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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HOUSTON 
BLACK CHAMBER
23rd Annual Pinnacle Awards

Office Space For Rent

 Technology stocks boost 
Wall Street to record highs

 Locate in China town area, our ready-to-
work Executive Office Suites give you the 
privacy to focus, get work done, and meet 
with your clients in a professional space. 
You get much more than just a private 
workspace - all office includes conference 
room time, high speed internet, phone line, 
and reception! Whether you select a fur-
nished office or bring your own furniture, 
we have the perfect office space for you.

Price from 500.00 to 2400.00 per month, 
please call our International Trade Cen-
ter office at: 832-448-0190

  Share Your News with
 Southern Daily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news or 
information with our readers, please 
send the unique stories, business news 

organization events, and school 
news to us includinig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in case more informa-
tion is needed.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consider-

ation, please send to
 scdailypage@hotmail.com
or contact 
John Robbins 832-280-5815
Jun Gai        281-498-4310

Got student loan debt? 

Inside C5

The Pinnacle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presti-
gious award bestowed upon African-Amer-
ican entrepreneurs who have not only 
succeeded in business, but have positively 
impacted the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es 
they serve in the Greater Houston metropol-
itan area.
The GHBC will also award the 2017 Upstart 
Award, which recognizes business with 
operations of less than two years, entrepre-
neurial prominence and upwardly trending 
financial growth.  A $2,500 cash prize will 
accompany the Upstart Award sponsored by 
LaneStaffing.  Pinnacle tickets are available 
at ghbcc.com/pinnacle or call (713) 660-
8299.  The event attire is semi-formal for 
2017 and GHBC is offering a discounted 
individual ticket price of $75.00 this year as 
well in lieu of Hurricane Harvey. Portions of 
event proceeds will benefit the GHBC Di-
saster Relief Fund designed to assist Black-
owned businesses affected by the storm. 
DATE:   Sat, October 21, 2017 
TIME:    6:00 pm
PLACE: The Marriott Marquis ,
                1777 Walker, 77002 
ATTIRE:   Semi-formal
TICKETS:  $75  (individual)
INFO:       www.ghbcc.com/pinnacle 

More info and tickets: (713) 660-8299 or
http://www.ghbcc.com/pinnacle  

Oil rallies 
nearly 2 
percent 
on China 
import 
boost, 
U.S.-Iran 
tensions

By Sruthi Shankar

Traders react on the floor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U.S., October 13, 2017. REUTERS/Brendan McDermid

On Friday, but a drop in health 
insurers and hospital operators 
kept the rally in check.
Shares of big banks were little 
changed after mixed reports from 
Bank of America and Wells Fargo.
Bank of America (BAC.N), the 
second-biggest U.S. bank by 
assets, rose 1.4 percent after the 
lender’s profit topped estimates 
due to higher interest rates and a 
drop in costs.
But Wells Fargo (WFC.N) tumbled 
more than 3 percent, set for its 
biggest drop since mid-April, after 

reporting lower-than-expected reve-
nue for the fourth 
straight quarter 
due to a decline in 
mortgage banking 
revenue.
The reports from 
the Wall Street 
banks kicked off 
the third-quarter 
earnings season, 
with investors hop-
ing profit growth 
will help justify 
valuations after a 
rally that has sent 

the S&P 500 up about 14 percent so 

far this year.
The market got a boost earlier 
in the day after data showed 
retail sales surged by the most in 
2-1/2 years in September, while 
consumer prices recorded their 
biggest increase in eight months 
as Hurricanes Harvey and Irma 
boosted demand.
While the data was below esti-
mates on both counts and failed 
to move year-on-year core infla-
tion for the fifth straight month, it 
did little to derail expectations of 
an interest rake hike in Decem-
ber.The gains were led by Apple 
(AAPL.O) and Facebook (FB.O) 

and Microsoft (MSFT.O), 
which rose between 0.45 per-
cent and 1 percent.
Netflix (NFLX.O) shares 
were up 1.47 percent, hitting a 
record high at $200.81, after a 
slew of price target increases 
ahead of its earnings report on 
Monday.
The healthcare sector .SPX-
HC was down 0.33 percent as 
health insurers and hospital 
operators tumbled on news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crapp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Obamacare subsidies to pri-
vate insurers for low-income 

Six of the 11 
major S&P 
sectors were 
higher, led by 
a 0.7 percent 
gain in the 
technology in-
dex .SPLRCT, 
which had led 
much of the 
market’s rally 
this year.

 Oil prices on Friday closed at 
their highest level in October on 
bullish news from strong Chinese 
oil impor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decision not to certify that 
Iran is complying with a nuclear 
agreement and other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Brent LCOc1 futures gained 92 
cents, or 1.6 percent, to settle at 
$57.17 a barrel, while U.S. crude 
CLc1 rose 85 cents, or 1.7 percent, 
to settle at $51.45 per barrel.
That put both contracts at their 
highest settlements since Sept. 29. 
For the week, Brent was up almost 
3 percent and U.S. was up over 4 
percent.
Traders said the oil market pulled 
back from even higher gains - both 

contracts were up over 2 percent - 
earlier in the day out of relief that 
Trump did not immediately seek to 
impose sanction on Iran. Instead, he 
gave the U.S. Congress 60 days to 
decide whether to reimpose sanc-
tions.
Chinese oil imports hit 9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bpd) in September, 
data showed. Imports averaged 8.5 
million bpd between January and 
September, solidifying China’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biggest oil 
importer.
China’s robust imports have been 
driven by purchases for it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 The nation has 
spent around $24 billion building its 
crude reserves since 2015 and now 
holds around 85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in inventor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A pump-
jack is seen 
at sunset 
outside 
Scheiben-
hard, near 
Stra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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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S Will Not Extend DACA Renewal 

Deadline, Attorney Says In Court

DACA supporters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front of the Texa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in Austin on Tuesday, Sept. 5, 2017,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program was ending.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
ty does not plan to extend an October 5 
deadline for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
hood Arrivals recipients to renew their 
status, according to a Justice Department 
attorney who spoke at a hearing in federal 
court Tuesday.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Justice Department Brett Shumate told 
a federal judge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lan to extend the deadline during a 
hearing in an ongoing lawsuit challeng-
ing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end the 
program. US District Judge Nicholas Ga-
raufis suggested at a previous hearing that 
DHS extend the deadline while a legisla-
tive or executive solution was still being 
worked out.

The lawsuit is one of several challenging 
the legality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end the DACA program across the 
country. Before the judge started listening 
to arguments from either side in the case, 
he has already expressed repeated concern 
about the upcoming October 5 deadline.
While DHS stopped accepting new 

DACA applications when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the end of the 
program on September 5 
(with a six-month window 
for Congress to act), exist-
ing DACA recipients with 
permits that expire on or 
before March 5, 2018 are 
still eligible to apply for 
renewal, as long as they 
submit those applications 
by October 5.
The administration initial-
ly announced this plan to 

continue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permit 
renewal in order to give Congress time to 
act before any currently protected individ-
uals lose their ability to work, study and 
live without fear in the US.
Judge Garaufis wanted DHS to extend the 
deadline so that people who are eligible 
for renewal had enough time to submit 
those applications, and no members of the 
program would be in danger of immediate 
deportation. When Shumate said the gov-
ernment did not plan to do so, Garaufis 
was shocked.
“I’ve worked in every branch of govern-

ment ... and I’ve never seen a circum-
stance like this,” Garaufis said in court.
He questioned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both wind down the program and wait 
for a legislative solution from Congress 
at the same time, stating, “what I want to 
know is what’s the hurry.”

He also noted that not just the 800,000 
people who currently participate in the 
DACA program would be impacted by the 
program’s abrupt end, but that millions, 
including famil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of DACA recipients, would feel its effects.
“You can’t come into court and espouse a 
position that’s heartless,” Garaufis said in 
court. “It’s unacceptable to me as a human 
being and as a person. I’m glad I was born 
in Paterson, New Jersey and not Mexico 
City.” (Courtesy http://www.cnn.com/) 

 

 

 

 



 A man watches a television broadcast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speech, in Tehran, Iran October 13, 2017. 

Supporters of Kenyan opposition National Super 
Alliance coalition, run after policemen fired tear gas 
to disperse them during a protest along a street in 
Nairobi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hold a rally to call upon 
Manhattan District Attorney Cyrus Vance Jr. to reopen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gainst Harvey Weinstein, in New York

Naser Mohmmadi, an Iranian patient, poses for a photo next to a picture 
of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n his home in Tehran, 
Iran May 8, 2016. Picture taken May 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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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napshot Of The World

Israeli soldiers detain a Palestinian boy during 
clashes in the West Bank city of Hebron

An exhibition of wigs is seen in the Bari wigs factory in Bogota

Former student leader Lester Shum arrives at the 
High Court in Hong Kong

Cast member Hong Chau arrives for the UK Premiere of “Downsizing” during 
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FI) London Film Festival at the Odeon Leicester 
Square in London, Britain October 13, 2017. REUTERS/Mary Tu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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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Officials Said On Oct. 5 That The Outbreak 

Could Continue For Many Months, Even Years
California Hepatitis A Outbreak                             

On Verge Of Statewide Epidemic

California’s outbreak of hepatitis A, al-
ready the nation’s second largest in the 
last 20 years, could continue for many 
months, even years, health officials said 
Thursday.
At least 569 people have been infected 
and 17 have died of the virus since No-
vember in San Diego, Santa Cruz and Los 
Angeles counties, where local outbreaks 
have been declared.
Dr. Monique Foster, a medical epidemiol-
ogist with the Division of Viral Hepatitis 
at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old reporters Thursday 
that California’s outbreak could linger 
even with the right prevention efforts.
“It’s not unusual for them to last quite 
some time — usually over a year, one to 
two years,” Foster said.
That forecast has worried health officials 
across the state, even in regions where 
there haven’t yet been cases.
Many are beginning to offer vaccines to 
their homeless populations, which are 
considered most at risk. Doctors say that 

people with hepatitis A could travel and 
unknowingly infect people in a new com-
munity, creating more outbreaks.

San Diego, Santa Cruz and 
L.A.
San Diego County declared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September because 
of its hepatitis A outbreak.
Since November, 481 people there have 
fallen ill, including 17 who died, accord-
ing to Dr. Eric McDonald with the coun-
ty’s health department. An additional 57 
cases are under investigation, he said.

California Hepatitis A Out-
break
481 cases in San Diego County
70 cases in Santa Cruz County
12 cases in L.A. County
6 cases elsewhere in the state
Sources: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s, Cali-
fornia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Hepatitis A is commonly transmitted 
through contaminated food. The only out-
break in the last 20 years bigger than Cali-
fornia’s occurred in Pennsylvania in 2003, 
when more than 900 people were infected 
after eating contaminated green onions at 
a restaurant.
California’s outbreak, however, is spread-
ing from person to person, mostly among 
the homeless community.
The virus is transmitted from feces to 
mouth, so unsanitary conditions make it 
more likely to spread. The city of San Di-
ego has installed dozens of handwashing 
stations and begun cleaning streets with 
bleach-spiked water in recent weeks.
McDonald said county health workers 
have vaccinated 57,000 people in the 
county who are either homeless, drug us-
ers or peopl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ither 
group.
“The general population — if you’re not 
in one of those specific risk groups — is at 
very low risk, and we’re not recommend-
ing vaccinations,” he said.
The outbreak has also made its way to 
Santa Cruz and L.A. counties, where 70 

and 12 people have been diagnosed, re-
spectively.

The Symptoms Of Hepatitis A

Officials from both counties say they’ve 
vaccinated thousands of homeless people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New cases linked to the outbreak might 
not appear for weeks, because it can take 
up to 50 days for an infected person to 
show symptoms, said Santa Cruz public 
health manager Jessica Randolph.
“I don’t think the worst is over,” Randolph 
said. 

What’s Next?
Tenderloin Health Services, a clinic in the 
San Francisco neighborhood known for its 
large homeless population, has been offer-
ing hepatitis A vaccines to its patients for 
weeks. The clinic recently held an event in 
which workers gave shots to 80 people in 
three hours, said Dr. Andrew Desruisseau, 
the clinic’s medical director.
“The cases in San Diego and the magni-
tude of the epidemic there certainly set 
off alarms in the Bay Area,” he said. So 
far, there have been 13 hepatitis A cases 
in San Francisco, but none associated with 
the outbreak.
Desruisseau said 90% of the clinic’s pa-
tients are homeless and many also have 
other liver problems or are drug users, 
making the disease especially dangerous.
Typically, only 1 out of every 100 people 
with hepatitis A dies from the disease, but 
it appears to have killed a higher rate of 
people in San Diego because of the popu-
lation affected, experts say.
All 17 people who have died in the San 

Diego outbreak had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including 16 who had liver 
problems such as hepatitis B or C, Mc-
Donald said.
Desruisseau said he was particularly con-
cerned about conditions on the streets in 
San Francisco.
“With all of the housing crisis and gentri-
fication in San Francisco, we’re seeing a 
much more condensed homeless popula-
tion,” he said. “We have a lot of obstacles 
in keeping it a very sanitary place for our 
clients.”
Doctors and nurses in several California 
counties are beginning to offer vaccines 
to their homeless populations, as recom-
mended by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Typically only children and people at high 
risk are vaccinated for hepatitis A.
In Orange County, which has had two 
hepatitis A cases linked to the outbreak, 
public health workers have given out 492 
vaccines, mostly to homeless people, of-
ficials said. County nurses have also been 
visiting shelters and parks to vaccinate 
people.
Some officials, includ-
ing in Riverside and 
Sacramento counties, 
also said they were re-
viewing their sanitation 
protocols for homeless 
encampments. An L.A. 
councilman recently 
called for more toilets in 
neighborhoods such as 
skid row and Venice in 
light of the local hepati-
tis cases.
Many have blamed San 
Diego’s outbreak on 
a lack of public bath-
rooms near homeless 
encampments.
In Oakland, city work-
ers, represented by SEIU 
Local 1021, sent a letter 
to City Hall last month 
saying they feared a 
hepatitis A outbreak in 
the region’s homeless 
community. So far, there 
haven’t been any cases 
in Oakland or the rest 
of Alameda County, but 
city safety steward Bri-
an Clay said he believed 
the city has allowed un-
sanitary conditions in 

homeless encampments.
Oakland city officials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There’s syringes, there’s human feces, 
there are dead animals, rats alive, and 
dead rats … pee bottles, five-gallon buck-
ets used as toilets,” Clay said. “We’re defi-
nitely concerned about this added threat 
of hepatitis A.” (Courtesy http://www.
latimes.com/)

 

 

 

Police officers try to help the 
homeless find services in San 
Diego, where poor sanit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a hepatitis A out-
break. John Gastaldo / San Diego 
Union-Tribune

Vaccination efforts have seen 
nearly 1,400 doses distributed this 
far, but such efforts may not see 
immediate results.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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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 student loan debt? 

Don’t be scammed

            Local  Event

By Ari Lazarus 

If you’ve got 
student loan 
debt, you’ve 
probably seen 
ads or been 
contacted by 
companies 
promising 
they can help. 
Some are 
scams – and 
the FTC is 
going after 
them.
Today the 
FTC announced Operation Game 
of Loans, a joint FTC and state law 
enforcement sweep against student loan 
debt relief scammers. The operation 
includes seven actions filed by the FTC, 
with five new cases announced today.
In the FTC cases, the companies 
claimed to be affiliated with the govern-
ment or the consumer’s loan servicer, 
and promised to reduce or eliminate 

student loan debt. They told people they were 
“pre-approved,” “pre-qualified” or “qualified 
instantly,” then pressured them to sign up 

for their programs on the spot. Enrolling 
required consumers to pay illegal advance 
fees of up to $1,500.
 So what did these companies actually do? 
Usually nothing. Consumers were often left 
worse off, or received minimal help for ser-
vices they could have gotten from their loan 
servicer or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or free.
There’s nothing a company can do for you 

that you cannot do yourself for free. If you 
are a federal borrower, start with StudentAid.
gov/repay. If you are a private borrower, start 
by talking with your loan servicer.
Here are some tips to avoid scams:
•Never pay an up-front fee. It’s illegal for 
companies to charge you in advance before 
helping you. If you pay upfront to reduce or 
get rid of your student loan debt, you might 
not get any help — or your money back.
•Only scammers promise fast loan for-
giveness. Before they know your situation, 
scammers might say they can quickly get 
rid of your loans through a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 But they can’t.
•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eal doesn’t 
mean it’s legit. Scammers use official-looking 
names and logos, and say they have special 
access to certain federal programs. They 
don’t.
•Don’t share your FSA ID with anyone. 
Scammers could use it to get into your 
account and take control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potted a scam? Let us know about it.
For more resources on student loans, check 
out our new page: ftc.gov/StudentLoans.

2017
10/13/17           Dance Hous-
ton’s “Swing Baby, Swing!” @ 
Miller Outdoor Theatre 8:30p

10/14/17           American Cow-
boy Museum C/W & Zydeco 
Celebration 9a-4p, 11822 Alme-
da, 77045 

10/16/17           Judge Joel Clouser’s 
Fundraiser 7:30-9:30pm, Arch Gal-
lery, 7746 Hwy6, Missouri City

10/21/17           GHBC’s 23rd Annual 
Pinnacle Awards, 6pm, Marriot Mar-
quis, 1777 Walker, 77002

11/18/17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Luncheon, Keynote Speaker: 
Dr. Caroline Evans-Shabazz 

LOCAL SPECIAL EVENTS & OPPORTUNITIES 
Houston / Harris, Fort Bend & Surrounding Areas... 10/20/17           Prairie View A&M Fundrais-

ing Gala, Hilton Americas, 7p (SOLD OUT!)

10/26-11/3/17   Houston Int’l Trade Dev. 
Council Trade Mission to China...  RSVP 
LINK  

11/11/17           Buffalo Soldier National 
Museum Dedication, 11:30am-6pm, 3816 
Caroline, 77004

11/15/17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Luncheon, Keynote Speaker: Texas State 
Rep. Shawn Thiery

Dozens arrested in prostitution
 sting in north Harris County

Robert Downen, Houston Chronicle

An operation by undercover police ended with 
44 people being charged in connection with 
a street-level prostitution ring in north Harris 
County.
The two-week operation brings the number of 
prostitution-related arrests in the county to nearly 
300 since mid-August, a number that law enforce-
ment officials have said is due to a new focus to 
stymie demand for prostitution in the region.
Precinct 4 Constable Mark Herman heralded his 
office's work to deter crimes that he said are often 
connected to prostitution.
"Street level prostitu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uch of the demand for human traffick-
ing," Herman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ursday. 
"This operation we feel may have rescued poten-
tial victims from the streets and prevented other 
crimes in Precinct 4."
The operation began after police said they 
received numerous complaints from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in the area of FM 1960 
and Interstate 45.Four of the 44 people arrested 
claimed they were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and five were identified as pimps. One of the 
alleged pimps had a 2-year-old child and a stolen 
handgun in his car while he delivered a prostitute, 
police said.Another 138 were arrested in a similar 
sting last year.
While Herman could not say definitively Thurs-
day if prostitution crimes were up or down in 
recent years, he noted that th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have changed their approach to 
handling prostitution, opting to try to  stymie 
smaller, street-level rings that can often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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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徐榮一家
四口12日於香港將軍澳出席活動，兩歲女
兒徐心怡（包包）可愛吸睛，一家人又即
場試玩場內設施，包包亦玩到好興奮。徐
榮更獲贈一世免費任玩，他受訪時笑言
“省了不少錢”。包包下月將讀學前班，
哥哥徐朗則讀國際學校，徐榮表示不會給
兒女讀書壓力，希望他們在輕鬆環境中成

長，課外活動亦由他們的興趣出發。
談及近期又有學童自殺，徐榮表示：

“現在的小朋友不同以前，不用以前般死
背書，很多資料一上網就找到，希望他們
成長可以輕鬆點。教育制度都應該要進
步，這個亦是安排兒子去讀國際學校的原
因。雖然學費好貴，壓力就由大人去承
擔，等小朋友可無限想像去發揮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袁潔儀、
羅樂林、陳志健、張彥博等人12日回電視城
出席“十月星辰”生日會，本月24日生日的
袁潔儀由內地趕返港出席。她的生日願望是
希望身邊每個人都開心，事事順利，只要大
家開心她就開心。
問到今年生日有沒有慶祝活動，潔儀

說：“沒有什麼特別，記得2004年左右也

參與過生日會，當時好開心，又贏到家燕
姐代言的電飯煲。到現在每次煮飯，都會
回想起來。”老公有何表示？“沒所謂，
兩人有時間就去吃飯看戲，過下二人世界
就滿足。”現正拍新劇《逆緣》的潔儀，
希望之後可跟不同組別的同事合作，加上
不少亞視舊同事都轉投無綫，與他們重遇
特別有親切感。

安排讀國際學校 徐榮想子女輕鬆成長

問到蔡卓妍是否在麻將桌上認識鍾欣潼
的男友，前者撒嬌表示不便透露。被

問到她們兩姊妹哪位男友較帥？阿Sa說：
“不答這些，見到拍檔開心我就開心。”
對於網友指阿嬌男友太高調，阿Sa就維護
對方道：“其他人說什麼不重要，最重要
是自己的感覺，又不是跟其他人拍拖。”

提議阿Sa與男友也可高調一些，她
說：“每人方式不同，我覺得他們也不是
很高調。”至於有否想過兩姊妹將來一起
結婚，阿Sa說：“以前有幻想過，覺得會
是一個很盛大的婚禮。因大家大部分朋友
都一樣，可以一次過請，又可省錢，不過
都會派兩張帖。（已有計劃？）不是，幻
想而已，隨緣吧。今日不知明天事，最重
要享受這段時間。”

鄭希怡小孩前做榜樣
鄭希怡與女兒“梁浸浸”上內地真人

秀節目，被觀眾狠批她不懂照顧女兒，
Yumiko解釋：“照顧女兒過程是有酸甜苦
辣，我覺得自己是先苦後甜，之後大家會
看到(我)有進步。”她稱節目看到的不代表
是她的平常生活，有些她做得好的環節，
如早上獨力照顧好節目中八位小朋友的早
餐，但片段最終沒播出。

對於有指自己在小朋友面前爆粗，
Yumiko否認道：“絕對沒有，我會做個
好榜樣。我也沒後悔參加節目，當中知道
女兒如走失，她會原地大叫媽媽，不會四
處亂走。之前一直擔心，要她一定要拖住
手，現在(自己)也會懂得放手。”

陳瀅被指與何猷亨復合，12日晚她否
認並稱自己仍是單身。“沒復合，當晚是
幾個朋友一起看煙花。”她相信與猷亨沒

機會復合，因大家都覺得做朋友相處時較
開心和簡單，更笑言也有叫猷亨介紹男生
給她。

陳瀅嫌娘不約定復合
問到有否約定多少年後，若雙方仍單

身就再一起，陳瀅笑道：“太娘了，現在
不同以前，幾個月可以有很大變化。現在
我也有去認識不同的朋友，但暫時未識到
男生。”
至於好友劉佩玥上載危坐天台的照

片，令粉絲大為擔心，陳瀅派定心丸說：
“沒事，那張相是我照的，只是我們剛完
成新劇拍攝，她又患病得到很多人關心，
所以有感而發。其實是開心事來，如果她
跳下去，我也不在這裡了。”

陳國邦為其他台拍劇
不擔心被無綫封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
國邦、徐肇平、張松枝、陳漢娜及劉
錫賢等12日出席新劇集《身後事務
所》開鏡拜神儀式，國邦表示已開工
投入拍攝，感覺跟在無綫時分別不
大，因作為演員常要面對不同環境、
劇本、導演及演員，他的崗位上並沒
太大分別。
問國邦開工時會否較舒服，他笑

說：“都是要開足十幾個鐘工，由06
到20（指早上6時到晚上8時），但
就不用外景接廠景、廠景再接外
景。”酬勞方面，國邦坦言比在無綫
時是好些，但不會多一兩倍，畢竟都
是香港製作，不會突然拉到很高。可
會擔心拍完這套劇後，就回不去無綫
拍劇？他直言要擔心也不是這時候，
要是仍有包袱，倒不如乖乖留在無
綫。

再者無綫一直待他不俗，當年他
發出離開無綫那封信後不久，無綫已
找他談“部頭”拍《八時入席》，如
張衛健他們很多以前在無綫拍劇的，
都會再回無綫拍劇。“TVB沒給這
方面的壓力我，TVB找我都會回去
拍。”談到同劇有不少新演員，現兼
職教演戲的國邦表示絕不會擺出一個
前輩樣子，除非是有很大問題，才會
提出意見討論，否則不會阻礙年輕演
員創作。

陳漢娜與女拍檔親嘴
陳漢娜在劇中飾演女同性戀者，

問現實中可被懷疑過是同性戀？她笑
說：“讀中學時媽咪見我成日同女生
玩，都有問我是否喜歡女生，我就跟
她說不是。”她謂身邊都有同性戀的
朋友，而她對這方面也有些好奇，也

有向他們了解。陳漢娜又透露劇中會
和女對手有吻戲，但未知親面還是親
嘴。問到與女生拍吻戲尷尬，還是與
男生拍尷尬？她笑說：“自己未拍過
吻戲不知道，今次是我熒幕初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姚子羚
與黎諾懿12日到電車廠出席宣傳澳門的活
動，日前被揭發成功置業的子羚，否認是
為結婚做準備。她笑稱沒有女生會買樓用
來結婚，只是自己一直想買樓，惜樓價高
企。今次家人也有份出錢，新居最快要
2019年才入住。

黎諾懿認照顧孩子辛苦
一直被看好在“胡說八道會”中最快

出嫁的子羚，笑言至今未有打算，明年工
作也已排滿，推說要看胡定欣近期有否艷
遇。提到定欣日前受負評影響，發長文反
擊，子羚說：“她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想
法，今次應過了她的底線。我們之間有互
相呼叫的暱稱，可能令大家有所誤會。”
子羚表示有問候定欣，對方也表示OK沒
事。至於快將做媽媽的胡杏兒，子羚笑稱
之前一起照相，已擔心杏兒如突然作動時
該怎辦。“大家都好期待Baby Lee出世，
知道寶寶已改了名，但要由杏兒講。”

黎諾懿笑稱每月都有為兒子“小春

雞”慶生，因他與太太都想見證兒子何時
懂得吹蠟燭。現有半歲的小春雞未開口叫
爸爸，諾懿笑言很擔心兒子會叫他做Un-
cle，因他很少時間陪兒子，所以現在一有
時間就會盡量霸住兒子。問會否追多一個
時，諾懿稱曾想過豬年再生多個，但又覺
得照顧孩子很辛苦，他說：“之前小春雞
感冒兩次，有一次尿道炎，令我有少許卻
步。當小朋友病時，做父母的精神付出好
大，照顧一晚像返十日通宵，不過老婆都
想再生，我也希望有一兒一女。”

胡定欣因負評發火
姚子羚已作慰問

與舊同事重逢 袁潔儀倍有親切感

替拍檔有拖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蔡卓妍（Sa）、鄭希怡（Yu-

miko）、陳瀅等12日晚出席時裝

品牌宣傳活動，穿吊帶背心露香肩

的阿Sa被問到好拍檔鍾欣潼（阿

嬌）都在蜜運中，她笑言會考慮相

約出來一起四人拍拖。雖然只曾見

過阿嬌男友一次，但阿Sa稱只要

拍檔開心，她就會開心；又表示曾

想過她們兩姊妹一齊辦婚禮。

■■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

■■右起右起：：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
LookLook襯到絕襯到絕。。

■■陳國邦陳國邦((左左))為為ViuTVViuTV拍劇拍劇，，
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

■陳瀅(中)認為與男人相約多年
後復合實在很娘。

■鄭希怡(左)指真人秀中的照顧
寶寶環節不反映真實情況。

■■蔡卓妍蔡卓妍((中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蔡卓妍12日
晚難得稍微一
露。

■蔡卓妍(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阿阿SaSa想過想過
和阿嬌一齊嫁和阿嬌一齊嫁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5 文匯體育中華體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自孩童時代開始，陳錦浩與海已結
下不解之緣。13歲時已入選滑浪

風帆省隊的他其實因為愈長愈高，未
能在滑浪風帆上一展所長，有一次陳
錦浩看到在海上一艘艘乘風破浪的帆
船，他說感到自己終於找到人生目
標：“當時看到那些帆船，覺得好大
好型，好想坐着他們暢遊大海。”不
過，陳錦浩的帆船生涯卻非一帆風
順，腰傷不僅令他錯過了出戰北京奧
運的機會，最後更因傷被迫退役。

雖然一度陷入迷茫，但陳錦浩還
是無法離開大海，決定改投職業大型
帆船的懷抱。職業大型帆船與奧運帆
船是截然不同的運動，需要從頭學起
的陳錦浩以比別人多花一倍的時間去
進步，甚至跑去碼頭當雜工以增進航
海知識，慶幸他的努力終有回報，在
數百人的選拔中脫穎而出──入選中
國東風隊參加2014/15年度的Volvo環
球帆船賽。

盼榮升首位中國船長
這個比賽被喻為是世界上最艱辛

的帆船賽，歷時長達9個月需要環繞世
界一周，在船上風餐露宿並面對來自
大自然的各種挑戰，全部9個賽段中陳
錦浩一共參加了7個，並助東風隊勇奪
第三名，這是中國船隊參賽以來最好
的成績。

陳錦浩來年將再次出戰
Volvo帆船賽，為提升自己
他在這兩年間不斷裝備自
己，無論體能、知識及心態
上都有很大的進步，繼續向成
為環球帆船賽首個中國船長的
目標前進。

除了擔任船長，陳錦浩的心
中還有另一夢想，就是在內地及香
港培養新人，將帆船運動在中國發揚
光大：“我第一次到香港，就被這裡
美麗的大海景色深深吸引了，香港有
着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且有深厚的海
上運動文化及風氣，我期待在這裡培
養出一批帆船界的未來新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1996年李麗珊在亞特

蘭大奧運滑浪風帆項目為香港勇奪首面奧運金牌，令人驚

嘆有着“石屎森林”之稱的香港在水上運動項目亦能闖出

一片天。曾助中國東風帆船隊在Volvo環球帆船賽奪得史

上最佳成績的季軍，陳錦浩卻被香港美麗的海岸線所吸

引，決定在這裡設立帆船學校培育新一代。

中國足協日前確定中國男足（國足）將於
11月10日和14日先後在廣州和重慶進行兩場
國際A級賽，其中國足的第一個熱身對手是冰
島隊，第二個對手或將是哥倫比亞隊。

中國足協原計劃兩場熱身賽的對手來自
歐洲和南美，初步圈定為比利時和哥倫比亞等
強隊。但據搜狐體育消息，中國隊11月10日
的熱身對手並非傳說中的歐洲
豪強比利時隊，而是首次闖入
世界盃決賽圈的歐洲“黑馬”
冰島。

近期，比利時隊公佈了11
月的熱身計劃，將分別與墨西
哥和日本交手，令國足臨時改
變熱身賽目標。據了解，在中
國足協積極斡旋下，有多支候
選球隊進入協會的選擇視野，
近日，足協綜合教練組等方面
的意見，最終敲定與冰島隊熱
身。冰島隊對於中國球迷來說
已由陌生轉向熟悉，這是因為
這支球隊先是在去年歐國盃
“黑馬馳騁”闖入8強，接着又
在剛剛結束的世外賽歐洲區賽
事中以小組首名身份，首次闖
入世界盃決賽周，令人肅然起
敬。

至於11月國足另外一個熱
身對手，目前足協以哥倫比亞為
頭號選擇。由於本賽季中超頒獎
儀式將於11月 11日在重慶舉

行，因此國足14日的第2場熱身賽也將安排在
重慶。這兩場比賽，對於老隊長鄭智來說，也
是意義非凡，目前他已代表國家隊出場98次，
如果這兩場比賽他能披甲，那麼他將躋身國家
隊百場俱樂部。此前，郝海東、范志毅和李瑋
鋒均曾代表國家隊上陣超過100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足下月熱身
鄭智迎百場紀錄

中國足球協會日前公
佈了中國U20（20 歲以
下）男足選拔隊赴德國集
訓比賽的名單，上海上港
隊共有11人入選，前國
腳孫繼海擔任教練組組
長。

中國足協在通知中表
示，為備戰2020年東京
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根
據中國足協競賽計劃，中
國U20男足選拔隊定於10
月15日至12月10日組織
集訓，並於11月10日至
12月10日期間赴德國集
訓、參加德國第四級別聯
賽中的西南地區聯賽。

據悉，德國第四級別
聯賽屬於德國職業聯賽序
列，包括五個地區聯賽
（北區、西區、西南區、
東北區、巴伐利亞區），
其中西南區與巴伐利亞區
都是19支隊伍參賽，另
外三個區為18支隊伍。

經與德國足協商定，
中國U20男足選拔隊將參
加西南區聯賽，中國隊將
與每輪聯賽輪空隊伍進行
客場比賽，但成績不計入
聯賽積分和排名，德國足
協將單獨為中國隊設立聯
賽計分與排名系統。

■新華社

孫繼海將率U20國足征德地區聯賽

渣馬家庭跑少年跑將報名
渣打香港馬拉松將於明年1月

21 日舉行。比賽將增設“家庭
跑”及“少年跑”兩個項目，其中
前者提供3,000個名額，後者則有
名額1,000個。公眾可於2017年10
月25日上午10時起，透過大會網
站，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報名；11
月13日下午7時結束報名，“家庭
跑”報名費每人港幣180元，“少
年跑”報名費每人港幣2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足兩場大賽預售門票
香港足球代將於下月9及14日

假旺角大球場及香港大球場分別進
行國際友誼賽及2019亞洲盃外圍
賽最後一圈（B組）賽事，香港足
總公佈13日起開始預售門票。港
足將於11月9日晚8時在旺角大球
場與巴林友賽，門票港幣150元及
40元（特惠票）；14日晚8時在香
港大球場舉行的亞洲盃外圍賽，港
足迎戰黎巴嫩，門票港幣200元及
4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上海長寧半馬賽11月起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中心城區又一國際
半程賽事宣告誕生，2017斯凱奇
長寧國際半程馬拉松賽將於11月
26日在上海中山公園鳴槍起跑。
本次賽事設半程馬拉松及健康跑兩
個組別，參賽人數分別為4,500人
及300人，組委會並特意設置了賽
事獎金與大眾跑者獎金，旨在更好
地調動跑者的積極性。比賽13日
起接受報名，至18日報名結束。

短訊

■孫繼海（右）6月率U20國足公開訓練。
資料圖片

■鄭智在今年3月國足勝韓國隊後揮動國旗慶祝。 資料圖片

■陳錦浩（中）已學生滿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陳錦浩陳錦浩（（左左））本屆再征本屆再征VolvoVolvo環球環球
帆船賽帆船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曾 助中國帆船隊奪環球帆船賽季軍

■■陳錦浩陳錦浩（（左左））
與前隊友展示環與前隊友展示環
球賽季軍獎盃球賽季軍獎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正謙記者郭正謙 攝攝

已有超過 40 年歷史的 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將於明年1
月首度赴港，以美麗的維多利亞港
及城市天際線為襯托，進行“港內
賽”、“環島賽”以及“準專業
賽”等賽事。

2017－18賽季的Volvo環球帆
船賽，定於本月22日從西班牙阿利
坎特出發，停靠港口包括葡萄牙里
斯本、南非開普敦、澳洲墨爾本、
香港、廣州、新西蘭奧克蘭、巴西
伊達賈伊、美國的紐球特、英國卡
迪夫、瑞典哥德堡以及終點荷蘭海
牙。

香港是比賽的第四賽段，由墨
爾本至香港，以最先抵港的船隊得
分最多；至於維多利亞港港內賽，

參賽船隊則由啟德郵輪碼頭出發，
以最快的速度向西航行，經過維港
到達港島西對開海面轉向回航，以
郵輪碼頭為終點，是一場重視速度
的短距離比賽。

Volvo環球帆船賽是當今世界歷
時最長的職業體育賽事，也是全球
頂尖的離岸帆船賽事，與美洲盃帆
船賽和奧運會帆船比賽並稱為世界
三大帆船賽事。

Volvo 環球帆船賽的前身是
1973年舉行的懷特布萊德環球帆船
賽，這項賽事歷經40多年的演變已
發生了許多變化，但環球帆船賽的
精神仍然如初——人類與大自然抗
爭的極限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環球帆船賽明年一月赴港環球帆船賽明年一月赴港

■■東風船隊在東風船隊在20142014--20152015
年年VolvoVolvo環球帆船賽獲第環球帆船賽獲第
三名三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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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徐榮一家
四口12日於香港將軍澳出席活動，兩歲女
兒徐心怡（包包）可愛吸睛，一家人又即
場試玩場內設施，包包亦玩到好興奮。徐
榮更獲贈一世免費任玩，他受訪時笑言
“省了不少錢”。包包下月將讀學前班，
哥哥徐朗則讀國際學校，徐榮表示不會給
兒女讀書壓力，希望他們在輕鬆環境中成

長，課外活動亦由他們的興趣出發。
談及近期又有學童自殺，徐榮表示：

“現在的小朋友不同以前，不用以前般死
背書，很多資料一上網就找到，希望他們
成長可以輕鬆點。教育制度都應該要進
步，這個亦是安排兒子去讀國際學校的原
因。雖然學費好貴，壓力就由大人去承
擔，等小朋友可無限想像去發揮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袁潔儀、
羅樂林、陳志健、張彥博等人12日回電視城
出席“十月星辰”生日會，本月24日生日的
袁潔儀由內地趕返港出席。她的生日願望是
希望身邊每個人都開心，事事順利，只要大
家開心她就開心。

問到今年生日有沒有慶祝活動，潔儀
說：“沒有什麼特別，記得2004年左右也

參與過生日會，當時好開心，又贏到家燕
姐代言的電飯煲。到現在每次煮飯，都會
回想起來。”老公有何表示？“沒所謂，
兩人有時間就去吃飯看戲，過下二人世界
就滿足。”現正拍新劇《逆緣》的潔儀，
希望之後可跟不同組別的同事合作，加上
不少亞視舊同事都轉投無綫，與他們重遇
特別有親切感。

安排讀國際學校 徐榮想子女輕鬆成長

問到蔡卓妍是否在麻將桌上認識鍾欣潼
的男友，前者撒嬌表示不便透露。被

問到她們兩姊妹哪位男友較帥？阿Sa說：
“不答這些，見到拍檔開心我就開心。”
對於網友指阿嬌男友太高調，阿Sa就維護
對方道：“其他人說什麼不重要，最重要
是自己的感覺，又不是跟其他人拍拖。”

提議阿Sa與男友也可高調一些，她
說：“每人方式不同，我覺得他們也不是
很高調。”至於有否想過兩姊妹將來一起
結婚，阿Sa說：“以前有幻想過，覺得會
是一個很盛大的婚禮。因大家大部分朋友
都一樣，可以一次過請，又可省錢，不過
都會派兩張帖。（已有計劃？）不是，幻
想而已，隨緣吧。今日不知明天事，最重
要享受這段時間。”

鄭希怡小孩前做榜樣
鄭希怡與女兒“梁浸浸”上內地真人

秀節目，被觀眾狠批她不懂照顧女兒，
Yumiko解釋：“照顧女兒過程是有酸甜苦
辣，我覺得自己是先苦後甜，之後大家會
看到(我)有進步。”她稱節目看到的不代表
是她的平常生活，有些她做得好的環節，
如早上獨力照顧好節目中八位小朋友的早
餐，但片段最終沒播出。

對於有指自己在小朋友面前爆粗，
Yumiko否認道：“絕對沒有，我會做個
好榜樣。我也沒後悔參加節目，當中知道
女兒如走失，她會原地大叫媽媽，不會四
處亂走。之前一直擔心，要她一定要拖住
手，現在(自己)也會懂得放手。”

陳瀅被指與何猷亨復合，12日晚她否
認並稱自己仍是單身。“沒復合，當晚是
幾個朋友一起看煙花。”她相信與猷亨沒

機會復合，因大家都覺得做朋友相處時較
開心和簡單，更笑言也有叫猷亨介紹男生
給她。

陳瀅嫌娘不約定復合
問到有否約定多少年後，若雙方仍單

身就再一起，陳瀅笑道：“太娘了，現在
不同以前，幾個月可以有很大變化。現在
我也有去認識不同的朋友，但暫時未識到
男生。”

至於好友劉佩玥上載危坐天台的照
片，令粉絲大為擔心，陳瀅派定心丸說：
“沒事，那張相是我照的，只是我們剛完
成新劇拍攝，她又患病得到很多人關心，
所以有感而發。其實是開心事來，如果她
跳下去，我也不在這裡了。”

陳國邦為其他台拍劇
不擔心被無綫封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
國邦、徐肇平、張松枝、陳漢娜及劉
錫賢等12日出席新劇集《身後事務
所》開鏡拜神儀式，國邦表示已開工
投入拍攝，感覺跟在無綫時分別不
大，因作為演員常要面對不同環境、
劇本、導演及演員，他的崗位上並沒
太大分別。

問國邦開工時會否較舒服，他笑
說：“都是要開足十幾個鐘工，由06
到20（指早上6時到晚上8時），但
就不用外景接廠景、廠景再接外
景。”酬勞方面，國邦坦言比在無綫
時是好些，但不會多一兩倍，畢竟都
是香港製作，不會突然拉到很高。可
會擔心拍完這套劇後，就回不去無綫
拍劇？他直言要擔心也不是這時候，
要是仍有包袱，倒不如乖乖留在無
綫。

再者無綫一直待他不俗，當年他
發出離開無綫那封信後不久，無綫已
找他談“部頭”拍《八時入席》，如
張衛健他們很多以前在無綫拍劇的，
都會再回無綫拍劇。“TVB沒給這
方面的壓力我，TVB找我都會回去
拍。”談到同劇有不少新演員，現兼
職教演戲的國邦表示絕不會擺出一個
前輩樣子，除非是有很大問題，才會
提出意見討論，否則不會阻礙年輕演
員創作。

陳漢娜與女拍檔親嘴
陳漢娜在劇中飾演女同性戀者，

問現實中可被懷疑過是同性戀？她笑
說：“讀中學時媽咪見我成日同女生
玩，都有問我是否喜歡女生，我就跟
她說不是。”她謂身邊都有同性戀的
朋友，而她對這方面也有些好奇，也

有向他們了解。陳漢娜又透露劇中會
和女對手有吻戲，但未知親面還是親
嘴。問到與女生拍吻戲尷尬，還是與
男生拍尷尬？她笑說：“自己未拍過
吻戲不知道，今次是我熒幕初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姚子羚
與黎諾懿12日到電車廠出席宣傳澳門的活
動，日前被揭發成功置業的子羚，否認是
為結婚做準備。她笑稱沒有女生會買樓用
來結婚，只是自己一直想買樓，惜樓價高
企。今次家人也有份出錢，新居最快要
2019年才入住。

黎諾懿認照顧孩子辛苦
一直被看好在“胡說八道會”中最快

出嫁的子羚，笑言至今未有打算，明年工
作也已排滿，推說要看胡定欣近期有否艷
遇。提到定欣日前受負評影響，發長文反
擊，子羚說：“她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想
法，今次應過了她的底線。我們之間有互
相呼叫的暱稱，可能令大家有所誤會。”
子羚表示有問候定欣，對方也表示OK沒
事。至於快將做媽媽的胡杏兒，子羚笑稱
之前一起照相，已擔心杏兒如突然作動時
該怎辦。“大家都好期待Baby Lee出世，
知道寶寶已改了名，但要由杏兒講。”

黎諾懿笑稱每月都有為兒子“小春

雞”慶生，因他與太太都想見證兒子何時
懂得吹蠟燭。現有半歲的小春雞未開口叫
爸爸，諾懿笑言很擔心兒子會叫他做Un-
cle，因他很少時間陪兒子，所以現在一有
時間就會盡量霸住兒子。問會否追多一個
時，諾懿稱曾想過豬年再生多個，但又覺
得照顧孩子很辛苦，他說：“之前小春雞
感冒兩次，有一次尿道炎，令我有少許卻
步。當小朋友病時，做父母的精神付出好
大，照顧一晚像返十日通宵，不過老婆都
想再生，我也希望有一兒一女。”

胡定欣因負評發火
姚子羚已作慰問

與舊同事重逢 袁潔儀倍有親切感

替拍檔有拖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蔡卓妍（Sa）、鄭希怡（Yu-

miko）、陳瀅等12日晚出席時裝

品牌宣傳活動，穿吊帶背心露香肩

的阿Sa被問到好拍檔鍾欣潼（阿

嬌）都在蜜運中，她笑言會考慮相

約出來一起四人拍拖。雖然只曾見

過阿嬌男友一次，但阿Sa稱只要

拍檔開心，她就會開心；又表示曾

想過她們兩姊妹一齊辦婚禮。

■■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

■■右起右起：：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
LookLook襯到絕襯到絕。。

■■陳國邦陳國邦((左左))為為ViuTVViuTV拍劇拍劇，，
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

■陳瀅(中)認為與男人相約多年
後復合實在很娘。

■鄭希怡(左)指真人秀中的照顧
寶寶環節不反映真實情況。

■■蔡卓妍蔡卓妍((中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蔡卓妍12日
晚難得稍微一
露。

■蔡卓妍(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阿阿SaSa想過想過
和阿嬌一齊嫁和阿嬌一齊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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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徐榮一家
四口12日於香港將軍澳出席活動，兩歲女
兒徐心怡（包包）可愛吸睛，一家人又即
場試玩場內設施，包包亦玩到好興奮。徐
榮更獲贈一世免費任玩，他受訪時笑言
“省了不少錢”。包包下月將讀學前班，
哥哥徐朗則讀國際學校，徐榮表示不會給
兒女讀書壓力，希望他們在輕鬆環境中成

長，課外活動亦由他們的興趣出發。
談及近期又有學童自殺，徐榮表示：

“現在的小朋友不同以前，不用以前般死
背書，很多資料一上網就找到，希望他們
成長可以輕鬆點。教育制度都應該要進
步，這個亦是安排兒子去讀國際學校的原
因。雖然學費好貴，壓力就由大人去承
擔，等小朋友可無限想像去發揮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袁潔儀、
羅樂林、陳志健、張彥博等人12日回電視城
出席“十月星辰”生日會，本月24日生日的
袁潔儀由內地趕返港出席。她的生日願望是
希望身邊每個人都開心，事事順利，只要大
家開心她就開心。
問到今年生日有沒有慶祝活動，潔儀

說：“沒有什麼特別，記得2004年左右也

參與過生日會，當時好開心，又贏到家燕
姐代言的電飯煲。到現在每次煮飯，都會
回想起來。”老公有何表示？“沒所謂，
兩人有時間就去吃飯看戲，過下二人世界
就滿足。”現正拍新劇《逆緣》的潔儀，
希望之後可跟不同組別的同事合作，加上
不少亞視舊同事都轉投無綫，與他們重遇
特別有親切感。

安排讀國際學校 徐榮想子女輕鬆成長

問到蔡卓妍是否在麻將桌上認識鍾欣潼
的男友，前者撒嬌表示不便透露。被

問到她們兩姊妹哪位男友較帥？阿Sa說：
“不答這些，見到拍檔開心我就開心。”
對於網友指阿嬌男友太高調，阿Sa就維護
對方道：“其他人說什麼不重要，最重要
是自己的感覺，又不是跟其他人拍拖。”

提議阿Sa與男友也可高調一些，她
說：“每人方式不同，我覺得他們也不是
很高調。”至於有否想過兩姊妹將來一起
結婚，阿Sa說：“以前有幻想過，覺得會
是一個很盛大的婚禮。因大家大部分朋友
都一樣，可以一次過請，又可省錢，不過
都會派兩張帖。（已有計劃？）不是，幻
想而已，隨緣吧。今日不知明天事，最重
要享受這段時間。”

鄭希怡小孩前做榜樣
鄭希怡與女兒“梁浸浸”上內地真人

秀節目，被觀眾狠批她不懂照顧女兒，
Yumiko解釋：“照顧女兒過程是有酸甜苦
辣，我覺得自己是先苦後甜，之後大家會
看到(我)有進步。”她稱節目看到的不代表
是她的平常生活，有些她做得好的環節，
如早上獨力照顧好節目中八位小朋友的早
餐，但片段最終沒播出。

對於有指自己在小朋友面前爆粗，
Yumiko否認道：“絕對沒有，我會做個
好榜樣。我也沒後悔參加節目，當中知道
女兒如走失，她會原地大叫媽媽，不會四
處亂走。之前一直擔心，要她一定要拖住
手，現在(自己)也會懂得放手。”

陳瀅被指與何猷亨復合，12日晚她否
認並稱自己仍是單身。“沒復合，當晚是
幾個朋友一起看煙花。”她相信與猷亨沒

機會復合，因大家都覺得做朋友相處時較
開心和簡單，更笑言也有叫猷亨介紹男生
給她。

陳瀅嫌娘不約定復合
問到有否約定多少年後，若雙方仍單

身就再一起，陳瀅笑道：“太娘了，現在
不同以前，幾個月可以有很大變化。現在
我也有去認識不同的朋友，但暫時未識到
男生。”
至於好友劉佩玥上載危坐天台的照

片，令粉絲大為擔心，陳瀅派定心丸說：
“沒事，那張相是我照的，只是我們剛完
成新劇拍攝，她又患病得到很多人關心，
所以有感而發。其實是開心事來，如果她
跳下去，我也不在這裡了。”

陳國邦為其他台拍劇
不擔心被無綫封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
國邦、徐肇平、張松枝、陳漢娜及劉
錫賢等12日出席新劇集《身後事務
所》開鏡拜神儀式，國邦表示已開工
投入拍攝，感覺跟在無綫時分別不
大，因作為演員常要面對不同環境、
劇本、導演及演員，他的崗位上並沒
太大分別。
問國邦開工時會否較舒服，他笑

說：“都是要開足十幾個鐘工，由06
到20（指早上6時到晚上8時），但
就不用外景接廠景、廠景再接外
景。”酬勞方面，國邦坦言比在無綫
時是好些，但不會多一兩倍，畢竟都
是香港製作，不會突然拉到很高。可
會擔心拍完這套劇後，就回不去無綫
拍劇？他直言要擔心也不是這時候，
要是仍有包袱，倒不如乖乖留在無
綫。

再者無綫一直待他不俗，當年他
發出離開無綫那封信後不久，無綫已
找他談“部頭”拍《八時入席》，如
張衛健他們很多以前在無綫拍劇的，
都會再回無綫拍劇。“TVB沒給這
方面的壓力我，TVB找我都會回去
拍。”談到同劇有不少新演員，現兼
職教演戲的國邦表示絕不會擺出一個
前輩樣子，除非是有很大問題，才會
提出意見討論，否則不會阻礙年輕演
員創作。

陳漢娜與女拍檔親嘴
陳漢娜在劇中飾演女同性戀者，

問現實中可被懷疑過是同性戀？她笑
說：“讀中學時媽咪見我成日同女生
玩，都有問我是否喜歡女生，我就跟
她說不是。”她謂身邊都有同性戀的
朋友，而她對這方面也有些好奇，也

有向他們了解。陳漢娜又透露劇中會
和女對手有吻戲，但未知親面還是親
嘴。問到與女生拍吻戲尷尬，還是與
男生拍尷尬？她笑說：“自己未拍過
吻戲不知道，今次是我熒幕初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姚子羚
與黎諾懿12日到電車廠出席宣傳澳門的活
動，日前被揭發成功置業的子羚，否認是
為結婚做準備。她笑稱沒有女生會買樓用
來結婚，只是自己一直想買樓，惜樓價高
企。今次家人也有份出錢，新居最快要
2019年才入住。

黎諾懿認照顧孩子辛苦
一直被看好在“胡說八道會”中最快

出嫁的子羚，笑言至今未有打算，明年工
作也已排滿，推說要看胡定欣近期有否艷
遇。提到定欣日前受負評影響，發長文反
擊，子羚說：“她只是想表達自己的想
法，今次應過了她的底線。我們之間有互
相呼叫的暱稱，可能令大家有所誤會。”
子羚表示有問候定欣，對方也表示OK沒
事。至於快將做媽媽的胡杏兒，子羚笑稱
之前一起照相，已擔心杏兒如突然作動時
該怎辦。“大家都好期待Baby Lee出世，
知道寶寶已改了名，但要由杏兒講。”

黎諾懿笑稱每月都有為兒子“小春

雞”慶生，因他與太太都想見證兒子何時
懂得吹蠟燭。現有半歲的小春雞未開口叫
爸爸，諾懿笑言很擔心兒子會叫他做Un-
cle，因他很少時間陪兒子，所以現在一有
時間就會盡量霸住兒子。問會否追多一個
時，諾懿稱曾想過豬年再生多個，但又覺
得照顧孩子很辛苦，他說：“之前小春雞
感冒兩次，有一次尿道炎，令我有少許卻
步。當小朋友病時，做父母的精神付出好
大，照顧一晚像返十日通宵，不過老婆都
想再生，我也希望有一兒一女。”

胡定欣因負評發火
姚子羚已作慰問

與舊同事重逢 袁潔儀倍有親切感

替拍檔有拖拍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

釗）蔡卓妍（Sa）、鄭希怡（Yu-

miko）、陳瀅等12日晚出席時裝

品牌宣傳活動，穿吊帶背心露香肩

的阿Sa被問到好拍檔鍾欣潼（阿

嬌）都在蜜運中，她笑言會考慮相

約出來一起四人拍拖。雖然只曾見

過阿嬌男友一次，但阿Sa稱只要

拍檔開心，她就會開心；又表示曾

想過她們兩姊妹一齊辦婚禮。

■■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徐榮一家四口樂融融。。

■■右起右起：：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姚子羚和黎諾懿的紅衫
LookLook襯到絕襯到絕。。

■■陳國邦陳國邦((左左))為為ViuTVViuTV拍劇拍劇，，
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不擔心影響跟無綫的關係。。

■陳瀅(中)認為與男人相約多年
後復合實在很娘。

■鄭希怡(左)指真人秀中的照顧
寶寶環節不反映真實情況。

■■蔡卓妍蔡卓妍((中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蔡卓妍12日
晚難得稍微一
露。

■蔡卓妍(中)力挺拍檔鍾欣潼的男友選擇。

阿阿SaSa想過想過
和阿嬌一齊嫁和阿嬌一齊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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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鐘欣怡剖腹平安產子
老公喜極而泣

據臺灣媒體報道，35歲女星鐘欣怡今天產下第2

胎男寶寶“安安”，體重2975克，制作人老公孫樂

欣第壹眼看到兒子，開心到喜極而泣，夫妻倆在醫

院忙到手忙腳亂，還好過程順利。她2014年帶球嫁

孫樂欣，愛女小乖已2歲，夫妻圓滿湊成壹個“好”

字。

她晚間在社交網站發文：“安安妳好，我的前

世情人，就在今天來報到啦！35歲，成為兩個孩子

的母親，我做到了！”孫樂欣剛透過鐘欣怡經紀人

表示兒子鼻子很挺，而且哭起來很大聲，但還看不

出來長得像爸爸或媽媽，“不過兒子只要壹靠近媽

媽就不哭了，以後應該會很黏媽媽”。孫樂欣也很

心疼老婆生產的辛苦，他說：“看到老婆打麻醉挨

針，全身抖動，覺得她真的太偉大了”。鐘欣怡產

前不得閑，接下6個代言工作，日前做產檢被醫生警

告胎位下墜，隨時都有可能早產，當時孫樂欣下達

最後通牒要她在家“只淮躺平”，除了呼吸，其它

事都不淮做，最後平安迎接兒子誕生，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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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

報道，39 歲的

小S平日和婆婆

黃秀真相處不錯

，她嘴甜討喜、

懂得投婆婆所好

、貼心送禮不手軟、出入都交代行蹤讓婆

婆安心，這四個方面也讓婆婆也待她如女

兒。有媒體日前直擊小 S和老公許雅鈞

（Mike）帶黃秀真到高級按摩店後，再轉

往高級日本料理店享用晚餐，吃完飯後，

Mike走出店外，不忘轉頭提醒媽媽小心階

梯，小S則用手攙扶著婆婆，已是3個女兒

媽的小S，妝前妝後無太大的差異，小S陪

婆婆走往自家座車，看過去婆媳倆長得越

來越像，表情也神同步，隨後座車壹路返

回豪宅。11日晚間，小S座駕臨時停在高

級按摩店外，未熄火看似在等人，不久，

小S的婆婆、許雅鈞的媽媽從店內走出直

接上車，司機壹路將車開往新生北路上的

高級日本料理店《牛壽司》，3人進壽司

店後並肩而坐，大部分時間夫妻倆並無太

大互動，結婚14年的2人，私底下也如老

夫妻般的相處模式，此頓晚餐解決速度之

快，不到40分鐘壹家人就離開。

對和婆婆的日常互動，小S表示婆婆

是很好相處的人，從未看過婆婆發脾氣，

跟婆婆相處秘訣就是多說好聽話，然後帶

婆婆吃美食，“我婆婆最喜歡看韓劇、旅

遊和吃美食，她每次出去吃飯都穿得很有

氣質，我就會誇她說‘婆婆今天穿得好漂

亮，我在妳旁邊看起來好像傭人’”。

小S認為婆婆愛她甚過於Mike，“如

果我跟婆婆小小抱怨我老公，婆婆壹定站

我這邊，我工

作回家累了，

婆婆還會煮雞

湯給我，如果

我老公要喝，

我婆婆還會說

不行，這是熙

娣的”。至於婆婆的地雷，小S透露應是

“小孩晚睡”，因只要小S女兒太晚睡，

婆婆如果講不聽，就會要小S趕快去催女

兒睡覺，因婆婆覺得小孩如果晚睡會長不

高，這時小S就叫Mike出馬，女兒才會乖

乖入睡。正能量的婆婆不介意小S喝大了

直播，也不會對她的明星光環有壓力，小

S解釋：“婆婆反而要我趁年輕多工作，

如果有負面報道，她還會安慰我說表示我

還有新聞價值。”

伊能靜探班秦昊唱《告白氣球》 跟著哼唱幸福滿滿
10月12日晚，伊能静通过

微博上传探班秦昊的视频，并

称：“探班啦！嘿嘿，秦先生

的告白气球好听喔！”视频中

，秦昊对着手机唱歌，声音非

常的好听，一旁的伊能静跟着

哼唱，满脸的崇拜和幸福，当

最后画面对准秦昊时，让所有

人都惊呆了，他身披军大衣，

一头光头造型，和平日的帅气

小生判若两人。

此视频曝光后，惹得众网

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秦

先 生 声 音 还 真 的 苏 ！ ” 、

“幸福，大概就是你脸上的

表情吧！”

近年臺灣電影嘗試拍攝新類型片的成果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不再是青春校員或者愛

情文藝片稱霸，恐怖片、驚悚片、甚至紀錄

片紛紛竄出頭成為觀眾新寵，且意外的是這

些電影表現的都算可圈可點，如美術壹流的

《屎憶》、氣氛到位的《紅衣小女孩》、居

情峰迴路轉的《目擊者》、充滿黑色幽默的

《壹路順風》、獲選成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臺灣代表的《日常對話》等等，雖然無法算

是毫無缺點，但著實替臺灣電影打開新的壹

扇窗。

李啟源導演延續這股氣勢推出了《盜命

師》，大膽挑戰禁忌話題－器官買賣，以及

歷史悠久的賽鴿文化，光看預告整個讓人興

奮不已，不過實際看完電影後，必須坦白講

我是失望的，居情破碎、剪輯淩亂、人物關

系更是牽強，好在其氣氛掌握不錯，看上去

確實有幾分洋子，可惜被其他東西拖累，導

致整部片看來就是四個字「故弄玄虛」，前

半段（大概三十分鐘不到）是不錯的，壹場

麻六甲與陽警官的攻防戰實屬本片亮點，因

為有這場戲的緣故，所以會對後續居情有所

期待，只可惜後半段像是換了個人拍壹洋，

居情越走越奇怪，器官買賣與賽鴿不再是重

點（雖然本來好像就不是），口口聲聲說的

探討人心少了有力居情支撐，淪為壹個自我

希望做到的口號。

大概是從金芭比和麻六甲睡了壹夜後莫

名其妙愛上對方，卻又壹手捧著前男友小生

仔的骨灰哭得希哩嘩啦，接著立下誓言要代

替男友慘加世界賽鴿比賽這點開始，讓我覺

得本片如果不是居情有問題，就是剪輯出了

差錯，把很多中間的過程省略，壹下從這跳

到那，尤其兩位主角金芭比與麻六甲的男女

關系交代不清，很突然的就成了壹對，觀眾

沒辦法對這些角色產生感情，至少我沒辦法

。而下半段的主角換人當，變成肉仁與患有

疾病的貓仔，如果認真處理的話這條線會是

能夠感動人的，遺憾的是依舊敗在居情破碎

，重點捐腎戲碼也因為陽警官、這個貫穿全

片可卻是我認為的敗筆壞了所有。

《盜命師》分為兩條主線，壹是金芭比

為了過世的前男友小生仔抉定慘加世界賽鴿

大賽，卻因被誤會是偷鴿賊無法慘賽，無計

可施的她只好去拜託賽鴿組頭肉仁，求他讓

她慘賽並且幫忙訓練她的鴿子，起初肉仁不

願答應，後來因他意外得知金芭比認識他迫

切尋找的麻六甲，於是點頭答應幫忙，壹方

面靠近麻六甲，要他幫忙動刀...；二則是肉仁

為了患有敗血癥、長年在醫院接受洗腎的妹

妹林百惠尋找新的

腎，可偏偏林百惠

的血型特殊，能夠

與她配對的人苦難

尋，好不容易找到

壹個血型相同的人

，竟然是自己教會

裡他最疼愛的貓仔

，陷入天人交戰的

肉仁，又得面臨非

五等親內不得活體

捐腎的規定，使他

只好聽取好友建議

，找上非法醫生麻

六甲...

而麻六甲與陽

警官雖然在兩條線都有出現，但其中陽警官

才是握有影響居情關鍵的重要角色，如果處

理好的好，本應該真的會讓觀眾留下深刻印

象，有點可惜掉了。妳我都知道陽警官在追

查麻六甲，可「到底他為什麼會調查到肉仁

的妹妹林百惠身上？」，並且壹口咬定「貓

仔可以捐腎給林百惠」，因為麻六甲與肉仁

最開始完全無交集，結果陽警官卻調查了這

洋壹個可說是陌生人（對麻六甲來說）的人

，雖然觀眾都知道小生仔是肉仁撞死的，但

即使如此，調查方向也應該是交通意外，而

非是觀眾先看到的「陽警官調查了林百惠與

貓仔，才看來有些順便發現肉仁開車撞死過

人」。同理，貓仔怎會知道她的腎可以捐給

林百惠？（難不成只是她的無心之語？）

再來，從很多地方來看，以及最後陽警

官那句「因為貓仔是...因為貓仔是...我祝福林

百惠獲得新生命重生。」，觀眾能發現陽警

官是貓仔的生父，這才能解釋為什麼兩人的

血型能夠壹洋，只不過我無法理解他到底幹

嘛壹直重複這句臺詞，也沒有在後面接著講

「貓仔是誰」，觀眾不笨而且設計這種根本

沒什麼好猜的謎底也沒啥好處。

此外我對於他最後的自我告白想了很久

，他壹直說是他佈了很久的局，就是為了親

手逮到這個他捉捕十多年的麻六甲，但是

（這篇好多但是，可見我疑問多多）要說是

他的佈局也太勉強，畢竟他怎能有辦法讓林

百惠患病需換腎？

又怎能知道肉仁會去接觸麻六甲（因為

麻六甲也是醫生介紹給肉仁的，也不是陽警

官「提示」要他去找的）？又又怎有辦法讓

肉仁真的想去犧牲貓仔？他能做到的頂多就

是送貓仔去教會認識肉仁，不過就算是這洋

又怎洋？他根本還是沒辦法「佈局」這最後

壹場船上交易。

看得出《盜命師》從題材就別出心裁，

器官買賣確實新穎（以國片來說），加上近

年真的懸疑驚悚片當道，可惜在於導演李啟

源企圖把兩個不搭嘎的元素結合（器官買賣

與賽鴿）失敗，造成兩邊都沒顧好，若他能

專註在器官買賣上頭，相信居情是會更精采

豐富的，整個懸疑氣氛會再往上提升，而不

是被完全沒吸引到人的金芭比比賽鴿這條線

拖累，不是說賽鴿不吸引人，而是這條被過

度放入不必要的情感戲，讓人提不起勁去好

好看這部電影。

不過我個人最容易出戲的，是在飾演

金芭比的陳庭妮身上，演技不是不行，好

歹她也曾入圍過金馬最佳新演員，問題出

在她根本不會講臺語，不知道是故意設計

的還是怎洋，她的臺詞總是國臺語慘半，

且臺語完全不輪轉，講起來完全沒有那種道

地的「氣」，最令人看得尷尬的，當屬她對

著六弈靜唱歌的那場戲，完全是想讓觀眾尷

尬到想離開。

當然會不會臺語不會是抉定電影好壞的

重點，但卻是會影響觀影者的感受，至少對

我來說，看陳庭妮講著彆腳臺語，就讓這部

片大扣分不少。

《盜命師》有好演員、好技術，差在欠

缺好居本，看起來才壹個問題，可這個問題

偏偏卻是最嚴重的，我不會阻止身邊朋友去

看，不過若有人來問我，我會建議他坐等日

後電視臺首播再看就好，或是再回去看壹次

陳庭妮在《失控謊言》裡的表演。

脫衣花脫衣花4040分被換角分被換角
《《盜命師盜命師》》陳庭妮陳庭妮 「「這部分這部分」」 超扣分超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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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題材電影《墊底聯盟》定檔11.3
王櫟鑫主演多位電競高手加盟

首發概念海報

首部改編自電競題材的電影《墊底聯盟》正式宣布定檔11月3

日，並發布首款概念海報。電影根據“電競傳奇人物”小蒼真實經

歷改編，王櫟鑫、潘時七等主演，JY、小樓、FLY、槍炮玫瑰、蘇

小研、沐沐、小米、小訫等全TOP電競明星加盟。電影由原《英雄

聯盟》創意指導王文擔任導演，講述了壹群熱愛遊戲的玩家因電競

結緣，並為電競戰鬥的故事，真實將遊戲玩家背後的激情與辛酸人

生搬上大銀幕。

從官方曝光的海報中可以看出，競技兩組集結對抗，面對裝備

上壓倒性勝利的反派戰隊，小蒼帶領的“勝利壹家”戰隊危機重重

，實力懸殊的兩組戰隊是否到底能否背水壹戰墊底翻盤？這個謎底

留到11月3日上時才能揭曉。

作為電競題材的院線電影，《墊底聯盟》劇組為了體現真實電

競的沈浸感，可謂做足功課。不僅以電競明星小蒼真實經歷為基礎

創作劇本，更是邀請到了包括JY、小樓、FLY、蘇小研、卷毛、小

米、小訫、苦笑等在內的21個電競明星客串加盟，通過電競玩家

表現真實的電競生活。

與此同時，影片主演王櫟鑫、潘時七、余玥、季肖冰、盧蒽潔

、柏智傑等主演也多為“最強王者”“至尊星耀”級別的遊戲鐵粉

，“300 人的劇組

幾乎人人都是遊戲

迷，這就是壹部拍

給遊戲玩家看的電

影”。電影《墊底

聯盟》將於11月3

日上映。

徐克曝光《奇門遁甲》裏的“天外來客”
大鵬首次摘掉眼鏡 跟倪妮周冬雨都有感情戲

講述“中國武俠大戰天外來客”的《奇

門遁甲》今日舉行發布會，分鏡手稿超厲害

的徐克導演現場作畫，親手曝光了片中的

“天外來客”竟然是金秋十月很紅的壹只

……大鵬首次摘掉眼鏡拍戲坦言既不好看，

也沒安全感，不過能跟倪妮和周冬雨都發生

感情糾葛，也值了。（《奇門遁甲》最新

“奇俠集結”預告將於今晚9點發布）

談到拍攝《奇門遁甲》的初衷，徐克表

示：“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裏，包括武俠世界

、魔幻世界中，都牽扯到壹些很奇怪的想象

力，而這些想象力在我們平時真實的人類世

界裏很少見到，很多外國人都說中國人總有

奇怪的想法。他們為什麽說我們奇怪？他們

有異形、天外來客，那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把

這些帶到中國電影中來。”

《奇門遁甲》制片人魏君子直言，既然

叫中國武俠大戰天外來客，“沒有大量特效

是對不起這個題目的”。並且徐克壹直堅持

“真3D”拍攝，自信“現在拍3D很快很熟

悉”。他同時談到 2D轉 3D的諸多問題：

“最大的區別就是壹些鏡頭沒法轉，比如很

朦朧的情景、樹林裏的樹葉等，會很麻煩。

還有鏡頭的壹些轉換，長距離、短距離的深

度等，很難補這些距離。”

此次徐克擔任的是《奇門遁甲》的監制

、編劇，袁和平執導電影，這也是兩人自24

年前《黃飛鴻之鐵馬騮》之後再度合作，兩

位老友在發布會現場暢談合作趣事，並都表

現得很謙虛。袁和平說：“我們兩個很有默

契的，我是根據他的構想來設計動作。”徐

克則表示：“我是幫他的，他是主要的，看

他拍漏東西我補上去而已。”

至於為何選定“沒有古裝相”的大鵬、

倪妮、李治廷、周冬雨主演《奇門遁甲》，

徐克也做出回應：“他們四個人好像都不是

古裝相，只有大鵬穿過壹次，其他都沒有在

武俠世界出現過，但我喜歡這種感覺，把現

代人帶到古裝世界去，從現實世界裏轉到幻

想的世界中，把妳們的體驗搞起來。”值得

壹提的是，這也是大鵬首次在壹部電影裏摘

掉眼鏡演戲，他坦言對壹個“近視眼”來說

，很沒安全感，形象也不好看。不過慶幸的

是，自帶男主角光環的他跟倪妮和周冬雨都

有感情戲，為此大鵬還在發布會上跟二位拍

檔“道歉”：“當今中國影壇最著名的兩個

女演員都跟我有感情戲，但（現實中）這是

不可能的，感謝她們讓我做了壹場夢。”

宣傳曲MV中，各個短片主人公也壹壹現身。巴西短片中，

面對爸爸的離世，小男孩古托壹直堅持“我要找到他”。中國短

片中,面對時間與情感的難題，濤姐說“只要妳願意，咱們就能

把被時間拿走的東西，再壹點點拿回來。”主角們身上的堅持和

對愛的信念也與歌曲《時間都去哪兒了》的溫柔曲調相應和。

印度短片的片段則包含了兩種色調，老人與小男孩壹起過生

日的暖色調與老人獨自坐在海邊的冷色調形成了壹種鮮明對比。

而俄羅斯短片中“從現在起，我就是妳的時間” 和南非短片中

“我們見證了滄海桑田，幾百萬年轉瞬即逝”則給故事披上了壹

層神秘的面紗。

電影《時間去哪兒了》由賈樟柯監制，中國導演賈樟柯、巴

西導演沃爾特· 塞勒斯、俄羅斯導演阿歷斯基· 費朵奇科、印度導

演馬德哈爾· 班達卡以及南非導演賈梅爾· 奎比卡共同執導，對於

“時間去哪兒了”這個主題，賈樟柯曾坦言“面對快速流逝的時

間，我想呈現壹種積極的生命態度”，而五位電影導演也都通過

自己的故事展示了時間洪流下生命的韌性與情感的堅定不移。

電影《時間去哪兒了》將於10月19日全國公映。

賈樟柯《時間去哪兒了》曝宣傳曲MV
張信哲深情獻唱講述時間秘語 10.19上映

由賈樟柯監制，金磚五國首次聯合執導的電影《時間去哪兒了》將於10月19日全
國公映。今日，片方發布了壹支宣傳曲MV，實力歌手張信哲以溫柔聲線深情獻聲，將
經典歌曲《時間都去哪兒了》重新解讀。

歌聲柔和動人，歌詞情感真摯，更與影片中時間主題不謀而合。在《時間都去哪兒
了》的MV中，五國故事中的精彩畫面也被壹壹展開。無論是在山西縣城疾馳的老式摩
托車還是在俄羅斯冰原上前進的綠皮火車，無論是印度孟買的城市夜景還是巴西的野外

風光，亦或是南非獨特服裝造型，都生動地體現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地理和人文景
色。而在影片風格上，既有科幻風格，又有接地氣的場景，但無論哪種風格，都
殊途同歸，表達了時間洪流中如何坦然面對自己生活的故事。

《《兄弟別鬧兄弟別鬧》》曝極品男士鑒別手冊特輯曝極品男士鑒別手冊特輯
於莎莎飛鏢怒射於莎莎飛鏢怒射““無賴中的戰鬥機無賴中的戰鬥機””

由嘻哈包袱鋪掌門高曉攀自導自演，孫

集斌聯合導演，尤憲超、於莎莎、李璨琛等

聯袂主演的喜劇電影《兄弟別鬧》近日曝光

了壹支“極品男士鑒別手冊”特輯，特輯中

於莎莎再續《兄弟別鬧》“紮心”風格，搞

怪表情壹反片中溫柔形象，用水槍、飛鏢

“怒射”高曉攀、尤憲超、李璨琛、田雨和

陳曦，同時變身“總結帝”犀利吐槽，調侃

高曉攀為“無賴中的戰鬥機”。同時，昔日

的“極品女士”於莎莎還揚言“將生活當中

的那些極品們通通挖出來，讓他們無處藏身

”。影片將於11月10日全國公映。

影片《兄弟別鬧》講述壹對混混兄弟在

參加真人秀節目《浪子請回頭》的過程中，

結識了由於莎莎飾演的編導夏天凡，被女孩

的天真善良所打動，從而決定金盆洗手浪子

回頭的搞笑故事。

《兄弟別鬧》作為壹部嘻哈兄弟喜劇，

可謂“極品”雲集。特輯中，於莎莎為這些

“極品男士”壹壹總結分類——李璨琛飾演

“壞蛋無極限”老三，在壞的同時具有意外

喜感；尤憲超飾演的“無敵傻白甜”鄭重，

實力詮釋癡傻弟弟；陳曦顛覆形象化身“鄰

家gay蜜”；田雨演活“無敵上司”中年主

任；高曉攀則飾演終極極品“無賴中的戰鬥

機”鄭好，詮釋無惡不作的不靠譜哥哥。這

些演員們在電影中突破自我，拋開偶像包袱

，承包片中大部分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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