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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本地及全美各州搬家 ★專精傢俱回台灣及全球

●洛杉磯總公司 1-800-743-6656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德州分公司 17031
●新澤西分公司 732-432-4288
122 Tices Lane, Suite A,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台灣分公司 03-327-55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http://www.luckymov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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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265-6233

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安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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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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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 H1B, L1, L2, E1, E2 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洽詢專線 and Text:

915－
915
－691
691－
－9072
Wechat ID: nodocloan888
nodocloan888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Rei Ryan 朱 小 姐
20 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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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近年來，極限自拍似乎總能登上全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起初是因爲這些熱血青年拍攝的照片足以震撼人們的
眼球；後來隨著極限自拍而造成的死亡事件不斷頻發，這一極具冒險的行爲也備受人們的質疑。近日，一名德國遊客在秘魯
馬丘比丘廢墟禁區擺跳起姿勢自拍時摔落致死。僅僅 1 天之後，另一名韓國遊客在秘魯戈克塔瀑布頂部試圖自拍時墜落身亡。
極限自拍正導致越來越多致命意外，成爲全球現象。研究顯示，這群自稱爲“天行者”的極限自拍愛好者，“自拍死”最常
見的原因是從高處摔下，其次是溺斃。圖爲俄羅斯少年 Mustang Wanted，綽號“野馬, 是著名的攀爬專家，以膽大聞名。他與
同伴配合完成空中跷跷板。

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2016 年 12 月 18 日，德國蘭克，當地舉行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前冬泳活動。今年活動的水溫仍然保持在零上，據親曆者稱，上一次活動水面結冰
還是五、六年前的事。

綜合報道 2016 年斯諾克蘇格蘭公開賽結束半決賽爭奪，中國香港名將傅家俊對陣希金斯，在被希金斯上來連續三杆破百
並一度 1-4 落後的情況下，連贏八局以 9-4 逆轉，斬獲個人第三個大型排名賽冠軍。

綜合報道 近日，來自中國遼甯的柔術美女孫菲拍攝了一組逆天柔術照，長腿
翹臀柔韌身段令人驚豔。她曾在某節目中挑戰人類身體極限，將自己的身體彎折 6
次，當場評委紛紛被嚇傻。

人間萬象
神州有情
百姓故事

張張 存存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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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三省逾千鄉鎮村 搜集日軍細菌戰罪證
■台上的張存珠容光煥發
台上的張存珠容光煥發，
，
使勁地抖包袱。
使勁地抖包袱
。 丁春麗 攝

：

台上抖包袱
轉業軍人愛心救助爛腳老人
台下鬥人生
■李曉方正為吳學龍
李曉方正為吳學龍腿上的
腿上的
傷口換藥。
傷口換藥
。
受訪者供圖

浙江江山市上余鎮敬老院內，今年 80 歲的

後莊頭村農民毛水達在敬老院生活的 11 年裡，
一個小布袋從不離身，裡面裝着一張皺巴巴的

說學逗唱樂全場 笑對苦難常知足
舊名片。毛水達指着名片上的名字“李曉方”
說：“這是我的恩人！”內地獨立調查人李曉

方自 1995 年起踏遍浙、贛、湘三省 30 多個市縣
台上，他是著名的單口相聲演員張存珠，濟南司儀泰斗，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是至

1,000 餘鄉鎮村，尋訪了近 400 位爛腳病人，在
躍在濟南相聲舞台上的大師級人物。台下，他是一位樂觀的老人，每天堅持帶着抑鬱症

結緣相聲 60 載創新不止
據了解，張存珠早年拜相聲大師袁佩樓
為師，後被曲藝“四門抱”大師金文聲收為
義子，而金文聲又是郭德綱、李濤等人的師
父。
從 14 歲結緣相聲，到 1960 年加入濟南
曲藝團，張存珠說了近 60 年的相聲，也一
直為創新相聲而努力。每天讀書、聽段子四
小時。他還隨時準備一個本子，看到的俏皮
話、新名詞都隨時記下來。有時半夜靈感來
了，他也要先爬起來記錄一下，以免忘記。
“相聲是快樂的，創作過程卻是相當痛

內地首次證實這些爛腳患者為侵華日軍細菌戰
伴和曾患精神分裂症的兒子為觀眾說相聲。站在台上，他心裡只有觀眾和相聲，忘記了

苦的！”張存珠說，最痛苦的莫過於你的相
聲觀眾聽了不笑。相聲演員吸引觀眾的技巧
很多，包袱要埋得很深，抖得很巧，笑料都
出乎意料，卻又置於情理之中。
張存珠表示，相聲需不斷創新才能吸引
觀眾。自 2012 年每天在芙蓉館說相聲，他
僅創作的 40 分鐘以上的單口相聲就有四五
個，《海灣戰爭》、《黃半仙》、《山東鬥
法》等段子早已膾炙人口。據其徒弟妙語介
紹，他即使每天說半小時，也能保證半年的
相聲都不重樣。

惟願重振曲山藝海
“三哥（張存珠）一天不來芙蓉館就
難受，他離不開舞台。”李濤說，這也是
他多年來把芙蓉館堅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如果芙蓉館關了，這些老先生們可能真
李曉方，1971 年生，安徽來安縣
就沒有地方去了。”
人，1989 年入伍，歷任戰士、政治指導
“在北京學藝，去天津練活，到濟南
員、新聞幹事、浙江省級機關公務員。曾
■張存珠和師弟李濤
張存珠和師弟李濤（
（左）。
踢門檻”，濟南雖作為當年相聲的“三大碼
任南京軍區《人民前線》、新華社《中國
記者丁春麗 攝
圖片報》特約記者，並榮立二等功和三等
頭”之一，但目前相聲園子的生意蕭條。據
功各一次。現為哈爾濱社會科學院、湖南
手術變得拮据。李濤不但給了他說相聲的舞
悉，芙蓉館是民間相聲團體，也是濟南唯一
文理學院特約研究員。
台，還為一家三口提供了一個避風港。
頗具規模的相聲團體，雖然目前以一天一場
自上世紀 90 年代中開始，利用工餘
李濤表示，每天看到老爺子（張存
的頻率演出，但還是入不敷出。
時間自費走訪侵華日軍各種罪行的受害倖存者。著有大型紀實畫
“李濤為了芙蓉館都從地主變成貧農 珠）站在台上抖包袱，他就十分感動。“希
冊《泣血控訴：侵華日軍細菌戰炭疽、鼻疽受害倖存者實錄》、
了，他太作難了！”張存珠說他無以回報， 望有一天，老濟南‘曲山藝海’的盛況能夠
《世紀吶喊：67位倖存慰安婦實錄》。
■綜合網上資料
唯有好好表演。他特別感謝師弟李濤，前幾 得到再現。”張存珠說，他願與師弟李濤同
年家庭經歷了一些變故，又因為接連的心臟 舟共濟，曲山一條路，藝海一條船。

李曉方簡歷

■不少細菌戰的受害者都為後遺症所困
不少細菌戰的受害者都為後遺症所困，
，只能
依靠拾荒的微薄收入為生。
依靠拾荒的微薄收入為生
。
受訪者供圖

常德因是長沙的主要後援地而成為日軍心腹大患。1941 年 11
月，日軍隊在常德進行了鼠疫細菌的投放，導致常德地區鼠疫史無
前例的大規模流行，已經確認的遇難人數有7,643人。
李曉方 2006 年起多次赴湖南常德日軍細菌戰重災區調查受害
者。起初，他調查的是鼠疫受害者，在調查中，發現了多位爛腳病
老人。常德市武陵區蘆山鄉 83 歲的老人彭朝春說，自己在八歲那
年，下田幹活，回來後，雙腿起泡後開始爛，膿流到哪裡就爛到哪
裡。當時，村裡六組的周艮兒爛腳死了，七、八組的還有幾個爛腳
的老人。李曉方在最新調查中證實，1942 年發生在浙贛地區的細菌
戰，沿線數百公里的地方，日軍重複投放了多種細菌。常德的這些
爛腳老人就是當年的日軍細菌戰受害者。
李曉方說，這些倖存的受害者原先都認為自己得了怪病，在村
民面前抬不起頭，在痛苦、壓抑和自卑中度過了大半生。常年不管
冬天夏天，都穿着厚厚的褲子把自己的爛腿嚴實遮掩，羞於見人。
有的擔心窗口散發的氣味招致別人嫌棄，要用布帶裡三層外三層裹
着。當被李曉方的調查揭露並證實自己是日軍細菌戰的無辜受害者
後，爛腳老人們不僅挺直了腰板不再自卑，而且還得到社會多方的
熱情救助。

出版調查結果 填補歷史空白

“怪病”致自卑 調查還尊嚴

中所有的苦難。

炭疽、鼻疽受害者，並得到海內外專家公認。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

11月中旬某夜在山東濟南明府芙蓉館，一場原汁原
味的相聲即將開演。換上敞口黑布鞋，穿上藍色
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起初識毛水達的情形，李曉方印象深刻。2000 年 7
月，李曉方背着相機，在烈日下走進上余鎮後莊頭
長馬褂，用梳子梳了梳頭髮，往嘴裡塞了一把藥片，74
村，問村口的一位老人“你們村有沒有爛腳的人？”對方
歲的單口相聲大師張存珠登台亮相。
立即指着旁邊一位弓着背吃力地背着一袋沉重垃圾的老
雖患惡疾 台前容光煥發 人，64 歲的毛水達隨即進入了李曉方的視野。拉起褲腳，
腫脹、潰爛的雙腿流着膿水，散發着惡臭，潰爛深處露出
開場小段名叫《報君知》，張存珠率 5 位青年相聲
鮮紅的肌肉，能看到骨頭。
問起爛腿的緣由，毛水達敘述道：“1942 年 6 月，日
演員邊說邊唱。據他介紹，這是相聲最傳統的大開場，
本鬼子進村，一個鬼子用刺刀對着我，要我用麥稈吸池塘
又叫“發四喜”，所有相聲演員在節目表演之前都要唱
■張存珠
張存珠（
（左一
左一）
）在後台與徒弟
在後台與徒弟（
（右一
右一）
）一起琢
裡的水，我嚇得連忙用麥稈吸水，很快我的肚皮撐得像個
這麼一段。在全國的相聲園子裡，也只有在德雲社和芙
段子，
段子
，老伴始終靜靜地坐在一旁
老伴始終靜靜地坐在一旁。
。 記者丁春麗
氣球，小鬼子不時地哈哈大笑，就一腳把我踢到池塘裡，
蓉館才能看到這種原生態的開場演出。
轉身就走了。回家後，我就病倒了，發高燒。就在那年，
“我這蝸居實在太小了！”張存珠說，他和老
晚上21時，換上唐裝，又往嘴裡塞了一把藥片，張
我和村裡許多小夥伴的腿都突然起皰、腫脹、變黑，開始
兒子三人蝸居在
4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裡。相比台上
存珠再次壓軸出場。一上台，他容光煥發，醒木拍得啪
爛了起來。”

啪響，模仿得惟妙惟肖。一段《路遙知馬力》雅俗共 鮮，台下的他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笑容可掬，說
拾荒者受關注入敬老院
賞。“這樣看老爺子像是心臟搭了 8 個支架嗎？”一旁 動處起身表演一小段。他三句話不離相聲，正如他
名“三句半”。
的明府芙蓉館館主李濤說，每次上台前張存珠都要吃上
看了毛水達全部家當加起來都賣不到 100 元，李曉方
6粒速效救心丸。
想，不光要調查，一定要幫助他。他立即給鎮黨委官員打
照料妻兒 幕後知足常樂
電話，敘述毛水達的病因和生活窘境，之後又反覆聯繫當
最後，張存珠在觀眾的叫好聲中謝幕。稍作休息，張
地人武部政委。當地政府官員被李曉方所打動，毛水達終
患了抑鬱症的老伴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
存珠拉起老伴喚着兒子，一家三口乘車消失在濟南的冬夜
於在 2005 年住進了鎮養老院。毛水達說：“這裡生活好，
買菜，做飯，拿藥，去醫院……這位腿腳不利索的
裡。據其徒弟介紹，他一家三口每天 18 點準時來到芙蓉
扛起了家裡的瑣事，對妻兒寸步不離。台上，張存
館，22點左右回家，幾年如一日，風雨無阻。 不用整天為填飽肚子、看病發愁。”
2005 年 5 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將李曉方的調查資料與
“相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到後台就像打了 心抖着包袱，台下，觀眾席裡坐着他的妻兒。
結論出版為大型紀實畫冊《泣血控訴：侵華日軍細菌戰炭
然而，張存珠並沒有覺得自己的晚年生活有多
興奮劑，一上台就熱血沸騰！”張存珠說，不上台
疽、鼻疽受害倖存者實錄》，在海內外引發強烈反響。李
陪了
46 年的老伴還在身邊；兒子 6 月份開始能登台
表演就憋得難受，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登台表演。
曉方在接受媒體採訪中，反覆呼籲社會關注與救助倖存
了；一家三口又漲工資了……他一件件地講述着開
“演出一場我就能延壽 10 天，說上一年的相聲我就
者。浙江省人民醫院看到報道後，立即尋找細菌戰受害者
事情。“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唱着唸也是唸，哭着
能延壽十年！”他笑着說，觀眾的掌聲是他
為其免費治療。2005
年 9 月，70 歲的金華婺城區羅店鎮紅
是唸，為啥不唸得好聽點呢？”張存珠笑着說，“
最大的收穫。站在台上，他能忘記生活裡所
岩村老人吳學龍因此住進了醫院。
說起爛腿的經歷，吳學龍悲憤交加，“那天日本鬼子
才能常樂！”
有的苦難和辛酸。

■李曉方（左）會回訪每位尋訪到的爛腳老人，關心他們
的生活，這義舉令毛水達滿懷感激。
受訪者供圖

至 2002 年，李曉方用了六年的工餘時間，在浙
贛兩省的 800 多個村莊，尋訪到了 200 多位爛腿老
人，寫下病歷，拍下圖片。當時，內地醫學專家們
長期以來普遍認為“爛腳病”是當地的地方病。
李曉方將自己的調查資料於 2002 年向中國著名
細菌學、病毒學專家郭成周教授當面作了詳細匯
報，受到郭成周的高度重視，並在 2003 年 9 月，專
門為李曉方安排了關於侵華日軍炭疽受害者研究的
座談會，研究成果引起了內地細菌學專家們的高度
關注。經過專家們綜合史料的周密論證，郭成周認
為，從目前 200 多位還存活的患爛腳病老人身上看
出，侵華日軍在浙贛地區實施的細菌戰中使用了炭
疽菌和鼻疽菌。
李曉方 2003 年 9 月應邀在北京分別參加了“第
四屆日本侵華史學研討會”和“抗日戰爭史實調查
研究與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在大會上，李曉方
在內地首次把這些爛腿病人論證為侵華日軍細菌戰
炭疽、鼻疽受害者，得到了郭成周和美國醫學家馬
丁．弗曼斯基博士等海內外專家的公認。郭成周在
研討會現場明確表示，“李曉方的研究成果填補了
一個歷史空白”。
李曉方的調查結果《泣血控訴：侵華日軍細菌
戰炭疽、鼻疽受害倖存者實錄》出版後，被日本國
會圖書館收藏。曾經多次到中國實地調查細菌戰的
馬丁．弗曼斯基把該畫冊帶回美國。馬丁．弗曼斯
基為此專門撰文表示，“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
1942 年炭疽從日本的細菌武器工廠運到浙江用於細
菌武器攻擊。畫冊中的照片記錄了 60 多年前發生的
一場反人類的醫學犯罪，很長時間以來這一罪行只
有它的受害者記得。”李曉方的調查結果在日本、
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多個國家都引發強烈反響。他
說：“終於如我所願，將侵華日軍細菌戰的罪惡大
白於天下。”

的好幾架飛機在金華市城郊丟炸彈”，七歲的吳學龍嚇得
拚命地跑，兩個炸彈在他身邊的小河裡爆炸，數米高的水
花將他全身濕透。第二天，他的兩條腿突然各起了一個
皰，發燒怕冷，腫脹了起來，第五天腫脹處全都變黑壞死
腐爛。
醫生為吳學龍清洗創面，並進行大面積自體皮膚移
植，免去了六萬元的醫療費用。吳學龍說，“爛腿 63 年不
敢洗澡，一洗就爛。現在終於能痛快洗澡了。”他強調，
這都得益於李曉方的幫助，“要不然我早就死翹翹了。”
這位一輩子默默無聞的老人，因為李曉方的尋訪，終於有
機會在歷史上留下他的名字和苦難，並得到關愛與救助。
在李曉芳的感召下，內地企業、社會團體紛紛發起對倖存
的爛腳受害者的捐助行動。

建服務中心 背負滿身債
尋訪和救助日本侵華戰爭倖存的受害者 20 年，李曉
方花費了逾 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他笑着說：“我
還欠着我媽 26 萬呢，哥哥給了 5 萬，弟弟給我 8 萬。”
2015 年 7 月，李曉方成立了浙江夕陽紅困難老人救助服務
中心，專門為倖存的侵華日軍暴行受害困難老人提供生活
救助服務、醫療救助服務、生活照料及精神撫慰。目前，
已經救助了22名老人。
李曉方說，調查中發現有許多侵華日軍細菌戰，南京
大屠殺，重慶、四川大轟炸，擄日勞工等受害者和慰安婦
被疾病折磨，生活在貧
困之中。他感慨道：
“他們都是弱者。戰爭
中是弱者，戰爭後依然
是弱者。”李曉方又
說：“我最後發現，如
果說我的所作所為有什
■ 圖為李曉方看望
麼意義，最大的意義便
曾為慰安婦的李美
是讓這些受難者的痛苦
金。
受訪者供圖
被更多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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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芝城李氏公所
的宗長包括:全美李氏公
所 美 東 總 長：李 本 安 ( 喬
西)，芝加哥李氏公所顧問
：李國雄(鶴山)、李秉樞、
李鴻沾、李金亮、李雙振、
李本安(南沖)、李振民、李
維邦、李冠興、李仲光、李
萬暢、李國雄(臺山)、李洪藝、李源石
等。
李氏公所訂於 2017 年元旦(1 月 1
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在該公所會議
廳舉行新舊職員交接典禮暨新春聚
會，主席洪藝表示，屆時歡迎各宗親
踴躍參加共慶新春，以彰慶典。

芝加哥李氏公所 李國雄 李源石膺任議長
2017 年完成改選 李洪藝 李著華當選主席
(本報記者/郭笑榮/採訪報導)
在經過 12 月 4 日和 11 日的初選
和復選之後，芝加哥李氏公所已在
公正公開選舉之下選舉出 2017 年的
新職員，在全美美東總長李本安監
督之下，整個選舉過程十分順利圓
滿，充分展現李氏宗親的民主精神，

結果由李洪藝與李著華眾望所歸， 委員內互選出主席、議長及各科職 財政：李本得、李卓煌，
以高票當選 2017 年芝加哥李氏公所 員，此次當選的 2017 年各科職員名 核數：李維義、李學球，交誼：李暢姿
、李劍虹、李偉才、李樹春，樓業部：
主席，現任議長李國雄連任，卸任主 單如下：
李國雄(台山)、李著華、李格美，婦女
議長：李國雄(台山)、李源石。
席新任議長。
部部長：李鴻占夫人、李著華夫人，
主席：李洪藝、 李著華。
李氏公所依例執行委員任期兩
中文書記：李著華夫人、李景超， 青年部：李劍虹、李偉才、李源石、李
年，每兩年改選一次，每次先票選出
樹春、李景超、李格美、李霸、李霜。
英文書記：李本得、李本標，
十五位執行委員，再從十五位執行

芝城李氏公所職員合影:前排左起
芝城李氏公所職員合影:
前排左起::本標英文書記
本標英文書記,,本安總長
本安總長,,著華主席
洪藝主席,,國雄議長
洪藝主席
國雄議長,,源石議長
源石議長,,後排左起
後排左起::本得
本得,,學球
學球,,
著華夫人,,暢姿
著華夫人
暢姿,,景超
景超,,卓煌

學球(中)與景超
學球(
與景超((右)負責計票
負責計票,(
,(左
左)為全美美東
總長李本安親自到場監督選舉

初選結果由本標((前左
初選結果由本標
前左))唱票
唱票，
，錫祥
錫祥((前右
前右))監票

芝城黃氏宗親會
2017 年度新職員選出
主席 黃國銘、黃耀明
12 月 19 日進行交接
(本報訊)芝城黃氏宗親 2017 年度
新 舊 職 員 交 接 公 告，本 宗 親 會
2017 年度職員選舉，經過復選結
果，產生新一屆職員，當選人名單
如下：主席：黃國銘、黃耀明，中文
書記：黃耀榮、黃松禧，西文書記：
黃宗焯、黃梓炽，財政：黃兆仁、黃

永棠，核數：黃允疇、黃夢湖。
黃氏宗親會新舊職員交接典
禮定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中午 12
時，在該會所四樓舉行交接，屆時
請本會職議員及會員踊躍參加，
並熱烈歡迎新聞界以及社團朋友
前來助興，特此公告.

2016 年 12 月 8 日,中華民國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震寰處長於北華埠富麗華
大酒樓歡宴北華埠僑領暨各僑團領袖..陪同出席者有陳琼玉副處長
大酒樓歡宴北華埠僑領暨各僑團領袖
陪同出席者有陳琼玉副處長,,林易民組長
林易民組長,,張志強
組長,,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王偉讚主任
組長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王偉讚主任,,葉子貞副主任
葉子貞副主任,,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主席劉國新伉
儷,行政主任陳炳餘
行政主任陳炳餘,,核數李本安
核數李本安,,僑務委員項邦珍暨多位僑務榮譽職人員
僑務委員項邦珍暨多位僑務榮譽職人員,,出席僑團有華
人互助會,,東南亞中心
人互助會
東南亞中心,,協勝公會
協勝公會,,潮州同鄉會
潮州同鄉會,,華人敬老會等僑團領袖
華人敬老會等僑團領袖((攝影
攝影::鍾任財
鍾任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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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張存珠容光煥發
台上的張存珠容光煥發，
，
使勁地抖包袱。
使勁地抖包袱
。 丁春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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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抖包袱
《聖戰尋親》
艾絲翠維娜
台下鬥人生
說學逗唱樂全場 笑對苦難常知足
單憑愛，不能解決問題
文：藝能小子

現代女醫版《水戶黃門》

今年秋季日劇已屆尾聲，播到第 4 季的《Doctor X》如入無人之境，以 21.37%平均收視率（截至
第 9 集）力壓群雄，成為當季，甚至全年“日劇之
王”。更甚是除了第 2 集稍為跌穿 20%外(也是絕不
丟臉的 19.7%)，其餘集數均至少是二字頭，以目前
愈來愈少人按時收看電視節目的時代而言，簡直是
怪物級表現。
有趣的是，今季《Doctor X》的架構跟前三季
有相當分別。首季主旨是以帝都醫大第三醫院走
馬上任的毒島院長，為鞏固勢力而借助米倉涼子飾
演的女醫神大門未知子“永不失敗”的手術功力，
卻暗藏逐步揭開她過去的佈局。第 2 季大門獲邀加盟
帝都醫大總院，成為內、外科互相角力的關鍵核
心，最終讓隻手遮天的蛭間院長丟了烏紗。第 3 季則
發展至政治層面，掌管國立高度醫療中心的天堂義
人欲借醫療界作為進軍政壇的跳板，從而需要大門
台上，他是著名的單口相聲演員張存珠，濟南司儀泰斗，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是至
的實力，卻聰明反被聰明誤，所有部署化為烏有。
三季共通點都是醫院的最高負責人，要借助大門征
躍在濟南相聲舞台上的大師級人物。台下，他是一位樂觀的老人，每天堅持帶着抑鬱症
服奇難雜症的能力來實現自己的野心，所有手術都
近年在歐洲發生了不少恐怖襲擊事件，
近年在歐洲發生了不少恐怖襲擊事件
，而由康城得獎導演哈察保查希
而由康城得獎導演哈察保查希(Rachid
(Rachid Bouchareb)執導的新片
Bouchareb)執導的新片
伴和曾患精神分裂症的兒子為觀眾說相聲。站在台上，他心裡只有觀眾和相聲，忘記了
■艾絲翠維
是用來逐步凝聚劇情。
《 聖戰尋親
聖戰尋親》
》 (Road to Istanbul)正是講一名母親尋找被恐怖組織洗腦
Istanbul) 正是講一名母親尋找被恐怖組織洗腦、
、 前往敘利亞參加聖戰的女兒的故
娜日前來港
到現在第 4 季高層角力依舊，蛭間院長面對想
據了解，張存珠早年拜相聲大師袁佩樓 苦的！”張存珠說，最痛苦的莫過於你的相
中所有的苦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
事。飾演單親母親伊莉莎白的比利時女星艾絲翠維娜
飾演單親母親伊莉莎白的比利時女星艾絲翠維娜（
（Astrid Whettnall）
Whettnall
）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分享
出席法國電
為兄長報仇的久保副院長，後者不停設局想令蛭間
為師，後被曲藝“四門抱”大師金文聲收為 聲觀眾聽了不笑。相聲演員吸引觀眾的技巧
影節。
影節
。
犯錯落馬，但一直未能奏效。而大門負責的手術再
拍攝點滴外，
拍攝點滴外
，提到歐洲年輕人變成
提到歐洲年輕人變成“
“聖戰者
聖戰者”
”一事
一事，
，是由多個原因造成
是由多個原因造成，
，非單憑愛就可以解決
非單憑愛就可以解決，
，父母
父母、
、政
月中旬某夜在山東濟南明府芙蓉館，一場原汁原
很多，包袱要埋得很深，抖得很巧，笑料都
義子，而金文聲又是郭德綱、李濤等人的師
陳敏娜
攝
非單純是正、副院長之間的鬥爭工具，有時甚至出
味的相聲即將開演。換上敞口黑布鞋，穿上藍色
府需同心協力正視並尋求解決方法，
府需同心協力正視並尋求解決方法
，任何一方也不能袖手旁觀
任何一方也不能袖手旁觀。
。 文：陳敏娜
場地提供：香港怡東酒店
場地提供：
出乎意料，卻又置於情理之中。
父。
現救活了人卻好心做壞事的情況。令筆者最有印象
長馬褂，用梳子梳了梳頭髮，往嘴裡塞了一把藥片，74
張存珠表示，相聲需不斷創新才能吸引
從 14 歲結緣相聲，到 1960 年加入濟南
的，可算是第 2 集貧窮村長與受賂議員之間的對比，
歲的單口相聲大師張存珠登台亮相。
表面上當然讓人覺得拯救前者是合情合理，但原來
skype
與女兒通話那幕感觸良多，“本身那幕沒
台 劇 出 身 的 艾 絲 翠60
選年的相聲，也一
擇 出 演 《 聖 戰 尋 觀眾。自 2012 年每天在芙蓉館說相聲，他
曲藝團，張存珠說了近
那村長想趕快做完手術出院，竟是要出席私生女的
有要求我哭，但當我望向熒幕，見到女兒包了
親》，主因之一是一直盼望跟導演哈察 僅創作的 40 分鐘以上的單口相聲就有四五
直為創新相聲而努力。每天讀書、聽段子四
婚禮，氣得其無子裔的元配七孔生煙！所以大門的
頭巾，完全變成一個陌生人時，我很驚訝，並
保查希合作，“我一直有留意他的作品，特別
小時。他還隨時準備一個本子，看到的俏皮 個，《海灣戰爭》、《黃半仙》、《山東鬥
超凡技藝，也會發展成不恰當的情況。
真正感受到我真的失去了她，感觸很深，忍不
欣賞《英倫異客》和《Little Senegal》這兩部
開場小段名叫《報君知》，張存珠率
5
位青年相聲
話、新名詞都隨時記下來。有時半夜靈感來 法》等段子早已膾炙人口。據其徒弟妙語介
另外，《Doctor X》如今變成大門恍像俠士般
住當場哭出來。”而談到戲中伊莉莎白要修理
戲。他一直保持真誠的態度去拍片，他曾說過
演員邊說邊唱。據他介紹，這是相聲最傳統的大開場，
了，他也要先爬起來記錄一下，以免忘記。 紹，他即使每天說半小時，也能保證半年的 洗衣機時，她笑言：“其實我都一樣不知道怎
去拯救百姓(權貴與窮人都救)，有意無意間都令別有
電影能夠成為對抗壞主意的武器，比起強加自
又叫“發四喜”，所有相聲演員在節目表演之前都要唱
“相聲是快樂的，創作過程卻是相當痛 相聲都不重樣。
■張存珠
張存珠（
（左一
左一）
）在後台與徒弟
在後台與徒弟（
（右一
右一）
）一起
用心者(如正、副院長)計策失敗，最終都是邪不能勝
樣修理，拍攝時都是亂試，但這亦是我欣賞伊
己的想法予觀眾，他更重讓觀眾去思考，尋
這麼一段。在全國的相聲園子裡，也只有在德雲社和芙
正。不少日本網民認為劇集很像過往的古裝劇《水
莉莎白的地方，她願意去嘗試，而非去尋找別
找答案，我很佩服他。”
段子，
段子
，老伴始終靜靜地坐在一旁
老伴始終靜靜地坐在一旁。
。 記者丁春麗
蓉館才能看到這種原生態的開場演出。
戶黃門》，一直受社會壓迫的人自然看得興奮，很
人幫忙。”
首嘗在酒吧面試
想現世都會有這種打擊奸黨的俠士出現。
“我這蝸居實在太小了！”張存珠說，他和老
晚上21時，換上唐裝，又往嘴裡塞了一把藥片，張
世界變得太壞
艾絲翠透露是導演主動找她合作，並笑指
兒子三人蝸居在
4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裡。相比台上
存珠再次壓軸出場。一上台，他容光煥發，醒木拍得啪
面試過程很奇妙，“有晚我洗澡時，選角導演
哈察盼藉新片，讓大家留意到愈來愈多
“三哥（張存珠）一天不來芙蓉館就
啪響，模仿得惟妙惟肖。一段《路遙知馬力》雅俗共 鮮，台下的他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笑容可掬，說
致電給我，問我第二天下午有沒有事要做，謂
歐洲年輕人變成“聖戰者”的嚴重性，但他用
難受，他離不開舞台。”李濤說，這也是
賞。“這樣看老爺子像是心臟搭了
8 個支架嗎？”一旁 動處起身表演一小段。他三句話不離相聲，正如他
哈察會來布魯塞爾，想見我。第二天我們約在
了一個開放的結局，沒有直接點出該如何去
■導演哈察保查希(右 2)攜《聖》片主創出席
他多年來把芙蓉館堅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名“三句半”。
的明府芙蓉館館主李濤說，每次上台前張存珠都要吃上
酒吧見面，我從未試過在酒吧進行面試，而且
做，艾絲翠很讚賞哈察的做法，“《聖戰尋
柏林影展。
網上圖片
“如果芙蓉館關了，這些老先生們可能真
6粒速效救心丸。
只有一晚時間去熟讀劇本。我們談了近兩小
親》的主線還是講伊莉莎白即使面對人生的不
就沒有地方去了。”
戰”。伊莉莎白為了了解女兒的轉變，上堂聆 確定，充滿恐懼，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並審
時，卻很少談到劇本，反而他講了很多關於政
最後，張存珠在觀眾的叫好聲中謝幕。稍作休息，張
“在北京學藝，去天津練活，到濟南 聽專家分析因由。艾絲翠提到在準備角色時，
治、對敘利亞的想法等，我也說了一些演藝經
視與女兒之間的問題。”
患了抑鬱症的老伴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
存珠拉起老伴喚着兒子，一家三口乘車消失在濟南的冬夜
■張存珠和師弟李濤
張存珠和師弟李濤（
（左）。
15 位父母傾談，
歷，兩小時過後，他表示：‘OK，你得到角
問到愛，是否唯一的解決方法？艾絲翠直
踢門檻”，濟南雖作為當年相聲的“三大碼 也有親身與擁有相同經歷、約
裡。據其徒弟介紹，他一家三口每天
18 點準時來到芙蓉 買菜，做飯，拿藥，去醫院……這位腿腳不利索的
記者丁春麗 攝
色了。’那刻我蠻驚訝，同時亦很榮幸能跟他
頭”之一，但目前相聲園子的生意蕭條。據 但她更重的是去鑽研伊莉莎白究竟是一位怎 言：“不是，因為有太多理由可導致這情況，
扛起了家裡的瑣事，對妻兒寸步不離。台上，張存
館，22點左右回家，幾年如一日，風雨無阻。
樣的女性、與女兒的關係如何等等，“伊莉莎 現今的世界變得太壞，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想
合作。”
悉，芙蓉館是民間相聲團體，也是濟南唯一 手術變得拮据。李濤不但給了他說相聲的舞
“相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到後台就像打了 心抖着包袱，台下，觀眾席裡坐着他的妻兒。
“哈察對角色(伊莉莎白)的塑造很有要 白是個很內斂的母親，不習慣把愛說出口，但 改變卻找不到改變的空間，政客只顧自保，遇
星
頗具規模的相聲團體，雖然目前以一天一場 台，還為一家三口提供了一個避風港。
然而，張存珠並沒有覺得自己的晚年生活有多
興奮劑，一上台就熱血沸騰！”張存珠說，不上台
求，表明不能像我般是金色短髮，因伊莉莎白 她很勇敢，不顧自身安危，用盡一切方法，務 上問題視而不見，或僅提出短期解決方法而不
李
濤
表
示
，
每
天
看
到
老
爺
子
（
張
存
的頻率演出，但還是入不敷出。
年的老伴還在身邊；兒子 6 月份開始能登台
將一切奉獻給女兒、工作，沒有社交圈子，我 必找回女兒，她的勇敢令我充滿力量。”問到 肯正視，如澳洲大堡礁的珊瑚礁群發生大規模
表演就憋得難受，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登台表演。 陪了 46 文：Mana
“李濤為了芙蓉館都從地主變成貧農 珠）站在台上抖包袱，他就十分感動。“希
她能否如伊莉莎白般勇敢？她直言：“很難去 白化，過去
們花了一個月時間去準備，從外形、聲線、說
9 個月有近 7 成的珊瑚死去，政府
“演出一場我就能延壽
10 天，說上一年的相聲我就 了；一家三口又漲工資了……他一件件地講述着開
估算，但我也是一位母親，我愛我的孩子們， 卻置之不理，這實在太瘋狂了，試想想，我們
話的方式、行路的姿勢等都務求可塑造出一個
了，他太作難了！”張存珠說他無以回報， 望有一天，老濟南‘曲山藝海’的盛況能夠
能延壽十年！”他笑着說，觀眾的掌聲是他 事情。“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唱着唸也是唸，哭着
我相信自己願意做任何事去救他們。”
硬朗的母親形象。”她說，“但一去到片場，
的子孫要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她坦言自己
唯有好好表演。他特別感謝師弟李濤，前幾 得到再現。”張存珠說，他願與師弟李濤同
最大的收穫。站在台上，他能忘記生活裡所 是唸，為啥不唸得好聽點呢？”張存珠笑着說，“
艾絲翠在片中有不少內心戲，比起哪一幕 也不知道解決方法，但不論是父母、政府都要
他給予演員充足的自由，他很相信我們，只會
年家庭經歷了一些變故，又因為接連的心臟 舟共濟，曲山一條路，藝海一條船。
才能常樂！”
有的苦難和辛酸。
指點一二，不會干涉太多，我們多數只需拍一 較難演，她指伊莉莎白的心情轉變是漸進式， 直視這問題，“拍畢這片後，我與孩子們坐下
先是不滿女兒遲遲不回家，再嬲女兒沒有音 來懇談，很抱歉讓他們生活在一個這樣的社會
兩次，他就肯收貨。”
訊，到知道女兒做了“聖戰者”後則擔心得不 中。同時我也了解到與孩子們保持聯絡的重要
為期近 3 周的第 45 屆法國電影節落幕，今年邀
感觸太深落淚
知如何是好，“每當伊莉莎白得到新資訊，她 性，那些受苦家長說過僅兩個月已可令孩子被
請了不少法國電影業導演及女星來港與香港影迷會
面，其中一位是以拍紀錄片為主的 70 後導演薩維耶
在戲中，伊莉莎白的女兒艾洛迪受聖戰組 的心境就會跟隨有少許轉變，這跟我們平時的 洗腦，是多麼短的時間！因此，我現在每日都
德洛山(Xavier de Lauzanne)，他攜全新紀錄片《小
織網上洗腦，離家出走，前往敘利亞參加“聖 情況是一樣的。”不過，她提到伊莉莎白通過 盡量與孩子們保持聯絡。”
寶貝》(Little Gems)訪港，並於上周三出席映後談。
《 小 寶 貝 》 講 述 法 籍 夫 婦 旅 客 Christian 和
Marie-France 如何拯救 10,000 個柬埔寨孩童脫離在
金邊垃圾山中翻垃圾求生存的苦況，助孩童接受教
星
育，建立光明未來。
其間，薩維耶德洛山回答港迷提問時表示，
文：鄺文峯
Christian 和 Marie-France 拍攝該片時已經退休，二
人雖有親生子女，但都已長大成人，最少的都已屆
30 多歲，擁有自己的家庭，有的甚至已擁有自己的
典的木訥男馬締光也一角橫掃日本八項影 愛。至於飾演爸爸田村治的柄本明也是影帝級演
子女。他們雖沒有參與電影拍攝工作，但非常支持
帝，這次演久未回家的 Band 友，繼續有好 員，2010 年憑《惡人》得最佳男配角。這次演患
父母的決定，就算父母要離開他們身邊，甚至犧牲
癌老人，發揮機會比松田龍平更多。從老而彌
表現。
了與孫子孫女共聚的時間，仍然以父母為榮。薩維
其實松田龍平在《Band 友愛回家》中 堅、卧病在床到失去記憶，一步一步接近死亡，
耶 德 洛 山 強 調 片 尾 沒 有 播 出 Christian 和
演的永吉也頗有馬締光也的影子，雖然兩角 柄本明皆演得真實又可愛。
Marie-France 與子女們的照片，是希望把重點聚焦
說他們可愛，除了因為他們演活了各種生活
一個文靜一個狂野，但面對世道人心，同樣
在二人與柬埔寨孩童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上，不想模
含蓄內斂。電影中永吉七年未有回家，這次 軼事之外，亦因為導演沖田修一非常幽默地處理
糊了焦點。
帶同未婚妻從東京回到家鄉小島，怎料此時 田村爸爸臨終前各個遺願。沖田導演善於把握電
父親發現患上肺癌。在父親餘下的時間裡， 影節奏和氣氛，每次觸碰到傷痛處，往往能通過
些瑣碎事，將悲傷一笑帶過。末段婚禮一幕，更
永吉漸漸學習與家人相處的點滴。
粗獷 Band 友談家庭溫暖和離愁別緒， 有種戲謔意味。也許這正是電影想帶出的生活態
好像總是格格不入。永吉就是在種種日常小 度，即便死亡也不是一件悲傷事，它不過是一件
事中發現距離，又嘗試拉近距離。正如戲中 真實的事，當然會有淚，但亦會有笑。
我們都知道，在世間遮風擋雨有一種愛，從
一句對白所言，我們都知道父母有一日會離
開，但當他們將要離開了，才發現這件一直 六歲到八十歲，從《字裡人間》到《Band 友愛回
今年日本電影好戲連場，繼《怒》和《你的
名字。》之後，又有《Band 友愛回家》。雖然這 知道的事原來是真實的。也由這一句開始，永吉 家》，從柄本明到松田龍平也不會更改。字典的
套戲在宣傳和話題上不如前兩者，但也不容錯 開始踏出第一步。儘管並非事事盡得父親心意， 一字一句可以看到微言大義，小島上的一點一滴
過。男主角松田龍平三年前憑《字裡人間》編字 但正是因為這些小岔子，才顯出他的努力和可 也可以看到病裡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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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款 董 娘？ 劉 伊 心 遭 爆 超 不 尊 重 求 職 者
「美胸皇后」劉伊心明年 4 月就要嫁給「老
虎牙子」品牌執行長林志隆，現在已經到公司內
部任職，職稱為行銷副總。然而 15 日有網友在
PTT 爆料，指自己到「老虎 X 子」求職，遇到 L
女打斷面試，過程極度不尊重求職者。網友回
家一查才發現，5 月時就已經有同病相憐的求職
者，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史上最扯面試」。
5 月份面試者在事後心得中寫下，自己 11 點
半準時抵達公司，面試官卻 11 點 45 分才出現，
而且僅靠求職者簡短的自我介紹決定誰進入下
一輪。面試官隨後詢問晉級者中誰有「即戰力」，
但晉級的求職者全是沒有社會經驗的新鮮人，
面試官只好隨意丟出一個提案要求，在完全沒
說明交件時間和 email 後 就結束面試，相關資
訊都是助理補充。網友稱整個面試過程「沒有
最瞎，只有更瞎」，面試官全程還抱著愛犬吉娃
娃。網友最後附上劉伊心和林志隆相戀的新聞，
自嘲「早知道就多看點『康熙來了』」，言下之意
該名離譜面試官就是劉伊心。

而 15 日爆料的求職者也受到極為不尊重的
對待，他在與業務主管進行一小時的面試後，就
遇到一位 L 小姐打斷面試。L 小姐在簡單詢問
後，直接斥責：「適合你屬性的部門已經沒有缺
人了，你們浪費一個小時不知道在做什麼？」L
再度要求求職者要有「即戰力」，卻在對方回答
後說：「那我請學生來做不就好了，你們浪費 1.5
小時真不知道在幹嘛？謝謝今天到這裡。」全程
讓網友直呼「太可笑，有這樣的董娘鬼才會想進
去。」
網友文章一出後引發廣大回響，有其他類
似遭遇的求職者紛紛跳出來。甚至有人加碼爆
料「在朋友攝影棚遇到她很跩，確實很不尊重
專業」、「她曾經因為狗跑到路上，無法來參加
老虎牙子的贊助活動」、「朋友是她的第五個助
理，只做了一個月」等。鄉民也湧入劉伊心的臉
書，留言酸她「請問妳有即戰力嗎？」、「面試達
人 4ni ？」。

小 S 不要看！賈永婕：她有什麼資格跟我比
賈永婕今天穿著破萬元的運動服飾，展現貴婦級運動
時尚。她曾與閨密小 S 互尬料理手藝，兩人也曾相約運動。
不過身為三鐵女星，賈永婕笑笑說：「小 S 會在一個小時之
內鍛鍊全身，但一個小時對我來說只是暖身。」所以兩個人
只會一起跳 ZUMBA。
至於兩位人妻的手藝，賈永婕更是自信滿滿：「一直以
來都沒什麼好比的啊！她沒有什麼資格跟我比賽，除非比賽
她的拿手菜番茄炒蛋，但其他菜色就不用爭了。」她們上周
帶著小孩一起野餐，賈永婕爆料「小 S 連一根手指都沒有動
過，就坐在那裡吃我做的東西。」
她運動和料理手藝強度狂勝小 S，引發小 S 嗆聲「很閒
才會做菜」。不過賈永婕說自己完全不閒，不怕小 S 來跟自
己一較高下。她周日又要挑戰台北馬拉松，老公設下目標要

她四小時內跑完，她感嘆被家人吃死死，連狗在家都騎到
她頭上。

前妻當按摩女啃老本陳子強想再婚娶回舞蹈老師

面，他說：
「這是我們家的事情，單純一點好。」
他與傅天穎一段破碎婚曾讓他承受很
大傷害，所以和陳以仁交往以來始終很低調，
他說：「不求轟轟烈烈只求平平穩穩」，直讚
對方真的很好，雙方感情和工作都很穩定，
兩人交往多年，彼此已有結婚共識，但不考
慮生小孩，陳子強笑說：「我現在做公益認
養很多非洲兒童這樣很好，不用生了」。今年
還是明年辦喜事？他笑說：「真的還沒計畫，
只是有共識會往結婚的路走。」不過陳子強
和未來準岳父相處融洽，他辦公益畫展，陳
以仁書法家的父親也連三年提供作品義賣力
挺。陳子強也義賣和兒子小天子的創作作品。
陳子強在圈內人緣極佳，活動舉辦 3 年
來他一通通電話打給藝人，曾被誤以為是詐
騙集團，他默默付出的愛心後來獲得認可，
今年更邀來 59 位圈內藝人共襄盛舉，包括
王彩樺、苗可麗、丁力祺、王璨、海倫清桃、
林小樓、黃子佼等人都來站台並提供作品義
賣，苗可麗現場還認購王彩樺親筆寫的心經，
陳子強與傅天穎離婚後，與舞蹈老師陳以仁穩定交 王彩樺則買下許孝舜的畫作，一幅作品 6 千元起標，所得全資
往，因過往婚姻經驗曾揚言再婚怕怕的他終於動了結婚 助非洲貧兒，陳子強表示，明年還將繼續擴大辦理，希望圈內更
的念頭，15 日陳子強擔任「2015 Taiwan 愛飛揚．慈善義 多藝人一起參與。
畫聯展」策展人，表示和女友有結婚共識。至
於前妻傅天穎，他以 8 個字回應：「和平共處、
互不打擾」。
女星傅天穎與陳子強離婚後，近 3 年沒通
告，近來去當按摩學徒，賺取每月 17K 微薄薪
資，直到包翠英找上她走秀才復出。陳子強談
此事說：「她復出很祝福她，但是只希望不要
扯到小孩。」傅天穎目前月花 2 萬多租房養媽
媽和兒子生活拮据，陳子強說：「當初離婚時
我們每人各付擔孩子兩萬元生活費，我再苦也
想辦法湊這錢給她，很多人包括家人罵我為何
不把孩子帶回來？我自己是童星出身，當年一
天到晚搬家，根本沒朋友，不希望我的兒子也
走上這條路，也不希望切斷他們母子情，才會
讓孩子跟著她，至少兒子都能在固定的地方生
活學習，不會換來換去。」他每兩周固定見兒子
一次，只是至今沒讓女友陳以仁和孩子一起見

「全家」力挺鼓鼓
佼佼出借孟耿如推銷愛犬
鼓鼓新歌〈為愛而愛〉MV，邀孟耿如當女主角，兩人有壁咚、共舞、
搥肩按摩、甜蜜餵食等親密互動。他昨發片記者會請孟耿如的男友黃子
佼主持，現場播放 MV，黃看完大讚是年度最好看的 MV，尤其女主角表
現太棒了，黃子佼說：「今天我們全家出動挺鼓鼓了。」儼然已經把女友當
家人，接著問鼓鼓還有什麼需要：「要不要我的狗也可以租給你？」
鼓鼓個性靦腆，被黃子佼問到：「女主角是你選的嗎？」他趕緊推給
導演，黃故作大方要他「該親就親、該抱就抱」
，卻突然變聲用台語揚言：
「你
試試看呀！」嚇得鼓鼓不敢接話。
他的圈內好友昨送上祝福影片，包括緋聞女友 Popu Lady 成員大元，
稱讚他寫的歌曲好聽，人也很有耐心，而他則說大元是可愛單純的女生，
Popu Lady 的寫真集很健康、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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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鬧天竺兄弟幫
蓋章認定情義深

日前，王寶強導演處女作電影《大
鬧天竺》發布步步高升版海報和天竺兄
弟幫特輯，繼正式版預告之後再曝片場
趣事花絮。
王寶強拍戲工作精力充沛、白客“自
帶喜感”，嶽雲鵬自封“安靜的美男子”
，柳岩被贊“什麽都值得擁有”，天竺兄
弟幫四人疊羅漢喜劇開挂。電影《大鬧天
竺》將于1月28日大年初一上映，陪全國
觀衆歡喜鬧大年。
電影《大鬧天竺》講述了王寶強飾
演的“武空”護送白客飾演的富二代
“唐森”去印度取遺囑，遇見嶽雲鵬飾
演的地陪小跟班“朱天鵬”和柳岩飾演

的神秘美女
“吳靜”，四
人結成天竺兄
弟幫，一起踏上歡喜旅途的故事。
此次，片方發布最新海報，王寶
強、白客、嶽雲鵬和柳岩四人疊羅漢
亮相，王寶強手執金箍棒盤腿打坐托
底，白客微微撇嘴坐在王寶強肩上，
嶽雲鵬憨笑著疊在白客之上，柳岩則
在最頂端高舉起手指向“大年初一”
，天竺兄弟幫情誼甚笃，穩坐如山，
氣勢節節高。
畫面放大仔細看，王寶強腿邊還有
兄弟幫三人小像，白客、嶽雲鵬、柳岩似
攀山一般向上前進，踏上征程，王寶強則
翻騰在半空中，與他們遙相呼應。背景雲
層翻滾湧動，哈努曼神在空中露出微微一

角，紅色飄帶隨風揚起，鞭炮爆竹灑落半
空中。廣闊的山川湖海和異域樓宇間，飄
逸的仙氣和濃濃的年味撲面而來。
和步步高升版海報同時發布的還有
天竺兄弟幫特輯，四主演戲裏戲外花絮
曝光，趣事連連。王寶強導演介紹電影
《大鬧天竺》是一部合家歡喜劇片，飾
演“唐森”的白客表示第一次看劇本就
覺得“這戲挺熱鬧的”。
王寶強在片中飾演耿直小人物武空
，飛檐走壁、功夫了得，戲裏戲外都是
兄弟幫的精神領隊。和王寶強對手戲最
多的白客這樣評價他：“又是導演又是
演員，可能每天睡三四個小時，但是他
給人感覺還是一種打雞血的狀態。”而
王寶強對白客的評價則是“自帶喜感”
，對白客在電影中的表現也表示了認可

《合約男女》鄭秀文張孝全

甜蜜派送
聖誕節臨近，新銳青年導演劉國楠
執導，鄭秀文、張孝全領銜，馮文娟、
金巧巧、林雪、尹子維、徐冬冬、弦子
、田野等主演的愛情喜劇《合約男女》
，日前發布了一款十分應景的聖誕特送
海報。鄭秀文、張孝全一人頭戴聖誕帽
，一人頭戴鹿角，“接替”聖誕老人化
身“聖誕情侶”，登上午夜巴黎的屋頂
隔空送聖誕節祝福，並與觀衆約定：“2
月 14 日情人節，來日方長。”
在片方特別制作的聖誕版海報中，
“驚喜 CP”發動來自法國的午夜聖誕派
送。一襲貼身黑色長裙、頭戴聖誕帽的
鄭秀文踏上屋頂，滿面甜笑，女王姿態
中自帶萌點；張孝全則變身“聖誕女王
”身邊負擔行李的呆萌“麋鹿”，一手
緊牽鄭秀文，一手拖著行李箱，生動的
表情、喜感的動作讓人忍俊不禁。
兩人一歡樂一搞怪的神情、甜蜜又
負擔的場景設置，鄭秀文和張孝全在這
款海報中的“反差萌”再次顛覆觀衆對
他們的既定印象。而背景中“亂入”的
埃菲爾鐵塔，斑駁又充滿異域風情的石
磚屋頂，實力配合鄭秀文、張孝全之間
甜蜜與搞笑的強烈碰撞，《合約男女》
的多元化愛情喜劇風格讓人更加期待。
電影《合約男女》主要講述了鄭
秀 文 飾 演 的 保 險 公 司 CEO 葉 瑾 ， 對 愛

情感到絕望後認爲只有對孩子的感情
才是永恒的，于是決定借精生子。在
嚴格的層層篩選後，張孝全飾演的快
遞員肖博意外成爲孩子父親的最終人
選，于是二人簽訂“變態”合約，並
上演了一段在嬉笑怒罵中孕育出的浪
漫愛情故事。
影片將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上映。

。白客介紹自己的角色時說：“唐森在
這裏邊是屬于有成長的一個人”。
這樣的成長既在戲內又在戲外。在
一場紗麗場的戲中，幾個女打手把白客
踢下高台，白客被紗麗纏住了腳懸在半
空中，疼得忍不住飙髒話，讓人心疼又
忍俊不禁。嶽雲鵬介紹朱天鵬說：“這
個角色有點賤兮兮的。”盡管語言不通
，和嶽雲鵬搭檔的印度女演員一看到他
也忍不住笑場 NG。
不得不提的是，嶽雲鵬還在電影《大
鬧天竺》中“嬌羞”地獻出了銀幕初吻，
和飾演神秘美女“吳靜”的柳岩有很多精
彩的對手戲。柳岩稱嶽雲鵬爲“移動的表
情包”，但嶽雲鵬對自己的評價則完全不
同：“台底下我是特別安靜的人，一個安
靜的美男子。”兄弟幫中唯一的女性角色

吳靜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富家女，在戲
外柳岩也有吳靜的一面，和導演多次爲了
表演細節“較真”，性格爽快、工作拼命
，連嶽雲鵬都不住地感慨：“我覺得她什
麽都值得擁有。”
談及四人此次的合作，王寶強感慨
頗多：“經曆了一些事情，才能體現出
這種情感的深度。”白客也笑著說道：
“我們以後江湖再見的時候，看到彼此
還會有很多回憶湧入，感覺很親切。”
柳岩更是對兄弟幫的情義表示“蓋章認
可”。天竺兄弟幫戲裏戲外情義深重，
充滿歡笑，其樂融融。
電影《大鬧天竺》由王寶強導演，
白客、嶽雲鵬、柳岩主演，將在 1 月 28
日大年初一與觀衆見面，陪全國觀衆一
起有錢沒錢，回家過年！

少 年 江湖幫派 一觸
巴比倫 熱血厮殺 即發
2017 年首部開年熱血青春電影
《少年巴比倫》今日發布一支“幫派
”特輯。在本次發布的特輯中，錯綜
複雜的工廠江湖全景呈現，各派首領
接連登場，衆人看似平靜的表面下實
則暗藏硝煙，結尾紛紛撂下狠話，預
示諸多江湖恩怨還未了結。
影片由相國強執導，董子健、李
夢、李大光、尚鐵龍、楊皓宇領銜主
演，將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登陸國內各
大院線。
電影《少年巴比倫》講述了董子健
飾演的青工路小路無意間墜入工廠江湖
，在工廠這座大染缸裏，遇到了形形色
色各類人等，由此展開的一段熱血青春
故事。在這支最新的特輯中，董子健飾
演的路小路以略帶玩味的語氣，一一講
述工廠江湖中的各大勢力。
老戲骨尚鐵龍演繹鉗工班扛把子
，江湖人稱“牛魔王”，他技術彪悍
，深不可測，飛天遁地，無所不能。
實力派演員李大光飾演電工班老大
“雞頭哥”，擁有一身黑社會大佬的
習性：抽水煙，露胸毛，愛逞能，講
義氣，更在浴池和人鬥澡，誓要拼個
你死我活。
保衛科老大王明由新晉小生張陸

飾演，開過坦克，練過肌肉，色膽包
天，還敢搶路小路媳婦。這三足鼎立
的格局中，唯有小爺路小路獨善其身
，一路開挂，在工廠江湖中如魚得水
。隨著這支特輯曝光，工廠各幫派輪
番登場，各幫派之間的新舊恩怨也初
現端倪，結尾衆人紛紛撂下“路小路
，你有種！”的狠話，似乎預示著一
場熱血爭鬥在所難免。
對于本次在電影《少年巴比倫》
中飾演小爺路小路，董子健在采訪中
坦言這是一次“本色出演”，而且也
是“最累人”的一次拍攝經曆。董子
健表示，本色源于角色和自身契合度

較高，而累人則是因爲拍攝時長和拍
攝環境，“我們在片場是沒有時間概
念的，每天跑十多個小時，滿臉泥灰
煤灰”。
此外，電影中很多打架、跑步、
爬煤堆、騎車、飙車、摔車的戲份，
都是董子健親自上陣，他解釋說道：
“本來是有替身的，但是替身摔效果
太假，我就自己上了。”經過多次親
身上陣的真摔、真打，董子健笑言自
己已經成爲劇組公認的“武行”了。
影片《少年巴比倫》將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國內上映，揮灑熱血，燃
炸有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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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Jack Kuo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01
NMLS ID 1322729

Jason Lim
Lending Officer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Lending Officer, S.V.P.
713-272-5027
NMLS ID 1322786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fficer, S.V.P.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55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972-301-59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恆豐
誠信為本
專業為責

所有信貸決定都須經信貸批准。© 2016 Wells Fargo Bank, N.A. 保留所有權利。
FDIC會員銀行。(3203201_19111)

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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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廳營業時間

商業: 商業支票帳戶
商業儲蓄帳戶

週一至週四：上午 9: 00 — 下午 5: 00

商業定期存款帳戶
商業貸款

週五：上午 9: 00 — 下午 5: 30

其他服務: 國際貿易業務

週六：上午 9: 00 — 下午 1: 00

國內外匯款
保險箱出租
網路/ ATM

Call: 877- 473-1888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713-273-1888 713-596-258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Arlington Branch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972-272-3375

Plano Branch
469-429-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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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fnb.com
California Area:

Pahrump Branch
775-751-1773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626-893-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