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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提早投票今天結束候選人紛紛來到華埠票點站台拜票休斯頓提早投票今天結束候選人紛紛來到華埠票點站台拜票

2015休斯頓選舉提早投票於2015年10月30日晚7時結束，在亞裔集中區
的Alief投票點，世界名人網記者看到市長候選人Marty McVey，主計長候
選人MJ Khan，市議員Richard Nguyen，學區委員Lily Truong均本人到場
以及Steven Le，Michael Laster等支持者也在現場發傳單，市議員不分區1
號候選人Mike Knox的巨大的宣傳牌也在成百上千的廣告牌中格外顯著。

記者註意到，現場Marty McVey的支持者最多，
有西裔、越裔、華裔等各族裔的義工們分別在停車
場的各個路口站位，看到投票人的車停好後，均能
非常禮貌的前往問候，希望他們能投資及支持的候
選人Marty McVey一票，有些不了解候選人的選
民如有疑問，支持者義工們也能及時準確的耐心介
紹為什麼Marty McVey是最合適的候選人。候選
人和義工們之間也非常友好，談笑風生，合影留念
。大家共同的理念是，重在參與，能投出自己神聖
的一票，行使民主權利，非常有意義。

Marty McVeyMarty McVey與華裔選民母子合影與華裔選民母子合影。。

擁有數家香港足浴城的年輕美麗的湖南妹子擁有數家香港足浴城的年輕美麗的湖南妹子LindaLinda告訴記者告訴記者，，她喜歡年輕有她喜歡年輕有
為的為的Marty McVeyMarty McVey來領導休斯頓來領導休斯頓，，休斯頓成長中需要有充滿活力的人帶領整休斯頓成長中需要有充滿活力的人帶領整
個城市走向繁榮個城市走向繁榮。。 LindaLinda自己只有綠卡自己只有綠卡，，不能投票不能投票，，但是自己能捐款支持但是自己能捐款支持
MartyMcVeyMartyMcVey，，表達自己的心意表達自己的心意。。 MartyMarty與一位選民交談中與一位選民交談中。。

MartyMarty與非裔選民握手拜票與非裔選民握手拜票。。

一舉拿下第十二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節（12th Gulf Coast In-

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在糖城市舉行的龍舟賽第二名的台

灣傳奇龍舟社，十月卅日晚間假姚餐廳舉行餐會，由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作東，來自各地的選手出開心地暢談他們參

加心得。

龍舟社會長金俊家在餐會中表示，這些可愛的選手們，表現

太好了，一天下來每個人都全身濕透，沒有人有怨言，大雨中愈

戰愈勇，成績愈比愈好，第一次參加就拿到第二名，

完全超出想像。今天的餐會是一份深深的致謝，由衷

地被選手們的表現感動。

黃處長對著年輕力壯的選手們表示，年輕真好，你

們代表了台灣奮起的下一代，朝氣蓬勃，充滿 無限希

望，勉力台灣傳奇龍舟社再接再厲，明年有更好成績

。僑教中心主任 莊雅淑、副主任李美 姿都有出席。

會中由龍舟隊隊長陳煥澤和副隊趙善昌頒發獎牌給當天參賽

選手，會長金俊家充當副手，捧著精心採購的盤子，裡面盛放了

銀牌。金俊家說，兩位隊長帶領選手從練習到比賽，一路同甘共

苦，所以由他們來發獎。

隊員表示，當天下雨對他們沒什麼影響，因為在水上划船，

每一位選手多多少少都會把身上搞濕，所以儘管下午雨大 起來，

他們還是一樣比賽，而且想要做得更好。午後因為

天氣轉壞，雨愈下愈大，選手參加完畢即紛紛打道

回府，眾人也是後來看到網上消息，才知道創下佳

績。

從臉書上找來了六名選手的陳著釧，將在週六

帶他去吃牛排， 獎勵他們報名參加。她將活動訊息

放在臉書上，並且告知，向 她表示參加的人她將請

吃牛排，文案貼出後，毫無回音，她向隊裡表示，

找不到人。划船練習開始，隊員集合之後，隊裡了

解到有六個人是因此前來，她十分開心，比賽當天

，她到現場問候選手，並表示賽後即履行諾言，這

六名選手士氣更加高昂。

選手們都表示，參加划船比賽很好玩，他們從

不認識進而成為朋友，也都計劃明年繼續參加，並

且要及早開始練習。

感謝選手摘銀出色表現
龍舟社舉行餐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於十月三十一日 星

期六 上午十時 在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TX.77046的

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先總統 蔣公紀念儀式 及榮民節大會 並

2015 下半年度慶生會 .由禹道慶理事主持.董元慶副會長致歡迎詞

並介紹與會貴賓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

夫婦,齊永強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代理會長董元慶副會長

說明丁方印會長目前在台灣公幹,今天壽星會員有份生日禮物 ,會

後備有午餐便當 ,蛋糕, 茶水,招待出席會員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在榮光聯誼會上舉行榮民節大會,黃處長說

各位榮民弟兄、各位鄉親大家好.今天很榮幸跟大家一起慶祝第

三十七屆榮民節,特別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感謝半生戎馬、功在

國家的榮民前輩們對國家社會的奉獻. 今年是我國對日抗戰勝利

暨台灣光復七十週年,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

死傷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保衛戰,生命財產的損失相當慘重,然

而國軍、不妥協、不投降,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終於獲得最後勝

利並光復台灣,先賢先烈的偉大精神將永誌後人心中.,為了感謝國

內外抗戰前輩們的貢獻,從今年六月開始,政府利用各種場合與時

機,陸續頒發[抗戰勝利紀念章]給昔日的參戰前輩們,目前海內外總

計己經頒發了九千八百多枚紀念章,藉此彰顯渠等在抗戰期間的

犧牲與奉獻.目前我國榮民總計約有四十萬四千人,為使榮民們能

夠安心生活,政府除在全國設有十六所榮家外,每年均編列

超過新台幣一千兩百五十億元的預算,提供輔導榮民及榮

眷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照顧.自前(102]年一月

起,政府已將榮民就養金調增＄600,每人每月可領＄1萬4,

150就養給付.去(103)年一月一日起更修正[國軍退除役官

兵就養安置辦法],將就養給付的限制,由全家人口年度總收

入平均每人每年十八萬三千多元,放寬至二十萬八千多元

以上,以照護更多榮民.慶生會,生日快樂,榮民弟兄,護補中

華,光輝永在,照耀民國.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感謝榮民的貢獻及支持中

華民國.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在元旦升旗、國慶升旗,榮民弟

兄護旗,有榮民地方,就有青天白曰滿地紅中華民國國旗飄

揚.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安康.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禹道慶理事作財務報告,陳煥澤理

事作活動報告,參加抗戰勝利70週年音樂會歌唱,理事們演

出大刀隊,台上英姿,殺敵抗日.光輝雙十國慶引國慶升旗,明

年擴大好漢提當年勇,軍隊事蹟分享大家,鼓勵家裏下一代

多參加休士頓榮光聯誼會.曹有培理事作服務組報告,黃德正理事

作秘書組報告,目前201位會員,今天有3位新會員加入.台灣當局大

力支持,請休士頓長官們繼續爭取.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僑教

中心莊雅淑主任與96歲壽星陳紀遠合切生日蛋糕,其他7月至10

月壽星們共襄盛舉.隨後與會人士觀賞2小時[八百壯士]電影.

休士頓榮光聯誼會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先總統先總統蔣公紀念儀式蔣公紀念儀式及榮民節大會及榮民節大會並並20152015 下半年度慶生會下半年度慶生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邱瓊慧夫婦,,僑教中心莊雅僑教中心莊雅
淑主任與淑主任與9696歲壽星陳紀遠合切生日蛋糕歲壽星陳紀遠合切生日蛋糕,,其他其他77月至月至1010月壽星們共襄月壽星們共襄
盛舉盛舉.(.(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龍舟社主要工作人員龍舟社主要工作人員，，右右 起起 吳而立吳而立、、蘿茜莉蘿茜莉、、陳秀芬陳秀芬、、金俊家金俊家、、鄔逸卉鄔逸卉
、、羅秀娟羅秀娟、、趙文誠趙文誠。。

台灣傳奇龍舟社全體隊員台灣傳奇龍舟社全體隊員，，每一位對自己的工作都是全力以每一位對自己的工作都是全力以
赴赴，，締造出龍舟賽第二名佳績締造出龍舟賽第二名佳績，，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因此假姚經文處處長黃敏境因此假姚
餐廳宴請隊員餐廳宴請隊員。。

處長黃敏境伉儷處長黃敏境伉儷（（左一左一、、二二）、）、龍舟社會長金俊家龍舟社會長金俊家（（中中）、）、
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華僑文教中心主任莊 雅淑雅淑（（右二右二）、）、龍舟社副會長陳煥澤龍舟社副會長陳煥澤，，
以茶代酒以茶代酒，，鼓勵隊員明年成績更上層樓鼓勵隊員明年成績更上層樓。。

2015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
於Marathon 油公司總部會議中心舉行

主題：低油價和更嚴格的環保法規對能源產業的挑戰與契機

20152015年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員專題演講員Claudia J. HackbarthClaudia J. Hackbarth、、 Dawn ConstantinDawn Constantin、、 Dr.Dr.
Kenneth M. TubmanKenneth M. Tubman、、William (Bill) BarkhouseWilliam (Bill) Barkhouse 、、 Dr. MarinDr. Marin--
da Li Wuda Li Wu吳李梅達和部份會員吳李梅達和部份會員、、大會贊助者之一華美銀行大會贊助者之一華美銀行
林起湧副總裁林起湧副總裁，，會長馬龍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合影大會主席李怡德合影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大
會主席李怡德會主席李怡德、、財務陳家杰財務陳家杰、、致致
贈感謝獎牌給大會贊助者之一贈感謝獎牌給大會贊助者之一EnEn--
ergo A KBRergo A KBR 公司顧寶鼎博士公司顧寶鼎博士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本報記者黃麗珊攝

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 Sub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 Sub--
surface, ConocoPhillips)-surface, ConocoPhillips)-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Technology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to Maintain Com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to Maintain Com--
petitive Advan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petitive Advan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
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大會主席李怡
德德、、秘書張世曉頒感謝獎牌秘書張世曉頒感謝獎牌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大會主席李怡德、、前會長廖良機前會長廖良機、、
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科技組長遊慧光博士參加石油和石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科技組長遊慧光博士參加石油和石
油化工技術研討會油化工技術研討會

Dawn Constantin (VP Marketing & Fundamentals, BP EnergyDawn Constantin (VP Marketing & Fundamentals, BP Energy
Company)-Company)-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North America Energy: Where do we"North America Energy: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go from here?" 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大會主席李
怡德怡德、、理事潘翠屏頒感謝獎牌理事潘翠屏頒感謝獎牌

William (Bill) Barkhouse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William (Bill) Barkhouse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GEOPHYSICS, Society of Ex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GEOPHYSICS, Society of Ex--
ploration Geophysicists)-ploration Geophysicists)-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The CAPA/SEG Glob"The CAPA/SEG Glob--
al Partnership"al Partnership" 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獲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大會主席
李怡德李怡德、、前會長廖良機頒感謝獎牌前會長廖良機頒感謝獎牌

Claudia J. Hackbarth (Manager, Unconventional Gas & Tight OilClaudia J. Hackbarth (Manager, Unconventional Gas & Tight Oil
R&D, Shell International E&P Inc.)-R&D, Shell International E&P Inc.)-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Technology and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Unconventionals in Current TimesInnovation for Unconventionals in Current Times””獲美國華人石獲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會長馬龍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頒感謝獎牌大會主席李怡德頒感謝獎牌

Dr. Marinda Li WuDr. Marinda Li Wu 吳李梅達吳李梅達((20132013 President of the AmeriPresident of the Ameri--
can Chemical Society)-can Chemical Society)-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Prospe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獲美國華人石油獲美國華人石油
協會會長馬龍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大會主席李怡德，，徐鵬博士頒感謝獎牌徐鵬博士頒感謝獎牌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大會主席李怡德、、財務陳家杰財務陳家杰、、
熱烈歡迎休斯敦中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博士熱烈歡迎休斯敦中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博士、、黃河領事參加石黃河領事參加石
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作家荊棘昨在 「美南華文作協」 演說︰ 「文學中的生命」

作家荊棘演講神情作家荊棘演講神情

現場觀眾冒雨前來聽講現場觀眾冒雨前來聽講

荊棘荊棘（（右二右二））與當年鄰居合影與當年鄰居合影，（，（左一左一
））為專程自達拉斯趕來的宮天生為專程自達拉斯趕來的宮天生，，及宮及宮
天順天順（（右一右一），），宮太太宮太太（（左二左二））

與荊棘相識相交逾與荊棘相識相交逾 5050 年的年的
卓以定博士介紹她所認識的卓以定博士介紹她所認識的
荊棘荊棘

作協會長秦鴻鈞作協會長秦鴻鈞（（左左））在荊在荊
棘演講後贈送紀念品棘演講後贈送紀念品

荊棘荊棘（（左五左五））與作協會友及與作協會友及
觀眾合影觀眾合影，（，（右起右起））石麗東石麗東
，，陳綺紅陳綺紅，，劉月琴主任劉月琴主任，，周周
慧宜組長慧宜組長，，秦鴻鈞秦鴻鈞，，卓以定卓以定
，，姚嘉為姚嘉為，，鄔逸卉鄔逸卉，，王九黎王九黎

荊棘荊棘（（右右））介紹洛夫的詩介紹洛夫的詩 「「因因
為風的緣故為風的緣故」」 ，，女高音歌唱家女高音歌唱家
馬筱華馬筱華（（左左））當場唱出該詩譜當場唱出該詩譜
成的歌成的歌

荊棘荊棘（（右三右三））與與（（左起左起））石麗東石麗東，， 「「美南報業美南報業」」 社社
長朱勤勤長朱勤勤，，卓以定卓以定，，姚嘉為姚嘉為，，陳紫薇等人在演講前陳紫薇等人在演講前
合影合影



CC22 CC77休城讀圖 廣告天地

Rei Ryan 朱小姐
20年房屋 / 商業貸款
NMLS 244297

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歡迎拿別家貸款銀行的估價
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與朱小姐比價!!!!!!!!!!!!!!!!!!!!!!!!!!!!!!!

利率低 另有免手續費 本人親自接聽電話 回郵件

915915－－691691－－90729072
洽詢專線 and Text: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9999 Bellaire, BLVD s#909, Houston, TX 77036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另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借貸
◎◎外國護照可貸款
◎◎專精H1B, L1, L2, E1, E2貸款及建築貸款,
從新貸款拿現金,不需等六個月

另誠徵 有經驗 Loan Processors 有 Conventional,
FHA, VA loans 經驗, 會 DU/DO 英文說寫流利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當您把汽車和房屋一起投
State Farm＊開始，就可平
均節省$763保費！＊更可享
受State Farm代理人的個
人化服務，適合的保障，迅
速公平的理賠！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使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
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1205075 State Farm-Bloomlngton, IL

許宏婷
Winnie Hui
CLU CPA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Cell: 281-772-3972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我們的信念
竭盡所能﹐為您提供誠信﹐

熱心﹐省錢﹐妥善的保障及服務﹒

負責人 CLU

呂振益 J.Eric Lu
保險師

外地（800）350-1078 Fax:713-988-6886 5855 Sovereign,Unit F Houston,TX 77036

˙餐館及商業
˙房屋及水災
˙人壽保險
˙汽車保險
˙員工保險
˙地產保險
＊此保險單(及保險計劃書)
若有提供為僅有之正式
版本﹐且以英文為準﹒

經驗豐富
服務專線精通國﹑台﹑粵﹑英語

您可依賴的事業事務所

服務客戶逾20年﹐全德州各地都有滿意的客戶

www.farmersagent.com/jlu

713-988-0788

J. Eric Lu
Insurance Agency

呂氏
保險

在文化中心斜對面﹐黃金超市後街

協助申請歐計健保補助
以及估價諮詢

世界變清晰世界變清晰
盡在全飛秒盡在全飛秒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治療近視，遠視和散光，
安全，方便，恢復快！

Mann Eye 眼科中心，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安全的WaveLight
FS200 和 Allegratto Wave Eye-Q EX 500 無刀飛秒準分子激光
技術。幫助您解除戴眼鏡的煩惱，重新獲得清晰明亮的視力。

-為您量身定做手術治療區，有效防止術後散光的發生。
-紅外光自動眼球跟蹤系統，避免激光治療偏差。
-無刀激光自動製作角膜瓣，讓手術變得更加精確，安全和完美！
-我們提供您最具競爭力的價格，而且提供靈活彈性的付款方式。

現在就打電話，預約免費手術諮詢。
電話: 800.MY.VISION (698-4746)，713-580-2500

網址: MannEye.com

福布斯 (Forbes) 冠名
全美前十名的眼科中心

E-mail:yangdeqing@yahoo.com
Fax:713-952-5032
Office:713-952-5031

www.allwininsurance.com

安穩保險

楊德清楊德清˙代理多家˙方便比價˙價格便宜˙保項最佳

汽車、房屋、商業、醫療、人壽、年金

6901 Corporate Dr. Suite218 Houston, TX 77036

愛客戶如親人，視信譽如生命

1. 休士頓賺錢 連鎖旅館Super 8，49房，年營$75萬，售$325萬，頭款$100萬。
2. 休士頓Americd's Best Value Inn & Suites 117房，售$500萬，

頭款$160萬，業主供銀。
3. 休士頓獨立旅館44房，年營45萬，售$235萬，頭款$70萬
4. 德州獨立96房，年營$75萬，售$250萬，頭款$70萬，路州獨立144房，$210萬，

獨立166房，年營$130萬，售$425萬。

集廿五年經驗 幫您德州投資 助您鴻圖大展 助您永續基業

德州華美投資地產 熱心為家庭、公司、
企業全面服務！

Kenny Huang

(832) 348-7824

Senior Investment Consultant

Realty Associaties

黃顯意
Hotels Specialist

Email: kennyhuang1889@yahoo.com

休城工商

涵翔具有三大優勢：是轉診速
度最快的公司，是休士頓
Methodist醫院合作機構轉診
機構，也是中國掛號網唯一合
作單位。
主要病種包括：各種癌症、心
臟疾病、不能確診的疑難雜
症。
涵翔服務內容包括（並不侷限
於）：病歷翻譯、美國醫療簽辦
理、醫院與醫生預約以及客戶
抵達後的公寓租賃、交通、翻
譯、生活購物等一些列服務。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
（（中國中國）：）：8686--40084008--571571--123123
（（美國美國）：）：11--713713--270270--88828882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赴美看
病找涵

翔

Web: http://www.handsomecare.comWeb: http://www.handsomecare.com

星期日 2015年11月1日 Sunday, Nov. 1, 2015 星期日 2015年11月1日 Sunday, Nov. 1, 2015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

中國城槍店中國城槍店 SUPER ARMORY

地址： 9896 Bellaire Blvd.,#G1, Houston, TX 77036(黃金廣場內)

電話：
（281）236-4723
(832)347-2888

★ 供應各種槍支、彈藥的買賣。
★ 申請德州帶槍執照課程-可在全美36個州攜帶。

歡迎機關，團體報名，可赴該公司授課，另有優惠。
★ 兼賣各種防身用品：辣椒噴液，電擊槍...等等。

營業時間：
Mon-Sat 11AM-6PM

本
報
記
者

孫
雯
報
道

位於休斯頓中國城小肥羊廣場內的東北人餐廳迎來新生代淮
揚菜大師之徒王博主理休城難得一見的淮揚菜，川菜。以後的東
北人，將供應南北精品菜系以滿足不同食客需求。

東北人 新一代淮陽菜主廚推新菜 歡迎大家品嘗

鹵味三拼層次豐富細膩鹵味三拼層次豐富細膩

糯米藕糯米藕 清甜爽口清甜爽口

川味香肝川味香肝 明目爽嫩明目爽嫩

甜品甜品 紅棗地瓜片紅棗地瓜片 滋補養顏滋補養顏

獅子頭獅子頭 運用當季最新鮮食材與鮮肉餡混合運用當季最新鮮食材與鮮肉餡混合 入口即化入口即化
必點必點！！

應季甜品南瓜餅應季甜品南瓜餅

菊花魚菊花魚 酸甜鮮嫩酸甜鮮嫩

當然少不了的是無人當然少不了的是無人
不愛的水煮魚不愛的水煮魚

本報記者孫雯報道

用心好料理用心好料理 耀源私房菜耀源私房菜
唐城唐城WelfreshWelfresh廣場內的耀源私房菜開張雖然不就廣場內的耀源私房菜開張雖然不就，，但因為獨但因為獨

特用心的選材和精品的料理迅速集聚了人氣特用心的選材和精品的料理迅速集聚了人氣。。人人稱道人人稱道，，好像還好像還
沒去試過就落伍了一樣沒去試過就落伍了一樣。。眾多老饕前往後都贊不絕口眾多老饕前往後都贊不絕口，，堪稱道道堪稱道道
都是百裏挑一的必點菜肴都是百裏挑一的必點菜肴。。地址地址：：45554555 HWYHWY66 #G,TX#G,TX 7747877478 YuYu--
an Kithcen (an Kithcen (騰龍教育學院隔壁騰龍教育學院隔壁))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下午四點下午四點
至晚上至晚上99點點周六周日上午周六周日上午1111點至晚上點至晚上99點點。。

香爆牛肚一端上來就讓凱莉眼前一亮香爆牛肚一端上來就讓凱莉眼前一亮。。牛肚與配料的比例足見牛肚與配料的比例足見
抓馬師傅的實在用心抓馬師傅的實在用心，，吃遍中餐廳的你我都懂的吃遍中餐廳的你我都懂的（（大笑大笑）。）。

私房菜菜館的好處就是私房菜菜館的好處就是，，一個地方可以吃到不同的風味一個地方可以吃到不同的風味。。新新
疆特色大盤雞在主廚的改良下疆特色大盤雞在主廚的改良下，，更加適合大部分華裔的口味更加適合大部分華裔的口味
，，凱莉建議三人以上就餐一定要點來試試凱莉建議三人以上就餐一定要點來試試。。

一道可做小吃也可做主食的雞米芽菜結束今次的私一道可做小吃也可做主食的雞米芽菜結束今次的私
房菜餐廳的探索房菜餐廳的探索。。

香辣蝦一定是必點香辣蝦一定是必點！！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如果你是嗜辣如命如凱莉如果你是嗜辣如命如凱莉
一般一般，，那一定要提醒主廚多加辣哦那一定要提醒主廚多加辣哦。。因為耀源私房菜的理因為耀源私房菜的理
念是健康新鮮念是健康新鮮，，用食材本身烘托菜肴味道用食材本身烘托菜肴味道。。所以所以，，重口味重口味
的吃貨們一定要註意哦的吃貨們一定要註意哦~~

夫妻肺片夫妻肺片，，用料新鮮實在用料新鮮實在。。喜辣的凱莉表示辣味還可以喜辣的凱莉表示辣味還可以
更上一層樓更上一層樓，，不過隔壁桌的廣東客人直呼味道已經夠足不過隔壁桌的廣東客人直呼味道已經夠足
（（笑笑）。）。

新增菜品鹽煎肉新增菜品鹽煎肉，，這位回鍋肉的這位回鍋肉的““兄弟兄弟””可是味道更可是味道更
棒更健康哦棒更健康哦~~

新增菜品原盅煲湯系列新增菜品原盅煲湯系列，，$$55..9999的價格的價格，，土土
雞與鮮菇都是有機食材雞與鮮菇都是有機食材。。



CC66國際影視 CC33香港娛樂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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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24小時全天候的精彩節目與美南
國際電視55.5 頻道同步播出﹐登陸
Youtube官方網站﹐搜索 itv Houston
55.5 Live即可收看﹒

有關美南國際電視
美南國際電視無線頻道, 於 2009 年 6 月 15 號正式開

播, 服務德州休士頓與奧斯丁的華人, 提供台灣台視
(TTV)﹑中視(CTV)﹑華視(CTS) 和大陸央視(CCTV)共四個
電視台衛星直播, 以及中港台三地精選的優質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每週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即時新
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
多元且豐富的節目. 週末節目採取國際走向, 有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 節目內容專業且多
樣化, 自開播以來, 華人與主流社會觀眾的佳評如潮.
美南國際電視的強大優勢: 無線電視收視戶, 無需任何設
定費或月租費.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的精采優質節目.發
射涵蓋範圍高達兩百英哩, 東至 Chambers County, 西至
Austin County, 北 至 Montgomery County, 南 至 Brazoria
County.

播出訊號範圍涵蓋五百萬人收視人口.節目類型豐富,
收視年齡層廣, 從年輕人最喜愛的韓劇, 到熟齡觀眾最愛
的古裝劇, 以及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旅遊及美食節目, 美南
國際電視最能滿足男女老少各種不同的收視需求.

美南國際電視Youtube 直播頻道

“奪寶奇兵5”不換演員
制片人不願走007路線

年度3D冒險巨制《絕命海拔》將

于11月3日以2D、3D、IMAX 3D和中

國巨幕全制式在中國大陸上映。今日

影片首度曝光珠峰英雄夏爾巴人特輯

，詳細介紹了夏爾巴人的工作內容以

及他們爲影片所做出的貢獻。

《絕命海拔》于珠穆朗瑪峰實景

拍攝，在拍攝過程中，攝制組需要徒

步到珠峰大本營，一路上就幾乎花了

兩周的時間。在這兩周之內，工作人

員還需將群補補給通過牦牛和搬運工

運送到大本營去。拍攝所需的食物和

燃料，這些差不多五噸重的裝備大部

分都由夏爾巴人搬運。

到達山上之後，夏爾巴人的工作

更加非常繁重。他們不僅要固定繩索

和搬送物資，給營地提供必需品，還

要協助攝制組完成各種各樣的工作。

參與《絕命海拔》電影拍攝的夏爾巴

人全部來自于一個叫下昆布的地區，

那裏是一個農村公社，在海拔三千米

左右。倪格馬· 多吉、普魯薩布、倪格

旺、拉卡帕、蓋吉……這一連串夏爾

巴人的名字，都深深烙印在主創人員

的腦海裏，因爲他們既是拍攝組的幫

手，也是主創人員的朋友。聯合制片

人大衛· 布雷西爾斯介紹：“夏爾巴人

是這部電影和這次征途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如果一定要說這座山屬于誰

，那就是屬于他們。他們是珠穆朗瑪

峰的一部分，是珠穆朗瑪峰神話的一

部分，他們是無名英雄，因爲他們做

著最粗重的搬運工作。”

據了解，夏爾巴人以“喜馬拉雅

山上的挑夫”著稱。現存約4萬人，主

要居住在尼泊爾境內，中國西藏境內

有約1200人。在每年攀登珠峰的旺季

，各大登山隊就會請夏爾巴人先行上

山修路。夏爾巴人在沒有任何裝備的

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架設全長達

7000米至8000米的安全繩。他們從海

拔5400米的大本營出發，到達珠峰頂

峰，只需要不到十個小時的時間，這

是一份艱苦卓絕的工作，只有夏爾巴

人能夠做到。這一神秘族群，是攀登

珠峰時的絕佳幫手，電影主創們表示

，沒有夏爾巴人，《絕命海拔》也就

無法成功完成拍攝，他們是攝制組最

難忘的朋友，也是電影《絕命海拔》

的幕後英雄。

《絕命海拔》將于11月3日以2D

、3D、IMAX 3D及中國巨幕全制式在

中國大陸上映。

《奪寶奇兵5》的制作消息一直未曾

間斷過，但是制作方盧卡斯影業卻一直

沒有確切的消息，也有報道稱《奪寶奇

兵》會走007的路線，換演員重啓。但

今天該系列的制片人之一弗蘭克· 馬歇爾

還對媒體表示：“現在關于《奪寶奇兵5

》有很多謠言，這部電影其實還沒啓動

，而且我也不希望看到由其他人來飾演

印第安納· 瓊斯這個角色。”

《奪寶奇兵》系列自1981年面世以

來，先後拍攝了四部，一直都是由哈裏

森· 福特飾演主角印第安納· 瓊斯博士，

導演始終都是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制片

人是喬治· 盧卡斯，這組鐵三角共同打造

了《奪寶奇兵》這套經典的冒險系列電

影。斯皮爾伯格在前些時候也表示有可

能會執導《奪寶奇兵5》，他的想法也是

哈裏森· 福特回歸，由此也可以看出哈裏

森· 福特難以替代的作用。

盧卡斯影業的制片人凱瑟琳· 肯尼迪

也對媒體表示：“《奪寶奇兵5》還沒正

式開寫劇本，一切說起來都爲時尚早，不

過我們也確實有過針對這個項目的討論，

至于瓊斯博士的人選，都還沒有定論。”

《絕命海拔》曝特輯
揭秘神秘族群夏爾巴人

謝霆鋒前妻張柏芝之前帶著兩

個兒子在加拿大居住，前陣子小兒

子發燒住院，讓謝霆鋒牽腸挂肚，

要求母子三人回香港住，更搬出4億

新台幣的教育基金利誘，但遭張柏

芝拒絕。

近日，張柏芝被曝下定決心回來

香港定居，而謝霆鋒一心想讓兒子回

港的原因不只為了自己，也為了喜愛

孫子的狄波拉。

據報道，為迎接兒子回來，謝霆

鋒老早已開始看房，七月初就豪擲約

新台幣2.1億買下西半山一戶豪宅，

就是為了方便狄波拉就近探望孫子。

傳謝霆鋒為方便母親看孫子

在香港買豪宅

舒淇通過微博曬出一張性感美照，並留言稱：“聽說最近流行結婚，剩

不。”

照片中，舒淇穿著抹胸露背拖地婚紗，大秀美背，並扭頭嘟嘴比剪刀手

賣萌。網友看到照片後紛紛留言“催婚”，“快結吧”、“祝你找到愛你的

那個人”、“女神好俏皮”、“美翻了”。

舒淇穿拖地婚紗大秀美背

嘟嘴比剪刀手賣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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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方力申1日以工
展顯關懷“愛心大使”身
份出席“第4屆香港食品
嘉年華”啟幕禮，小方也
有到攤位參觀還選購了一
個不用落油煮食的煲，正
好給他keep fit 時煮雞煮
魚，不用只吃白烚的食
物。
問他有否煮幾味給女

友鄧麗欣（Stephy）品
嚐？小方戲言：“哪有男
人去煮飯？其實也沒會不
會，我買個煲都是交給工
人！”又有否試過Stephy

的廚藝？小方笑說：“她
說她懂，但多數吃蛋糕
多，也是最好吃的！”比
起其他女仔整的蛋糕之
中，Stephy整的最好吃？
小方才補鑊說：“沒有
呀，是比起外邊吃過的最
好吃！”

Stephy亦爆小方近日
拍戲要赤祼上身，便不時
拍下照片傳給她看取笑他
很自戀，小方即自辯：
“這好正常，男人練出
shape來都想給人看，等
於女仔都着三點式啦。”
想女友認同自己？他笑言

也想的，因會想聽到真心
話和取得共鳴。而所拍的
赤祼上身戲，小方指是錢
國偉導演並與王菀之合作
的新片，該場是他赤祼時
給一班師奶偷看的搞笑場
面，也是拍攝前一星期才
操練。那女友看到照片有
何反應？小方說：“她沒
回應，她一向要求高，在
她口中我都不是太好，說
我不夠浪漫、不夠fit、可
能搵錢又不夠多，但這都
好是一種動力，好過每樣
都讚，這樣反而令個人會
飄，還是踏實點較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經常在
內地登台的趙雅芝，許久
未在羊城露面。1日，趙
雅芝攜老公黃錦燊、兒子
黃愷傑一家三口落地廣
州，為香港老友在穗成立
的品牌搖旗吶喊。
近年趙雅芝很少接拍

新劇，除了去年和汪明
荃、劉愷威等拍了TVB
劇集《風雲天地》後，暫
時都沒新的影視計劃。而

縱觀這兩年內地真人騷節
目的火熱，圈內許多一線
大咖都被吸引重新出山，
連封山多年的林青霞、朱
茵也一一去參加。昨日趙
雅芝被問及是否有真人秀
節目在接洽時，她坦言一
直有節目在接洽中，自己
也並不抗拒真人騷，像
《偶像來了》這樣的節
目，要是有邀請的話，也
會考慮。再問她是否考慮
一家三口參加真人騷？在

旁的黃錦燊幽默地插話
說：“他（黃愷傑）年紀
大了，我們不能帶他，要
是真去，節目名得改成
‘仔仔去哪兒’了。”此
話一出，引起現場笑語連
連。
此外，談及養顏秘

訣，趙雅芝稱遵循在什麼
樣的年紀維持什麼樣的心
態，又叮囑廣州的朋友應
該多下廚煲湯，生活才滋
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
京報道）“多一克溫暖”大型公益活
動前日在北京啟動。近日網絡播放量
破42億的電視劇《大漢情緣之雲中
歌》男主角杜淳親臨現場，並表示將
全程參與今年的“多一克溫暖”公益
捐贈活動。他說，電視中的演員來到
山區貧困兒童身邊，為他們送上御寒
衣物，跟他們一起玩遊戲，這對孩子
們來說或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此
外，近期因在《雲中歌》裡與An-
gelababy的吻戲，被網友調侃患上
“吻戲尷尬症”的杜淳坦言，拍吻戲
很緊張。
自嘲不是乖孩子的杜淳表示，能

為需要幫助的孩子出一分力是非常驕
傲的事情，這個習慣也會一直延續下
去。他希望大家能多動動手指，積極
參與虛擬點讚，將網絡的愛心化為現
實的溫暖。另外，除了物質上的幫助
外，大家還應給予山區的小朋友更多
精神上的關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因《跑男來了》爆紅的鄭愷
1日現身羊城為新片《前任攻略2》吆
喝，談及在戲中備受好評的“臀”
戲，鄭愷笑言：“這一路宣傳下來，
大家都關注我的臀部，這個口味也是
很重”。而一旁的導演田羽生則提醒
鄭愷說：“你忘了昨天那個要摸你的
女粉絲了嗎？結果你把她推給我了，
直到現在我的臀部都還隱隱作痛。”
鄭愷直言：“其實不只是女粉絲，我
還有很多男粉絲也愛我的臀部。”言
語至此，鄭愷也被自己逗笑，只好抿
嘴一笑。接着被問及，Angelababy近
期爆出和跑男的合照都是以素顏露
面，鄭愷則仗義地表示：“我一直覺
得Baby的素顏美過她的化妝”。
而萬眾期待的《跑男3》在延播

一周後，上周終於姍姍來遲浮出水
面，讓萬眾跑男粉絲心花怒放。而在
《跑男3》遲遲不露面的時候，鄭愷

和王祖藍也沒閒着，紛紛“投懷”另
一檔明星通告類大型綜藝節目《大牌
對王牌》，談及在真人騷節目中收穫
的名利，鄭愷卻調侃起自己來了，
“拍了那麼多戲，還不如放了一個
屁”。問及是否擔心真人騷節目走入
一種審美疲勞的趨勢中，鄭愷則認
為，有新的血液加入進來就會有新的
火花，對於新加盟的鹿晗，鄭愷大方
給出讚賞，要謝謝鹿晗帶來的新的收
視新高。

中新社電 演員鹿晗、
朱亞文1日搭檔亮相天津，
為剛剛上映的電影《我是
證人》助陣宣傳，兩人人
氣爆棚。

鹿日含朱亞文

天津谷戲

杜淳
為山區貧困兒童送暖

趙雅芝不抗拒參加真人秀

女友要求高小方視作動力 鄭愷讚Baby素顏美過化妝

■■鹿晗鹿晗、、朱亞文搭檔亮相天津宣傳朱亞文搭檔亮相天津宣傳。。

■■鄭愷鄭愷((右右))現身羊城為現身羊城為《《前任攻略前任攻略
22》》宣傳宣傳。。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杜淳將全程杜淳將全程
參 與 今 年 的參 與 今 年 的
““ 多 一 克 溫多 一 克 溫
暖暖””公益捐贈公益捐贈
活動活動。。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早年曾與方力申傳緋聞的阿嬌，台上雖與小方
女友鄧麗欣（Stephy）站中央，但二人全程零

交流，Stephy反而在後台與曾取笑她老的吳若希自
拍合照留念。
由於蔡卓妍（阿Sa）有工作在身未能到來，

Twins只有阿嬌單拖出席，阿嬌對得獎甚為開心，
說道：“Twins都有4年沒有出新歌或MV，對上一
次已是《3650》的時候，而且今次MV非常講究，
請了台灣名導來拍攝，佈景和服裝都落重本。”

提到有份獲獎的前緋聞男友Juno沒有來，會否
是因怕尷尬避開阿嬌，她說：“不會，他來不來關
我什麼事，見到都會Hi，已很久沒聯絡，他不是要
玩自閉嗎？”對於Juno近期的前衛造型惹來熱話，
阿嬌笑言沒見到真人，但在報章上也認到他。至於
Twins演唱會準備情況，阿嬌透露仍在訓練中，笑
問她會否表演初出道時的側手翻，她說：“真的要
嗎？（是集體回憶？）我會叫Mani（經理人）一齊

打，大哥吳雨就跳火圈，他說過沒問題的。”

Stephy爆小方很自戀
首次執導MV即獲獎的Stephy表示，MV中露

背的情節是她的構思，問到男友方力申有沒有看過
MV，她說：“應該有吧，我不會迫人做不喜歡的
事，他不願意看也沒辦法。”Stephy又稱小方很自
戀，常裸露上身自拍，然後傳相片給她看。提議下
次可找小方來演出她的MV，Stephy說：“幾年前
都合作過拍MV，當時是由他做導演、我做編劇，
結果火藥味好重，不可以兩個人都話事。”
日前有報道指吳若希“頂爛市”，與鄭俊弘一

同商演的價錢只收25,000港元。吳若希反問道：
“大家信不信？我一直很滿意公司幫我接工作的價
錢，這些新聞只是沒話題找東西來寫。”問她不怕
影響到客戶時，她說：“報道是給行外人看，行內
人知道價錢只會當笑話。”

JunoJuno 怕 尷 尬 避 席怕 尷 尬 避 席 ？？

阿嬌阿嬌笑對方笑對方

玩自閉玩自閉
Juno 怕 尷 尬 避 席 ？

阿嬌笑對方

玩自閉
■ Twins 得

獎，但因阿Sa有
工作在身未能到
來，只有阿嬌出

席。

■阿嬌與Stephy在台上全程零交流。

■Stephy與
曾取笑她老
的吳若希自
拍。

■■張紋嘉和吳業坤張紋嘉和吳業坤
當晚喜獲獎項當晚喜獲獎項。。

■Juno當晚沒
前來領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Twins、吳

若希、鄧麗欣與周國賢等歌手10月31日

晚出席《香港流行音樂MV頒獎禮》第

一季季選。阿嬌鍾欣潼單拖出席，

有份獲獎的前緋聞男友麥浚龍

（Juno）卻沒有來，阿嬌

不信對方是因怕尷尬而

避席，更打趣笑

說：“他不是

要 玩 自 閉

嗎？”

美南版■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自今年7月黑龍江省小南山遺址正式獲批展開
發掘以來，已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時代文物，其中包
含大量珍貴玉器，部分玉珮飾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極
為罕見。近日，參與此次考古的專家又發現一個重
要遺蹟，稱該遺址疑似“高等級墓葬”。

小南山遺址在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饒河縣境
內，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東部的舊石器時代人類活
動遺址，也是黑龍江省出土玉器最多的遺址。截至
目前，共發現一座古代房址、若干石堆遺跡，出土
了一批玉器、石器和陶器，初步確定小南山遺址至
少應該包含距今兩個時期的文化遺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心者 黑龍江報道

教師復原諸葛連弩
連發10箭
射程超70米

兩地生廣州歷奇 細品嶺南文化

黑龍江小南山遺址現新石器文物黑龍江小南山遺址現新石器文物三國時期，蜀國的諸葛亮製作了一種連
弩，被稱為元戎弩。史書上，諸葛連弩

有“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
寸，一弩十矢俱發”這22個字的記載，但缺乏
實物乃至圖像等方面的物證。後來，大發明家
馬鈞欲對其進行改進，使之成為一種五十矢連
弩，但是因為生產很複雜，所用的箭矢也必須
特製，所以沒大量生產，後失傳。

以史為據 多方論證
高飛閱讀了《三國志》等大量關於此的歷

史文獻，他發現單純依靠記載，可以復原出各
種各樣的連弩。“當今被世人所認定的豎立箭
匣式諸葛連弩，出土於明代，最多算是明代
弩。”高飛解釋，其沒有瞄準功能，弓箭上膛
也比較費事，加之著名發明家馬鈞對諸葛連弩
的言論等多方面論證，原版諸葛連弩應該是水
平箭匣樣式，可以瞄準射擊的。
據此，高飛開始復原原版諸葛連弩。復原

過程難度很大，木料、金屬等原件的手工製作
均不好掌握。懷着對科學的熱愛，高飛一直堅
持着，他自掏腰包購買工具，還將微積分等多
門知識運用於製作過程中，終於讓他成功復原
了第一把諸葛弩。該弩機部件大多是木質的，

只有小部分零件為鑄鐵，箭也是用鉛筆改裝，
只是換成了鐵質箭頭，跟史書記載一樣長八
寸。
記者試射發現，高飛所復原的這把諸葛連

弩可以連續拉動弓弦發射10支箭，射穿70米
開外的泡沫板，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器。因此，
高飛並不讓學生們觸碰它們。當學校老師與學
生們看到高飛復原的諸葛連弩之後，個個都被
震撼了，不少學生也因此喜歡上了科學。高飛
說，復原過程當中，盡可能的“接近歷史”是
他最遵循的原則。如果用今天的技術來製作諸
葛連弩，它將會更加科學精準。

由廣州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舉辦的粵港青年
城市歷奇活動10月31日在廣州進行，40餘名粵
港大學生在工作人員帶領下以探尋遊戲的方式穿
過廣州許多大街小巷，對嶺南本土文化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當天的活動將40餘名粵港大學生分成5個小

組，以競技遊戲的方式進行活動，學生們在廣州
市文明路、北京路等歷史文化建築眾多的街巷進
行尋找特殊標誌和道具的遊戲任務。帶隊的助教

人員還帶學生們品嚐了老西關瀨粉、缽仔糕等老
廣州特色美食。

由於當天正好是萬聖節，下午負責人還組織
學生們進行了分組變裝表演，並進行現場評分，
這種中西文化交融的活動方式得到了兩地學生們
的一致好評。
活動策劃者林泳堅表示，由於粵港青年人缺

乏相互了解，所以選擇這種類似當下熱門綜藝節
目的方式，將參與活動的粵港學生交叉分組，通

過遊戲方式，讓兩地學生可以互通文化交流。在
活動結束後的分享會上，參與活動的香港大學生
們均認為在當天的活動中受益匪淺，尤其是理解
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廣州新家園社會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冼浩倫告

訴記者，此次粵港大學生活動是首次以這種遊戲
的方式進行，挑選了專業的機構策劃，效果也超
出預期，近期還會考慮再組織這種形式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小南山遺址發掘現場小南山遺址發掘現場。。 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香港文匯報黑龍江傳真■■高飛試發諸葛連高飛試發諸葛連
弩弩，，可連發可連發1010箭箭，，
並射穿並射穿7070米開外的米開外的
紙箱紙箱。。 中新社中新社

貴族學校風潮已經吹向學齡前兒童，曾以最貴
學校入駐上海的惠靈頓公學，目前已經決定在上海
開設幼兒園，面向2至6歲的中國內地生招生，學
費一年18萬元（人民幣，下同）起，預計明年3月
正式開學。
據悉，與前幾次只招外籍學生不同，此次開設

的“前灘惠靈頓雙語教育項目”將內地學生納入招
生範圍，第一階段是開惠靈頓（上海）雙語幼兒中
心，預計明年1月竣工，3月正式開學。之後還會
成立包括小學和中學的9年一貫制的民辦雙語學
校，預計2017年招生，學費則高達20萬元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滬貴族幼園明年開學年費滬貴族幼園明年開學年費1818萬萬

記者近日了解到，寧夏青銅峽市文物部門對全
市境內長城遺址樹立文物保護界樁250個，亮明了
境內68公里長城牆體、34座烽火台、3座關堡的文
物保護範圍界線。
據了解，青銅峽市境內的明長城是第五批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明朝成化年間，後經歷
年增建、修葺，形成以牆體、敵台、烽火台、關
堡、壕塹等構成的軍事防禦體系。該市境內的長城
牆體、烽火台等分佈範圍廣，實施保護難度較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 寧夏報道

寧夏青銅峽立界樁護明長城寧夏青銅峽立界樁護明長城

2013年起，甘肅蘭州市外國語中學青

年生物教師高飛，就開始着手復原諸葛連

弩。兩年後，他成功復原、改良出四五種樣

式的諸葛連弩。其中一款，原弩機的箭匣由

豎立設計成了橫向，也增加了瞄準部件，可

以連續拉動弓弦發射10支箭，射穿70米開

外的泡沫板。“通過研讀史記及多方論證，

我發現橫向箭匣的設計才是最接近原版諸葛

連弩的，而豎立箭匣的設計確切來說是明代

弩。”高飛說。 ■中新網

■■高飛復原的諸葛高飛復原的諸葛
連弩連弩。。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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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團歐洲團
* 西歐五國10天
* 瑞捷奧匈10天
* 義大利蔚蘭海岸12天
* 歐洲十國17天
* 西歐及義大利17天

www.tmttravel.www.tmttravel.comcom

713-772-7570
7001 Corporate Dr. #303 Houston TX 77036

世界各地遊輪世界各地遊輪
* 阿拉斯加豪華遊輪熱賣中

5月至9月出發
* 加勒比海4/5/7天
* 阿拉斯加7天
* 地中海7天
* 夏威夷7天 亞洲各地旅遊團亞洲各地旅遊團

* 日本順道關東/關西團
* 中國旅遊團
* 東南亞旅遊團

美國精華團美國精華團
*美東5/6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加東6/8天豪華團(買二送一）*美西精華4-10天團（買二送一）*黃石公園7天團(買二送一）*加拿大洛磯山7天團(買二送一）*夏威夷4-7天團*佛州迪斯尼4-8天團

Email: tmtvacation@yahoo.com

直銷店

千里行旅遊千里行旅遊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快捷旅遊快捷旅遊快捷旅遊
專線電話 : (713) 777-1717

ASAP Travelwize
www.asaptravelwize.com

˙$49 8天江南遊（全年放行）
˙$99 8天北京承德天律皇家御景團（新）（特價）
˙5/4 11天九寨溝﹑峨嵋山﹑張家界之旅
˙5/28 7天黃石公園（有買二送一）
˙6/8 6天美東豪華遊（有買二送一/二）專人帶團
˙不同天數美東﹑美西﹑夏威夷團(有買二送一)
˙各大城市機票＋酒店套餐
˙代理各大遊輪公司及4.5.7天歡樂遊輪由蓋文斯
頓港出發
＊ ＊機場接送服務﹐待客以誠﹐服務至上

專辦本地特色團﹑遊輪﹑各地旅遊團﹐代辦簽證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4月30日之前付錢減$20元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399上海往返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 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 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機票
震撼價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星期日 2015年11月1日 Sunday, Nov. 1, 2015 星期日 2015年11月1日 Sunday, Nov. 1, 2015

責任編輯：沈玉蓮

劇叶大漢情緣之雲中歌曳正在熱播遥昨
日袁Angelababy首度正面回應網友對其
演技的質疑袁不僅謙虛表示野所有聲音
都會接受冶袁更是不斷鼓勵自己院野一直
在摸索袁一直在改進中遥冶昨日接受記者
採訪回憶起兩年前的電視首秀袁Ange鄄
lababy感嘆留了些遺憾袁更是自曝雲歌
就是另一個自己遥

野站上婚禮紅毯袁特緊張冶
自出道以來袁Angelababy的身邊總

是不缺乏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袁而兩年
前拍攝的叶雲中歌曳袁再度將 Angelababy
置于風口浪尖遥不少網友對 Angelababy
的電視首秀給予超高期待袁導致該劇播

出之後袁嚴苛的觀衆對 Angelababy的表
現比較失望袁但仍有不少原著黨對 An鄄
gelababy的演技嚴謹要求袁期待她能呈
現出最完美的 野雲歌冶遥接受記者採訪
時袁Angelababy態度謙虛之餘也在不斷
鼓勵自己院野所有的聲音我都會接受袁畢
竟人無完人袁演戲我也是在一路摸索袁
這次是我第一次演電視劇袁肯定有很多
不足袁但是我也在努力改進中遥冶

自曝野雲歌對我來説袁就是壓力冶
叶雲中歌曳在兩年前就已經拍攝完

成袁但因種種原因未能按時上星播出袁
差一點就與觀衆錯過袁如今該劇的播出
就已經讓觀衆們感嘆院野能在電視上看

見就已經很感動了遥冶劇中 Angelababy
的多款百變造型袁讓觀衆看得眼花繚
亂袁無論是帥氣瀟灑的騎馬裝扮尧可愛
調皮的乞丐裝扮袁還是養眼十足的緑羅

裙尧唯美動人的白衣漢服袁都讓觀衆看
得驚喜不斷遥接受記者採訪時袁Ange鄄
lababy 感嘆曾留下了一些遺憾院野兩年
里也成長了不少袁我覺得如果重新再演
繹一次應該會有不同的心境袁也會有不
同的詮釋袁雲歌對我來説就是壓力遥冶

分享野眞正站在紅毯上時袁特緊張冶
劇中的雲歌性格有很多面袁天眞善

良尧爲人熱情袁對待愛情眼睛里也是揉
不得沙子袁從叶雲中歌曳開播至今袁不少
觀衆對雲歌不矯情不做作的性格點贊袁
更有網友留言道院野喜歡雲歌袁作爲劇中
的靈魂人物袁性格完全不矯情袁也沒有
一般女主角的傻白甜袁眞是太難得了遥冶

歌就是另一個自己院野我們對愛情都很
執着袁對於承諾這個很看重袁所以還是
很能夠理解雲歌這個角色的遥冶不久前袁
Angelababy 與黃曉明攜手邁入人生新
階段袁甜蜜大婚的場景一度刷屛袁圈內
明星的祝福轉發更是佔據了娛樂圈的

野半壁江山冶遥Angelababy仍然激動地熱
淚盈眶院野其實拍過不少結婚的戲袁但在
自己婚禮上的心境還是很不一樣的袁之
前一直覺得拍過這么多結婚的戲了袁自
己結婚肯定不會緊張遥但當我眞正站在
婚禮紅毯上的時候特別緊張袁看着黃先
生向我走來袁許下承諾袁那個時候還是
眞的忍不住流淚遥冶

回应“第一次演电视剧，有很多不足”
由 Angelababy渊楊

穎冤尧杜淳尧陸毅尧包貝
爾等演員主演的古裝

Angelababy 透露非
常慶幸可以和雲歌

結緣袁更是自曝雲

中新網北京 10月 27日電 (宋宇晟)
今日袁電視劇叶莽荒紀曳在北京啓動遥製片
方天悅東方 CEO林正豪在活動中透露袁
該劇中的演員將是一個野高顔値尧小鮮肉
團隊冶遥

據介紹袁電視劇叶莽荒紀曳改編自起
點文學網作家野我吃西紅柿冶創作的古典
仙俠小説遥

數據稱袁該網絡小説擁有讀者粉絲
近億遥原著小説中的時代設定爲盤古開
天闢地直至三皇五帝後袁紀氏部落領主
之子紀寧天賦秉然尧功夫超群袁卻慘遭滅
族之災袁少年紀寧開啓了復仇之路遥

談及選擇製作該片的原因時袁林正

豪表示袁當下互聯網用戶的習慣有別于
傳統的電視觀衆袁但這種差別也並非顛
覆性的改變遥他希望袁這部改編自網絡小
説的電視劇能夠成功吸引那些具備互聯

網用戶習慣的觀衆遥
在林正豪看來袁電視劇叶莽荒紀曳正

適合這種互聯網習慣遥野它融合了東方尧

西方的各種元素袁同時也具備宏大的世
界觀遥冶他還表示袁片方將借鑒美劇季播
模式結構袁打造具有電影品質的電視劇
叶莽荒紀曳遥事實上袁小説叶莽荒紀曳共包括
七部尧刋行十二冊袁這正符合季播模式的
結構遥

同時袁林正豪還指出袁當下影視劇中
的英雄多是像超人那樣的西方英雄或是

像孫悟空那樣的中國傳統神話里的英

雄遥他希望袁電視劇叶莽荒紀曳能夠打造
野當下時代的尧中國的英雄冶遥

此外袁林正豪表示袁該劇的演員陣容
將會在 12月公佈遥不過他也透露袁劇中
演員將是一個野高顔値尧小鮮肉團隊冶遥

"莽荒纪"演员公布 是小鲜肉

如今的電視劇很多都像快消品一

樣袁粗制濫造袁靠噱頭靠撒狗血提高收視
率袁這種劇成不了經典也流傳不下來遥眞
正好的電視劇是禁得起時間考驗的袁能
夠影響一代人袁幾十年後依然被觀衆記
住袁時不時還會拿出來重溫遥二十五年
前袁有一部叫叶渴望曳的電視劇創造了萬
人空巷的收視神話袁觀衆隨着主人公的
命運一起哭一起笑袁好幾戶鄰居擠在一
台 14寸的黑白電視機前一起看袁也記住
了野悠悠歲月袁欲説當年好困惑袁亦眞亦
幻難取捨袁悲歡離合都曾經有過袁這樣執
着究竟爲什么......冶這首經典的歌袁想來
滿滿都是回憶遥二十五年很長袁很多人和
事都已經淡忘了袁但在一代人甚至幾代
人心目中袁叶渴望曳還是有它的位置袁還能
記起那些熟悉的角色名字嗎袁那些牽動
我們感情的主人公們現在過得還好嗎钥
下面和南唐一起扒扒渴望 13位主要演

員的現狀吧遥
二十五年過去了浴扒扒叶渴望曳13位

主演之生存現狀

張凱麗 飾 劉慧芳

在叶渴望曳里最出彩最讓人印象深
刻的角色就是野劉慧芳冶了袁她的身上體
現了中國女性幾乎所有的有點袁勤勞尧善
良尧淳樸尧賢惠遥野劉慧芳冶的扮演者張凱

麗也憑藉這個角色被媒體和觀衆稱爲

野國民媳婦冶袁同時拿到了金鷹奬的野最佳
女主角冶遥叶渴望曳之後袁張凱麗並沒有趁
熱打鐵袁直到 96 年主演的一部電影叶軍
嫂曳才重新收穫好評遥2005年袁張凱麗和
孫松再度合作袁主演了電視劇 叶非親兄
弟曳袁一部催淚的好劇遥近年來袁張凱麗轉
型成爲熒屛的野媽媽專業戶冶袁參演了叶咱
們結婚吧曳尧叶裸婚時代曳尧叶閃婚曳尧叶新戀
愛時代曳等多部收視熱劇袁演技深受觀衆
肯定遥已經年過 50的凱麗姐袁去年參加
了芒果台的叶花兒與少年曳第一季袁今年
又和鍾漢良等一起參加了中國版的 叶我
去上學啦曳袁大喇喇的性格和野少女心冶得
到很多年輕觀衆的喜愛和支持遥

張凱麗家庭很幸福袁有一個 19歲
的漂亮女兒袁在國外讀高中遥不得不感嘆
從前的野國民媳婦冶眞是越活越年輕越活
越漂亮遥

扒扒《渴望》13位主演现状

叶神犬小七曳近日正在熱播袁相較于
起步較早的好萊塢袁近年袁動物演員在
內地影視圈也逐漸嶄露頭角袁相關影視
劇以及培訓尧經紀行業更是隨之火熱遥
據透露袁明星級的動物演員袁參與影片
的片酬甚至高達 6位數遥

銀幕上個個都是演技派

近年來袁內地銀幕尧熒屛上袁動物演
員常常以演技派的姿態亮相遥前有叶狼
圖騰曳中桀驁不馴的狼演員尧叶心花路放曳
中戲份十足的小狗果汁袁在近期湖南衛
視熱播的叶神犬小七曳中袁拉布拉多犬小
七更被不少觀衆稱讚爲實力演技派袁認

爲它不僅通人性袁還會和小朋友一起捉
賊袁各種活靈活現的賣萌表現讓人忍俊
不禁遥

片酬最高可達六位數

隨着越來越多動物演員進入影視行

業袁動物經紀人也應運而生遥
擔任動物經紀人的動物培訓師李

波吿訴記者袁按照場景尧拍攝任務的不
同袁動物演員的片酬會有所起伏袁野如果
是像駱駝尧鷄尧豬等不是寵物類的動物演
員袁費用會更高袁因爲需要投入更多時間
訓練遥冶
對於動物明星進入娛樂圈是否也會

看基因尧外貌的問題袁何軍説袁的確有很
多品種優良的動物得到了劇組的靑睞袁
但也不乏特例遥

动物上银幕成演技派明星

10 月 28 日袁
阿里影業在北京

正式啓動全球靑

年電影人發掘行

動遥該項行動以聚
合産業資源尧扶持
年輕力量袁打造電
影産業新業態爲

目標袁通過一線電影人委培生等形式
在全球範圍內發掘並扶持靑年電影

人袁阿里影業作爲發起方袁未來三年
將投入 10億元人民幣袁保障全球靑
年電影人發掘行動順利實施遥

阿里影業此次發起的全球靑年

電影人發掘行動袁面向全球範圍年齡
45歲以下的電影從業者 渊包括不限
于導演尧編劇尧製片尧演員等冤袁項目統
稱爲野A計劃冶袁其含義是爲全行業發
掘尧培養最頂尖的 A級人才遥A計劃
由一線電影人委培生尧8090 喜劇工
場尧全業態孵化聯合體以及 10億元
專項基金等四個部分構成遥

首先是一線電影人委培生計

劃遥阿里影業與合作夥伴將陸續開
放旗下的影視項目袁靑年電影人經報
名選拔後可進入項目組袁作爲重量級

導師的特別助

理工作遥委培生
計劃首期亮相

的三位導師分

別是袁第 77 屆
奧斯卡最佳特

效導演奬得主

安東尼窑拉莫里
納拉文尧好萊塢知名導演蘭尼窑哈林
和中國知名導演張一白遥

阿里影業 CEO張強透露袁委培
生計劃並不限于導演崗位袁通過合拍
片來培養靑年電影人將是阿里影業

重點方向之一遥張強指出袁美國漫威
電影的成功表明袁動漫是電影工業體
系的核心支柱之一袁可以不斷孵化
IP袁野阿里影業要打造這個 IP孵化體
系袁核心其實是孵化新一代電影動漫
人才遥冶
全業態孵化聯合體是一個開放

的機構袁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合作夥伴
參與進來袁孵化優秀的靑年電影人和
影視項目遥此外袁阿里影業還宣佈投
入 10億元專項基金袁在未來三年內
用以 A計劃的 IP孵化袁影片製作尧
宣傳發行尧人才培養尧成立工作室等遥

阿里影业“A计划”
培育青年电影力量

阿里影業

CEO張強
中新網北

京 10月 28日電
(記者 張曦 )28
日袁阿里影業在
北京啓動全球

靑年電影人發

掘行動袁並宣佈將與第 77屆奧斯卡
最佳特效導演奬得主安東尼窑拉莫
里納拉文尧好萊塢知名導演蘭尼窑哈
林和中國知名導演張一白合作遥

據阿里影業相關負責人介紹袁
此次全球靑年電影人發掘行動袁面
向全球範圍年齡 45 歲以下的電影
從業者 (包括不限于導演尧編劇尧製
片尧演員等)袁項目統稱爲野A計劃冶是
爲培養最頂尖的 A級人才遥

同時袁阿里影業與合作夥伴將
陸續開放旗下的影視項目袁作爲重
量級導師的特別助理遥不過袁阿里影
業 CEO張強透露袁委培生計劃並不
限于導演崗位袁通過合拍片來培養
靑年電影人將是公司未來的重點方

向之一遥

値得一提

的是袁負責挑選
委培生計劃首

期導師分別是袁
第 77 屆奧斯卡
最佳特效導演

奬得主安東尼窑
拉莫里納拉文尧

好萊塢導演蘭尼窑哈林和中國導演
張一白遥

另外袁鑒於今年動畫和喜劇電
影的大賣袁阿里影業今天也表示將
重點在這兩個類型上面佈局遥CEO
張強指出袁美國漫威電影的成功表
明袁動漫是電影工業體系的核心支
柱之一袁可以不斷孵化 IP袁野阿里影
業要打造這個 IP孵化體系袁核心其
實是孵化新一代電影動漫人才冶遥

在喜劇電影方面袁張強坦言阿
里影將聯合多家機構袁發掘並培養
導演尧編劇尧製片尧演員等多方位的
優秀靑年人才袁野先拍攝網劇袁通過
邊拍邊播的模式得到觀衆反饋並不

斷修正袁發現表現突出的喜劇人才袁
再提供拍攝院線電影的機會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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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沒有任何褒眨，只是
一個單純的直述題，因為 「康熙
來了」不僅是電視台金銀礦，更
是製作人王偉忠這10年綜藝命脈
，也是他綜藝王朝的一條脊椎骨
，他從 「康熙」前後，陸續做出
許多叫好叫座如 「大悶鍋系列」
、 「超級星光大道」、 「大學生
了沒」、 「國光幫幫忙」，當然
還包括從 「康熙」衍生出來的
「娘娘駕到」、 「麻辣同學會」

，加一加超過20個不同型態，足
足一整個王氏綜藝王朝。

但 當 「康 熙」緣 盡 情 了 ，
「偉忠王國」未來還剩下什麼？

王偉忠在綜藝圈的地位崇高
，幾十年前，他從 「連環泡」一
路製造出許多綜藝圈閃亮明星，
更多膾炙人口叫好叫座的節目。

這 20 年，檯面上，從幕前的
大小S、阿雅、大小炳、黑人，廣
納人才成了 「偉忠幫」；檯面下
，從詹仁雄起培養出許多出色幕
後人才，枝繁葉茂，創造出其他
各形各色節目分布各電視台，建
立起幾乎可以呼風喚雨的綜藝

「偉忠王朝」，
勢力大到撐起半
邊綜藝圈，寫下
一頁傳奇，大陸
更派人來研究他
的功績寫成一篇
篇評論 「分析這
人的到底有何魅
力。

如今台前藝人
約滿走光，台後
人才也出走離開
，旗下大將詹仁
雄更自立門戶，
開了自己的公司
，試著去創造網
路傳奇，台上燈
陸續滅了，工作
人員收道具走人
，空氣只剩寂靜
。這不是王偉忠
一人的困境，也
是整個綜藝圈正

在面臨的問題，
當最後一個金雞
母隨蔡康永離開
打烊，王偉忠雖
豁達說： 「我今
年都 60 歲(其實是
58 歲)了，什麼大
風大浪沒見過，
這些狀況，我可
以接受。」但這對他、對所屬公
司。無疑一大打擊。

前個禮拜，我跟在綜藝圈也
能呼風喚雨的超級經紀人吃飯，
她是廣告天王、綜藝天后的經紀
人，但更早之前，她擁有一整個
頻道，喊水可以結凍，後來電視
台轉手，於是她停下腳步，靜思
如何創造下一個傳奇。

我無法忘記她眼神飄遠，悠
悠地說， 「綜藝圈已經不是當年
那個時空了，如果還是由我們那
一代的製作人去想節目，做出來
的東西，現在的觀眾不會喜歡了
。」她很認命的接受世代交替，
當然還沒放棄做節目，不過她認
為唯有找到一個不同思維的，能
跳出如今既有的模式的不世奇才
，電視圈才有救，但那個年輕、
能擁有新的想考模式、有才，對
娛樂懷有無比理想的人在哪？她
說： 「還沒出現，我還在等待。
」

另一個時空， 「綜藝坦克」
王鈞慶祝60大壽，全場祝福聲裡
，他旗下大將焦志方的賀詞竟然
是 「王大哥，其實可以退休享享

清福了。」他這話一出，身邊好
友嘴巴全張得老大，不知他為何
會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來，焦
後來解釋： 「王大哥這些年很辛
苦，我只是希望他別那麼操勞，
沒有惡意的。」

王鈞是綜藝五大製作人之一
，所屬公司過去製作出許多張菲
、澎恰恰、許效舜的叫好又叫座
的節目，但他坦言，近年他已把
工作都交給下面的製作人， 「電
視圈這麼蕭條，連我自己都已很
久不做節目了。」他憂心人才沒
進來的角度，深怕未來交棒時無
人可接，這些年，他在公司比較
像顧問的角色，也許跟那超級經
紀人一樣，在等幾個突然冒出來
的人才創造新的綜藝時代。

不是現在的人不好，是大家
都被這個環境拖住，亂世是造英
雄的時代，但英雄遲遲沒有出現
。

五大製作人，還包括了黃義
雄、王偉忠、郭建宏和薛聖棻，
在綜藝圈裡各擁一面山頭。黃義
雄在電視圈已超過40年，前兩年
拿下金鐘獎 「特別貢獻獎」，對

綜藝圈貢獻極大，他常會看了報
紙，打給撰文記者不絕述說自己
的理念，最常憂心忡忡談到的就
是人才青黃不接， 「這圈子沒有
人接棒做下去該怎辦？」，五大
製作人中，唯有薛聖棻，為了讓
自己想法跳脫窠臼，赴大陸去做
了一季選秀節目，當他破舊迎新
，一切打掉重練後會如何放光芒
，大家仍等著看。

電視圈其實求才若渴多年，
王偉忠當年天時地利人合的遇上
了想法脫俗的蔡康永配上小S，於
是熱鬧了12年，如今因為蔡康永
的決定，閃亮的霓紅燈要拔下插
頭了，王偉忠曾感慨地說： 「我
已見證過電視圈最風光的時代，
到這年紀了，想做的是，怎把目
前的人，安全帶往下一個時代，
其他不重要了。」

回到文章初始的問題，沒了
「康熙」，王偉忠還剩下什麼？

綜藝圈還剩下什麼？上一代經過
輝煌的製作人們，還需要再等下
一個奇蹟出現，等多久？這是一
個目前沒有答案的無奈題。

康熙康熙結束之後結束之後
王偉忠還剩什麼王偉忠還剩什麼？？

孕事也曾經被早洩
阿雅懶找抓耙仔

大 S 不滿孕事遭媒體早洩，認為報導破壞
懷孕未滿3個月不能說的禁忌，姐妹淘阿雅31
日為中天新節目 「雅典納轟趴」拍宣傳照，回
憶當時她懷孕也是先被媒體破哏，問她是否好
奇誰是 「抓耙仔」？她無奈回： 「就已經被知
道了，還能怎麼辦呢？我覺得現在孕婦的心情
和健康比較重要。」認為找出洩密者已無意義
。

阿雅和納豆代班主持 「康熙來了」創造出
高收視，當時網友戲稱兩人組合配上陳漢典，
可以組成 「雅典納」開新節目，如今 「康熙」
即將喊停，3人果真搭檔主持新節目 「雅典納轟

趴」，但並非接替 「康熙」時段，而是在每周
六日晚間10點播出，阿雅則笑說已經敲小S通
告： 「但她說要先看第一集長怎樣，再決定要
不要上。」

大 S 被爆懷第二胎，阿雅坦言也是看新聞
才知道： 「這還是我媽告訴我的，也希望大家
能多給她空間。」同是大S好友的黑人31日出
席 「上班這黨事」粉絲簽書會，被問及此事也
表示： 「我是看報紙才知道她懷孕，目前還沒
跟她通過電話，想說還是要體諒她心情，暫時
先不要打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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