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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林志豪律師專欄

公民或綠卡的配偶如受虐可自我申請綠卡
我實在是覺得相當絕望，請問如果我和我先生
離婚的話，還有什麼辦法申請綠卡嗎？

問：律師您好，我在三個月前在德州和我
先生結婚。他持有綠卡但明年可以申請公民。
結婚之前他對我百般承諾，沒想到結婚後立刻
顯出本性。我們結婚才剛滿一個月，他就因為
我跟他提生活費的問題而對我動粗。過去這兩
個月來，更已經有四五次我被他打得留下傷痕
的衝突。我的身份早就過期，原本指望他拿到
公民後幫我申請，現在他根本拒絕幫我申請，
只要一提起他就說我是為了身份才跟他結婚。

答：你的處境實在是相當令人同情，但卻
也是我們時常見到的案件。
按照移民法的規定，和公民或持有綠卡的
人結婚因而被公民或綠卡配偶虐待的話，都可
以自我提出綠卡的申請，因此你並不會到完全
無路可走的境地。事實上， 按照你對你處境
的描述，你自我申請到綠卡的機率應該還是相
當的大。
有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以為既然綠卡配
偶申請的案子還要排很多年，因此如果被綠卡
配偶虐待的話，就不能提出自我被虐配偶的申
請，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移民法保護被虐配
偶的政策，並不只限於公民的配偶。只要你符
合其他相關規定的話， 還是可以自我提出受
虐婦女保護法案下所提供的綠卡申請。
那麼，又有哪些條件你必須要符合的呢？

首先你必須要證明你與先生的婚姻是真實的。
這一點來說，就必須要有文件或證人的證詞。
文件方面，你可以準備婚前兩人聯係的信件，
出遊與和家人團聚的相片，及兩人所有共同戶
頭與賬號等來證明。 如果覺得這方面的文件
較為缺乏的話，可請可信的證人來為你寫證
詞。
證明了婚姻的真實性之後，你還要證明你
是一個有良好品行的人。基本上你必須要證明
沒有刑事犯罪紀錄，不過這裡有些例外，例如
如果當事人能夠證明他雖然曾犯下賣淫罪，但
是是在被強迫的情形下才從事的話，就不會被
認為沒有良好的品行。
此外， 你還要證明如果你被遣送回你本國
的話，將會對你自己或你的小孩造成極大的困
難。移民法規特別強調，每一個案件的所謂極
大困難各有不同，移民官必須對每一個案件的
當事人處境詳加考核與考慮。當事人應該把所
有回國可能遇到的問題都列下來， 如果還有

文件作證的話就更好了。
再來，就是毆打或是殘忍對待的證明了。
以你的情況，既然有毆打傷痕的話，你至少應
該拍照下來。如能去看醫生留下醫療證據的
話，那就更好了。有的時候受虐的人也可以到
婦女中心來投訴，或投宿留下紀錄，這些對你
的申請都會有幫助。
最後我要強調， 受女婦女法案的保護，
並不只限於婦女。我們就曾幫兩位男士拿到這
種批准。讀者們如果有任何關於這方面的問
題，請與林志豪律師聯絡。
林志豪律師是林志豪與包德士律師事務所
的主任律師，持有德州與紐約兩大州的律師執
照。該所精辦移民，民刑事，商業，地產，
家庭，遺囑信託與破產案件。該所位于 9999
Bellaire, Suite 360, Houston, TX 77036.
恆 豐 銀 行 總 行 大 樓 三 樓。 電 話 是 (713)3394200。Email: info@linlawfirmusa.com

糖城老字號粵菜館－皇寶樓 各式套餐道道好口味
（本報記者施雪妮）糖城周邊地區，正
宗 港 式 粵 菜 餐 館 當 屬 皇 寶 樓 酒 家 了（King
Bo Ⅱ）。
皇寶樓酒家在糖城開業二十多年了。該店
的菜餚以取料繁多，精調細作而著稱，無論是
生猛海鮮，還是老火靚湯都以其濃郁的粵菜特
色，別具一格的烹飪技 法，鮮甜清爽的口味得
到食客的首肯。為了使粵菜更接近本地人的口
味，皇寶樓酒家在秉承粵菜原汁原沬的同時，
更對許多粵菜進行改革，加入和創新了各種菜
系 的取料與制法，使食客們對粵菜有了更深的
了解，更豐富及滿足了本地人的口味，為新老
食客們津津樂道。
皇寶樓酒家菜餚的亮點為套餐系列。各種
套餐系列，價格不高，卻是各種精華之總匯。
超值龍蝦套餐（十位）有蚧肉魚肚羹，生菜包
蝦松，北京片皮鴨（兩吃），蒜茸龍蝦（兩只），
琵琶豆腐，北菇海參扒 菜膽，鐵板黑椒牛柳，
XO 醬海鮮大燴，骨香龍利球。這套套餐用料
精而細，配料多而巧，裝飾美而艷，非常受歡
迎。此外，還有另兩款超值六位和十位套餐，
分別有瑤柱海鮮羹，沙律蝦球，北京鴨，九層
塔炒蜆，鴨絲炒酸菜，豉油王大蝦，蒜香骨，
鐵板豆豉雞球，蛤肉扒豆苗，海棠豆腐，清蒸
魚，荷葉大蝦炒飯。 此外，皇寶樓還推出多
款時令新菜：羊腩窩，牛尾窩，金針菇班塊，
韭菜花桂花蚌，菜膽上湯雞，蝦醬肉碎侵波菜，

北菇鮑片芥菜膽，鹹魚姜片炒芥南，羅漢卷，
桂林炸蝦丸，蒸釀涼瓜等三十多道菜，食客可
根據 用餐人數隨意挑選，有湯，冷盤，炒菜多
樣花色品種。
皇寶樓的午餐也很有特色，黑椒雞扒飯或
意粉，白切雞，燒鴨飯，粟米肉粒飯，蒜香排
骨飯，洋蔥豬扒飯，吉列豬排飯，海鮮燴飯或
意粉，粟米魚柳飯或意粉廣式粥，粉，面，飯
非常地道、實惠。
皇 寶 樓 酒 家 提 供 外 賣， 免 費 外 送 服 務，
承 接 家 庭 社 團 喜 慶 筵 席。 地 址 位 於 糖 城 鬧
市 區 六 公 路 與 Dulles 交 叉 口， 惠 康 超 市 商 場
的 鄰 街， 電 話 281-403-2222。 網 址：www.
kingbosugarland.com

糖城老字號粵菜館－皇寶樓

優惠期間﹕2017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止
現開設符合下列條件的帳戶，可獲贈鍍金金雞擺設一座1
及享受優惠年利率

* 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
		

新年快樂

開戶金額

		 $30,000 - $99,999.99

2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0.80% APY 1.00% APY

1.21% APY

		 或
貨幣市場帳戶

*

開戶金額

優惠年利率保證至
2017年8月18日3,4

您需維持之貨幣市場帳戶
每日結餘4

$25,000$99,999.99

0.60% APY

$25,000 - $99,999.99 之間
重要事項︰若每日餘額低於
$ 25,000或超過$ 99,999.99，
APY將低於0.60%，並會根據
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
應的年利率。

  

貨幣市場帳戶為利率隨存額調動5的儲蓄帳戶，帳戶結餘越高，所賺取的利率越高。

1-800-9CATHAY
1-800-922-8429
www.cathaybank.com

請即親臨分行查詢
如何獲贈雞年開運
陶瓷錢筒。

1. 每個合資格的定存或貨幣市場帳戶及每個家庭僅限獲一份鍍金金雞擺設。不可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有其他條件限制。請向金融服務代表查詢詳情。禮品將於開立帳戶當日贈送。獲贈禮品之價值會在開戶後的首年視為收入課稅，客戶需要作出申報。本行將核發列明禮品價值(含稅) 的1099-INT表。
禮品圖片僅供參考，並非100%代表實際的禮品。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2. 優惠年利率(Annual Percentage Yield - APY)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立並符合上述年期的個人或商業定存帳戶。開戶金額不可轉帳自現有的國泰銀行帳戶。上述的年利率自1/17/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
率權利。獲享優惠年利率，定存帳戶的最低結餘須為上述所定的開戶金額。於優惠期間續期的存款，只需存入最少$30,000新資金至該續期存款可獲享優惠。其他優惠利率不適用於此優惠。提前取款將會或可能會被收取罰款。費用會影響帳戶收益。3. 優惠年利率適用於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於開設的個
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或商業貨幣市場帳戶，上述年利率保證至2017年8月18日 (需符合最低結餘要求)，之後帳戶將轉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標準存款級別，並享受相關年利率。4. 您必須維持列明的每日結餘以獲享0.60%年利率，如每日餘額低於$ 25,000或超過$ 99,999.99，APY將低於0.60％，
並會根據帳戶當日餘額層級轉換為相應的年利率。現在個人精簡貨幣市場帳戶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9,999.99或以下，年利率為0.10%；$10,000 － $24,999.99，年利率為0.15%; $25,000 － $49,999.99，年利率為0.20%；$50,000 － $99,999.99，年利率為0.25%；$100,000 $299,999.99，年利率為0.30%；$300,000 - $499,999.99，年利率為0.30%；$500,000 - $999,999.99，年利率為0.35%；$1,000,000 - $2,999,999.99,年利率為0.45%; $3,000,000 或以上，年利率為0.45%。上述的年利率自01/04/2017起生效，國泰銀行保留更改利率權利。若在賬單
週期內的任何一天精簡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5,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0.00每月維持費用。請向我們查詢商業貨幣市場帳戶現在的存款級別及年利率。若在賬單週期內的任何一天商業貨幣市場帳戶存款額少於$10,000，國泰銀行會在該帳單上收取$12.00每月維持費用。此帳戶有轉
帳限制。每月可有六次以支票丶預先授權或自動轉帳丶匯票丶銷售點支票卡丶電話和/或網上銀行提款/轉帳。超過六次限額後，每一次交易將收取超額提款費$10.00。5. 利率及年利率隨每日帳戶結存調整。與結存等級相應利率之利息於結算日全額支付。利率及年利率可能會於開戶後更改，我們有酌情
權決定有關更改並不作另行通知。費用會減少帳戶所得。
Member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FDIC
EQUAL HOUSING

LENDER

MKT-3072 C (01/17)

請參閱下列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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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中國足

■ 中國男足上周在中國盃國際邀

球協會第三次會員

請賽獲得季軍。
請賽獲得季軍
。

新華社

大 會 （ “ 足 代
會”）17 日在湖北
省武漢市塔子湖足
球訓練基地召開首
日會議。會上，中
國足協公佈了 2017
年財務預算，這是
中國足協首次公開
財 務 預 算 。 其 中 在 ■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在
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在“
“足代會
足代會”
”上致
中新社
未 來 一 年 ， 總 體 收 辭。
入預算目標 7.8 億元
（人民幣，下同），各級國家隊撥款預算 1.86 億元，青
訓 1.21 億元，女足發展 6,400 萬元。

中國足協2017
中國足協
2017撥款
撥款 國家隊最高

年，中國足
根據中國足協工作報告，2017
協（含福特寶公司）總體收入預算目標

7.8 億元，較 2016 年增長 2％，各項費用、稅
金及附加預算支出 6.7 億元，較 2016 年增長
45％，資本性開支 8,400 萬元，淨資產增加約
0.8 億元。這份預算明確給出了 2017 年中國足
協的各項費用、支出分配（除稅金及附加外）
計劃（建議）。一是各級國家隊費用預算 1.86
億元；二是青少年培養發展費用預算 1.21 億
元；三是女足發展費用預算 6,400 萬元；四是
其他競賽類費用預算 8,800 萬元；五是足球技
術培訓費用預算 3,300 萬元；六是足球推廣普
及費用預算 6,100 萬元；七是協會運營管理費
用預算9,800萬元；八是資本性開支預算8,400
萬元。

蔡振華：不能因輸球看不到進步
目前，中國男足在世外賽 12 強賽的比賽
中 5 戰僅僅取得 0 勝 2 平 3 負，積 2 分在小組排

名墊底。但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
協主席蔡振華 17 日在長達一個小時的致辭中
表示，不能因為中國男足的成績不佳，就質疑
中國足球改革的成效。他介紹，中國足球在過
去一年中仍不乏進步與成果。中國男足到
2016 年底排名世界第 82 位，比兩年前上升了
15 位，並時隔 15 年再次進入到爭奪世界盃出
線資格的最後階段。而中超賽事版權賣出 80
億高價（人民幣，下同），場均 24,000 觀眾
創歷史新高。談及中國足球改革，蔡振華介紹
稱，有許多地區已經邁開了“管辦分離”的步
子，但還有約四分之一的地方足協改革仍然還
在“推進”當中。中國足協還有許多工作待完
成。
會上，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張
劍宣佈了具體的人事變動提議。魏吉祥、張吉
龍卸任中國足協副主席，李克敏、李穎川、孫
永言卸任中國足協執委。其中魏吉祥曾在
2015 年兩次被實名舉報至中紀委，也曾於

■ 2017 年 ，
青少年培養發
展費用預算達
1.21 億 元 。.
資料圖片
2016 年 11 月在足協內部會議上因違反八項規
定而遭到了黨內警告的處分。
■中新社、中通社

大洋洲冠軍代替澳 U23 赴港賀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陳
曉莉）於上周末勇奪香港高級組銀牌
冠軍的傑志 17 日宣佈，成功邀得新西
蘭球隊、大洋洲足球聯賽冠軍奧克蘭
城赴香港參與賀歲盃，以代替上周退
出的澳洲 U23 國家隊；同時確定 NIKE
香港有限公司為今屆賀歲盃冠名贊助
商。大洋洲冠軍球隊奧克蘭城曾 8 次打
入世界冠軍球會盃，並於 2014 年與皇家
馬德里打入最後四強，最後奪取該盃賽
季軍。至於 2016 年的世界冠軍球會盃，
奧克蘭城以 1：2 僅負日職冠軍鹿島鹿

角。鹿島鹿角其後於決賽碰上皇家馬德
里，並以亞軍的成績完成賽事。
連同奧克蘭城，本屆賀歲盃將有三
支冠軍球會參賽，包括韓職冠軍 FC 首
爾、泰超冠軍蒙通聯以及大洋洲足球聯
賽冠軍奧克蘭城。賀歲盃門票 18 日起公
開發售，單日成人門票售價為港幣
$380、$280、$180，長者及學生特惠票
則定價為港幣$100。球迷可於 18 日午 12
時起透過Cityline購票網站或其熱線電話
2111-5333 購買；球迷亦可親身前往通
利琴行購票。

香港馬術大師賽
下月舉行

“浪琴表馬術大師賽”17 日
宣佈其第三站兼尾站賽事將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假香港
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此項全球
最負盛名的馬術障礙賽盛事於三
大洲共設三個賽站，分別為洛杉
磯、巴黎及香港。
本屆大賽將有多名國際精英
騎手參加，其中包括備受港人關
注的香港首位全國冠軍騎手賴楨
敏。她於 2009 年在北京贏得全
國馬術錦標賽場地障礙賽冠軍，
並於去年首度獲邀參加“浪琴表
香港馬術大師賽”。
今年，她將再次代表香港出
戰，與世界優秀騎手一決高下。
她表示：“今次能重回家鄉，代
表香港與世界頂尖高手競技，我
感到十分榮幸。”
“浪琴表馬術大師賽”獲國

■香港騎手賴楨敏將全力參賽
香港騎手賴楨敏將全力參賽。
。
際馬聯評定為五星級（CSI5*）
高水準賽事，該機構負責將國際
馬術賽事評定為一至五級。賽事
將經電視廣播至全球逾 120 個國
家。而香港站購票網址：www.
longineshkmasters.com 或 http://
venue.cityline.com。
■記者 陳曉莉

NIKE 丁酉賀歲盃賽程
（地點：香港大球場）
1月28日（年初一）

1月31日（年初四）

15:00

FC首爾對奧克蘭城

17:30

傑志對蒙通聯

15:00

季軍戰

17:30

冠軍戰

澳泳協抵制中國
孫楊留中國冬訓
由於澳洲泳協公開抵制中國
隊，甚至明令禁止澳洲游泳教練
執教中國的隊員，令孫楊和中國
游泳隊今年不得不留在中國訓
練。
據搜狐體育消息，自北京奧
運會後，中國泳隊取得突飛猛進
的進步。其進步的原因，就是走
出去引進來。
中國隊每年定期赴澳洲訓
練，並且邀請高水平的教練執教
中國隊隊員，孫楊的教練丹尼斯 ■孫楊日前在“體壇風雲人物”頒
新華社
就是世界著名的中長距離教練。 獎禮中獻唱。
孫楊稱，自己也不想去澳洲
但中國泳隊的進步令澳洲感受到
了，這樣的訓練環境太痛苦了。
威脅，開始百般阻撓。
日前孫楊在微博透露，他已
最近，孫楊在接受中國傳媒
訪問時就大吐苦水。他透露，近 回到訓練館刻苦訓練。目標就是
幾年每去澳洲冬訓都不順利，當 2018 年在他家門口杭州舉行的短
地的訓練館經常拒絕他們，中國 池游泳錦標賽以及 2020 年東京奧
運會。
■記者 陳曉莉
泳隊只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足協骨齡測試 打擊年紀造假

首次公開財務預算 目標收入 7.8 億

青少年球員年齡造假
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足球
的一大難題，中國足協不
斷加大青少年骨齡檢測工
作的實施與監督力度，
2016 全年骨齡測試共計檢
測男、女足青少年運動員
2,694 人，其中男足運動員
共計 1,841 人，女足運動員
853人。
據中國足球協會網站
消息，中國足協註冊青少
年 球 員 人 數 達 到 42,153
人。但青少年球員年齡造
假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足
球的一大難題。為了確保
公平、公正的青少年足球
競賽環境，足協不斷加大
青少年骨齡檢測工作的實
施與監督力度。截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中國足協分
別在廣西梧州（2 次）和北
海、雲南瀘西、四川成

■資料圖片

都、山東濰坊（2 次）、海
南海口和陝西西安組織了 9
次檢測，檢測年齡段為
1999-2004。全年骨齡測試
共計檢測男、女足青少年
運動員 2,694 人，其中男足
運動員共計 1,841 人，女足
運動員853人。
而在檢測過程中，中
國足協在檢測區域張貼檢
測流程宣傳板，對教練
員、球員及家長的詢問做
到及時認真的解答，獲得
球員家長和教練員充分的
肯定。
■中新網

短訊

易建聯復出 廣東止連敗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
（CBA）16 日晚繼續進行
第 28 輪角逐，廣東宏遠坐
鎮主場迎戰青島雙星，本
場比賽易建聯傷癒復出，
最 終 廣 東 以 127： 94 大
勝，結束兩連敗，同時也
終結青島四連勝勢頭。該
場比賽，廣東隊易建聯 16
■易建聯傷癒復
分 13 籃板，周鵬 33 分 6 籃
板 3 助攻，布澤爾 28 分 14
出。
新華社
籃板。青島的瓊斯 24 分 5
籃板 4 助攻，盧卡斯 33 分 13 籃板，刁成灝 10 分 3 籃
板，張騁宇7分4助攻。
■記者 陳曉莉

保連奴與恒大續約一年半
據巴西媒體《環球體育》報道，廣州恒大巴西外
援保連奴已與球隊續約一年半，新合同到 2020 年底到
期。原本保連奴與恒大的合同為期四年，2019 年 6 月
到期，但據悉，保連奴已與恒大提前續約。保連奴
2015年從熱刺加盟恒大，轉會費為1,400萬歐元。在恒
大期間，保連奴助球隊兩奪中超冠軍、一座超級盃獎
盃、一次中國足協盃冠軍和一次亞冠聯賽冠軍。
■記者 陳曉莉

粵打造全民健身國際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港人赴
廣東參加戶外運動大賽將有更多選擇。記者 17 日從剛
剛成立的廣東省戶外運動協會獲悉，今年起，廣東將
集中力量開展系列戶外運動大賽，並將南粵古驛道系
列賽打造成國際知名品牌賽。廣東省戶外運動協會首
任會長田新德表示，2017 年，協會將全力辦好南粵古
驛道定向大賽、奔向第一峰（韶關．乳源）鐵人三項
挑戰賽、徒步穿越丹霞山等三大賽事，打造全民健身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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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馬門將納瓦斯獲獎

皇馬門神納瓦斯當選西甲最佳拉美球員，
皇馬門神納瓦斯當選西甲最佳拉美球員
，皇馬主席弗洛倫蒂諾現場助陣
皇馬主席弗洛倫蒂諾現場助陣。
。

西班牙馬德裏，
西班牙馬德裏
，齊達內出席皇家馬德裏新聞發布會
齊達內出席皇家馬德裏新聞發布會，
，齊祖光頭搶鏡
齊祖光頭搶鏡。
。

小德墨爾本舉行慈善表演賽

小德在墨爾本參加名為 A Night with Novak 的慈善表演賽
的慈善表演賽，
，與茲維列夫同場競技
與茲維列夫同場競技。
。

海歸就業

美國工作簽證或收緊
特朗普會是留學生的噩夢嗎？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各国
都在猜测特朗普充满悬念的
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在
美国生活的国际留学生们是
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没有投
票权，但新政府的政策和他
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
少人认为，特朗普极端保守
的移民政策未来会影响到留
学生的签证和发展，甚至有
人喊出“特朗普是留学生的
噩梦”。但《环球时报》记
者在美国的调查采访发现，
情况或许没那么糟糕。
留学生迎来就业寒冬？
国际学生到美国读书最
常见的两种签证是全日制学
生签证 F1 和访问学者签证
J1，特朗普竞选早期曾表示
要终止 J1 签证，因为持 J1 签
证的学者可以在美国合法工
作。特朗普并没有专门针对
F1 签证发表过观点，但他的
一些移民签证观点让人担心
会对 F1 学生造成冲击。特
朗普 10 月曾称，他要驱逐
200 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
民，但有些母国拒绝接受，
所以他会取消来自这些国家
的签证申请，特朗普并没有
明确指出这些国家。
F1 学生毕业后可以在美
国实习(合法工作)12 个月，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专
业实习期)。特朗普认为，
OPT 是变相允许外国人抢美
国人工作，表示要废除。更
恐怖的是，取消 OPT 不需要
经过国会冗长的讨论批准形
成法案才可以执行，总统发
布行政命令就可以立即实
施；OPT 一旦取消，留学生

一毕业就需要回国，
这对很多留学生来
说，无疑是个糟糕的
政策，意味着失去在
美国工作的机会。虽
然具体政策尚未出
台，但美国的一些学
校担心，特朗普上任
后，申请美国大学的
国际生源数量会降低。
2008 年，STEM(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
学 生 OPT 延 长 为 29 个 月 ，
2016 年又延长到 36 个月，其
他专业依旧是 12 个月。这对
STEM 专业毕业生无疑具有
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不仅可
以获得3年的美国工作经验，
还可以抽 3 次工作签证，大
大提升中签率。希拉里今年
竞选时还提出，STEM 专业
毕业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可以
直接获得绿卡申请资格，一
度让 STEM 专业的留学生充
满期待。伯晟教育创始人花
千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
示，特朗普曾说 STEM 政策
是一个骗局。目前的 STEM
政策导致这些行业的工作人
员大多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主
的留学生。特朗普的竞选口
号之一就是把美国人的工作
拿回来。因此，他有可能缩
减 STEM 专业名单。
但 USNews 的 数 据 显
示 ， 美 国毕业的 STEM 人才
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特
朗普本人也曾经在推特上表
示，美国需要受过良好教育
的技术人才。所以也有分析
认为，STEM 专业的留学生
所受冲击有限。
来自美国安柏瑞德航空
航天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Submoa 对 《 环 球 时 报 》 记 者
说：“很多希拉里的铁粉都
会说民主党支持多元化，殊
不 知 STEM 是 共 和 党 提 出
的。对于这个议案，当时民
主党几乎是全票反对。现在
共和党占了国会的大多数，
对于留学生有利的项目只会
越来越多。”

移民选择不再有？
在 OPT 结束之前，留学
生必须申请到 H-1B 工作签
证才能在实习期结束后继续
工作。H-1B 是绝大部分中国
留学生合法移民美国的最常
用 方 式 。 持 有 H-1B 签 证
后 ，申请人可边工作，边申
请绿卡。现在 H-1B 签证难
度已经相当高，2016 年全美
大约有 23.6 万人申请 6.5 万
个名额，签证申请采用抽签
方式，意味着中签率只有
27.5%。持有 H-1B 签证者可
以在美国工作 3 年，然后可
以再延长 3 年，6 年期满
后 ，如果签证持有者没申请
到绿卡，就必须离开美国。
特朗普今年 3 月曾表
示，工作签证实质上是廉价
劳工，他要永久停止工作签
证的使用，所有公司都必须
绝对优先考虑美国人。因
此，不少人认为，加大工作
签证难度对本就困难重重的
合法移民途径无疑是雪上加
霜。而合法移民的机会减
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
一些人的赴美留学选择。
不过也有人持乐观态
度。布朗大学的在读博士王
同学对《环球时报》记者
说：“特朗普反对的主要是
H-1B 被 滥 用 。 因 为 每 年 的
H-1B 名额中，大部分被印
度的 ICC(也就是外包公司)
拿走，同时还包括墨西哥建
筑工、菲律宾女佣等等。这
些就业确实算不上是高技
术 ，而中国人大多集中于
STEM 专业。”
对于在美的工作签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留
学生建议发出“中国声音”，
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工作签证不是按高考分数
排座次，而是利益集团你死
我活的斗争。印度总理莫迪
说，印度科技行业极大促进
了美国发展，要求奥巴马要
容忍 ICC。华盛顿技术工人
联盟说，OPT 阻碍我们找工
作，应彻底废除。扎克伯格

说，H-1B 要增加，这样硅谷
才有足够人才后备军。可是
没有中国的声音，所以中国
留学生必须要团结起来。”
不会出现剧烈震荡
除了签证，赴美留学的
学习也可能受到影响。特朗
普当选后，很多美国高校的
师生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
也有不少游行示威活动。来
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
生郑明在接受《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大
学、研究所与公司的投资和
支持是分不开的。公司的投
资需要看国内外市场和经济
政策的风向，一言不合就撤
资也有可能发生。因此，同
学们在选择导师时，要注意
选择比较有钱且从事研究较
为稳定的老师。为什么要有
钱？因为这涉及同学自身的
福利，可能关乎在实验室的工
资、有没有奖学金等。为什
么要稳定？很多大学的教授
来自世界各地，可能一不开
心就回国了。如果研究生还
没毕业、导师就移民走了的
话，会很麻烦。所以正在筹
备申请的同学们，需要谨慎
选择自己的导师和实验室。”
在美国，联邦政府、州
政府、郡政府等都不存在隶
属关系，特朗普不可能通过
行政命令干预独立运营的私
立大学和受州政府资助的公
立大学的招生，传统上由州
及郡政府负责的教育体系也
不太可能因为特朗普的当选
出现剧烈震荡。花千乔对
《环球时报》表示，她认
为，国际学生为美国带来几
十亿美金的贡献，同时没有
带来任何麻烦。“9· 11”后
美国建立的 SEVIS 系统(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以及签证指纹系统
确保了在美国读书的每个国
际学生都能被追踪到。国际
学生不会成为美国的国家安
全隐患。特朗普没有任何理
由去改变现有的国际学生政
策。

留學已畢業
是否回國難選擇
学子远赴海外，抱着对异国风情
的憧憬，满怀对他乡学习、生活的期
待；甚至在出国前，有些学生就已经
对毕业以后的未来生涯有所打算。
而当亲身经历了留学生活的日日
夜夜，有些想法已经改变。于是，当
初的烦恼又会重新再来一遍:
出国前后 想法不同
毕业后是否回国，最终的决定受
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学子在出国以前的想法，其实更
多的是一种憧憬。开学近在眼前，毕
业还是遥远的未来。当经历了留学生
活的快乐与困难，国外的生活和国内
的环境一样，变得真实而完整，对自
己未来的设想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尹
秋怡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
理工大学。她坦言自己的想法变了。出
国前，尹秋怡原本打算毕业后回国发
展，但是在国外待久了，对于国内的
社会环境会感到一点不适应。“国内
发展很快，日新月异。每次回国都会
发现自己有些跟不上变化的步伐了。”
家乡日新月异，这不是意味着机
会更多，引力更大吗？事实上，许多
学子在国外留学时，就对国内和国外
的诸多方面做了一些比较。“在为人
处世上，国内外存在着很大差异。”
短短一年的留学生活，尹秋怡发现自
己其实更适应国外的生活环境。
“目前，虽然还是准备毕业后回
国发展，但也不是最终的决定。”苏
韵怡刚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留学不
久。毕业后是否回国，她仍然难以决
断。中澳两国的生活方式、工作环
境、人际交往特点等都会成为影响她
未来去留的因素。“有些人初到国外
时并不想留下，但待久了，一部分人
就会想要继续待下去。”她补充道。
是否回国？这个问题对女生来
说，常常意味着更多的纠结。
“出国前我的想法比较简单，
只是想完成学业，并没有考虑过就
业问题。这两年开始慢慢有了一些计
划。”于秋（化名）就读于英国林
肯大学。她表示，对于是否回国这
一问题的考虑较为复杂，因为国内
外在很多方面都有些不同。“一个
人在国外生活，有时的确会感到孤
独，这要求我有非常强大的内心。
但如果有可能在国外工作，也不失

为一个锻炼的好机会。不过我还是希
望毕业后能回到中国，毕竟对国内的
环境更熟悉。”
国外环境 吸引力大
如果问起学生的未来意愿，那你
往往会听到许多学子在夸赞国外的生
活环境。
“虽然一开始不适应，但是久而
久之会慢慢习惯国外的生活。总的来
说，国外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安静，
即使有时会感到孤单，但还是比较喜
欢这种氛围。”于秋说，“而且英国的
空气很好，环境也比较干净，加上生
活节奏比较慢，比起国内来，少了些
许浮躁。”她提到，自己身边有些朋
友正是因为喜欢国外的生活环境，在
留学期间就已经打算未来在此工作，
有的人甚至已经在国外结婚生子。
“这里的生活环境，待久了可能
会舍弃不下。”苏韵怡喜欢澳大利亚
的安逸、好空气、食品安全，而且大
部分澳大利亚人对人十分友好。“比
如，上公交车时，大多数司机都会和
你打招呼，会等乘客坐稳了再开车。
有一次，我出门戴着口罩，路上有一
位外国人走过来问我为何戴口罩，得
知我皮肤过敏之后，她心疼地说‘可
怜的孩子’。”苏韵怡说，这样温暖
的生活环境让人难以割舍。
不仅如此，尹秋怡表示，在国外
生活对于自身独立性的要求更高，因
此有利于个人能力的锻炼和发展。
“从你出国开始，生活中大大小小的
所有事情都需要自己独立完成与决
定。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还要兼顾
学习成绩。国外的学习模式对于个人
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要求很高。”因
此，国外的留学生活让她得到不少锻
炼，心智成熟许多。她认为，如果想
要继续提高个人能力，那么留在国外
会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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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令人眼花繚亂，但卻沒有壹絲壹毫
“快 遞 員 ” 的 影 子 ， 令 人 不 禁 心 生 疑
惑，這個“快遞員”老範 4 月 1 日到底都
經歷了什麼？
據了解，為更好地展現老範深陷 4
月 1 日不停循環的這壹天，劇組還因此
為範偉量身打造了多達 20 余套造型，
就連在與女神賈靜雯演繹相親之時，老
範也不忘頻頻上演“T 臺秀”，或時尚
或復古，甚至還穿戴上了壹頭亮麗的金
色假發，難怪連賈靜雯都忍不住打趣的
抱怨道，“下壹套又是什麼，到底有完
沒完”。

《春風十裏，不如妳》曝人物海報
周冬雨張壹山各懷心事
由馬進執導，周湧編劇，
改編自知名作家馮唐“萬物生
長”三部曲之壹《北京，北
京 》的大型青春純愛電視劇
《春風十裏，不如妳》，今日
曝光了壹組文藝風人物海報。
海報中，周冬雨眼神熾熱
篤定，張壹山垂目似懷心事，
齊溪玫瑰遮眼嫵媚莞爾、陳奕
龍回眸微笑……四位主演各異
的神情，搭配飄散的蒲公英、
嬌艷欲滴的紅玫瑰和年代久遠
的相片壹角，還有“除了愛
妳，我沒有別的願望”的宣傳
語，讓觀眾提前領略到這部劇
如詩歌壹般文藝清新的青春情
懷和動人情感。正如導演馬進
所言，“《春風十裏》中的愛
情是青春特有的情感與情欲的
交織，令人著迷。”

海報中，周冬雨靈動的雙眼
望向畫面外的觀眾，眼神篤
定而熱烈，壹記萌動的歪頭
殺十分符合“如小野獸壹般
擁有旺盛生命力”的小紅壹
角。相較之下，常常在影視
劇中飾演叛逆小生的張壹山
則壹改北京小爺的風格，清
新寧靜，手指拈著壹株花絮
“四海為家”的蒲公英，仿佛
暗指秋水搖擺不定的感情抉
擇。而以紅色玫瑰遮住右眼
的齊溪，在唯美的花團錦簇
下嫵媚莞爾，帶有幾分成熟
女性讓人欲罷不能的溫柔；
飾演小白的陳奕龍在海報中
回眸微笑，盡顯學生時代為
女生著迷的學長模樣，而他
手中的相片僅露壹角，似乎
又要牽扯出壹樁隱藏多年的
秘密……
《春風十裏》重塑愛與青春
雖然前期曝光的軍訓版
周冬雨張壹山各懷心事 劇照和假人挑戰已經為觀眾
在最新這組文藝風的人物 揭示張壹山和周冬雨在《春

風十裏》中漸生的情愫，但
從人物海報中周冬雨和張壹
山壹人堅定另壹人搖擺的態
度可以想見，感情中的兩人
其實“各懷心事”，齊溪和
陳奕龍的介入又為他們的感情
發展蒙上壹層神秘色彩， 相
愛莫及。
尺度有限情欲不減
馬進重現“馮氏”純愛
電視劇《春風十裏，不如
妳》講述的是壹個荷爾蒙躁動
不安，與青春時代緊密相關的
動人故事，改編自馮唐的“萬
物生長”三部曲之壹《北京，
北京》也為它增添了既京味兒
又文藝的氣質。而在導演馬進
看來，文藝、青春、北京、荷
爾蒙等等要素在本劇中的存在，
更多時候是為“愛情”這壹絕
對主題服務：“作品的氣質主
要來源於作者本人，馮唐是學
霸，博學多識、閱歷豐富，還
自帶各種傲嬌，這會給
作品壹種性格，這是我
喜歡的東西。《春風十
裏》也自帶這種氣質，除
了青春無羈，它的真愛
和純愛——我想這個東
西會吸引到所有年齡段
的人。”
馬進本人正是被小

說中青春特有的純愛所吸引而
決定接拍劇版《春風十裏，不
如妳》，他為此付出良多，亦
在《春風十裏》中傾註了自己最
真實和最深切的感受。每壹個場
景馬導都會親自上陣示範，連
演員輕撫對方臉頰時的手勢、
力道都嚴苛要求；不過，馬進
導演也因為種種客觀原因無法
滿分呈現馮唐作品中的愛情與
情欲，頗感無奈：“因為我們
的影視劇市場沒有分級制而不
得不大打折扣”，但他同時也
表示會盡力展現這部作品的獨
特魅力：“有時，含蓄的力量
大於直給！雖然我可能做不到
荷爾蒙滿屏飛舞，但我會通過
影視語言去激發觀眾的想象
——讓觀眾腦洞大開，自行腦
補。”
電視劇《春風十裏，不如
妳》由北京東海麒麟文化傳播
有限公司出品，優酷、永康雲
朵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泰洋川
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霍爾果
斯中視精彩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上海蘊格影視文化有限合
夥聯合出品，周冬雨、張壹山
領銜，齊溪、陳奕龍、範逸
臣、尤靖茹、魏健隆、華嬌、
楊玥、孫偉豪、成方川、劉承
林、羅悠月等主演，將於今年
與觀眾見面。

圍困版海報唐僧巋然不動
師徒團結堅不可破
在此次曝光的圍困版海報中，影片中吳亦
凡飾演的唐僧，林更新飾演的孫悟空，巴特爾
飾演的沙僧以及楊壹威飾演的豬八戒，被成群
造型怪異的妖怪所包圍。而面對萬千妖魔鬼怪
的圍困，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三人將師父唐
僧圍在中間，手握兵刃與妖魔對峙，各自守護
壹方、井然有序，而在徒弟們保護下的唐僧則
淡定自若，閉目打坐念佛，對徒弟的保護顯得
極為信任。
值得壹提的是，海報中圍困唐僧師徒的妖
怪各個造型獨特迥異，有的造型似木偶騎著木
馬，有的則像鯉魚和大象，還有壹些大型的撥
浪鼓，與電影《西遊伏妖篇》的前作《西遊·降
魔篇》中兇神惡煞的妖怪相比，更多了壹份魅
邪與童趣的色彩。而面對這些不知從何而來的
妖魔鬼怪，也讓師徒四人更加團結壹心，彼此
守護堅不可破，頗有“妖魔圍困萬千重，我自
巋然不動”堅毅的態勢。和之前曝光的預告片
中師徒四人“矛盾重重”的劇情發生了巨大的
反差。

《西遊伏妖篇》曝圍困版海報

近日，輕幻想·重喜劇電影《有完
沒完》率先曝光了壹組“千面老範”版
劇照。由範偉飾演的“老範”形象大膽
多變，喜感十足，而導演王嘯坤也曾放
話稱“妳們能看到的只是老範的冰山壹
角。”
在電影《有完沒完》中範偉飾演壹
名被困在 4 月 1 日愚人節的快遞員“老
範 ”。不同於以往大家對快遞員的熟知
印象，此次老範曝光的劇照堪稱是快遞
界的壹股泥石流。從西裝革履的貴族範
到夜店 boy 的日韓範，從粗衣麻布的文藝
範到 T 恤短褲的平民範，各具特色的服裝

從相聲小品，到電視劇電影，世上
恐怕很難再有像範偉這樣壹個演員，橫
跨文娛四界，並最終憑借自身的努力和
實力拿下了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從《天下無賊》裏的結巴劫匪到《非誠
勿擾》中的傻大款，從《私人定制》的
老司機到《我不是潘金蓮》的果農，範
偉就像是壹個神奇的魔法師，哪怕只是
幾個簡短的鏡頭，也總能精準地把握人
物獨有的性格特征，塑造出壹個又壹個
經典的銀幕形象。
壹個優秀演員需要在不同作品中塑
造出截然不同的經典角色，但在同壹部
電影中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壹人千面”，
卻是壹項不小的挑戰。電影《有完沒完》
講述了生於四月壹日“愚人節”的老範
人到中年，在度過了壹次倒黴的生日後，
便陷入了“愚人節”無限循環的怪圈。
隨著這壹天的無盡循環，老範的角色形
象也幾經變換，但無論造型百變千變，
範偉總能在維持人物共性的同時，又彰
顯出不同造型下極具個性的人格特點。
相信在電影《有完沒完》上映之際，新
晉影帝範偉也定能為廣大觀眾交出了壹
份滿意的答卷。
電影《有完沒完》由王嘯坤執導，
杜揚擔任總監制，範偉領銜主演，賈靜
雯、劉俊昊、Mike 隋、宋陽、範湉湉、
林更新、薛之謙、趙英俊、孔連順、陳
維涵等明星傾情加盟，北京文化·摩天輪
文化傳媒、北京鯨魚映像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共同出品，大唐輝煌聯合出品，
預計將於 2017 年 4 月 1 日上映。

由周星馳與徐克聯手打造，吳亦凡、林更
新、姚晨、林允、包貝爾、巴特爾、楊壹威、
大鵬、王麗坤、汪鐸、張美娥主演的電影《西
遊伏妖篇》曝光圍困版海報。海報中，唐僧師
徒四人被群妖圍困，悟空、八戒、沙僧手持兵
刃護住師父，唐僧則閉目打坐壹心念佛，極為
信任徒弟的保護，頗有“妖魔圍困萬千重，我
自巋然不動”之態勢，和之前預告片裏曝光的
“師徒不和”劇情出現了很大的反差。電影
《西遊伏妖篇》將於 2017 年 1 月 28 日大年初壹
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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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神掌從天而降 “妖”從何來依舊成謎
除了看到唐僧師徒團結齊心與妖魔對峙以
外，海報正中的壹只似乎正以疾速伸來的巨大
手掌，也頗為令人在意，不禁讓人聯想到如來佛祖到把孫悟空壓在五指
山下的那壹招“如來神掌”。而此掌究竟是來自如來佛的援來之手，還
是此前在預告片中自稱會武功的唐僧發功打來，讓師徒四人面對群妖來
襲卻能夠巋然不動、穩如泰山，也令觀眾對影片故事內容更為期待。
此外，除了海報中出現的這些成群結隊的小妖外，在“有妖氣”特
輯中驚艷亮相的女主演姚晨、林允、王麗坤，以及鮮有露面的包貝爾、
大鵬等飾演的角色究竟與唐僧師徒是敵是友，師徒四人在此次西天取經
路途中到底伏的是什麼妖，令人充滿疑惑與好奇，也有待影片上映後揭
開謎底。
電影《西遊伏妖篇》由周星馳與徐克聯手打造，吳亦凡、林更新、
姚晨、林允、包貝爾、巴特爾、楊壹威、大鵬、王麗坤、汪鐸、張美娥
主演，影片將於 2017 年 1 月 28 日大年初壹全國上映。

香江演藝
娛樂新聞

文匯娛樂

■責任編輯：李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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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凡文）現年 34 歲的韓流紅星 Rain（鄭智薰）與
36 歲韓國女星金泰希 2013 年公開認愛，拍拖 5 年，感情穩定，不時被拍
得甜蜜約會，雙方家長更已經相當熟悉，最近兩家人一同前往濟州島旅
行，令外界猜測兩人好事正近，果然 Rain17 日透過寫親筆信，宣佈迎娶金
泰希，起初有韓國傳媒指婚禮將於下月 19 日舉行，但之後有 Rain 公司高
層澄清真實日期應為 19 日舉行。

5 年姊弟戀修成正果

Rain報喜

明日娶金泰希

■Rain 與金泰希
於 2012 年 合 拍
廣告時撻着。
廣告時撻着
。
網上圖片

■ 金泰希曾上
節目談及將來
生育問題。
網上圖片

■ Rain 寫 親 筆
信宣佈婚訊。
網上圖片
在 instagram 上載親
17日Rain
筆信，宣佈將與女友金
泰希結婚的喜訊，並不忘表達對女
友的感恩之情，他寫道：“出道 16
年了，我也希望能夠在一個家庭
裡，成為一個優秀的家長、完美的
丈夫，成為真正的男人。無論辛苦
還是幸福的時候，她都不變地一直
陪在我身邊守護着我，總是給我很

■二人不時被拍得甜蜜約會
二人不時被拍得甜蜜約會。
。 網上圖片
多感動。現在我們之間有了足夠的
信賴，亦希望愛情能夠結出果實，
希望婚禮能夠盡可能安靜地舉行，
感謝大家 16 年來的愛和支持，她是
我人生最好的禮物。”

金泰希曾透露想生女
Rain 又表示鑑於現在韓國局勢
不穩，故婚禮會選在天主教的教堂

低調舉行，亦尊重雙方及家人的意
願，不會公開婚禮的日子及地點。
不過，有韓國傳媒就率先爆出 Rain
與金泰希的婚期定於下月 19 日，婚
禮只會邀請家人及親近的好友，並
不會對外公開。不過，17 日下午有
Rain 公司高層向其他韓媒澄清真實
日期應為 19 日舉行，並非報道所說
的下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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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新娘子金泰希隨後亦透過事務
所表示：“兩人的愛情終於結出美麗
的果實。”金泰希事務所方面又指二
人尚未有具體的新婚旅行計劃，對於
生子問題也會待婚後再慢慢討論。其
實金泰希早前亮相綜藝節目《超人回
來了》時，見到男演員李凡秀的子女
素乙及多乙，即時母性大發，而談及
生育大計，曾表明想生女兒。

莊思敏 激情戲挑戰電視尺度

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莊思敏、陳山聰、
林夏薇、傅嘉莉等 16 日晚
出席無綫新劇《乘勝狙擊》
首播飯局，男主角陳展鵬
因拍新劇《天命》扭傷頸部
而缺席。
近日莊思敏在網上被人
出價 100 萬港元陪玩一晚，
她表示對方不斷追問令人
煩厭，“當我上載出來後，
他即時改名，又再問我是否
不作考慮，價錢都是一樣，
沒有加價， 我不理他又再
問，回應了他一樣再問，真
的很無奈。（不考慮交個朋
友？）不會，我都有問對方
有什麼好玩？其實都聽過行
內好多女仔都收過這類訊
息 ， 只 是 大 部 分 人 會 ignore，我是少數一個。”她
自言相信劇集出街後有更多
人問價， 因在劇中要靠男
人錢兼性感上陣，會跟不同
男性發生關係來換取金錢及
地位。她亦透露跟陳山聰和
黃子雄都會發生關係，並只
穿胸圍和內褲，完全挑戰電
視尺度，她更說：“有個畫
面是山聰個頭伏在我胸前，拍時都疑
惑可否出街，監製話會保留，但時間
上縮到好短。”但她讚山聰拍床戲時
很鎮定，令她不感壓力。
有份拍《天命》的山聰談到展鵬
受傷，他謂：“場戲無我，當我到場
時見他變了梗頸四，半邊膊頭不能如
常郁動，可能他太累加上睡眠不足，
知他已經睇醫生，希望他早日康
復。”
當晚在林夏薇投資食肆搞首播飯
局，林夏薇說：“原本在我地方，
我想請大家，不過他們好有誠意話夾
錢，這便由我來包底。” 問她會否
叫老公捧場，她笑說：“他會自覺
性，一定會支持我。”

PSY爆Rain借新歌肉麻示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
Rain 與金泰希於 2012 年合拍廣告而
認識，於翌年元旦日被韓媒公開約
會照片斷正，其後二人大方承認已
經交往一個多月。兩人一直愛得火
熱，更多次傳出婚訊。
兩個人拍拖總有拗撬時，金泰
希曾經表示，剛開始拍拖時只想讓
對方看到好的一面，但隨着時間流
逝他倆也爭吵過，亦遇過困難，反
而更確定Rain是個非常溫暖的人。
Rain 睽違 3 年回歸歌壇，本月
15 日 凌 晨 推 出 新 歌 《 最 好 的 禮

物》，是由歌手 PSY 製作，Rain 參
與作詞，由於歌詞中處處透露戀人
間的甜蜜，亦像是他與金泰希的寫
照，讓外界猜測這首歌是不是他量
身打造的求婚曲。據知，Rain 的友
人向韓媒大爆：“Rain 是以寫給金
泰希的心情創作這首歌，特別是
『最大的喜悅』這句歌詞，其實是
金泰希（喜與希同音）名字的雙
關”。而作曲人 PSY17 日也在 Twitter 祝賀 2 人結婚，並留言說：“想
起與智薰（Rain）一起為副歌作詞
時，歌詞中他寫下最大的喜悅，並

告訴我歌詞由來的時候，真是令人
雞皮疙瘩，現在可以說了，最好的
禮物。”

■由 Rain 作詞的《最好的禮物》，
日前已被節目主持質疑是求婚歌。
網上圖片

■PSY賀
■PSY
賀 Rain
Rain結婚
結婚。
。 資料圖片

拍《小男人週記 3》公器私用

阿旦不讓老闆刪走女兒戲份

■阿旦作狀親吻娜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鄭
丹瑞（阿旦）再以小男人“梁寬”人
物，聯同周秀娜、鄧月平（Larine）、
蔡瀚億（BabyJohn）合演《小男人週
記 3 之吾家有喜》，成為農曆年第一檔
賀歲片。片中阿旦更出動大女鄭瑤與
細女鄭珉客串演出，因兩人沒有知名
度，老闆看片時一度想把這場戲刪
走，阿旦護女情深，“企硬”不准
刪，後來老闆獲悉是阿旦女兒，即轉
軚要保留，令這場戲得以“重生”。
身為導演的阿旦自我安排與娜姐
的一場鴛鴦泡泡浴，源於鄭伊健的一
個凌厲眼神：“當年伊健在我執導的
《分手一百次》與娜姐在浴缸的親熱
戲，拍時他以挑釁性眼光望住我，他
一身泡攬住娜姐，並沒有感激我，眼

神中像說我搞成他這樣子，我都好
嬲， 一路記住，所以這次回贈他一
場，我個浴缸比他大，還跟編劇講一
定要有這場戲。（看了娜姐全相？）
全部泡泡，坦白講我有少少後悔，一
點不好受，既要照顧娜姐感受，拍攝
當天好凍，要不停在浴缸注入熱水，
在熱水裡浸 3 小時，互相對望，見到對
方滴出汗，完全不浪漫，拍完一個鏡
頭，又要披住毛巾起身睇Playback，滿
身是泡，狀甚狼狽。哎喲，鄭伊健上
了你當！ ”另一場他和娜姐的 360 度
轉親嘴戲，阿旦笑說：“是鏡頭轉，
不是人轉，這場戲我又公器私用，是
想告訴全世界知，她是喜歡我， 所以
她走來錫我。”娜姐則認為這場戲是
需要的。

阿旦笑指原本有兩個女監場，最
後她們太累先走，阿旦不覺得在兩個
女面前拍親熱戲會尷尬，反而想她們
在場了解一下現場環境是有數十人打
燈，爸爸拍戲不是博人懵，哪有浪
漫？

全家上陣獨欠老婆
片中阿旦兩個女鄭瑤與鄭珉有份
客串演出，老闆睇片時不知就裡要將
她倆的鏡頭刪走，阿旦認真地拒絕，
指明是他女兒不能刪，老闆獲知後即
哈哈笑：“ 梗係唔剪”，阿旦兩女可
獲“重生”；鄭瑤與鄭珉飾演好乞人
憎的 OL，阿旦大讚他們這場戲可以奪
影后：“因為做回她們最擅長一面，
通常我喺屋企一開口說話，她們便反

■陳山聰

■林夏薇 ■莊思敏

白眼，我就是要這個表情，所以她倆
做得好好，可以攞獎。”阿旦直言是
刻意安排兩個女出鏡：“ 話說有日全
家一齊睇我拍的電影《黃鋒尾後
針》，片中嘟嘟（鄭裕玲）演討人厭
的女強人，正當電梯門要關上之際，
有個大肚婆拖住個歲多女仔叫等埋 ，
大肚婆就是我老婆，小女孩是我個
女，肚入面是阿妹， 阿女睇完開心到
尖叫，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再延續一
次，當是鄭家遺傳之作，（為何不叫
老婆一齊上陣？）我有叫， 她說『你
有娜姐，算啦，唔好叫我』。”娜姐
聞言笑着叫阿旦不要擺她上台。同樣
艷福不淺的 BabyJohn 要被 36F 上圍的
Larine “ 胸 壓 ” ， BabyJohn 表 示 ：
“嗰場戲是足球小將式食波餅， 多謝
女方的信任，拍時不尷尬，但講出來
很尷尬。”
鄭丹瑞 Hair & make up：Milk Cheng
周秀娜 Hair : Amber Tse @ Queens Private I
make up：Omix B
Wardrobe：IRO@ I.T
BabyJohn Hair: Domanic Tao @ The Attic Hong
Kong
場地：hmv k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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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女兒遭爸爸搶吻 折手嚇壞粉絲
藝人六月（蔡君茹）和李易於 2011 年步入禮堂後，目前
育有兒子李昕恩（Star）和女兒李昕嬡（Shinny），夫妻倆也
經常透過臉書曬出和兒女們的親密互動，而有女萬事足的
李易自從愛女出生後，總是不會放過和「前世情人」放閃的
機會，在 8 日六月上傳的照片中，只見李易親暱的吻著女兒
Shinny，但沒想到大家的焦點卻都放在 Shinny 的「反折手」。
六月昨日上午在臉書曬出老公李易和女兒的照片，只見
李易一臉陶醉地向女兒獻上了「深情一吻」，但 Shinny 似乎
是不領情，不但大小眼地看向六月想要求援，還急著想要掙
脫李易，彷彿不太喜歡李易的強吻。如此爆笑的反差，也讓
六月在文中調侃李易：「李先生、看的出來 Shinny 相當不願
意內！！」
貼文 PO 出後，馬上引來粉絲們的大肆討論，只是粉絲
們的焦點卻都放在了 Shinny 的「反折手」，都紛紛留言擔心
Shinny 的小手會不會扭到或是受傷，也讓六月急忙地在留
言中回覆「她喜歡反手哦！喬回來她又自己折回去」，要大家
不必太擔心。

16 秒偷拍影片曝光 潘瑋柏直呼不堪

男星驚傳遭偷拍，不堪畫面全都露？「潘帥」潘瑋柏 8
日出席《球球大作戰》全球總決賽年終慶典，而在活動結束
後，他發現身邊的人都竊竊私語，彷彿藏有什麼小祕密，點

開微博後才發現，自己竟遭工作人員出賣了！原來潘瑋柏上
場前在電梯裡對著鏡子哼哼唱唱、扮鬼臉等全被身邊的夥
伴偷拍下來並上傳到網路上，讓他忍不住轉貼影片並大呼：
「居然偷拍我不堪耳目的影片！」
昨日晚間出席完《球球大作戰》後，潘瑋柏在微博上貼
出一段影片，並大呼自己遭偷拍，甚至直言這影片真的是「不
堪耳目」。看到偶像被偷拍，又出現關鍵字「不堪」，許多粉
絲都嚇壞，以為發生了什麼事，但點開影片後發現，原來是
潘帥上場前在電梯裡對著鏡子整理服裝儀容，不時地擠眉
弄眼，而嘴巴也不得閒，不停地哼哼唱唱。
長達 16 秒的影片，讓潘瑋柏的俏皮模樣全都露，雖然
他本人相當無奈，擔心隨口的哼哼唱唱會污染大家耳朵，可
是不少粉絲卻覺得相當可愛，紛紛留言大讚：「有實力就是
不一樣，隨便唱都好聽」、「哈哈哈，潘帥根本是大可愛，還
放電呢～」但也有網友虧潘瑋柏說，明明就有看鏡頭，這根
本不算偷拍啦！

郭靜忘我吃泡麵險畫錯重點
溼身〈分手〉耍孤僻
郭靜在新歌〈分手看看〉MV 裡，獨自赴陽明山上的
湖邊露營療情傷，畫面唯美浪漫，看似悠哉搭帳篷、露營，
但其實拍攝當天正下著大雨，她苦笑說：「很美，但真的
很溼！」外景當天一早傾盆大雨，現場工作人員、導演穿著
雨衣忙進忙出：「他們來找我講話都是很想睡的臉，又被
雨淋得很溼。」過程又冷又餓，她只好狂嗑道具泡麵。
洗車卡衣服
她在 MV 裡飾演分手後仍堅強豁達的女孩，導演安
排她一人在湖邊乾杯、煮泡麵療情傷，她一度吃得太忘我，
讓導演不得不喊卡，無奈對她說：「不是要拍得好像很好
吃的樣子，重點不是在吃泡麵啦！」她大笑回：「這樣我們
才接得到泡麵的廣告呀！」
MV 拍攝現場溼得不得了，連洗車、翻前男友舊物時
的內心戲時也「溼透」
；一幕郭靜穿著黑色露肩上衣詮釋「貴
婦洗車」畫面，拍攝時她雙手卻被平口上衣卡住，移動幅
化妝師借名牌包包與化妝品，她笑說：「總不能穿成貴婦，還背
度無法太大，只能微笑假裝認真的樣子。
我自己那個黑色後背包吧！」〈分手看看〉MV ９日在福茂官方
MV 網路首播
此外，平時習慣使用後背包的她，臨時跟工作人員和 YouTube 與新浪音樂首播。

「你是好人 希望你耳朵快好起來」
吳克群行善收街友感謝信
吳克群默默行善多年，近２年親自「夜訪」街友，發送食
物、衣物、棉被等物資不下 10 次，更自掏腰包捐助「寒士吃
飽 30」不少經費，長期行善的他，去年 12 月驚傳左耳聽力
僅剩６成，一名露宿街頭、曾受他幫忙的街友得知消息，請
創世基金會代為轉交手寫紙條，藉文字表達關心，吳克群感
動說：
「社會每一個角落都有溫暖，知道有人默默關心自己，
那種感覺難以形容。」
為寒士吃飽募款
為了讓 全台４萬名弱勢 群眾享用團圓飯，「寒士吃飽
30」將於 22 日在全台 16 處辦桌，眼見活動僅剩２周，經費
卻只募到５成，眾藝人趕緊出面聲援；吳克群雖患耳疾依舊
參與活動，這位署名「無名士」的街友說：「你是個好人，在

冬天的時候都跟站長去放被子和衣服、吃的，過年出錢請我
們吃桌。謝謝你，好人有好報，希望你的耳朵趕快好起來、
可以聽得到。」
群星簽名本義賣
日前出席「寒士吃飽 30」宣傳記者會的朱俐靜，去年９
月剛經歷喪母之痛，她透露媽媽生前在醫院做義工，從小跟
在母親身旁耳濡目染的她，深刻感受「付出」重要性：「看著
媽媽為弱勢民眾服務、到處探訪，連生病期間也儘可能參與，
讓我銘記在心。」
由黃子佼、畢書盡、李玉璽、玖壹壹等人號召的「群星簽
名開運日誌本義賣活動」已於雅虎拍賣公益競標，所得全數
將捐作活動經費。

歌仔戲兩天王結拜成姊妹
楊麗花聞噩耗心肝揪酸
歌仔戲四天王之一巫明霞（小明明）７日驟逝，她與楊麗花當年在歌仔
戲界並列天王，２人還是結拜姊妹，當得知好姊妹死訊時，國寶楊麗花透
過徒弟陳亞蘭表示，非常心痛。另一位歌仔戲天王葉青也表示聽到消息
很難過，但願她一路好走。
楊麗花說，她聽到消息後，「心肝揪酸，真痛、很不捨」，並回憶當年兩
人到菲律賓公演時，結拜成「七仙女」，小明明排行第６，她則排行第７。
楊麗花日前宣布復出、將製作並演出電視歌仔戲，她說還曾想找小明
明一起重振歌仔戲，後來打電話試圖聯絡時，才發現小明明電話換了，所
以沒能聯絡上，無奈從此再也無法聊天，如今天人永隔，令她相當難過。
葉青也回憶，1975 年在台視跟小明明合作過一部《介子推》，之後就
沒再合作；後來小明明在華視演中午檔的時段，葉青 1982 年進華視演晚
上７點半到８點時段，雖然沒有互動得很頻繁，但是大家都是同事，突然
聽到這個噩耗心裡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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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 2016 年的逆天票房，業內專家普遍
對 2017 年的動畫電影市場的票房表現不看好
。目前北美市場動畫電影熱門的系列在 2017
年所剩不多，2017 年對於動畫電影而言可能
是壹個小年。2016 年中國電影市場總票房雖
然超過 2015 年，但增幅不及 5%，不過動畫
電影卻成為大亮點。《瘋狂動物城》、《功
夫熊貓 3》、《妳的名字。》等多部作品的出
現，極大地助力 2016 年中國電影市場的增長
，這讓人們對 2017 年的動畫電影充滿了期許
。

2017 年全球動畫電影萎縮
“神偷奶爸
神偷奶爸”
”有望拿票房冠軍
2016 盤點
動畫電影迎來大豐收
票房的提升，也讓奧斯卡頒獎季的
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項呈現出了前所
未有的開放局面。除了參與影片數量達
到歷史之最以外，影片質量也被人認為
歷史最高。盡管中國影片《西遊記之大
聖歸來》也參與競爭，但是普遍被人認
為爭獎希望不大。從目前來看，《瘋狂
動物城》、《魔弦傳說》齊頭並進希望
最大，但是包括《紅海龜》、《妳的名
字。》、《海洋奇緣》、《西葫蘆的秘
密》以及《海底總動員 2：多莉去哪兒

》在內的多部佳片都有望競爭奧斯卡最
佳動畫長片的最後五強寶座，《洛杉磯
時報》、《多倫多星報》等多家報紙，
都坦承這將會是歷史上最可怕的壹次動
畫片獎項大廝殺。
2017 展望
《玩具總動員 4》跳票
今年可能成為巨大萎縮年
2016 年動畫市場在全世界範圍內取
得了巨大成功，也讓不少人對 2017 年動
畫電影市場繼續成功再創輝煌，充滿了
期待。不過相較 2016 年的逆天票房，業
內專家普遍對 2017 年的動畫電影市場的

票房表現不看好。
知名北美影評人克裏斯托弗·羅森就
表示，《瘋狂動物城》、《海底總動員
2：多莉去哪兒》和《愛寵大機密》三者
連發的局面，在 2017 年可遇而不可求，
“能夠出現壹部叫好又叫座、票房突破
3 億美元的動畫制作已經是很難得的事
情，更何況是同壹年出現三部，這樣的
事可能也只會在 2016 年出現。”
種種跡象表明，原本要在 2017 年現
身的多個系列電影都將相繼跳票。目前
《玩具總動員 4》已經確定要在 2019 年
上映，此前備受中國觀眾喜愛的《瘋狂

俄羅斯《世紀戰元》曝臺版中文預告

戰鬥英雄超級英雄聯盟
正邪大戰壹觸即發

炸雞叔將回歸《風騷律師》第三季

聚焦角色掘起故事
《風騷律師》第三季近日確定了首播日期，鮑勃·奧登科特和
喬納森·班克斯兩位主演將回歸，而讓《絕命毒師》的粉絲驚喜的
是，“炸雞叔”吉安卡洛·埃斯珀西多也會加盟第三季。
在第二季中，炸雞叔就曾在他的快餐公司的廣告中壹閃而過，
在新壹季中他的故事將會得到更大篇幅地呈現。飾演者埃斯珀西多
透露：“在劇中他會以相對不成熟的形象出現，他還在尋找適合自
己的辦事方式。對我來說，我很開心能看到他的掘起，他擁有足夠
的背景空間去支持這個故事。”
炸雞叔在劇中的故事如何展開目前還不清楚，但是他的出現很
可能與喬納森·班克斯飾演的邁克·艾曼特勞特有關。在第二季結尾
邁克得到了壹條神秘的信息，粉絲認為這條信息就是炸雞叔留下的
，第三季中炸雞叔很有可能成為知曉邁克壹切的敵人。
《風騷律師》第三季將於 4 月 10 日在 AMC 電視臺開播。

楚巴卡在“星戰 7”刪減片段中扯掉對手胳膊
呼應“新希望”中韓索羅對伍基人撕胳膊的描述
最近迪士尼爆出《星戰 7》中的片段，Unkar Plutt（西蒙·佩
吉飾）在 Maz Kanata 的城堡中威脅了蕾伊，楚巴卡扯掉了這位
Jakku 星球的廢品回收商人的胳膊。但在最終的劇場版中，這個片
段並未出現，也許會被收進星戰 7 的 3D 收藏版中。此段場景頗為
激烈，也難怪迪士尼需要刪掉。西蒙·佩吉在此粗剪的片段中是以
純 CG 的 Unkar 形象出現，楚巴卡扯掉他的胳膊之後放到了桌子上
，這條胳膊可是實體的。這壹段呼應的是 1977 年的《星球大戰：
新希望》中，韓索羅告訴 C-3PO，還是得讓伍基人贏，不管是玩
兒遊戲還是在生活中，因為他們輸了的時候會把人胳膊從肩膀上撕
下來。刪掉的這壹幕同時也致敬了《新希望》中，Ponda Baba 在
Mos Eisley 酒吧中，胳膊被歐比旺削掉了的鏡頭。

俄羅斯科幻動作電影《世紀戰元》將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在俄羅斯上映，電影於今日放出最新中文預告
，四位超級英雄合力對抗邪惡勢力克拉托夫教授。
《世紀戰元》號稱俄羅斯影史上制作成本最高的壹部
作品，本片導演薩裏·奧德賽耶執導，塞巴斯蒂安·斯
薩克、安東·龐布施尼、瓦謝斯拉夫·拉貝戈耶夫、桑
紮爾·馬季耶夫等動作影星聯袂主演。
預告片中莫斯科被不明力量夷為平地，壹支由金
剛熊、隱形女、可以意念控制物體的石頭人和外形酷
似冬兵的彎刀戰士組成的超級英雄聯盟來阻止邪惡大
軍入侵，這是精銳之師是俄羅斯的唯壹希望，隨即展
開了壹場正邪大戰。
本片講述壹直從事兵器研究的邪惡的克拉托夫教
授欲用生物兵器達成自己的野心，在俄羅斯境內的各
大城市制造了壹系列大規模爆炸恐怖襲擊。為了消滅
邪惡勢力，拯救面臨生物兵器毀滅的國家，俄羅斯國
防部派出了冷戰時期創建的名為“愛國者”的超級英
雄團隊，各個英雄異於常人，身懷特技，與號稱統治
世界的邪惡教授展開了壹場殊死較量……。
本片被稱為戰鬥民族出品的《復仇者聯盟》，讓
我們期待戰鬥民族是如何與邪惡力量戰鬥吧！

原始人》續集已經確定胎死腹中。
北美著名分析人士塔裏克·汗表示，
目前北美市場動畫電影熱門的系列在
2017 年所剩不多，2017 年對於動畫電
影而言可能是壹個小年。“在《瘋狂的
小鳥》還沒有挖掘成型，《冰川時代》
這樣的系列已經完結的情況下，2017 年
可能成為動畫電影在全球市場的壹個巨
大萎縮年。”
《神偷奶爸 3》延續前兩部票房勢頭
從目前的片單來看，克裏斯托弗·羅
森表示，有很大概率，有著小黃人加盟
的《神偷奶爸 3》會成為 2017 年的北美

市場和全球市場動畫電影票房年冠。
“有這之前的作品粉絲基礎打底，北美
3 億美元和全球 10 億美元對他們而言難
度應該不大。2017 年，估計很難出現能
夠與它抗衡的北美動畫電影。”不過，
北美媒體普遍看好在 2017 年登陸的《樂
高蝙蝠俠》和《樂高忍者》兩部電影，
在此之前，《樂高大電影》就曾創下了
相當不俗的票房紀錄，這兩部風格延續
化的作品，極有可能延續此前作品的票
房輝煌。包括《紐約郵報》在內的多家
媒體在 2017 年電影預測中，都將這兩部
電影看做是年度黑馬的熱門。

恐怖驚悚《分裂》曝全新預告海報

壹美精分人格笑容詭譎

沙馬蘭新作獲好評

基努裏維斯《疾速特攻》曝新劇照
約翰威克重出江湖 露比羅絲等新敵人亮相
由查德·
斯塔爾斯基
導演，基努·
裏維斯回歸
主演，科曼
、露比·羅絲
、勞倫斯·菲
什伯恩等人
全新加盟的
《疾速追殺
》續集《疾速特攻》近日曝光了最新劇照。
基努·裏維斯飾演的約翰·威克經歷過上壹集的風
波後本來已經退休，也重新養了壹只健康的狗狗。但
是他的壹個前同事意圖去控制壹個如影子般存在的國
際殺手組織，想找約翰·威克參加，但是被拒絕了，於
是退休中的約翰·威克變成他前同事的目標，國際上的
殺手們蜂擁而至，約翰·威克壹場大戰即將開始。
《疾速特攻》將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在北美上映。

M·奈特·沙馬蘭執導的恐怖驚悚新
作《分裂》已經取得了不錯的評價，目
前 MetaCritic 均分 75，爛番茄新鮮度達
80%，不少媒體也對“壹美”詹姆斯·
麥卡沃伊的表演大加贊賞，稱其令人
“毛骨悚然”（沙馬蘭導演憑新作《分
裂》回歸好評不斷）。影片日前曝光全
新預告海報，殘暴角色呼之欲出。
片中“壹美”飾演的凱文擁有 24 種
人格，海報裏矗立在隔斷的鏡子前，反
射出七種不同人格，有戴眼鏡的斯文嚴
肅樣，也有身穿帽衫笑容詭譎的危險模
樣。片中他雖然已被醫生證實有 23 種人
格，但還有壹個最為殘暴的人格深藏其

中。
電影《分裂》講述了麥卡沃伊飾演
的男主凱文患有精神分裂，有著多重人
格，他被精神病醫生 Dr. Fletcher 診斷
出有 23 重人格，而且其中有壹種人格能
控制其他人格。凱文在其中壹個人格狀
態下綁架了三個少女，其中有壹個女孩
Casey 逐漸意識到了他的問題。於是凱
文和自己的多重人格、以及身邊的人展
開了鬥爭……。
影片由《靈異第六感》、《探訪驚
魂》導演 M·奈特·沙馬蘭執導，將於北
美時間 2017 年 1 月 20 日上映，北美定
級為 PG-13 普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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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RE 51 REASONS
YOU WON’T WANT TO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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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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