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屏风表演班艺术总监、素有
“台湾莫里哀”之称的李国修2日因大
肠癌在台中病逝，享年58岁。祖籍山
东的李国修是华人剧坛难得的全方位
剧场艺术家。他于1986年创立屏风表
演班，代表作包括《婚前信行为》《没有
我的戏》《三人行不行》《西出阳关》《京
戏启示录》《女儿红》等。李国修还集
创办人、剧作家、导演、演员于一身，素
有“台湾莫里哀”的美名。 （新华）

台湾表演艺术家
李国修病逝

7月2日，女星应采儿在微博上传
一张怀孕时和老公陈小春拍的照片，并
公布自己的孩子已于1日顺利降生。
她开心透露：“2013年7月1日，我好像
做了一场梦，到今天起来还觉得很不真
实，Jasper: weloveusosomuch”。
应采儿难掩初为人母的喜悦，他们为宝
贝取名“Jasper”。有媒体从知情人处获
悉，应采儿1日顺利生子，孩子英文名
Jasper。 （凤凰）

应采儿诞下一子
陈小春喜当父亲

娱乐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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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热 烈 祝 贺

蚶江镇莲埭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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蚶江镇莲埭村两委

莲埭村老年协会

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

旅港、澳、台石狮莲埭同乡会

莲埭小学校董会

莲埭小学 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贺

中共蚶江镇委员会
蚶江镇人民政府
蚶江镇侨联

蚶江镇莲埭村两委
莲埭村老年协会
旅港、澳、台石狮莲埭同乡会

莲埭小学校董会
莲埭小学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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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长：林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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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排名不分先后）
林积权 林文攀 林英泰 林积栋 林积鑫 林世雄 林晓明 林嘉南
林辉煌 林积锁 林积灿 林国环 林国义 林景康 林建勋 林清赵
林俊杰 林积车
名誉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蔡友铁 吴启发 林玉燕 林文殊 蔡芳坂 施学坛 董伦意 吴华彬
卢祖荫 陈天赐 吴彦进 蔡文忠 李良灿 蔡章作 蔡明凯 蔡敦仁
邱仁文 吴光级 颜永洲 许友清 蔡志河 蔡文生 林育群 林扬刚
林少怀 林善周 林鹏飞 林钟英 林珠德 林金镇 林维情 林比立
林莹镜 林仁寿 林荣辉 林来坤 林顺雄 林全侨 林育庆 林莹笙

林忠耀 林昌明 林再生 黄昭基 许天明 林志新 林康乐 林国栋
林挺争 林国力 林栋梁 郭为民 林文提 林文匾 潘住林 江志琛
施海冰 林圣跃 林圣群 林圣民 王人民 王梓贤 林少凌 许德胜
苏育显 洪传小 洪及祥 许品清 林树彻 陈志显 蔡维赏 洪梅生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林桂林 林文明 林积谅 蔡贤顶 林清苗 苏华南 林炳新 林文健
林文埭 林国强 林巩固 施泽鸿 黄珊珊 林维新 林积点 吴瑞生
高树民 林辉良 欧阳国强 许志猛 程国概 林清塔 蔡子文 蔡国友
林高照 林金清 林谋杰 林国进 林圣瑞 林敏生 林建成 林建民
林昆崚 林积生 林积汀 林金塔 林世芳 林金田 林善平 林子返

林圣鸿 林国言 林维清 林国平 林积时 林嘉诚 林志汉 林志萌
林卫迁 林建源 林连峰 林清瑜 林俐蓉 林双明 林自强 林荣洲
林灿群 林辉煌（国内）林玉珍 林积约 林文劳
名誉理事
蔡安蕊 林连道 林国正 林惠星 林伟志 林连勇 林礼运 林惠崇
林圣涛 林昆仑 林圣岩 林惠荣 林圣佑 林敏顺 林毓民 林安兴
林钟顺 林锦顺 林嘉福 林顺义 林谋助 林荣显 林钦望 林天来
林加州 林景源 林文定 林有富

法律顾问
Atty Amelita Padua Go
Atty Momon Reyes 林嘉文

会 医
林华东 林敏峰 林茱莉 蔡丽莉 林苏珊
蔡盈盈 林丽真

咨询委员
林金安 林国民 蔡维民 林积清 林华强
林积伟 林清愿

常务顾问
林金山 林养抱 林玉树 蔡扶西

团 长：林志新
副团长：林康乐 林国栋
秘书长：林栋梁
团 员：林桂林 林炳新 林文明 林维新

林火局 林积谅 蔡清华 蔡贤顶

林清苗 林文启 林文健 林文埭
林国强 林巩固 施泽泓 林积田
林庆芳 林清池 黄珊珊 林积点
吴端生 林辉煌

监事长：林谋赏 副监事长：林秋清 林应璋 林积拱 林有志 林清祥 蔡志勇 林连凯 稽核主任：林君毅 林文农 林福长 奖惩主任：林伟铭 林景新 张育才

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理事会
名誉理事长：林金从
名誉副理事长：林志农 林志勇 林福星 林松茂

理 事 长：林文举
执行副理事长：林朝墩
副 理 事 长：林文庆 林文坦 林澄波 林宗仁

林良展 林世仁 林清群 林鸿图
林卫德 林友才

秘 书 长：林有耐 林志彪 林建泽
财务主任：林敬明 林思振 林胜利
总务主任：施炳小 林清南 林俞猛

外 交 主 任：林澄湄 林育猛 林澄滨
中文书主任：林卫权 林智聪 林育猛
西文书主任：林澄沧 林忠民 林国良
福 利 主 任：林明加 林培举 林卫龙
调 解 主 任：林良基 林隆顺 林峰仁

联络主任：蔡金砖 林金鑫 林鸿基
康乐主任：林善传 蔡贤赐 林灿雄
组织主任：林旭日 林聪明 林金狮
建设主任：林有苗 林伟康 林培植
庆典主任：林荣显 林如敏 林华林

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监事会

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旅菲石狮莲埭同乡会青年组
指 导 员：林金山 林养抱 林玉树 蔡扶西 林金安
名誉主任：林良发
主 任：林君豪

副主任：林清怀 蔡贤达 林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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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我市集发影城
获悉，7月是暑期档最核心的月份，大中

小学生全部放假，天气热，观影更热。不

仅华语大片《盲探》、《天台爱情》及合拍

片《太极侠》、《3D大明猩》重磅上映，还有

《重返地球》、《惊天危机》、《速度与激情

6》、《3D环太平洋》等四部好莱坞大片接

力轰炸，一同把暑期档电影推向高潮。

《天台爱情》或小胜《盲探》
《天台爱情》将于7月11日上映，由

周杰伦、李心艾、柯有伦、王学圻等主

演。这是周杰伦继《不能说的秘密》之

后自导自演的第二部作品。电影以爱

情为主线,融合了功夫、喜剧、悬疑、动

作、歌舞、特效等多种元素,周杰伦称,该

片将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类型”。

7月4日上映的《盲探》，由名导杜琪

峰执导,刘德华、郑秀文、郭涛等多位明

星主演,讲述一位盲人警探与一位女警

合力侦破少女离奇凶杀案的故事，是标

准的警匪片。就当前的电影市场情况

而言,相比于警匪片,观众更愿意看喜剧

片、爱情片。

《太极侠》PK《大明猩》
7月5日上映的《太极侠》由陈虎、基

努�里维斯、莫文蔚等主演。尽管有巨
星出演,但本片主打功夫,而功夫片已不

是中国观众的首选,这也是此类型片近

来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另外,外国人

描写中国文化向来不受国人待见,导演

基努�里维斯恐怕也难逃此运。
7月18日上映的《大明猩》,由中韩

合资,韩国导演,中方仅派出主演徐娇。

本片是韩国历史上耗资最大的作品,也

是亚洲第一部动作捕捉电影,耗费了18

个月研发毛发和材质软件。

四部好莱坞大片力拼
6月份仅有《超人:钢铁之躯》一部进

口大片，7月份目前已确定档期的就有

四部,且都是大投资、大导演、大牌明

星。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7月26日

上映的《速度与激情6》。

紧随其后的是《重返地球》和《惊天

危机》。《惊天危机》讲述一伙装备精良

的恐怖分子占领了白宫,孤身一人的特

工临危受命,在差距悬殊的较量中不可

思议地拯救了被劫持的总统。本片的

主要卖点是激烈的动作和爆炸场面,符

合中国观众胃口。7月31日压轴上映的

《环太平洋》,由特效大师吉尔莫�德尔�
托罗执导,是一部《变形金刚》式的电

影。想想《变形金刚3》当年在上映时的

观影奇观,相信《环太平洋》的票房不会

差。 （记者 郑秋玉）

7月暑期档 中外电影合力轰炸
《盲探》、《天台爱情》、《速度与激情6》等多部电影轮流上映

国际足联（FIFA）2日向新华社

记者确认，收到来自广州恒大俱乐部

对巴里奥斯合同违约的申诉，并已经

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得出结论。

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是在6月

28日向FIFA提交申诉的。在《申诉

书》中，恒大俱乐部要求FIFA责成巴

里奥斯支付2500万欧元的违约金并

对其处以6个月的禁赛。

恒大俱乐部在《申诉书》中表示，

巴里奥斯在俱乐部多次发函提醒归队

的情况下，未经俱乐部同意至今仍逾

期未归，已属于严重违约。事实上，巴

里奥斯已经缺席了6月22日对青岛中

能、6月25日对上海上港和7月1日对

武汉卓尔的三场中超联赛，并缺席了

恒大6月9日至今的全部训练。另外，

恒大俱乐部认为，巴里奥斯拒不归队

的情况下，在外国媒体上发表的一些

言论已经严重伤害了俱乐部。（新华）

FIFA就恒大
诉巴里奥斯合同违约案展开调查

中国沙滩排球头号女子组合薛

晨/张希2日在世锦赛第二轮小组赛

中，以0：2不敌芬兰孪生姐妹艾米利

亚�尼斯特罗姆/艾丽卡�尼斯特罗
姆，小组赛目前一胜一负。

薛晨/张希在首盘比赛中一度以

7：5领先，但对手随后连得5分，比分

反超。中国选手虽苦苦追赶，始终未

能扭转比分劣势。第二盘比赛战至

9：9平时，芬兰选手又打出一个得分

高潮，连得5分，奠定胜局。

薛晨/张希将在3日最后一场小

组赛中迎战首次参加世锦赛的斯洛

伐克选手纳�杜波夫科娃/多�内斯塔
科娃。后者1日在比赛中以2：1战胜

了尼斯特罗姆姐妹，实力不容小觑。

薛晨/张希如能战胜她们，基本能保

证小组出线晋级32强。 （新华）

沙排世锦赛小组赛
薛晨/张希不敌芬兰孪生姐妹

■体坛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