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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动物$寂寞让你更快乐$圣诞结$想

哭$不如这样$你会不会$

/)#0 123,2

$冤家$全世

界失眠$我们都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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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的$像

一句广告$我也不会那么做$人造卫星$狂人日记$

没有手机的日子$跳蚤市场$故事$男人的错$没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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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今年年底贺岁档的 !命运呼叫转
移"里没有冒出像去年!爱情转移"那样的行云流
水#荡气回肠的经典曲目$ 陈奕迅虽然已换了东
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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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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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旧东家英皇的日子让
他的事业创出高峰% 尤其是在国语乐坛% 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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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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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夺台湾金曲奖
的歌王$ 英皇为

2)01.

推出了本张国语大碟%作
为精选集%其中收录了!反正是我"&!黑'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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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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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大热的国语
情歌% 并随碟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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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精选歌的卡拉
56+787

$

如果你像!圣诞结"里唱的那样%(望着电视里的
无聊节目%躺在沙发上变成没知觉的植物)%那不
如就听歌吧%就当全世界和你一样在失眠$ 有点
可惜的是在该专辑里却找不到让更多人喜欢
2)01.

的那首 !爱情转移" 和粤语版的 !富士山
下"$

总是有人拿听歌在和别人

交流的同时彰显出与众不同的

土鳖级的品位! 不同的人"喜好

总是不同!上周无意中发现一唱

片公司老板的
!"#$

" 临近年底

的博文不忘盘点
%&&'

年他所

认同的好音乐的榜单"还特别注

名了#纯属个人喜好"与商业因

素无关!$有点儿意思%你也在心

底盘算回顾这一年打动你的好

声音吗&以下三张年底的鲜唱片

里"是不是有你好的那一口&

!曲目" 日场夜场$请把手机关掉$头号粉丝$其实我一直都

想对你说$隐隐$台$

/? @A

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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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安可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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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喜欢莫文蔚在本张专辑里宣扬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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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哪里都是你的舞台+ 生命就是
你自己的演唱会%好好去玩%唱好它+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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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
让你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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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活生生的情感现场), 慢歌个人首推!其实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怎么听都像是当年那首!他不爱我"的
后续醒悟篇%(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你的爱就是奖
励吧%生命里额外的长假, 抱歉我原来还没亲口感谢你%你
就是我要的回答)%着实细腻,快歌部分%!请把手机关掉"很
有冷眼旁观看好戏的意味%开头那一句(炒股的不如先休
息)很符合当下人们的追求与喜好%正是太多生活中的欲
望驱使我们紧握着一张生活的门票%死死不放%而莫文蔚
用似乎厌世的一种腔调发出在彼岸的呼喊和请求,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

满冷的感觉'(

听音走笔

音乐安静
那是爱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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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莲花

!唱片名"&你的陈奕迅

国语精选'

!风格"流行

!歌手"陈奕迅

!地区"港台

!唱片公司"英皇娱乐

!发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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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间再亲"而在眼里都不配衬)如若靠

近"途人便会指控变犯人((

!唱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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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流行

!歌手"容祖儿

!地区"港台

!唱片公司"英皇娱乐

!发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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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又过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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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流行

!歌手"莫文蔚

!地区"港台

!唱片公司"

'1N97=<

!发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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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减肥比春夏减肥效果要好得多, 夏令天
气炎热%人们因活动量增加%故而出汗较多%能量消
耗也较大%降温手段以散热为主%这时细胞代谢较
快%因此肥胖程度会有所改善,

专家提醒%最好在冬季控制住体重%控制继续
发胖的风险%更为来年的春夏季打下良好的瘦身基
础,因此%一年四季虽然都可以减肥%但冬季恰恰是
控制体重的关键所在,

因此广大女性朋友可以在有意识地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的同时%选择专业的减肥美体机构对冬
季身材进行规划与管理%纯绿色健康安全的韩影宫
瘦身美体方案则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深受广大姐妹
的青睐,

韩影宫独立开发的轻盈道美体方案% 采用韩
式宫廷按摩打通经络%再结合高科技美体瘦身仪器
产生特定的生物脉波组合% 刺激肌肉做被动运动%

促进脂肪细胞能量消耗%燃烧脂肪并通过多种循环
途径排出体外%消耗#吸收#调理综合起效%层层紧

缩%减得多#减得快%再加上领先的三围锁
定技术的完美应用%高效抑制反弹%让反弹
率微乎其微

C+

在韩影宫% 每位顾客都可以得到专业
美体师一对一的贴心专案服务% 每天只需
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躺在美体床上就可

以轻松瘦身% 收腹#提臀#瘦腰#美腿同步完成%减
肥#美体#塑形#理疗#保健一步到位%做完以后特
别舒服%对身体绝无任何副作用%轻松享(瘦)苗条
性感+

冬季正是减肥天%别让这个冬季成为你走入
胖人行列的起点%赶紧抓住冬季减肥黄金季%在人
们纷纷长胖的季节让自己迅速变瘦% 让身材的主

动权始终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精打细算看瘦身)冬季减肥最合算

纵观入冬以来的减肥美体市场% 普遍叫好声
一片%作为全国减肥领军品牌的韩影宫各店更是人
满为患%最善于经营自己身材的爱美女性不约而同
地选择了这个季节减肥瘦身%绝对大有讲究,

冬日寒风渐至%清淡饮食#睡眠短暂#热汗不
断#新陈代谢旺盛的季节逐渐被接踵而至的冬季高
油高脂%食欲大开%睡眠时间增长代替%为迎接即将
到来的严冬%人体脂肪细胞重新活跃%夏季有所萎
缩的脂肪细胞渐渐充盈饱满%再加上有了长衣长裤
的遮挡%似乎有了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的理由%

放松了警戒%体重自然容易增加%人也就渐渐发胖
起来%并会随着冬季的到来有愈演愈烈之势,

所谓(胖来如山倒)%几天时间就可能胖了一
圈%但如果想减下去的话则是(胖去如抽丝)%费钱
费时费精神%结果却不一定理想%所以%冬季开始的
(未雨绸缪) 减肥热潮正是姐妹们掌握苗条身材主

动权理智的选择,

冬季减肥有讲究% 此刻身体正处于换季期间
的调整阶段% 特殊的气候原因更容易招来各类疾
病%如果因为节食#服药等因素导致健康受损%可是
大大划不来%秋季减肥除了要注意良好的生活习惯
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要选到健康安全科学有效的减
肥方式,

作为国内领军品牌的专业美容美体连锁机构
韩影宫% 则完全具备了为广大女性朋友服务的资
质%纯绿色健康安全的韩式美体方案%通过全国上
百万会员的亲身验证% 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与青
睐%难怪会在冬季减肥黄金季大受欢迎,

精明的爱美姐妹%现在加入韩影宫%赶紧对身
材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杜绝脂肪贴上身%一年四
季都拥有性感窈窕的傲人身姿+

冬天正是减肥天
进入冬季!一些女性发现自己的体重不知不觉间长胖了几斤!或许有人会说"#反正已经入冬了!穿上厚棉衣就可以掩

饰一下!减肥等明年夏天再说吧$ %然而!美国肥胖协会的科学家瑞斯&吉尔提醒大家!冬季是减肥的最佳时间'

!曲目" 逃$很忘$零时零分$密友$暖光$萤$ 床前无月光$解语

花$陪我长大$渴望晨曦的女孩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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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只推出国语碟!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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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年个唱举
行之前%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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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带来年度全新粤语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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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碟收录
了最新快歌!逃"的

H8

及在新城唱游大同好世界音乐会现场演
唱的 !零时零分" 片段, !逃" 早于暑期曝光%

E1&F

以性感
,IJ&K,1%+

造型演绎快歌%在台上大跳劲舞%展现出能唱能跳的
天后本色-接力的主打慢歌!零时零分"亦显出她的情歌演绎功
力,而较早前她主演的

,8L

电视剧!学警出更"片尾曲!密友"%以
及为韩剧!黄真伊"演绎的粤语主题曲!解语花"等

3"

首新歌%

一一收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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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听她的歌%傻傻的#暖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