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機票﹑
遊輪﹑
酒店﹑
租車﹑
旅遊度假﹑
為你度身訂做﹒
專精考察﹐
代理國內外旅行

Tel:713-952-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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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安穩保險

2016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December 21, 2016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www.allwininsurance.com
˙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Office:713-952-5031
Fax:713-952-5032

楊德清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姐妹花開中國城
—石山地產公寓—陽花如意、陽花園、陽花山、陽花林
（本報記者施雪妮）陽花如意、陽花園、陽花
山、陽花林公寓是休士頓知名企業石山地產公司名
下位於中國城的四座公寓。“陽花”（SunBlossom）
來源於石山地產總裁伯尼夫婦三個孩子的名字。
兒子旭陽（Ceyan，“冉冉升起的太陽”）；女兒
梅林（Mayling，“寒冬盛開的一支梅花”）；女
兒香蓮（Shanlenn，“來自於麗香伯尼母親篤信佛
教裏的蓮花”）。“陽花”是石山地產的商標，
也傾註了伯尼夫婦對石山地產的厚望，他們期望
“陽花” 盛開，前程似錦。也正如伯尼夫婦所期
望的，這四座公寓猶如燦爛的姐妹花，給休士頓
的華人尤其是新移民留下了太多太深的印象。
陽花如意：
推出全新，有獨立洗衣機、烘幹機配置的新
公寓
「 陽 花 如 意 」（SUNBLOSSOM
LOUISVILLE）公寓位於中國城中心地帶，背靠頂
好商場，舉步可達超市、餐館、銀行、醫生診所，
步行可至中、小學，門口並有公車站，可直達醫
學中心等地，可謂中國城區集購物、娛樂、交通
的黃金地段。
為了迎合大眾的需求，該公寓正推出 11 套全
新，有獨立洗衣機、烘幹機配置的兩種戶型。這
種公寓的推出，有效地解決了洗衣烘衣需要到公
共洗衣房的問題，為住戶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方便。
11 套全新公寓還未正式推出，已經被預訂了部分。
如有需要的，請盡早聯系。
「陽花如意」為適合不同客戶的需要，有一
房、兩房多種面積戶型。一 房一廳，兩房一廳，
兩房兩廳大、小不同房型及獨立的 townhouse 戶
型。「陽花如意」雖為老式房子，但所用的建築
材質好且經久耐用，房子的格局大氣，房內廚房
與客廳面積大，光線好，適合老人和有孩子的家
庭居住。每戶型的設施多已全面更新，新地磚、
新木地板，有些廚房甚至配有全新豪華不銹鋼冰
箱。公寓內環境優雅，樓與樓之間空地大。
「陽花如意」現已有很多中國住戶因地點優
勢，特別適合老人、新移民家庭、留學生及經商
的生意人居住。 「陽花如意」重視治安，設有自
動封閉式電動出入門，並能記錄、檢測進入公寓
內的車輛，公寓內及周圍有警察安全巡邏，主要
道路及停車場均設有攝像監控裝置，以確保住戶
的安全。公寓 24 小時全方位專業管理及維修服務，
並有懂中、粵、越、英語的工作人員全心為住戶
服務。辦公室有免費聯網 (WIFI)。
「陽花如意」毗鄰中國城商業中心，各種服
務設施完善，歡迎來電詢問特惠房價信息。欲進
一 步 了 解「「 陽 花 如 意 」 公 寓， 請 電 713-9810137 或親臨 9201 Clarewood Dr. Houston TX 77036
陽花園公寓
安全設施完善 購物出行便捷
「陽花園」公寓是石山地產公司在休士頓購
置的第一個公寓。經過二十多年的不斷改造，更

新，「陽花園」呈現出風景秀麗，綠樹成蔭花草
茂盛的悅人景象，與之交相輝映的色彩斑瀾的公
寓外墻，鮮艷奪目，遠近聞名，成為中國城內公
寓的首選。
陽花園公寓位於 5900 Ranchester。因位居中
國城中心，步行可達中國城惠康商場，頂好商場，
王朝商場及媽媽超巿，中國人活動中心、文化中
心、僑教中心也在舉步之間，距 59 號、8 號公路
及 Westpark 快行道非常近，僅 3-5 分鐘車程，公
寓門口有 METRO 公交車站，是一處集購物、娛
樂、交通等諸多便利的理想公寓。陽花園有多款
戶形可選擇，有一房及二房，適合中國人尤其是
新移民的居住。現有全新的房間，新地板、地磚，
花崗巖臺面，全新電器，每一個房間有吊扇，通
風罩，廚房安裝排氣扇。在不斷改進公寓內的住
宅環境及設施的同時，服務質量及管理上也做了
很多提高。陽花園由一支以華人、西班牙人及緬
甸組成的管理團隊，無論是快速地為住戶提供各
種服務，還是采用先進的電腦管理，都真正做到
了房客至上。安全警衛上，公寓內新安置了先進
的車輛牌照識別系統，可辨識進出車輛的牌照，
再加上高解析度監測系統，在電腦上隨時可以察
看狀況，真正保證了公寓內有 24 小時全天候安全
監測，夜間更配有安全人員巡邏，可即時處理緊
急狀況。
公寓內住戶在 Houston Metro Transit System 工
作時，他說：「他非常喜歡陽花園公寓的鮮艷色
彩和美麗的園景。管理人員待人誠懇，善解人意，
辦事效率很高，房子很好，房租也合適。以前這
裏的住戶擔心安全問題，現在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我們可以看到有夜間巡邏和臨街新安裝的鐵柵欄，
這對住戶的安全非常有益。」他還表示：「陽花園」
是中國城的中心，住在這裏非常有趣。我們被周
邊上百個餐館、超巿、商店所環繞，我們距離「休
士頓紀事報」所描繪的亞洲的華爾街一石之距，
周圍公路交通非常方便。如果你想居住在這樣的
國際化社區裏，陽花園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
「陽花園」現有特價房，有關其情況請直接
去：5900 Ranchester, Houston, TX 77036，或電話：
713-271-5600。
陽花山公寓：交通便利、服務周全
兒童遊樂場為住戶增添生活情趣
「陽花山」公寓是石山地產公司自己改建裝
修的一處公寓，它位於 5909 Ranchester 上，面對
「陽花園」公寓，北靠「陽花林」公寓。可步行
去中國城惠康商場、頂好商場、王朝商場、媽媽
超巿及香港超巿第四家，中國人活動中心、文化
中心、僑教中心也在舉步之間，距 59 號、8 號公
路及 Westpark 快行道非常近，僅 3-5 分鐘車程，
公寓門口有 METRO 公交車站。因位居中國城，
是集購物、娛樂、交通等諸多便利的理想公寓。
「陽花山」共有 386 單位，有一 房、兩房及
多功能小套房三種戶型。雖為老式房子，但所用

的建築材料質好且經久耐用，房子的格局大氣，
房子內部廚房與客廳之間沒有間隔，看起來面積
大，光線好，非常適合老人和有孩子的家庭居住。
公寓房子內的設施已全面更新。最有特色的是每
戶均有壁爐，廚房的洗碗機，烤箱，爐頭等也是
新近更換的。 「陽花山」內部環境優雅，樓與樓
之間空地大，花草樹木成片，從外看去，每幢公
寓樓掩映在綠樹下，一片綠色環繞。群樓環繞的
中心是公寓的遊泳池。近期公司總裁伯尼麗香出
資整建兒童活動遊樂場，以滿足公寓裏兒童活動
的需要，為孩子們的生活帶來了歡樂，增添了情
趣，受到家長們的一致好評。
「陽花山」現已有很多中國住戶。特別適合
剛來美的留學生和經商的生意人居住，尤其適合
在 Harwin 和中國城上班或做生意的族群。此外，
石山地產公司為了發揮其獨特地利位置和文化優
勢，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居住在既安靜、方便、又
靠近中國城的地方，公寓內設置小學生課後輔導
班，英語學習班等，幫助雙職工家庭及新移民解
決實際困難。免費咨詢移民問題的律師定期上門
服務。另外，居住在中國城附近，人們往往關註
治安問題，「陽花山」公寓有封閉式電動門出入，
新安置了先進的車輛牌照識別系統，可辨識進出
車輛的牌照，再加上高解析度監測系統，寓內及
周圍有安全巡邏，主要道路及停車場均設有攝像
監控裝置，特別聘請兩位專業警察 24 小時巡邏，
以確保住戶的安全。除此之外，總裁伯尼麗香更
致力於設備更新，如近期耗資百萬，全新翻修路
面及停車場，以及全新高效能的照明系統，在在
顯示她愛住戶如親人的具體表現。
「陽花山」公寓除了抓好特色優質服務外，
還嚴格做好常規維修和安全防範工作。 7 天 24 小
時維修服務，當天發生的問題當天解決，一般不
會拖到第二天。公寓內安置了 24 小時 IP 監控攝像
系統，警衛 24 小時隨叫隨到，巡邏每天晚上 6 點
至淩晨 2 點。欲進一步了解「陽花山」公寓，請
電出租辦公室：713-981-5644( 通國、臺、客、英
語 )。
陽花林公寓：交通方便，管理完善
熱心服務是永遠不變的準則
陽花林公寓位於其它三所公寓的最北面，在
Harwin 路上。步行可達媽媽超巿，中國人活動中
心、文化中心、僑教中心等地，另距中國城惠康
商場，頂好商場，王朝商場，59 號、8 號公路及
Westpark 快行道非常近，僅 3-5 分鐘車程，附近
更有 METRO 公交車站。
陽花林公寓雖為老式公寓，但公寓裏歐式建
築風格和布局卻仍然完好無損。臨街色彩繽紛的
排屋更彰顯歐式風範。公寓內空間大，花草茂盛，
整潔清新，是一處鬧中有靜，靜中有意的理想住
處。公寓共有 250 個單位。有一 , 二或三房 . 所有
單位內的格局設計得宜，寬敞明亮。有些單位有
陽臺或庭院可供客人選擇。 院內皎潔的泳池和周

石山地產總裁伯尼夫婦
圍樹影婆娑相輝映 , 夏天時 , 更是成人和孩子們的
娛樂中心，大家在此暢泳忘返。此外， 院內還有
兩座小園 , 很多租戶都喜歡聚在此地乘涼或聊天。
每到黃昏，大人散步談天，孩子嘻哈打鬧，一派
閑情逸致。不住在這裏的人，是很難感受到這種
愉悅的心情和生活的。
石山地產接手陽花林公寓後，對大部分住房
內設施進行了更換，尤其是地板，冰箱、洗碗機，
空調等，對墻面、屋頂、道路都做了維修，使這
座公寓增添了幾分新意和活力。住在這裏的大部
分住戶是新移民和在 Harwin 或中國城做生意的商
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語言和文化，
但卻願意長住在陽花林公寓，除了環境、設施讓
他們滿意外，陽花林公寓的貼心服務是留住他們
的另一個原因，這也使得陽花林公寓出租率始終
保持百分百，成為同行業的榜樣。
陽花林公寓的經理 Hindy 和全體工作人員對
待每一位住戶都非常親切、熱心，猶如一個大家
庭。任何維修只要一通電話便馬上當天修理好，
有時甚至晚下班，不休息也要做完當天的工作，
保證住戶的正常生活不受影響。辦公室工作人員
精通數種國家和中國方言， 當客戶踏進來的時候 ,
大部份都可用其語言來接待交談 , 令客人倍感親
切。院內治安也十分到位。有警衛定時巡查，各
個主要路口都設有攝像監控。據住戶的評語是這
裏住得安心、放心、省心。
陽花林公寓地址是 10300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歡迎洽詢參觀，聯系電話：713-77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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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鈎”

■中國足球協會
副主席李毓毅。
副主席李毓毅
。
資料圖片

足協

平穩 順

汽摩聯會
緊跟足協管辦分離
根據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制定的改革方案，中
國汽車運動聯合會、中國摩托車運動協會是單項
體育協會綜合體制改革的試點。這也意味着，
汽摩項目與足球同為協會化改革的“先
鋒”。
國家體育總局汽摩運動管理
中心黨委書記、中國汽車摩托
車運動聯合會（中汽摩聯）主
席詹郭軍介紹，2015 年 8 月，
國家體育總局批准了汽摩中心
的改革方案，中國汽車運動聯
合會、

2016 年 2 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
正式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成為體
育項目社團改革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協會。

中國國務院足球改革發展部
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常務副

主任、中國足球協會副主席李毓
毅表示：“《中國足球改革發展
總體方案》公佈還不到兩年，我
們在頂層設計上已經形成了一連
串配套的改革文件，概括起來是
‘5＋5’，也就是5個配套文件
和5個自主權。足球改革帶來的
‘紅利’，我們自己要撿起
來。”
李毓毅所指的 5 個配套文
件，分別是《中國足球協會調整
改革方案》、《關於推進地方足
球協會調整改革的指導意見》、
《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
《全國足球場地設施建設規劃》和《教育部等6部
門關於加快發展青少年校園足球的實施意見》。

配套改革文件
“5＋5”
如果說5個配套文件相對比較宏觀，那麼5個
自主權則與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後的
運轉直接相關，它們分別是機構設置、工作計劃制
定、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和國際專業交流等
方面的自主權。國足聘任納比、包機出征、足協人
員對於足球國際交流及足球國際事務參與的加強、
車恒智等高素質人才的加盟，都得益於這些自主
權。
李毓毅認為，中國足協的實體化改革進程總
體而言是平穩、順利的，今後的任務是繼續深
化。
“脫鉤之後有很多變化，也有些工作由於過
去思路的慣性問題沒有完全做出來的，我們還在
逐步去做。比如，財務報表公開的問題，我們爭
取在明年年初的會員大會上做到。還有，會員大
會的文件應該提前 15 天送達每個執委、會員那

■阿歷士泰斯拿
阿歷士泰斯拿（
（藍衫
藍衫）
）為江蘇
蘇寧披甲。
蘇寧披甲
。
資料圖片

■汽摩項目與足球成為
改革“
改革
“先鋒
先鋒”。
”。 中新社

■ 中超巨資投入
中超巨資投入，
， 吸引世
界級球星加盟。
界級球星加盟
。 資料圖片
裡，這個我們還沒有做到。這看上去是作風問
題，實際上是觀念問題。中國足協應該是為會員
服務的，而不能像以前那樣把自己當成‘領
導’。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的進步是實實在
在、客觀存在的。也有差距，這也是正常的，這
也是要繼續深化改革的原因。”

實體化經驗可複製推廣
在李毓毅看來，足協實體化的經驗是可以
“複製”並“推而廣之”的，特別是對於類似的
市場價值高的項目。
“我感覺改革如果能夠完善，是應該在總局
其他管理中心推廣的。總局應該在管理方式上有
變化——過去中心怎麼管理，將來協會實體化以
後應該管什麼，這些應該是可以推廣的。一旦推
廣之後，足協擔心的‘孤島效應’就沒有了。中
國足協的改革可以說是有借鑒意義的，特別是對
於有市場的項目，都應該可以走。體育項目也分
成兩種，有的可以走市場，有的還需要政府繼續
扶持。”
■新華社

港U19欖球隊實現亞青賽四連霸
■ 香港 U19 欖球隊奪
亞青賽冠軍。
亞青賽冠軍
。

■港將 G.
G.黎曼治
黎曼治（
（左二
左二）
）
成功達陣。
成功達陣
。
香港男子欖球隊在吉隆坡舉行的 “亞洲 19 歲以下
（U19）欖球錦標賽”冠軍戰，以 67：10 輕取東道主馬來
西亞隊成功衛冕，完成四連冠霸業的同時，還獲得明年 8 月
在烏拉圭舉行的“世界青年欖球盃”入場券，
今次亞青賽，港青先後氣走中華台北（54：8）和斯里
蘭卡（61：0）殺入決賽，並最終在冠軍爭霸戰順利勝出，
盡顯皇者風範。“我們的技術足以讓傳球隨心所欲，當你
順利向前推進，我們希望每位球員能夠短傳、支援和突
破。”主帥杜維表示：“現代欖球模式已轉型至不受球員
位置所局限，每位球員也可成為策動者，球員的工作是發
掘自己的潛能，而教練的工作是助他們發掘出來。”
杜維對港隊大部分球員只有 17 歲並只有 6 名球員曾參
加上屆賽事亦再度捧盃的英勇表現讚譽有加。“大家在這

一周表現出色，從球員成長角度而言絕對很成功。”他讚
揚道：“球隊表現成熟並能排除不利天氣因素取勝，他們
充滿自信和一步步將對手擊破。”
“這是我第三季帶領青年軍，亦見到一批新星冒起
中，很多也一嘗大港隊和本地超級聯賽滋味，所以一眾 17
歲小將令人雀躍。如果算上已畢業的前港青，香港欖球前
景更明亮。假使他們選擇留港發展欖球事業，未來 10 年將
有一番大作為。”
杜維續說：“過去幾年港隊在‘亞洲青少年欖球錦標
賽’磨練中獲益良多，能夠挑戰更高層次將全方位考驗一
眾小將。教練團亦更了解球員在壓力下的反應，有助我們
從中甄選出精英 15 人欖球計劃的可造之材，甚至日後成為
大港隊的新血。
■記者 陳曉莉

中國摩托車運動協會合併成立中國汽車摩托車運動
聯合會。去年 11 月，這個新鮮出爐的體育社團獲
得了民政部的批准，並且召開了第一次年會，完成
了組織機構章程調整的工作，產生了
機構領導。
與中國足協的改革進程不同的
是，中國汽車摩托車運動聯合會尚未
和國家體育總局“脫鉤”，汽摩中心
也沒有“摘牌”，中國汽車摩托車運
動聯合會還沒有自己的獨立賬號，目
前在工資、福利、獎勵等方面還是按
照中心的體制運轉。
詹郭軍表示，以前所有的事情
都是中心管。今後汽摩賽事的運作部
分將從中國汽車摩托車運動聯合會剝
離出去，由賽事運作公司運作，從而
實現賽事的管辦分離。
■新華社

凱旋
■ 18 日 贏 得
蘇格蘭公開賽
冠軍的香港桌
球好手傅家俊
20 日 凱 旋 ，
在機場獲得太
太和兩名寶貝
女的迎接，樂
在不言中。
新華社

籃協交權CBA公司 聯賽“錢景”可期
司董事會有 7 名成員，李金
同樣是備受關注、職
生和張雄來自中國籃協，包
業化程度高的三大球項
括姚明在內的 5 人是俱樂部
目，籃球和排球的協會化
投資人代表，李金生和姚明
改革進程落後於足球，並
分別擔任董事長和副董事
不在協會改革的第一批試
長。從形式上看，俱樂部的
點項目中。不過，與協會
話語權有所增強。
實體化改革有着很高關聯
李金生表示，CBA 聯
度的聯賽改革正在有序推
賽是籃球市場化、社會化發
進中。
展的產物，體制內的辦法肯
今 年 年 初 ， 在
定會有不適應的地方，不改
2015－2016 賽季 CBA 聯
革肯定是不行的。2016 年 1
賽全明星賽期間，姚明牽 ■CBA 公司將全權負責聯
月 11 日，中國國家體育總
頭 18 家俱樂部投資人籌 賽商務開發
賽商務開發。
。
新華社
局正式批准了管辦分離“兩
備成立中職聯籃球公司，
被外界解讀為“倒逼改革”的舉動。經過 步走”的方案。中國籃協將先把聯賽商務
幾個月明裏暗裏的“交鋒”，中職聯與中 開發權轉交給CBA公司，待條件成熟之後
國籃協最終達成了事實上的妥協，“兵合 再把競賽組織權也轉移過去，到那個時候
一處”。11 月 22 日，新的中籃聯（北 中國籃協將發揮監管的作用。
CBA公司成立之後，面臨的一項重要
京）體育有限公司（簡稱“CBA 公司”）
揭牌儀式在北京舉行，CBA 聯賽管辦分離 任 務 將 是 新 的 商 務 周 期 的 招 商 工 作 。
2016－2017 賽季結束後，聯賽舊的商務推
邁出了關鍵一步。
在新成立的 CBA 公司中，CBA 的 20 廣合同即將到期。在中超邁入80億元時代
家俱樂部均有股份，每家佔股3.5％，中籃 的背景下，CBA 聯賽的“錢景”也會相當
■新華社
巨人公司代表中國籃協佔股 30％。CBA公 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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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報告：一線城市壓力大 二線發達城市更宜居
12 月 12 日，中国社科院发布
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
心态研究报告（2016）》指出，
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高于其他
城市，并非宜居城市。而二线发
达城市生活压力感均低于整体平
均水平，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三
线城市，较为宜居。
生活在哪些城市压力最小？
12 月 12 日，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
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
心态研究报告（2016）》。
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经济
压力远高于其他城市，并非宜居
城市。而二线发达城市生活压力
感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也远低
于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较为宜
居。
报告提及的二线城市为32个，
其中二线发达城市 8 个，包括重
庆、杭州、南京、济南 4 个直辖
市或省会城市，还有青岛、大连、
宁波、厦门 4 个计划单列市。
目前，很多一线城市都实施
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京沪等
地的落户积分要求较高，有的甚
至需要交纳 7 年社保。相比之
下，属于二线发达城市的重庆等
地对外来人口，包括大学生、农
民工进城则采取鼓励的办法，显
得有些另类。
重庆社科院决策咨询研究中
心主任邓涛认为，重庆 9 个区都
有商业中心，各个区都能发挥好
自身完整的功能，满足不同的需
求。北京等城市是摊大饼的形
式，周边都想向中心靠近，就容
易造成拥堵。
“重庆和其他一二线城市情
况不一样，各个城市还是要结合

自己特点来发展和做要求。”邓
涛说，重庆还是一个二线城市，
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劳动
力，所以欢迎农民工等加入。
一线城市生活压力过大
上述蓝皮书认为，北上广深
四大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远高于
其他城市，最大生活压力源从高
到低分别是物价、交通、收入、
住房、教育、医疗、赡养老人、
健康。
其中，一线城市就业压力感
和二三线城市水平相同，但低于
四线及以下城市。一线城市经济
和家庭人际方面的压力感，均高
居其他城市之上。因此，一线城
市不宜居。“逃离北上广”一度
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热词和
公众话题。
但是，四线城市也未必宜居。
调研发现，四线及以下城市
除了交通和住房压力感低于一
线 、二线城市和整体平均水平
（不过也高于三线城市）外，其
他经济压力源也并非最低，收
入、教育、医疗、健康、赡养老
人、工作学业压力接近全国整体
平均水平。而在家庭与人际压力
感上，更是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和
二线、三线城市。
所以，四线及以下城市可能
并非理想中的宜居城市，逃离一
线城市返回小城市，工作机会
少，做什么都需要靠关系，干事
要“拼爹”成为对此现象最为形
象的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所专职
研究人员王业强认为，这是整个
社会资源错配的一种现象。一方
面，一线城市发展机会多，收入
高，但是压力大；另一方面，三

四线城市虽然工作机会少，收入
低，拼关系，但相对来说压力比
较小。
“从个人发展机会角度看，
到哪发展，主要看你考虑生活成
本压力还是职业发展成长的压
力。”王业强说。
宁波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
长张慧芳认为，已经有一波人逃
离北上广了，几年前很多人因为
北上广压力大回到家乡，甚至房
地产开发商也看重三四线城市。
不过，现在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
开发商，很多又回到一线城市了。
“各个城市最后怎么发展，
还是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单靠限
制也未必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快问
题。”张慧芳说，宁波最近几年
房价涨得慢，经济增速不高，人
口流入不多，所以没有采取限制
人口的措施。
二线发达城市较宜居
上述报告认为，三线城市相
较于一二线、四线及以下城市，
在经济压力感、家庭人际压力感
上均为最低，三线城市普遍宜居。
同时，二线发达城市也较为
宜居。二线发达城市的生活压力
感，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家庭人际
压力上，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
也远低于一线和三线城市。南
京、杭州、宁波和重庆的总经济
压力感不仅低于整体水平，从生
活压力感角度考虑，可以称之为
宜居城市。
该报告认为，将二线城市细
分为二线发达、中等发达、发展
较弱城市，再和三线城市比较
后可以看到，虽然二线发达城市
在住房、交通和赡养老人三个与
经济 有 关 的 压 力 感 上 逊 于 三 线

香港如何破解“假難民”難題

城市，有较高的生活压力感，但
在其他经济压力感上，特别是家
庭和人际压力感上是低于三线城
市的。
而未来各个二线、三线城市
该如何实施人口调控政策，也需
要仔细权衡。根据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要求，下一步要严格控制
城区人口 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
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
高年限不得超过 5 年。特大城市
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
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王业强认为，很多一二线城
市已经是特大城市，如果不加限
制，人口不断涌入，超过了公共
资源、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出
现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对城市本

身的发展不利。现在的问题是，
越大的城市、级别越高的大城
市，比如省会城市，由于权力集
中所带来的资源集聚能力、发展
机遇更多，因此就业机会也多。
“所以下一步要提高小城市
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推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他说。
21 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重
庆目前主城区人口接近 1000 万，
国家给重庆的定位是超大城市，
本来应该严控人口增长。但是重
庆鼓励农民工进城，且提供公租
房，也鼓励大学生在重庆就业。
重庆目前房价在全国省会城市、
副省级和直辖市全部排名中偏
低。而北京、上海等城市，实施
了严格的限制人口增长措施，其

“圖書漂流”在中國水土不服
怎么破？

集团。77%则认为香港应将所有
非法入境者“一视同仁”，即捕
即解。73%赞成免遣返声请者须
最近，英国明星艾玛· 沃
于来港后指定期限内作出申请，
特森在伦敦地铁故意丢书并
否则不作审批。
号召乘客带回家阅读，引发
在深水埗，有些少数族裔聚
轰动效应，“地铁丢书大作
居经营小生意，但“假难民”打
战”因此成为中外网络上的
黑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及生
热门话题。在这个手机阅读、
计。加上“假难民”时常因为争
浅阅读大行其道的时代，由
工作而出现殴斗，令夜归女士忧
明星参与阅读推广，提升大
心，更让市民对治安信心大打折
众的阅读意识，是多方共赢
扣。民建联深水埗区议员郑泳舜
的大好事。
建议特区政府尽快堵塞审核机制
但同样的活动在中国却
的漏洞，遏止“假难民”涌港。
显得有些水土不服。丢在
议员建议堵住制度漏洞
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上的
“假难民”难题如何破局？
书不少留在了座位上而无
不少议员呼吁港府收紧酷刑声请
人捡取；还有的书干脆进了
制度及缩短审核难民身份时间，
保洁阿姨的垃圾袋。而更令
一旦识别假难民即时遣返，以免
人遗憾的是，有网友认为这
大批人士留港造成社会问题。否
是一场商业机构策划的营
则问题不断发酵，香港日后将有
销秀。本是公益性的阅读推
可能变成“难民港”。
广活动被视 为 带 有 商 业 目
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说，现
的 的 做 秀 ， 这就不得不让
时外国人到香港后提出酷刑声
人发出哀叹：“为什么好好
请，没有申请时间和活动限制，
的东西到了国内就
因此他建议特区政府为酷刑声请
变味”。
的申请者设定等待时间上限，并
地铁丢书大作
为他们设收容中心，令他们不能
战
在
国内效果不
外出非法工作，以切断经济诱因。
佳 ，是预料之中的
民主党涂谨申称，绝大多数
事。且不说北上广
免遣返声请者都是经内地偷渡到
的地铁高峰期挤得
香港，希望内地与香港加强合
像沙丁鱼罐头，根
作，帮助香港打击非法入境者。
本不具备读书的条
香港署理保安局长李家超表
件，就看看中国人
示，特区政府已循四方面检讨难
对手机阅读的热情
民问题，包括加强入境前管制以
与执着，就不难想
及加快审批和遣返程序等。打击
见，低头族们怎么
非法入境者措施也初见成效，今
可能放下手机而拿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7 日，澳大利亞伍倫貢，155 名花樣跳傘運動員穿著聖誕老人衣服進行串聯跳傘，創造
年头十个月，非法入境者人数较
吉尼斯世界紀錄。
起书本呢？据统计，
去年同期减少 33%。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人假
借“难民”名义滞留香港，给香
港社会治安、民生、经济发展带
来负面影响，也引起了香港市民
的担忧和不安。为此近来不少议
员给特区政府支招，帮助香港破
解“假难民”泛滥难题。
“假难民”真滞留拖累香港
香 港 于 1992 年 成 为 联 合 国
《禁止酷刑公约》签约地，公约
列明，如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
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签
约地便不得将他们驱逐、遣返或
将他们引渡回所属国家。
香港的“假难民”，则是指
外国人假借“难民”名义滞留香
港，他们并未受到所属国家的酷
刑迫害，来港主要是为打黑工赚
钱，甚至贩毒、走私。近年来，
在反对派的推波助澜下，越来越
多的东南亚“假难民”涌入香
港，滥用“免遣返声请机制”变
相留港。
“假难民”人数飙升，大大

增加了港府的财政负担。因香港
有义务保障入境难民的基本生
活，现在每名滞留香港的难民，
无论真假，每月都可获逾 3000 港
元津贴。再加上入境处的工作开
支、法律支援等，特区政府投放
在处理免遣返声请的公帑开支每
年都以数亿港元计，2015/2016 年
度有关开支达 7.4 亿港元，2016/
2017 年更是跃升至 11 亿多港元。
八成港人赞成加强执法
大多数香港市民认同“假难
民”累港的事实。民建联近日调
查发现，有近 75%的香港市民曾
看过有关“假难民”的报道，近
八成市民认为“假难民”问题已
经对香港经济及治安带来影响，
大多数受访者均赞成加强执法及
设立合理限制。
其中，逾九成受访者赞成有
关人等倘在香港触犯刑律并被法
庭定罪，香港可应在其服刑后将
之即时遣返。82.1%受访者赞成特
区政府与内地政府加强打击偷渡

中北京积分落户的条件之一是要
纳税 7 年。
重庆社科院决策咨询研究中
心主任邓涛认为，重庆和其他很
多城市不一样，重庆是统筹城乡
示范区，农民进城可以增加建设
用地交易，区县政府鼓励农民进
城，置换农村用地，保障建设用
地，并给予一定补偿，满足农民
社保需要。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收
入增加 服 务 要 求 高 ， 大 城 市 的
教 育 、医疗条件好，人们还是
向往美好生活的，所以要向大
城市聚集。”邓涛说，大城市
的社会保障水平高、信息资源
丰富，如果不解决资源配置问
题的话，优秀的资源还是会向
大城市集中。

體育集錦

2015 年 ， 我 国 成 年 人 人 均
每 天 手 机 阅 读 时 长 为 62.21
分 钟 。与之相比，成年人人
均 每 天 读 书 时 间 为 19.69 分
钟 。因此，地铁丢书大作战
要想在国内取得成功，首先
要想办法让人们放下手机，
而不是单纯模仿国外的成功
经验。
如果人们认识到，与用
什么方式阅读相比，读什么
可能更重要，事情就会变得
简单一些。手机阅读之所以
被称为“碎片化阅读”“浅
阅读”不仅仅因为它利用了
碎片化的时间，更是指阅读
的内容太零碎而不具备系统
性。对中国读者而言，所谓
的手机阅读很大程度上就是
浏览微信、微博，从一个主
题跳到另一个主题，从一个
链接跳往另一个链接，都发

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眼睛浏
览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脑跟
进的速度，以至于当他们看
完以后，你若问他们都看了
些什么，常常有人回答不上
来。这正是碎片化阅读的最
大弊端——破坏了至关重要
的专注力。
从这个角度讲，通过地
铁丢书大作战唤起全社会
对传统阅读方式的重视，回
归纸质图书的阅读，是大
有裨益的。唯一需要认真考
虑的是，如何适应中国的特
殊国情，使图书漂流真正
深入人心，让书在读者手中
和心中真正流动起来。因
此，我觉得与其在人潮如涌
的地铁车厢里随机丢书，不
如在地铁站里设置图书漂流
箱，让人与书的美丽邂逅变
得轻松。

綜合報道 2016 年第二屆中國汽車運動展在上海展覽中心開幕，繼去年第一屆
在珠海成功舉行後，今年吸引了更多的參展商，開幕式上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于再清
出席，著名作家兼車手韓寒的座駕也出現在展覽中。

綜合報道 北京時間 12 月 17 日，2016-2017 賽季土耳其女排聯賽將展開第十輪的較量，朱婷所在的瓦基弗銀行將在客場
對陣浩克銀行，瓦基弗銀行很有可能取得十連勝。

綜合報道 24 歲的比基尼女模特卡特琳娜（Katarina Konow）把她的妹妹扛在
肩部做深蹲，並拍攝視頻上傳網絡，不久她再次上傳肩扛猛男的視頻，畫面都非常
香豔。卡特琳娜今年 24 歲，在 2012 年參加選美比賽並獲得冠軍，她現在的身份是
一名健身模特兼私人教練。卡特琳娜經常在網絡上上傳健身照片，並曾肩扛重 164
斤的壯漢做深蹲，而她才有 126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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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榜》班底回歸

靳東：十年沒拍過這麼累的戲

朱亞文出演劇版《合夥人》

強調與電影版無關聯
電視劇《合夥人》在北京舉行發布會，
主演朱亞文、鄭元暢、李佳航、棺紉姿、韓
雨芹、遲嘉、童苡萱、張雨彤、尹智玄等悉
數亮相
該劇由著名導演簡川訸和著名演員朱亞
文攜手監制，青年導演林家川、馬鳴導演聯
手打造，由電影《中國合夥人》編劇周智勇
親自參與此劇編劇。
劇版《合夥人》以古冬青、霍誌遠與王
子這三個 90 年代末的大學生為主人公，講述
了他們從白手起家的新人到壹步步打拼成為
國內網絡行業領軍人物的傳奇故事。

劇名《合夥人》難免會讓人想起之前熱
映的電影《中國合夥人》，但朱亞文表示，
自己壹點也沒有壓力，因為該劇跟電影“沒
有任何關聯”。“感謝(《中國合夥人》)電影
給我做了壹個非常好的市場預熱，但是我們
跟電影沒有任何關聯，電視劇希望讓大家看
到更豐滿的情節。”
作為兩版“合夥人”故事的執筆者，編
劇周智勇也透露，“由於電影篇幅有限，影
片中的很多情節都沒能完全展開。不過在改
編的劇版中，不僅故事線有了更多的發揮空
間，也將引入更多人物，如三兄弟的家人、

職場打拼中遇到了各路能人等 ，這將成為
《合夥人》的壹大亮點”。
此次朱亞文飾演的男壹號古冬青出生貧
寒，提到這個角色，他直言挑戰不小，“古
冬青的執拗，對成功的渴望，和百折不撓的
鬥誌都很打動我，之前演了很多熱血的角色
，但我覺得這次演起來很爽”。
鄭元暢此次飾演了壹個原本雄心壯誌，
但經過退學打擊後陷入抑郁癥困擾，內心糾
結痛苦的大學生霍誌遠， “我很想挑戰壹下
，確實沒演過這類角色。如果永遠演什麼霸
道總裁、帥氣男神就沒有意思了”。

《緣來非誠勿擾
緣來非誠勿擾》
》熱播
黃磊感慨人生如戲
經過四期的“女選男”大改版，昨晚
《緣來非誠勿擾》又回歸到了之前的模式，
24 位女嘉賓時隔壹月再次亮相，依舊吸睛十
足。本期節目中，三位老師對多個社會性話
題進行了討論，不僅有黃瀾理性看待“挖墻
腳”事件，更有黃磊“戲說人生”，分享自
己對活著的理解。
黃瀾理性看待“挖墻腳”
稱好的愛情不會給第三者機會
本期節目迎來的首位男嘉賓，壹提起感
情經歷就氣不打壹處來，在節目裏憤慨講述
前女友被自己的好兄弟“挖墻角”的經歷，
引起場上壹片熱議。對於“挖墻腳”，幾位
女嘉賓也深有感觸，表示曾有過類似的經歷
，難過卻又無可奈何。現在只能吸取教訓，
死都不讓閨蜜再見到自己的下壹任男朋友，
可謂要將“防火防盜防閨蜜”嚴格執行到底
！對此人人深惡痛絕的閨蜜、兄弟“挖墻腳
”事件，黃瀾老師卻給出了不壹樣的見解：
“我認為出現情感交叉的情況，不管來搶的
是不是兄弟，或者閨蜜，這都跟第三個人沒

有關系。如果兩個人
的感情如膠似漆，別
人是沒有機會的。”
如此理性的觀點，將
問題直指根源，實在
令人信服。黃磊老師
的壹句話更是壹語中
的：“說到底就是妳
們不合適！”
男嘉賓提哲學問題引黃瀾深思
黃磊感慨人生如戲
昨晚節目裏還有壹位創業宅男，大概是
在家悶了太久，剛壹登臺就問了三位老師壹
個人生哲學問題：人為什麼而活？這樣宏大
的問題，大概只有多愁善感的黃瀾老師才能
給出正解吧。
黃瀾老師坦言自己曾對這個問題經過漫
長的思考，不同的人生階段有著不同的想法
。在經過職業的選擇、婚變、當了母親之後
，她總結：“活著就是為了愛，人必須要面
對的結果是死亡，所以這壹輩子最後還是活

感受的。”走心點評獲得壹片掌聲。
對於這個問題，黃磊老師也給出了自己
的答案。他以話劇《暗戀桃花源》為切口，
分享了自己從 35 歲到 45 歲，這十年間，通過
五百多場演出所悟出的人生道理：“我們每
次在臺上生離死別，我就在想，總有壹天我
也會像話劇謝幕壹樣，被推出人生的舞臺。
妳問我為什麼活著，我就是為了有壹天能夠
很勇敢、很安心地面對結束的那壹刻，就是
這麼簡單。”人生如戲說的大概就是這個道
理。聽完現場老師們的回答，觀眾們了然壹
副看破人生的樣子！

《瑯琊榜 2》 演員陣容重
新洗牌，似乎已經找不到曾經
《瑯琊榜》的痕跡,於是當《瑯
琊榜》班底帶著壹部講述考古
冒險傳奇的《精絕古城》回歸
的時候，讓觀眾尤為期待，更
何況不僅主創團隊不變，就連
靳東等演員，也紛紛在劇中露
面，靳東也大呼，“十年都沒
有拍過這麼累的戲了。”
電視劇《精絕古城》以壹
本家傳的秘書殘卷為線索，講
述了靳東飾演的胡八壹、陳喬
恩飾演的 Shirley 楊等人為解開
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謎，與考古
隊集結進入塵封千年的精絕古
城探秘的故事,接檔東方衛視周
播欄目劇場《如果蝸牛有愛情
》。制片人侯鴻亮和導演孔笙
兩人聯手制作的《瑯琊榜》
《歡樂頌》《北平無戰事》等
作品不僅收視率屢創新高，更
是有口皆碑的戲劇佳作，此次
兩人為了真實還原遼金古穴、
精絕古城等場景，可謂煞費苦
心。
對於靳東會選擇此次的探

《最後壹張簽證》編劇：“中國版辛德勒”救人更多
近日，二戰題材電視劇《最後壹張簽證》在京舉行看片會
。制片人朱凱、編劇高滿堂親臨現場交流拍攝故事。談及該劇
被譽為“中國版《辛德勒的名單》”時高滿堂稱，劇中普濟州
的原型——中國駐奧地利外交官何鳳山，通過發放簽證救下的
猶太人遠超辛德勒。該劇在投入上超過同樣在捷克取景拍攝的
《碟中諜 1》《007 皇家賭場》等影片的經費，成為捷克電視劇
史上最高合資片。據悉，該劇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在江蘇衛視
作為開年大戲播出。
高滿堂闡述了選擇創作這部二戰題材的初衷。他直言，選
擇這個題材因為這段歷史是真實歷史，78 年前，中國駐奧地利
領事館簽證官向 4800 名猶太人發放了簽證：“這是壹件極具風
險的事情。我們在歐洲采訪的時候，歐洲文化學者都知道。但
奇怪的是，這段歷史國內卻鮮為人知。前人做了這麼偉大的事
情，後人沒有理由不為之樹碑立傳。” 高滿堂直言，《最後壹
張簽證》演員、制作團隊都是國際化的合作，“劇中的每只槍
都是布拉克電影制片廠 80 歲老槍械師壹只只擦好了送來的。他
的祖父當年就是在納粹集中營失去了生命”。
高滿堂回憶道，拍攝《最後壹張簽證》最大的障礙就是語
言問題。據悉，這部劇在國外拍攝請了 36 個跟組翻譯。非常神
奇的是，陳寶國和王雷在與捷克主演接觸 12 天之後，完全能進
行順暢地交流。高滿堂說：“陳寶國說他會把其他演員的臺詞
也記住，看他們的嘴型，也就知道他們表演何時結束了。”

《女神的選擇
女神的選擇》
》王心淩暴走尋廁所 柳巖表白
柳巖表白“
“單蠢哥
單蠢哥”
”
星素情感體驗旅行真人秀《女神的
選擇》近日熱播第三期，在長白山、麗
江、廈門三個美麗的城市，三位充滿故
事的女神與他們的追求團正享受著浪漫
的情感之旅。終於迎來解鎖時刻的王心
淩麗江暴走尋廁所，眾人感慨女神真接
地氣。柳巖表白“單蠢”男嘉賓，男嘉
賓扮王八逗女神開心。
在前幾期的節目中，王心淩和他的
騎士團們壹直被手銬銬在壹起，完全喪
失了人身自由，吃飯、走路的時候行動
不便也就罷了，王心淩跟幾個大男人銬
在壹起，連上廁所都不能！但“損友”
明道似乎仍然不打算輕易放過王心淩。
好不容易經過了重重考驗破開凍在
冰塊裏的鑰匙迎來了開鎖時刻，明道卻
磨磨唧唧問心淩要從哪裏解開，心淩著
急的說：“我想從我這裏解，因為我很

想上廁所”，接著飛奔消失，逗得大家
樂不可支。再次出現則壹邊蹦蹦跳跳，
壹邊嘴裏喊著“耶！終於輕松了！”明
道趁機上前采訪道：“請告訴我們壹直
沒有上廁所的心情是？”王心淩則羞羞
的回應：“就是現在心情非常的放松。
”明道不依不饒：“是不是覺得風景都
美妙了起來？”王心淩則回應稱本來就
很美妙，上完廁所後覺得風景更美好了
！終於解鎖的王心淩追求團意猶未盡、
難舍難分，在漫長的任務過程中培養出
了深厚的情誼。而柳巖這邊畫風就沒有
這麼和諧了，“毒舌”閨蜜大王的加入
和情商懸殊的男嘉賓們在壹起，暗流湧
動、意外頻發。
經過了兩期考驗，4 位男嘉賓中的 3
位分別都獲得過了女神的愛心，屢屢踩
雷的低情商男嘉賓馮翔心情低落欲求安

慰。但習慣了毒舌的大王非但沒有安慰
他，反而在傷口上撒鹽道：“第壹次沒
選妳，第二次沒選妳，第三次還沒選妳
，妳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還惡作劇
的教唆他去破壞女神的約會。男嘉賓因
為情商感人而被冠以“單蠢”的名號。
頻頻受傷的男嘉賓萬念俱灰，但禍
福相依，這位“單蠢哥”在後來的環節
中竟然收獲了女神獨壹無二的告白，柳
巖稱自己想和他單獨約會！壹句表白使
男嘉賓瞬間回血爆燃，自毀形象的現場
開起了動物園，惟妙惟肖的模仿了豬、
蛇、猩猩等動物，居然還學了王八，笑
翻眾人。“單蠢哥”究竟是如何獲得女
神表白的呢？這麼用力過猛的表演會贏
得柳巖的加分嗎？更多精彩盡在每周六
上午 10 點樂視視頻全網獨播的《女神的
選擇》！

險題材，影迷覺得意外，而靳
東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壹個
很好的劇本，壹個好的制作團
隊，還有壹撥認真肯付出的演
員，這些是必備的。在這樣的
條件下，我願意把自己交給導
演，大家也願意玩了命去演。
”對於口中的“玩命”，靳東
是這樣解釋的，“艱難程度遠
遠超出所有人想象，沒有壹個
場景是簡單的。”
原來，由於題材的原因，
《精絕古城》沒有壹個固定的
主場景，這就意味著，演員們
每天必須在各個拍攝地之間輾
轉。“比其他戲多 5-10 倍的
辛苦。我還跟導演開玩笑說，
拍這個戲連個家都沒有，每天
收工之後回去洗澡都是滿地的
沙子，有十年沒拍過這麼累的
戲了，整部戲下來瘦了十多斤
。”而拍攝冰川場面，由於出
現意外，300 多斤的重量全部
摔在了靳東的腿上，讓他遭遇
了“人生中最嚴重的壹次傷”
，度過低潮期後，“現在看來
反而覺得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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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妍希晒一家三口大
手小手照。
手小手照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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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妍希一索得男 一家三口玩“包剪揼”
香港文匯報訊 現年 33 歲的“宅男
女神”陳妍希今年 7 月與內地男星陳曉
拉埋天窗，更證實是雙喜臨門。近日有
人爆料指在台灣一間醫院的育嬰室看到
床位上掛着陳妍希本名“陳玫璇”的吊
牌，BB 重 3,955 克（約 8 磅），因此懷
疑妍希已經誕 B，至 20 日妍希終於親自
報喜，而陳曉就為 BB 的性別揭盅，宣佈
是位男嬰！
妍希 20 日更新微博，承認已經生
B，並透露 BB 乳名叫“小星星”，她留
言道：“感恩‘小星星’成為我們家的

■妍希為陳家繼後香燈
妍希為陳家繼後香燈。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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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分）子，願你從今以後平安喜樂
一閃一閃亮晶晶。”妍希在留言中沒公
開“小星星”到底是 B 仔還是 B 女，但
她則晒一家三口大手與小手大玩“包剪
揼”的照片，相當可愛。隨後，榮升人
父的陳曉終於在微博公開 BB 的性別，他
寫道：“出拳的那小子，希望你堅強，
要聽媽媽的話！”，正式宣佈妍希一索
得男 。

產後很累都在昏睡
妍希生 B 後，好姊妹楊丞琳立刻在

微博祝賀，並用了許多愛心符號表現自
己對於陳妍希愛子誕生的喜悅。而 BB 的
“契爺”鄭元暢因為現在正於北京拍戲
走不開，表示回台北時一定會去看 BB。
柳岩與 TFBOYS 易烊千璽也送上祝福，
妍希則表示：“生完好累，都在昏
睡”。其實妍希早前都有暗洩生 B 玄
機，就在本月 18 日，妍希在 Instagram
上載照片，並留言說：“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現在看來當日很可
能就是“小星星”的誕生日，初為人母
的妍希不禁在網上晒幸福。

拒再與無綫協商歌曲版權

■右起：彭健
新、陳友、譚
詠麟及葉智強
食火雞預祝聖
誕。

譚詠麟：

諗起就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溫拿四虎譚

■ 譚詠麟與無
綫協商歌曲版 詠麟（阿倫）、彭健新、葉智強及陳友 20 日到
權不下十次。
權不下十次
。 九龍灣為明年 1 月 7 日於機場亞洲博覽館舉行的

《溫拿太極演唱會 2017》進行綵排。阿倫 20 日
自爆曾與無綫協商歌曲版權不下十次，但仍然
無果，更火起表示：“諗起就嬲！”
友 20 日因去錯地方而遲到，阿倫笑指他是盲
陳公陳。綵排前眾人又舉行聖誕聯歡，大擦龍

蝦、火雞。
首次與太極合作開演唱會，阿倫笑說：“兩
隊 band crossover 要就到先得，佢哋練緊，今日我
哋第二日練，聽日就開始空中練，佢哋練咗嘅
whatsapp 畀我哋，我哋練咗又 whatsapp 佢哋，然
後各自對住 whatsapp 自修，係咪好高？到 2017 年
就會一齊練。”

笑太極後背如流動字幕
20 日四虎獨欠鍾鎮濤（阿 B ) ，阿倫指阿 B 現
正身在烏魯木齊，在冰川上跑，但不知他做什

成都搞打邊爐發佈會

麼。雖然阿 B 未有一齊練歌，但大家都不擔心，阿
倫指大部分歌曲阿 B 以前在夜總會、酒吧登台時都
唱過，駕輕就熟。問到阿倫是否已記熟太極的歌
詞？他笑指不需要：“太極啲歌佢哋唱，我放暑
假先練，太極人多可以喺背脊貼（歌詞），好似
流動字幕，記英文歌詞反而冇問題，因為有故事
可以跟。”健仔即笑指老花的就不好行太近。
提到日前無綫公佈周日晚的《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平均收視有 28 點，成了近十年新低，當晚
為對台 ViuTV 首個選美節目《美選D.n.A》擔任評
判的阿倫說：“真係㗎？手板係肉手背又肉，我
都唔知點算，但我唔知，無心之失。唔怪得
ViuTV 咁 多 高 層 嚟  住 我 ， 又 係 咁 叫 我 做 評

偉仔Eason台上只顧食

香港文匯報訊 由張嘉佳導演、王家衛監製，梁朝
偉、金城武及陳奕迅（Eason）主演的年度壓軸喜劇《擺
渡人》，將於 29 日獻映。20 日，張嘉佳導演，王家衛監
製，聯同偉仔及 Eason 於成都舉行別開生面的發佈會為電
影造勢。一班主角戲中經常打邊爐聚會，加上成都美食以
麻辣火鍋馳名，於是他們決定於台上一邊打邊爐，一邊分
享拍攝感受。
影帝梁朝偉一向於鏡頭前保持冷酷形象，但他一見麻
辣火鍋就把持不住，露出為食表情。他更邊食邊說，即使
辣得滿頭大汗，也捨不得停下來。偉仔一直吃到發佈會完
畢，臨下台他還笑說：“麻辣火鍋好好味，我還未想下
台。”，完全顛覆了男神形象，十分搞笑。

■偉仔與
Eason 專
注吃麻辣
火鍋。
Eason 也非常享受這個打邊爐發佈會，有“吹神”之
稱的他有別平時滔滔不絕地說話，反而因專注吃麻辣火
鍋，也顧不上答問題。他更笑謂，在台上一邊吃一邊喝
酒，酒精影響了他的“吹神”功力，令他說話的速度都變
慢了。

熊黛林不敢送老公性感月曆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楊 穎 （Angelababy） 、 熊 黛 林 （Lynn） 、 樂 基 兒
（Gaile）、水原希子、廖碧兒、任容
萱、簡嫚書等人為公司影月曆。
懷胎 7 個多月的 Baby，率先以白
滑靚背示人，拍攝期間仍能靈活地擺
出多個誘人表情及動作。而剛於 10 月
榮升人妻的 Lynn，繼續以性感造型登
場，相中 Lynn 穿上誘人內衣及黑色絲
襪大騷長腿，問到老公郭可頌可會介
意她性感現身？Lynn 笑言：“婚後不
會刻意減少性感，想以最美一面示
人。”不過她卻表示不會將月曆送給
老公：“我不敢給他，雖然他很支持
我的工作，但我覺得男人會介意另一
半太性感，可是他每次都說‘工作要

判。”他笑言無綫明年可以再邀請他，但要先搞
掂歌曲版權問題：“不過唔好再搵我協商，我唔
會做，已經超過十次嘅嘢我唔會再做，（傾過超
過十次？）唔止，大大細細，連電話，唔會再
講，諗起就嬲，（最嬲係同哪個高層傾？）咁你
都跣到我？我咪同陳友一樣？蕩失路？”

■溫拿
溫拿“
“四虎
四虎”
”大擦龍蝦
大擦龍蝦。
。

鄭俊弘約“狗友”過平安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俊
弘（Fred）、胡琳、JW（王灝兒）20 日
出 席 《Lanvin 全 新 限 量 版 香 水 É clat
d’Arpè ge So Cute 發佈會》，現場吸
引大批粉絲圍觀。Fred 透露聖誕節當日
要開工，只會趁 24 日平安夜的假期與家
人和“狗友”度過，不想玩得太夜影響
翌日工作。
單身的 Fred 在聖誕節沒有異性相
約，但他不覺寂寞，反而享受在工作中
度過，笑問他在“狗友”群中有否心儀
對象？他表示沒有。Fred 坦言從來沒跟
女友過白色聖誕，最難忘的白色聖誕是
小時候和家人去滑雪，打開窗見到滿山
的雪，行出去便可上山滑雪是最難忘。
胡琳穿上黑色透視短裙露黑 bra 性
感出現，大家笑她“開胸”示人，她搞
笑謂：“從來無合埋過。”她指這身打

扮是配合品牌的 fresh 和 cute 感覺，問多
不多男仔讚她 cute？她說：“又真的很
多，自己不是太喜歡這讚美，聽得多更
會懷疑自己除了 cute 便無其他優點，這
種讚美如像只限打‘朋友牌’，沒有發
展空間。”她又強調自己沒有公主病，
亦不是港女，反而喜歡服侍人，又愛下
廚和有潔癖，經常清潔廚房和廁所，相
當賢良淑德。她在聖誕已相約一班朋友
到她家開派對玩樂一番。

■JW

黃智雯望男友識做送禮

■懷孕 7 個多月的
Baby晒背示人
Baby
晒背示人。
。

■人妻熊黛林性感
示人。
示人
。

緊，靚就好了。’”隨着新一年有新
身份，Lynn 慨嘆：“要準備雙倍利是
錢了，以前見到朋友派雙封利是很幸
福，今年有機會體驗一下。”
至於今年初開心承認戀情的
Gaile， 更 出 動 “ 神 秘 嘉 賓 ” 客 串 ，

■樂基兒出動愛貓
樂基兒出動愛貓Ba
Basil拍攝
sil
拍攝。
。

Gaile 帶同愛貓 Basil 踩入影棚，不過
Basil 性格活潑，不時“攻擊”Gaile，
令 Gaile 事前擔心愛貓不合作。幸好
Basil 物似主人形，對鏡頭相當靈敏，
更 乖 乖 伏 在 Gaile 身 上 完 成 整 個 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黃
智賢（Ben）、黃智雯（Mandy）、黃
心穎、陳自瑤及 C 君等，20 日出席新
劇《雜警奇兵》拜神儀式，阿 Ben 為
配合劇情而首次穿上六吋高跟鞋示
人，更笑言穿到腳趾痛兼小腿抽筋，
體驗到女人之苦。二人受訪時表示，
劇集會橫跨冬至、聖誕、新年及情人
節幾個節日，已跟劇組相約開派對過
節。Mandy 表示生日也會在工作中度

■胡琳

■鄭俊弘

過，問
到男友
可有投
訴？她 ■ 右起
右起：
： 黃心穎
黃心穎、
、 黃智
表示因 雯、黃智賢及陳自瑤
黃智賢及陳自瑤。
。
每日也
要開工，而男友也要出外公幹，已很
久沒見面。問到可會叫男友越洋送禮
物？她笑說：“呢啲要自動波，叫就
唔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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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貞低調巡演 20 城市
陳綺貞今年低調舉行「房間裡的音樂會」
巡演，帶著一把吉他，唱了超過 20 個城市，
可望於明年唱回台灣。她日前在杭州演出時，
首次親眼見證粉絲求婚，有一對情侶因她的
歌而相戀，女方曾開玩笑的跟男生說：「要我
嫁給你只差一個陳綺貞。」沒想到男方竟祕密
準備婚戒，在陳綺貞演唱〈和你在一起〉時下
跪求婚，陳看到後當場激動落淚擁抱他們。

陳彥允被 20 人圍毆 也和鍾承翰打成一片
鍾承翰和陳彥允在 TVBS《在一起，就好》劇中，是學
長、學弟關係，兩人因為感情好，除了戲中默契十足，戲外也
常打打鬧鬧、互開玩笑，不僅有粉絲看好這對「男男」組合，
連女主角曾沛慈都吃味地說：「我看你們才是一對吧！」
哥倆好的他們，本週因為一場誤會起了衝突，鍾承翰盛
怒下狠狠揍了陳彥允一拳。 《在一起，就好》感情戲越來
越複雜，
「白富美」楊芸菁 ( 陳艾熙飾 ) 學成歸國，讓曾沛慈、
鍾承翰和陳彥允之間的三角關係更加複雜。
戲中麵店老闆張定方 ( 陳彥允飾 ) 一直都扮演「聆聽」
的角色，每個人有煩惱就到麵店找他傾吐，他自己卻把心事
藏在心中，這樣的個性意外引發學長鍾承翰的誤會，認為
陳彥允始亂終棄，一氣之下揍了他一拳。
鍾承翰在拍攝打戲前演練多次，就怕真的打傷陳彥允，
但還是不改開玩笑本性，對他說：「不用浪費時間，我們直
接來真的吧！」陳彥允聽了嚇得回答：
「平常我是很挺學長的，
這次就不奉陪了。」
陳彥允不諱言自己在叛逆期時，很常跟人打架，但隨著
年紀增長，已經不再那麼血氣方剛，最近一次與人起衝突，
是他跟朋友們到夜市買消夜，沒想到突然被一群流氓騎著
20 幾輛機車包圍，拿著木棍下車就對他們 4 個人一陣猛打
手無寸鐵的陳彥允當下腦筋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擊，
「只知道要趕快護住我的臉！」臉是保住了，但小拇指被打
到骨折。
原來是一行人抵達夜市時，「烙人」的流氓認為陳彥允
這群其中一人看他一眼，是在挑釁，才會引發這場衝突，最
後陳彥允小拇指骨折，手上的傷還留下疤痕，他無奈笑說：
「媽媽說這是報應，誰叫我以前也愛欺負人。」

買東森電視不合適？
台數科：早已轉型
「公民反媒體壟斷聯盟」今天刊登廣告，反對台數科買東森電視，質
疑台數科經營成人頻道，再同時經營新聞台、幼幼台恐不合適，台數科則
回應，近年已轉型，並非事實。
「公民反媒體壟斷聯盟」今天在多份報紙頭版刊登半版廣告，陳述「為
何反對台數科買東森電視」的質疑，包括「經營成人頻道、播馬賽克 A 片、
轉播賽鴿、做賣藥節目可能不犯法，但再同時經營新聞台、幼幼台，合適
嗎？」
針對外界關注台數科節目頻道經營歷程與未來方向，台數科表示，由
於國內有線電視系統類型屬於分眾媒體，產生目前包括新聞台、戲劇台、
綜合台、體育台、民俗台、成人台等不同類型的頻道經營方式。
台數科早年進入頻道初期，雖曾一度參考其他業者經營內容，但近年
已逐漸轉型成為專業創新的媒體，頻道內容妥適性均逐步調整，有關特定
團體以報紙刊登廣告方式，指涉台數科頻道內容與經營屬性，並非事實。
台數科現所經營頻道以「中台灣生活網」新聞製播為主要軸心，開播
至今將近 20 年，且以專業人力資源製作台中、南投、雲林等地方新聞與節
目，每日新製時數 2 小時，為地方電視媒體先驅之一。
台數科強調，依法合法經營頻道，堅持用心製播節目，持續創新，從
最初期進入市場曾參考業界經營模式，逐漸改採提高自主性開創經營方
針，有別於過去傳統系統業者手法，多年來實績已獲肯定，今後台數科仍
將不斷自我砥礪，維持專業媒體經營水準而努力。

草衙道卡通頻道嘉年華 小女警站台

趙小僑幫孫德榮慶 56 歲生日遭逼婚
趙小僑剛
與「義渠王」高
雲翔拍完 新戲
《愛 情 沒有 暫
住 證 》，從 北
京 一 回 台，就
幫前老闆孫 德
榮提前慶祝 56
歲 生 日，知 道
他 挑 嘴，還 特
別請 他 到君品
飯 店吃高級料
理。孫德榮說，
往年 生日都 沒
有 特 別 慶 祝，
但今年 56 歲的
生日別具意義，
因昔日子 弟 兵
5566 在事業上
各自發 展 得 很
好，他 笑 稱 今
年是「56 年」。
心情大 好的壽
星也不忘逼婚，
催 促交往穩定
的趙小僑 和男
友 劉亮佐 趕快
結 婚，讓 她 無
法 招架當場臉
紅。

卡通頻道在大魯閣草衙道舉行嘉年華活動，Sandy 吳姍儒 14 日南下
站台，玩遍所有遊戲區，並跟 3 位小女警合照，現場小朋友看到偶像尖叫
不斷，Sandy 與明星老爸憲哥的小女警造型圖像，也在昨天亮相。
即起至明年 2 月 12 日，卡通頻道在草衙道陳設 4 個深受迎歡的卡通
節目專區，有各年齡層都愛的「探險活寶」、剛獲得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協
會兒童電視獎的「熊熊遇見你」，以及今年全新強勢回歸的「飛天小女警」
和「BEN 10」。
昨天活動首日邀請 Sandy 站台，她帶來與憲哥預先透過「小女警造型
師」遊戲所印出來的專屬造型圖像。Sandy 解釋自己身為家中三姊妹老大，
根本就是隊長花花及泡泡的合體，而憲哥的粗框豹紋眼鏡，看得出他很
騷包。
從遊戲的心理測驗，Sandy 是個「超級甜姐兒」
，憲哥則是個「抱抱控」
。
Sandy 搞笑說，自己有個奇怪的老爸，還不忘提醒台下「有正常的爸爸要
珍惜喔」。
卡通頻道此次南下除了好玩吸睛的遊戲區，現場另販售飛天小女警
系列玩具，包括 6 吋豪華娃娃組、超能力組以及翻轉豪華場景組等，而
Sandy 所玩的造型遊戲粉絲們也可上線動手玩，活動期間還有滿額禮專屬
的卡通明星見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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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動畫《魔弦傳說
定格動畫《
魔弦傳說》
》曝制作特輯
歷時五年完成 打造
打造“
“史上最高難度動畫
史上最高難度動畫”
”

弗裏曼、邁克爾凱恩、艾倫阿金攜手搶銀行
犯罪喜劇《三個老槍手》首曝預告、海報

由美國萊卡工作室出品，塔拉維斯·奈特執導
，查理茲·塞隆、馬修·麥康納、魯妮·瑪拉、拉爾
夫·費因斯聯合配音的魔幻定格動畫電影《魔弦傳
說》，將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全國上映。今日，
片方曝光了中文版制作特輯，令人眼花繚亂、瞠目
結舌的繁復制作過程呈現在觀眾眼前。《魔弦傳說
》由追求極致動畫精品的萊卡工作室壹手創作，制
作時間長達 5 年，平均壹天只能拍出 2-5 秒的鏡頭
，被譽為“史上最高難度的動畫”。《魔弦傳說》
在美國上映後，收獲了主流媒體及影迷的壹致好評
，在拿下多項動畫大獎之後，即將向奧斯卡最佳動
畫發起強力沖擊。
《魔弦傳說》的制作過程，可以說是壹個完整
的小世界的塑造過程。制作特輯中，壹個個如同真
實世界等比縮小的微觀場景被精心布置出來，泡沫
、木頭、樹脂等等普通的材料經過萊卡工作室獨具
匠心的巧手組合，構成了《魔弦傳說》中所有令人
嘆為觀止的人物及場景。作為動畫史上相對久遠的
定格動畫，《魔弦傳說》制作起來尤為不易。真實
的視覺質感要求其制作工藝更加復雜，在結合 3D
打印、CG 技術等最新技術之前，動畫師要手工移

動道具、改變角色的表情，並且在每秒 24 幀中分
別拍攝下場景內各個事物細微的運動和改變。
此次公布的制作特輯中見證了每壹位萊卡工作
人員所投入的極大熱情與認真。小小的布景制作，
最耗時的往往是那些不容易被人關註的細節。人物
的每壹個表情、動作，場景的不同設置及天氣的變
換都需要設計師親自動手操作，哪怕是房檐上壹個
不起眼的圖紋也要加以精雕細琢。電影中有壹艘沾
滿樹葉的木船，船上成千上萬的樹葉都是由設計部
門壹片壹片制作，並親手粘上去的，細膩繁雜的手
工致使最終呈現效果美輪美奐，把壹場船上戰鬥戲
襯托在壹片金黃的落葉中，使美感極大升級的同時
，更增加了影片中想要表達的濃郁的東方韻味。
《魔弦傳說》不僅在場景上做文章，人物的塑造同
樣不摻雜半點馬虎，片中還出現了史上最大型的怪
物人偶，其模型建造的難度可以說突破了定格動畫
制作的極限。而參照史前魚類特征設計的月獸，面
目更加猙獰可怕，被工作人員壹直稱為是《魔弦傳
說》中最嚇人的模型；作為始終專註於定格動畫的
萊卡工作室，更希望借此形象，來延續定格動畫壹
直以來熱衷於重現史前地球生物的傳統，以傳承者

有幾十萬張精品被應用於電影中。面臨著定格動畫
制作中最艱巨的“時間”挑戰，萊卡依舊堅持用 19
個月的時間，只為實物拍攝壹系列船上的場景。對
於如此低產高質的出片模式，萊卡工作室 CEO，同
時也是《魔弦傳說》導演的塔拉維斯·奈特毫不掩
飾自己對定格動畫的執著，“我們挑了最費勁的壹
種動畫形式，因為它具有別的動畫所不具有的美感
和溫度。我們的所有努力，都是出於對定格動畫的
喜愛。我希望自己死之前，能把所有電影類型，都
用定格動畫做壹遍。”
電影《魔弦傳說》將於 2017 年 1 月 13 日登陸
全國大銀幕，與內地觀眾正式見面。屆時，熱愛精
品動畫的影迷又將迎來壹場視覺與心靈的雙重享受
。

科幻大片《太空旅客》亮相北京

的話，自己應該如何來應對。”
此外，兩人還大談在拍攝過程中最具挑
戰的事，帕拉特馬上顯示出搞怪本色，忍不
住“吐槽”太空服雖然看起來很棒，但足足
有 70 磅重，自已還要做出不受重力影響的樣
子，勞倫斯則對在泳池拍攝遭遇重力失效時的情景念念不忘。現場的
粉絲代表為兩位遠道而來的太空旅客精心準備了兩個穿著太空服的熊
貓玩偶，預祝電影《太空旅客》票房大賣，並希望“宇宙熊貓”們能
陪伴兩人度過漫長旅程。此外兩人還獲贈了由純蠶絲制作的“龍鳳中
式睡袍”和富有中國特色的“刺繡四件套”，兩位主演看到禮物不住
感嘆實在太美了，勞倫斯表示“我打算做飛機時穿”，帕拉特更打趣
稱：“從北京飛回洛杉磯的時候，我就只穿這件睡袍！”時近春節，
他們也在現場學習“恭喜發財”表達對中國觀眾的新年祝福，標準的
中文發音引得全場驚呼不已。
《太空旅客》講述兩位主角乘坐壹艘宇宙飛船去往另壹個星球開
始新的生活。但在旅行中出現了壹個意外，使得他們比早於預定到達
目的地時間 90 年被休眠艙神秘喚醒。兩人不但要承擔拯救人類的重任
，也在太空中譜寫了壹段浪漫愛情故事。該片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
司出品。據悉，該片將於 12 月 21 日在全球陸續上映，有望明年年初
登陸中國大銀幕。

克裏斯帕拉特&詹妮弗勞倫斯提前拜大年

新線發行的犯罪喜劇片《三個老槍手》
首曝預告及海報，摩根·弗裏曼、邁克爾·凱
恩、艾倫·阿金三位老戲骨集結，上演壹段老
年版搶銀行大戲。
該片翻拍自 1979 年馬丁·布萊斯特的脫
線動作喜劇《走路的風度》（又名：《三個
老槍手》），講述了三位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喬、亞爾、威利因為晚年生活淒涼，不得不
鋌而走險去打劫曼哈頓壹家銀行，最終只搶
劫到三萬美金的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壹帆風順
，反而引發了壹系列故事。
預告中三位“爺爺”遭遇退休金被黑，
凱恩在銀行目睹三人犯罪團夥成功搶到巨款
，心生膜拜，最終決定與好基友艾倫·阿金和
弗裏曼組成搭檔，攜手搶銀行。影片基調幽
默，笑料頻出。
據悉，新線影業自 2013 年就開始著手該
片的翻版計劃，當時所期望邀請的這三位老
戲骨目前也得以完美合體，這也將是弗裏曼
與凱恩繼《蝙蝠俠》系列和《驚天魔盜團》
之後再次攜手。影片由紮克·布拉夫（《情歸
新澤西》）執導，泰德·梅爾菲（《聖人文森
特》）編劇。已敲定明年 4 月 7 日北美上映。

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出品的年度科幻大片《太空旅客》在北
京舉行發布會。女主角詹妮弗·勞倫斯和男主角克裏斯·帕拉特空降北
京，攜手出席了這場“中國啟航盛典”。兩位主演與到場的媒體、影
迷親切互動，談及本次合作更是開啟了互相點贊模式。現場最大的亮
點就是克裏斯和詹妮弗被各自贈送了紅藍配色的“龍鳳睡袍”，拿到
禮物的兩位主演不停用中文說“謝謝”。
《太空旅客》由導演莫騰·泰杜姆掌鏡，其執導的《模仿遊戲》曾
斬落奧斯卡最佳劇本獎，並獲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八項提名。編劇
喬·斯派茨也是大名鼎鼎，曾執筆《普羅米修斯》、《奇異博士》等好
萊塢超壹流影片。兩位主演詹妮弗·勞倫斯和克裏斯·帕拉特的組合也
是令人倍感期待。當日下午，大表姐和帕帕首先亮相紅毯與影迷互動
。此前大表姐曾經來為《饑餓遊戲３》站臺宣傳，帕帕也曾因為《侏
羅紀世界》來到中國，他們表示這壹次更加能感受到中國影迷的熱情
。詹妮弗·勞倫斯與克裏斯·帕拉特也都在超級英雄片中有過出色表現
，這次“星爵”與“魔形女”首度合作，在《太空旅客》中談情說愛
順便拯救世界。本次發布會以“啟航”為主題，將“阿瓦隆
”號宇宙飛船獨有的科幻氣質搬至現場，觀眾手持“船票”
入場，兩側還擺放著電影中重要道具高科技休眠倉，為影迷
們提供了壹個近距離體驗休眠感受的機會。談到為何會接拍
這部極具未來色彩的電影時，詹妮弗·勞倫斯表示“其實我
壹直都非常喜歡科幻電影，這部電影中美麗淒美的愛情故事
也深深吸引了我”，克裏斯·帕拉特則對該片劇本情有獨鐘
，“故事有很好的原創性，也非常大膽，對於我們和觀眾都
是壹個挑戰，因為要不斷對自己發問，如果碰到了這種情況

《俠盜壹號》首曝概念圖
義軍角色大換血 機器人 K-2SO 原型更骨感
《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本周再歐美地區大範圍
上映，作為正統“星戰”系列的延續，影片在美術設計上
也繼承了該系列的優良傳統。日前《娛樂周刊》首度曝光
《俠盜壹號》劇組在電影制作之初創作的壹系列藝術概念
圖。對比成片效果不難發現，《俠盜壹號》中明星款機器
人 K-2SO 的原始設計版較為骨感，突出粗糙的機械感，而
最終定型效果則更加圓潤光澤。《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
號》講述了琴·厄瑟（菲麗希緹·瓊斯 飾）與由卡西安·安
多上尉（叠戈·魯納 飾）、盲僧齊魯特（甄子丹 飾）、貝
茲·馬爾巴斯（姜文 飾）、索·格雷拉（福裏斯特·惠特克
飾）共同組成的反叛軍，盜取死星計劃的故事。影片將於
2017 年 1 月 6 日登陸中國。

《仙球大戰》何炅孫悟空造型曝光 親被 ，吊 有在 時空 甚中 至幾 還個
笑星馬麗挑戰男裝 Twins 造型犀利 演小 劉時 。鎮 對偉 此還 ，調 導侃
由劉鎮偉執導，何炅、鐘
欣潼、蔡卓研、馬麗等主演的
喜劇電影《仙球大戰》近日曝
光了壹組片場工作照，何炅悟
空造型曝光，馬麗、蔡卓研等
在劉鎮偉的打造下顯得十分

的身份來致敬傳統
老電影。
擁有 70 多個場
景的《魔弦傳說》
制作時間長達 5 年，
平均壹天只能拍出
2-5 秒 的 鏡 頭 。 基
於粉末材料打印而成的角色也得到了升級，久保壹
個人物就擁有 4800 萬種面部表情組合，而萊卡之
前的最高紀錄只有 150 萬種。這樣的精雕細琢可稱
得上是良心之作。《魔弦傳說》的制作負責人
Dan Pascall 曾經說過，“我們原本可以用更簡單
的方法來做電影。”言外之意，萊卡工作室的藝術
家們放棄了更簡單的拍片之道，而是在追求快速、
高產和利益最大化的動畫業界，選擇了壹條更復雜
、更費時的途徑。
萊卡工作室成立十余年，只制作了包括《魔弦
傳說》在內的 5 部動畫長片（《盒子怪》，《鬼媽
媽》等》），而《魔弦傳說》更是以 101 分鐘的片
長，成為迄今為止最長的原創定格動畫。為制作此
片，萊卡工作室事先拍攝了上百萬張照片，最終只

“犀利”。影片將在 2017 年 2
月 14 日情人節全國公映。
片方透露，何炅和蔡卓研
在片中有大量的動作戲份，需
要吊威亞的也不在少數，但兩
位演員所有的動作戲都事必躬

“連替身都省了”。“老好人
”何炅每天在片場極盡搞笑本
能，活躍現場氣氛。阿 Sa 說
：“每次大家壹起拍戲就像壹
場聚會”。
劉鎮偉表示，為達到自己

的“無厘頭”要求，壹眾主演
都會有壹套甚至幾套古怪的造
型。
何炅和阿 Sa 曝光的壹部
分造型也惡搞了林青霞在經典
港片《鹿鼎記》和《東方不敗
》中的形象，滑板頭、乞丐裝
、爆炸頭頻頻出現。笑星出身
的馬麗此番挑戰男裝造型，被
稱“醜的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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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RE 51 REASONS
YOU WON’T WANT TO MI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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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We’ll keep you entertained with
our top-ranked museum district,
our renowned theater district
and one of the nation’s best
ballet companies.
We’re home to top-notch Tex-Mex,
the best BBQ and over
10,000 other restaurants
serving the food of more than 70
countries and American regions.
You may have heard we’re the most
diverse region in the U.S.
and speak over 145 languages.
We have the world’s
largest medical center,
including the premier
hospitals in the country.
We have the award-winning
Buffalo Bayou Park,
the massive Memorial Park
(3X the size of Central Park),
the beautiful Discovery Green
and more golf courses than
you can shake a putter at,
making us one of the 10
greenest cities in the U.S.
Galveston beach is a short drive away.
So is the San Jacinto Monument,
Battleship Texas,
The Woodlands Waterway
and the Kemah Boardwalk.
If you’re looking for a job, we’re
a top city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with the most Fortune 500
companies outside of NYC.
And even better, our paychecks
stretch further than anywhere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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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nation’s fourth-largest city, we’re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and have a nightlife full of energy.
We’re the birthplace of NASA,
Dennis Quaid (and brother Randy),
Jennifer Garner (Golden Globe winner),
Jim Parsons (AKA Sheldon Cooper),
ZZ Top (formed here in 1969)
and, of course, Beyoncé.
Ever heard of the rodeo?
Ours i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Port of Houston is a pretty
BIG deal, too (it’s #2 in total tonnage).
We’re passionate about
the Houston Zoo,
the Houston Texans
and everything about J.J. Watt.
Don’t forget our outstanding bar scene,
the Anheuser-Busch brewery and
nearly a dozen craft breweries with
arguably the best beer in the country.
Our 655 square miles could
contain NYC, Boston, Miami,
San Francisco and Seattle,
which gives us plenty of space for
our 15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It helps to have two major airports,
including one of the nation’s largest.)
So clear your schedule, and get
your gear from The Galleria.
Gather the whole entire family for
10 free days of Super Bowl LIVE.
Get pumped for live music,
some good ol’ Texas eats
and football at its finest,
because the Super Bowl is
coming to Houston, y’all!

We’ve earned our bragging rights.

Super Bowl LI is produced by the NFL and the Houston Super Bowl Host 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