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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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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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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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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場國際熱身賽在西格納爾壹場國際熱身賽在西格納爾--伊杜納公園球場展開角伊杜納公園球場展開角
逐逐，，德國主場德國主場11比比00力克英格蘭力克英格蘭，，三獅軍團屢屢錯過機三獅軍團屢屢錯過機
會會，，拉拉納憾中立柱拉拉納憾中立柱。。波多爾斯基在告別賽中絕殺波多爾斯基在告別賽中絕殺。。

[[友誼賽友誼賽]]德國德國11--00英格蘭英格蘭

20172017迪拜賽馬世界杯現場直擊迪拜賽馬世界杯現場直擊

20172017迪拜賽馬世界杯激烈進行中迪拜賽馬世界杯激烈進行中，，看迪拜王室如何在用看迪拜王室如何在用
賽馬激烈博弈賽馬激烈博弈，，年度頂級賽馬大賽精彩紛呈年度頂級賽馬大賽精彩紛呈，，扣人心弦扣人心弦，，賽賽
事精彩大獎多多事精彩大獎多多，，不容錯過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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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外出吃飯

美南版■責任編輯：李鴻培 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5 文匯體育體育世界

寧澤濤返國家隊流言不實
近日有中國網路媒體爆出“寧澤濤將重返國

家隊”的消息，一時間又掀起了大家對於這位
中國泳將的紛紜猜測。對於這種傳聞，有內地
媒體引述相關部門得到的答覆是，“暫未聽說
寧澤濤有新動向，目前仍在海軍游泳隊訓
練。” ■記者 梁啟剛

王治郅未聽說掌中國男籃
近日有中國媒體報道稱，王治郅有望執掌中

國男籃。對此，內地《現代金報》致電“大
郅”詢問此事，得到的是否定的答覆。“這個
我沒有聽說。”王治郅說道，他表示聯賽結束
之後工作重心都放在解放軍隊今年全運會的備
戰方面，無暇顧及其他，“4月底就要打(全運
會)預選賽了，時間很緊張。” ■記者 梁啟剛

馬詠茹練車投入不怕破相

為了萬無一失，目前港隊隊員已被禁止外出或
回家吃飯，以免誤食含有禁藥的食物。今次

大賽，雖然港隊有多名隊員以奪冠為目標，但總
教練沈金康仍保持低調：“只要求他們藉主場市
民打氣之利發揮出超水平。目標是動力，眼下李
慧詩狀態不錯。張敬樂月前傷癒復出，亞洲賽後
回昆明集中進行耐力訓練。”

至於梁峻榮與李慧詩皆具爭牌實力。沈教練
強調：“青年車手可在大賽中找感覺、累積經
驗，為未來的全運、亞運，以至東京奧運做好準
備。而主辦世錦賽的目的，則是希望向更多市民
推動場地單車，從而吸引更多市民參與。”

目前，張敬樂狀態只得八成，他期待在主場
觀眾的支持下進入興奮狀態，並奪取獎牌。至於
未來兩周的場地特訓，張敬樂表示可改善速度，
比賽時則結合早前的耐力訓練成果，一舉取得好
成績。

另一男車手、曾穿過代表世界單車最高榮譽
的彩虹戰衣的梁峻榮則期望在今次世錦賽有穩定
發揮，從而在捕捉賽有佳作；至於全能賽，目標
放在今年8月的全運會上。

而Sarah在呼籲市民多多入場支持的同時，
亦提醒觀眾注意觀賽禮儀：“在車手起動前約10
至15秒，大家最好能保持安靜，讓我們可集中精
神，去年世界盃曾有觀眾為我們倒數，其實影響
頗大。另外希望大家支持香港車手之餘，也支持
一下其他國家的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目前和“牛下
女車神”李慧詩形影不離如同“孖寶”的小妮子
馬詠茹（Vivian），4個月前加入港隊時只有19
歲。上月在亞錦賽，兩人合力拿下女子團體競速
賽銀牌，令“師妹”被視為李慧詩接班人。

馬詠茹於去年11月在港隊總教練沈金康邀請
下，決定休學復出並升上成人隊轉為全職運動員。
長得美人胚子，但她膽子大不怕破相，十分投入港
隊訓練。上唇已在港青時撞爆了的她笑說：“既然
踩車，就唔怕破相！”沈教練感謝馬詠茹家長的支
持，認為付出的努力必會有好回報。

今次世錦賽和Sarah一起出戰凱琳賽及爭先
賽，升成人隊前，馬詠茹視李慧詩高不可攀，但
兩人走到一起後發現是另一回事：“Sarah不想我
們浪費時間，對自己的心得和經驗沒有任何保
留，全心提點後輩！在訓練很辛苦時，這位姐姐
更會打氣鼓勵一番。”

沈教練曾認為她是李慧詩接班人，但她卻不
敢認“李慧詩第二”：“我在單車隊的每一天都
努力訓練，做到最好。不論第一還是第二個，我
覺得只要努力做好訓練，盡力比賽取得好成績，
就是對大家最好的交代。”■李慧詩（左）與馬詠茹“形影不離”。 潘志南 攝

■梁峻榮期望在捕捉賽有佳作。 潘志南 攝

港單車隊備戰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下月，市民可主場看到包括李慧詩（Sarah）、梁峻榮、張敬樂以及極具潛質成為Sar-

ah接班人的“美少女”馬詠茹等人在內的香港單車隊力爭彩虹戰衣。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下月12至16日在將軍澳香港單

車館舉行，港隊27日見傳媒。

■■港隊積極訓練港隊積極訓練，，備戰下月備戰下月
的世錦賽的世錦賽。。 潘志南潘志南 攝攝

夏登和韋斯布魯克正爭奪今季
MVP，令27日火箭對雷霆的NBA常
規賽的戲碼更添話題；最終火箭以
137:125擊退雷霆。主隊雷霆雖有再刷
“三雙”的韋斯布魯克獨得39分，但
火箭全隊8人上場，出場時間平均之
餘亦有6人得分上雙，雖夏登本戰貢
獻22分、12次助攻及5個籃板，但最
終仍助球隊以137:125贏得四連勝。
本季第36個大三元到手，但球隊輸
波，韋斯布魯克賽後表示：“對手投
進太多球了，他們手感超燙，當遇到
得分這麼順的隊伍，就會是一個大麻
煩了。”

金塊落敗爵士進季後賽
另外，儘管卡辛斯因傷缺陣，但

在安東尼戴維斯的31分和15個籃板表
現帶領下，鵜鶘27日依舊在客場以
115:90大勝金塊。金塊的落敗，也讓
爵士確定闖進季後賽。■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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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登(右2)上籃。 路透社

“三獅軍團”英格蘭沒有浪費在世界盃歐
洲區外圍賽抽得的F組上籤，27日坐鎮主場以
2:0輕取立陶宛，在小組5戰4勝1和以13分獨
領風騷。此外，英格蘭也將外圍賽不敗紀錄、
主場連續破門紀錄分別延續到34場和17場，名
副其實的“外圍賽之王”。

“三獅軍團”今仗有朗尼等缺陣，新特蘭
34歲老將迪科爾闊別3年半後再入選即正選，
他在第21分鐘接應史達寧傳中射入死角，4年
零4日以來國際賽首建功，也成為史上第22名
為三獅軍團攻入20球的球員。英軍全場控球率
逾70%，第66分鐘憑一次簡單的三角短傳，由
史達寧策動，交給禁區內的拉爾拉拿再造就入
替迪科爾的華迪建功，協助英格蘭鎖定2:0勝
局。

英軍主帥修夫基賽後指出：“在接下來的

18個月裡，我們必須要能夠根據比賽快速改變
戰術，對我們來說這是非常關鍵。”對於迪科
爾的入球，修夫基表示：“有他這位經驗豐富
而且十分專業的老將在陣，對部分年輕球隊是
很好的榜樣。我可以押上我的屋子作為賭注，
下注他會有入球。”

德國全勝繼續領跑
至於另一支歐洲強隊德國，同日在世界盃

歐洲區外圍賽C組比賽中，客場以4:1輕取阿
塞拜疆，以五戰全勝的戰績繼續位居C組頭
名。湯馬士梅拿在世外賽中已攻入5球。德國
主帥路維賽後稱：“總體滿意，但是也並不完
美，可以清楚看出，我們的隊伍已經4個月沒
有在一起踢球了，我們目前的打法，離我們的
要求還差很遠。” ■記者梁啟剛

兩球擊敗立陶宛
英格蘭獨領風騷

■■迪科爾迪科爾((左左))破門一刻破門一刻。。路透社路透社

短
訊

四川將舉辦Jr. NBA聯賽
NBA中國宣佈：Jr. NBA聯賽將連續第二年

在中國舉辦。今年的聯賽將首次登陸四川省。同
時，北京和上海也繼去年之後再次舉辦Jr. NBA
聯賽。Jr. NBA聯賽是面向在校學生的校際聯
賽。3月25日-5月21日期間，148支來自北京、
上海和四川省的小學、初中以及高中球隊將進行
382場比賽，決出三地各自冠軍。 ■中新網

桌球中國賽北大揭戰幕
2017桌球中國

公開賽27日在北京
大學生體育館拉開
帷幕，中國球員李
行、范爭一和牛壯
順利從外卡輪晉級
正賽首輪，李遠不
敵老將韋特無緣正
賽。在正賽首輪中
前世界冠軍冰咸和
“魔術師”梅菲
（見圖）都戰勝了
各自對手順利晉級
第二輪。本次中國公開賽外卡/資格輪到8強賽都
採用9局5勝制，準決賽採用11局6勝制，決賽
採用19局10勝制，總獎金51萬英鎊，冠軍獎金
85,000鎊。 ■記者 陳曉莉

奧斯爾稱盡快續約阿仙奴
英超阿仙奴中場奧斯爾近日在接受德國媒體

《世界報》的採訪時表態，稱自己會盡快和球隊
簽訂一份新的合約。
另外，在阿仙奴遲遲
沒有續約並且鬧出訓
練場內訌風波的阿歷
斯山齊士又惹禍了，
據報道稱，他在上周
六智利首都聖地亞哥
南部限速120的公路上
飆車達到 155 公里時
速，最終被警方拘
捕。 ■記者梁啟剛

■■阿仙奴中場奧斯阿仙奴中場奧斯
爾爾。。 路透社路透社

拿度反勝賀千場職業賽

■■拿度慶祝勝利拿度慶祝勝利。。 法新社法新社

前球王、網球男單世界第7西班牙名將拿度27日
在邁阿密公開賽32強戰，以0:6、6:2及6:3力克世界
第31、德國好手高舒利巴，闖進16強，並以勝利完
美紀念個人第1000場職業賽出賽。

拿度首盤意外吞“蛋”，輸0:6。一度短暫離場
的拿度，回到球場後終於成功進入狀態，連贏兩盤6:
2及6:3，反勝對手晉級。值得一提的是，今仗是拿度
個人職業生涯第1000場比賽，結果他亦能夠以一場勝

利去慶祝達成這個里程碑。繼干納斯、費達拿、蘭
度、華拉斯等，拿度成為歷來第11個打1000場職業
賽的男子網球手，也是繼費達拿及費拿後第3個現役
球手達到此壯舉。拿度賽後表示︰“逆轉勝很好，對
手做好一切，我在第2及3盤也是。”

另外，賽事2號種子錦織圭，同日亦經歷了一場
苦戰，花了近3小時才以7:6、6:7及6:1淘汰拿度的西
班牙同胞華達斯高，躋身16強。 ■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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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謝安琪
（Kay）於本月23日在沙田仁安醫院開刀誕下
女兒Karina，住院5日後於27日中午12時，
由老公張繼聰及兒子張瞻陪同出院，Kay只化
了淡妝頗為精神，面色亦見紅潤，阿聰負責抱
着B女Karina，但B女全程在熟睡沒理會四周
環境，而哥哥張瞻則幫手推BB車。

阿聰一家四口穿黑色家庭裝，其中B女
Karina身穿黑金色Hip hop服，頭戴有金色蝴
蝶結的小帽子，十分可愛，跟潮戴棒球帽的哥
哥很合襯。問到本來不接受訪問的Kay傷口還
痛不痛？Kay回答：「不痛，沒問題，多謝你
們！」一家四口隨即便登上黑色七人車回家。

張瞻很愛妹妹
而在太太出院前約上午11時15分，阿聰

先從醫院病房下來會見新聞界，他表示Kay正
於病房收拾行裝準備回家休養。問到B女像
誰？阿聰笑說：「我和Kay都覺得她像兒子，
跟兒子小時候一樣，將他倆一出世時的相做對
比是分不到的，現過了幾天，當然想她像媽
咪，沒什麼就不要像我了，見她輪廓開始愈來
愈明顯，剛出世時就比較混沌點，現對眼就
OK大，是雙眼皮的！」阿聰笑言護士就覺得
女兒像阿Kay，最相似是嘴巴，他則覺得眼和

鼻都像媽咪，但最希望是BB身體健康。
張瞻多了個妹妹又有何感覺？阿聰指兒子

這幾天都有到醫院探望媽咪和妹妹，自己倒要
開工，從拍下的片段看到兒子頓時變了大哥哥
般會很愛錫妹妹，抱着妹妹時好溫柔，他笑
說：「初時會好擔心他會不知怎樣表現，但見
到他好柔情，又好溫柔叫妹妹不好哭，有哥哥
在這裡，我真是老懷安慰！」

阿聰指B女出世前也擔心哥哥會吃醋，但
一直沒對兒子講一些比較的說話，不想他覺得
BB未出世已經搶了他原有的位置，所以他跟
太太在家是慢慢開始鋪排，像女兒新年未出世
已經收到紅包，他就將之買了小朋友扭的足球
卡、球星卡及Boxset說是妹妹送的，他笑說：
「兒子都好交戲說妹妹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公
主，真的多謝她，但轉身就走去玩卡，不過他
見到妹妹都好開心，希望兩兄妹感情會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韓星韓孝珠
27日赴港出席記者會，她先以廣東話向傳媒打
招呼：「大家好呀，我是韓孝珠！」她透露六
年沒演出劇集，這次新劇是演一位性格純真但
好奇心強的醫生，如何走進漫畫中跟李鍾碩拍
拖，當中配合了許多CG特技效果，而經歷四
個多月的拍攝，她跟工作人員都培養了感情，
因此完成劇集她也流下依依不捨的淚水。至於
她最難忘的是這次劇中幾乎每集都要跟李鍾碩
有接吻的場面，她笑指在第二集開始見到李鍾
碩跟別人kiss後，之後無緣故的他倆就kiss起
來，之後就不斷有kiss的場面。

司儀問到她跟拍檔李鍾碩獲得情侶大獎，
有否一起拍拖去慶功？韓孝珠笑言這是去年底
的事，也有聚在一起晚宴。而她表示有機會也
想再跟李鍾碩合作，她還希望能跟偶像梁朝偉
合作，不管是否合演情侶，都會覺得榮幸。不
過韓孝珠入行超過十年，原來她很想演動作
片，希望趁自己年紀還未太大可達成這心願，
有機會也想去學功夫。

談到美容心得，韓孝珠表示自己從不吃零
食和甜品，每日定時吃兩至三餐均衡飲食，亦
會每周做兩、三天運動。另上月剛度過生日，
韓孝珠表示一直跟隨她的粉絲很有心，集合了
她出道至今的作品和照片舉辦了一個展覧會，
她出席時看到也感動落淚，她也多謝來自不同
地方的粉絲的支持和鼓勵，她亦會繼續努力演
出來答謝大家，最後更以廣東話說：「多謝
啊！」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羅曼蒂克
消亡史》於本月30日在香港上映，
電影找來章子怡、葛優、淺野忠
信、鍾欣潼及閆妮這些好戲之人演
出，片中章子怡飾演的海上花，前
半生活在情場，活色生香，撐得起
繁華場面；後半生活在戰場，與敵
人貼身對戰，於無聲處聽驚雷。
舊上海的女明星與交際花，以往

銀幕上並不少見。章子怡飾演的小
六，美在張揚：剛出場如同嬌豔牡
丹，是時代前沿的摩登女郎，把寶
石與皮草踩在腳下，眼皮眨都不眨
一下；可又不招人厭，因為她知冷
暖、懂世故，是熨帖人心的可人

兒。也美在清冷：後來被人囚禁，
洗盡鉛華，又如同一株素雅水仙，
全靠那張複雜又有力量的面孔，給
人絕望與希望雜陳的震撼。冷暖兩
種不同色調，勾勒出一位命運坎坷
的亂世佳人樣貌，既自帶人間煙
火，也有抽象的神女之美。火候恰
到好處，可說是得力於演員非常精
準和自如的拿捏。
故事講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

叱咤風雲的幫派大佬（葛優飾），
不甘寂寞的交際花（章子怡飾），
說着地道上海話的日本妹夫（淺野
忠信飾），只收交通費的殺手，被
冷落卻忠誠的姨太太，外表光鮮的

電影皇后，深宅大院裡深不可測的
管家（閆妮飾），偶爾偷腥的電影
皇帝，荷爾蒙滿溢大腦的幫派小
弟，一心想要破處的處男，善良的
妓女，隨波逐流的明星丈夫，投靠
日本人的幫派二哥，日理萬機卻抽
空戀愛的戴笠。
戰爭之下，繁華落盡。幫派大佬

逃亡香港，交際花不知所終，日本
妹夫死在上海，電影皇后被丈夫拋
棄，處男遇上妓女，姨太太殺死二
哥。戰爭慘烈，戰爭終於結束。他
輕易選擇沉默，因為傷口無法彌
合。羅曼蒂克消亡史，被浪費的時
光。

章子怡章子怡演亂世佳人拿捏自如演亂世佳人拿捏自如

謝安琪產後精神奕奕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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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望大家給予最大祝福

51歲城城 紙入

娶 2929歲方媛歲方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恭喜！恭喜！51歲郭富城(城城)要結婚

啦！27日，城城同方媛(Moka)的「擬結婚通知書」已經曝光，2人早於本

月4日已秘密在香港入紙註冊，最快3個月內完成手續，預計最快6月初拉

埋天窗。對於以上消息，城城經理人小美身在武漢回應，再一次謝謝大家

的關心，並強調依然是那一句：「希望大家給予最大的體諒和祝福。」

■■謝安琪由老公張繼聰及兒子張瞻陪同出院謝安琪由老公張繼聰及兒子張瞻陪同出院。。■■張瞻對妹妹張瞻對妹妹KarinaKarina很愛錫很愛錫。。

■■《《羅曼蒂羅曼蒂
克消亡史克消亡史》》
劇照劇照

■傳雙喜臨門，方媛近日勤做
gym。

■■據知城城今次據知城城今次
想結婚主要原因想結婚主要原因
係媽咪年紀大係媽咪年紀大，，
希望城城早啲娶希望城城早啲娶
老婆抱孫老婆抱孫。。

■城城同方媛拍拖2年，
修成正果入紙申請結婚。

資料圖片

51歲天王郭富城和拍拖兩年的29歲網紅方媛近日傳出結婚，更有
網友透露，由於有朋友說要換港幣，
是為了下月要赴香港參加表妹婚禮，
還指新郎哥是郭富城。

女方曾被疑懷孕
27日，郭富城跟方媛的「擬結婚

通知書」已經曝光，據了解，2人早於
本月4日已秘密在香港入紙註冊，最快
3個月內完成手續，預計最快6月初就
拉埋天窗。根據通知書登記資料，2人
報稱同住跑馬地大坑道寓所，Moka報

稱未婚，職業係fashion designer(時裝
設計師)，早於今年二月初，方媛突然
在微博貼照稱「我有一點小變化
呢」，有網友覺得她肚子微微隆起，
爆出懷孕疑雲，但後來郭富城表示女
友只是開心自己變瘦了，又指網民太
敏感了，但承諾會好好珍惜這段感
情。

簡約低調去完成
早前城城經理人小美表示，這個

規劃會在今年內發生，城城都說結婚
是人生的另一頁，希望得到大家的祝

福。
27日身在武漢的小美回應：「再

一次謝謝大家的關心。對於城城已有
結婚的計劃，已經是在年初的事，而
他亦公開表示過他在這方面的意向。
至於其他的細節、流程，就真的是尊
重城城家人的意願，他們是希望完全
簡約低調去完成，城城亦只是作為一
個適婚年齡的人去做要做的事，所以
並不存在任何大驚小怪。我作為城城
的長期合作夥伴，亦見證着他的成
長，所以我依然是那一句：『希望大
家給予最大的體諒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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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醉話兌現！玖壹壹賺百支
免費 MV 價值上億元

呼麻風波越演越烈 陳艾琳首度回應認「病情」

曹格搖滾唱《瀟灑》華晨宇唱紅網路神曲點閱破千萬

蜜蜂少女隊主打「視覺化」
一字排開各有各的味

天夏影藝公司與新加坡綜合
媒體基金，合作開拍新加坡史上第
一部以賽車為題材的電影《戰神》。
兩家公司日前聯手在亞洲內容產
業峰會 (ACBS)  展位上介紹電影
項目及團隊。這是該片全球首次電
影發布會，吸引了很多外國媒體參
與。

《戰神》是一部以影展為目標
的商業電影，預計秋天開拍。因為
與新加坡合作，東南亞市場等於穩
住了，所以合夥人都很開心。

台灣新加坡合拍電影 《戰神》
飆亞洲市場《戰神》是一部籌備多
時的賽車愛情喜劇電影，在香港
電影節的亞洲內容產業峰會，發布
開拍訊息，是希望透過這個平台進
入亞洲市場受到關注。該片結合台
灣、新加坡的堅強精英主創團隊，
兩地的資深製片人都有相當優秀

中天綜合台 36 頻道每周六晚間 8 點推出全新歌唱選
秀節目《天籟之戰》，邀請重量級歌手費玉清、莫文蔚、華
晨宇及楊坤擔任明星導師，首創素人指定歌曲的「星素 PK」
模式。明（3/18）播出的內容中，知名歌手曹格以「特別天籟
唱將」強勢登場，用「曹式搖滾唱腔」演唱葉蒨文經典歌曲
《瀟灑走一回》，將富有傳統古典風格的歌曲，唱成具有震
撼力的搖滾版本，被網友封為「曹炸天」；「小哥」費玉清則
挑戰張韶涵人氣歌曲《隱形的翅膀》，由於小哥過去曾被拱
唱該首歌卻屢屢凸槌，此次彩排時更是繃緊神經練習，還
私下與曹格交流感想，笑說路過曹格休息室門口時聽到哀
號，「我們好自為之，結伴一起下台」，不料曹格成功 PK 掉
素人正妹，小哥雖用招牌「45 度唱腔」順利唱完歌曲，被曹
格美譽有如「CD」般完美，仍以 12 票之差落敗。

大陸創作歌手華晨宇從歌唱選秀節目出道，現場演唱
實力堅強，此次抽中擁有奇特節奏的網路神曲《我的滑板
鞋》，讓他崩潰大喊：「我不要活了！」後來索性重新改編成
《我的滑板鞋 2016》，注入他擅長的搖滾與 rap 元素，短短
24 小時內「化腐朽為神奇」，讓莫文蔚聽了直呼「這太離
譜」，小哥費玉清更當場模仿華晨宇自創的「摩擦」舞步，逗
得全場大笑。華晨宇謙虛表示：「原版藝術境界太高，我還
沒有辦法達到，我必須重新作曲，但原曲的歌詞沒有改變，
總之已用了我的洪荒之力」，而這首歌不僅在網路翻紅，創
下二千萬人次點擊率，最後更重新錄唱，收錄在華晨宇今年
3 月甫發行的《H》專輯中，爆紅程度可見一斑。

玖壹壹第三張專輯即
將於 5 月發行，此次數位
上架搶先實體專輯發行，
專輯名稱總是出奇招的玖
壹壹，這次非常創新選擇
了導演「周法薷」的名字。

專輯設計以復古普普
風的元素為基調，結合了
各地文化、方言等特色，健
志希望玖壹壹能成為創新
風格的領頭羊，也說：「創
作人就是要做自己，不被
設限。」而新專輯的推出
已經進入倒數階段，玖壹
壹說要把這次宣傳計畫訂
為「玖壹壹元年」，用入行的初衷來做音樂，時時勉勵自己。

之所以用導演名字命名專輯，是因為 MV 導演兼玖壹壹好朋友周法
薷，在公司尾牙上喝多了，便豪爽答應要幫玖壹壹免費拍 100 支 MV，這對
公司來說絕對是撿到「大便宜」，依照導演周法薷一支 MV 平均花費 100
萬元來說，等於價值一億元的金額，但玖壹壹認為「不用錢的東西最貴」，
為了名正言順接受這個大禮，決定把導演的名字當作專輯名稱，讓導演的
紅到各地，同時提醒周法薷，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要遵守諾言。

而周法薷與玖壹壹首度合作，是 2013 年〈妳不愛我〉MV，經紀公司
表示，玖壹壹和周法薷合作的 MV 和廣告共計 20 支，總點擊高達三億。

華 語 樂 壇 新 女
團 蜜 蜂 少 女 隊（Lady 
Bees），7 位 團 員 劉 雨
昕、張希雅、許和琪、
關凱元、孔雪兒、羅姝
涵、張悠然皆自大型選
秀 節目出 道，宣 布 23
日將來台舉行首張專輯
《GPS 密封令》記者會，
主打歌 MV 已經在網
路推出，同時也談到拍
攝 MV發生的小插曲。

蜜 蜂少 女 隊 表 示
這次專輯升級至國際
化規格，由陳子鴻領軍

打出「視覺化音樂專輯」概念，7 位團員也在 MV 中大秀造型，黑皮衣勁裝
巧露小蠻腰、白色絲質襯衫配黑絲絨繡金雕花圖騰及透膚水珠紗網吊帶
襪，以及最後一套的多彩造型，每人的服裝都不相同，大放異彩！

在 MV 拍攝前一天也發生緊急小插曲，在最後一次排練時，團員關凱
元的右肩突然痛得舉不起來，大夥連忙將她送往醫院，醫生指示讓她先打
一針，但竟然要在「屁屁」打針，這讓以前只有在手臂上打過針的關凱元，
嚇得全身發抖，所幸護士打針技巧很好，這時關凱元也發現其實「屁屁」
打針比較不痛，不久後肩膀漸漸恢復正常，其他 6 位團員鬆了口氣，團團擁
抱在一起！

台灣新加坡合拍電影 《戰神》飆亞洲市場
的電影製片背景。彭麗華曾是李
安導演《推手》的重要推動人，製
作的影片還有《翻滾吧男孩》等，
其合作伙伴孫正國是《金大班的最
後一夜》等影片的製片。

新加坡的合作對象陳佩然，其
《小孩不笨》在台灣上映過，口碑
也很好。另一位新加坡合作對象
陳恩恩，以電影《爸媽不在家》獲
金馬獎最佳影片，在台灣也是眾人
皆知。為了顧全兩地市場，編劇也
是兩地合作，由台灣編劇林孝謙、
呂安弦，聯手新加坡編劇巫培雙合
作。

亞洲內容產業峰會是媒體創
意與內容產業、科技、金融、影視
製作、發行網絡等方面最新的資訊
交流及互助合作。目的在建立一個
交流平台，過去數年， ACBS 就推
動亞洲內容產業包括影視、音樂、

陳艾琳（琳琳）近期風波不斷，先是和
老公 MP 魔幻力量前鼓手阿翔婚姻觸礁，接
著爆發她出軌《大學生了沒》前班底顏庭笙
（Alex），如今她又陷入呼麻風波，傳聞甚囂
塵上，甚至連好友張景嵐都成了箭靶，稍早
她首度在臉書回應這些日子以來的紛擾，直
言「昨日情緒失控了！這一個月以來大大小
小的新聞，坦白說真的壓得我喘不過氣。」言
談中透露自己生病，期盼外界給一些空間和
時間。

琳琳呼麻的傳聞近日越演越烈，只不過
她一直抱持保留態度，並未對外做出回應，
曾替她潮牌站台的好姊妹張景嵐昨出席新
戲記者會，難逃被問到該事；據悉，張景嵐
經紀人聽聞問題跳出來怒斥「（陳艾琳）整
天把呼麻經驗掛嘴邊炫耀，麻煩她自己出
面為她的行為負責！我們的道德標準和她不
同，陳小姐個人的行為操守問題，請去問她
本人。」

她在臉書表示「我也想好好生活、好好
工作、好好過日子，不是我不願意出面解釋，
而是現在的我正面臨著人生一大難關和困
境，我想處理好，也不願意讓外界的紛擾和
聲音去影響」；她也提及「想跟邀約我的廠
商和校園團體說一聲抱歉，若你們依然相信
我的工作能力，我保證不會讓病情去影響我
的表現」，健康問題似乎亮紅燈。

動漫等領域的全球發展、發行，以
及有關版權與量化價值計算等專
業方向作出巨大努力。

今年參與峰會論壇者包括：中
國、香港、日本、韓國、印尼、越南、
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
由於台灣尚未入會，天夏影藝是以
觀察員身份參加。

值得一提的是，《戰神》導演
是 曾 以《1400》獲 2016 美 國 獨 立
影片獎的導演雷堅欽，這是他的第
一部商業主流電影。找來《中國新
聲音》第一季亞軍的新加坡歌手向
洋 ( 上圖 ) 出任男主角，他現在是
新加坡最火紅的歌手，在東南亞相
當受歡迎。此外，馬來西亞第一漂
移手狄章鐳王子，亞洲女賽車冠軍
Leona，亦將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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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任務》曝終極預告
緝毒警變身“超級英雄”

由麥兆輝、潘耀明導演，莊文強編劇，黃斌監制，黃軒、段奕

宏、郎月婷、祖峰等領銜主演的電影《非凡任務》正式提檔至3月31

日18點全國公映。今日片方重磅發布了“壹觸即發版”單人角色海報

與“終極對決版”終極預告，實力派六大主演黃軒、段奕宏、郎月

婷、祖峰、邢佳棟、王耀慶首次集結嚴陣以待，正邪對決，開戰在

即。預告中展現了黃軒與戰友祖峰、邢佳棟街頭大戰段奕宏率領的販

毒集團場面，中國特警從直升機中“天降”的畫面也讓人看得熱血

沸騰。電影路演口碑獲贊。

六大主演上演“警匪陣營”終極對決
10萬發子彈打響25分鐘“正邪大戰”
此次曝光的單人海報，六大主演黃軒、段奕宏、郎月婷、祖

峰、邢佳棟、王耀慶首次集結亮相，大戰在即，壹觸即發。在片

中，六人分列為兩大陣營，黃軒、祖峰、邢佳棟組成的“緝毒天

團”將與段奕宏、郎月婷、王耀慶率領的“販毒集團”上演長達25

分鐘的正邪大戰。

片中六大主演用演技顛覆以往形象，黃軒突破飾演壹位“孤膽英

雄”，片中黃軒技能全開，擒拿格鬥、飛車打槍無所不能。飾演毒梟的

段奕宏也全無之前出演警察、軍人時的壹身正氣，每個眼神都透露著陰

狠，舉手投足間霸氣淩人。與杜琪峰合作多部電影的“杜女郎”郎月婷

從“氣質女神”蛻變為機敏、內心復雜的女毒販。“老幹部”祖峰化身

幹練緝毒警隊長，不僅運籌帷幄，身手更是不凡，徒手手刃毒販也不在

話下。被粉絲親切叫做“舅舅”的邢佳棟顛覆以往帥氣警察形象，用

“嚇人”的形象演繹被折磨十年的緝毒警。“霸道總裁”王耀慶在片中

則全無“土豪”光環，變身兇狠毒販，殺人不眨眼。演技派銀幕飈戲，

看點十足。

今日曝光的預告片中也展現了“終極大戰”激燃場面的冰山壹角，

只見祖峰手刃兩名歹徒，拉著邢佳棟從天臺壹躍而下；黃軒開著摩托沖

出火海，與戰友在街頭會合，並肩戰鬥。段奕宏率領的毒販集團更是人

多勢眾，機槍、火箭炮輪番上陣，勢要“緝毒天團”死無葬身之地。而

中國特警關鍵時刻乘直升機從天而降，有如“神兵”，或將逆轉局勢？

據悉，為拍攝片中勁爆動作場面，劇組共打光10萬發子彈，撞毀50輛

車，炸掉2000公斤炸藥，而電影最高潮的25分鐘正邪大戰更是在泰國拍

攝了20多天方才完成。

觀眾盛贊《非凡任務》“最燃緝毒大片”
緝毒警是“沒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
《非凡任務》全國路演也正在火熱進行中，在已經走過的武漢、沈

陽、大連高校，場場爆滿，各地觀眾對片中緝毒警用血肉之軀捍衛正義

的使命感更是感動不已。影片高校路演過程中，首批觀影的同學更是用

“看演唱會”的熱情享受電影，全程“拍手跺腳，尖叫不斷”，直言

《非凡任務》是“最燃緝毒大片”。

電影《非凡任務》已正式提檔至2017年3月31日18：00全國公映，

並將於3月26日15：00在全國22個城市開啟超前點映。

徐靜蕾談《綁架者》拍攝險情
黃立行明道動作片初體驗

由徐靜蕾執導，白百何、

黃立行、明道領銜主演的動作

電影《綁架者》即將於3月31

日全國上映。電影《綁架者》

路演來到了杭州，徐靜蕾、黃

立行、明道與影迷們進行了壹

次親密接觸。盡管陰雨不斷，

但 依 舊 能 沒 阻 擋 影 迷 熱 情

的 步 伐 。 在 媒 體 群 訪 時 ，

導 演 徐 靜 蕾 與 兩 位 男 主 角

黃 立 行 、 明 道 開 起 了 吐 槽

大會。黃立行、明道吐槽動作

片其實很危險，卻被徐靜蕾反

駁，稱他們拍戲時壹個比壹個

興奮，就像小男孩。

明道：用替身不代表不
敬業

群訪現場，有媒體就近期

圈內某些演員頻繁使用替身的

不敬業行為詢問各位主創的看

法。對此，明道回應，雖然不

太清楚近期的相關新聞，但是

使用替身不壹定代表不敬業，

這個問題值得商榷。在明道看

來，許多高難度的動作戲只有

由替身去完成才能為觀眾呈現

更完美的視覺效果。如果演員

堅持不使用替身，反而在某種

程度上會降低作品的觀賞性。

演員使用替身不敬業與否，因

場合、時間的不同會得到不同

的結論，不能壹概而論。

談論到動作戲拍攝的情

況，明道坦言，盡管在導演面

前顯得中氣十足，經常硬撐到

底，但實際上對好多動作戲沒

有十足的把握。在拍攝追蹤跑

酷的過程中，他與黃立行在停

車場往復跑了壹百多趟，雖然

累得氣喘籲籲，但依舊強撐著

彼此鼓舞。而黃立行則當即吐

槽，本來就累得跑不動了，結

果明道還要再來壹條。

黃立行拍戲自帶配音
與明道暢談動作片初體驗
對於初次拍攝動作片的黃

立行和明道而言，近身搏擊、

掏槍這些戲份的拍攝非常刺

激，連導演徐靜蕾都說，黃立

行完全不知道動作戲深淺，沒

輕沒重。最讓徐靜蕾崩潰的

是，在拍攝過程中，黃立行

時常因為入戲太深，不自覺地

配上“休休”的聲音，導致徐

靜蕾多次在現場吐槽，“黃立

行，妳可以不要出聲了嗎！”

而明道也由於是第壹次接

觸動作片，常常不懂得保存體

力，被累得氣喘籲籲。至於危

險動作，兩個人也都自告奮

勇，不用替身，甚至連徐靜蕾

偶爾都要勸阻壹番，“如果主

演受了傷，劇組就只能停工

了”。在采訪中，徐靜蕾表

示，每個大男人的內心世界都

有壹個小男孩和英雄夢，在拍

攝動作片時，兩個人都像小孩

子壹樣不知疼痛，回到酒店才

發覺渾身是傷。

現場，黃立行和明道還在

粉絲的要求下，使用麥克風現

場比拼“拔槍”速度，惹得全

場粉絲笑聲不斷。大男人的幼

稚展露無遺。

電影《綁架者》杭州站路

演在陰雨中宣告結束，主創人

員即刻啟程前往武漢參加下壹

輪的活動。3月31日，這部由

徐靜蕾導演，白百何、黃立

行、明道主演的電影《綁架

者》將正式上映。到時，讓我

們不見不散。

《拆彈專家》海報片花雙發
劉德華以生命保護愛情

由劉德華監制並主演、姜武、宋

佳等主演的城市反恐警匪大片《拆彈

專家》將於 4月 28日領銜五壹檔火爆

上映！此前影片曝光的動作版預告以

“轟轟轟”的火爆動作場面，帶來刺

激驚爆的視覺沖擊。影片感情戲也是

暖心感人，今日曝光的“英雄救美”

海報及片花中，劉德華與宋佳握彈相

擁，兩人命懸壹瞬，面臨著隨時都可

能爆炸的手雷，局面極其危急，令人

不禁擔憂兩人命運是否能成功逃離炸

彈危局。但作為專業素養頂尖的拆彈

專家，劉德華以篤定眼神告訴驚魂未

定的宋佳，也告訴觀眾，只要相信他

就可以，傳達出無限希望，也令兩人

這段磨難重重的感情更加感人。

劉德華英雄救美與宋佳命懸壹彈
臨危不懼篤定握彈MAN爆
作為五壹檔重量級反恐警匪大

片，《拆彈專家》此前曝光的動作版

預告以“轟轟轟”的火爆動作場面，

帶來超量級刺激驚爆的視覺沖擊，有

不少網友表示“光看預告片就覺得很

過癮了”“最帥警察我只服華仔！”

而除了火爆大場面，影片感情戲也是

暖心感人，今日曝光的“英雄救美”

海報中，劉德華與宋佳握彈相擁，兩

人生命懸於壹瞬，而在

他們後方，火光沖天，

不難看出警察與恐怖分

子正激烈交火，局面極

其危急。但在這緊張畫

面中也透露著溫情：其

中，宋佳手中握著壹顆

已 經 被 抽 掉 拉 環 的 手

雷 ，眼神中充滿驚恐與

絕望。而劉德華則緊握

她的手，壹方面以拆彈

專家的專業素養保證兩

人的生命安全，篤定的

眼神也傳達出“相信我，

我會保護妳”的責任與

使命感。

與此同時，影片還

公布了此段戲的片花，

只見宋佳手中被綁手雷，

只要壹松手隨時都會爆

炸，她臉上和手腕上有

著隱隱的傷痕，驚懼的

眼神告訴觀眾她剛經歷了怎樣的可怕

時刻。而劉德華作為拆彈專家，同時

也是她的戀人，壹直緊緊握住她手，

並篤定地說“別怕我帶妳出去”、

“相信我就可以”，令人瞬間暖心淚

目，更不禁期待兩人是否成功逃離炸

彈危局。

宋佳嘆“超級英雄的女友難當”
拆彈專家劉德華踐行“生命保護

生命”
對於影片中這段“走在刀尖”的

愛情，宋佳解讀稱：“我的角色是從

壹開始為他（劉德華）擔驚受怕，到

後來經過磨難兩人相互支持。彼此相

信對方，這種相信給對方壹種巨大的

精神力量。”她表示“（片中）能和

劉德華這樣的英雄談戀愛很開心”，

不過也笑稱“做超級英雄的女朋友真

的挺辛苦的。”

而作為拆彈專家，劉德華表示，

不僅要保護家人、愛人的安全，還有

更重更艱巨的責任要擔負，有更多人

的安危需要我們去肩負，“所以是這

個主題，用生命保護生命，哪裏最危

險他（拆彈專家）就去哪裏，而不是

說先考慮自己的安全。”對此，劉德

華還延伸道：“其實生命保護生命是

很簡單壹個命題，不想說有多偉大，

不止拆彈專家，生活中很多角色都很

偉大。父母用生命孕育了小孩，小孩

又用生命回饋了父母，每個人在自己

的角色裏都在踐行這個使命。”

電影《拆彈專家》作為2017最強

城市反恐警匪大片，將於 4月 28日全

國火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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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護2》新預告樹人寶寶發飆
國際版角色海報出爐 星爵勇度比帥

漫威新作《銀河護衛

隊2》再發新預告，星爵

、卡魔拉、火箭浣熊、樹

人格魯特與毀滅者組成的

超級英雄團夥殺回銀河系

，觀眾朋友喜聞樂見的嘴

炮少不了，而變成寶寶的

小樹人發起飆來實力依然

可怕，分分鐘掀翻反派嘍

啰。

北美地區有新預告造

勢，亞太區則發布了兩張

最新角色海報給影迷解饞

。“星爵”克裏斯· 帕拉

特與太空海盜頭目“勇度

”比帥：《銀河護衛隊2

》由前作導演詹姆斯· 古

恩繼續執導，集結了克裏

斯· 帕拉特、佐伊· 索爾達

娜、布萊德利· 庫珀、範·

迪塞爾和戴夫· 巴蒂斯塔

等原班人馬。

影片將於5月5日在美

國上映，中國有望引進。

《美女與野獸》北美周五輕松連冠
新片之爭《超凡戰隊》碾壓《異星覺醒》

本周上映的多部新片未能撼動《美

女與野獸》在北美電影市場的票房號召

力，這部迪士尼動畫改編的真人電影本

周五繼續發力，豪取2356萬美元，輕松

蟬聯日票房冠軍。

真人版《美女與野獸》北美上映第

二周的票房跌幅收縮在50%以下，預計

該片的次周末票房會超過8000萬美元，

本土總票房有望在上映10天之內突破3

億美元，在刷新多項票房紀錄的道路上

更進壹步。影片的全球票房也在周五沖

破5億，吸金之路勢不可擋。

新片之間的票房對陣有人歡喜有人

愁。獅門出品的《超凡戰隊》以1496萬

美元的開畫成績碾壓索尼新片《異星覺

醒》440萬美元的開局。

《超凡戰隊》為經典IP重啟，風靡

全球二十多年的原版劇集擁有大量忠實

粉絲，影片面相家庭觀眾，周四午夜場

便報收360萬美元，與《金剛：骷髏島

》午夜場370萬美元的成績相差無幾。

盡管《異星覺醒》擁有傑克· 吉倫

哈爾、瑞安· 雷諾茲、“諜女郎”麗貝

卡· 弗格森等明星主演坐鎮，但這部R

級科幻驚悚片在以家庭觀眾為主的周末

顯然處於競爭劣勢，周末總票房或被

《金剛：骷髏島》反超。R級超級英雄

大片《金剛狼3：殊死壹戰》周五入賬

268萬美元，有望在本周之內沖破2億

美元的票房大關，繼續刷新《金剛狼》

系列的最高票房戰績。“狼叔”休· 傑

克曼與“X教授”帕特裏克· 斯圖爾特

的謝幕之旅堪稱完美。

《金剛：骷髏島》七大疑問解答
男女主不談戀愛只打怪 金剛不是巨猩是天神

未來，金剛將與哥斯拉對戰，啃葉

子吃生魚片的金剛怎麽能和吃核廢料的

哥斯拉相抗衡？兩大神級怪獸相碰，觀

眾該支持誰？在《金剛：骷髏島》的導

演喬丹· 沃格-羅伯茨看來，這都不是問

題：我的金剛雖然只有30米，但它還在

長大！我的金剛雖然有猩猩的外表，但

卻是披著毛皮的天神！與哥斯拉開打，

觀眾會支持我的金剛，因為他們已經愛

上這個版本的它了。如此有自信的他，

自然是賦予了金剛以及這部影片壹些不

壹樣的特質。

電影最開始的背景被設定在壹戰期

間，但最後被導演推翻重來；湯姆· 希德

勒斯頓與布麗· 拉爾森並沒有擦出太多愛

情的火花，患難方見真情、片尾深情擁

吻的場面也沒有出現，還真是別具壹格

；金剛全程挺直腰板兩腿行走，不像猩

猩更像人，這也是導演的有意為之。相

比其他類似影片，《金剛：骷髏島》的

確大有不同。

影片背景為什麽是70年代？
《金剛：骷髏島》的故事發生在

1973年，整個世界正被冷戰、越戰等事

件所動蕩著，在與世隔絕的骷髏島上，

金剛與骷髏巨蜥的戰役也在綿延著。

其實，影片的背景最初設定在1917

年——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期。雖然兩版

背景下的世界都動蕩不安，但前後相差

了半個多世紀，這個大的時間跨越竟是

導演的“突發奇想”。傳奇影業給了喬

丹· 沃格-羅伯茨足夠的創作空間，這也

激發了導演的腦洞，在接下邀請的那個

周末，直升機、汽油彈、吉米· 亨德裏克

斯（吉他大神）、《現代啟示錄》、金

剛、越戰還有各種怪獸浮現在他腦海中

，當他向傳奇影業提出這個設想後，片

方果斷答應，這也就成就了現在的故事

。上世紀70年代早期，世界充斥著政治

鬥爭和社會變革，人類剛揮別了在社會

思想和流行文化上都出現重大革新的60

年代，美蘇兩國的“太空競賽”也如火

如荼的展開，衛星上了天，也成為有可

能發現未知小島的絕佳時間點。在主演

抖森看來，把金剛和那個時代的軍用器

材、音樂、環境相結合，創造出有趣的

化學反應。

感情戲怎麽這麽少？
不論是災難片還是怪獸片，美國人

都喜歡將“小愛”融入到驚險的打鬥中

，男女主人翁在血肉和炮火裏患難見真

情。尤其是在過往的《金剛》電影，這

頭巨獸與女主角的“人獸戀”更是令人

印象深刻，但《金剛：骷髏島》卻沒什

麽感情戲，哪怕是在英俊瀟灑的抖森和

身材火辣的拉爾森之間。

“當角色們在與生命拔河時哪還有

時間談戀愛啊！”在拉爾森看來，沒有

花太多時間著墨於愛情戲是吸引她參演

影片的重要原因。

當兩人的目標壹致，為同樣的東西

而戰鬥，哪怕之間沒有愛情，壹個人也

可能去保護另壹個人，為對方犧牲性命

，沒必要非得愛得死去活來才行，這是

壹種相知相惜的同伴關系。

同時，影片裏也沒有怪獸愛上女主

角的戲碼，而講述了怪獸面對侵入者保

護家園的故事。不論是金剛保家衛島的

“大義”，還是塞繆爾· 傑克遜為戰友報

仇而走入極端的“小義”，才是影片感

情線的核心。

沒談戀愛的男女主角都在忙啥？

壹個耍帥壹個拍照，可能是兩位主

人翁在影片中最直觀的表現。

抖森飾演的角色對叢林了如指掌，

他的父親在二戰中犧牲，他所駕駛的戰

機又在漢堡失事，他的壹生都被戰爭的

陰影籠罩著。他之所以走進骷髏島，除

了有錢拿，更重要的是治愈內心的戰爭

傷痛，他在影片中的姓氏“康拉德”源

自1991年著名紀錄片《黑暗之心》，戰

亂讓抖森身心疲乏，當他遇見金剛後，

他心中的人性又被喚醒了，他感覺到自

己的渺小和這個世界的奇妙、偉大。

拉爾森飾演的攝影記者非常“敬業

”，拍照、拍照再拍照，攝影也成了拉

爾森本人在拍攝期間的個人愛好，“演

員需要不停重組大腦以適應新角色，我

必須理解角色的世界觀,而攝影滿足了這

方面的探索。”

金剛為啥全程直立行走？
與2005年彼得· 傑克遜版的《金剛》

不同，這次的獸王看起來不僅僅是個放

大版的猩猩，它兩腿直立行走，更像是

巨型“猿人”。導演希通過這樣的設計

，意圖把金剛塑造成界於人類和天神之

間的形象，行走時有種高尚的氣質，卻

又帶壹點憂郁。

影片中的金剛身高30米，而且還在

不斷長高，這也為後期與哥斯拉對打奠

定了可能性。它有1933版《金剛》裏誇

張的眉毛和大眼睛，行為舉止又更接近

人類，導演希望借此讓觀眾由衷的感嘆

：“那是天神！”

金剛的戲份怎麽這麽多？
不同於其他怪獸電影總是藏著掖著

不給看，導演選擇在電影壹開頭就展現

金剛的正面形象，還挺讓人意外，不論

是特寫還是全景，金剛的形象幾乎占據

了影片壹半的篇幅。相比2014年《哥斯

拉》因為G大戲份太少而遭遇非議，

《金剛：骷髏島》顯然進步了很多。

導演希望讓金剛與人類角色的關系

更為緊密，相互影響而推動劇情發展，

不是常規的挖坑埋懸念，所以我們才能

看到金剛這麽快的登場了，而且出鏡很

頻繁。

金剛皮下的動捕演員是誰？
當我們看到演員表上有托比· 凱貝

爾的名字時，都以為擅長動捕表演的他

會成為金剛的“替身”，但他卻在影片

中飾演了壹位少校，不免讓影迷有些意

外。

凱貝爾曾在《猩球掘起》系列中飾

演了反派科巴壹角，還在《魔獸》中成

功詮釋了杜隆坦，但起初片方找他演金

剛時，他卻是拒絕的，因為自己最尊敬

的前輩安迪· 瑟金斯曾在2005年的《金剛

》中飾演過這個角色。凱貝爾是由瑟金

斯帶領進入到動捕行業的，如果要自己

去演壹個前輩10年前演過的經典角色，

心裏還真過意不去。

這回的動捕演員另有其人——同樣

參與過《猩球掘起》和《魔獸》演出的

泰瑞· 諾塔裏成為本片中的獸王，不過凱

貝爾也在幕後幫襯了不少。

和哥斯拉對打，怎樣讓觀眾與金剛
站壹隊？

《金剛：骷髏島》裏包含不少哥斯

拉相關的彩蛋，尤其是致力於研究遠古

巨獸的“帝王計劃”貫穿始終——在

2014年《哥斯拉》中，渡邊謙飾演的芹

澤教授也是帝王計劃的成員。還有影片

中被撓得千瘡百孔的輪船、片尾彩蛋中

哥斯拉與基多拉對打的壁畫以及熟悉的

怒吼聲，都為哥斯拉的加入埋下了伏筆

。不過，當兩頭備受影迷喜愛的巨獸要

開戰，妳站哪隊？金剛？或許吧，這也

是導演努力的方向——“我的工作是要

讓人們在精神上投註於這個角色，刻畫

出屬於金剛的故事，讓觀眾愛上這個全

新版本的金剛。等到金剛和哥斯拉正式

開戰時，人們才會支持金剛。”

所以，看完《金剛：骷髏島》後，

面對金剛與哥斯拉未來的對打，妳，會

站金剛麽？

將於今年4月與國內觀眾見面的《超凡戰隊》
本周五已經在北美上映。導演迪恩·以色列特日前
告訴外媒記者：“片尾有彩蛋，壹定要多坐壹會兒
。”而且很有可能續集中將會出現新角色。

據介紹，片尾彩蛋將會引出續集中的新角色
——湯米·奧利弗（Tommy Oliver）。最早的《恐
龍戰隊》電視劇中就有這個角色，奧利弗最初是以
其他戰士的敵人的身份出場的，但隨後逐漸成為白

衣戰士並與粉衣戰士暗生情愫
。但在新電影的續集中，奧利
弗很有可能成為綠衣戰士。而
且，據紅衣戰士的扮演者達克
雷·蒙特戈梅裏說，目前他們
正在爭取將奧利弗定為女性。
“我們討論過，綠衣戰士應該是女孩子，這樣我們
就有了三個男孩，三個女孩。

而且因為目前劇情的不確定性，這還是很有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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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88休城工商

休士頓客家會劉志忠會長夫婦、賴江椿會長夫
婦、管光明前會長夫婦、賴淑雯前會長、梁慎
平博士、交通大學校友會方鮀生會長、松年學
院院長許勝弘、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林西
河堂共同主席林羅秀娟、新世紀通訊 Lily 蔡、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3月月會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Open House開業大吉

( 本報記者黃麗珊 )  美南臺灣旅館同業
公 會 (THMAGH)3 月 份 月 會 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6 時 至 下 午 9 時 在 2930 
W SamHouston Pkwy S.Houston Tx.77042 的
"Clarion Inn&Suites Westchase"..( 緊 臨 ,Tokyo 
One Japanese Seafood Restaurant隔壁.)溫馨舉行!
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松年學院、休士頓客家會、

新竹交大校友會等社團領袖、僑界
大 佬 們 歡 聚 一 堂， 來 恭 賀 Clarion 
Inn 開業大吉！

周 雲 會 長 表 示 , 此 次 活 動 由
O'Connor&Associates 公司友情贊助 !
該公司主要業務是提供不動產估價
及商業 , 住家節稅服務 . 當日該公司
有詳細簡報說明 , 並提供答問 ! 蔡文
嘉、鐵維正共同講解的旅館省稅方
法給會員們許多實用訊息。

Clarion Inn&Suites Westchase 是
由本會理事葉德雲先生於 2016 年
10 月重金買下此旅館 , 開放與會佳
賓蒞臨參觀 (Open House).

是日還有精美摸彩活動 ! 東主
葉董事長並提供免費旅館住宿 !

在此感謝我們的理事葉德雲董
事長 ! 提供便捷舒適場地給予使用 !

Clarion Inn & Suites 大旅館迎賓
大廳擺滿了各社團與個人送來的盛
開蘭花。前會長葉宏志主持開幕典

禮。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會長周雲、北美臺灣旅
館公會總會長嚴杰熱烈歡迎佳賓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 亞裔代表譚秋晴、駐休士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經濟組徐炳勳組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金城銀行執行長黃國樑
及夫人 Linda Wang、美南銀行副董事長謝增坤
及夫人 Ceanna Hsieh、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Lily蔡、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張錦娟、僑委甘幼蘋、宋秉穎律師、宋伯母、葉宏志夫人、
黃國樑夫人參加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Open House.(記者黃麗珊攝)

主持人僑委前會長葉宏志介紹旅館省稅主講人O'CONNOR 蔡文嘉
Andrew Choy、鐵維正 Abraham Tieh.(記者黃麗珊攝)

聯邦國會議員Al Green 亞裔代表譚秋晴（右一）向Clarion Inn & 
Suits Westchase 董事長葉德雲（中）、醫師吳明珠夫婦贈送美國國旗
及表揚狀.(記者黃麗珊攝)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周雲會長、吳而立、羅茜莉夫婦在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參
加 3月月會.(記者黃麗珊攝)

僑務委員葉宏志、甘幼蘋、僑務促進委員王妍
霞等親臨。美南臺灣旅館公會歷任會長謝增
坤、許文忠、陳詩章、旅館投資家宋蕾 (Grace 
Jacobson)、 宋 秉 穎、 嚴 杰、 周 雲 都 共 同 祝 願
Clarion Inn & Suites 生意興隆！萬客雲集。

聯邦國會議員 AL GREEN 委托譚秋晴女士
把一面在美國國會山莊上空飄揚過的美國國旗
頒贈給葉德雲博士和吳明珠醫師，表揚他們為
美國經濟復興與社區支持方面所做的貢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很早聽說葉德
雲購入新旅館，但一直不知道在哪，如今得知
該旅館就在僑教中心附近，她感到很高興。相
信該旅館能為僑胞提供更多更好服務。

葉德雲董事長致詞：歡迎大家來休士頓中
國城，這裏離中國城很近，是一個來休士頓旅
遊做生意下榻的理想之地。他表示，今天的經
理帶大家參觀了四樓單間單人、雙人和套房，
高挑的天花板和寬敞舒適的客房，按摩浴缸和
健身、會議設施，都是所有賓客享受至上服務
之所。

董事長葉德雲博士與夫人吳明珠女士感謝
O'Conner 稅務師事務居民抗稅專家鐵維正、商
戶抗稅專家蔡文嘉所贊助此次旅館公會月會還
專程來教大家省稅絕招，並帶了抽獎禮品卡；
感 謝 Tokyo One 東 主 Michelle 特 別 準 備 了 豐
盛的美味佳餚和壽司甜點等慰勞佳賓，還提供
一百份貴賓卡分贈給所有來賓。葉德雲博士夫
婦捐贈 10 個房間供來賓抽獎，獲獎者滿載而歸 ,
大家度過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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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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