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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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出生孩子回國鑒證辦理事宜

免打針、免吃藥、免手術、
「禦足軒」名醫獨方專治酸、痛、脹、痲

（百泰旅遊供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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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泰旅遊就這類問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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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旅遊或者探親類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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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泰旅遊提供一條龍、全方位的旅遊服務，

有任何旅遊、回國探親訪友的問題，請與百泰
旅遊聯系，電話 713-988-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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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中國城敦煌廣場的
專業足療店「禦足軒」（Foot Reflexology），
採用中國疑難雜癥名醫郭金銘祖傳秘方，自制
中藥泡腳，配合穴位按摩，專治腳腿酸、痛、
脹、痲；風濕性引起的腳跟痛；跌打損傷導致
的後遺癥和長期站立者血液回流受阻的腿腳疼
痛。免打針、免吃藥、免手術，療效顯著。此外，
別小瞧這 1-2 小時的中藥足浴按摩，持之以恒，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順暢 ; 增進內分泌平衡，緩
和趨於緊張的身體和精神；排泄體內毒素雜物； 
加強新陳代謝功能，保持青春活力；刺激細胞
產生活力，防止老化；恢復退化的器官機能，
改善亞健康體質，預防生病。 

西安中醫骨病研究所所長、中醫主任醫師、
著名疑難病專家郭金銘，出身中醫世家，系清

初中原名醫郭敬海第六代傳人，50 年代初，掌
握了「郭氏正骨獨特八法」繼承了郭氏正骨真
傳。70 年代初，追賢拜師於來自武當山的中醫
內科世家趙吉祥道長，學的一手令人稱絕的脈
法醫技，憑三指切脈，便能診 斷出患者的病因
病位，十病九準。 郭金銘多年來關心體貼患者，
博采眾長，總結本人經驗，研制多種驗方治療
骨傷科疾病，療效顯著。擅長治療股骨頭缺血
性壞死、頸椎病、強 直性脊柱炎、骨腫瘤、血
液病、慢性尿毒癥、胃癌、肺癌、肝癌等癥，
總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藥。近二十多年，應用
中醫中藥研究治療重癥肌無力， 側索硬化癥、
進行性肌營養不良、脊髓空洞癥、運動神經元
病造成小腦萎縮、四肢肌肉萎縮等癥取得了突
破性療效。1990 年被中國中醫研究院聘請為

「1990-2010 年中醫藥研究重大進展與突破頂測
研究」的咨詢 專家。被國家評定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優秀人才」並發給國家級「醫療專家證
書」，並獲得「當代世界傳統醫學傑 出人物」，
入選《中華改革英傑》中國疑難癥研究會副主
任委員，多項國家或世界殊榮。

禦足軒由專業穴道經絡和跌打損傷專家主
理，所有按摩師經專業培訓上崗。做到手到病
消、無病保健、消除疲勞、促進循環、恢復精
力和重返青春活力。

禦足軒推出大酬賓活動，憑禦足軒在本報
廣告上的減價券，可以享有減價 5 元。熱誠歡
迎大家光臨。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16 
Houston, TX 77036 ( 敦 煌 廣 場 )， 詳 情 請 電
713-271-0168。

獨家祖傳秘方配制的足浴藥液，純天然無任何
副作用。中藥足浴有獨特的治療作用：排毒、
行氣、活血、消腫、散瘀、健體強身兼防病的
功效，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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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樹豪高爾夫博物館揭幕
中國首個高爾夫博物館——朱樹豪

高爾夫博物館日前在深圳觀瀾湖度假區
揭幕。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中國
高爾夫球協會主席袁偉民，原深圳市委
書記厲有為，中國第一代球手、高爾夫
代表人物張連偉，中國第一位高爾夫大

滿貫獲得者、里約奧運會銅牌獲得者馮
珊珊，年輕球手代表李昊桐等參加揭幕
儀式。 ■中新社

馬術大師賽2月香港舉行
“浪琴表馬術大師賽”將於2017

年2月10日至12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
覽館舉行。這項全球最負盛名的馬術障

礙賽於三大洲共設三個賽站，分別為洛
杉磯、巴黎及香港。活動主辦單位、比
利時公司 EEM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Christophe Ameeuw表示：“我們的目
標是透過‘浪琴表馬術大師賽’重塑馬
術障礙賽運動，並令其成為國際最出色
的盛會，將馬術運動、娛樂和迷人元素
共冶一爐。” ■記者 陳曉莉

世界羽聯年度頒獎典禮北京時間13日凌晨在阿聯酋迪拜
舉行，馬來西亞“一哥”李宗偉力壓里約奧運男單冠軍、國羽
新銳諶龍榮膺年度最佳男運動員，日本女雙組合松友美佐紀/
高橋禮華當選為最佳女運動員。中國19歲小將陳清晨收穫年

度最佳新人獎。
據搜狐體育消息，最佳男運動員獎的候選名單包括里約奧

運男單冠軍諶龍、男雙冠軍張楠/傅海峰，以及男單“三連
亞”李宗偉。不過最終收穫三個超級賽男單冠軍和奧運銀牌的
李宗偉，獲得世界羽聯2016年年度最佳男運動員獎。

這項年度最佳運動員獎評選創辦9年來首次沒有中國球員
當選，連里約奧運女單冠軍馬林也名落孫山，最終日本的里約
奧運女雙冠軍松友美佐紀/高橋禮華當選年度最佳女運動員。
從1996年起到2012年，中國女雙連續在奧運賽場上實現五連
冠。松友美佐紀/高橋禮華在奧運會上為日本羽毛球隊奪得史
上首枚奧運金牌。此外，這對日本組合本年度還獲得四站超級
賽的冠軍。

中國19歲雙打小將陳清晨，獲得最佳新人獎。獲得這個
獎提名的還有馬來西亞的吳堇溦，中國的何冰嬌、陳清晨以及
中國男雙組合李俊慧/劉雨辰。今年5月的優霸盃上，陳清晨親
自拿下關鍵分幫助中國隊以3：1戰勝韓國隊收穫三連冠。

獲得里約奧運會女單亞軍的印度選手辛杜，收穫年度進步
最快獎。法國的盧卡斯馬祖爾和瑞士的凱琳蘇艾拉斯，分別收
穫年度男女最佳殘疾人獎。 ■記者 陳曉莉

2016年桌球蘇格蘭公開賽當地時
間12日在格拉斯哥揭幕，於當日展開
的首輪比賽中，香港名將傅家俊，內
地好手于德陸、張安達、方雄慢和李
行攜手晉級，田鵬飛、曹宇鵬、張永
和陳喆落敗。冰咸首輪出局，卓林
普、希堅斯和馬克威廉斯齊齊過關。

傅家俊當日面對英格蘭的蘭姆，先
後打出單桿104分、60分、68分、110分
和58分，總比分以4：1獲勝晉級，第二

輪的對手是以4：1擊敗霍特的海菲爾
德。

另外，內地好手于德陸以4：3勝
愛爾蘭的博利烏，次輪將面對以4：3
爆冷擊敗頭號種子冰咸的馬克喬伊
斯。張安達以4：0勝伯登，第二輪的
對手是0：3落後時連扳四局以4：3逆
轉的馬克艾倫。李行以4：1戰勝前泰
國球王瓦塔納，比賽中打出單桿57
分、73分和78分。 ■記者 陳曉莉

傅家俊偕內地四將過首關

據《法制晚報》消
息，中國游泳名將傅園慧
與乒乓好手張繼科極可能
登上雞年央視春晚舞台，
攜手郭冬臨演出小品。

體育明星上春晚並不
是新鮮事，1997年的央
視春晚，朱時茂和陳佩斯
就與奧運冠軍李寧、李小鵬等人上演了一齣《宇宙
體操選拔賽》，該作品發揮體操與肢體幽默的共
性，收穫了觀眾的一致好評。

而今次雞年春晚，導演組則希望張繼科及傅園
慧以他們自身的人物特點演繹不一樣的奧運冠軍，
其中春晚節目組為形象“呆萌”的張繼科度身打造
了一個睡不醒的角色，而“洪荒少女”傅園慧則以
其多變的面部表情為小品增添“笑果”。

■記者 陳曉莉

張繼科 傅園慧將攜手上春晚

亞洲足協13日為2017年亞洲冠軍球會盃（簡稱亞冠）分組賽進行抽籤
儀式，東方被編入G組，同組對手為廣州恒大、水原藍翼及一支日本球隊
（未確定）。

傑志將於外圍賽第二圈於主場迎戰河內TT，比賽日期為
2017年1月31日。勝方將晉身最後一圈，於2017年2月7日
作客出戰濟州聯，爭奪出線分組賽的名額。

香港足球總會行政總裁薛基輔表示：“今天（13日）亞
冠盃抽籤儀式意味着香港球會正式參與這項亞洲頂級球會賽
事，東方雖為上屆港超聯的冠軍球隊，但他們將要於分組
賽中面對來自其他亞洲國家頂級球會的巨大挑戰。試
想像：東方的年輕女主教練陳婉婷將與曾於英超執
教車路士以及曾贏得世界盃的名帥史高拉利（大
菲）較量，這是多難以置信的情景！而廣州恒大
更是兩屆亞冠盃冠軍，球隊估值接近3億美元！
我誠意為東方送上祝福，並且熱切期待一連串
精彩的賽事。我亦誠心祝願傑志能在外圍賽突圍
並晉身分組賽，如最終兩支香港球隊同時躋身
亞冠盃分組賽，這將印證着香港足球近年的積
極發展於短時間內已取得驕人的成果。”

■記者 陳曉莉

東方晉亞冠 陳婉婷挑機史高拉利

根據亞足協規則，東西亞排名前2位的會員協會，可以
獲得亞冠3+1的名額，即3個小組賽正賽名額，1個附

加賽 （第3輪資格賽）名額。排名3、4的會員協會，則是
2+2的名額，即2個小組賽正賽名額，1個附加賽 （第3輪
資格賽）名額，1個第2輪資格賽名額。第5名是1+2，第6
名則是1+1。

中國在東亞賽區排名第3，獲得2+2的亞冠名額。其
中，中超和足協盃雙料冠軍廣州恒大淘寶、中超亞軍江蘇蘇
寧易購直接入圍小組賽，中超季軍上海上港和中超第4名上
海綠地申花將參加資格賽，但只參加最後一輪資格賽。

申花抽籤形勢中規中矩
由於亞冠分組採用同國迴避、排名前4的冠軍迴避以及

採用聯賽冠軍、盃賽冠軍、聯賽亞軍、聯賽季軍的順位，因
此亞冠分組抽籤懸念並不是很大。東亞賽區需要通過抽籤確
定韓國K聯賽冠軍FC首爾、日本J聯賽冠軍鹿島鹿角誰進

入E1位置，誰進入F1位置，剩餘抽籤環節基本就成為了
“擺籤”。經過抽籤，恒大與水原、日本第3順位球隊以及
東方被分在G組，蘇寧與阿德萊德聯、全北及資格賽突圍
的球隊分在H組，上港若能通過資格賽，將與首爾、日本
第2順位球隊和西悉尼分在F組；申花若能通過資格賽將與
鹿角、蒙通聯和另一個資格賽球隊分在E組。

對於最受關注的中超霸主廣州恒大來說，上述籤位無
疑不錯。水原藍翼原是韓國傳統強隊，但如今有落寞之
勢，在實力上和恒大應不在一個檔次。日本第三順位球隊
目前還沒有確定，但除非以黑馬示人，否則很難對恒大
形成威脅，況且恒大在過往戰績上對日本球隊一向佔有
優勢。而香港東方在本組被認為實力最弱，與恒大對抗
須付出艱辛努力。

2017亞冠聯賽將於1月24日展開資格賽首輪比賽，
小組賽將於2月20日揭幕，決賽兩回合將在11月18至25
日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20172017年亞冠盃分組抽籤儀式年亞冠盃分組抽籤儀式1313日下午在馬來西亞吉隆日下午在馬來西亞吉隆

坡亞足協總部舉行坡亞足協總部舉行。。最終結果顯示最終結果顯示，，中國球隊喜憂參半中國球隊喜憂參半，，上賽季在亞冠折戟的廣州恒大與韓國水原藍上賽季在亞冠折戟的廣州恒大與韓國水原藍

翼翼、、日本第三位球隊以及香港東方同組日本第三位球隊以及香港東方同組，，是不錯的籤位是不錯的籤位；；上海申花雖與日本上海申花雖與日本JJ聯賽冠軍鹿島鹿角分在聯賽冠軍鹿島鹿角分在

一組一組，，總體中規中矩總體中規中矩；；而江蘇蘇寧和上海上港均進入死亡之組而江蘇蘇寧和上海上港均進入死亡之組。。對於香港東方來說對於香港東方來說，，與恒大同組無疑與恒大同組無疑

不是上籤不是上籤，，但由於另外兩隊實力不算特別突出但由於另外兩隊實力不算特別突出，，並不是沒有機會並不是沒有機會。。

E組：鹿島鹿角、蒙通聯、上海申花/布里斯班獅
吼/環球/淡濱尼流浪、濟州聯/傑志/河內TT

F組：FC首爾、日本順位2、西悉尼流浪者、上海
上港/素可泰/亞達納邦

G組：廣州恒大、水原藍翼、日本順位3、東方
H組：阿德萊德聯、江蘇蘇寧、全北汽車、日本順

位4/曼谷聯/柔佛DT

李宗偉榮膺最佳 陳清晨奪新人獎

亞
冠
東
亞
區
分
組

■■恒大恒大（（紅衫紅衫））於於
今年亞冠折戟今年亞冠折戟，，明明
年誓雪前恥年誓雪前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傅園慧傅園慧

■■李宗偉當選世界羽聯年度最李宗偉當選世界羽聯年度最
佳男運動員佳男運動員。。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亞足協亞足協1313日日
為為20172017年亞冠年亞冠
分組賽進行抽分組賽進行抽
籤籤。。 美聯社美聯社

■■陳婉婷將率隊征亞冠陳婉婷將率隊征亞冠，，
迎接更大挑戰迎接更大挑戰。。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繼科張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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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肉是杭幫菜?四川人湖北人江蘇人都不答應!

苏轼算是和猪肉杠上了。

苏轼特别爱吃猪肉，也会做

猪肉。东坡先生和猪肉的感情甚

好，以至于只要苏东坡的名字后

加上一个猪肉部位名称，就可以

成为一道地方名菜。

于是也就有了接下来的疑问。

为什么东坡肘子是川菜，而

东坡肉是杭帮菜呢？

每次推味君和四川朋友说"东

坡肉确实是杭帮菜"时，他们都是

一脸的不开心：“苏轼明明是四

川眉山人，他烧出的肉怎么能是

杭帮菜呢？它就应该和东坡肘子

那样，是一道正宗的川菜！”

其实苏轼是四川人没错，东坡

肘子是川菜也没错。但是“东坡肉

是杭帮菜”，这个说法除了四川

人不答应，湖北人也不答应……

美食的地域之争往往都是很

激烈的，毕竟大家都希望自己家

的东西最好吃，好吃的东西都在

自己家。

东坡肘子、东坡肉这些东坡

牌猪肉到底是哪家的？如何分清

楚？

我们需要将故事从头再讲一

遍……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

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刚上

任三个月，黄河在他们那决了

口，苏轼就一身卒之，率领卫兵

和全城老百姓共同抗洪筑堤保家

园，经历了七十多天的艰苦奋

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百姓们开心就送给这位父母

官好多肉，苏轼又推辞不掉，只

好收下和家人一起将这肉做成红

烧肉，再回赠给百姓们。百姓们

吃了都觉得这肉肥而不腻，香酥

美味，就慢慢流传了下来，也成

就了一道徐州名菜“回赠肉”。

然后到了元丰三年(公元1080

年)二月一日，苏轼被贬到黄州

（现今湖北黄冈），他自己开荒

种地，把自己圈的地叫做东坡，

自己就是“东坡居士”。

被贬了没啥事干，苏东坡就

继续研究他的爱好——猪肉。

自己做红烧肉吃，还写下了

《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

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

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

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黄州时苏东坡所制的红烧

肉，基本上就是“东坡肉”的形

状了。

等到了宋哲宗元祐四年

（1089年）一月三日，苏轼到杭

州任知州。还是相同的故事，不

变的情节。

元祐5年太湖泛滥，庄稼大

片被淹，由于苏轼及早采取有效

措施，使浙西一带的人民度过了

最困难的时期。（苏轼治水好把

式！）杭州的老百姓都很感谢

他，并且听闻他在徐州、黄州都

爱吃猪肉。于是到过年的时候大

家都抬着猪肉给他拜年……

没办法，苏轼又只好收下，

做成肉方再分送出去（那些送肉

的善良老百姓们，你们确定不是

来折腾苏轼的吗？）大家吃完苏

东坡做的肉方后，纷纷表示“味

道好极了！”，还把苏东坡送来

的肉都亲切的称之为“东坡肉”，

从此名声大噪。

所以一句话说“东坡肉”，

在徐州创制，在黄州提升，在杭

州闻名！

而关于“东坡肘子”的来历，

推味君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只

找到了一段“疑似东坡肘子来历

“的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

生于四川眉山的苏东坡特别

喜欢吃猪肉，妻子王弗就总是给

他炖肘子吃，有一次炖肘子王弗

没看好锅，肘子焦黄粘锅，她就

赶紧加进去各种调料配料，想着

能遮遮焦味，结果肘子一做出

来，带着点焦味味道出奇的好，

苏东坡就特别兴奋，自己反复炮

制，整理做法，然后在自己的亲

戚朋友圈大力推荐，这道“东坡

肘子”也就得以传世。

其实在推味君看来这个故事

就是杜撰的，一点就可以证明：

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红颜薄

命死的早，16岁嫁给苏轼，27岁

就去世了，而她去世的时候是

1065 年，那时候苏轼还没自称

“东坡居士”，那这道肘子自然

也就称不上“东坡肘子”。

故事虽为杜撰，但也并不妨

碍“东坡肘子”是一道正宗的川

菜，毕竟它还是苏轼的家乡人四

川眉山人所制的菜。

历史有时候并没有什么结

论，因为史料的原因，使得很多

问题都不能让后来的人去做出一

个肯定的判断。

我们选择去相信王弗发明了

东坡肘子，苏东坡创造出了“东

坡肉”，于我们今时之生活，可

也说得上是一种浪漫。

香港特色小吃大盤點香港特色小吃大盤點 哪道美食讓你最有食欲哪道美食讓你最有食欲??
众所周知，香港非

常繁华，而香港的美食

也是出了名的，今天小

编就来盘点香港的那些

特色小吃，去旅游的话

千万别错过哦!

鸡蛋仔

日销量很高，去

买的人很多，经常是

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

到。旅游的朋友，最好

是找人事先去排队买。

不然时间上是消耗很大

的。

砵仔糕

跟江南的糕有很大

的区别，花色很多，还

有五颜六色的。如糖果

一样。很 Q。入口很

有弹性。

辣鱼蛋

在HK辣鱼蛋一直

是一些爱吃辣的学生们

，必点零食。其辣的很

特别。也是上班族爱吃

的零食，吃起来感觉就

像是吃冰糖葫芦。

狗仔粉

台湾的美食节目，

包括综艺节目都有提到

过HK的狗仔粉。每每

提起狗仔粉，相信勾起

不少读者看者的童年回

忆。

富豪软雪糕

去HK必定冷饮，

价格比较贵，用料很足

，纯奶油哦!连很多老

人都爱吃，回忆啊!

老婆饼

HK的老婆饼的口

味跟北京的正宗口味还

是有点区别的。第一次

吃总觉得像吃月饼。

菠萝包

还记得，我和僵尸

有个约会里，马小玲的

徒弟正中。很中意的菠

萝包嘛!一样是 HK 的

特产哦。其型长的很特

别外，是众面包中非常

好吃的。点记率非常高

的一款面包。我估计是

僵尸抄红了这款面包吧!

看完了这么多的特

色小吃，你最想吃哪一

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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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俄克拉荷馬城雷霆隊（15勝9負）在主場反彈。維斯布魯克雖然連續三雙表現被終結，但他得到37分、
12個籃板和6次助攻，亞當斯得到16分和8個籃板，他們帶領球隊末節掀起反撲高潮逆轉，關鍵時刻雷霆隊連得4分領
跑，斯瑪特錯失扳平三分，雷霆隊在主場以99-96險勝波士頓凱爾特人隊（13勝11負）。凱爾特人隊遭遇2連敗。

綜合報道 12月10日，是郎平56歲的生日，這位主帥率領中國女排奪得裏約奧運會冠軍，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驚喜
。從80年代的“鐵榔頭”到後來的“女排教主”，郎平用30年的光陰歲月證明了自己不管是什麼身份，她都是偉大的
代名詞。

綜合報道 英國名校素有運
動社團拍攝裸體日曆的傳統，
華威皮劃艇隊拍攝的裸體日曆
曾在網絡走紅，這些小鮮肉不
僅身材健壯顏值在線，並且也
有一顆善良的心，因為這些裸
曆大多數是為慈善機構捐款而
進行售賣的。相較于社團男性
成員進行拍攝，英國大學的女
生顯然更加主動。不過看著這
麼多裸體的妹子，相信絕大多
數人心裏不會有任何雜念，她
們不僅美，而且美好。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12月12日淩晨3點45分，意甲聯賽第16輪，國際米蘭坐鎮主
場迎戰熱那亞。布羅佐維奇梅開二度，國米最終2-0戰勝熱那亞，取得了聯賽主場4連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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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門》點映“先觀影後買票” 觀眾被母愛感動
近日，紀錄片《生門》在北京

舉辦別出心裁的“先觀影後買票”
點映活動。影片用紀實的方式記錄
了四個家庭迎接新生命的故事。觀
影後，觀眾大呼感動，並紛紛主動
補上票款。

由陳為軍執導的大型紀錄片
《生門》將於12月16日登陸全國
院線。該片聚焦了每壹個家庭都會
面臨的生育問題。新生命的降臨是
每壹個家庭的大事，《生門》制作
團隊，歷時三年，跟蹤拍攝了多個
家庭迎接新生命的故事，最終取材
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完成本片
。片中，手裏只有5千塊錢的準父
親，面對5萬塊錢的醫療費壹籌莫
展地流下了男兒淚；33周歲的產
婦夏錦菊在生產過程中大出血,心
臟兩次停跳換血1萬多毫升,產科主
任李家福以“生死時速”在鬼門關

前將她救下；年輕媽媽李雙雙腹中
的胎兒被當地優生科判定需引產,
但面對壹條小生命,醫生和家屬完
全做不到心如鐵石。

影片真實記錄了4位孕婦誕下
新生命的過程,展現了復雜的世間
百態,同時也並未回避在這個為生
命而設的戰場上的“殘酷”。而在
緊張之余,鏡頭也沒有漏掉產房裏
的人間溫情,醫患之間帶有幽默感
的交流、手術成功後在醫務室裏醫
生露出的靦腆的微笑，質樸得令人
感動。

采訪中,有觀眾稱:“很多人並
不懂母親其實都走過鬼門關,這個
片子應該會震撼並且教育每壹個人
。”也有觀眾直言：“很多人並不
懂母親都走過“鬼門關”，這個片
子應該多推廣，會震撼並且教育每
壹個人。”

賀歲檔票房靠進口片撐場
國內影片量多難有爆款
截至11月13日，2016年國內電影

累計票房突破400億元，比去年突破這
壹關口提早了20天。然而，這壹數字並
不能讓中國電影人放心，因為年初定下
的600億元全年票房看來已經是天方夜
譚了，能勉強超過去年票房就算不錯了
。12月即將過半，還好有《妳的名字。
》等進口電影撐起票房。下半月，張藝
謀的《長城》、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
史》以及王家衛監制的《擺渡人》將上
映，但從目前預售和宣傳熱度來看，似
乎都沒有大熱趨勢，類似去年《唐人街
探案》《老炮兒》等“黑馬”影片出現
的可能性也比較小。與去年紅火的12月
賀歲檔相比，今年12月賀歲檔的“表情
”不太好看。
表情壹：冷淡
全年票房預計460億元

還記得年初中國電影定下的目標嗎
？600億元票房。當2016年還剩下不到
20天時，全年電影市場的冷淡已經狠狠
地打了這壹目標的“臉”。截至11月30
日，2016年國內電影票房為413億元。
參考2013年至2015年，12月份國內票
房分別為21.4億元、25.7億元、42億元
的成績，業內人士預測，今年全年票房
估計在460億元左右，與去年相比僅實
現個位數增長，遠遠低於年初的預期。
去年票房在14億元以上的影片多達7部
，今年到目前為止只有3部。

為沖擊今年最後的業績，12月份的
年末賀歲檔大片齊聚，從12月1日至12
月31日上映的電影多達48部，其中不
乏張藝謀、成龍、葛優等國內最具票房

號召力的電影人。從類型上看，既有中
外明星雲集的爆米花大片《長城》，也
有主打文藝範兒的《羅曼蒂克消亡史》
；既有成龍招牌動作喜劇《鐵道飛虎》
，也有王家衛時隔數年重新嘗試喜劇路
線的《擺渡人》，還有壹大波主打合家
歡的賀歲喜劇片。

這些國產片雖備受期待，但大多集
中在月底，而剛剛開局的年末賀歲檔，
則成為進口大片的天下，首屈壹指的便
是日本導演新海誠的《妳的名字。》。
這部刷爆朋友圈的現象級電影，在國內
上映三天票房便接近3億元，創下國內
2D動畫電影首周票房最高紀錄。影片飽
受國內觀眾好評，豆瓣、時光網、知乎
等網站上的熱度壹直持續不減。該片的
火爆，直接焐熱了此前不溫不火的大盤
。此外，《血戰鋼鋸嶺》《神奇動物在
哪裏》《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也勢頭猛
烈。在目前還在上映的電影中，除了馮
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票房排名靠
前的幾乎全是進口片。
表情二：擔憂
《長城》話題熱度不夠

“《長城》的話題熱度這麼低，又
沒有任何關於口碑的消息，這情況聽起
來有點兒不對呀。”離該片上映還有不
到五天，電影產業專家蔣勇有些擔心。
作為年末賀歲檔最具分量的電影，該片
投資1.5億美元，按照這壹體量，早應
該在上映前就開啟宣傳攻勢了，但到目
前為止，有關該片的討論卻少得有點兒
“不正常”。

從新聞熱度上看，該片最轟動的是

本月6日舉行的首映活
動，張藝謀攜全體主創
人員參加，但除此之外
，並未出現特別有熱度
的話題。與之相比，張
藝謀之前最賣座影片
《金陵十三釵》當年還

未上映，就有諸如“十三釵是如何選拔
出來的”“好萊塢明星貝爾來華”等各
種熱門話題。另壹方面，對於《長城》
究竟怎麼樣，片方壹直玩神秘，面向媒
體、影評人的看片會只準備了20分鐘時
長的電影片段，而且也鮮有評論曝出。
相比之下，《血戰鋼鋸嶺》提前20天就
已有大規模點映，各方評論也早已出爐
。此外，作為票房預測最重要的數據之
壹——預售票房，《長城》的表現也著
實令人堪憂，首日預售票房剛過200萬
元，這與去年同期爆款影片《尋龍訣》
首日預售5000萬元的佳績相差甚遠。蔣
勇認為，如果想在不到五天的時間內提
高話題熱度，實在有點兒難。

貓眼網友“kingchen555”預測，
《長城》票房大賣很難，因為今年電影
市場慘淡，大環境不好，除非口碑爆棚
，才有可能。該片屬於西方人到中國的
魔幻題材，“近年好幾部這樣的電影如
《天降雄獅》《勇士之門》等都沒有爆
過，想要開創這壹類型，難。”
表情三：無奈
“沖票房”大旗無人扛

去年的賀歲檔曾湧現出《老炮兒》
《唐人街探案》等口碑與票房雙豐收的
“黑馬”，那麼今年出現“黑馬”的可
能性大嗎？

與《長城》同天上映的影片中，
《羅曼蒂克消亡史》雖有章子怡、葛優
等大牌明星加盟，但執導該片的導演程
耳對大部分觀眾來說是壹個陌生的名字
。《少年》主打青春懸疑，國內受眾本
身就不太多。還有壹部紀錄片《我在故

宮修文物》，盡管受到許多網友歡迎，
但類型太過小眾，縱然口碑較好，也未
必能讓主流觀眾買單。壹位影評人預測
，這些影片選擇與《長城》同天上映，
目的應該是想從市場中分壹杯羹，但就
類型和題材而言，這幾部影片都缺乏
“爆款”潛質，難以扛起“沖票房”的
大旗。12月23日上映的《鐵道飛虎》和
《擺渡人》，前者雖有成龍領銜主演，
但他的號召力如今已比較有限，後者由
張嘉佳跨界執導，質量如何亦難說。

《長城》這樣的大片前途未蔔，小
片中又很難出現“黑馬”，年底賀歲檔
的前景，目前看來確實有點兒懸。蔣勇
預測，明年的電影市場也許會更加冷淡
，壹些公司甚至極有可能崩盤。

不過，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卻在
近日公開表達了他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信
心。在他看來，中國電影市場看似下滑
很大，但其實只是去掉了前幾年票房造
假的泡沫，露出了真實的面貌，“中國
電影明年肯定是壹個大年。我相信明年
這個行業會迎來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果真如此嗎？期待中。
周末影院已有好壹陣沒這般熱鬧了

。剛剛上映的新片中，兩部同樣改編自
真人真事，但題材類型迥異的進口片
《血戰鋼鋸嶺》和《薩利機長》，都主
打男人戲。壹個是二戰戰場上的拼命三
郎，壹個是力保百余乘客性命的航班機
長，都是大英雄。不過，在蟬聯周末票
房冠軍的《妳的名字。》面前，兩位好
萊塢“英雄”雙雙臣服。

“三強”爭霸，老戲骨湯姆·漢克斯
的《薩利機長》慘遭碾壓，首周末三天
票房勉強過三千萬元，排片占比也處劣
勢。不過，該片映前的呼聲可不低。作
為奧斯卡金牌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
兩度斬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湯姆·漢克
斯的首度合作，《薩利機長》自宣布定
檔起，就引起了不少內地影迷的期待。

在影評人杜娟看來，它是難得的誠意之
作，身為空難題材史上唯壹壹部不倚重
特效的影片，依然能讓人看得想哭。
“湯姆·漢克斯的表演堪稱完美，幾乎憑
壹己之力撐起全片相對平緩的敘事。”

她認為，盡管屬於主旋律影片，且
故事簡單得幾乎毫無懸念，但在娓娓道
來中，讓觀影者有充足時間去思考壹些
問題。

同《薩利機長》壹樣，《血戰鋼鋸
嶺》也是壹部類似傳記的劇情片。寶刀
不老的梅爾·吉布森帶來了壹部許久未見
的優秀戰爭片。尤其影片後半段的槍炮
大戰，令觀眾腎上腺素飆升。梅導用他
“老派”的拍攝手法再次詮釋“勇敢的
心”：真正的勇士並非攻無不克，而是
身處無人理解的處境也不忘初心，始終
堅守心中那份純粹的信仰。與他10年前
的上壹部影片遭遇滑鐵盧不同，這回口
碑不錯，票房也不錯，上映四天已斬獲
逾億元。

不過，日漫《妳的名字。》的風頭
讓《血戰鋼鋸嶺》似乎有些黯然失色。
連該片導演新海誠自己都沒想到，他的
新作居然會在日本本土電影票房史上取
得僅次於宮崎駿《千與千尋》的驕人成
績，票房304億日元(折合人民幣18.2億
元)。更令他大喜過望的是，在中國內地
上映十天，已坐收近5億元票房。目前
看來，其吸金勢頭還會延續壹陣子，遲
早將創下日本電影在華最高票房新紀錄
。在影評人韓浩月看來，《妳的名字。
》之所以成為年度現象級影片，主要在
於它以溫情和希望引發眾人共鳴。“無
論是虛構的真人電影，還是現實題材影
片，在市場環境不好的當下，已很難催
生高票房，倒是迎合觀影人情緒的‘小
清新’勝算更大。”在他看來，觀眾的
口味正在發生變化，擁有獨特美學風格
的日漫，相較於美式大片，讓人更有新
鮮感。

12月30日《難忘金銀灘》重現核技術精英的傳奇愛情
將於2016年 12月 30日公映

的戰時絕戀電影《難忘金銀灘》由
中國內地新銳導演亮子執導。帥氣
陽光單眼皮歐巴王壹，網絡紅人清
純萌妹儒雪、2015年時尚女星李
佳璇、資深戲骨陳大偉、優秀男演
員稽波等聯袂主演。

影片講述了五十年代末，新中
國剛成立不久。某科研院科研人員
潘國強（王壹飾）新婚之夜拋下新
娘藍梅（翟佳飾）與魏建(稽波飾)
等人被秘密派往軍工秘密基地金銀
灘，完成代號為“596”的國家級
核軍工項目。在他們突破難關時，
潘國強在考察中邂逅性格爽朗潑辣
的藏族姑娘卓瑪（儒雪飾），她有
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壹場父
輩淒美的愛情糾葛即將拉開帷幕，
而科研攻堅工作也是緊鑼密鼓的進

行著……該片與以往電影不同之處
在於，電影故事不單以男性角度看
待那段光輝歷史人任務和戰時絕戀
故事，而是更多的以女性視角作為
切入點來闡述這壹特殊歷史時期的
戰時愛情故事，通過她們之間友情
、親情、愛情的不同轉變來反映當
時的時代特征。《難忘金銀灘》除
了保證我國神秘核軍工事業的火爆
精彩戲份外，更將女性觀眾劃入主
攻對象範圍，讓這部愛國史詩大片
不再只是男人的專利，相信會給觀
眾帶來不壹樣的驚喜。這部集戰爭
、愛情、史詩等元素為壹體的飆淚
影片由陜西鑫昱置業集團、青海省
海北軍分區、陜西秦樂傳媒文化有
限公司聯合攝制，北京獵海影視有
限公司發行，微畫營銷工作室推廣
宣傳。

新生代導演薛凌再掌鏡 《我們十七歲》集結郭富城等眾男神
近日，國內首檔大型明星逆

時光旅行真人秀《我們十七歲》
在浙江衛視首播。曾執導《媽媽
做的飯》、《讓前任見鬼去吧》
《西遊奇遇記外傳》等眾多影視
作品的新生代導演薛淩再執導筒
，以復古時尚、熱血炫酷的風格
操刀節目宣傳片，集結影視圈重
量級大咖郭富城、林誌穎、孫楊
、華少、範明、韓東君，打響節
目頭槍。

當男神收割機“鴨梨山大”
？導演薛淩：男神沒偶像包袱

在這次與浙江衛視合作的
《我們十七歲》宣傳片中，郭富
城、林誌穎、孫楊、華少、範明
、韓東君六兄弟懷揣著機車夢、
太空夢、探險夢、美食夢、校花
夢和功夫夢，衣著黑西服，黑超
遮面，帥氣出發踏上這段逆時光
旅程。該宣傳片以復古懷舊的鏡
頭光線將觀眾瞬間拉回到時空隧
道，和每個藝人的單人篇相映成
彰，講述了壹段段中二熱血的青
春故事。

此次宣傳片中“對陣”藝人
涵蓋老戲骨加小鮮肉，被問到是
否感覺“鴨梨山大”，薛導坦言
，“剛開始比較擔心藝人有偶像
包袱，但還好我們的腳本是為他
們度身定做的，藝人們也都喜歡
這種亦莊亦諧的風格，所以很配
合。”

“比如郭富城給人的感覺就
是壹個成熟的老男孩，拍攝之前
氣勢就已經震懾全場，但是開機
之後他在自行車上的搞怪自黑又
讓現場很歡樂；奧運冠軍孫楊剛
剛從《真人男子漢》出來，感嘆
我們給他準備的壓縮餅幹道具比

在《真人男子漢》裏吃的好吃多
了。（笑）範明對腳本十分滿意
，覺得我們還原了他百轉千回的
初戀記憶。

林誌穎需要對著綠幕幻想在
月球旅行，最後出來的效果很好
；韓東君點子很多，而且把監視
器前的女生都帥出了壹臉鼻血。
華少嘛，讓我們認識到不會演戲
的主持人不是好美食家。”

壹步壹個腳印 薛淩：希望能
有壹部劇情長片代表作

作為壹支潮流時尚、低調多
產的工作團隊，薛淩團隊近年制
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
，《最好吃的飯》壹片以細膩感
人的故事，播放數億次，打動廣
大網友，摘得金雞百花獎優秀短
片獎，薛淩也因此和王小帥、陸
川、杜可風、陳正道等同獲2015
年中國微電影30人。團隊成立五
年，還拍攝過逾十部尚雯婕、周
筆暢、楊冪、何潔、胡夏等明星
微電影和宣傳片，以及陳珊妮、
老狼、逃跑計劃、曹方、田原、
盧凱彤、陳以桐等獨立音樂人的
MV和演出紀錄片。

而導演薛淩，作為團隊的核
心人物，壹直堅持著融合敘事、
情感和視覺沖擊的創作理念。希
望每壹個作品都能言之有物，替
年輕人發聲。“我現在正在寫壹
些長片的劇本，爭取以後能有壹
部劇情片代表作。”薛淩也表達
了自己進軍網劇、網大的想法：
“希望能夠遇見更多相信年輕導
演的投資、出品、發行公司，有
壹些靠譜優質項目的合作，來證
明擁有豐富短片創作經驗的導演
更懂得用視聽語言去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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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無綫新劇《天命》13日在將軍澳電視城舉
行造型記者會，演員有陳展鵬、李施嬅、姚子羚、張國強、張頴康及張文慈
等人外，還有最近正式簽約無綫的譚俊彥，劇中他飾演皇帝。

譚俊彥在劇中飾演嘉慶皇帝，13日他穿上龍袍亮相，並剃頭演出。近年
一直在內地發展的他，被問到今次為何會加盟無綫拍劇？他透露其實早在兩
年前樂易玲已跟他接洽，但當時他正在內地工作，但今年她又再聯絡他，問
他可有興趣，於是就成了事。他透露跟無綫簽了經理人合約，年期不止兩
年。他表示會減少回內地工作，將所有時間都投放在公司上，談到在港拍劇
酬勞不及內地豐厚，他坦言有得有失，而簽無綫最主要也是想留港多陪女
兒，他說：“個女現在歲半，就算我拍二十個鐘，都仲有四個鐘返去睇個
女。個女現在識得由一數到十及叫動物名等，相當好玩，我抱佢又識話唔
要，因為媽咪湊佢多啲！”問他擔不擔心剃頭後女兒認不到他？譚俊彥笑言
都怕，因為日前他由馬來西亞拍劇返港，他剃鬍鬚後女兒都認不到，現在更
要剃頭。

譚俊彥表示剛在馬來西亞與父親狄龍拍攝電影《我來自紐約2》，問到
可會想與爸爸一起拍無綫劇？
他坦言不會了：“拍劇好辛
苦，等我捱，之前馬來西亞拍
我都盡孝道，好多時間同父母
食飯。”

展鵬呻大疊劇本未睇
陳展鵬透露劇中飾演和

珅，與姚子羚飾演一對，又會
與嘉慶鬥法。目前正忙於拍攝
另一部新劇《同盟》的展鵬，

透露大約明年1月6日、7日才拍完《同》劇，而今個月19日他就要去台灣拍
《同盟》外景，預計要拍兩星期，故未知何時正式拍攝《天命》。他續稱自
己仍有大疊劇本未睇：“以前都有睇過《鐵齒銅牙紀曉嵐》，但呢套劇跟
《鐵》劇的方向不同，紀曉嵐會輕鬆幽默，我哋就係正劇、正史，講和珅死
前28日，我唔使增肥。”

李施嬅表示很期待和譚俊彥合作，因知他做古裝好勁，劇中她是飾演展
鵬的初戀情人，之後更會成為譚俊彥的妃子：“我係做皇后，但有好多委
屈，展鵬仲會利用我。”她續透露明年3、4月要去北京及橫店取景拍攝，故
希望和Crazy Runner的拍檔姚子羚、陳山聰及胡諾言等人跑萬里長城。她又
指劇中需要穿着清裝騎馬，但她從未學過騎馬，事前要練習。

香港文匯報訊 鄭欣宜、許廷鏗
（Alfred）13日聯同麥美恩、朱智賢到
跑馬地馬場出席活動。

老友鬼鬼的欣宜與Alfred更以情侶
裝上陣，並一起手扣手擺出“W”手
勢，令Alfred不禁笑說：“同你一齊做
嘢，真係好失禮。”記者笑他倆穿情侶

裝，Alfred說：“欣宜send套衫畀我睇，大家夾
埋一齊做孖寶。”

欣宜就笑他平時經常着西裝，這件衫也是過
年才穿的。Alfred回應笑說：“如果新年見我着
呢件衫，唔好笑我。”至於他們會否夾錢買馬拿
個好運？欣宜表示會，而Alfred就指其父是馬
主，叫欣宜支持一下。

為多陪愛女寧捨厚酬

譚俊彥簽約無綫
欣
宜
許
廷
鏗
情
侶
裝
上
陣

■■鄭欣宜與許廷鏗手扣手擺出鄭欣宜與許廷鏗手扣手擺出““WW””
手勢手勢。。

■■譚俊彥與陳展鵬分別飾演嘉慶皇帝及和珅譚俊彥與陳展鵬分別飾演嘉慶皇帝及和珅。。

■■李施嬅李施嬅((左左))與姚子羚有份參演與姚子羚有份參演。。

梁詠琪（Gigi）主演的電影《骨妹》更是唯一一部澳
門電影入圍競賽單元，影片12日晚更於澳門舉行

首映，Gigi表示大家都睇到喊，好感動，令她覺得喜出望
外。有份提名角逐最佳女主角的她，被問到可想得獎？她
說：“隨緣啦，要睇天時、地利、人和，做演員最重要係遇

到好角色，遇到就做好去，希望有好成績，今次係我首次正式
提名最佳女主角。”另外，《骨》片當晚除奪得“澳門觀眾大

獎”外，同時有份演出該片的余香凝更奪得“最佳新晉演員獎”。

超儀透露丈夫增磅
林嘉欣13日晚聯同台灣女星桂綸鎂一起頒發最佳女主角，問她可

有接到新劇本？嘉欣表示暫時仍未找到一部令她有衝動拍的電影劇
本，故目前湊女為先。

擔任頒獎嘉賓的何超儀，被問到她老公陳子聰的近況，她表示已
好好多了：“我哋一齊肥咗，要開始一齊減肥。”

出席撐場的蔡卓妍（Sa），表示早前剛完成邱禮濤執導的新片
《原諒他77次》是一部輕鬆的愛情片，而她拍戲不會諗太多獎項方
面。問到戲中可有親熱戲？她笑說：“睇戲唔只睇呢啲樣，故事題材
好新穎。”

琦琦不想女兒拍戲
近日與45歲荷里活男星謝洛美維拿（Jeremy Renner）傳拍拖的謝

婷婷，13日晚身穿綠色低胸裙出席，春風滿面的婷婷被傳媒恭喜時，
她卻反問記者恭喜她什麼？她否認與謝洛美維拿拍拖，但承認對方好
有吸引力及好有男士風度。問到是否她杯茶？婷婷臉紅紅帶笑說：
“May be. ”她承認二人有保持聯絡，說罷放下手上的咪高峰想轉身
走。再問到她關於近日盛傳其八十多歲的父親謝賢（四哥）再做父親
一事，婷婷聞言笑謂有睇過報道，又稱平日不會留意花邊新聞，但這
次也有特意致電給父親，順道關心一下他在上海拍戲的情況。問到她
是否驚會多一個弟妹？婷婷笑說：“唔驚，我感受到你哋平時點被四
哥鬧，差啲一拳打我埋牆，所以我即同佢講‘OK，love you，bye . ’
講完即刻收線。”

名模琦琦對於女兒日前12歲生日，更被不少網民讚靚女，問她可
會讓女兒入行？琦琦說：“難啲喇，因為佢唔鍾意影相，就算入行都
好，都唔想佢拍戲，太辛苦喇，佢見到爸爸拍戲都覺得好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文釗、梁

靜儀澳門直擊）第一屆澳門國際

影展閉幕禮紅地毯及頒獎典禮，13日晚假

澳門文化中心舉行，行紅地毯的有馮小剛

導演、梁詠琪、林嘉欣、蔡卓妍、何超

儀、謝婷婷、名模琦琦。主演《骨妹》的

梁詠琪首次角逐最佳女主角獎，可惜最後也

敗給《血濃於罪》女星Lyndsey Marshal。

謝 婷 婷 春 風 滿 面 亮 相 澳 門 影 展謝 婷 婷 春 風 滿 面 亮 相 澳 門 影 展

梁詠琪梁詠琪首爭影后首爭影后
敗給Lyndsey

■台灣女星桂綸鎂(左)擔任頒
獎嘉賓。

■梁詠琪主演
的電影《骨妹》是
唯一一部澳門電影
入圍競賽單元。

■■《《屍殺列車屍殺列車》》監製及演員亦有出席監製及演員亦有出席。。

■■林嘉欣負責頒發林嘉欣負責頒發
最佳女主角獎最佳女主角獎。。■■阿阿SaSa被旁邊性感示人的衛詩雅搶鏡被旁邊性感示人的衛詩雅搶鏡。。

■■謝婷婷爆近日謝婷婷爆近日
被四哥鬧被四哥鬧。。

■■與導演王晶結伴而來的胡然及鍾采與導演王晶結伴而來的胡然及鍾采
羲可謂全場最性感羲可謂全場最性感。。

第一屆澳門國際影展頒獎禮得獎名單
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獎

最佳男主角獎

最佳女主角獎

最佳劇本

最佳技術貢獻獎

最佳新晉演員獎

終身成就獎

亞洲人氣電影大獎2016

影展大使

影展形象大使

華語電影特別貢獻獎

澳門觀眾大獎

評審團特別獎

《冬日將至》（阿根廷）
Marco Martins《聖佐治》（葡萄牙）
Nuno Lopes《聖佐治》（葡萄牙）
Lyndsey Marshal《血濃於罪》（英國）
《走火交易》（英國）
《念念不亡》（巴西）
余香凝《骨妹》
馮小剛
《屍殺列車》（韓國）
許鞍華
張涵予
于冬
《骨妹》
《血濃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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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龍女變大籠包 陳妍希滿月素顏直擊

來賓講話被打斷
周董怒斥莫名其妙

首都大飯店真心換絕情 安宰賢連夜打包走人

從徐太宇變平台哥，王大陸到底怎麼了？

今年 7月，33 歲的電影咖陳妍希一邊懷孕、

一邊跟中國男星陳曉結婚，轉眼 12 月底就要卸

貨。日前陳妍希被港媒捕捉到大肚模樣，妝容完

好，一身時尚。本刊則捕捉到她素顏、隨興的喜

感模樣，以及母愛滿滿的圓潤福態。

翹髮素顏　撇老公聚餐

11 月 27 日的晚間 9 點多，頂著一頭短翹髮，

身穿一身黑色遮掩身材的陳妍希，和一群友人在

台北市市民大道的「一品花雕雞」用餐。除了好

友曾寶儀（阿寶）之外，還有阿寶的學長男友林

明謙、阿寶的弟弟曾國祥、堂弟 Gray，以及演員

曾佩瑜等，就是沒看到老公陳曉相伴。

接近 10 點，飯局結束，眾人魚貫走出餐廳，

接下來的驚訝也魚貫而來，即將在 12 月底卸貨

的陳妍希，臉蛋十分豐盈，談笑之間，神情輕鬆

的她臉部表情極為豐富，甚至略顯得誇張有趣。

網路上一則民間傳說曾經引發討論，「請問

孕婦懷孕時變醜，是生男孩還是生女孩啊？」下

因為電影《我的少女時代》中「徐太宇」一角而在南韓

爆紅的王大陸，日前出席 MAMA 亞洲音樂大獎擔任引言人

和頒獎人，不過他說的話卻意外爆紅，成為最新流行語。

王大陸搭配《我的少女時代》台詞致詞，不過最後一句

「在這個舞台上會給你們帶來各位滿滿的大～平～台。」讓

當時正在看直播的觀眾滿頭問號，紛紛討論到底是他講錯

了還是大家聽錯了？

而短短幾天內，「大平台」這個詞瞬間成為最熱門的話

題，不少網路紅人也特地拍搞笑影片，以大平台為關鍵字做

發揮。

而大家印象中痞痞的「徐太宇」也因為這個頒獎典禮而

轉變了形象，成為搞笑的「平台哥」，意外為 2016 年帶來年

度最佳笑點。

根據王大陸經紀人的回應，表示台上說的話都是透過

主辦單位所給的講稿念的，不過 MAMA 公布的原版講稿

卻是「這個舞台將成為各位回憶美好初戀的一個平台」，各

方說法不一，又成了今年 MAMA 頒獎典禮另一個羅生門。

而引起這麼大的話題，王大陸在個人 Instagram 回應粉

韓星安宰賢 4 日在台灣舉辦粉絲見面會，臨時推掉事前

安排好的通告、專訪，成為媒體眼中的「放鳥王」。他 5 日再

缺席六福威斯汀飯店的耶誕樹點燈儀式，連慶功宴都不參

加就直接改機票回韓國。本報接獲讀者爆料，指他連下榻

飯店都放鳥，原本 3 日要在首都大飯店住到 6 日，但他 3 日

當天出席完記者會後，竟連夜打包自費換住君悅飯店，首都

直到隔天才發現他人去樓空。

首都大飯店為了迎接安宰賢入住，提供總統套房接待，

廚房原本也外借要讓他錄影。未料他僅在首都參加記者會，

錄影通告取消，記者會也被媒體報導動線不良、音響設備凸

槌，讓首都高層震怒，因為音響並非飯店提供，場地也是主

辦單位星淘娛樂堅持租借，飯店工作人員為此人仰馬翻。

見面會贊助商私下抱怨，星淘娛樂事前稱安宰賢見面會

800 張座位全部售出、一票難求，因此答應用票券交換方式

贊助。未料實際售出座位才一成，門票連做贈送活動都送不

太出去。

記者向首都大飯店求證，首都低調證實贊助安宰賢一行

人入住，包括女團 TWO X 也以贊助形式入住。對於安宰賢

連夜打包走人，首都也很無奈，表示不知道他換飯店的原因，

首都已經全力達成合作需求，卻因錄影取消、藝人落跑等失

去飯店名稱露出的機會。至於是否會要求星淘娛樂彌補？首

都則表示會根據合作意向書上擬訂的權利義務再做釐清。

另有粉絲投訴，指星淘娛樂是台灣主辦，向仲介商 n&c 

universe 承接安宰賢活動，活動卻辦得不盡理想，安宰賢疑

頭有人解釋，變醜聽說是生男孩，但沒有科學根

據，純屬街頭巷尾的說法。日前陳妍希被爆懷的

就是兒子，但她跟陳曉方面都不願證實。

圓臉大肚　照踩恨天高

鏡頭回到陳妍希的臉部，她之前曾因圓臉

而被取「小籠包」的綽號，如今可以明顯觀察到

她臉已經化身成「大籠包」。同時有首民間兒歌，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陳妍希

的臉把這歌演繹得相當完美。

藝人周杰倫超霸氣，怒嗆製作單位，他 4 日錄製大陸節目《最強大腦》

時，當時一名來賓 Dr. 魏正在講話，結果節目組突然放起周杰倫的音樂，

周杰倫十分不滿，語氣不客氣的對製作單位說「你們製作單位很莫名其

妙！」

在民眾拍下的影片中，周杰倫在聽 Dr. 魏發表意見，結果製作單位卻

播放他的音樂當襯底，反而干擾到台上來賓講話，周杰倫怒斥：「你們製

作單位真的很莫名其妙，人家來賓在說話，你們放我的音樂，這個有沒有

禮貌啊？我覺得你們真的是莫名其妙。」

有網友補充，當時周杰倫是用自己的歌當例子，主持人想用《雙節棍》，

周杰倫說《床邊故事》比較好，但是節目組沒有這首歌音樂，接著 Dr. 魏

就開始說話，說到一半音樂就突然來了，周杰倫就生氣了，後來劉國梁開

始說話，還請周杰倫表演一下，但因為剛才的事周杰倫心情不是很好，所

以放棄了表演。

而網友看了也大讚周杰倫，「我倫不搭理節目組的討好而是去尊重嘉

賓，他怎麼這麼好」、「全世界最棒的周杰倫，天知道他是如何做到每一

個動作每一個語氣都那麼討人喜歡」、「我真的除了他眼皮上的痣找不出

他任何黑點」、「腦子是個好東西，放音樂的真是莫名其妙」。

絲「舞台是 給藝

人，平台是 給 妳

們（粉絲）。」

昨日他也 po

文配上搞笑 P 圖

自嘲「大平台要

說 話 了！」解 釋

典禮當天因為是

第 一 次 站 在 那

麼大的舞台當然

緊張，不過他 強

調「大 家開心就

好」，還 鼓 勵 大

家就在看一遍影片吧！

無論王大陸在 MAMA 頒獎典禮上的發言到底是口誤

還是故意的，「大平台」這個新詞的確為大家帶來不少笑點

與討論，也意外成為今年的熱門流行語。

似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台灣的行程，擔心仲介公司利用語言不

通、資訊不對等等優勢造成安宰賢形象受損。記者向資深

業者打聽，資深業者也認為極有可能韓方手上的合約版本只

有「記者會、見面會」，才不願意履行額外活動。否則若是臨

時取消所謂「談好的」通告、訪問，星淘娛樂大可提告求償。

至於陳妍希的身形，她雖然一身黑衣，但

被 隆 起的孕肚 撐大，小腿也呈現 水 腫，而腳

底 踩 著 鞋 跟目測 約有 10 公 分高的平底恨 天

高。經本刊調查，那雙鞋子的牌子是 STELLA 

McCARTNEY，官網售價 625 英鎊，換算約新

台幣 2 萬 5 千元左右。

最後，陳妍希眾人在餐廳外繼續聊天，然後

才依依不捨的揮別友人，與一名貌似長輩的女

子搭乘計程車返家。從未主動公開孕照的陳妍

希，在本刊的鏡頭下，記錄下她最後最圓的身影，

算是滿有紀念價值。

星期三 2016年12月14日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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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南《絕對控制》內地定檔12.24
聚焦智能科技背後的隱私危機

近日，第29屆歐洲電影獎（Euro-
pean Film Awards）頒獎典禮在波蘭城
市弗羅茨瓦夫舉辦，皮爾斯·布魯斯南榮
獲由歐洲電影協會頒發的“世界電影榮
譽 獎 ” （European Achievement in
World Cinema 2016 Honorary Award
），以表彰他多年來在電影領域所取得
的傑出成就。作為對歐洲電影市場頗具
影響力的電影獎項，本屆入圍影片皆是
戛納主競賽單元級別的電影，布魯斯南
更是憑借多年的努力壹圓1998年提名該
獎項卻最終失之交臂的遺憾。

由布魯斯南主演的電影《絕對控制
》同期宣布定檔內地，影片由《虎膽龍

威5》導演約翰·摩爾執導，更有“黴黴
” 弟弟奧斯汀·斯威夫特加盟。該片由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引進，華夏電影發行
有限責任公司發行，長影集團譯制片制
作有限責任公司譯制，將於12月24日登
陸全國院線。

電影《絕對控制》聚焦智能科技高
速發展所引發的隱私曝光及新科技犯罪
隱患，冷峻的氣質和激烈的動作場面，
讓便捷的智能生活變得細思極恐。

新發布的內地版海報中，屏幕前的
IT Guy窺視著布魯斯南壹家的生活，日
常細節和不為外人所知的私密生活在新
科技手段下無所遁形。隱匿於暗處的智

能危機，令沈溺互聯網的吃瓜群眾背脊
發涼，頓生無力之感。後棱鏡時代，個
人隱私成為偽概念，慣常的生活隨時可
能暴露於大眾面前。而我們對智能科技
越依賴，便越深陷在新科技織就的密網
中無法自拔。縱然布魯斯南這樣的霸道
總裁人設，也無法逃脫這座冰冷的智能
監獄。《絕對控制》作為壹部具有社會
新聞深度的電影，將敏銳的洞察觸角伸
向科技、職場、人際、家庭、人性、情
商等多個層面，而壹眾實力派演員的演
繹將冰冷的科技感和人性的細膩體驗融
為壹體。電影《絕對控制》將於12月24
日登陸全國院線。

《愛樂之城》登頂2016波士頓影評人獎

北美三大影評人獎之壹的波士頓
影評人協會獎本周末揭曉答案，主要
獎項被頒獎季幾位種子選手瓜分，其
中《爆裂鼓手》導演達米恩·查澤雷的
歌舞愛情片《愛樂之城》拿下最佳影
片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頒獎季形勢
看好。

樸贊郁導演的韓國電影《小姐》
繼續受寵，捧走最佳外語片與最佳攝

影兩座獎杯。表演類獎項中，卡西·阿
弗萊克與伊莎貝爾·於佩爾儼然成為這
個頒獎季上最佳男女主角殊榮的固定
搭配。在最佳影片競爭中失意的《月
光男孩》拿走了最佳男配角與最佳群
戲獎。《某種女人》的莉莉·格萊斯頓
繼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之後，再下壹
城奪得波士頓影評人協會獎的最佳女
配角。

《《刺客信條刺客信條》》曝最新片段曝最新片段
法鯊躲避致命追殺法鯊躲避致命追殺

高樓上舍命縱身壹跳高樓上舍命縱身壹跳
日前，由導演賈斯汀· 庫澤爾、影星邁克爾· 法斯賓德與瑪麗昂·

歌迪亞二度聯手的動作電影《刺客信條》曝出最新片段。

法鯊飾演的卡勒姆· 林奇通過基因技術回到15世紀黑暗時期的

西班牙，化身祖先阿圭拉——壹名身手不凡的高超刺客。片段裏，

法鯊飾演的卡勒姆· 林奇在城市中穿梭以躲避追殺，身邊的另壹外女

性刺客，疑似希臘女演員亞裏安妮· 拉貝德。法鯊殺死了追蹤而至的

殺手後，在另壹個世界，瑪麗昂· 歌迪亞大喊“跳”，法鯊做出了

《刺客信條》遊戲中最經典動作的死亡之跳。

卡勒姆是《刺客信條》的全新人物，原版遊戲中的主角是叫戴

蒙斯，其余情節保持不變，聖殿騎士與阿薩辛組織（Assassin）依然

是死對頭，卡勒姆利用高科技設備進入到了他祖先的記憶當中。聖

殿騎士正在尋找亞當的蘋果，希望可以借此平息叛亂，並且他們相

信卡勒姆就是此舉的關鍵人物。

《羅曼蒂克消亡史》發布配樂特輯
為大時代的消亡故事演繹“詩意與力量”

程耳編劇導演，葛優、章子怡、
淺野忠信、杜淳、鐘欣潼、倪大紅、
趙寶剛、袁泉、閆妮、韓庚、霍思燕
、杜江、王傳君、呂行、鐘漢良、馬
曉偉等主演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
》今日發布配樂特輯，世界殿堂級鋼
琴家趙胤胤以舒緩攝心的旋律，給電
影鏡頭做出了情緒上的指引；借黑白
琴鍵的起伏，為大時代的消亡故事彈
奏出廣闊的隨想空間。

鋼琴家趙胤胤精深的古典音樂修
為，與導演程耳獨特鮮明的“作者烙
印”相互交融，壹場藝術與商業之間
的“羅曼蒂克”就此上演。

從戰前的燈紅酒綠到戰後的殘垣
斷壁，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以時
空的消亡來拼接故事，以音樂的律動
去渲染情緒，引領人們走入心底的世
界，回歸對波瀾人生和生死存亡的思
考。

由盧卡斯影業制作，迪士尼影業發行的《星球
大戰外傳：俠盜壹號》 (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 宣布導演加裏斯·愛德華斯、主演菲
麗希緹·瓊斯、疊戈·魯納、甄子丹和姜文五大主創
將在12月21日於北京出席中國首映式。同時，將
於北京水立方舉辦的這場首映式不但會在多達11
個直播平臺上進行直播，更會在全國10個城市的
影院進行視頻直播與連線，與影迷們互動。

《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的劇情獨立於
《星球大戰》主線，開啟了新的篇章。影片故事發
生在《星球大戰：新希望》之前，講述了壹群豪傑
誌士聚集在義軍的旗幟下，聯合竊取毀滅性武器
“死星”的建造文件。他們背景各異，在帝國殘暴統治下肩負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並由此展開動人心魄的冒險歷程。

《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由導演加裏斯·愛德華斯執導。曾掌舵過新版《哥斯
拉》等片的加裏斯壹向青睞於科幻片，而且從小就是壹名《星球大戰》系列的重視粉絲
。這次能親自執導《星球大戰》系列電影，加裏斯曾表示夢想成真，非常榮幸。影片還
集結了好萊塢實力演員菲麗希緹·瓊斯、疊戈·魯納、中國演員甄子丹和姜文。菲麗希緹
曾因在《萬物理論》中飾演霍金妻子而榮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在好萊塢闖出壹片
天，是目前最炙手可熱的好萊塢女星之壹；疊戈·魯納則外表俊朗，演技過硬，曾出演
過《妳媽媽也壹樣》、《幸福終點站》、《米爾克》等知名影片，是影迷們非常熟悉的
墨西哥演員。

姜文和甄子丹更是中國觀眾家喻戶曉的著名影人，姜文從影多年，執導和出演的優
秀國產片數不勝數；甄子丹是動作明星中的“壹代宗師”，本次在《星球大戰外傳：俠
盜壹號》中也有不少動作戲分，有望在星戰系列中掀起“甄功夫”旋風。本次《星球大
戰外傳：俠盜壹號》首映禮集結五大主創現身，將是國內星戰粉絲和普通影迷的狂歡。

據悉，此次《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中國首映式的紅毯粉絲席位，將由時光網
公開招募，想親臨現場感受巨星魅力的觀眾可以通過招募活動達成心願；不能親臨現場
的粉絲亦可通過時光直播及其直播合作平臺包括鬥魚、壹直播、花椒、熊貓、咪咕、
PPTV、網易、天貓、鹹蛋家、優朋普樂在內的11個平臺觀看視頻直播同樣可感受現場
的火熱氣氛；此外，在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武漢、杭州、鄭州、東莞和長
沙10個城市的10家影院，也會同步播出《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的中國首映式盛
況，觀眾更有機會和主創們進行隔空互動。

《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將於2017年1月6日登陸全國影院，盛大的中國首映
式則將於今年12月21日於北京舉辦，觀眾們敬請期待。

《《俠盜壹號俠盜壹號》》五大主創五大主創1212月月2121日來華日來華
時光直播領銜眾平臺時光直播領銜眾平臺
開啟開啟1010城直播首映禮城直播首映禮



CC88廣告

EXPERIENCE 
ALL THE

GAMES, MUSIC, TAILGATING, 
MEMORIES, CHEERING, 

ATHLETICS, FAMILY FUN AND

SUPER BOWL 
EXCITEMENT 

FOR FREE 
AT THE 

TOUCHDOWN 
TOUR

#HOUSUPERBOWL          HOUSUPERBOWL.COM

December 10
10:00am – 2:00pm 
Blueridge Park 
5600 Court Road
Houston, TX 77053

December 17 
10:00am – 2:00pm
Moody Park
3725 Fulton
Houston, TX 77009 

January 7
10:00am – 2:00pm 
Burnett Bayland Park
6000 Chimney Rock
Houston, TX 77081

January 14
10:00am – 2:00pm 
Alief Community Park 
1190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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