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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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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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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1717賽季西甲第賽季西甲第2929輪壹場焦點戰在新洛斯卡梅內斯球場展開角輪壹場焦點戰在新洛斯卡梅內斯球場展開角
逐逐，，巴塞羅那客場巴塞羅那客場44比比11取勝格拉納達取勝格拉納達，，蘇亞雷斯打破僵局後被扳平蘇亞雷斯打破僵局後被扳平，，
帕科進球帕科進球，，索尼耶自擺烏龍索尼耶自擺烏龍，，內馬爾錦上添花內馬爾錦上添花。。巴薩仍然落後少賽壹場巴薩仍然落後少賽壹場
的皇馬的皇馬22分分。。

[[西甲西甲]]格拉納達格拉納達11--44巴塞羅那巴塞羅那

布拉格半馬女選手破紀錄布拉格半馬女選手破紀錄

捷克布拉格捷克布拉格，，20172017布拉格國際半程馬拉松賽況布拉格國際半程馬拉松賽況。。肯尼亞女選手以肯尼亞女選手以11
小時小時0404分分5252秒的成績打破女子半馬世界紀錄秒的成績打破女子半馬世界紀錄。。

澳大利亞海關從鞋盒中查獲毒蛇澳大利亞海關從鞋盒中查獲毒蛇 畫面嚇人畫面嚇人

澳大利亞農業和水資源部發布了壹組照片澳大利亞農業和水資源部發布了壹組照片，，其海關人員在從歐洲送其海關人員在從歐洲送
到墨爾本的包裹裏發現兩只鞋盒到墨爾本的包裹裏發現兩只鞋盒，，其中裝有毒蛇其中裝有毒蛇、、蜘蛛和蠍子蜘蛛和蠍子。。

新版新版5050歐元紙幣正式開始流通歐元紙幣正式開始流通

德國法蘭克福德國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行總部舉行儀式歐洲中央銀行總部舉行儀式，，新版新版5050
歐元紙幣正式開始流通歐元紙幣正式開始流通。。

日本櫻花進入盛花期 街頭巷尾美如畫卷

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櫻花盛開櫻花盛開。。日本的日本的
櫻花在本周迎來盛花期櫻花在本周迎來盛花期，，東京民眾東京民眾
也都走上街頭欣賞如畫美景也都走上街頭欣賞如畫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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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F1中
國站排位賽8日在上海國際賽車場舉行，去年曾戲
劇性失利出局的平治車手咸美頓，今次一洗恥辱再
奪桿位。而麥拿倫車隊的艾朗素賽中惹爭議，他通
過車隊電台公開稱已盡力，暗示賽車性能有問題，
且在第二場排位後遭淘汰。
8日天公作美，路面狀況良好，能見度高，咸

美頓憑借在多個連續彎道的出色表現，在首兩節排

位賽中保持前三位置。第三節排位賽，咸美頓發力
衝刺，用近乎完美的技巧以1分31秒678獲得桿
位。
法拉利車隊維泰爾以1分31秒864排名第二，

和排名第三的平治車隊保達斯1分31秒865的成績
相較，兩者僅存在0.001秒的微弱差距。保達斯之
後接受採訪時稱，時間差距換算成距離的話大約是
5.9厘米，約等於一個火柴盒的長度。

另外，法拉利車手拉高倫在前兩節比賽中都有
出色表現，並緊逼咸美頓，但最終排位賽屈居第四
位置。由於排位賽中平治車隊和法拉利車隊競爭激
烈，咸美頓在賽後發佈會上稱“比賽是與法拉利兩
位車手在戰鬥”，感覺很棒，這才是這項運動所應
該有的。維泰爾則遺憾地表示，在最後一圈剎了一
下車，感覺依然有提高的空間，相信正賽會因天氣
狀況變化出現不同情況。

短
訊

F1中國賽 咸美頓重奪桿位

FIFA去年虧損逾3.69億美元
國際足協（FIFA）公佈2016年財政報告，

繼2015年後繼續虧損，赤字達3.69億美元。財
報分析原因，包括由於深陷腐敗泥潭後極須推進
改革措施，新任主席因凡蒂諾也提高了各洲、地
區等方面的分成，加上前任主席白禮達興建足球
博物館等。FIFA預測可望在明年世界盃後通過
贊助等收益“翻身”。 ■記者 陳曉莉

南華遭大埔痛擊 慘敗1：4
“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8日結束三場賽

事的較量。老牌勁旅南華坐鎮主場，出人意料地
以1：4不敵和富大埔，距重返三甲席位的目標越
行越遠。而作客青衣運動場的衛冕冠軍東方龍
獅，也遭遇滑鐵盧，以3：3被理文流浪逼和，得
1分繼續位居榜首。另一場在小西灣運動場進行
的護級大戰， R&F富力主場以0：0逼和標準灝
天。 ■記者 陳曉莉

新疆掃廣東 加冕CBA總冠軍
在7日晚進行的CBA（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

賽）總決賽第四場較量中，新疆廣匯隊以117：
109戰勝廣東宏遠，加冕2016－2017賽季總冠
軍。從2008－2009賽季首次進入總決賽開始，
新疆隊四次屈居亞軍，第五次站上終極角鬥場的
他們終於衝破了千年老二的宿命牢籠，以4：0的
霸氣橫掃“八冠王”，成為繼八一、上海、廣
東、北京和四川之後第六個將名字鐫刻在CBA
獎盃上的球隊。 ■新華社

新華社香港 8日電 世界職業桌球協會
（WPBSA）官網消息，中國香港女選手吳安儀
在英國利茲當地時間7日晚舉行的首屆世界女
子職業桌球六個紅球賽決賽中以4：2擊敗英國
名將埃．博尼，奪得冠軍。
本次賽事，吳安儀一路過關斬將，以兩個

3：0分別淘汰以色列選手布娜耶和英國選手保
爾特，殺入4強。準決賽中，她在0：2落後的
情況下上演逆轉好戲，以3：2擊敗現世界排名
第七的英國選手肯娜。
現年26歲的吳安儀在2009年和2010年曾

兩次贏得過女子業餘選手世界錦標賽冠軍，並
在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上幫助中國香港隊贏得
團體冠軍和女單銅牌。她還奪得了2015和2017
年女子世界桌球錦標賽冠軍。

吳安儀
奪世界六紅球賽冠軍

“香港七欖賽”是“世界七人
欖球系列賽”第 7 站賽

事，男子組賽事分為種子隊和外圍
賽組別，吸引來自28個國家或地
區的球隊參加。港隊在周五先以
22：7挫納米比亞，再以31：5勝
斯里蘭卡，穩取外圍賽8強席位。
但8日在小組首名爭奪戰中，港隊
發揮平平，多次被對手撕開防線，
最終以0：31慘敗，以小組次名晉
級8強。

外圍賽冠軍將升為種子隊
即晚的8強賽面對德國隊，港

隊仍處劣勢。上半場被對手一次反
擊成功達陣，再加命中一個罰球，
港隊以0：7落後。易邊後，港欖
積極搶攻，終在完場前2分鐘，由
李卡度助攻賀迪達陣，並射入附加
罰球，追成7：7平手。惟補時階
段，再被德國反擊成功，最終港隊
以7：14落敗，8強止步。外圍賽
冠軍明年將自動升為世界系列賽種
子隊。
賽後，港將李卡度難掩失望：

“我們自去年決賽落敗後一直艱苦
訓練，原本期望今年能夠走得更
遠，我對最終結果感到好失望。”
不過，他同時表示，球隊將會針對
弱項加以改善，並誓言“下屆捲土
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曉莉）一年一度

香港體壇嘉年華式的盛

會“香港國際七人欖球

賽（七欖賽）”8日在香

港大球場進入次日較

量。東道主香港隊連負

智利及德國，無緣外圍

賽四強。

■■新疆球員西熱新疆球員西熱
力江力江（（前中前中））慶慶
祝奪冠祝奪冠。。 新華社新華社

■■美朝領導人在港舉行高峰會美朝領導人在港舉行高峰會？？ 欖總提供欖總提供

■■球迷賣力為港隊球迷賣力為港隊
打氣打氣。。 欖總提供欖總提供

■■港將高凡迪爾港將高凡迪爾（（左一左一））
遭智利球員阻截遭智利球員阻截。。 新華社新華社

■■七欖這個英雄地怎七欖這個英雄地怎
能沒有美人能沒有美人。。 法新社法新社

■吳安儀開心展示冠軍獎座。 WLBS圖片

■■““七欖七欖””看台變成侏羅紀公園看台變成侏羅紀公園？？ 路透社路透社

連
負
智
利
德
國

無
緣
四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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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
彰顯家族和文化的狂歡慶典的新

舞臺劇《King of the Yees》（餘家之主
）將於 3 月 31 日至 4 月 30 日在芝加
哥 市 中 心 古 德 曼 劇 院（Goodman
Theatre）上演。該舞臺劇由華裔戲劇
作 家 Lauren Yee（余 秀 菊）創 作，
Joshua Kahan Brody 執導，以一個全
新的角度向觀眾講述一個在美國舊
金山華裔餘家的真實故事---餘秀
菊（Lauren Yee, 劇 中 由 Stephenie
Soohyun Park飾演）是一位現代女性
，經常與她的中國家庭價值觀發生
衝突。然而，她在父親（Larry Yee, 由
Francis Jue 趙耀宗飾演）失蹤後，首

次接受父親的傳統理念，只有這樣
才能找回父親，從這場熱鬧幽默而
感人的喜劇中，折射了華裔家庭的
父母與孩子的價值觀及兩代人的文
化差異等問題，帶出了有關對中國
傳統觀念和新一代思想的差異和融
合的深層次思考。

3 月 30 日下午，該舞臺劇假芝加
哥古德曼劇院（Goodman Theatre）
舉行了新聞發佈會，該劇原作家
Lauren Yee（餘秀菊）、導演 Joshua
Kahan Brody、Francis Jue（趙耀宗）及
Stephenie Soohyun Park等嘉賓出席
了見面會，並向媒體詳述有關該劇
的創作初衷、劇情及期許。當日媒體

還觀看了有關該劇
正式上演前的排練
和部分情節。

該 劇 原 創 作 家
Lauren Yee（余秀菊）
表示，這是一個發生
在她身上的真實故
事，她的父母親都生
於美國舊金山，該劇
以著名的美國舊金山中國城為背景
，對於第四代華裔移民的她，曾與來
自傳統中國家庭的價值觀發生衝突
，但同時希望能保留傳統的中國文
化理念和價值觀，從而引發對現代
社會中移民家庭所面臨的問題及在

有文化差異的移民
家庭下如何保存傳
統家庭價值觀等多
方面的深入思考，
與觀眾和社會共同
探討有關兩代人在
文化、思想、理念和
價值觀的差異和融
合，同時希望該劇
能為年輕一代帶來
正能量。她還表示，
自己父親曾親身觀
看該劇，感到十分
震撼，當時父親十
分喜歡該劇的音樂
和演出以及演員們
的精彩演繹，希望
芝加哥的觀眾們也
有類似的感受。該

劇父親飾演者 Francis Jue（趙耀宗）
認為， 這部劇不僅關於亞裔移民
家庭所面對的問題，更是進一步對
個人家庭觀與價值觀深層次的思考
，屬於一份特別的“禮物”--自我關
係的重新審視和深化，希望觀眾們
能在該劇感受到愛和快樂。該劇女
兒飾演者Stephenie Soohyun Park表
示，在參與該劇演出時讓她有在家
中快樂自在的感覺，感覺拉近了與
原生家庭的關係，同時也加深了對
父母親那一代人的價值觀理解。
《King Of The Yees》（餘家之主）

將與3月31日至4月30日在芝加哥
市中心古德曼劇院（Goodman The-
atre, 170 N Dearborn St, Chicago IL
60601）英語演出，票價10美元起，可
登 錄 網 址：http://www.goodma-
ntheatre.org/press-room/
2016-20172/King-of-the-Yees/ 獲
取更多詳情。

新舞臺劇《King Of The Yees》票
價及相關活動資訊如下:
MezzTix: 演出時間上午 10 點可網
上購票，提供半價優惠(優惠碼:

MEZZTIX)；
$10Tix: 學生票$10, 需持有效學生
證 件，每 人 限 購 4 張 票 ( 優 惠 碼:
10TIX)；
3 月 31 日至 4 月 14 日期間，main
floor and mezzanine票可獲得50%折
扣（請 登 錄 GoodmanTheatre.org/
Yees*輸入優惠碼CODE8獲得優惠
價）;

10 人 以 上 團 體 票 可 致 電
312-443-3820 或 電 郵
Groups@GoodmanTheatre.org 購票;
大學生之夜(College Night)：4月5日
下午 6 時開始舉行 Pizza 派對，7:
30PM開始演出。票價為$10，可使用
優惠碼COLLEGE。該活動包括晚餐
及演出，學生們可與戲劇愛好者和
演員面對面交流和參加招待活動；
藝術家之夜(Artist Encounter):4 月 9
日下午5時舉行假芝加哥古德曼劇
院（Goodman Thetrea）舉行，票價為
$10，贊助商和學生票價為$5，當晚，
還能與芝加哥ACB7電視台知名華
裔女主播 Linda Yu 及該劇原創作、
導演及演出人員面對面交流。

新舞臺劇新舞臺劇《《King Of The YeesKing Of The Yees》》33月月3131日至日至44月月3030日熱鬧登場登場日熱鬧登場登場

20172017年世界華商形象大使年世界華商形象大使（（中國公司秀中國公司秀））大獎賽報名大獎賽報名
（本報訊）世界華商形象大使（中

國公司秀）大獎賽，是由中國中央電
視臺CCTV-發現之旅頻道主辦、中
國經濟新聞聯播網聯合舉辦的全球
性大型商業文化專案。芝加哥賽區
將由國際名媛聯盟會芝加哥總會等

協會合作承辦。希望在公眾視野裡
展示個人素質、能力、風采、學識、智
慧、經驗的廣大女性；希望用自己的
形象代表某一品牌來展示企業產品
、詮釋企業文化的職場女性，可在形
象大使大獎賽中一展身手。

將通過形象大使（中國公司秀）大獎
賽，深入挖掘大芝加哥地區美女形
象大使們的藝術才華、專業才能，並
充分地發揮出形象大使們的國際背
景，幫助美女形象大使們在全球市
場中拓寬職場道路，更好地在中美

市場中為中美公司展示公司形象。
芝加哥賽區優勝者將參加全美賽區
比賽，全美賽區優勝者將參加全球
賽區比賽。
比賽項目包括走秀表演、才藝表演
和靈動問答等。

歡迎中文流利，年齡在 16 歲至 36
歲之間的年輕女性報名參賽，報
名截止日期：2017年4月26日。
網 頁：http://www.weglobalmedia.

com/
電郵：jwang@chicago-center.com
電話：630-803-2204

彰顯家族和文化彰顯家族和文化 探討兩代人的理念差異探討兩代人的理念差異

媒體見面會現場媒體見面會現場（（左到右左到右：：導演導演Joshua Kahan BrodyJoshua Kahan Brody、、Francis JueFrancis Jue、、
Lauren YeeLauren Yee和和Stephenie Soohyun ParkStephenie Soohyun Park））

舞臺劇舞臺劇《《King Of The KingsKing Of The Kings》》

你好!
我是陳文森
Vincent Chen
我講中文

773-886-6271

星期六營業至晚上七時

Toyota 2017年最新車款 Toyota 2017年最新車款

Toyota 2016年最新車款 Toyota 2017年最新車款 Toyota 2017年最新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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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 社 新 聞A4 Friday, April 7, 2017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A4

（本報訊）芝加哥住宅租務市場隨
外來人口的湧入逾見熾熱。外來新移
民來到美國後，未必立即瞭解美國生
活，往往只從身邊朋友或親戚身上發
生的租務糾紛，從而獲取一些經驗教
訓。事先瞭解當地公平住房的租務
法例與租客權益，對無論是新移民或
是老移民，都能幫自己爭取合理合法
的待遇，從而避免日後可能發生法律
訴訟。華人諮詢服務處房屋理財教育
部有見及此，特於三月三十日舉辦
「房東及租客訓練」，讓房東與租客明
白彼此的責任。

當天講座由芝加哥法律援助基
金（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簡稱
LAF）經理卡林（Adela Carlin）及外展
部主任裡佐（Regina Rizzo）任講員，
華諮處房理部主任陳麗君從旁協助
及提供即場翻譯。卡林指出，她們所
屬的LAF是由不同職責的律師組成
的非牟利機構，其使命是幫助低收入
家庭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她與裡佐
先後談到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的涵

蓋範圍、口頭與書面租約、按金、房東
責任、維修、暖氣、租客責任、關在屋
外等問題。她們解釋，芝市制定的住
宅房東及租客法令（簡稱 RLTO）是
管制租客的權利及房東的責任，而租
約則是保障房東及租客權益的重要
文件，租約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年租
約；一種是月租約。若是後者，房東或
租客都可以在三十天之前通知搬家。
她們指出，無論是年租約或月租約，
是口頭租約還是書面租
約，只要租客不違反其
中的條款，在訂明的租
住期內毋須擔心臨時加
租或迫遷。

裡佐表示，房東有
權變賣房產，但假如房
子出售，租約不會受到
影響，因為房東必須把
租約轉給新房東或者退
款給租客。卡林及裡佐
也對租務糾紛常見的按
金問題作出闡釋，她們

指出，房東須對收取的按金支付年息
，而按金不能抵租，當租客搬走後，房
東要在四十五天內退回按金加利息。
她們補充，房東可視乎租客是否損毀
所租住單位或欠租而扣起部分或全
數按金，但法令規定租住期間房子的
正常耗損由房東負責，不得從租客的
按金中扣除，只有屬於人為損毀，才
能動用租客的按金賠償。

在關於房屋維修方面，裡佐說

如果租住單位有問題，房
東沒有理會，租客有權向
房東發出「十四天通知書」
，要求房東在十四天內改
善，不然租客有權終止租
約或從租金中扣除不超過
租金百分之二十五的金錢
於實際改善工程上。她還
就芝市有關暖氣供應的指

引作說明，每年九月十五日到翌年的
六月一日，法令要求房東向出租單位
提供的暖氣溫度日間不得低於華氏
六十八度，晚間不得低於六十六度。

講座當天，伊州第二區州議員
馬靜儀辦公室中文助理湯信儀也有
到場向出席者推介其辦公室最新的
便民服務。

華諮處是美國中西部首家提供
房屋理財服務的華人社
會服務機構，獲美國房
屋與都市發展部（HUD
）認可，提供有關法拍的
輔導及協助。其房屋理

財教育部每月舉辦不同題目的講座，
還舉辦可頒發完成證書的「置業安居
」研習班，協助地稅上訴，協助申請老
人屋及廉租屋，接受申請長者小型房
屋維修、節能補助、能源及冷氣補助
等計劃，以及提供單對單房屋理財或
避免房屋遭法拍等輔導。華諮處地址
：2141 South Tan Court, Chicago, IL
60616；電話：312-791-0418。

華諮處房理計劃的首席企業贊
助人是全美銀行（U.S. Bank），其他贊
助機構包括全國亞太裔美國人社區
發展大聯盟（National CAPACD）、庫
克縣社區及經濟發展協會（CEDA）、
芝加哥規劃及發展部（Chicago De-
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Develop-
ment）、聯合勸募（United Way）、伊州
科學及能源創新基金會（Illinois Sci-
ence & Energy Innovation Foundation
）、國泰銀行（Cathay Bank）及伊利諾
伊州總檢察長辦公室（Illinois Attor-
ney General’s Office）。

多瞭解租務常識可避免法律糾紛多瞭解租務常識可避免法律糾紛

華諮處講座談芝市房東租客法令新華諮處講座談芝市房東租客法令新

（本報訊）華人互助會與UIC(college of Medicine and col-
lege of Pharmacy), UC(Pe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 and
AHC 為我們的亞裔社區聯合舉辦一年一度健康教育及體
檢活動.將由 3 位 UIC 的醫師,UIC(college of Medicine and
college of Pharmacy)及 UC(Pe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的 25
位醫學系學生為參與者提供免費體檢.本活動將於 4/8/
2017,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假華人互助會的地下室盛
大舉行.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華人互助會與華人互助會與

UIC/UC/AHCUIC/UC/AHC

合辦春季體檢合辦春季體檢

「「房東及租客權益房東及租客權益」」講座工作人員講座工作人員，，左起左起：：伊州第伊州第
二區州議員馬靜儀辦公室中文助理湯信儀二區州議員馬靜儀辦公室中文助理湯信儀、、LAFLAF
卡林卡林、、裡佐及華諮處劉振斌裡佐及華諮處劉振斌、、陳麗君陳麗君、、付紅燕付紅燕、、林林

秋瑩及林家麒秋瑩及林家麒

LAFLAF裡佐利用投影機裡佐利用投影機，，講解租務權益講解租務權益。。

LAFLAF卡林解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卡林解住宅房東及租客法令，，陳麗君從旁翻譯陳麗君從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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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上，Fred坦言近期發生不少
事，但感激歌迷仍不離不棄。

“自己有不開心、失落時，但有你們
(粉絲)的支持，是你們的Comment將我
拉起來。多謝大家9日支持我，在我不
夠勇氣時保護我，多謝大家，我們團結
一齊度過，I love you all。”事後問
Fred是否被粉絲的行為打動，他說：
“是好感動，我最需要他們時，感受到
他們對我的愛，我們要團結。”

自與何雁詩公開拖手後，唱片公
司老闆有否怪責過Fred？他說：“他有
問過，但沒有嬲。我有講回我們的決
定，希望他不用擔心，老闆很支持我
們，反過來安慰我們。”會否擔心公開
戀情遭公司雪藏？“都有想過，但因阿
詩對我的信任和支持，我要企出來面

對。”
對於前緋聞女友姜麗文的哥哥姜

文杰暗示 Fred 與何雁詩是“狗男
女”，Fred稱也有留意，但無法控制別
人所想，始終有言論自由。當追問他有
沒有負過姜麗文，他說：“這個沒有。
(人紅了才飛人？)絕對無。”現負上
“世紀賤男”稱號的Fred，坦言字眼是
不好聽，但每件事、每個人都有不同觀
點，他會樂觀面對和做好自己。有傳紅
館開騷一事要擱置，雖然唱片公司已否
認，但Fred表示仍要跟公司商量，其
他商演活動也未清楚。提到何雁詩的病
情，Fred稱對方有專業人士幫助，病情
也不方便由他透露，只知她為人樂觀。
8日首度公開獻唱的麥明詩大嘆很

有壓力，因Fred是唱家班出身，令她

相形見絀。對於她形容Fred是“首席
男歌手”，被網友質疑她有抽水之嫌，
Louisa強調絕無此意，如帶來任何誤會
她深感歉意。笑指在台上與Fred拖手
感覺如何？她說：“都是像拍戲那樣
做，如是以前會覺得很好尷尬，現在大
家是演員，都是專業的。”

麥明詩不猜度他人
對於Fred前經理人上載狗相暗寸

Louisa，她說：“其實我覺得不應該去
猜度別人，如每件事都要想有沒有更深
層次的意思，會太複雜和太辛苦，其實
我個人好簡單。”至於會否憎人一腳踏
兩船，她說：“不會話很憎，如發生在
我身上，就會不開心。但我覺得所有事
的發生都會有原因。”提到何雁詩辭演

《誇世代》後去遊埠，惹來幕後一番微
言，Louisa表示會尊重對方，始終身體
狀況最重要。

何雁詩認患情緒病
另外，何雁詩8日黃昏在 Insta-

gram上載了一張無人風景相，留言提
到關於外界對她患情緒病的猜疑。“我
一直不覺得需要交代是因為覺得是私
隱，但事到如今，不得不承認。情緒
病，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病不是一個選
擇，但是我感恩今天有勇氣爬起。患
病，是因為我在人生長跑中一直要求自
己跑得快，當中我會跌倒，但我選擇向
光明的路前進。”她又指吸電子煙不
是大錯，自己從來都不是聖人，但承認
作為公眾人物，今後會多加檢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鄭俊弘(Fred)和麥明詩(Louisa)8日到銅

鑼灣一個商場出席“冰雪音樂派對”活動，二人分別獻唱和與粉絲玩遊

戲。雖然Fred受感情糾紛影響，但無損一班忠實歌迷的支持，有超過百名

粉絲到場，擠滿商場三層樓。而Louisa的父母也有到來支持愛女。

■■鄭俊弘鄭俊弘((左左))和麥明詩和麥明詩88日出席卡通企鵝活動日出席卡通企鵝活動。。

■■縱使爆出疑似踏兩船事縱使爆出疑似踏兩船事
件件，，粉絲仍很支持鄭俊弘粉絲仍很支持鄭俊弘。。

■麥明詩8
日難得大開
金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新加坡歌
手蔡健雅將於6月23日及24日在Star Hall舉
行演唱會，8日她坐上大型流動車到尖沙咀鬧
市跟歌迷見面，更即場獻唱新歌，又將自製的
曲奇送給主辦單位代表。
蔡健雅相隔三年再度來港，她坦言2014

年紅館演唱會因身體抱恙而臨時取消，感到非
常遺憾，故這次巡演一定要來香港。可惜紅館
的檔期申請很久，幾乎每月申請一次也不成
功，她認為場地大小不是問題，最重要是自己
的誠意。

上次因感冒失聲臨時取消紅館演出，蔡
健雅坦言心情糟透：“時間上太奇妙，是沒法
控制的一件事。出道時已覺得站上紅館演出才
是真正的華語歌手，這場大病令我非常沮喪，
不過也鍛煉了我，要每次都做得更好、更升級
自己，總有天能站到紅館上。”所以近年她也
很重健康，會食好、睡好、保持心情好和做
運動。

提到跟外籍烘焙師男友於上月分手，蔡
健雅笑了笑說：“這個不用再說，人生要繼續
過！”有指她跟好姊妹蔡依林一起歐遊散心，

她不諱言：“我兩個是好閨蜜，有次喝東西時
她說會去意大利，我就想去歐洲，那便第一次
一起去旅行，感覺也很特別。”

之前蔡依林也剛失戀，是否同病相憐？
“怎麼這樣說？是宇宙的安排，大家玩得好開
心。”有否抱哭還是很堅強？她笑說：“大
家想太多了，我們都是優秀女人。”並指無需
互相安慰，因兩人對生活、對自我都會抱正面
能量，“我們是自愛和強大的女生，好與壞也
得接受，這是人生旅程！”並笑言不會因此而
對烘焙留下陰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周秀
娜與蔡瀚億(BabyJohn)7日晚出席品牌
活動，後者指在電影《29+1》跟鄭欣
宜合演情侶，卻跟娜姐沒對手戲，所
以也想一起“One Night Stand”。他
笑住解釋：“其實是優先場都爆滿，
反應很好，所以想答謝觀眾，會跟周
秀娜、鄭欣宜和導演(彭秀慧)站在戲
院門口企足一晚，等觀眾來跟我們合
照。”而之前《救殭清道夫》有好票
房，更試過一日13場謝票，也算是一
項紀錄。
穿低胸裝的娜姐被問到BabyJohn打
算“One Night Stand”謝票，她帶笑
說：“今晚開始啦，都知優先場反應
好，希望正式上映時都有好成績。”
會否穿泳衣謝票？娜姐指老闆說票房
好會請去旅行，面對陽光與海灘當然
不介意穿泳衣。不過她很久沒穿泳
衣，所以要先減肥和挑選新款泳衣才
見人。

穿妃子服打到撻低
另提到她拍攝無綫新劇《深宮計》
獲厚待，娜姐對此否認，指大家都只
是遷就場景，她一樣試過直踩十幾小
時。而且她還要穿妃子服飾拍打戲，
她苦笑說：“我打起來很論盡，試過
撻低，還好是在鏡頭外，不過都觸及
腳部舊患。”娜姐表示有過這次拍古
裝宮廷戲的經驗後，暫時也不想再拍
古裝劇。

蔡健雅望有日能踏足紅館

■■因紅館檔期太難訂因紅館檔期太難訂，，
蔡健雅今次只能在蔡健雅今次只能在
Star HallStar Hall演出演出。。

BabyJohn撩周秀娜“企一晚”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李
慶全）張智霖
(Chilam)8 日晚
以嘉賓身份，
出席奧比斯慈
善跑起步禮，
Chilam表示十
多年有為奧比
斯進行捐獻，
故一有時間也

盡量支持該會活動。他坦言也愛跑
步，但要持之以恒，並能從跑步中忘
卻煩惱。問有否跟太太袁詠儀一起
跑？Chilam指太太讀書時是田徑隊好
手，跑得很快，笑問追她時是否很辛
苦？Chilam笑說：“好彩是她追我，
不過都追到啦！”

中央社 37歲歌手蕭亞軒(Elva)與年
輕她13歲的華裔高爾夫球手男友陳樺分
手，8日她在Instagram(IG)直喊“我會
好好的”。經理人公司表示，Elva目前
重心放在新專輯，感謝外界關心。
據報Elva被爆在IG取消關注陳

樺，戀情僅維持八個月，分手主因是
年齡差距、價值觀和個性確有些不適
合，最後決定分開。Elva於IG表示：
“向來我都不覺得正當談感情有什麼
需要遮遮掩掩的，但這次讓我長大
了，原來很多事真的只能放在心裡，
慢慢消化，我會好好的！”粉絲紛紛
留言替她加油。

張智霖笑指太太追自己

蕭亞軒與高球手甩拖

■■周秀娜周秀娜((左左))和蔡瀚億的新片反應佳和蔡瀚億的新片反應佳。。

■蕭亞軒
(右)與男
友似已分
手。
網上圖片

■張智霖稱未收到城
城請飲或做兄弟的通
知。

被暗嘲“狗男女”

樂觀面對樂觀面對對
鄭俊弘過百粉絲撐場

不離不棄

■■麥爸爸和麥媽媽麥爸爸和麥媽媽
為為LouisaLouisa打氣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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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倪子鈞）在前年七夕情人節公證結婚，多了個人夫的角色，他看
似活潑健談，卻也有過吸毒、酗酒的荒唐過往，近日他上胡瓜和唐綺陽主
持的公視節目《大腦先生》，回憶起浪子回頭的過往，他直言自己從歌唱
比賽出道，只不過後來卻因為大頭症上身，而斬斷不少情誼。

他說周杰倫尚未
走 紅前，曾自告奮勇
「馬哥！我幫你寫一首
歌，這首歌超適合你」；
他接著表示「那首歌
就叫《黑色幽默》，當
時我還進了錄音室唱
Demo。」他眼看咻比
嘟嘩其他團員都自己
創作詞曲，心想「大家
都自己寫，為什麼 我
要用周杰倫的？如果
出去唱他寫的歌，那
我太丟臉了！」最後把歌退還給周杰倫，他戲謔「我那比較的個性害死自
己，當年的行徑真的是我人生中的黑色幽默。」

他也表示吳宗憲當時承諾要幫他出個人專輯，讓他大頭症上身，「後
來的演出只要有人 Pitch 走音或舞蹈跳錯，我下來就是狂罵人」；他甚至
對小鐘和劉畊宏說「你們兩個不要拖累我好不好，拜託！以後我要出個人
專輯的。」後來他面臨生意失利、女友落跑，陷入長達８年的低潮，「我欠
了一屁股債，住在 12 樓，但我想如果跳下去，房子可能會跌價，整個人真
的快崩潰！」當時台灣遭遇莫拉克風災，他主動前往災區救災，也因此被
災民點醒，「我居然還可以幫人，原來施比受更為有福」，這也讓他一團混
亂的生活出現曙光。

現在正是櫻花盛開的時節，藝人王以路和同門師姊李培禎，前兩天帶
著兒女到中正紀念堂賞櫻，為了避免人山人海，特別挑選了非假日前往，
「真的沒想到，平常賞櫻的人還是這麼多。」

王以路攜女見小男友  陌生人闖入牽走王以路與李培禎私下交情相
當好，兩人的兒女年齡相近，因此李培禎常開玩笑說，要讓王以路的女兒
蛋妹當兒子 Ian 的女友，沒想到當天 Ian 和蛋妹正一起玩新買的滑步車時，
有個陌生孩子突然闖出來。

那孩子直接一手牽住蛋妹，另一手拉著滑步車，走到一旁玩，只留下
反應不及的 Ian。讓一旁的王以路笑
著說：「Ian，你的女友和車子都被搶
走了。」

王以路攜女見小男友  陌生人闖
入牽走王以路透露，蛋妹看似活潑外
向，其實相當怕生。她笑著說：「我女
兒是家裡、外面兩個樣。」王以路提到，
現在蛋妹只要一到陌生的環境，就會
變得相當害羞，一直向她討抱抱，讓
她相當無奈。

因此王以路最近常和李培禎及一
群同樣有孩子的好友，帶著兒女們聚
會。她說：「希望讓我女兒認識更多同
年紀的小朋友，能慢慢不怕生。」

以《再見瓦城》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吳可熙，近日
接拍楊雅喆導演新片《修羅花》，兩人傳出不和傳聞，在片場
數度爭執，吳可熙甚至當面開嗆：「我覺得你根本不會導戲！」
讓眾人超尷尬。

據《鏡週刊》報導，吳可熙不僅對劇本意見多，和導演也
常起爭執，楊雅喆曾和友人抱怨：「不管是走位還是對白，我
覺得她（吳可熙）聽不太懂我的指令。」還有現場工作人員酸
她：「不是入圍金馬影后嗎？為什麼連一個走位都要講半天？」
據消息人士透露，吳可熙長期與趙德胤導演合作，可能已習
慣他的工作模式，和其他導演合作時多少需要一些磨合的時
間。也有工作人員為她緩頰：「她跟楊雅喆確實常爭吵，但兩
個人都為了戲好，只是雙方口氣都激烈，劇組人員常常私下
討論。」

據悉，楊雅喆最早是想找桂綸鎂演出女主角，但因片中
有大量裸露，從來不接裸露戲的桂綸鎂因此卻步，由第二順
位的吳可熙出線，不過她意見多讓楊雅喆感到很頭痛，私下

郭書瑤日前被周刊爆料與合作新戲《通靈少
女》的 19 歲鮮肉小男星蔡凡熙假戲真做，雙方不
只工作在一塊，私下也會一起出遊，跟熱戀小情侶
沒兩樣，消息曝光後她雖在第一時間否認緋聞，
男友金陽也跳出來強調「和郭書瑤感情穩定」，
她今和「緋聞男友」蔡凡熙出席 HBO、公視《通
靈少女》首映會，難逃再被追問該事，她回應「（我
們）下戲後根本不熟，出去都是跟劇組一起。」蔡
凡熙則說「媽媽看到新聞後，打電話來關切緋聞
是真是假」，他也表示「當然是假的！」

面對雙方被指私下約會一事，她也表示「因
為彼此都還不熟也很害羞，這是導演在拍戲前給
兩人的一份功課，要雙方去約會培養感情，好儘
速了解彼此」；兩人更要能答對彼此發問的 100
個問題，因此才誤傳緋聞，蔡凡熙自爆其中有一
題是「妳（指瑤瑤）有男朋友嗎？」郭書瑤則大方
坦承「有！」

大頭症上身！
他竟狠退周杰倫創作詞曲

「功課」惹的禍！郭書瑤自揭緋聞真相

吳可熙開嗆導演楊雅喆：你不會導戲！

王以路攜女見小男友 陌生人闖入牽走

「母憑子貴」太傷人 小嫻不孕怕看宮廷劇

俞小凡一出道就連續演了三部瓊瑤的電視
劇，因此一炮而紅，不僅被稱作「瓊瑤女郎」，更
被觀眾稱為 90 年代的「玉女掌門人」。

1990 年，俞小凡因為出演瓊瑤的系列電視
《六個夢》第一部作品《婉君》，扮演青年夏婉
君，紅遍台灣大陸，在她自然清新的表演風格下，
劇中的婉君表妹天真可愛，一塵不染，一雙水靈
靈的大眼睛，生動活潑楚楚動人，標準的東方美
人，讓人看了忍不住產生強烈保護欲望，也讓她
贏得觀眾的心。

此後，她又憑藉《三朵花》、《望夫崖》的苦
情表現，當之無愧成為了繼林青霞和劉雪華之
後，瓊瑤的「第三代玉女掌門人」。更在之後的《京
城四少》、《七俠五義》、《春風不問路》等電視
劇中，一系列清純、柔美的女性形象演出，進一
步奠定自己在演藝圈的明星地位。

提起自己的戲劇經歷，俞小凡說完全是出
於緣份。她說她原本是「學商」的，那她是怎麼
進入演藝圈的呢？她表示這要感謝「星探」，原
來，她在 1985 年上學的路上，被星探發現邀請
她演戲，當時俞小凡相當緊張，根本就不知道這
些人是幹什麼的，也對演藝圈的事一無所知。

小嫻（黃瑜嫻）日前淚揭天生沒子宮，和老公何守正坦
然面對不孕一事，夫妻倆近日接受《TVBS 看板人物》方念
華專訪，小嫻直言自己以前很抑鬱，覺得女人沒生小孩就沒
價值，甚至怕看宮廷劇，尤其母憑子貴的片段，那樣的劇情
讓自己感到痛苦；她也滿懷感激表示臉書至今仍湧入大量
私訊，很多是跟她有相同狀況的女生，有的甚至沒第二性
徵，還有當爸媽的人感謝她的勇敢面對，讓自己知道如何與
同病相憐的女兒分享，也有願意當代理孕母的人，各個關懷
都很溫暖正向。

何守正從運動員身分，轉型經營健身事業，他被大家
稱呼「何老師」，樣樣瑣事都不假他人之手，他則謙稱自己「什
麼都不會」，從零開始、虛心學習；小嫻舉例他起初計算員
工薪資時，土法煉鋼用紙筆計算，現在則進步到會用電腦
程式，學習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多到連會計都害怕，他則
在一旁笑言「現在連一例一休的新規定都一清二楚！」

演瓊瑤「婉君」爆紅 俞小凡戲外也苦情
後來是在星探的一再慫恿下，她簽了約並

在電影《好小子》系列中插花演出，旦一開始並
不順遂，因為她對表演一點都不了解，只能聽導
演怎麼說就怎麼做，像一台機器。

有一段時間，俞小凡已經想打退堂鼓了，覺
得自己不太適合當演員，可是就在她猶豫不決
時，經紀人介紹她進入電視圈，從此以後一帆
風順，直到 1990 年出演《婉君》，才真正成為明
星，而且也幫她找到夫婿。

俞小凡和翁家明是在 1990 年，合作《望夫
崖》時相戀，之後愛情長跑了11 年，方於 2001
年 6 月結婚，看似事業愛情兩得意，但沒想到，
2009 年，當俞小凡重新復出，拍攝《誰懂女兒心》
時，竟遭遇婚變，老公翁家明連續出軌 2 次，讓
俞小凡相當受傷。

但大器的俞小凡表示，經歷這次婚變，讓她
明白 7 年之癢的真正涵意，發現動蕩之後，更了
解夫妻的相處之道，也了解如何跟丈夫溝通相
處，也算是接受了一次心理的蛻變，也難怪現在
的她，越來越成熟之外，常是不同角色演出，也
更有韻味。

常吐苦水。對於不和傳聞，兩人雙雙否認，楊雅喆表示：「不
知道是哪個工作人員亂爆料，我罵她（吳可熙）還比較有可
能，她怎麼可能會罵我。」透露該片目前還在剪接階段，直言
「爆料不實」。吳可熙也表示劇組相處愉快，否認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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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世高手絕世高手》》定檔定檔77..77蔡國慶要拿最佳男配蔡國慶要拿最佳男配？？
盧正雨談改檔盧正雨談改檔““不是導演壹人說了算不是導演壹人說了算””新預告海報雙發新預告海報雙發

由盧正雨自導自演的電影《絕世高

手》今日宣布“又定檔”7月7日暑期

公映，此前影片曾因退出春節檔引關註

，盧正雨表示改檔原因壹是“投資方高

估了我們做片子的速度”，二是的確有

被春節檔的強片“嚇得睡不著覺”的時

刻，不過他更害怕的是“片子做不好”

，好在現在已經完成後期，有充分時間

再完善；並且改檔並不由導演壹人說了

算，是資方共同決定的。“老藝術家”

蔡國慶因解放天性在片中飾演了壹名大

反派，成為今天發布會的搞笑擔當，並

且他透露盧正雨曾鼓勵自己好好演戲，

走“最佳男配”的路子。

為了表達對改檔的歉意，現場率先

播放了壹款“導演道歉”創意短片，片

中盧正雨聲淚俱下的懇請觀眾原諒。隨

後他登場，自曝“自從改檔每天壓力山

大到睡不著覺”，加之是處女座，事事

追求完美，甚至“上字幕的節奏我自己

都要搞壹搞”，夢話裏都是調整後期的

內容。用盧正雨的話講就是“壹有時間

就讓電影更加神經病”。

不過面對走火入魔的導演，出席發

布會的三位主演孔連順、黃齡、柯達卻

大爆導演“黑歷史”，沒有壹點安慰人

的樣子。孔連順透露，實際上導演所謂

的精益求精是在“壹幀壹幀地親手給自

己美顏”；柯達吐槽“片中所有人的造

型都很奇怪很可怕，只有導演自己很帥

”。被控訴完畢後，“老藝術家”蔡國

慶身穿牛仔衣、腳踩“小羊皮”帆布鞋

作為壓軸嘉賓閃亮登場，他在電影中飾

演大反派“和膳集團”蔡老板，談及為

何參演《絕世高手》，蔡國慶表示，雖

是60後，但他堅信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有

喜感的，他出身戲劇學院，壹直很想重

回電影界，蔡國慶稱導演盧正雨慧眼識

珠，讓60後的他過出了90後的生活，

自己決定參加《爸爸去哪兒》等節目都

是拜這部電影的“解放天性”所賜。

談到拍攝趣事，壹番美譽之後，蔡

國慶畫風突變：“我和導演都是處女座

，但從未見過他這麽神經的。妳們之前

聽的那首改檔歌《365個“不”祝福》

，讓我連唱16遍唱到自己想吐。我之前

拍戲NG最高記錄是12遍，當時章子怡

陪我壹起走戲，還壹直安慰我說國慶哥

哥沒事沒事。到了盧正雨這兒，要不是

我求他，還過不了呢。

我特別想說，妳只是給了我角色的

錢，沒給我演唱會的錢啊，以及我這首

經典真的被玩壞了。”聽聽盧正雨怎麽

回應的，他說：“我這個人很奇怪，電

視上的優質偶像我覺得他們都可能是壞

人。”潛臺詞是“都想要顛覆壹下他們

”。還有誰中槍了嗎？

《記憶大師》曝主題曲MV及海報
迪瑪希化身“記憶使者”
首次獻唱華語電影主題曲

由陳正道執導，任鵬擔任編劇，黃渤、

徐靜蕾、段奕宏、楊子姍、許瑋寧主演的電

影《記憶大師》，即將於2017年4月28日全

國上映。繼此前官方微博透露迪瑪希用中文

演繹首支電影主題曲，並公布MV花絮後，

此支電影《記憶大師》“銘心”版主題曲

《拿不走的記憶》MV於今日正式公布，並

同時曝光了壹組歌詞版海報。

此次曝光的MV，將“大師軍團”在電

影中溫馨又虐心的情感畫面，與迪瑪希略帶

懸疑感的異域抒情歌聲相融合，令人陷入到

壹段沈醉夢幻的記憶謎情中。據悉，這也是

迪瑪希首次跨國與華語電影合作演唱中文主

題曲，亦是他在全球範圍內發行的首支中文

歌曲。

此次曝光的“銘心”版電影主題曲《拿

不走的記憶》MV，將懸疑、情感兩種風格

迥異的元素相融合。伴隨著宏大的主題曲旋

律，黑暗中若隱若現的歌者迪瑪希，灰色記

憶空間裏的眾人，將壹段塵封已久的“記憶

”獨白娓娓道來。

江豐（黃渤飾演）與沈漢強（段奕宏飾

演）各執壹詞，相互博弈；張代晨（徐靜蕾

飾演）看著攝像機面露笑容；陳姍姍（楊子

姍飾演）望著前方若有所思的神情；浴缸中

的神秘女子（許瑋寧飾演）正撫摸帶血的傷

口，表情冷漠。被畫面拼接而成的開心、哭

泣、絕望、麻木等人物情緒直擊內心，入木

三分。

MV中的情節發展亦隨著迪瑪希高亢的

歌聲層層遞進，黑白晦暗的神秘色調給人以

強烈的視覺感受。而歌詞版海報所表現出的

情感風格更加濃烈，黃渤、徐靜蕾等人或深

情凝視、或相對無言，過往的壹幕幕都在向

觀眾揭示著，在壹場名為記憶的情感狂潮中

，誰都無法全身而退，即便記憶被抹除，卻

始終拿不走昔日情感。

值得壹提的是，迪瑪希作為電影主題曲

《拿不走的記憶》演唱者，不僅親自用中文

演繹此曲，以天籟般的嗓音奉獻了精彩的高

難度演唱，還化身“記憶使者”助陣出演

MV。壹襲黑衣現身黑暗中，僅壹束白光將

頭頂照亮，側臉在白光中若隱若現，整個畫

面顯得冷酷而神秘。

而迪瑪希為了完美演繹歌曲中層層遞進

的記憶謎情，私下拼命苦練中文，不僅請翻

譯專門為他講解每句歌詞的含義，可謂字斟

句酌，力爭呈現最佳的效果。電影《記憶大

師》由導演陳正道執導，黃渤、徐靜蕾、段

奕宏、楊子姍、許瑋寧主演，將於2017年4

月28日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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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文樂、曾誌偉、金燕

玲、方皓玟等主演的《壹念無

明》，今日正式登陸全國各大

院線。

發行方不僅大膽決定以粵

語原聲版本公映，更是在剛剛

曝光了正片的精彩片段。

片段中，主角阿東遭受心

理打擊後，在超市瘋狂吃巧克

力，余文樂極具爆發力的演技

令觀眾感慨“金像獎影帝提名

實至名歸”！

《壹念無明》改編自真實

的社會新聞，講述了余文樂和

曾誌偉飾演的父子，由於家庭

責任而互相誤解和虧欠，最終

相攜著面對生活的動人故事。

余文樂、曾誌偉等人不僅零片

酬出演《壹念無明》，還都在

影片奉獻了教科書級別的演技

。為了呈現影片的最佳效果，

保留高品質文藝佳作的原汁原

味，《壹念無明》將統壹以粵

語原聲版本登陸內地大銀幕，

這也是內地引進的首部粵語原

聲版本的影片，將會給觀眾帶

來不同以往的觀影體驗。

影片以8項重磅提名成為

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奪

獎大熱，並取得了最佳新晉導

演和最佳導演兩項創作大獎同

時提名。

影片曾在九大國際電影節

展映，收獲了不錯的口碑，看

過電影的許鞍華、謝飛等知名

導演都給予了高度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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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馮小剛新作《芳華》正

式殺青，結束了為時3個月的拍攝。

《芳華》由嚴歌苓擔任編劇，黃軒、苗苗、鐘楚曦等主演，以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為背

景，講述了壹群正值青春芳華、滿懷理想的文工團成員經歷著成長中的愛情與充斥變數的

人生命運的故事。去年11月13日，馮小剛曾在朋友圈發布《芳華》新片招募啟事，要求

“具有專業演唱水平，女性，20-25歲，相貌出眾，註：民歌、美聲均可，流行歌手免談，

會彈鋼琴，整過容的免談。”開機當天，影片主演陣容首度曝光，實力小生黃軒搭檔“新

馮女郎”苗苗正式亮相。

今天的殺青照上，穿上軍裝的黃軒硬挺英朗，紮著雙馬尾的“馮女郎”苗苗也散發著

青春活力。此前馮小剛在其微博上曝光了新片《芳華》中戰爭戲的劇照。這段戰爭戲長達

6 分 鐘 ， 投 資

700 萬元，以壹

氣呵成的長鏡頭

打造戰爭新視覺

。馮小剛表示：

“相比《集結號

》的戰爭效果，

《芳華》在創意

和技術含量都全

面升級。

這場戲全是

實拍的，沒有電

腦特效。炸點、

演員表演、走位

、攝影師的運動

，上天入地，都

要極其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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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炎黃堂祭拜軒轅黃帝典禮於四月一日
在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家麟廳莊嚴舉行

本報記者 黃麗珊 攝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名
譽董事黃仕遠，梁楊燕，胡錫霖，朱全勝，張
玲，王冬梅金豬貢拜。

休士頓炎黃堂張玲名譽理事宣讀先祖遺訓
並高唱「黃帝頌」。

黃孔威主席表示，數千年來，黃帝文化始終是華
夏兒女認同親近的民族標誌。雖然經歷滄海桑田
的變化，中華兒女祭拜軒轅黃帝的傳統從未中斷。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名譽董事黃仕遠，梁楊燕，胡錫霖，朱全勝，張玲，
王冬梅，黃達濤，胡潔鳴出席祭拜軒轅黃帝典禮。

休士頓炎黃堂主席黃孔威，副主席黃玉顏及名
譽董事黃仕遠，梁楊燕，胡錫霖，朱全勝，張
玲，王冬梅，黃達濤，胡潔鳴面向黃帝像三鞠
躬行施拜禮。

休士頓炎黃堂黃孔威主席、黃玉顏副主席歡迎休士頓炎黃堂發起人，炎黃堂董事成員，
炎黃歌舞團成員，休士頓黃氏宗親代表及社團朋友們出席，40 多名各姓氏中華民族的
炎黃子孫參加這次祭拜活動。

炎黃歌舞團部分演員胡辛曙獨唱父親。 休士頓炎黃堂副主席黃玉顏與佳賓許泳詞
合唱粵曲。

陸錦棠、馬美麗夫婦參加祭拜軒轅黃帝典
禮這次祭拜活動。

李金表演了精彩文藝節目，表達休士頓華僑
華人緬懷祖德，傳播感恩。 馬黛華演唱粵曲。

休士頓炎黃堂副主席黃玉顏、名譽董事胡
錫霖贊助部份祭拜軒轅黃帝典禮各項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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