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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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88

CCC111

休城社區
休城讀圖

Office for RentOffice for Rent

請電請電: Angela: Angela
281281--983983--81608160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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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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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二十年安裝經驗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全場
$25元起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誠銀行右側） 微信號：haishenguoji

經營各種野生淡幹海參：
阿拉斯加紅參，墨西哥肥仔刺參，
美國八角參，北極參，珍稀腰參等。
所有海參以出廠價批發，以批發價零售。

海參國際

全美包郵全美包郵；；直郵中國直郵中國

美國野生海參廠家直銷 歡迎代購和團購歡迎代購和團購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網址網址：：www.haishenguoji.comwww.haishenguoji.com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相慈報導黃相慈報導

熱門賞燈景點 持續閃耀至新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聖誕節即將
來臨，若不想每年都過的一成不變，來個特別
的佳節驚喜，不如試著給聖誕老人寫封信吧！
加拿大郵局提醒，想收到聖誕老人愛心卡片祝
賀的小朋友們，盡快在平安夜前投遞，錯過又
要再等上一年了。

「HOHOHO，Merry Christmas！」聖誕節
除了闔家團聚，同時也是兒童的快樂天堂。
「聖誕郵局」於70年代創立，歷時已40年，但

卻是近幾年來才開始廣為流傳。為了遙寄聖誕
老人遙寄最親切的問候聲，給予孩子期待的溫
馨大禮，聖誕郵局每年提供接受聖誕信件服務
，以聖誕老人名義，回信給小孩們，讓各地孩
童們，可有個最難忘的耶誕回憶。

聖誕郵局主要由德國創始，陸續在芬蘭、
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與英美文化國家等處運
行，大多數由當地的郵政機構營運。每年絕大
多數信件來自兒童，這是最好時機向聖誕老人

許願，要求玩具、糖果或其他物品；也有的小
孩會在信件中畫圖，表達和平、健康、學業進
步和家庭美滿等非物質願望。對許多成人來說
，也可藉由史方式向遠方的親朋好友傳遞聖誕
祝福，也有的人認為聖誕郵局的耶誕郵票和郵
戳具視覺美觀及意義，作為收集目的。

民眾郭太太表示，不少人都不相信真的會
收到回信，但她的女兒就真的收到聖誕老人的
回信， 「滿滿的文字內容，文章前有打印的手
寫體，後面又有特別註明(PS)，還有真人手寫字
體」，這樣的聖誕卡片回應，Ellie吳說，女兒
收到開心得不得了，表情非常興奮。

家住盛安東尼奧的 Ellie也說，去年小姑到
芬蘭遊玩，也請當地聖誕村的聖誕老人寫信給
女兒，原以為只是玩笑話，沒想到女兒真的收
到一大型包裹，當天陪她拆包裹時，她永遠都
計得孩子臉上的笑容， 「這比買什麼昂貴的禮
物都有意義多了」。

不過想寫信的
小朋友要注意了，
郵政人員表示，往
年郵局年底假期季
投送的郵件高達百
億件，寫信給聖誕
老人的信件也超過
百萬件，大部分聖
誕郵局回覆信件免
費，但也有少數需
附回郵信封，建議
民眾把回信地址詳
細填妥，聖誕郵局
使用多種語言，可
用中文書寫。

加拿大郵政局
建議，有興趣的民眾，只需在地址欄上寫Santa
Cluas，North Pole，HOHOHO，Canada，附上

回覆地址，投入郵箱即可。

【本報訊】家家戶戶點起璀璨聖誕燈火，是冬季不可錯過的美景，趁著聖誕新年長假期，休士頓民眾前往大休士頓地區多個著名聖誕街區朝聖：包括首屈一指人氣免費賞燈熱點樹河區(River
Oaks)與人氣Woodland Heights社區近期都吸引車潮人潮聚集，感受繽紛聖誕光之饗宴。燈飾閃耀將持續至新年過後，還沒朝聖的民眾趕快前往，不要錯過了。

著名賞燈景點橡樹河區路樹纏繞著名賞燈景點橡樹河區路樹纏繞
萬盞燈泡萬盞燈泡，，美不勝收美不勝收。。

簡單的紅綠色系裝飾簡單的紅綠色系裝飾，，也可讓也可讓
人感受聖誕新年氣氛人感受聖誕新年氣氛。。

Woodland HeightsWoodland Heights社區家家戶戶前庭後院社區家家戶戶前庭後院
都用心布置都用心布置，，相當溫馨可愛相當溫馨可愛。。

五顏六色的繽紛裝飾五顏六色的繽紛裝飾，，非常搶眼非常搶眼。。

薑餅人和聖誕花圈是過節不可或缺的主題布置薑餅人和聖誕花圈是過節不可或缺的主題布置。。

利用各種卡通人物和玩偶裝飾利用各種卡通人物和玩偶裝飾，，大人小孩都愛不釋手大人小孩都愛不釋手。。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天氣變化莫測，由於冷風來襲，自28日起，最低氣溫將驟降至華氏39度，聖誕暖冬的高溫氣候不復在
，跨年夜將轉變為寒冷刺骨，午夜倒數將僅有華氏47度低溫，提醒民眾出外歡慶時要注意保暖。

一向溫暖的休士頓，受到冷氣團來襲，跨年夜的最低溫度徘徊在華氏40度低溫，一周溫度也徘徊在華氏50度左右，加上30%至
40%的降雨機率，讓迎接新年的一周都處於潮濕冷咧的天氣。

AccuWeather.com氣象預報預測，這股刺骨低溫將持續至周末，寒冷低溫會
在1月4日回暖，但白天也僅有華氏60度，夜晚是華氏43度，ABC 13頻道氣象
專家Travis Herzog表示，晝夜溫差大，民眾保暖措施可別大意。

Herzog也提醒，一周潮濕，清晨會出現晨霧(morning fog)降低能見度，行車
交通將受影響，民眾清晨出門上班行車將特別謹慎小心。

另外，家中有種植盆栽花卉或蔬果作物的民眾，嚴防寒冬，記得也為作物做
好保暖準備。休士頓小花博發起人與栽種達人黃以法表示，入冬氣溫降至35度以
下，要小心植物凍傷。

一般而言，無論是果樹、花卉、或蔬菜瓜果，以棉布、塑膠布、不織布加以
覆蓋，都可幫助植物禦寒。黃以法說，土壤若乾燥，容易降低作物溫度，維持潮
濕，可幫助植物保暖，多灌點水在樹根、把防止雜草叢生的碎木頭堆高一些，也
可防寒害。

糖城民眾Lucy張說，記得將可移動的盆栽移至室內，避免在外頭忍受天寒地
凍，但她提醒，沒使用農藥的民眾，要盡量開闢一個空間放置盆栽，若隨便擺放
在地毯或茶几上，小心蟲害爬滿屋。

跨年夜最低溫39度 歡慶注意保暖

免費跨年煙火秀 迎接嶄新一年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2016新年辭舊迎新，是三五

好友，闔家團聚的好時刻；大休士頓地區不比時代廣場大場面
，但各地仍有許多精彩跨年倒數派對，在鐘響瞬間和煙火齊放
時互道新年快樂，市民可在歡樂氣氛中狂歡慶祝，迎接新的一
年。

誰說跨年夜歡慶一定要花大錢，大休士頓地區有許多免費
倒數活動，在休士頓市中心的博物館區31日有許多省荷包的新
年娛樂活動，適合各年齡層參與。跨年派對從晚間7時率先登
場，現場有大人小孩都愛的魔術表演和DJ播放派對音樂，迎

接新年最興奮的莫過於新年倒數計時，觀賞絢爛四射的華麗煙
火，煙火施放則在晚間9時，活動也邀請The Tontons與The
B-52s等樂團助陣，炒熱氣氛。

往年跨年夜不缺席的糖城市政府，今年也不例外。糖
城迎接新年的慶祝活動，一如既往在城中心廣場(Town Square)
舉行。活動迎合不同年齡層市民，將分為兩部分；為兒童專設
的慶祝活動從晚間7時至9時，有一系列的街頭藝人表演、DJ
播放兒童音樂等，再以煙火秀作結。成人慶典活動銜接跨年倒
數，從10時至凌晨1時，許多娛樂表演輪番上陣，全新3D煙

火將點亮星空，成為新年倒數的活動亮點。
鄰近Katy Freeway 10號公路，受市民歡迎，逛街與

用餐好去處的城市中心(City Centre)也放送免費煙火倒數，
同樣從31日晚間7時開始，一路歡慶持續深夜。除餘興節
目，周邊餐館、酒吧都會加入慶祝陣容，推出特別優惠，
帶給市民一個嶄新的一年。
位於墨西哥灣旁，有 「漁人碼頭」 之稱的Kemah Board-

walk海濱遊樂園，按造節慶慣例，31日當晚10時也將有
免費煙火施放，現場也提供餘興表演和各式美食攤販，適
合全家大小一同造訪。
想要感受兒童專屬的慶典，不妨帶孩子前往休士頓兒童博
物館(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舉辦的 「ROCKIN’
NEW YEAR’S NOON BASH」 ，是休士頓地區針對兒童
時間最長、最受好評的新年慶典。慶典活動自上午9時開
始，一直持續到下午3時，孩子不需熬夜倒數，照樣可以
享受過節歡樂氣氛，詳細入場費用，請洽官網。

糖城糖城33DD煙火絢麗燦爛煙火絢麗燦爛，，精彩可期精彩可期。。((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Kemah BoardwalkKemah Boardwalk煙火秀也不容小覷煙火秀也不容小覷。。((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蓋文斯頓海邊地區霧氣嚴重蓋文斯頓海邊地區霧氣嚴重，，視線不良視線不良，，駕駕
車外出要小心車外出要小心。。((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氣溫驟降氣溫驟降，，植物也要移至室內植物也要移至室內，，小心小心
保暖保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CC22中國影視 CC77故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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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印刷公司

6418 Wilcrest Dr. Houston,TX 77072

承印一切所有印刷用品

C&W PRINTING

Tel:(281)575-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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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10月 12日遥 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意见袁宣布当年立即
恢复高考遥恢复高考的消息迅速传开袁在山区尧田野尧工厂袁一代年轻人
奔走相告袁对他们来说袁这真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遥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袁 北京师范大学 78级学生陈传敏表达了许多

人在当时的感受院野当时我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遥我虽然
早就盼望着这一天袁但还是一下子就惊呆了袁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遥我
跟我同学就在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袁这下有希望了遥当时那种情况袁有
点像在黑夜里走路袁四面全是黑的袁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袁迷路了袁你
根本不知道往哪走遥高考这个消息袁就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袁你当
时没有别的念头袁只想着我赶快蹦到那儿去遥 冶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袁图书馆尧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袁成为最拥

挤尧最热闹的地方遥蒙满了尘土的旧课本遥一时间洛阳纸贵遥社会上出
现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尧补习班遥 然而袁就在很多人紧张复习的同时袁
也有人心有余悸袁他们担心难以通过政审袁再一次被大学拒之门外遥
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袁 当时参加了招生条例的起草工

作袁他说他们很怕犯只专不红的错误袁结果受到了邓小平的批评遥杨学
为说院野强调考试了袁会不会冲淡政治?会不会让人说你只重视智育袁不
重视德育?怕人家扣这个帽子袁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袁什
么拥护共产党袁走社会主义道路袁参加集体劳动袁讲究卫生噎噎把能想
到的都写上了遥 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了袁小平同志看了非常气
愤袁他连说了三个繁琐袁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都划掉袁现在我们
招生条例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修改的遥 冶

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袁 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
利袁事实上开始了对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的拨乱反正遥当时袁著名记者范
长江尚未平反袁他的儿子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遥

叶华声月报曳社社长尧北京大学 77级学生范东生院野当时心里一点
儿把握都没有袁但是事实证明袁现在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
等的袁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遥 冶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袁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遥
记者院野像您这样的家庭背景袁恢复高考对于您本人有什么样的意

义呢?冶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袁 内蒙古师范学院 77级学
生张晓山院野我觉得恢复高考实际上对我这样的人袁是给了一个平等竞
争的权利遥 在某种程度上袁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遥 因为实际
上袁在恢复高考之前袁评判一个人袁给不给他一个机会袁不是看你本人遥
而是看你的家庭袁看你社会关系袁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遥 冶
报刊显示袁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袁积压了整整 10年的

考生拥挤在考场前遥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考试袁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遥国
家几乎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这场考试遥
杨学为院野我们觉得如果要考试袁比方要印卷子袁要评卷子袁总要一

部分钱袁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遥我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遥
当时政治局讨论说袁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袁收五毛钱就行了袁这都是政
治局讨论决定的遥 冶

叶中国教育报曳代总编辑赵书生院野都讨论完了袁好像什么问题都没
有了袁但最后出了一个问题袁没有纸张袁这么多人要考试袁上哪儿弄纸
啊?当时纸张很缺遥 最后为这么一件事还请示中央袁最后中央决定袁可
以动用印刷叶毛泽东选集曳第五卷的纸来印高考试卷遥 冶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袁所以 1977年冬天的考试袁并不是全国

统一考试袁而是各省考试遥 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遥 考试科目也比现在
少遥

1977年冬天袁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袁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
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遥 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袁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
的考试袁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袁如果加上 1978年夏季的考生袁两季考
生共有 1160万人遥 迄今为止袁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遥

1978年春天袁几十万新录取的大学生走进校园遥由于是十年积压袁
一朝应考袁学生年龄差异很大袁甚至有两代人同堂学习的情况遥经过 11
年的艰难坎坷的积淀袁这批学生的素质之好令老教授们十分高兴遥
那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号是院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这一个野夺冶

字袁准确表现了当时一代人如饥似渴的求学心态遥图书馆尧教室尧宿舍袁
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野三点一线冶遥 而一本新书尧一个教室或图书馆
的座位袁往往被许多人争抢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尧 吉林大学 78级学生雷颐院野在大

学三年级以前袁我好像没有早上五点半以后起过床袁都是五点半以前
起床遥图书馆门口有个路灯袁在那下边站着背单词袁背到图书馆开门就
进去遥到七点多袁匆匆忙忙回到寝室袁洗漱尧吃饭遥一天到晚就是泡在图
书馆看书遥 冶

叶大学生曳杂志社总编辑尧哈尔滨师范学院 78级学生钟岩院野有一
次袁老师宣布一门课是考查袁不考试了遥全班突然一致发出耶哟爷特别遗
憾的声音来遥 老师觉得挺惊讶的袁怎么不考试了袁你们还不高兴?同学
们就说袁因为我们太想检验自己学得怎么样了袁老师一看袁就说那就考
吧袁一宣布说考试袁全班鼓掌袁非常热烈地鼓掌遥 冶
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激活了整个社会袁 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之一

变遥 当时袁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袁新华书店的长龙司空见惯袁中国人才
的培养由此走上了健康的轨道遥 二十多年来袁中国一共有五千八百多
万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考遥录取了一千一百多万遥据初步估计袁八百多
万已经完成了学业袁走上了工作岗位袁二十多年来袁中国培养出两万八
千多博士生和三十一万硕士生遥

有一天袁孔子师徒从卫国返回鲁国袁在桥上停车观赏河上风景遥 河
上的瀑布高悬袁水流旋转袁鱼鳖不能游动遥 这时袁他们却看见一个男子
正要从那里泅渡过河遥 孔子担心袁赶忙让人去阻止遥 男子却坚持泅渡袁
最后游了出来遥孔子感到奇怪袁问院野你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泅渡袁有什
么技巧吗钥 冶男子说院野始吾之入也袁先以忠信曰及吾之出也袁又从以忠
信遥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袁而吾不敢以用私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遥 冶意思是
说遵循水性袁顺从水流袁没有任何差池袁这就像用野忠信冶托着身躯袁在
急水湍流中平稳前进一样袁所以能游入水中而又安全游出遥
这一场景袁连见多识广的孔子都感到吃惊遥 于是袁他告诉弟子说院

野你们记住袁用忠信成就自身尚且可以用来亲近水袁更何况人呢钥 冶这里
的野忠信冶便是掌握自然规律袁顺势而为袁不可不尽心竭力袁不可偏离规

则遥 这就是野忠信冶的本义遥
弟子谨记孔子的教诲袁并在为政生涯中加以实践遥 子路治理蒲地

三年后袁孔子经过那里说院野好啊袁仲由恭敬而有诚信遥 冶进入城邑袁孔子
说院野好啊袁仲由忠信而宽厚遥 冶孔子到了子路的官署袁说院野好啊袁仲由明
察而果断遥 冶子贡拉着缰绳袁疑惑地问院野夫子还没有看到仲由怎样施
政袁就如此称赞袁说来听听钥 冶孔子说院野进入蒲地袁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
治袁沟渠都得到了深挖袁这说明他为政恭敬而诚信袁因此百姓尽力劳
作遥 进入蒲邑袁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袁树木很茂盛袁这是因为他忠信
宽厚袁因而百姓毫不懈怠遥 进入蒲地袁看到官署内很清闲袁手下人都听
从命令袁这说明他明察而果断遥 冶子路为政袁以野忠信冶治理蒲地袁不仅自
己恭敬诚信袁而且以野忠信冶教化百姓袁使他们毫不懈怠袁尽心竭力遥

孔 子 的 忠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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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愛》曝百合戀
佟麗婭周冬雨將獻“親密戲”

即將於2016年2月14情人節上映的開

年最頂配愛情電影《奔愛》，由華語影壇

五位知名導演張壹白、管虎、張猛、滕華

濤、高群書執導，章子怡、彭於晏、佟麗

婭、周冬雨、陳妍希、張譯、梁靜、王千

源、吳莫愁九大明星領銜主演。繼章子怡

“前任”特輯曝光，章子怡大方聊“前

任”引發高度關註之後，日前，影片又曝

光了壹支話題十足的百合戀“真愛”特輯，

突破感和吸睛度瞬間爆表。特輯中，佟麗

婭和周冬雨上演同性親密戲，時而相擁相

愛，時而挑眉傳情，親密互動令人關註，

周冬雨更透露倆人“甚至還有床戲”。

該片橫跨了世界五大愛情聖地，雲集

了華語影壇五大導演，講述了每壹個導演

心目中與愛有關的故事。佟麗婭周冬雨的

故事，發生在塞班島的馬裏亞納海溝，也

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溝，由導演高群書執

導。如同馬裏亞納海溝壹樣，這是個看似

海面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的故事。就如特輯

中周冬雨所講，“跟以往有些不同，我的

角色會有壹些意識流、似有似無的感覺”。

而佟麗婭飾演的角色，則有很多的不穩定

性，“經常會驚恐，然後驚慌失措，會猜

疑，有著各種的情緒吧”。

目前曝光的“真愛”特輯，佟麗婭

和周冬雨挑戰觀眾底線，上演了為愛超

越壹切的“百合戀”。特輯壹開始，塞

班的碧藍天空、湛藍海水、旖旎風光盡

收眼底，浪漫愛情也由此展開。隨後，

佟麗婭與周冬雨在片場時而相擁相愛，

時而挑眉傳情，時而又大膽挑戰同性床

戲，大尺度親密互動令人臉紅心跳。而

特輯結尾，周冬雨更是在海邊動情告白

“我喜歡妳”，真實得讓人動容。周冬

雨表示，佟麗婭是她合作過的女生中第

壹個在戲裏最親密的，“從來沒有在戲

裏跟壹個女生如此親密，所以讓我覺得

還挺深刻的”。

不得不說，影片中的“同性親密戲”，

著實讓兩位女主面臨前所未有的突破和挑

戰。對此，周冬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

“我是壹個特別直的直女，剛聽到這個戲

的時候，會覺得挑戰好大啊，但因為角色

還挺可愛的，所以願意挑戰。”佟麗婭也

談到，這個故事最打動她的地方在於，

“世界上任何的愛，是可以超越生死、超

越男女、超越壹切，所以我覺得還蠻感動

的”。

談及對彼此的印象，周冬雨表示：

“以前電視上看到她，覺得她是好美的姑

娘，見到她之後覺得她真的是壹個好真實

的人，跟我想象的有所不同。”而兩人的

性格也是不謀而合，周冬雨曾透露，壹直

很喜歡獅子座，佟麗婭也是獅子座，所以

“覺得她的感覺，跟我很久違”。在佟麗

婭眼中，周冬雨則是壹個“很可愛很有

趣”的女孩子，更是壹個“好演員”，倆

人在片場頻頻互動親密不已，周冬雨更不

時擺出奧特曼造型，對著拍照鏡頭賣萌搞

怪。

電影《奔愛》由北京永利文化傳媒有

限責任公司、山南光線影業有限公司、

傳遞光年（北京）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匯

業金石管理有限公司、武漢星皓影視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成都摯友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北京壹響天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

品。影片的拍攝取景地遍布亞洲、歐洲、

美洲，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五大“愛情

聖地”：日本小樽、土耳其歐亞大橋、

美國著名的66號公路、挪威陽光小鎮，

以及美麗的塞班島，將會為觀眾帶來前

所未見的浪漫愛情故事。

今日，由鄭來誌執導，李菲兒、黃明、李金銘、

立威廉、杜海濤等出演的都市愛情電影《致我們終將

到來的愛情》發布了角色海報。整套海報都采用大畫

幅色彩，意在表達都市中男男女女關於愛情的悲歡離

合，每個角色海報上均寫有壹句代表人物的“愛情宣

言”，顯出了他們對待愛情的態度，引發無限遐想。

面包VS愛情 年輕的“我們”何去何從
在電影中，李菲兒飾演的梁爽和黃明飾演的曹文

是壹對摯愛的情侶，但愛情之路並不壹帆風順。無論

是李菲兒緊縮的眉頭還是黃明略帶憂郁的側臉，都顯

示出他們對於未來的迷茫和對愛情的不安定感。當愛

情遭遇面包的沖擊，在大城市中努力生存、追尋夢

想，尚且沒有穩定根基的年輕人們該作何選擇？《致

我們終將到來的愛情》直面現代情侶們最為焦灼的問

題，導演借電影中兩個年輕人的經歷，表達了自己的

愛情觀：妳來，我在，只要兩個人都帶著對愛情的執

念，愛情終將到來。

人物主打角色宣言 彰顯獨家愛情態度
此次曝光的角色海報，最令人眼前壹亮的就是每個

角色所對應的獨家“愛情宣言”。李菲兒飾演的梁爽壹

句“妳什麽都沒有，我養妳”，將壹個女孩對愛情的堅

貞和執著壹覽無遺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黃明飾演的曹文

壹句“在沒有夢想的城市追逐夢想，南墻是什麽？”不

僅體現了“北漂”這壹在大城市打拼逐夢的群體的辛

酸，也展現出這個年輕人堅毅、不服輸的性格。

李金銘飾演的大姨姐宣言“妳讓這小子占了妳七年

便宜，妳們分了吧”揭示了她作為男女主人公愛情上的

最大障礙的身份；立威廉飾演的霸道總裁在梁爽和曹文

的感情遭遇危機時突然殺出，壹句“我就是那個能讓妳

幸福的人，我就是面包”讓他們的感情走向變得撲朔迷

離。再加上杜海濤飾演的男主角的“好基友”，幾個人

的角色海報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各自在影片中的立場，

也讓人對他們將如何與兩位主角壹起，演繹這個關於愛

情、關於夢想、關於選擇的故事充滿好奇。

據悉，《致我們終將到來的愛情》由福建朱子影

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四川摯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

品，將於2016年1月22日暖心上映。

《致愛情》曝光曝光角色

面包愛情兩難抉擇
《謊言大爆炸》孫堅深陷謎團

情場職場雙失意
日前，懸疑喜劇《謊言

大爆炸》再曝新劇照，從這

些劇照中，我們不難看出，

孫堅所飾演的秦衛著實有些

淒慘，究竟壹個謊言是如何

導致他情場職場雙失意的，

不得不讓人好奇。該片由雲

南中泰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雲南民族電影制片廠聯合出

品，侯亮導演執導，孫堅，

白冰，吉傑，潘霜霜，常遠，

張頌文等聯袂出演。據悉，

該片有望於2016年1月與觀眾

見面。

命案無解 情場失意
在《謊言大爆炸》中，

孫堅所飾演的秦衛是壹名廣

告公司的精英，他原本有著

光明的前途和美滿的家庭，

與妻子李清（白冰飾）壹起

過著惹人羨慕的小日子。哪

知災難卻從天而降，不光攪

得他家無寧日，還害得他陷

入命案之中，而導致這場災

難的，竟然是他自己編造的

壹句謊言。這究竟是怎麽壹

回事呢？那還得從秦衛喝醉

酒說起。

那天，他偶遇初戀女友

陳娜（潘霜霜飾），而且醉

酒未歸借宿陳娜家，兩條

“罪狀”讓他在面對妻子李

清時，有些難以開口，他心

知肚明，哪怕自己什麽都沒

做，如果照實說，恐怕身為

警察的妻子也會對他有所懷

疑。於是無奈之下，他選擇

了說謊，告訴妻子自己徹夜

未歸是和同事石頭壹起加班。

可偏偏就是那晚，同事石頭

家發生了命案，李清自然是

察覺到了他的謊言，而且這

下他可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

了。

挖坑自己跳
孫堅有苦難言
家裏的問題還沒解決

完，工作這邊也出了狀況。

原本秦衛憑借自己的口才在

職場上混的風生水起，不光

自己風光，還介紹項目給朋

友張福順（常遠飾）。這本

是壹件好事，有福同享有錢

壹起賺，可是現在項目出了問

題，張福順竟被黑道大哥追

殺。事已至此，秦衛當然也

脫不了幹系，這下他可真是

挖了個坑給自己跳，情場職

場雙失意。

到底秦衛還沒有機會觸

底反彈，這場謊言引發的大

爆炸還會給他帶去多少麻煩，

《謊言大爆炸》將於2016年1

月揭曉謎底。

佟麗婭周冬雨“刷新底線”
首度挑戰“同性親密戲”

周冬雨分享“直女的挑戰”
佟麗婭感動“超越男女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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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經典

影視世界文藝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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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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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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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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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399上海往返
機票

震撼價

星期三 2015年12月30日 Wednesday, Dec. 30, 2015 星期三 2015年12月30日 Wednesday, Dec. 30, 2015

責任編輯：胡玉蘭

中新網北京 12月 16日電(上官雲) 野對我來説袁寫作就是開始尧苦
熬尧結束袁苦熬本身就意味着寫作遥我不是個害怕寂寞的人袁喜歡一個
人獨處遥冶15日袁著名作家葉兆言接受了記者郵件專訪袁談到了對創作
等議題的看法遥他表示袁作家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寫出好作品袁野所謂
耶好作品爷袁就是要有新意尧要讓人回味遥小説是虛構的藝術袁也是無中
生有的功夫冶遥

寫作就是開始尧苦熬尧結束院文字應儘可能幹凈漂亮
上世紀 80年代袁葉兆言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袁一直以來都擁有不

少讀者遥近日袁野葉兆言中篇小説系列冶亦結集出版袁頗受歡迎遥不過袁
鮮有人知的是袁在開始寫作之前袁葉兆言曾在工厰當過四年鉗工遥回
憶起那段時光袁他説袁自己並不喜歡當工人袁也不喜歡每天重複的機
械工作遥

葉兆言的祖父是中國文學元老葉聖陶袁父母也都是老百姓口中
的野文化人冶遥或許正是受到家庭影響袁葉兆言熱愛寫作遥成爲職業作
家後袁他常常説袁自己很幸運袁一直能幹喜歡的事情袁天下事不如意十
有八九袁不是什么人都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遥

野我能以寫作謀生袁讀者雖然不多遥但我已經心滿意足了遥冶葉兆
言坦率地説袁野爲此袁我常常存在一種感激之心冶遥

不過袁寫了這么多小説袁野寫作冶到底是什么袁葉兆言一時半會説
不清楚遥他言簡意賅地把這個過程概括爲六個字院野寫作就是開始尧苦
熬尧結束遥苦熬本身就意味着一種寫作的樂趣遥因爲寫作袁因爲苦熬袁
於是就有了今天遥冶

野我其實不太會去想什么創作主題袁寫作就是你想寫袁想和讀者分
享你想寫的東西遥冶葉兆言解釋道袁野但無論寫什么袁只要是你的文字袁
就應該儘可能地乾凈漂亮袁你要儘可能去做好冶遥

野寫作也需要一種能力遥如何去捕獲生活細節袁三言兩語説不清
楚遥有時是有心袁有時是無意袁關鍵還是要看效果遥冶葉兆言半是調侃半
是認眞地説道袁野我當過四年工人袁有很不錯的動手能力冶遥

小説是無中生有的功夫院好作品應有新意尧讓人回味

隨着社會的發展袁葉兆言的寫作方式也發生了改變遥大概在 1989
年袁葉兆言開始用電腦寫作袁並野觸網冶遥他戲稱袁沒有電腦已經無法工
作袁由此袁也開始接觸到網絡文學袁野從那時起袁寫作對我來説袁就是對
着電腦屛幕思考遥網上的文章也經常看遥經常會有人主動上傳一些好
文章冶遥

野我曾經當過網絡文學評委遥冶葉兆言回憶道袁野至於網絡寫手的那
些小説袁説老實話袁看過一些袁但不太多冶遥

不可否認袁當下網絡文學發展勢頭很好袁甚至有人説袁這在一定程
度上衝擊了傳統文學的地位遥但葉兆言覺得袁文學好與不好袁與網絡關
係不太大袁野紙媒和電腦屛幕上都可以讀到好東西袁也都可能遇到垃
圾冶遥

野所謂網絡文學的衝擊袁更多的可能只是個話題遥冶在葉兆言看來袁
寫小説更重要的還是想象力袁野小説是虛構的藝術袁是編故事的能力袁
也是無中生有的功夫遥冶

的確袁在葉兆言的小説中袁無論何種篇幅袁他基本都能成功摹寫人
物的複雜性格遥葉兆言説袁其實自己並沒有去特別關注某一類群體袁
野寫作有時候就是看效果袁寫好了就對袁寫不好就不對冶遥

野所以袁我的寫作習慣就是天天寫袁天天做好面對失敗的準備遥冶葉
兆言總是希望袁每天來打擾他的事情越少越好袁野作家最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寫出好作品遥所謂耶好作品爷袁就是要有新意尧要讓人回味袁好的小
説能夠蕩氣回腸冶遥

葉兆言：小説是虛構的藝術，是無中生有的功夫

全書 14210個字頭 1200萬字
叶辭源曳第三版收入字頭 14210 個尧複詞 92646 個尧揷圖 1000 余

幅袁全書 1200萬字袁共有 4767頁袁分上下兩冊遥其中新增字頭 1302
個袁新增複詞 8512個袁補充文化與名物相應的揷圖 618幅遥

第三版主編之一尧北京師範大學敎授王寧説袁專家團隊進行了九
大修訂袁比如對叶辭源曳的字頭尧行文尧書證的用字袁分別進行了系統的
整理曰考訂注音袁逐一清理了叶辭源曳字頭上的上古音尧中古音尧現代音
的標注袁使叶辭源曳注音基本上達到了音義契合袁古今貫通等遥

第三版叶辭源曳主編之一尧北京大學敎授何九盈舉例説袁以前不準
確或錯訛的問題改正了袁如野羹冶袁原釋義是野和味的湯冶袁現釋義野用肉
類或菜蔬等製成的帶汁的食物冶遥並重點增補了典章制度尧經籍學術尧
文學藝術尧職官尧文獻尧器物等辭目遥而滯後的書證提前了袁找不到的源
頭找到了袁如野一夫當道袁萬夫莫開冶袁原來以爲源于左思叶蜀都賦曳袁其
實在叶漢書窑朱買臣傳曳就有野一人守險袁千人不得上冶遥

特別値得一説的是袁叶辭源曳第三版在出版紙質版的同時袁還推出
了網絡版和優盤版遥

原稿裝了 40個大紙箱
第三版叶辭源曳修訂陣容龐大袁除了何九盈尧王寧和中國社會科學

院硏究員董琨三位主編袁還有 22位分主編袁整個專家團隊共有 127
人袁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硏院所的專業力量遥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説袁叶辭源曳第三版修訂歷時 8年袁過程
繁複袁野光是稿件就有 13萬張袁裝了 40個大紙箱遥冶

王寧介紹袁一開始袁在請分主編試修的同時袁主編們也開始着手制
定修訂體例袁野叶現代漢語詞典曳字頭就一個袁但叶辭源曳不一樣袁會有異
體字袁有些異體字要保留袁但哪一個爲主袁哪一個爲輔袁這個就要解
釋遥冶她認爲袁字不是越多越好袁而是越多越亂袁這就需要定出體例遥

按照體例袁修訂人員正式進入修訂袁他們交來的書稿袁要和分主編
來來回回地討論尧修改袁書稿最後還要彙集到主編這里遥79歲的王寧回
憶説袁野我 2012年去台灣講學袁那七個月袁稿子都是打捆快遞過來的袁
我沒有一天停止看稿遥冶打成捆的書稿袁王寧在台灣接到過三四次遥

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袁已很難再有叶辭源曳這樣原始尧手工尧執着的
操作方式了遥每一個需要修訂的條目袁他們都會將其複印下來袁剪貼在
一張紙上遥最終袁在這一頁稿子上袁至少會有三種顔色野聚會冶袁主編用
紅色筆袁分主編用緑色筆袁修訂者用黑色筆袁一張紙寫得密密麻麻袁全
是手寫字袁野電子版很麻煩袁無法一一呈現袁看不出來到底是誰改的遥冶
王寧説遥

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

在此次修訂中袁旣有參加過第二版修訂的老人袁也有活躍在敎學
一線的年靑一代遥這就如同第二版主編吳澤炎説過的袁野叶辭源曳是一輩
人接一輩人的事業遥冶

第三版專家團隊中袁商務印書館編審趙克勤曾參與上世紀七八十
年代進行的第二版修訂遥30多年過去了袁如今已年過八旬的他很欣慰袁
他與叶辭源曳的緣分還在繼續袁此次參與了定稿工作袁野我是盡了自己的
力袁除了春節除夕夜尧初一和家人聚一聚袁那段時間其他時候都沒休
息遥冶他説袁這個活兒干着苦袁但從來不感到枯燥袁把書稿面貌改變了袁
這就是樂趣遥

野看見自己的名字寫到叶辭源曳修訂組名單里袁就像夢一樣遥冶32歲
的孟琢是修訂組最年輕的成員袁他還記得第一次翻叶辭源曳時正在上高
中袁那本大書讓他望而卻步袁他甚至不敢仔細看遥野修訂叶辭源曳眞是學
問袁從上到下跟你較勁袁跟你死磕袁我也沒少挨批評遥冶更讓孟琢感動的
是袁修訂過程中袁能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誠意袁大家更像是讀書人之
間的交往遥那幾年他去王寧老師家袁總能看到很厚很厚的稿子袁桌子
上尧沙發上袁到處擺着各種各樣的書袁野她已經是快 80歲的人了袁卻要
不停地搬書尧找書尧查書袁一直忙個不停遥冶

百年《辭源》迎來第三版 歷時 8年修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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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网）苏富比与 Ingles & Hayday

隆重宣布，将于今年春季呈献由制

琴大师 Antonio Stradivari

（1644-1737）制造之「Macdonald」中

提琴，此琴堪称史上最珍罕出色的

中提琴。在乐器界里，Stradivari之

名乃完美的象征。这位制琴大师穷

其一生，共打造出 600把小提琴及

50把大提琴；而在其所造之芸芸乐

器中，又以中提琴最为珍稀，留世仅

十把，故 Stradivari中提琴一直是收

藏家梦寐以求之物。是次上拍的

「Macdonald」中提琴制于 1719年，

乃 Stradivari在其事业巅峰之「黄金

年代」（1700 1720年）期间所制的

两把中提琴之一。无论保存状况、

外形及音色，「Macdonald」都是无可

比拟的。此琴将透过密封式投标

（sealed bid）进行拍卖，预计成交价

逾 4,500万美元／3亿 5,100万港

元（未连买家佣金）；其亦将于 4月

4日在香港苏富比 2014年春季拍

卖期间，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公开

展出，让亚洲藏家有机会一睹此稀

世名琴之风采。

苏富比副主席 David Redden表示：

「每个艺术类别都有各自最杰出的

代表作，影响力远远超越其本身领

域。Stradivari制造的乐器展现了人

类匠艺的巅峰，而『Macdonald』中提

琴更无疑站在其中的顶端。」

Ingles & Hayday董事 Tim Ingles表

示：「1719年制的『Macdonald』被公

认为最出色的 Stradivari中提琴，保

存完美。过去五十年来，市场上从

未曾出现过任何 Stradivari中提琴，

可见本次拍卖绝对是千载一遇的良

机。」

「Macdonald」中提琴于 1964年为阿

玛迪斯弦乐四重奏（Amadeus

Quartet）的 Peter Schidlof所用而

购，Schidlof于 1987年离世，其家人

现将此琴送拍。「Macdonald」中提

琴来源有序，曾由不少名流贵族拥

有。1820年代，Macdonald男爵三

世 Godfrey Bosville将其购入，此琴

遂以此得名。现今仍存于私人收藏

中的 Stradivari中提琴仅得两把，是

次上拍的「Macdonald」中提琴乃其

一，珍罕绝伦。

「Macdonald」中提琴展现了无与伦

比的超凡工艺，其面板为高山云杉，

背板为一整块枫木，几乎全部覆上

Stradivari标志性的漆面，浑然无损，

状态完美。枫木卷纹从左至右倾斜

向下，在琴漆下展现动态纹理。其

流线造型彰显了中提琴强劲、稳重

及阳刚的特征，是弦乐器中不可或

缺的一员。

自十八世纪末，Stradivari的提琴越

发受欢迎，藏家开始致力收集整套

Stradivari弦乐四重奏乐器（两把小

提琴、一把中提琴及一把大提琴）。

十九世纪小提琴家 Niccolò

Paganini（1782 1840）等音乐大师

更在当时便奠定 Stradivari至臻完

美的声誉。如今，中提琴已是硕果

仅存，藏家欲集成整套 Stradivari弦

乐四重奏乐器实为难能，

「Macdonald」中提琴这次现身拍场，

实为备受瞩目的历史性盛事。

*注：「Macdonald」中提琴预料以超

过 4,500万美元／3亿 5,100万港

元成交（不包括买家佣金），若成功

拍出，此价将创世界乐器最高拍卖

纪录。现时乐器最高拍卖纪录由

1721年制之「Lady Blunt」Stradivari

小提琴所创。该琴由日本音乐财团

（Nippon Music Foundation）送拍，

于 2011年 6月在网上拍卖以 980

万英镑／1,590万美元高价售出，其

拍卖收益拨捐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之日本东北地

震及海啸援助基金。

^另一把由私人藏家拥有之

Stradivari中提琴为 1690年制的

「Tuscan」Contralto中提琴，现存于

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 D.C.）。

注：Stradivari曾制造两把名为

「Tuscan」的中提琴，尺寸较小的称

为「tenore」，较大的一款（即现今标

准尺寸）为上述的「contralto」中提

琴。

責任編輯：XX

苏富比隆重呈献史上
最珍罕 中提琴

明年一月進口大片"井噴"

《神探夏洛克》緊急定檔

韓星IU新專輯爭議不斷
唱新歌獲男友到場力挺

《星球大戰》續創紀錄
《老炮兒》引關注

韓星南寶拉親弟弟自殺身亡
年幼弟妹暫不知情

微博上有消息稱，《神探夏洛克》

大電影定檔2016年1月4日，“夏洛克

”粉絲們一片歡呼。記者了解到，一月

進口大片除了已經火翻天的《星球大戰

7》，還有《雲中行走》、《最後的巫

師獵人》以及俏皮的《鼠來寶4》。

推理迷看《神探夏洛克》

上映時間：2016年1月4日

自2010年播出以來，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和馬丁· 弗瑞曼分別飾演的夏

洛克和華生這兩個形象深入人心，英國

廣播公司BBC製作了3季電視劇後，決

定啟動大電影計劃。《神探夏洛克》大

電影在國外是元旦上映。

預告片顯示，本集中，夏洛克和華

生兩人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維多利亞時代

的英格蘭。在夏洛克和華生都驚呼“不

可能”時，新娘死而復生；陰風陣陣，

華生手中的蠟燭熄滅，新娘出現在他身

後。

這部電影改編自柯南· 道爾原著

《福爾摩斯探案集》，是為數不多的懸

而未解的案件之一，精彩而神秘。該片

還原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場景：19世紀的

街道、復古的精緻服裝、煤氣燈、大禮

帽和馬車等元素則讓電影充滿哥特式風

格。自殺的新娘重新出現，披著舊婚紗

大開殺戒，夏洛克要解開這一不可思議

奇案的幕後真相。

全家歡看《鼠來寶4:萌在囧途》

上映時間：2016年1月26日

《鼠來寶4:萌在囧途》還是以三隻

可愛的花栗鼠為主角，講述了花栗鼠艾

文、賽門以及喜多由於一系列誤會，以

為它們的主人大衛要在邁阿密向其新女

朋友求婚有可能拋棄它們。它們得趕往

邁阿密，找到大衛並阻止求婚。因為這

樣不僅不會失去大衛，還可能避免獲得

一個可怕的夥伴——大衛新女友的“小

惡魔”兒子。

此番《鼠來寶4:萌在囧途》中，歌

舞依然是最大賣點。前幾集中，三隻花

栗鼠會唱歌跳舞，曾經是紅極一時的全

民偶像。這一集中，它們會再次施展自

己載歌載舞的本領。此外，火星哥布魯

諾· 馬爾斯的熱門歌曲《Uptown Funk》

也會在片中重現，並由這群可愛的花栗

鼠演繹。來自美國的音樂流行文化以及

紐約、新奧爾良、邁阿密等美國城市的

風光將會貫穿在整部電影中，養耳也養

眼。

全新的一部電影除了保留了經典的

花栗鼠賣萌元素、調皮幽默元素、美國

流行音樂元素之外，還融入了團結、家

庭、守護等溫情元素，非常適合作為

“全家歡”電影來看。

奇幻派看《最後的巫師獵人》

上映時間：2016年1月15日

今年速7沒看夠范· 迪塞爾胸肌的影

迷又有眼福了，奇幻動作片《最後的巫

師獵人》由布瑞克· 埃斯納爾執導，范·

迪塞爾、蘿斯· 萊斯利、伊利亞· 伍德領

銜主演。

該片講述了巫師獵人卡爾德與一名

克洛伊的女子，在紐約城對抗復活的邪

惡巫師之王拯救世界的故事。影片已于

10月23日在美國上映。

除了范· 迪塞爾，電影匯聚了好萊

塢多位當紅明星，為范· 迪塞爾這個不

死獵人安排了洋洋灑灑的團隊力量。來

自《權力的遊戲》中“耶哥蕊特”的扮

演者蘿斯· 萊斯利飾演一位具有操控夢

境能力的善良巫師“夢行者”，好萊塢

老戲骨、《黑暗騎士》中的“管家阿爾

弗雷德”邁克爾· 凱恩則飾演協助范· 迪

塞爾的牧師，來自《指環王》中“弗羅

多”的扮演者伊利亞· 伍德則飾演一位

年輕的神秘律師，與范· 迪塞爾和邁克

爾· 凱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夢想家看《雲中行走》

上映時間：2016年1月22日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羅伯特· 澤

米吉斯繼《阿甘正傳》、《回到未來》

三部曲後蟄伏多年，這位好萊塢最為敬

重的“用最先進電影技術講述最動人故

事”的傳奇導演終於推出他的年度3D

視效大作——《雲中行走》。影片參照

法國雜技藝術家菲利普· 帕特的傳奇自

傳，向觀眾講述了在上世紀70年代的紐

約，“囧瑟夫” 約瑟夫· 高登-萊維特

飾演的主人公菲利普· 帕特一步步走近

“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的故事。

1974年8月7日，在剛剛建成一年

的美國紐約世貿雙子大廈樓下，地面的

人群突然發生騷亂，人們紛紛抬起頭，

屏息凝望著雙子塔之間的上空——一個

人看起來像是懸浮于空中，緩慢地前行

……該片真實還原了法國雜技藝術家菲

利普· 帕特的驚世壯舉。為了在紐約世

貿中心的雙子大樓之間搭鋼索逐夢，從

產生念頭到完成夢想，菲利普· 帕特經

過大量縝密的調查規劃，突破層層關卡

，前後花費了六年半的時間。當天，他

利用定制的8米長、25公斤的平衡桿，

操縱200公斤的鋼纜，在離地400米的

高空完成了45分鐘未經授權的表演。

作為紐約電影節和東京電影節的開

幕影片，《雲中行走》在北美等地區上

映後，好評如潮，即使是在聚集最挑剔

影評人的爛番茄，《雲中行走》在上映

後新鮮度仍舊高達85%。有網友評論說

，它是一部立意獨特、頗具神秘感的電

影——在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兩座建築之

間橫跨起一條鋼索，命懸一線的命運，

會牢牢抓住觀眾內心，17分鐘的走鋼絲

片段是自從《泰坦尼克號》的沉船以來

最偉大的對於真實事件的銀幕再現。

韓星南寶拉2006年出道，曾在熱

門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中出演旼花

公主。近日有消息稱，南寶拉親弟弟自

殺身亡，今日，其所屬經紀公司出面證

實此事，同時希望外界可以體諒家屬哀

痛的心情，不要過度揣測。

南寶拉家中共有 13名子女(8男 5

女)，她排行老二，近日傳出排行第5的

弟弟自殺身亡，讓與兄弟姐妹感情相當

好的她非常難過。今日，南寶拉所屬經

紀公司代為出面表示，弟弟過世的消息

目前家中其他年幼的弟妹還不知情，而

他自殺的原因因為涉及家族史，因此不

便透露。

事實上，南寶拉對弟妹們非常疼

愛，她的母親曾在採訪中表示，只要

弟妹喜歡的東西，不管多麼貴重南寶

拉都會買。

聖誕週末有《親爹回來了》

(DADDY'S HOME)、《喬伊的奮鬥》

(Joy)、《腦震蕩》( Concussion 2015 )

等五部新片集中上映，《星球大戰：

原力覺醒》以1.53億美元蟬聯冠軍並

續創多項紀錄。馮小剛主演的中國影

片《老炮兒》上映吸引影迷關注。

當地票房預估數據顯示，儘管本

週有五部新片集中上映，但是失去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的開畫光芒

，整體票房反而比上周微跌4.8%，入

賬2.98億美元。這一成績仍然創造了

影史同期的最高紀錄。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本週入

賬1.53億美元，上映10天北美總收入

5.44億美元，全球總票房達到10.9億

美元。這兩項成績都寫下了影史新的

紀錄，使其成為北美票房最快突破5

億美元，全球總票房最快突破10億美

元的電影。“星球大戰”本週末的成

績也輕鬆改寫了聖誕週末的原有票房

紀錄。此前該紀錄是由《大偵探福爾

摩斯》與《阿凡達》在2009年聖誕日

共同創造的8600萬美元。

本週值得一提的是由華獅電影推

出、中國著名導演馮小剛領銜主演的

影片《老炮兒》。該片24日在北美30

家影院上映，引起影迷尤其是華裔影

迷的熱捧，週末三天票房入賬28.6萬

美元，位列票房榜第24名。爛番茄網

站的新鮮度高達80%。

上映的五部新片中三部表現不俗

。派拉蒙影業的喜劇新片《親爹回來

了》以3880萬美元獲得票房榜亞軍。

這部由威爾-法瑞爾、馬克-沃爾伯格

主演的喜劇在cinemascore的評價為B+

，爛番茄網站新鮮度28%。《喬伊的

奮鬥》收穫1750萬美元獲得第三名，

cinemascore評價B+，爛番茄網站新鮮

度57%。威爾-史密斯主演的《腦震蕩

》以 1100 萬美元排名第六，在 cine-

mascore得到A評級，爛番茄網站新鮮

度60%。

上映第二周的《姐妹》(Sisters)本

週入賬1388萬美元獲得第四名。《鼠

來 寶 4》 (Alvin and the Chipmunks

The Road Chip)以 1270萬美元位居第

五。

本週還有頒獎季熱片《八惡人》

(The Hateful Eight)與萊昂納多-迪卡普

裏奧主演的《還魂者》(The Revenant)

小規模上映，分別以453萬和47萬美

元美元排名第11與第21。

韓星 IU日前推出新專輯《ZeZe》

，但隨後就引發一系列爭議。先是專輯

封面與同名主打歌被指有性暗示並涉嫌

抄襲，隨後在混亂中與歌手張基河兩年

戀情被曝光，日前她在上海舉辦演唱會

時還被砸水瓶。面對紛擾，IU除了鎮

定發文安撫外界，更在演唱會上做出勇

敢的舉動。

昨天在節目中，金九拉與李尚民

再度提及了IU最近引發的爭議，對於

其新歌則正面表示：“這是我毫無改

變依然喜愛的一首歌”，李尚民還透

露，IU當天在臺上演唱這首歌時，男

友張基河也特地到場力挺，認為IU之

所以能如此勇敢堅毅，男朋友的支援

絕對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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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 12月 14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
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袁引起各国人民强烈愤慨遥 一些国家准
备出兵叙利亚袁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遥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
家对伊斯兰国控制的油田进行大规模空袭袁 切断了伊斯兰国的经
济来源袁堵塞了恐怖组织的走私渠道遥
但是袁这些行为引起争议遥 部分学者认为袁中东阿拉伯地区关系

非常复杂袁一些国家依靠走私石油维持经济的发展袁如果彻底打击
伊斯兰国的走私行为袁那么袁有可能会导致中东阿拉伯国家变得更
加混乱遥 这些学者的基本逻辑是袁由于中东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走私
石油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转袁因此袁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战乱不断的大
背景下袁阿拉伯国家始终对走私石油采取默许态度袁即使在冲突地
区袁大家约定俗成袁不发动对当地油田的空袭袁以确保石油走私活
动继续进行下去遥 因为如果摧毁了油田设施袁那么袁有可能会导致
这些地区的居民陷入困境袁他们只能投入到恐怖组织的怀抱之中袁
成为恐怖组织招募的恐怖分子遥 减少恐怖分子袁必须保留恐怖组织
控制的油田袁因为只有这样袁才能让恐怖组织控制地区居民得以生
存下去袁 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恐怖组织发展壮
大遥 这种逻辑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野沙漠法则冶遥
这样的逻辑令人匪夷所思遥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袁伊斯兰国恐
怖组织之所以能发展壮大袁主要原因就在于袁他们控制了一部分中

东阿拉伯地区的油田袁并且依靠走私石油源源不断地获取收入遥 他
们之所以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购买大量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袁能够通过走私石油赚
取大量的金钱袁因此袁只有从根本上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袁才
能防止恐怖组织从国际军火市场购买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袁 也才
能阻止恐怖组织继续扩充军队袁在世界各地为非作歹遥 从这个角度
来说袁切断恐怖组织控制地区的石油走私渠道袁实际上是打击恐怖
组织的重要手段袁同时也是铲除恐怖组织生存的经济基础遥
切断恐怖组织走私石油的管道袁摧毁恐怖组织控制的油田袁必然

会导致恐怖组织控制地区居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袁 这是一个必然的
逻辑遥 但是袁这是打击恐怖组织必须付出的代价袁或者这样说袁这是
世界各国在反对恐怖主义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遥 正如人们
所看到的那样袁在恐怖组织控制的地区袁大量居民被迫为恐怖组织
提供各种服务袁一些居民不堪忍受压迫袁他们背井离乡袁成为战争
难民遥 所有这些罪责都应该算在恐怖组织的身上袁恐怖组织应当为
他们犯下的反人类和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遥 不
能因为切断恐怖组织走私石油的管道袁 使恐怖组织控制地区部分
居民陷入绝境袁而拒绝切断恐怖组织走私的渠道袁更不能因打击恐
怖组织有可能会导致恐怖组织控制地区居民被迫加入恐怖组织而

放弃对恐怖组织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遥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

程中袁应当避免伤及无辜袁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的利益遥 但是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袁在打击中东阿拉伯地区恐怖组织的问题上袁似
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遥

中评社台北 12月 14日电渊记者 张嘉文冤国民党野立法院冶党团
接连数日召开记者会袁质疑民进党野总统冶候选人蔡英文曾炒地皮
获利上亿元袁今再度紧咬此议题召开记者会遥前野立委冶邱毅说袁依
推算蔡英文当时卖出的土地地价至少 1坪 50万元袁 而蔡正元则
表示袁蔡英文不懂得在人民面前谦卑反省袁在人民眼中袁看起来不
过是野陈水扁 no.2冶遥
国民党野立院冶党团今早由原班人马袁副书记长王育敏尧野立委冶

蔡正元尧市议员王鸿薇和前野立委冶邱毅袁共同召开野蔡英文说谎适
可而止冶记者会遥
前野立委冶邱毅拿出从野上市资讯观测站冶网站所公布的资料表

示袁仁宝尧光宝 2间上市公司袁分别在 1996年与 1997年在蔡英文
所拥有的土地附近买地袁 光宝买地的价格是 1坪新台币 45.8万
元袁仁宝则买了 2块地袁每坪价格分别是新台币 51元万与 52.2万
元遥
邱毅强调袁而蔡英文拥有的土地袁相较这 2间公司买的地来说袁
地段都还要更好袁所以推估起来袁蔡英文卖地的价格至少是一坪

50万元袁邱说袁如果这数字不对袁或是蔡不服气袁就公布买卖契约
给大众知道袁那就一清二楚了遥

邱毅也针对民进党这几天一直在反驳国民党在此案中袁是弄错
地号等等回应说袁蔡英文现在很慌袁每天跳针地说这是抹黑乌龙袁
都是在安慰自己遥邱解释袁蔡英文当年买那块内湖重划区的土地袁
是西湖段 380号袁但重划整并后就变成 365号袁地号虽不同但是
同一块地袁他质疑袁蔡英文至今还不说她炒地赚了多少袁却用假消
息混淆事实袁这当中有多少黑幕袁包括是逃税尧官商勾结等等袁他
呼吁蔡公布买卖契约袁让全民来检验遥
针对蔡英文说国民党抹黑她袁要选民用选票加倍奉还一事袁出席
记者会的蔡正元则表示袁蔡英文就像发怒的黑道大姐头袁一个炒
地皮袁赚取暴利的人袁不但不面临人民检验袁也不懂得在人民面前
谦卑反省袁这在人民眼中袁就像是野陈水扁 no.2冶袁一个地皮炒手袁
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大权力袁人民随时都能对你加倍奉还遥
而民进党拟对此事提告袁蔡正元则说袁从第一天到现在公布的

数字袁没有一个数字尧资料是错误的袁都来自于政府官方尧交易所
的资料袁 媒体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袁野我们也不排除控告她诬
告袁加倍奉还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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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攔胡 林心如半夜帶言承旭回家剩女攔胡 林心如半夜帶言承旭回家

（中央社）三十九歲王力宏和小他十歲的歌迷李靚蕾二年前閃婚，只登記
、沒公開宴客，就連喜餅都是李靚蕾的烤餅乾，婚後八個月女兒誕生，也沒請
滿月酒。上月二十七日結婚二周年，王力宏和李靚蕾的慶祝方式竟是爬樹，遭
粉絲恥笑未免樸實的太特別，但房仲界卻傳出，以節儉出名的王力宏，悄悄砸
四億多元買頂級豪宅 「仁愛吾疆」送老婆。

出道二十年的王力宏貴為天王，他的花錢方式卻和時下愛買跑車、名牌的
演藝圈天王們不太一樣；三十四歲生日時，他買了一台僅六萬元台幣的二手車
送給自己當生日禮物，充分展現出金牛座的節儉性格。今年端午他在臉書分享吃粽子的
照片，也被眼尖粉絲抓出他竟然穿十四年前專輯《唯一》的打歌服，省吃儉用到爆，原
來是有原因的。

據了解，去年海撈四．六億元的王力宏，雖然對自己小氣，但對老婆卻很大方。房
仲界傳出，王力宏在準備和李靚蕾結婚前，就低調砸下四億多，買下北市仁愛路每坪
「兩百萬俱樂部」的高檔豪宅 「吾疆」，同時也換購新車。而且，王力宏還大方將豪宅

登記在李靚蕾名下，疼愛老婆程度可見一斑。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本刊直擊王力宏新購置的廂型車多次進出 「吾疆」。下午兩

點多，王力宏司機獨自駕車到微風廣場的高級超市，採購大量食物跟生活用品，似乎是
為了準備招待朋友作客，以及妝點新居張羅所需材料。

下午三點多，本刊目擊李靚蕾搭乘同輛廂型車出門，前往大安區一處公寓。到達地

點後，司機和助理連忙將部分食物拿下車，隨著李靚蕾進到公寓內。之後，司機又馬不
停蹄地將之前採購的物品，送回仁愛路豪宅 「吾疆」。

到了晚間八點半，司機又開車到大安區公寓接李靚蕾。只見跟著王力宏一起省錢不
遺餘力地的李靚蕾，把一堆二手鍋碗瓢盆交給司機搬上車，等到所有東西擺放妥當後，
她才心滿意足回到仁愛路的豪宅。

位於仁愛路三段的 「吾疆」，與全台最貴的豪宅 「帝寶」比鄰而居，去年四月王永
慶長子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以每坪二百五十萬的天價買下十一樓，加上六個車位，實
價登錄高達四．八億元。王力宏和李靚蕾搬入新家後，除了有富豪王文洋當鄰居，許慧
欣和塑膠世家老公Dennis也是 「吾疆」住戶，全棟住戶非富即貴。

關於王力宏砸四億買豪宅寵老婆，至截稿為止，王力宏經紀人劉鳳琴持續未接電話
，無法取得回應。

（綜合報道）近年來林心如陸續經手
羅志祥、王陽明以及楊一展，結果這3個男
的各自有了其他女人。

日前本刊再度直擊，目前依然單身的
林心如，在一場 「類相親」 的局上，跟38
歲的言承旭吃完飯、喝完酒後又帶他同車
回家，完全沒把小模張熙恩跟老模林志玲
給放在眼裡。以下就是林心如一夜之間
「剩女攔胡」 的故事。

故事時間回到十二月十二日晚間九點
多，只見藍心湄和陳莎莉、陳美鳳等一群
年齡層偏高的女人們，聚集在台北市大安
區一間新的飯店內吃喝聊天；有趣的是，
年紀相對較輕、感覺個性又比較難以捉摸
的言承旭，竟然也是座上賓客之一。

本刊稍微觀察了一下，眾人雖然嘻鬧
，但言承旭經常面無表情，感覺不時正在

對著大家放空；不然他就是低頭望著手機
，整個人顯得抽離。尤其他的造型是球帽
、背心，背心竟然還套在短袖外面，與同
桌的女人們更加格格不入。

等到晚上十點半，另一位嬌客林心如
才姍姍來遲，年紀相對較輕的她，一進門
就先給藍心湄一個熱情的大擁抱，現場氣
氛即刻活絡許多；接著林心如跟長輩們打
完一輪招呼之後，與言承旭四目相交，然
後一屁股貼坐在他的身旁。接下來眾人的
焦點似乎都集中在小倆口的身上。

依照華人世界的老派慣例，遲到的林
心如開始舉杯敬酒，沒想到言承旭也來跟
著湊熱鬧，結果現場搞得像是新郎、新娘
敬酒般地喜氣洋洋。加上幾杯紅酒下肚，
言承旭當場活了過來，話變多動作也變大
，還拿起手巾蓋臉，一個大男人搞得自己

反而像是新娘一般，跟
先前判若兩人。
此外，言承旭跟林心如
之間也不避諱肢體接觸，
像是林心如在開懷大笑的
時候，總不自覺地會往言
承旭的肩上靠去。直到最
後，接近晚間十二點，現
場雖然漸漸變得沉靜，但
言承旭和林心如卻越聊越

起勁，兩人窩在一角自顧自地聊著，完全
把其他賓客當作空氣。

聚會終於在凌晨一點多結束，眾人各
自解散，果然林心如就跟著言承旭的步伐
，一起走到對向準備攔計程車；只是原本
感覺像是兩人順路共乘，但是林心如下車
之後，言承旭竟然跟在後頭，一路跟著回
到林家！沒想到名字完全連不在一起的他
們，交情如此熟絡就算了，竟然還在這晚
上演 「超展開」 的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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