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桌椅批發餐桌椅批發AAAAAA FURNITURE WHOLESALE
Tel: (713) 777-5888 Website: www.aaafurnitureusa.com

1030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 各式鐵木餐館桌椅、面、沙發

★ 以舊換新，省錢省力

★ 舊椅換新墊，一天完工

★ 本地免運費（一次購買$3000以上）

★ 價錢最低，品質最優，服務最好

★ 8萬呎倉庫，大量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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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312 #316 #310 #309 #88S

#525 #527 #537 #514 #510 #305A

#23 #411 #66A #D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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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防水地板以及實木複合地板。。。。。。。。。。。。。。。。。。。。。。。。。。。。。。。

Email:jangao2002@yahoo.com

營業時間：

Mon-Sat 9am-6pm

Sun 請預約

$1.29&UP （複合地板，防水地板）

$2.49&UP （實木複合地板）

$2.99&UP （12mm複合地板包工包料）

$4.99&UP （實木地板包工包料）

其他包括：地毯、地磚、花崗石臺面

電話電話：：((228181)) 980980--13601360
((832832)) 878878--38793879

傳真傳真：：((281281)) 989800--13621362

十年老店十年老店

Lightsome FlooringLightsome Flooring
光新地板光新地板

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為您的家庭及生意增輝

38383838 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Greenbriar Dr., Stafford, Texas 7747777477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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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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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1 Green Drive, City of Industry, CA9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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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uckymoving.comDOT:586392 MC－282688 CA#013300 PUC:T#151022

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飛達搬家運輸公司
●德州分公司

281-265-6233
760 Industrial Blvd., Sugar Land, TX 77478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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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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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賽季歐冠1/8決賽次回合壹場比賽在路易二世球場展開爭奪，曼城客場1比3不敵摩納哥，姆巴
佩和法比尼奧進球，阿圭羅連失良機，薩內扳回壹城，巴卡約科絕殺。曼城總比分6-6戰平，以客場進球劣
勢出局。

[[歐冠歐冠]]摩納哥摩納哥33--11曼城曼城

盛宴盛宴！！切爾滕納姆賽馬切爾滕納姆賽馬

英國切爾滕納姆英國切爾滕納姆，，20172017切爾滕納姆賽馬節切爾滕納姆賽馬節賽況賽況。。名人名人、、團團
隊隊、、選手選手，，各路人士齊聚壹堂各路人士齊聚壹堂，，老將女兵紛紛上陣老將女兵紛紛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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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羽瑞士賽攬四冠
林丹男單稱王

總獎金12萬美元的世界羽聯黃金
大獎賽瑞士公開賽當地時間19日在巴
塞爾落幕，以中國國家隊主力出戰的
中國選手攬獲男女單雙打4項冠軍，
前奧運冠軍林丹復仇擊敗小將石宇奇
奪冠，打破個人長達11個月的冠軍
荒。

本月早前舉行的全英公開賽準決
賽上，33歲的林丹正是難敵年輕自己
12歲的石宇奇無緣決賽。不過在這場
瑞士公開賽焦點戰中，經驗與實力更
勝一籌的林丹成功復仇。

首局比賽8平後，林丹憑藉一球
13：4的連續得分以21：12先下一局，
次局比賽林丹依舊掌控比賽進程，在
主動得分方面明顯優於小將石宇奇，
最終以21：11的比分輕鬆鎖定勝利，
整場比賽僅用時31分鐘。

這是“超級丹”自去年4月中國
大師賽後獲得的首個冠軍，經歷里約
奧運會衛冕失利和個人形象危機後，
重歸賽場的林丹終用冠軍回應了來自
各方的質疑。

■新華社

廣東隊核心球員易建聯經過傷病
調整，19日晚以29分10個籃板3封阻
幫助廣東男籃時隔三年重回CBA總決
賽。這是廣東隊第13次進入總決賽。

本賽季易建聯多次受傷。先是常
規賽膝蓋受傷，與隊伍短暫分離，並
因這次傷病出場次數不足30次，無緣
常規賽MVP評選。準決賽第二場，易
建聯的二次受傷導致第三場帶傷出戰
表現不佳，給了對手深圳隊主場反撲
的機會。

經過調整，易建聯19日晚間開局

打出11：0的高潮，第二節6投6中，
上半場易建聯一人獨得21分。最終，
廣東隊以103：90拿下比賽。

廣東隊主教練杜鋒為隊員們感到
驕傲：“隊伍在本賽季起起伏伏，但
是能否快速調整，在準決賽客場失利
的情況下拿到賽點。在隊伍新老交替
過程中，老隊員帶領年輕隊員打入總
決賽付出了很多努力。”

廣東隊將在總決賽與同樣是以
4：1晉級的新疆隊交手，後者19日晚
以111：103擊敗遼寧隊。 ■中新社

港足飛赴約旦 備戰亞洲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香

港足球代表隊20日晨復操，隨後即晚飛
赴約旦出戰23日對該國國家隊的友誼
賽，之後轉往黎巴嫩，於28日首場亞洲
盃外圍賽作客對陣該國國家隊。

這期港隊有不少新面孔，包括黃梓
浩、李毅凱、李嘉耀、陳俊樂、梁諾
恆、黃威、曾文輝以及補選的羅港威；
白鶴、陳偉豪、張偉峰、陳肇麒、盧均
宜等舊面孔不在陣中。主帥金判坤期望
一批外闖的港腳和這批新血可踢出打不
死的香港精神。

四名港隊小將黃梓浩、李毅凱、梁
諾恆及陳俊樂15歲起就已是港青隊員，

他們渴望一起正選上陣。李毅凱
認為，4人間早已存在默契，若
一起出戰亞洲盃將格外有意義。

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透
露，原擬邀請世界級勁旅皇馬8
月赴港，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
年。但因皇馬亞洲行程緊密無法
增添香港站，唯有放棄。

不過，英超亞洲賽卻定於7
月19日在香港舉行，港隊將在
主場和三支英超隊對賽，第二站
移師上海，若港隊贏波，將在上海與上
海上港爭冠軍，相反港隊輸波，上港則
爭季席。梁孔德透露：“利物浦是其中

一隊有很大機會赴港的英超前列球隊，
據知，李斯特城亦有興趣參戰，至於另
一支來港英超中游隊則仍待落實。”

易建聯29分 助粵籃返總決賽

在19日進行的世錦賽準決賽，
吳安儀苦戰9局以5：4淘汰

賽事 11屆冠軍、英國名將伊雲
絲，連續4年闖入決賽。休息不到
1個小時，她再次披掛上陣，與印
度球手Vidya Pillai展開冠軍爭奪
戰。

決賽中，吳安儀先得兩局獲
得夢幻般開局。然而，Vidya Pil-
lai此後如有神助，連扳4局。此時
吳安儀穩住陣腳，以 66：43、
70：59和53：1將大比分反超為
5：4。第10局，吳安儀在一度領
先的大好形勢下被Vidya Pillai逆
轉，以49：56打成大比分5平。

放得開是制勝關鍵
決勝局，吳安儀頂住壓力，

在與Vidya Pillai比拚耐心的過程
中最終以66：56勝出，歷經9小
時後再次捧起世錦賽冠軍獎
盃。

回港後被問
到兩次問
鼎世

界冠軍的感受，26歲的吳安儀有
所領悟地道：“這次最重要的是
放得開。”

“上次（2015年）因為壓力
大，感覺很壓抑。但這次不同，
放得開。我對自己講：有甚麼好
怕，輸就當作是學習，享受比賽
的過程才最重要。”她說，與兩
年前比，自己在多方面都有所進
步，比如意志力、比賽中情緒的
控制等，“進入淘汰賽後，個個
都是強手，每場比賽都要打至決
勝局才分勝負。大家鬥意志、比
鬥心。但相信自己，盡力去打。
我滿意這個過程，最終將獎
盃帶回香港”。

那麼在9個
小時冠軍
戰

後，最想用什麼慰勞自己？“四
眼妹”不假思索地答：“菠蘿
油、豬手米、凍奶茶！”

吳安儀21日晚出席香港傑出
運動員選舉頒獎禮，下月初赴英
國出席世界女子桌球節，出戰6個
紅波、10個紅波的個人及雙人
賽，之後再轉戰印度亞錦賽，有
機會跟 Vidya Pillai 再度碰
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陳曉莉）用“由早打到晚”來形容“四眼Cue

后”吳安儀這次新加坡挑戰女子桌球世錦賽奪冠之路最恰當不過了。由早上的4

強賽，再戰緊接而來的決賽，15個小時內擊敗兩名世界頂級女將，吳安儀笑言：

“打到頭腦不太清晰，但幸好可以把獎盃帶回香港。”而奪冠後最想做什麼？她

20日晚載譽返港後笑稱，回家後最想吃豬手米、凍奶茶、菠蘿油！

吳安儀
吳安儀豬手米

豬手米

一日兩賽
再奪世界冠軍獎盃

凍奶茶慶祝

凍奶茶慶祝

吳安儀獲獎史
年份

2007年
2009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3年
2013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6年
2017年

賽事

IBSF世界業餘21歲以下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IBSF世界業餘桌球錦標賽
亞洲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IBSF世界業餘桌球錦標賽
IBSF世界業餘桌球隊際及6個紅球錦標賽
IBSF世界業餘桌球隊際及6個紅球錦標賽
WLBS世界職業桌球錦標賽
IBSF世界業餘桌球隊際及6個紅球錦標賽
WLBS世界職業桌球錦標賽
IBSF世界業餘桌球隊際及6個紅球錦標賽
WLBS德國女子職業桌球錦標賽
ACBS亞洲桌球運動會6個紅球賽
WLBS世界職業桌球錦標賽

結果

女子個人亞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銅牌
女子隊際金牌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隊際亞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亞軍
女子隊際冠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冠軍
女子個人冠軍

■■港足四小將港足四小將（（左起左起））黃梓浩黃梓浩、、李毅凱李毅凱、、梁諾梁諾
恆及陳俊樂恆及陳俊樂。。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林丹終打破林丹終打破1111個月個月
的冠軍荒的冠軍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易建聯（（右二右二））2929分分1010個籃板助廣東個籃板助廣東
隊重返總決賽隊重返總決賽。。 新華社新華社

■■世錦賽的背景板以吳安儀為主角世錦賽的背景板以吳安儀為主角。。

■■吳安儀將世界冠軍獎盃帶回香港吳安儀將世界冠軍獎盃帶回香港。。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經過一日
兩賽 15個小
時的苦戰，吳
安儀終再奪冠
軍獎盃。

潘志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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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入圍今年金像獎8項
大獎提名的《一念無明》，男主角余文樂
和導演黃進及編劇陳楚珩，旋風式飛往台
灣為《一念無明》宣傳，而將飛往歐洲拍
攝的曾志偉更突然現身，與台灣傳媒見
面。二人開心暢談劇中父子情，也分享如
何走進角色性格的深刻表演體驗。

曾志偉原本要赴歐洲拍戲，意外有
空加入“兒子”余文樂、導演黃進及編
劇陳楚珩一起宣傳，談到劇中父子在醫
院天台的感人內心戲，他笑說自己習慣
拍喜劇，只有感動才哭得出來，所以當
初很怕哭不出來。

首度提名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獎，余文樂表示非常開心，但他更替團
隊感到高興，這是所有幕前幕後人員的

功勞。片中情緒沉重，卻能在短短十多
天完成拍攝，余文樂表示每位演員都已
把角色內化，每天到現場走完位就開始
拍，余文樂表示當時每天拍完戲，連回
家也悶着不說話。他甚至不准朋友到現
場探班，一拍完電影，余文樂立刻搭機
離開香港，“這樣才走得出阿東的角
色。”

對於《一念無明》想表達的意念，
余文樂想讓大家知道“在香港生存有多
麼困難。”曾志偉也很認同：“他們的
房間那麼小，而且窗戶還無法打開看外
面，許多人生活在狹小房子裡面，他們
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導演黃進和編劇陳楚珩出席《一念
無明》特別場映後座談，全場座無虛

席，原來台灣觀眾對香港社會題材的電
影很感興趣。兩位更與台灣的觀眾分享
拍攝心得，他說：“這次拍攝成果比他
自己想像得還要好，拍完《一念無
明》，更體會好演員、好團隊會成就出
全新作品，比原有期待來得更偉大，所
以這是屬於幕前幕後所有人的電影成
果。”

千嬅拍戲當開演唱會
電影《春嬌救志明》於

電影節開售門票當天的首5分
鐘，兩場放映場次的門票均
已售罄。今次導演繼續大玩
集體回憶以及粵語流行曲，
將自己非常深愛的卡通人物
“小雙俠”融入戲中劇情。
戲中春嬌非常喜歡小雙俠，
而志明則完全未聽過，這個
代溝令春嬌大受刺激，忍不
住在家中演唱一次《小雙
俠》的卡通片主題曲希望喚
醒志明印象。但現實中的千
嬅卻不算太熟悉《小雙俠》
一曲，她也是在接過劇本後
才開始學唱的，當然最後這
首歌亦難不倒千嬅啦！在現
場排戲時已經相當投入地整
首歌唱一次，工作人員均紛
紛表示現場拍戲無端端有歌
聽，當睇咗楊千嬅演唱會。

COLBIE CAILLAT

下月九展開騷
美國搖滾民謠唱作人女

歌手Colbie Caillat首個香港
演唱會《Colbie Caillat 2017
香港演唱會》，將於下月17
日於九展舉行。門票將於下
星期公開發售。另外，日本
殿堂級手歌手布袋寅泰將在5
月首度來港開騷，於5月14
日假九展 Music Zone 舉行
“HOTEI ASIA TOUR
2017 IN HONG KONG”，
票價690港元全企位，憑序號
進場，門票將於本月尾公開
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香港女飛魚”歐鎧淳與模特
兒王曼喜20日日出席鞋履活動，
穿上去年獲“最佳鞋履設計大獎”
的新晉時裝設計師黃麗茹的得獎作
品。

王曼喜本身擁有自家時裝品
牌，她對任何設計方面均感興趣，
若有人邀請設計也想去參與。至於
歐鎧淳都有構思推出自家品牌，希
望是跟運動和游泳有關的產品。歐
鎧淳現正重新投入練水，她笑言再
投入訓練感覺自己爛船仍有三斤
釘，不過當然也要努力，所以在曹
星如比賽當晚有抽空去為對方打
氣，只是因翌日要練水，故未開場
便離開了。她又指五月會到美國進
行比賽，地點就在她以前所讀大學
的附近。歐鎧淳坦言跟男友胡子彤
工作上各有自己的方向，感情亦一
直很穩定，她透露男友仍然有打棒
球做運動，提到男友曾經拍戲，又
會否想跟男友一起情侶檔合作拍戲
呢？她笑說：“我不成呀，要拍戲
我先要努力去學演戲，因怕會耽誤
劇組就不好了！”

相隔8年多，羅嘉良再次為TVB拍
攝熱播的劇集《與諜同謀》，說

到回巢幫手拍劇，嘉良坦言自己在
TVB長大，應該要久不久回來跟大家
合作。今次全劇對手如鄭俊弘、李佳
芯、黃心穎等均為新人，嘉良這位
“大哥哥”稱各人已經好努力去做好
自己。

“個劇我同鄭俊弘接觸好多，他
經常問我該怎樣演，拍完又問是否
OK，所以會給他意見，我喜歡幫助
善良、勤力的人。以前自己都做過新
人，我加入TVB時，梁朝偉還未離
巢，在拍攝《俠客行》。最難忘是大
碧姐(鄧碧雲)，記得有一場戲講我心
情不好，大碧姐便教我像老公公那樣
坐在床上蹺起雙腳，就可以了。自己
剛入行時被叫木獨佬，大碧姐又會改
台詞，考我反應，由於她的經驗太豐
富，改得好到位。當時我就常常觀察
導演金廣城的反應，看他怎去拆解，
因為不可以大碧姐講什麼都yes，而
看他怎拆解時自己又學到嘢，可惜大

碧姐六十多歲就走，走得早。因為自
己經歷過呢個階段，都希望做前輩做
過的事，就是幫助後輩。不過我覺得
自己做新人時比他們更幸運，因當年
還有很多前輩一起演出。現在TVB好
多劇都用新人，機會係好多，但也希
望這一批新演員唔好因為機會多而
HEA 做，要好好珍惜現在有的機
會。”

讚囡囡唱歌好聽
撈家有兩段婚姻，前妻跟他育有

長子裕珹。過去十多年，撈家將工作
重心北移，並和女兒Sela及太太蘇岩
長居於北京。說到北上生活的日子，
撈家表示最唔習慣是適應講對白。說
到女兒Sela和哥哥的相處，撈家大爆
一對仔女十分老友，兩人又會一起
玩。近年不少人邀請撈家和囡囡一起
拍真人騷，但都被撈家拒絕了。

“18歲大仔剛去了加拿大多倫多
升學，本身囝囝同妹妹相處都好好，
又喜歡幫妹妹影相。囡囡本身好有音

樂感，播音樂時她會跳舞，音準跟哥
哥一樣，從來沒聽過他們走音。當然
是因為我呢個爸爸的DNA好，遺傳畀
她們。近年都有不少內地親子節目邀
請我們去拍攝，但我絕對不會帶女兒
參加，因囡囡不是此行的人，而且拍
攝過程自己知道是點樣的一回事，無
謂了。反而我同太太好注重囡囡健
康，佢食的食物都是有機食物，幫女
兒打好健康基礎。今次回香港宣傳，
大家好關心我會否考慮同她們回流香
港讀書同居住，其實要同太太商量，
但我們一家都常回香港，久不久亦會
帶女兒回來見祖母。”

想同李雪健焦晃合作
為了陪伴囡囡成長，羅嘉良近年

在內地拍攝工作都是嚴選的，他和太
太有共識，錢夠用就OK。近年不少
香港藝人北上從政或做生意，但甚怕
應酬的撈家透露對這兩個範疇沒興
趣，只醉心於好角色。

“太太叫我不要再像在TVB時那

麼辛苦，錢夠用就可以，是賺不完
的，所以我每年拍戲也是一部起兩部
止，起碼有三、四個月時間賦閒在
家，陪個女。在內地多年，都有人叫
我去做生意，但我唔喜歡飲酒應酬，
所以都謝絕了各人的好意。咁多年來
我都是喜歡拍戲，最喜歡演歷史人
物，由於事前要花好多時間做功課，
了解有關人物，加上我本身喜歡看紀
錄片以及近代史，令自己的歷史知識
也大有進步。像秦檜及汪精衛，因二
人都很具爭議性。特別是汪精衛，你
可以說他是漢奸，但他又救了很多
人，秦檜亦然。咁耐以來，我未剃過
頭演清裝，最想扮演康熙、雍正等皇
帝，雖然內地好多演員都演過，但仍
想嘗試。以前在TVB有一次機會剃
頭演出，但因《季節》要連戲不能剃
頭，所以改為黏頭套。我願意嘗試剃
頭演出，更常想像自己剃頭後的樣
子，也問過化妝師，對方說應該幾
好。內地好多好演員，我希望與李雪
健、焦晃這些老前輩合作。”

��&&

余文樂旋風式抵台宣傳

曾志偉驚喜現身

歐鎧淳
望推游泳產品

羅嘉良（撈家）於新作《與諜

同謀》，飾演亦忠亦邪角色“卓君

臨”可謂過足戲癮。返內地發展近

十年，嘉良現處於半退休狀態，只

因想多陪三歲多幼女羅詠婷（Se-

la）成長，對於近年內地興“父女

檔”真人騷，嘉良坦言收到不少邀

請，但都已經一一拒絕，只想女兒

開開心心、簡簡單單生活已心足。

近日有指羅嘉良望和太太蘇岩及愛

女回流香港居住而引起前妻方敏儀

不滿，嘉良透露一家三口回香港，

和前妻都會見面，每年都會一起吃

團年飯，兒子同女兒更相處融洽。

羅嘉良謝絕
帶愛女上真人騷

內地拍劇最愛演歷史人物

■■男主角余文樂和導演黃進及編劇陳楚珩男主角余文樂和導演黃進及編劇陳楚珩，，旋風式飛往台灣為旋風式飛往台灣為
《《一念無明一念無明》》宣傳宣傳，，而將飛往歐洲拍攝的曾志偉更突然現身而將飛往歐洲拍攝的曾志偉更突然現身。。

歐鎧淳歐鎧淳

■台灣特別放映場座無虛席。

■■羅嘉良希望羅嘉良希望
每 隔 一 段 時每 隔 一 段 時
間間，，便返娘家便返娘家
TVBTVB演出演出。。

■■羅嘉良拒絕同囡囡一起上親子真人騷

羅嘉良拒絕同囡囡一起上親子真人騷。。

王曼喜王曼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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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樂壇超級新女團誕生，能唱擅跳的「蜜蜂少女隊」即將於 3/23
發行首張專輯《GPS 密封令》，同名主打歌〈GPS 密封令〉請到亞洲多國團
隊操刀，於各地同步進行，直到拍攝前 3 天終於全員到齊，7 位蜜蜂少女
合體發光，造型師看到不禁讚嘆：「天啊！每個都高瘦美，宛如仙女。」

有趣的是，7 蜜少都是大腳丫，穿不下高跟鞋，經過緊急調度一天，才
讓 MV 得以開拍，蜜蜂少女隊美美動起來，個個卯足全力勁跳，跳到紅腫
脫皮猛貼 OK 繃，MV 已在蜜蜂少女隊 YouTube 官方頻道播出 (https://
youtu.be/33e1vahU76s)。

蜜蜂少女隊辣腿出擊  吳奇隆謝霆鋒掛保證蜜蜂少女隊經過大型女
團音樂養成真人秀競賽，從數千參賽者中嚴選出 100 位少女進入「蜂巢」
訓練營，由吳奇隆和謝霆鋒兩位導師親自領軍，分成藍、黃兩隊對抗，經
過長期的歌唱與舞蹈 PK，留下最優秀的 7 位少女：許和琪、劉雨昕、孔雪
兒、張悠然、關凱元、羅姝涵和張希雅，即將在 3/23 發片出道。

「蜜蜂少女隊」人未到，已在台灣掀起「蜂」潮！迷哥迷妹在每週六
晚上 10 點都會鎖定中天娛樂台 39 頻道收看《蜜蜂少女隊》競豔，而「蜂」
潮即將在本月 23 日再現，勢必引發另一波高潮！

「蜜蜂少女隊」腰束奶膨，平均年齡僅 21 歲，身高高達 168.5 公分，
姣好甜美的面容，配上 14 隻平均腿長 102 公分的美腿，令大中華樂壇眼
睛為之一亮，連操作過天王天后的工作人員看到本人，都不禁大呼「美若
天仙」，音樂監製陳子鴻老師也讚她們好像芭比娃娃。

不過，身材達黃金比例的 7 蜜少，卻有點雙腳放大，腳丫子穿不下原
先準備的高跟鞋，讓造型師措手不及，緊急向全城調貨，讓〈GPS 密封令〉
MV 緊急停工一天，隔天才順利開拍。

7 蜜少穿上合腳的高跟鞋美美上陣拍 MV，真槍實彈跳著重拍節奏電
音舞曲，不怕辛苦一遍一遍重來，腳趾頭、腳底板、腳後跟摩擦，跳到破
皮和紅腫，只好不斷換 OK 繃，腳下痛痛 der，臉上還要維持表情、身體秀
出最佳姿態，對於平常穿慣平底鞋跳舞的少女們來說，真切體會到：「美，
是要付出代價的。」

最特別的是，〈GPS 密封令〉MV 除了劇情版，還加拍了一個 one take
的一鏡到底舞蹈
版，舞蹈總監大
鈞 老 師 認 為 這
支舞立體好看，
應 該 完 整 呈 現
「蜜蜂少女隊」
精湛的舞藝，讓
更多人看見華語
第一唱跳女團的
驚人實力。

新生代當紅演員李國毅演出夯劇《如朕親臨》再創事
業高峰，而他在臉書透露收到一封親筆感謝信，信中除了感
謝他的教導外，最後還祝他「可以光明正大談戀愛」，引發
網友熱議。

李國毅之前演出《我的自由年代》爆紅，而後與連俞涵
演出《如朕親臨》大獲好評，起初兩人因私下互動少屢傳
不合，但日前連俞涵在臉書發表長文感謝李國毅，其中還說
「謝謝你！包容小麻雀的一切」，粉碎不合傳言，瞬間更增
李國毅暖男形象，獲得不少網友愛戴！

李國毅也於 11 日在臉書放上一封署名為「推子」的親
筆感謝信，內容大多感謝他的指教，引發網友好奇心，紛紛
猜測「推子」即是連俞涵。而李國毅也調皮地賣起關子，就

蜜蜂少女隊辣腿出擊
吳奇隆謝霆鋒掛保證

李國毅曬神祕感謝信 意外洩密戀？

柯佳嬿×王柏又，相同頻率的靈魂

剛過 34 歲生日的修杰楷，日前偕好友「小鬼」黃鴻升及
坤達上《小燕有約》節目，大聊兄弟情誼。錄影當天，三人
不約而同穿著黑夾克，讓主持人張小燕驚呼真有默契。

當年，對於一向很有自制力的修杰楷，小鬼、坤達早嗅
出不對勁而扮起偵探，玩遊戲逼出與賈靜雯的情事。而被
虧「控制狂」的修杰楷，自誇「貼心」事蹟，卻聽得小燕姐
直搖頭。

修杰楷賈靜雯情事  當年被小鬼坤達揪出張小燕問修
杰楷，和賈靜雯是如何認識的？他說一開始和小鬼、坤達先
認識「小舅子」衛斯理，對賈靜雯的印象就是《飛龍在天》，
直到有次聚會，修杰楷趁微醺之際，「不小心」伸手觸摸賈
靜雯的額頭，叮嚀早點休息，雙方好感一觸即發。

只見小鬼一旁插話：「怎麼那麼不小心啊！而且大家有
見過千里眼跟順風耳，可以摸『媽祖』的額頭嗎？」此話一
出，笑壞眾人，也讓修杰楷啞口無言。小鬼說，當時修杰楷
聚會時猛滑手機，直覺有鬼，最後兄弟們以遊戲「真心話大
冒險」，才逼出兩人交往情事。

柯佳嬿和王柏又是國中同學，畢業至今從未斷過聯繫。
男孩和女孩像靈魂的雙胞胎，見證過彼此最青澀的模樣，
在人生路上一直彼此看顧。

「我還記得，國一第一次見到她，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女
生是這樣子，就覺得她好像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她有一個
氛圍，不是靈異的啦，是一種氣質，但她又有很多心事的感
覺。」這是王柏又腦海裡對柯佳嬿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畫面。
柯佳嬿大概沒料到曾經有個男孩這樣看她，愣愣地說，「我
那時候臉很苦命欸！就頭髮很短，男生頭那樣。」

口琴搭起友誼的橋樑
王柏又說兩人變熟其實有一個關鍵，「我參加口琴社，

不知道為什麼全班就只有我跟她是這個社團，我跟你講她
已經全部忘記了！總之每次上課她都在跟我聊天，學期末
時我的口琴很髒很噁心，她的跟新的一樣。」老友一出手便
知有沒有，柯佳嬿連忙澄清，「哪有，我有換過一支啦！」

女孩跟男孩感情越來越好，好到明明就坐隔壁，還坐
第一排，竟然敢上課傳紙條。佳嬿笑說，「我還記得國文老
師說：你們就在我前面，以為我看不見嗎？」畢業後兩人經
常約見面，十多年的好交情累積成舒服的默契，「有時我們
約咖啡廳，我做我的事，他弄他的圖，可能聊一聊之後就沈
默，也不會尷尬。這樣相處起來很自在的朋友，我真的不多，
我們參與了彼此很多故事，很多狀態，很多時刻。」

我眼中的你不只是明星  
十幾歲初識的青澀，到了二十歲添了成長的酸楚。當時

柯佳嬿父親逝世，也是那時她因緣際會進了演藝圈。王柏又
等於一路見證柯佳嬿身為演員的蛻變，「她的電影我都有
看，在看《渺渺》的時候，我看到的不只是角色，我認識她真
正的內心，那種感覺很微妙。我很少看電視劇，為了她破天
荒看了幾部，我覺得她最不一樣的是《必娶女人》，每個表
情都跟我認識的她有點出入，每個肢體都很有事！看到她上

台領金鐘獎，真的很替她開心。」
前陣子，柯佳嬿拍了《紅衣小女孩》導演程偉豪的新片

《目擊者》，是國片少有的驚悚犯罪類型。「這部片對我心
理或身體上都是從影以來最大尺度。我們在山上，整個氛
圍被營造得很詭異，工作手冊上面還會寫：本場景環境特殊，
請演員、工作人員不要嬉鬧。大半夜拍戲就覺得很慌，拍一
次就好想走。有些鏡頭沒拍到我，但我還是在哭，可以感受
到房間裡對戲的兩個演員情緒很激烈，我心裡真的產生恐
懼。」

王柏又說，「她那時候有跟我說她要去一些比較陰的地
方，我就開玩笑說，那我們三、四個月不要見面好了。」這種
讓人不禁想翻白眼的回應，其實就是友誼最珍貴的地方，因
為你知道有個人不會被明星光環閃瞎，或避開，總以最真實
的一面待在身旁。

地球表面最了解我的你
柯佳嬿的青春期沒少過磕磕絆絆，她在之前的專訪裡

說過，「我小時候沒什麼個性，很怕生，國小、國中常被同學
欺負，總覺得是我不好才不被喜歡。」認為自己頻率很怪的
女孩，在男孩身上找到熟悉的靈魂，「我們有很多想法跟觀
念非常雷同，他可能是稍微黑暗面一點的我。我在他身上看
到的優點是，不管遇到任何狀況，不管多荒謬，他都可以用
當笑話的心情去看。讓我覺得，就算遇到負面的事情，好像
也不必認真不開心。」

「我是唸音樂的，當作曲人要有很多情緒，如果一個音
樂家人生過得很順遂，呈現的音樂可能不是很深刻。雖然
我本身比較悲觀，但我又不想讓它那麼嚴肅，不然到頭來不
開心的還是自己，最後常常就是自己釋懷。」王柏又說他很
喜歡佳嬿的理性，「這是很多女性友人做不到的，不過她的
問題就是看事情太冷靜了，如果我跟她一樣的話，人生應該
就不會有那麼多大風大浪了。」

成為彼此的座標  
所以冷調溫文的柯佳嬿，其實很佩服王柏又為音樂燃

燒的堅持，「他在音樂這一塊，很努力也很有想法，一步步
去實踐。不管他選擇暫時做什麼工作，做音樂這件事從沒
斷過。」而在王柏又眼裡，柯佳嬿的存在也是一種提醒，「她
在演戲上的表現滿多時候有激勵到我，看她在螢幕上一次
一次越來越進步，我也覺得自己要努力。」

十多年前，男孩第一次在班上看見女孩的時候，一定不
知道未來兩人的生命會像絞住的拉鍊，歷經無數開闔，總
能緊緊聚攏。「其實我暗戀她三年。」佳嬿換裝的時候，王
柏又突然淡淡透露，「但也許當朋友是更好的吧。」他們的
緣分像星辰，或許沒有日月纏綿熾熱的可能，卻穿透光年而
來，命定而恆久地閃耀。

修杰楷賈靜雯情事 當年被小鬼坤達揪出
修杰楷也被曝，之前聚會到一半，總是故意站門口、看

看手表，作勢要趕人回家，搞得大家超掃興，小鬼一旁語帶
玄機地說：「可能賈靜雯那時在衣櫥裡吧？」

修杰楷和賈靜雯婚後生活相當幸福，除了女兒咘咘之
外，兩人的第二胎也將在本月報到，對此修杰楷坦言憂喜
參半。被問到為人父給自己打幾分？修杰楷笑說「85 分」，
但不諱言自己有偷了點賈靜雯的基本分。至於被扣的15 分，
眾人皆稱就是控制慾吧。

說到控制慾，修杰楷被爆常自以為貼心，大夥聚餐總
先幫大家點好菜，像現在賈靜雯懷孕，從吃喝到運動大小
事都管，張小燕立刻問：「那靜雯有照做嗎？」只見修杰楷
搖搖頭，張小燕瞬間豎起大拇指，對著鏡頭大讚：「Good！」

談到咘咘，小鬼及坤達卻無奈地表示：「她只要一看到
我們，就會大哭跑掉。」偶像牌完全失靈，但小鬼推敲：「可
能咘咘還沒感受過男性魅力，所以欲擒故縱啦！不過最近
我剪個妹妹頭，咘咘比較接納我囉。」

是不願正面回應。
但 最 讓 網 友

議論的 是 信中提
到，希 望 李 國 毅
「 可以 光 明 正 大
談戀愛」，網友立
刻 聯 想猜測是 李
國 毅日前 與 前 女
友 橘子被 爆 夜會
的情事，還笑稱：
是有戀情暗地在進行嗎？但粉絲也表示偶像也是人，即使
戀情浮上檯面也會大力支持李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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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浩翔導演，余文樂、楊千嬅主

演的都市愛情電影《春嬌救誌明》將於

4月28日在全國上映。3月14日，三位

主創在香港舉辦媒體群訪，白色情人節

當天導演彭浩翔攜主演余文樂、楊千嬅

與記者朋友暢聊《春嬌救誌明》的臺前

幕後，從故事創意到演員默契，從角色

心理到電影內核，壹壹解答與電影有關

的疑惑。活動現場三位八年老友互懟

“不留情面”，實力演繹最佳損友，惹

得記者全場爆笑。

春嬌與誌明系列已經走過了八年，

余文樂的張誌明與楊千嬅的余春嬌在許

多影迷心裏不僅是經典愛情形象，也是

壹種愛情符號。3月14日白色情人節當

天，影片導演彭浩翔，主演余文樂、楊

千嬅在香港接受媒體群訪，談及春嬌與

誌明已經牽手八年，余文樂感慨起第三

次化身誌明的感受：“故事已經拍到第

三部了，誌明和春嬌這兩個角色我們都

很喜歡，不僅如此，熟悉的導演和團

隊，熟悉的演員們，壹切都讓我們的創

作很舒服。”

當被問及余文樂飾演的誌明在這

壹部的性格是否會與前兩部壹樣像個

大男孩壹樣永遠長不大，楊千嬅替誌

明發了發聲：“其實在《春嬌救誌

明》裏，導演把誌明寫得跟男神壹樣

好，是那種只能天上求的男人。”余

文樂也“適時”反問：“難道我不是

嗎？”引來楊千嬅裝作嘔吐“嫌棄”

地不看余文樂，誇張的損友“戲碼”

惹得全場爆笑。

對於《春嬌救誌明》的“救”，

楊千嬅也有自己的壹套看法：“可

能從表面上看是誌明這麽完美的男

人救了春嬌，但其實導演要表達的

意思是在愛情兩個人互相拉扯長大，

不能說是誰救了誰，而是好的愛情

可以讓人共同成長。”對於劇情，

楊千嬅賣了壹個關子：“春嬌與誌

明的愛情在這壹部中也面臨了壹些

問題，或許這跟春嬌的‘中女危機’

有關。”

春嬌與誌明系列壹直是許多影迷的

心頭好，在問到為什麽會期待《春嬌救

誌明》時，余文樂說出了影迷們的心

聲：“春嬌和誌明是夠真實的兩人，

他們的情緒和行為可能有正面的，也

有負面的，每個觀眾都能從電影中找

到自己的影子，我

們曾經也說過和春

嬌誌明壹樣的話，有

過他們擁有的那樣的

朋友。”

在活動現場，

余文樂也不改大男

孩屬性，代表記者

向楊千嬅提出了壹

個問題：“妳覺得

春嬌是什麽星座？”

楊千嬅思考後作答並反問余文樂：

“春嬌的性格比較像雙子座，誌明是

什麽星座？”余文樂則爽快回答：

“處女座！”引起壹片驚訝後的余文

樂“神秘”地向大家解釋：“因為導

演是處女座啦！”

關於春嬌與誌明系列的第三部，

彭浩翔坦言自己的靈感來源於生活中

的壹次危機：“危機讓我對人生以及

認知有了新的看法，有的時候面對危

機與困境的時候更能看出壹個人的品

質，這是生活順風順水的時候看不出

來的。”

關於《春嬌救誌明》的“救”，

作為電影創作者的導演也有自己的想

法：其實很多男生是長不大的。女生

很多的努力，只是為了讓壹個男生變

成壹個男人。這就是“救”的過程。

誌明與春嬌兩個人會經歷很多問題，

但是在這壹部的結尾會有壹個屬於他

們的結果。

相處八年的三位老友，把春嬌與

誌明系列都看做他們心裏珍貴的壹個

禮物，在彭浩翔決定要拍攝第三部時

，兩位演員也毫不猶豫地信任導演。

在有記者問到：“是不是覺得余文樂

楊千嬅已經是誌明與春嬌”時導演彭

浩翔也誠懇地表示，從第壹部到第三

部，慢慢地覺得他們二人與誌明和春

嬌分不開了。彭浩翔更是大贊這壹部

中，余文樂和楊千嬅默契度更高，化

學作用更強烈，余文樂變得成熟，楊

千嬅則有很可愛的味道。而此前預

告片中曝光了新加入的蔣夢婕，彭浩

翔也稱贊她年輕好玩又可愛，很適合

這個角色。

在活動現場，提到“誌明”這個角

色，彭浩翔也不改搞怪本色，稱自己與

誌明很像，當時找演員的時候想要找性

格比較像自己，但是臉更加大眾化的演

員，給老友余文樂來了壹記“顏值殺”，

引發全場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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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阮傑擔任制片人，秦溱監制編

劇，鄭偉文指導，楊蓉、楊旭文、麥迪

娜、李子峰等聯袂出演的《鐘馗捉妖

記》發布了壹組“劇場版”人物海報，

這是繼上次剃須版概念海報之後的又壹

次全新亮相。

打破束縛重歸匠心
開啟東方魔幻劇新世界
《鐘馗捉妖記》此番發布的“劇場版”

人物海報，畫面豐富構圖充實，在有限的

平面空間內靠突出的光影背景和深刻的人

物形象傳遞出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刷新了

大眾對這個新時代“鐘馗”的又壹輪新猜

想。海報畫面采用星空背景作為主色調，

沈穩高深，配以奇詭光線和角色宛然如生

的冷酷演繹，跌宕神秘。

海報整體呈現出奇幻莫測的神秘風

格，突破以往魔幻劇制中固定式的雲霧

繚繞冰火幻世的氛圍設定，選擇通過布

滿堆積物的魔幻舞臺、隱約可見的控制

之手、提線木偶的人物概念等壹系列看

似虛無獨立卻充滿故事性的個體元素。

從《鐘馗捉妖記》劇方目前接連曝光的

“剃須版”和“劇場版”兩款海報物料

來看，無論從概念還是風格，都打破了

以往魔幻類型劇亦真亦幻的作風。

楊蓉楊旭文展驚人表現力
表象之下多方牽制引猜測
此外，“劇場版”海報中，楊旭文

（飾穆天然）神情堅定，眉宇間透露出壹

股少年難得的純真、睿智與從容，楊蓉

（飾淩兮）則壹身黑袍盔甲護體，目光銳

利如炬，李子峰（飾楊仁執）壹襲金線銀

衣加身，束發沖冠，若柔若剛，誓死不放

的手臂像是在執著最後的信念，麥迪娜

（飾罌粟）雖同被提線縛住，神態間卻難

掩歡喜之姿，再搭配上紅衣長靴的俏皮打

扮，似乎在有意無意隱藏真實的自己。

四個人四種神態四波暗流，他們看

似被束住雙手難以動彈，像是背後有壹

股神秘力量所控，恐牽壹發而動全身，

又無法任意放脫自己。這壹套海報的曝

光，讓期待該劇的觀眾在進壹步了解角

色的同時，卻又引出了更多的猜想。

沈騰、馬麗合力打造《資本接班人》 新作品保密到極致
中國新晉娛樂翹楚——星空盛典

集團在香港舉行全球發布會，各大主

流媒體悉數到場，各國際娛樂巨頭攜

手共聚，行業大佬眾所雲集。本次星

空盛典集團全球發布會堪稱2017開年

中國娛樂界的鼎級盛事，而從現場所

邀請的嘉賓陣容組合來說，星空盛典

集團整合了從源頭到平臺全渠道的行

業資源，其“搞事”實力不容小覷。

這次發布會由著名多棲明星吳

大維主持，著名歌手光良、著名演

員沈騰、著名演員馬麗、著名編劇

導演閆非、彭大魔等驚喜亮相，發

布會現場宛如壹場新朋老友的歡樂

聚會，而發布內容更可謂震撼整個

娛樂界。

壹次性發布19部作品，且每壹部

都算得上鼎級力作，作品內容囊括影

視、動漫、網娛、VR，立體交縱傳統

線下與新興線上，全面覆蓋娛樂生活

又獨立抓取每壹個娛樂痛點，這樣史

詩級的發布在全球範圍內尚屬首次。

閆非與彭大魔兩位鬼才導演攜手

著名演員沈騰、馬麗與星空盛典集團

合力打造的《資本接班人》全程打起

了太極，保密工作做到極致，沈騰、

馬麗以及兩位導

演現場與主持人

吳大維的互動堪

稱黑與自黑的典

範，全程高能互

懟。這部怪誕爆

笑又發人深省的

年度喜劇大片，

想 必 將 成 為 沈

騰 、 馬 麗 、 閆

非、大魔這個黃

金組合繼《夏洛特煩惱》之後又壹部

超高票房力作。

歌手光良首次執導的影片《未完

成的童話》，融入未來世界與人工智

能概念，除了把光良紅遍大江南北的

《童話》這首歌曲全面 IP 化之外，

更是引入了對未來人工智能與人類世

界共融的深度思考，其人性思考與超

現實意義非同尋常。

動畫影片《英雄西遊》，是對西

遊題材的又壹次精彩演繹，影片情節

在原有基礎上進壹步升華、改編，既

尊重原著又不乏創新，制作、投資團

隊陣容空前豪華，除中國頂尖人才之

外，好萊塢頂級制作團隊也參與其

中，相信不久之後這不“華而有實”

的合拍大片就會引爆觀眾視聽。

除此之外，國內首部3D 影視級別

的 CG 特效 VR 作品《荒墨紀》、全

亞洲首個垂直 casting 直播類大型綜藝

《五行缺我》、星空盛典原創動漫

《小森制冷》、《全速前進》等等，

每壹個項目都讓在場的嘉賓和媒體眼

前壹亮。

王嘯坤首當電影導演 自曝靠“刷臉”請來薛之謙
將於4月 1日上映的電

影《有完沒完》在重慶某大

學舉行見面會，王嘯坤以導

演的身份跟大學生們談起了

年輕人的打拼現狀，王嘯坤

感慨，當導演遠比自己想象

的要難得多。

從2006年《我型我show》

總冠軍開始，王嘯坤在娛樂

圈已經打拼了 11 個年頭，

《有完沒完》是他轉型當導

演的第壹部作品。作為4月1

日愚人節上映的唯壹壹部喜

劇電影，電影《有完沒完》

由範偉領銜主演，賈靜雯、

範湉湉、林更新、薛之謙、

趙英俊等眾明星加盟。講述

了生於愚人節的老範，在他

生日這壹天人生意外地陷

入了“死循環”，日復壹

日的日子裏，他只能不斷

地與各類完全不按套路出

牌的奇葩人物上演“人生

如初見”，堪稱是“史上

最虐壹日囧途”。

對於第壹次執導電影，

王嘯坤透露，其實他從小就

有當導演的想法，以歌手身

份進入娛樂圈後這個念頭就

更加強烈。這次有幸能夠執

導《有完沒完》，並且能邀

請到對劇本非常挑剔的金馬

影帝範偉，王嘯坤十分興奮

地說，“角色壹出來，第壹

個想到的就是範偉老師，覺

得只有範偉老師才能演出這

種有笑有淚的喜劇感。在與

範偉老師溝通過程中，發現

他很親和，完全沒有架子，

是壹位非常儒雅有涵養的先

生，用德藝雙馨形容都不

夠。其實範偉老師不算高產

演員，他對接戲有自己的標

準，這次能夠請到他出演，

就是劇本打動了他，他覺得

《有完沒完》這部電影能夠

讓觀眾感受到喜劇的魅力。

範偉老師的演技真的是渾然

天成，很多臨場發揮與即興

的表演都非常的精湛。”

提到賈靜雯，王嘯坤深

懷感激之情，“因為有壹天

靜雯姐突然說自己拍不了了

必須請假離開，當時我還很

不快，覺得都沒有拍完怎麽

就不能堅持呢，事後看新聞

才意識到她是因為懷孕身體

反應太大，實在不容許繼續

拍攝，但後來她還和我說

抱歉，並非常敬業的多給

了好幾天的時間來完成拍

攝，自己很感激她”。同

時，在現場，王嘯坤還自

曝靠“刷臉”請來了薛之

謙、趙英俊、Mike 隋等好

友幫忙。更讓薛之謙克服

了恐高癥，在30層高的樓上

拍跳樓戲，“我知道他有恐

高，就說要不用替身吧，但

他拒絕了。他說既然來了就

要做到完美，能自己來的絕

對不求別人。”

《春嬌救誌明》主創亮相亮相
余文樂楊千嬅老友相見不留情面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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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殼機動隊”全球票房微影也有份？
購得派拉蒙少量股權 獲“攻殼”10%票房分紅

微影時代壹直被視為當下中國娛樂圈

最擅長資本運作的公司之壹，但他們的野

心不止於此。去年十二月，北京微影時代

科技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子公司香港

微影銀河有限公司，專註於發展海外電影

投資事務。

日前，這家子公司與美國派拉蒙影業

公司達成壹項協議——微影時代購買派拉

蒙影業少量股權，進而獲得《攻殼機動隊

》10%的全球票房分紅，除此之外，微影時

代的標誌還將以“聯合出品方”的身份出

現在影片片尾。

微影時代與派拉蒙的合作從今年初上

映的《極限特工：終極回歸》就已開始，

該片最終全球票房16.3億美元，在中國市

場吸金11.19億人民幣。

《攻殼機動隊》上周四在日本東京舉

行了全球首映，並將於3月31日在北美上

映。4月7日起，中國觀眾可以在電影院看

到這部改編自日本動漫的科幻動作片。

《美女與野獸》全球票房3.5億美元首周奪冠
破10億美元指日可待 《金剛：骷髏島》居亞

上周末，迪士尼真人童話電影

《美女與野獸》在票房榜上也變成了

壹頭兇猛“野獸”，斬獲3.5億美元高

居全球票房排行榜首位，不出意外的

話，這部投資1.6億美元的影片票房破

10億美元指日可待。

《金剛：骷髏島》上周末在全球

拿下6735萬，以總票房2.59億美元的

成績居亞。狼叔的告別之作《金剛狼

3：殊死壹戰》則全球入賬4900萬美

元，累計票房5.24億。

3月17日—3月19日，《美女與

野獸》開畫三天便以北美1.7億美元、

海外1.8億美元，全球總票房3.5億美

元的成績，震撼開局。這樣的市場表

現也為迪士尼的真人改編策略註入壹

劑強心劑，連迪士尼的發行主管都說

，《美女與野獸》的成績超出了他們

最好的預期。

在北美市場，《美女與野獸》的

開畫周末成績打破了由《蝙蝠俠大戰

超人》保持的春季檔開畫和3月檔開

畫兩項紀錄，同時影片的開畫成績也

是北美影史非暑期檔第二高的表現，

此外本片的開畫成績也險勝華納《哈

利· 波特與死亡聖器（下）》首周末

的1.69億美元，高居影史總開畫榜第

七位。

就海外市場而言，影片首周末在

海外大部分市場同步上映，首周末斬

獲1.8億美元，同樣市場表現較《奇幻

森林》提升了35%，較《愛麗絲夢遊

仙境》提升了96%，較《沈睡魔咒》

提升100%，148%領先於《灰姑娘》

。尤其是在英國（2280萬美元）、韓

國（1190萬美元）等地的亮相成績非

常華麗，首周末在中國更是拿下4480

萬美元、超3億元人民幣的票房。

接下來《美女與野獸》還將登陸法

國（3月 22日）、澳大利亞（3月 23

日）和日本（4月21日）三個關鍵市

場，幾大海外票倉的表現將對本片的

海外成績產生重要影響。

值得壹提的是，此前《美女與野

獸》被俄羅斯文化部門分級成16+，

即17歲以下未成年人不得觀看。俄立

法委員稱：“只有成年人才有能力決

定他們是不是有興趣去影院看某些變

態。”而電影原訂於3月16日在馬來

亞上映，不過由於迪士尼拒絕刪減同

性情節，無限期延後的放映決定形同

放棄在大馬上映。

不過這些小插曲顯然不足以影響

到這頭“野獸”的威力。

《美女與野獸》在上周末“意外

”沒有“登頂”的市場為越南、土耳

其和印度，因為《金剛：骷髏島》、

《金剛狼3》以及壹些當地本土電影

的余熱未退。

比如在上周末，《金剛：骷髏島

》就拿下6735萬美元票房，其中北美

之外65個地區15900塊屏幕報收3800

萬，截止到上周日，本片全球票房已

達2.59億美元。尤其在越南等市場，

“金剛”持續堅挺，並未被新晉“野

獸”擊倒。而本周末，“金剛”還將

登陸中國、日本兩大重要市場，憑借

前期試映的良好口碑，成為爆款並非

難事。

而狼叔的告別之作《金剛狼3：

殊死壹戰》上周末從全球80個市場再

次拿到 3150萬美元票房（北美進賬

1750萬），累計票房5.24億，即將超

過《X戰警》系列上壹部《天啟》最

終收入的5.44億美元。作為《金剛狼

3》海外最大票倉，目前中國內地已

貢獻1億美元、約7人民幣票房。

恐怖片《逃出絕命鎮》在“金剛

”與“金剛狼”兩大巨頭夾擊下突圍

，大概導演喬丹· 皮爾自己都沒想到

，他成為了歷史上第壹個導演處女作

就賺了1億票房的非裔美國人。上周

末電影在全球範圍內斬獲1615萬美元

，位列全球周末票房榜第四位，目前

累計票房1.36億美元。憑借在中國內

地市場的強勢表現，《壹條狗的使命

》上周末全球報收1248.8萬美元，累

計達到1.65億美元。

另據時光網全球周末票房數據顯示

，《歡樂好聲音》、《分裂》、《樂

高蝙蝠俠大電影》、《陋室》、《隱

藏人物》上周末均有百萬級美元票房

入賬，擠進全球周末票房榜前十名。

《王牌特工：黃金圈》提檔至9月29日
提前壹周上映 完美躲避《銀翼殺手2049》

福斯今日宣布將《王牌特工：黃
金圈》的檔期提前壹周至9月29日上
映，完美避開了將於將於10月6日上
映的《銀翼殺手2049》。

《王牌特工：黃金圈》最初計劃
於今年 6 月上映，但後來被延遲至 10
月 6 日，這中間有很多原因，但最主
要還是因為福斯想更專註於將於 5 月
19日上映的《異形：契約》的宣傳。

如今再次變更檔期，提前壹周至
9 月 29 日，則主要是為了躲開由哈裏
森·福特和瑞恩·高斯林主演的《銀翼
殺手2049》。雖然僅僅提前了壹周時

間，但其間沒有任何超級大片上映，
這就意味著《王牌特工：黃金圈》可
以獨自享受壹個開畫周末，以及壹個
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7天時間。

《王牌特工：黃金圈》由馬修·沃
恩繼續操刀，故事背景將從英國轉移
至美國，將講述艾格西和梅林前往美
國後發生的故事。不但前集主演科林·
費斯、塔倫·埃格頓和馬克·斯特朗悉
數回歸，朱麗安·摩爾、哈莉·貝瑞、
傑夫·布裏吉斯、查寧·塔圖姆也都傾
情集結。鑒於首部電影口碑爆棚，續
集很有可能會再次成為票房收割機。

《俠盜壹號》“反抗軍”稱霸帝國電影獎
萬磁王X教授吻上了! 帕特裏克斯圖爾特獲封“傳奇”

英國當地時間3月19日，由《帝國

》雜誌頒發的第22屆帝國電影獎正式揭

曉，兩部經典電影系列的衍生作品獨占

鰲頭：《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包

攬了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和最佳女演員

三項大獎；“哈利· 波特”系列的衍生電

影《神奇動物在哪裏》以數量取勝，拿

走最佳男主角、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

裝設計和最佳化妝與發型設計四座獎杯

；口碑極佳的英國獨立電影《我是布萊

克》與恐怖片《女巫》也分別榮獲兩項

大獎。今年的"帝國傳奇獎"授予了英國老

戲骨帕特裏克· 斯圖爾特，主辦方為此特

意請來伊恩· 麥克萊恩給他頒獎，兩人不

僅合作過《X戰警》系列等電影，在戲劇

舞臺上亦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檔。伊恩上

臺後，給帕特裏克獻上的不只是獎杯，

還有深情壹吻的“基情”時刻。

他對老友溢滿贊美之詞，稱贊帕特

裏克“是我的英雄，是我們這代人都渴

望成為的演員”，隨即卻話鋒壹轉“但

是我有頭發就夠了”，還不忘“鼓勵”

他“加油哦，拿到這個獎並不代表妳的

事業結束了。”

北美時間3月18日，由索尼出品的

科幻驚悚巨制《LIFE》（暫譯《異星覺

醒》）在美國西南偏南電影節閉幕式上

壓軸亮相，全球首映。導演丹尼爾· 伊斯

皮諾薩與片中兩大男神傑克· 吉倫哈爾、

瑞安· 雷諾茲驚喜現身首映禮與影迷互動

。西南偏南電影節（South by Southwest

Film Festival，簡稱 SXSW）是美國最具

影響力的三大國際電影節之壹，堪稱春

季最受歡迎的電影節。這次《異星覺醒

》作為閉幕影片壓軸亮相，足以見業內

對影片的認可。而爛番茄與IMDb兩大權

威網站開放評論後，爛番茄100%的新鮮

度、均分超過8分均達到了科幻驚悚片中

的最高水準。

《綜藝》網站影評人表示：“《異

星覺醒》巧妙的拍攝手法令觀眾膽戰心

驚，而當角色們開始變得愚笨時整個電

影更刺激了，這也是影片值得驕傲的矛

盾之處，它展示了人類即將滅絕的可能

性。”而《播放清單》影評網則直白地

表示“《異星覺醒》精簡，嚇人”。

《異星覺醒》由真實事件啟發，國

際空間站小組的成員被委派了壹個樣本

試驗的任務，對象是從火星探索任務中

帶回的可能能夠證明地球外遊生命存在

的壹個單細胞組織，他們試圖喚醒它，

然而故事急轉直下，這個單細胞組織將

會變成什麽，是壹個無人能知曉的秘密

。在片中飾演外太空生物學家——休· 德

裏的演員Ariyon Bakare表示，“妳會壹

直好奇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這是我第壹

次讀到壹個能讓我嚇到叫出聲的劇本。

” 新的科學發現成為致命殺機，本片男

主角傑克· 吉倫哈爾介紹道，“影片的有

趣之處在於壹開始我們都以為壹切盡在

掌控，但很快事情的發展就超乎想象了

。《異星覺醒》由傑克· 吉倫哈爾、瑞

安· 雷諾茲、麗貝卡· 弗格森主演，三人

首度組合頗受好評。 老吉和“賤賤”擦

出的火花讓觀眾荷爾蒙爆發，另壹外女

性宇航員麗貝卡· 弗格森則被贊是的《異

星覺醒》中的頭腦擔當，不止是美艷動

人的“碟女郎”，她的美貌與智慧從未

讓人失望。除了陣容之外，電影的幕後

制作團隊也值得壹提。該片由曾制作過

《星際迷航》《俠探傑克》《碟中諜》

等經典影片的天空之舞制片公司制作，

《僵屍世界大戰》《拯救大兵瑞恩》

《變形金剛》等電影制片人伊恩· 布萊斯

擔當制片，《死侍》編劇略特· 裏斯和保

羅· 韋尼克操刀劇本。據悉，《異星覺醒

》不久之後將登陸北美院線，中國內地

有望引進。

《《異星覺醒異星覺醒》》全球首映口碑獲贊全球首映口碑獲贊
爛番茄新鮮度爛番茄新鮮度100100%% 壹個讓演員嚇出聲的劇本壹個讓演員嚇出聲的劇本



CC88休城工商

Home Depot 致力於社區關懷及建設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休士頓西南區家庭診所翁珮珊等義工
                 參與 Amen 診所義診服務

春暖花開 , 綠草漾溢 , 又是到小朋友戶外活
動的最佳時刻 . 校園安全需要特別留意 . 幫助
校園美化及環顧小朋友的戶外安全 , 位於８號
公路及百利大道上的 Home Depot , 分店總經理
Mr. Nathan Matthews, 特地捐獻 100 包的紅蟻撲
殺藥包 , 5 台花圃運用工具推車 , 及 30 瓶的花
草營養劑 . 讓艾利福 Alief ISD 學區能夠美化校
園同時遠離紅蟻的侵占 , 讓學童有個既安全又

美麗的就讀學園 . Home Depot 更大方提供 8 加
崙的油漆 及 8 瓶噴漆 , 讓學校使用提升教學美
觀 . Home Depot 致力於社區關懷及建設 , 多年
在 Alief 學區提供許多福利 , 例如去年 2016 在
分店總經理 Mr. Nathan Matthews 帶領下加入學
區教學用品發送活動 . 提供 300 份動手加工樂
的積木讓小朋友激發創意樂趣與家長同歡 . 

Assistant manager: Mr. Thompson Julius: ( 左 ) 
Gardening Department associate: Nancy Chu ( 右 ) 
捐贈：紅蟻撲殺藥 110 包 , 30 瓶的花草營養劑

Assistant manager: Moore Bryan ( 左二 ) De Jones 
頒發感謝證書給 Home Depot ( 左一 ) Gardening 
Department associate: Nancy Chu ( 右二 )

5 台花 圃 運 用工 具 推 車 Gardening Department 
associate: Nancy Chu ( 左一 ) Assistant manager: 
Mr. Thompson Julius: ( 左二 )

Store manager:  Nathan Matthews ( 左 二 ) 
Assistant manager: Hayes Darren ( 右 二 ) 
Alief ISD Business Community Partnership 
Coordinator : Dee Jones ( 右一)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Ivy Weng (翁珮珊 ) 
( 左一) 捐贈：8 加崙的油漆 及 8 瓶噴漆

Jose ,UT Physicians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Ivy Weng ( 翁 珮
珊 ) ( 左二 ) ，patient representative ( 左 1 ),Memorial Herman 
registered nurse front 3 people，Event volunteer ( 右 1 ) 於
3 月10日上午 8 時 30 分下午 4 時 30 分在 Houston International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參加 Amen診所義診服務。

Valmi Karamera church 
Elder, 德州大學 社區醫
療中心休士頓西南區家
庭診所 社 區 服 務 負責
人 翁 珮 珊 (IVY WENG)，
Karen Hamilton Clinic 
Coordinator,Stephen 
Mbolg Church Elder DNP
於 3 月 12 日 在 Houston 
International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舉
行 Amen 診所大型義診互
動交流。(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休士頓西
南區家庭診所社區服務負責人翁
珮珊 (IVY WENG) 於 3月12日參與
Houston International 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 舉行Amen
診所義診服務 , 提供防止乳癌資
訊 , 配 合 Methodist Specialty 
P hy s i c i a n  G r o u p   Fi o n a 
M.Lindo,MD,MPH,FACOG, 婦產科醫師
Vanessa Millen,MD Obstetrician 
| Gynecologist, Maxine Theriot, 
MD 家庭醫師的診斷。(記者黃麗珊
攝)

Houston International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於3月10日及3月12日上午8 時 30 分至下午4時 30 分
在 13885 Beechnut St. Houston,TX.77083 該教會舉行
Amen診所大型義診,Rodney Garcia牧師、Karen Hamilton 
Clinic Coordinator, 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休士頓西南
區家庭診所社區服務負責人翁珮珊 (IVY WENG), Stephen 
Mbolg Church Elder DNP 貢獻心力.(記者黃麗珊攝)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星期二 2017年3月21日 Tuesday, March 21,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