理片或是故事性很

強的劇情片，那倒也情有可原，因為這還可以

說是咱們確實沒那個本事，寫不出這種有創意

、有腦洞、構思奇巧的東西。可是現在情況越

來越嚴重，感覺有的電影人有點饑不擇食了，

不管什麽類型什麽質量，拿來壹個是壹個，似

乎別人家的月亮就是比自家的圓。

從以前翻拍票房有保證的經典影片到如今

連本來就口碑不佳的爛片如《結婚大作戰》之

類都奉為至寶，從以前翻拍犯罪片、奇幻片等

在我國影壇確屬稀缺品種的片型到如今連我們

早已發展成熟的愛情片、喜劇片也要爭搶，從

以前翻拍歐美大片到如今跟在日韓甚至泰國等

後生晚輩的後面狂追猛跑……

這下更好了，像《家族之苦》這樣的家庭

倫理片也都要翻拍了。《家族之苦》講的是啥

？沒有任何出奇制勝的情節，只不過是些老太

太和老頭鬧離婚、女兒和女婿吵架鬧意見的家

長裏短。我就不信了，我們泱泱大國這麽多人

才，就算創作力再匱乏，難道連這麽個東西都

鼓搗不出來，就這還要去翻拍人家的？

不只是影壇，再看看我們的熱門綜藝節目

，基本也都沒有原創，差不多都是買現成的版

權；我們的音樂界呢，從歌詞、旋律到唱片封

面、MV，動不動就被人揪出來是抄襲的。真

的是因為我們腦子轉不過人家、沒有能力去創

新嗎？其實不然，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

原因還在於業界普遍有著偷懶耍滑、急功近利

的風氣。

把已經被證明成功的作品搬過來用，當然

要比自己搞原創省心省力，市場還更容易有保

證，投入低而回報高，那又何樂而不為呢？於

是壹眾制作人、創作者們就打著這樣的如意算

盤，樂呵呵地去算錢分票房了，卻沒有幾個人

願意想壹想，壹個奉行拿來主義而不知下工夫

激發自己創作力增長的文藝市場即便壹時有利

可圖，但它能有多大的發展空間，又如何才能

贏得別人的尊重……

羅雲熙演男狐靠想象摸索
黃俊捷抱女演員臉羞紅

網劇《屏裏狐》近日在北京舉辦上

線發布會，導演周海軍攜主演羅雲熙、

劉馨棋、黃俊捷、王朝陽、郝澤嘉悉數

出席。

《屏裏狐》主要講述了落魄女畫師

鄭雪景誤入壹家處在異世界夾縫的酒館

，偶然間得到壹只禦仙筆，在屏風上解

封了三個男狐仙，分別是赤煞大人余琰

、沈茗白笙和小黑。陰差陽錯之下，鄭

雪景和他們締結了主仆契約，壹人三狐

被命運的紅線緊緊捆綁在了壹起。

三個狐仙男仆用法力幫鄭雪景人生

逆襲，獲得“第壹宮廷女畫師”殊榮的

同時，她也陷入了由靈犀屏風帶來的壹

連串麻煩，並與狐仙男仆們的情感糾葛

之中。

導演周海軍表示，狐仙自古

就是被大眾喜歡的內容，這類IP

本來就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但以

往影視劇中的狐仙多是女性。

《屏裏狐》將其融入男狐仙、契

約、多角情感糾葛等當下網生代

喜愛的元素，令古典神話更加豐

富和多元化。

周海軍說，《屏裏狐》營造

的神秘故事既能滿足愛幻想的觀眾對未

知事件的好奇，也是為古代文學中的經

典故事註入新鮮的血液再現活力。三個

男狐仙和女主相愛相殺 ，四個人命運捆

綁在壹起， 產生的情愫、坎坷、搞笑、

感動、溫暖的故事配上玄幻的元素看點

很多，值得期待。

看慣了女狐仙，這次三個鮮肉男狐

仙和女畫師上演情愛糾葛也讓人耳目壹

新。相比同類IP，《屏裏狐》沒有講述

多麽大義凜然、舍身取義，而是單單就

愛情這條主線，顛覆了傳統的人狐相戀

，是人狐系列上的又壹突破。

羅雲熙表示，自己飾演的余琰外冷

內熱，性格傲嬌高冷，毒舌，其實內心

非常喜歡被別人誇獎。黃俊捷飾演的白

笙總是帶著微笑，喜歡打掃衛生做飯洗

衣，堪稱居家暖男。

而王朝陽飾演的小黑擁有操控鬼火

的能力，尾巴是壹團燃燒的鬼火，周身

總是散發著壹股幽幽的氣場，是典型的

時而腹黑時而接地氣的神秘型。發布會

現場，第壹次拍古裝劇的羅雲熙說男狐

沒有什麽參照物，完全靠自己想象摸索

，夏天38度穿著厚厚的古裝拍特別辛苦

。當被問起拍戲過程中最好玩的事時，

羅雲熙壹秒變導演，還原導演拍戲中數

落攝像師的“抓狂”，引發爆笑。

女主角劉馨棋在現場壹直被“羨慕

嫉妒恨”，她笑著表示壹個女生壹覺醒

來家裏突然多了三個男人，而且還都那

麽帥，都不知道該怎麽用了，肯定讓人

特別妒忌。飾演小白的黃俊捷今年才18

歲，他坦言自己特別靦腆。

導演周海軍現場透露，拍戲時有壹

場黃俊捷抱著女演員轉圈的戲，結果黃

俊捷壹開始怎麽都做不到，在片場臉都

紅透了，導演只能讓其他演員現場給他

做示範。

據悉，《屏裏狐》將於11月21日起

每周壹 、二零點在搜狐視頻獨家播出，

黃金會員可以搶先觀看更多劇集。

文章執導新片自稱“過街老鼠”:“認真”二字我受了
前日，文章再執導筒的諜戰劇

《剃刀邊緣》首曝長片花，在歷經四

個半月的拍攝後，該劇終於始露真容

。文章在微博中透露：“今天《剃刀

》算是有個模樣出來見人了。”文章

還自稱“過街老鼠”和“笨人”，直

言自己忍不住在片場發脾氣，“人就

怕認真。得，這倆字，我受著，還心

安理得的受了。”

馬伊琍在《剃刀邊緣》壹劇中飾

演的關海丹有著“顯赫強大而華麗”

的背景，坐擁日本東京警視廳四年工

作經驗、背靠偽滿警察廳廳長做幹爹

、後有日寇將軍和偽滿科長等人的追

求，身處諜戰最危險的警廳，她與文

章飾演的許從良壹路對抗到合作，兩

人的多重身份和關系撲朔迷離。

該劇除了集齊潛伏、審訊、偵破

、陷害與槍戰等經典諜戰元素。而

《剃刀邊緣》對那個年代時尚風情的

捕捉和表現也極為獨到，從建築街景

到角色服裝造型，對東方小巴黎哈爾

濱當年的時尚頗為動心，如馬伊琍舉

傘走過廣場的畫面，幾乎就是民國街

拍大片範。

另外，壹如片花中包貝爾認真

地說自己的官是“正兒八經買的”

、文章穿婚紗奔跑等場景，正是

《剃刀邊緣》在諜戰中加入幽默元

素的追求。

《勇士之門》上映五大看點
趙又廷倪妮搞笑跳舞

魔幻動作巨制《勇士之門》今日(11月18日)攜

五大看點震撼上映，觀眾將徜徉在宏大有趣的魔幻

世界，享受特效精良的魔法帶來的奇炫繽紛的視覺

效果。電影中，廢柴逆襲的成長故事熱血沸騰，十

分適合年輕人觀看。而中外影星演繹的幻境激戰，

同臺飆戲硬碰硬的動作對決更將是壹場過癮的動作

大戲。此外，影片還融入了不少幽默元素。在今日

曝光的“跳舞”特輯裏，趙又廷、倪妮的幻境熱舞

海翻天，引領觀眾輕松愉快地踏上這場別開生面的

魔幻之旅。

看點壹：魔幻動作獨樹壹幟 多元混搭強勢吸睛
電影《勇士之門》故事架構奇思妙想，融合魔

幻、動作、喜劇元素，獨特的題材類型使影片在同

檔期裏壹枝獨秀。影片所構造的魔幻世界裏蠻族殘

暴無道，蠻王睥睨異世，雄健體格和巨刃絞殺眾多

對手，還有樹妖、山精等多樣種族伺機而動攔路救

世。而趙又廷、倪妮、尤賴亞· 謝爾頓、吳鎮宇組團

的打怪小分隊與各路妖異超越時空激戰，瑰麗魔法

驚險炫目，動作戲拳拳到肉刺激腎上腺素。此外，

影片中的幽默元素格外討巧，尤賴亞· 謝爾頓扮演的

男孩傑克從現代穿越到遠古時空。他隨性自由的作

風與幻境中的居民的思維方式有著鮮明反差，美式

幽默與傳統思想的碰撞也使影片笑點頻頻。

看點二：趙又廷倪妮領銜尬舞 喜劇幽默玩海幻境
電影上映當天，還發布壹支“跳舞”特輯，在

特輯裏曝光了趙又廷與倪妮的跳舞片段。只見趙又

廷身穿黃金盔甲領銜皇家武士團大跳街舞，他們的

身體跟隨動感節拍而舞動，表情卻是壹臉嚴肅。在

壹段熱舞後，武士團又壹本正經地擺起練武架勢，

無縫銜接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差萌。

趙又廷曾在采訪中透露：“劇本上本

來是沒有這段舞蹈的，它來源於導演

的突發奇想。而實際上在拍的時候也

沒有經過排練，我也是臨陣磨槍硬著

頭皮上了，但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不錯。”而公主

倪妮也同樣萌萌噠，她本來在城樓上悠然自得地練

太極，突然玩心大發搖擺身姿，十分自海地跳起現

代舞，盡顯俏皮可愛。從這支特輯中也可看到影片

裏還更多的趣味十足的喜劇元素等著觀眾接招。

看點三：視效精良如身臨其境 強勁音效震懾人心
影片的幻境場景美輪美奐，取景橫跨亞洲、歐

洲、北美洲，將險峻山峰、山澗溪谷、靜謐湖泊等

各色美景壹覽無余地呈現於銀幕。不僅如此，影片

中還有魔法特效炫酷奪目，經特效處理的各色妖異

視覺逼真，憑借3D技術和特效制作的完美結合，令

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如同置身魔幻世界。此外，影片

的音效同樣震撼。影片配樂由好萊塢著名作曲家巴

德爾特親自操刀，配合不同畫面場景而創作出不同

的配樂，使影片的視覺與聽覺得以相輔相成，令觀

眾在視聽享受上過足癮。配樂時而靈動自由充滿想

象，時而律動強烈氣勢磅礴，使人在這場視聽盛宴

中血脈賁張。

看點四：國際制造水準精良 超強卡司同臺飆戲
作為中法合拍片，影片在創作伊始便打上了“國

際制造”的標簽。影壇大師呂克· 貝松身兼編劇及制

片人，其金字招牌為影片質量保駕護航。英國新秀導

演馬蒂亞斯· 霍恩親執導筒，為影片註入了無限的創

作力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此外，演員陣容也不容小

覷。不僅有趙又廷、倪妮、吳鎮宇、惠英紅等國內實

力派卡司，尤賴亞· 謝爾頓、戴夫· 巴蒂斯塔等國際影

星，還有奚夢瑤、遊天翼兩位國際超模鼎力助陣，群

星閃耀同框飆戲大戰魔幻異世界。在決戰中，演員們

的角色設置充滿想象力，發揮空間極大，挑戰難度也

相當高。倪妮坦言：“在表演上有很多發揮的空間的

同時就也會有壹些對於人物形象的未知感，在表演上

，這個人物性格是壹個挑戰。”

看點五：成長故事熱血沸騰 正能量爆棚合家歡首選
電影講述著尤賴亞· 謝爾頓飾演的廢柴男孩傑克

在趙又廷、吳鎮宇等人的指引下逆襲成長，在渡過

數個難關後蛻變成為了黑騎士拯救幻境的故事。傑

克在現實世界中是個喜歡逃避的男孩，但經過幻境

的歷練後，他變得成了敢於面對並解決困難。不同

於以往的魔幻動作片，《勇士之門》裏無黃色無暴

力元素，有得是充滿正能量的故事內核，對人特別

是年輕人有著樂觀向上的鼓勵作用，是同檔期中適

合全家觀影的合家歡電影。幻境的旅程，趙又廷表

示傑克的故事是“壹個帶有鼓勵和振奮人心的希望

。”與此同時，趙又廷也在傑克的影響下變得開始

接受新鮮事物，不再循規蹈矩。他說：“非常認真

地投入到工作或事業，但不能忘掉身邊有很多美好

的事物值得珍惜，很多時候是應該去娛樂和享受的

，那才叫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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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魯首都

利馬，記者見到

最多的中文招牌是中餐

館的店名。現在秘魯的

中餐館逾萬家，僅利馬

就有七、八千家。華人

開辦中餐館，既是謀生

致富之道，也為當地人

提供了工作崗位，深受

當地政府和民眾稱贊。

圖為位於利馬唐人街的

壹家中餐館。

土耳其東南部壹銅礦發生坍塌 致多人死亡

土耳其錫爾特，土耳其東南部錫爾特省壹座銅礦近日晚發生坍塌，造成至少4名工人遇難

，另有10多人被困。

連日來，玻利維
亞爆發了 25 年以來
最嚴重的旱災，影響
到 34 萬民眾的生活
。當地 Ajuan Khota
水庫大面積幹涸。

亞太經合組織部長會議在利馬結束
在秘魯首都利馬，秘魯外長盧納（左）與秘魯外貿和旅遊部長費雷羅斯出席新聞發布會。為期兩天的2016年亞

太經合組織（APEC）部長會議18日在利馬結束，與會部長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在壹個開放、融合的亞太地區推動

高質量及包容性經濟增長，促進開放的世界貿易，反對保護主義。

要 求
韓 國 總 統
樸 槿 惠 下
臺 的 第 四
次 韓 國 民
眾 大 規 模
燭 光 集 會
在 首 爾 市
等 46 個 地
區舉行。

““中餐館中餐館””在秘魯大行其道在秘魯大行其道

韓民眾舉行第四輪大規模燭光集會要求樸槿惠下臺韓民眾舉行第四輪大規模燭光集會要求樸槿惠下臺

玻利維亞爆發玻利維亞爆發2525年來最嚴重旱災年來最嚴重旱災
水庫幹涸觸目驚心水庫幹涸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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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酬宾活动时间︓
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2日
购物满$30, 立即返现金$ 2
购物满$50, 立即返现金$ 4
购物满$80, 立即返现金$ 6
购物满$100, 立即返现金$ 10

庆祝惠康超市开业15周年纪念
老品牌 新形象 感恩回馈

购物送现金 - 专享实惠      幸运大抽奖-感恩有你 买卡就返额-双15优惠

为了感谢广大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在15周年店庆来临之际, 惠康超市推出“双15感恩分享，买卡送现金活动”和幸运大抽奖！ 
参与现场酬宾活动的顾客，仅可使用现金或信用卡购买商品，不可使用购物卡、礼券或VIP卡。本次活动金额累计不包括每周特价商品、整箱

商品、电器、彩票、烟酒、米及服务台的货品。参与抽奖的顾客请在小票上填写姓名、电话号码及住址。抽奖时间定于2017年1月8日中午12点，
获奖者将在惠康超市店内现场抽出。中奖者号码将刊登于世界日报、侨报、美南新闻及美南电视55.5频道。

活动时间︓12月1日-1月2日
1.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500, 立
即赠送5% 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
$1000, 立即赠送10%
2. 双15活动时间︓ 12月15日-1月2
日购买购物卡金额超过$1500, 立
即赠送15% (仅限2周）

活动时间︓2016年12月1日-2017年1月2日
特等奖︓2名 - 国航从休斯顿到北京和长
荣航空休斯顿到台北来回机票各一张
一等奖︓2名 - 65寸Samsung彩色电视
二等奖︓2名 - iPhone 7Plus
三等奖︓3名 - iPhone 7
四等奖︓3名 - iPad Air 2
五等奖︓5名 - iwatch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恆豐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大廳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Houston Area: 
Main O�ce  
713-596-2888 
 
 
 

Spring Branch 
713-273-1838  
 
Harwin Branch 
713-273-1888 

 
Katy Branch
281-762-6688
 
First Colony Branch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972-348-34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Harry-Hines Branch 
972-348-3433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Legacy Branch 
972-348-3466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Carrollton Branch
972-428-5088 
 
  

 

 
Nevada Area:

www.afnb.com
 

Las Vegas Branch  
702-777-9988 
Amargosa Valley 
Branch 
775-372-1100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恆豐銀行總分行 

提供業務:  個人:個人支票帳戶

           個人儲蓄帳戶 

          個人定期存款帳戶 

        個人貸款 

  

  商業: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商業
貸款商業

定期存款帳戶

 

其他服務:國際貿易業務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Call: 877- 473-1888

星期五 2016年11月25日 Friday, November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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