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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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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16年2月3日 Wednesday, February. 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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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2016年2月3日 Wednesday, February. 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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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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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至周四：11AM-9:30PM
周五至周六：11AM-10PM

慶祝新年！

Sichuan Noodles

麵麵聚道
地址：敦煌廣場 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

推出新菜：
火鍋雞
火鍋兔
干燒大蝦
香辣大蝦

椒鹽大蝦
香辣靚蛤
豉椒靚蛤
椒香肥牛
香鍋饞嘴兔
金牌粉蒸肉

鐵板川椒蝦
荷包豆腐
江湖一鍋端
鮮溜魚片
醬爆雞丁
椒鹽魚片

香辣魚片
杏鮑菇小炒肉
風味饞嘴骨
金牌粉蒸牛
雙椒燴魚片
麻辣牛肉乾 電話：（832）831-3038

金牌粉蒸肉金牌粉蒸肉口水雞口水雞

香鍋饞嘴兔香鍋饞嘴兔 江湖一鍋端江湖一鍋端
油燜大蝦油燜大蝦

川菜系列川菜系列：：各式小炒各式小炒，，特色炒菜特色炒菜，，麵麵，，各類砂鍋各類砂鍋，，麵麵，，米綫米綫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喜迎2016農曆新年 將舉行系列慶祝活動

美食美客日式街邊下酒菜小吃 炸雞咖哩包外酥內嫩
【記者黃相慈

／休士頓報導】美
南 新 聞 集 團 旗 下
ITC 100精英俱樂部
的重點休士頓育樂
及美食廚藝秀節目
「美食美客」 ，2日
錄製第三集，由休
士頓悅來餐館提供
豐富食材， 「大嘴
吃四方」 主持人翁
大嘴秀精湛廚藝，
帶來 「日式炸雞」
與 「咖哩包」 等道
地的街邊小吃，正
宗的日式風格，下
周一晚間7點半到8
點半準時收看。

不同前兩集介紹中華料理，為讓觀眾體驗
異國料理風味，該集節目由曾在日本長期居住
的 「日本通」 翁大準擔綱主持，具有深厚的餐
飲經驗，翁大嘴善用好廚藝，將獨門製作秘方
完整呈現給觀眾，現場香味撲鼻。

翁大嘴說，日式炸雞是居酒屋常見的下酒
菜料理，為使酥炸時鮮嫩多汁，建議使用雞腿
肉，肉質口感會更好。簡單製作步驟就是把雞
腿肉切成塊狀，用蒜頭或薑末備用，與醃料和

雞肉攪拌醃製，醃製過程時間一定要充足才會
完全入味，醃製好加水裹麵衣，將裹好雞塊全
部入鍋翻炸後瀝油，炸到色澤金黃即可。

至於道地街邊小吃 「咖哩包」 ，翁大嘴說
，該集節目使用印度咖哩，但咖哩種類可視個
人的口味而定做調配。他表示，咖哩包講究內
餡濃郁、外皮Q彈酥脆，內餡可選用洋蔥、薑
末和牛肉餡與咖裡翻炒調味，先備料，再以麵
包外皮包裹入油鍋酥炸，熟成後外酥內嫩，內
餡會透出濃郁的日式咖哩香風味，現場觀眾試

吃皆讚不絕口。
「美食美客」 開播至今，頗獲社區好評，

第三集現場吸引數十位會員與僑界領袖熱情參
與。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介紹該俱樂部
商務對接的理念，並舉Amazon平台為例，善
用網路商業平台，屆時會員可將產品銷售到全
世界，促進商務繁榮。

另外，精英俱樂部目前也有教育、醫療科
技、房地產投資等營運項目，希望能讓有效幫
助中國業者在休士頓發展投資生意與創造商機

，促進中美關係橋梁。日後，美國電視頻道也
將搖身一變成美國國際電視頻道，造福社區民
眾。

第三集按照慣例會請休士頓著名餐館廚師
助陣，介紹休士頓好吃好玩生活情報， 「美食
美客」 將於每周一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黃
金時段首播，隔天中午12時30分重播，敬請準
時收看。

翁大嘴大秀日式料理翁大嘴大秀日式料理。。((記者記者
黃相慈／攝影黃相慈／攝影))

日式街邊小吃炸雞日式街邊小吃炸雞((上上))和和
咖哩包咖哩包((下下))外酥內嫩外酥內嫩。。((記記
者黃相慈／攝影者黃相慈／攝影))

本集與會嘉賓和僑社人士合影本集與會嘉賓和僑社人士合影。。((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本報訊）欣逢2016中國農曆新年，德州佛教會將
於新春期間，於玉佛寺，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玆分述
如下：2月7日（星期日）除夕夜9:30，於玉佛寺大雄寶
殿舉行延生普佛；11:45舉行叩鐘儀式。德州佛教會會長
淨海師父、副會長宏意師父，和諸位法師，將帶領大眾
一起頌偈祝禱，祈求新歲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人人平
安順利。普佛之後的休息時間裡（11:15 ~ 11:45），玉
佛寺備有熱紅豆糯米圓子湯餉客，祝願大家來年都能事
事圓滿、吉祥如意。

8日（大年初一）上午11:20，於大雄寶殿舉行 「佛
前大供」 。中午敬備午齋與大眾結緣。13日（星期六）
上午9:30至下午4:00禮拜藥師寶懺，由宏意師父帶領主
持，虔誠的誦經禮懺能消除往昔所造惡業，獲得身心清
淨，福慧增長。

中午玉佛寺敬備午齋與大眾結緣。2月14日（星期
天）上午十時，佛教會將於玉佛寺大雄寶殿舉行新春祈
福平安法會與團拜活動，淨海師父將以 「新年說 『福壽
康寧』 - 幸福、長壽、健康、安寧！」 為題為大眾開示

。佛教會9位常住法師，亦將於團拜法會
中向大眾致新年賀詞。法會結束前，副會
長宏意師父將在三寶前為會友信眾祈福回
向，虔祝新歲人人平安，吉祥如意。會後

，淨海師父與宏意師父將分派紅包向與會大眾賀年。中
午佛寺敬備結緣午齋。下午一時三十分，於觀音殿虔誦
《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藉著對諸佛菩薩的禮敬，祈
願來年闔家平安、健康和樂。

新春法會期間，玉佛寺將懸掛 「吉祥福壽平安燈」
一連八天，敬希十方信眾發心點燈供佛，植福田、增智
慧，並請隨喜參加各項法會活動，同霑法益。若有任何
詢問，請與玉佛寺辦公室聯絡。電話：281-498-1616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相慈報導黃相慈報導

電影的片頭電影的片頭

僑務促進僑務促進
委員陳逸玲在委員陳逸玲在
文化導覽活動文化導覽活動
中中，，講解農曆講解農曆
春節由來和意春節由來和意
義義。。

余徐生拜會美南新聞 李蔚華熱情接待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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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中美商務關係，美南新聞集團旗下ITC 100精英俱樂部積極建立海外貿易業務合作機會，中國大陸安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與合肥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徐生、副
總裁韋晶與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美國秘書長吳軍一行人，1日拜會美南新聞集團，受到該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熱情接待，雙方暢談中美商務交流理念與精英俱樂部投資項目合作，相談甚歡。

校友會參與愛心組織校友會參與愛心組織 「「募學募學
用品贈貧童用品贈貧童」」 活動活動。。

中醫師曹海濤博士主講如何用中醫來中醫師曹海濤博士主講如何用中醫來
幫助消化性潰瘍幫助消化性潰瘍，，傳授臨床醫學新知傳授臨床醫學新知。。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左))接待中國接待中國
安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董安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董
事長余徐生事長余徐生((右右))。。

台大校友會舉辦職涯輔導座談台大校友會舉辦職涯輔導座談，，各領域專業前輩與受邀嘉賓齊比讚各領域專業前輩與受邀嘉賓齊比讚。。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二左二))
向安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向安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長余徐生事長余徐生((右二右二))等人介紹本報紙等人介紹本報紙
本印刷成品本印刷成品。。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秘書長吳軍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秘書長吳軍((右起右起))、、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安徽中安徽中
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董事長余徐生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董事長余徐生、、劉靜劉靜、、副總裁韋晶參觀本報印副總裁韋晶參觀本報印
刷廠刷廠。。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左左))向安徽中創信測科技向安徽中創信測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徐生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徐生((右右))於美南新聞前合影於美南新聞前合影。。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美國秘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美國秘
書長吳軍書長吳軍((左起左起))、、副總裁韋晶副總裁韋晶
、、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安安
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徽中創信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長余徐生與劉靜合影長余徐生與劉靜合影。。

一行人參訪一行人參訪ITCITC，，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由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右右
二二))介紹營運方向和投資項目介紹營運方向和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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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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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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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魚》送喜上海
周星馳鄧超林允秀家鄉話

萬眾矚目的周星馳新作《美人魚》將於2月8

日大年初壹全國上映，該片集結了鄧超、羅誌祥、

張雨綺、林允等主演，將以3D、中國巨幕、全景

聲格式賀歲公映。

周星馳和他的兩大主演鄧超、林允來到上海繼

續為電影宣傳造勢，此前幾站路演星爺所到之處都

引起轟動，今日現場更是氣氛爆棚。此次活動舉辦

於上海江寧路的藝海劇院，劇院內到達媒體、嘉賓

及粉絲人數近千人，現場座無虛席。雖然天氣較為

寒冷，但絲毫沒有影響主創與觀眾的熱情交流，更

有粉絲表示：“星爺《美人魚》的發布會，就算氣

溫再低10度，也照樣會趕來！”發布會現場鄧超

先是用獨特的上海方言給預告片配音，

完美釋義“學霸”本質。周星馳、鄧超、

林允更是秀出各自的家鄉話，提前為觀

眾送上新年祝福。

此前《美人魚》曝光的“魚水合歡”

版預告片中，“世界奇珍異獸博物館”

館長及“瑪爾美特”美人魚的設定，包

括星爺手繪的“搞笑人魚”海報，使大

家熟悉的周氏無厘頭風格初顯真容。作

為壹部純正周氏作品，《美人魚》將再現星爺獨樹

壹幟的風格，帶大家重回“童話世界”。此次路演臨

近春節，面對這個壹年中最大的節日，幾位主創自

然是有備而來，因為“鹹魚”代表了周星馳喜劇的

勵誌情結，所以在發布會現場主創便與觀眾互動，

壹起玩起了“鹹魚飛鏢”的遊戲。最後三組皆得到

全中的完美成績，周星馳導演更是為粉絲送上特別

禮物。

談及這次在《美人魚》中的表演，鄧超先是

“劇透”稱自己所飾演的人類“別看海報上是個無

敵又寂寞孤獨的海膽，實際上我是壹個目標，重要

的目標，跟人魚有關系的目標。”而出演美人魚的

林允則表示周星馳導演在工作上認真負責：“在片場

的時候很心平氣和的跟我聊，有的時候壹場戲可能要

拍到50條。” 周星馳則在采訪中搞怪表示：“每次

片場林允壓力大的時候，鄧超都會對著林允說冷靜。

因為她每次壓力大的時候，都會拿小豬羅誌祥的武

器，流星錘這些，所以超哥就會說冷靜。”談及對每

場戲的認真雕琢，周星馳導演表示：“其實鄧超也會

拍到50條。並且我覺得夠了，不要再來了，他就說

我再給妳另外壹種。當然最後我們通常還是用第壹

條。”同時周星馳也稱鄧超為“超級的演員”：

“在我的電影裏邊，超哥是，英語怎麽說？Amazing

的！反正壹句，在《美人魚》裏，他是我從來沒見過

的壹個形象。百變的，是有力量和能量的。”

活動現場，上海女婿鄧超還應觀眾要求用當地

方言為《美人魚》的預告片進行配音，其有樣學樣

的上海話更是得到觀眾力贊。玩的盡興，鄧超更邀

請周星馳用寧波話（星爺祖籍寧波）說出預告片中

的“頭呢”？又讓林允用家鄉話說出《美人魚》的

片名，並點評林允說《美人魚》的發音特別像“沒

人影”。最後，學霸鄧超更是用自己的家鄉話江西

話說出《美人魚》，並且給出兩種發音方法，分別

是“沒了魚啊” 和“沒了捏啊”，引發周星馳導

演爆笑。隨後周星馳導演詢問，“多了個‘啊’的

話，那英文怎麽說？”鄧超更開發出《美人魚》的

升級版英文說法：Beautiful People Fish Wow——

笑翻全場。

值得壹提的是，《美人魚》自定檔以來便成為

網友熱議焦點。那麽，《美人魚》到底講述的是什

麽？在星爺眼裏，“《美人魚》是壹個關於‘寂寞’

的童話故事，妳們凡人不理解”，所以“請到影院

觀看”、“看完就不寂寞了”。此外，《美人魚》

已經在各大平臺開啟預售，現在登入各大票務平臺，

即可搶購《美人魚》電影票，先到先得！

據悉，電影《美人魚》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

司、星輝海外有限公司、和和（上海）影業有限公

司、山南光線影業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矢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中國

文化娛樂基金、象山澤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奧飛

影業（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由上海電影（集團）

有限公司、大地時代文化傳播（北京）有限公司、

廣州金逸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聯瑞影業有

限公司、龍騰藝都（北京）影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黑螞蟻（上海）影業有限公司、上海格瓦商務信息

咨詢有限公司、無錫輝馳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北京鼎恒博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臥虎藏龍 2 終極預告
甄子丹為愛歸來生死未蔔
由袁和平執導，甄子丹、楊紫瓊、

岑勇康、劉承羽聯袂出演的功夫武俠

巨制《臥虎藏龍：青冥寶劍》定於2

月19日全國公映。日前，片方發布

了主題為“為愛歸來”的終極預告和

海報,並正式宣布《臥虎藏龍：青冥

寶劍》將經由IMAX專利的DMR（數

字原底翻版）技術轉制為 IMAX 版

本，以 IMAX 3D格式在全國 IMAX

影院隆重上映。此次發布的預告，揭

示了電影的江湖觀，體現了對於江湖

兒女來說高於生命的種種追求。同時，

作為同檔期中唯壹壹部超級大片，海

報中也用壹句“壓軸賀歲”體現了電

影的制作規模和量級。

《臥虎藏龍：青冥寶劍》借終極

預告發布之際正式宣布與IMAX攜手

合作，將這部匯聚楊紫瓊、甄子丹等

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武打巨星的電影作

為IMAX影院壓軸賀歲的作品。這部

高品質的武俠電影中以冰湖大戰為代

表的精彩場面和頂尖的武術設計都將

通過IMAX觀影體驗®帶來更身臨其

境的體驗。

此次發布的預告片中，楊紫瓊飾

演的俞秀蓮說出了電影最核心的江湖

觀：“劍無正邪，人有善惡”。青冥

寶劍的出現對於江湖中的各派人士意

義各不相同：有人求義，有人求利。

它雖然是壹把曠世神劍，最終的價值

卻在於“用劍之人”。預告片也同時

揭示了“不求名利”的江湖俠士孟思

昭重回江湖的終極奧義：為了愛情。

這讓熟悉了甄子丹

“純爺們兒”形象的

觀眾大為動容，不禁

感嘆“宇宙丹”男友

力爆表。

電影延續了現代華

語武俠電影的價值觀：

將“仁愛”和“自由”

融為壹體。同時也符合

了當代社會對於角色定

位的追求，打破常規設

置，讓“女漢子”俞秀

蓮追求道義，“男情

聖”孟思昭守衛愛情。

最終甄子丹執劍，與

反派大BOSS廝殺片段

給人留下終極懸念：

到底為愛歸來的甄子

丹能否兼顧俠義和承

諾，完成使命和心愛

之人歸隱江湖成為最

大的謎團。

與終極預告同步發布的還有電影

的終極海報，海報中不僅體現了全陣

容，還配以重場戲 “冰湖大戰”。

導演袁和平說，他的動作設計從來都

是為了體現故事情節，而每壹個被人

們津津樂道的場面則源自當時的拍攝

靈感。“冰湖大戰”的設計亦是如

此：當劇組在新西蘭拍攝時，壯觀的

原始風貌給了他創作靈感，才搭建出

了這個30米見方的“冰上擂臺”。

到底效果如何，導演說，只有在大銀

幕前才能體會。

《臥虎藏龍：青冥寶劍》的故事

源自於“北派五大家”之壹王度廬的

經典小說。巧的是，生於南方的袁和

平導演也深得北派功夫真傳，對於

“南與北”的融合，袁和平說：功夫

不分南北，它甚至不分國籍，這也是

我拍動作武俠電影的初衷，南北大

成。袁和平想要體現的是功夫的“真”

和“義”，這也是他集齊兩大“愛徒”

的本意：二十余載的情義，加上真刀

真槍的功夫，讓觀眾能夠重新體會最

真摯的情感和電影最質樸的張力。

“功夫之王甄子丹”，“不用替

身的楊紫瓊”和“硬橋硬馬袁和平”，

三人的結合，勢要在元宵節“打”出

壹個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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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銀都機構有限公

司和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等出品，香港著名喜劇

導演谷德昭執導，吳鎮

宇、江疏影、鄭中基等

主演的賀歲喜劇《惡人

報喜》，已經於本月23

日全國上映，電影上映

後取得了超嗨口碑，觀

眾紛紛贊嘆《惡人報喜》

重現經典港式喜劇的光

輝，並且推陳出新，開

啟了全新的賀歲喜劇模

式。

《惡人報喜》由香

港喜劇界的著名導演、

演員、編劇谷德昭執導，有著豐

富賀歲喜劇拍攝經驗的谷德昭，

在這部2016年賀歲新片上開創了

全新的喜劇模式。在故事上，他

笑走偏鋒地以“惡人為主角”。

吳鎮宇飾演的惡霸狗販查理和鄭

中基飾演的土豪村長阿炳上演針

鋒相對的互撕大戰，在兩大惡人

中間還有個小惡人，即是搗蛋女

神江疏影，此外，還有曾國祥這

位終極大惡人，大大小小的惡人

亂鬥，也成為本片最大的看點。

相比於內地風格的喜劇，《惡人

報喜》從故事設定上就非常巧

妙，而且另辟蹊徑地找到了港式與內地

笑點的平衡。

經典港式

喜劇最大的特

色就是演員的

表演風格，非

常戲劇化、肢

體語言豐富、

表情誇張，這

也是谷德昭早

年與周星馳等

合作的主要特

色，這種“無

厘頭”式的表

演風格在《惡

人報喜》中也得到了發展，吳鎮宇和鄭

中基兩人最為激情的“近身搏擊大決戰”就

是典範，二人摸爬滾打，讓觀眾笑爆。

就連內地女神江疏影，也在表演上突破

了淑女形象，大膽惡搞，又是踹廁所又

是生產，讓人忍俊不禁。

在香港與內地合拍片越來越多的趨

勢下，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喜劇片可謂

是鳳毛麟角，喜劇電影的發展也陷入僵

局。《惡人報喜》成功地繼承了香港無

厘頭賀歲喜劇的精髓，並進行了接地氣

地全新創造，讓觀眾領悟到不壹樣的喜

感，感受獨壹無二的賀歲。本片在香港

上映後成為本土周末票房冠軍，陳奕迅

盛贊“笑中帶意，支持！”，薛凱琪、

劉浩龍、唐詩詠等也送上贊語。本片在

內地也取得不俗的票房與超贊口碑，有

觀眾感慨“本以為再也看不到純正的港

式賀歲喜劇了，《惡人報喜》真是讓人

驚喜！”、“《惡人報喜》是香港老派

的喜劇風格，不過形式上卻是現代的。”

“今年賀歲檔那麽多大片，但我看《惡

人報喜》最開心。”

《惡人報喜》由銀都機構有限公司和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劇魔影業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

司、廣州長長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浙江觀

鍳影業有限公司、奧飛影業（香港）有限

公司、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寰宇縱橫世紀電影發行（北京）有

限公司、珠江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發

行，目前正在全國熱映中。

鄧超林允爆料星爺完美主義
壹場戲經常拍足50條

周星馳鄧超林允秀家鄉話
《美人魚》出“加強版”英文片名

攜手IMAX壓軸賀歲
身臨其境體驗“冰湖大戰”

女漢子遇到真情聖
甄子丹爆表男友力

真功夫遇見大銀幕
臥虎藏龍嬉鬧元宵

责任编辑：刘泠然

蒲松龄袁字留仙袁别号柳泉袁于明崇祯十三年(1 640年)出生于淄川
(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城外蒲家庄遥蒲家祖上曾做官袁到蒲松龄的父
亲蒲盘时袁开始还读书袁后来因为家穷袁下海做生意了袁他有 5个儿子袁
蒲松龄排行老三遥
蒲松龄从小跟着父亲读书袁19岁考秀才袁异常顺利遥当时他的一篇

答卷纵横议论袁发挥得酣畅淋漓遥 主考官恰巧是爱才若渴的学使施愚
山遥 这位施大人为人通达袁见到蒲松龄的答卷袁非常欣赏遥 立即将其拔
为头筹遥 随后袁蒲松龄连着三场袁乡里尧县里尧道里都是第一名遥 这事轰
动了十里八乡袁让蒲家人脸面上着实增光遥
在一般人看来袁这位青年才子一定前程远大袁谁料想此后蒲松龄

竟然在科举考试的泥途上一路受挫袁再也没能前进一步!其中几次落榜
都很意外遥 一次袁他第一场的答卷相当出色袁考官极为欣赏袁甚至内定
蒲松龄为头名入选袁不想蒲松龄突发急症袁无法继续参加考试袁前功尽
弃遥他那满心的怨怅之情可以想象遥还有一次更离谱袁蒲松龄费尽心思
从当官的朋友那里求来一份推荐信袁 觉得考官一定会照顾他几分袁心
里一高兴袁文采大发袁只顾洋洋洒洒尧笔走龙蛇袁却没想到有一处写得
超出了格式规定袁这在当时被称作野越幅冶袁要被取消考试资格遥蒲松龄
得知后如五雷轰顶袁惊愕尧茫然尧痛悔袁最终也只能沮丧而归遥

40多年间袁蒲松龄一共参加过十几届科考袁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
去袁垂头丧气而归遥 逢发榜之日袁他就像领受酷刑一般煎熬袁最后还是
被落榜的大棒当头打下遥 每当这时袁他都会咬牙切齿袁发誓再不去赴
考袁可 3年过后考期一到袁他心里又蠢蠢欲动袁忘记了落败之痛袁兴致
勃勃地打点行装出门应考噎噎就这样袁翻来覆去袁好像被放在热锅上
来回烙烤一般袁让蒲松龄的人生变得无比凄惨遥
尽管一再受挫袁直到年过六旬袁蒲松龄对带给自己如此苦痛回忆

的科举考试还是不肯放弃遥他的老妻实在看不过去了袁毅然出来劝阻袁
对丈夫说院野你还是省省吧浴如果命里有这个福气袁能够考上的话袁现在
都该做到司道阁老了遥 从今往后袁你就不要再去碰钉子了浴 冶蒲松龄终
于冷静一些袁想想妻子的话遥 的确有道理袁从此才不再应考遥

蒲松龄一生大半时间在外客居遥 他先后在数个乡绅家坐馆遥 外出
最远的一次是 30多岁时袁在昔日同窗尧宝应(今隶属于扬州)知县孙蕙
的衙署里帮办文案遥蒲松龄与孙蕙同龄袁两人关系不错遥但后来孙蕙进
入官场袁日益冷漠蛮横遥 他喜好享乐袁购买了一班歌女姬妾袁把这些薄
命女子视同玩物遥 淳朴多情的蒲松龄很难接受孙蕙的作派遥 尤其孙的
一位小妾青霞袁美丽多才袁擅长诗词袁人又单纯柔弱袁在嫉妒她的众妻
妾问处境艰难袁郁郁寡欢袁最终落花飘零袁不到 20岁就死去了遥 蒲松龄
心中痛惜青霞野明珠暗投冶的悲剧命运袁自然会格外反感孙蕙的无情袁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遥
蒲松龄坐馆时间最久的是在本县一个毕姓人家袁居然一连任职 30

年遥东家毕际有是一位退职知府袁为人谦和厚道遥蒲松龄与毕际有相处
融洽袁心情愉快多了遥毕家几代为官袁宅院建造得体面尧气派袁有敞亮的
主建筑野绰然堂冶袁还有幽雅的私家园林野石隐园冶尧藏书丰富的野万卷藏
书楼冶遥 在这样一个可暂且依栖的世外桃源里袁蒲松龄远离俗事煎熬袁

拥有读书尧写作的上好环境袁对他的吟诗作赋以及小说创作自然颇有
帮助遥
当然袁对于毕家来说袁蒲松龄也是一位很难寻觅到的人才遥 毕家官

绅亲友很多袁每逢客人来访袁有这么一位有学问尧谈吐不俗的先生出来
相陪袁会给主人挣回不少面子遥 所以毕家对蒲松龄十分倚重遥
在这里袁蒲松龄也得以结识了一些官场人物遥 最著名的是身居高

位的大诗人王士稹遥 王士禛为人谦谨袁对蒲松龄这个科场失意人嘘寒
问暖袁让他感受到友情的温暖遥更为难得的是王士禛独具慧眼袁在蒲松
龄所有亲朋好友都不看好其小说创作之时袁对叶聊斋志异曳赞誉有加袁
一再来信借阅遥圈点评论袁还为小说题诗院野姑妄言之姑听之袁豆棚瓜架
雨如丝遥 料应厌作人间语袁爱听秋坟鬼唱诗遥 冶这份知遇之恩让落寞的
蒲松龄终生感怀袁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遥
或许由于王士禛太喜爱文采洋溢的叶聊斋志异曳袁民间竟然出现一

种传说院王士禛出千金高价遥想向蒲松龄收买这部小说的著作权浴其实
这是冤枉王士禛了遥此公一向品行端谨袁严于律己袁不会做出这等夺人
所爱的事遥 不过袁想收买聊斋的袁历史上倒是真有其人袁他就是山东按
察使俞成龙遥 此入出身武夫袁却喜欢附庸风雅袁一再想结交蒲松龄袁请

他去自己的府里做客袁还力邀他当自己的幕僚遥 原来袁俞成龙阅读了
叶聊斋志异曳手稿后袁十分喜爱袁就想花点儿银两袁将其据为已有遥 蒲松
龄当然不肯割爱袁辞谢离开遥
在毕家任职 10余年后袁毕际有去世了袁蒲松龄想回归家园遥 毕竟

自己的几个儿子也亟待父亲教导袁妻子独自一人袁已经承受了太多辛
劳遥但毕夫人与毕家长子都恳求蒲松龄继续任职遥蒲松龄出于不忍袁又
留了下来遥当时想着过渡一阵子袁等毕家长子成熟一些就辞工袁没想到
这位毕公子为人天真袁处世能力不强袁娶亲后孩子又接连出世袁于是蒲
松龄又承担了教育毕家第三代的任务袁结果在毕家居然坐馆 30年遥 直
到年届 70岁袁才苦辞东家遥 解职归来遥

叶聊斋志异曳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对科举弊政的声讨遥 叶叶生曳写考生
叶某在科场一再受挫袁失意而亡袁命终之后却并不知自己已死袁仍然心
系科场袁游魂眷恋遥居然能够伸笔答卷袁喜获功名遥然而这毕竟是野假荣
华冶袁如何能当真遥当他满怀欣喜归来袁向妻子报告好消息时袁妻子的反
应却是野掷具骇走冶袁并正告他院你既然死了袁就不要再来扰乱亲人!叶生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可悲处境袁长叹一声袁奄然而灭遥这样的作品读来真
令人悲从中来遥 蒲松龄以生动的笔触摹写出落第士子的绝望之感袁让
我们看到科举制下的文人是如何置身于精神上的炼狱袁万劫不复遥

叶聊斋志异曳的又一亮点是抨击腐朽的官场文化遥 叶促织曳的故事让
人酸楚袁皇帝喜欢斗蟋蟀袁官府就强派民间进贡遥百姓家的小儿不小心
放走蟋蟀袁竟因恐惧而投井! 叶席方平曳尧叶梦狼曳都是挞伐腐败政治的力
作遥 郭沫若有两句话评叶聊斋志异曳院野写鬼写妖高人一等袁刺贪刺虐入
骨三分遥 冶
众所周知袁蒲松龄在叶聊斋志异曳里塑造了众多生动传神的女性形

象袁让人难忘院纯真爽朗的婴宁袁柔弱聪慧的青凤袁侠义善良的红玉袁忍
辱负重的珊瑚袁刚烈坚强的商三官袁狐女尧花仙噎噎她们潇洒诙谐袁聪
明活泼袁善良美丽袁才华谈吐每每令男子自愧不如袁体现了作者对于女
性的欣赏尧赞誉和同情遥 叶聊斋志异曳里的恋情描写也格外美丽动人袁连
城与乔生袁贺生与瑞云袁王子服与婴宁噎噎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寄
托了作者美好的人生憧憬袁让整部作品流光溢彩袁美不胜收遥
除了这部小说袁蒲松龄在通俗读物方面也有许多成果袁他撰写了

大量的俚曲尧日用杂书等袁都体现出他的一片济世之情袁对百姓充满关
切遥
对于蒲松龄这样一位富于才情尧思维敏捷的小说家袁一生停留在

社会底层的人生体验袁可以说是最终成就了他遥今天袁我们从为富贵堕
落的孙蕙袁安度闲暇尧不思人间疾苦的毕际有袁以及身居高位尧多所顾
忌的王士禛等古代社会所谓野成功人士冶的经历来看袁他们的创造力尧
生命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抑制遥 这就是体制带给个人的精神束缚袁而
他们本人却浑然不觉遥 蒲松龄虽然极力追求袁但终生都没能进入体制
中袁这让他一直保有了自由不羁的民间心态尧充沛的想象力和敏锐的
批判力遥他以练达的文笔袁通过丰富的文学想象来抒发自己的感受袁将
长久形成的心中积郁释放出来袁给世人以振聋发聩之感遥 这对蒲松龄
来说袁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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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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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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糾結小金人

小李子自己就是“小金人”

史泰龙与友人街头散步
遇狗仔拍照揮手示意

大衛·鮑伊6.58億遺產平分妻兒
骨灰撒巴厘島

英國“樂壇變色龍”大衛-鮑伊

(David Bowie)本月初不敵癌魔病逝，

享年69歲，遺囑內容前天曝光，他把

壹億美元(約6.58億人民幣)遺產平均

分配給遺孀Iman及兩名子女，至於私

人助手和兒子前保母都獲得百萬美元

。另外，按照大衛-鮑伊的遺願，其骨

灰將會撒落巴厘島。

本月10日，大衛-鮑伊在紐約寓

所病逝，據英國《鏡報》早前報道，

遺孀Iman按照亡夫意願，在他死後不

久已秘密落葬，且拒絕舉行任何形式

的喪禮。事實卻是，隨著大衛-鮑伊的

遺囑前日被遞交到曼哈頓法院，內容

終於曝光，Iman獲分配壹半遺產(即

5000萬美元，約3.28億人民幣)，以及

位於曼哈頓的豪宅。

至於戴維跟Iman育有的15歲女兒

Alexandria，以及他跟前妻Angela Bar-

nett所生44歲兒子兼《危機解密》導演

登勤鐘斯(Duncan Jones)，則平分余下

5000萬美元財產。由於女兒年幼，多獲

壹幢紐約房子。另外，戴維對私人助手

Corinne Coco Schwab和登勤的前保母

也照顧有加，二人分別獲得200萬及

100萬美元(約1310萬和657萬人民幣)

據報大衛-鮑伊的遺囑訂立於2004

年，當年他在歐洲心臟病發，而按照

遺囑所講，戴維死後會以佛教儀式，

把骨灰撒落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回歸

自然。

大衛-鮑伊離世消息震撼全球，不

少樂迷加入搶購新舊專輯的行列，借

此回味偶像聲音。據最新壹期英國

Top 40大碟銷量榜顯示，戴維死前推

出新碟Blackstar 連續登上3周冠軍寶

座之余，更累積12張唱片同時上榜，

平了“貓王”於1977年逝世後創下史

上最多紀錄。

近日，第22屆美國演員工會獎落下

帷幕，幾大頒獎季熱門影片瓜分重要獎

項，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憑《荒野獵

人》首次摘得該獎項影帝。美國演員工

會獎是繼金球獎後的又壹重要獎項，它

的提名是根據隨機抽選出的4200名工會

會員決定，入圍後的作品再由全體會員

票選產生最終結果。因為評委都是業內

演員，該獎被認為是奧斯卡重要風向標

，2015年和 2014年的結果與奧斯卡獎

100%重合。

七次入圍首次獲獎
第22屆美國演員公會獎揭曉。演員

方面，電影類帝、後之位，與1月初頒

出的第73屆金球獎劇情類獎項完全壹致

：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憑借《荒野獵

人》斬獲從影30余年來第壹座演員公會

獎影帝，兩項重磅奧斯卡風向標加身，

摘取小金人影帝桂冠的可能性也隨之大

大增加，最佳女主角則是《房間》的80

後女星布麗· 拉爾森。

“小李子”第七次入圍演員工會獎

（包括單項和群體表演），卻是首次獲

獎。去年美國演員公會獎剛公布提名時

，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就曾推文表示

，“壹個演員能夠得到同行的認可是壹

個偉大的榮譽”。

這個頒獎季，他和布麗· 拉爾已拿

下了各地區前哨22座影帝、26座影後

，其中囊括了第21屆美國評論家選擇電

影獎、第28屆芝加哥影評人協會獎等多

個重要獎項。他們能否把幸運帶到2月

28日，這成了奧斯卡頒獎禮的最大看點

。

商業投資大獲成功
近日，還有網友曝光了小李子在演

戲之外的商業天賦，原來他還投資了不

少大型公司，比如名為DiamondFoundr

的鉆石創業公司，該公司宣稱能夠在兩

周之內制造出和天然鉆石壹樣的鉆石來

，最大能夠達到9克拉；2011年，小李

子還進入了科技互聯網投資圈，400萬

美元投資了實時照片分享應用Mobli，

壹度還成為該網站的顏值擔當；2012年

，小李子成為美國環保汽車制造商菲斯

克汽車公司(的新任股權投資者：此外

，他還參投了創新型廢料處理公司 Ru-

bicon Global，該公司最新估值為5億美

元。

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被中國影

迷愛稱為“小李子”的超人氣明星，他

以演技的精湛兼具從未獲得過奧斯卡獎

的運氣聞名於世，四次入圍影帝提名，

但次次落選，以至於他曾在之前的頒獎

禮上潸然落淚。

其實，小李子大可不必糾結小金

人。去年，好萊塢壹線明星片酬曝光

，小李子以2500萬美元領跑，再加上

他善於商業理財，其每年收益相當可

觀，小李子本身就是壹座赤裸裸的

“小金人”！

史 泰 龍 （Sylvester Stallone） 飯

後街頭散步。史泰龍和朋友在吃

完飯後在街頭悠哉散步，史泰龍

內穿黑色 T 恤深藍色西裝，遇見

狗仔還揮手打聲招呼壹副老大哥

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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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猴年將至袁野猴元素冶 設計早就吸引到了大衆關注
的目光遥 郵票尧年歷尧紀念幣尧品牌服裝等都能看到野猴元素冶
的存在遥 其中袁 最引人注意的要屬生肖郵票和春晩吉祥物
了遥 雖然兩者一個受追捧袁一個被批袁但都反映了野猴元素冶
強大的吸睛能力遥

1月 5日袁2016年叶丙申年曳猴年特種生肖郵票在內地發
行遥 猴票一套兩枚袁全套郵票面値 2.40元袁由美術界泰斗黃
永玉設計遥

此套猴票圖案內容分別爲野靈猴獻瑞冶和野福壽雙至冶遥
野靈猴獻瑞冶展現猴子手托壽桃盪鞦韆的畫面袁猴子形象活
潑可愛袁生動傳神曰野福壽雙至冶則是一只金猴抱着兩只小猴
其樂融融的幸福畫面袁寄託福壽雙至的寓意遥

猴票一經發售就受到了公衆的追捧遥 當天袁各地出現了
排長隊購買的熱潮袁還有人通宵排隊遥 猴大版的價格當天就
已經從 38.4元的面値飆漲至 400元袁漲幅接近 10倍遥 發行
20天後袁 大版二級市場價已經站穩 1100元袁 升値了 27.65
倍遥

香港尧澳門也都有猴年郵票推出遥 香港猴年賀歲生肖郵
票展示多款以猴子爲題的傳統工藝品袁 以各種吉祥植物圖
案作爲背景袁象徵吉祥如意遥

澳門生肖猴郵郵票以野猴冶的各種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
野五行冶相結合爲設計概念遥 野火猴冶郵票以叶西遊記曳中美猴
王途經火焰山故事爲背景袁創作中帶出煙火瀰漫袁展現猴子
活潑好動的個性袁突顯野火猴冶年喜慶熱鬧的氣氛遥

加拿大推出的猴年郵票則有兩款袁 均採用中國經典名
著叶西遊記曳孫悟空的京劇形象袁本地郵票是孫悟空揮舞金
箍棒的全身造型袁國際郵票則只是臉譜和頭飾遥 郵票中運用
了紅色和金色這兩大中國新年傳統色彩袁 用頭冠和兩條雉
鷄尾羽增加動感遥

除了郵票袁 猴年紀念幣也廣受歡迎遥 紀念幣面値爲 10
元袁直徑 27毫米遥 正面有 野10元冶字樣袁背面爲一只傳統造
型的猴子抬手遠眺袁上方是桃形花燈和梅花圖案遥

日前袁 央視春晩通過官方微博公佈了猴年春晩吉祥物
野康康冶遥

野康康冶由國家一級美術師尧北京奧運會吉祥物野福娃冶

的創作者之一韓美林設計袁以中國傳統水墨畫的藝術形式袁
生動表現出野猴冶的機靈活潑特點遥 整體配色也採用傳統中
國風袁個性特徵鮮明袁得到大多數網友的好評遥

除了水墨造型外袁在原稿基礎上完善後的 3D版造型也
同時發佈遥不過袁這一 3D造型並沒有得到網友認可遥原因在
于 3D 建模粗糙袁忽視了原本水墨畫的特點遥

上海創意設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金江波介紹袁 將水墨
畫轉成 3D有許多做法袁比如一些軟件都有野水墨粒子冶袁可
以做成水墨畫的動態效果遥 而最簡單的方式是用二維動畫
製作軟件將水墨畫虛擬成三維空間袁 但操作人員必須懂得
水墨畫特效的意境和味道袁需要有豐富的使用經驗來調試遥

其實袁除了郵票袁黃永玉還設計了一套猴年挂曆遥 不過袁
這套挂曆未在網上出售袁 只在北京某家畫廊有售袁200元一
套遥

其中一幅畫的是 野花果山水簾洞一萬次代表大會冶袁每
只猴子都在低頭看手機袁 猴王發飆了院野開會了袁 不要玩手
機浴 冶這明顯是野以猴寫人冶袁映射了當今人類社會野低頭族冶
現象遥

黃永玉還爲這套挂曆寫了序言遥 他談到袁野猴子跟人關
係密切袁所以常被作爲玩笑對象遥 它捂嘴巴尧蒙眼睛尧堵耳朶
的民間雕塑和繪畫形象流傳東南亞一帶袁 用來當作孔夫子

的耶非禮勿視尧非禮勿言尧非禮勿聽爷的敎喩遥 後來我在印度
好像也見過這類古代雕刻袁 就覺得不盡然全是孔夫子的意
思了噎噎所以我重新恭請幾位猴大哥出來做些不同的動
作袁歡歌我們今天現代文明的新時代和新氣派遥 冶

野猴元素冶還頻頻出現在服飾尧手工藝品的設計中遥 猴年
來臨之際袁不管是國際知名奢侈服飾品牌還是本土品牌袁不
少都將野猴元素冶融入到了商品的設計中遥 服裝尧鞋包尧手錶尧
化妝品上袁都能見到各式猴子的形象遥 服飾品牌設計迎合生
肖熱袁無疑是爲了增加銷售額遥 設計師們挖空心思袁將野猴元
素冶與品牌設計理念尧産品特點相融合袁用新鮮的設計感和
吉祥的寓意袁吸引顧客買單遥
此外袁一些帶有野猴元素冶的小商品也正在熱銷遥 不少商

場尧超市中袁猴子公仔尧玩具等袁都被商家擺在了顯著位置進
行促銷遥 電商平台上的野猴元素冶商品袁銷量也在增加遥

民間藝人也將野猴元素冶運用到了手工藝品創作上遥 近
日袁山東 80後面塑藝人李金國在創作野百猴鬧春冶後袁又創
作出了一組野大聖歸來冶面塑作品遥 野大聖歸來冶共有 72個
野悟空冶袁一個大號野美猴王冶是頭領袁帶領其他 71個不同表
情和造型的野悟空冶共同迎接猴年的到來遥

民俗活動中也有這一元素的體現遥 24日袁泉州尧台灣澎
湖兩地媽祖宮尧天後宮聯合製成了猴年野大米龜冶遥 據悉袁猴
年野泉澎祈龜民俗文化活動冶將于元宵期間舉行袁傳承和弘
揚野乞龜冶的傳統民俗遥 猴年野大米龜冶高 1米多尧寬 4米多尧
長超過 6米遥 重達 2.4萬公斤的野大米龜冶全部由成袋野平安
米冶堆砌而成袁呈現出野巨龜冶形象袁有一定設計感遥
爲何野猴元素冶設計如此大行其道钥 中國傳統文化中袁生

肖文化是跟老百姓聯繫較爲密切的遥 12生肖都被賦予了吉
祥的寓意袁生肖猴往往代表着機敏聰慧尧靈活善於變通袁這
些都是受人喜歡的好特點遥 在傳統的民俗商品中袁野猴元素冶
又能跟馬上封侯(猴)尧封侯(猴)拜相聯繫袁給人帶來好彩頭遥
即將過去的 2015年是農曆羊年袁人們對生肖羊還存在着諸
如野十羊九不全冶這樣的偏見袁生肖羊沒有那么受歡迎袁羊元
素的設計自然不會太盛行袁而這種沉寂又促進了猴年野猴元
素冶設計的反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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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分之二冤

一尧韓國 dream鄄
times渊夢幻時光冤

1987年袁世界一線化妝品品
牌核心硏發工程師成立 Dream鄄
times 國際化妝
品硏發中心袁爲
世界各大化妝品

品牌提供護膚前

沿技術咨詢及配

方硏發服務袁多
年來袁爲衆多國
際一線品牌産品

提供先進的技術

支持浴並多次獲得國際護膚科技硏
發大奬袁成爲世界最出色的化妝品
硏發實驗室之一曰 結合 20 年之
技術硏發成果優勢袁2009年 9月袁
Dreamtimes 國際化妝品硏發中心
在中國成立中韓合資化妝品品牌

Dreamtimes , 定位于針對亞洲年
輕人肌膚的專業化妝品品牌

鎮牌之寶院
dreamtimes M系列 3號套裝
M1 是 Dreamtimes 專門針對亞洲
年輕人幼嫩肌膚硏製的基礎護膚

系列袁由潔面尧爽膚水尧乳液三步基
礎護膚構成袁超輕薄配方袁通透肌
膚零負擔曰自然光解提取技術提取
的高純度嫩膚成分 D-SPINO, 具
有極佳的緊致靚膚效果袁通過小分
子水 HD2.0 體系深入肌膚表層袁
傳送肌膚營養動力袁達到深層高效
吸收袁長期使用袁可令膚感光滑尧亮
澤袁透白尧緊致袁打造夢幻般自然高
清美肌曰

二尧美國 ESTEE
LAUDER 渊雅詩
蘭黛冤院

ADBANCED NIGHT RE鄄
PAIR渊簡稱 ANR冤系列袁無疑是該
品牌最爲經典和大牌的護膚保養

品了遥自推出 20多年來袁一直保持
經典的琥珀色玻璃瓶包裝袁創下全

球每十秒銷售出一瓶的佳績遥該産
品的那句 野如果你 16年前已經用
上了 ANR系列袁那么 16年後的
今天袁你的皮膚依然和 16前一樣
細膩嬌嫩冶的廣吿語深入人心遥

三 尧 曰 本
SHISEIDO
渊資生堂冤

有 130 多年歷史的資
生堂袁是亞洲最老牌的殿
堂級化妝品遥主線資生堂
國際系列袁以優雅尧品位尧

有效尧安全袁而
深入人心遥

四尧法
國
DIOR
渊 迪
奧冤院

DIOR渊又簡稱 CD冤袁全名爲
CHRISTIAN DIOR遥以做高級時
裝起家的 DIOR 品牌袁自 1947 年
首次推出香水 MISS DIOR後袁現
已全面進軍美容領域遥經典與高貴
是 DIOR的代名詞袁如今袁DIOR
更是時尙和創新的代表之一遥
鎮牌之寶院
藍金唇膏要要要DIOR 標誌性的唇
膏袁豐潤柔軟袁色彩純正袁在舒適和
持久之間達到不可思議的平衡遥也
是無數女性手袋中必不可少的恩

物遥
5 色眼影要要要雖然 DIOR 每一季
都會推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彩

妝新品袁但這款眼影自 1987年延
續至今袁依舊是許多化妝師和女性
的最愛遥

五 尧 法 國
CHANEL 渊香奈

爾冤
以交叉的二個 C爲品牌標識

的 CHANEL品牌袁同樣以高級成
衣起家遥在美容領域最大的成爲香
水遥
鎮牌之寶院
NO.5香水要要要這個成就了一段香

水神話的香水袁已經成爲全球無數
女子的妝台最愛遥它特別幽雅浪漫
的格調袁把女子內心的的細緻情懷
錶達盡致袁性感女神夢露的那句
野我袁只穿 NO.5 入睡冶的名言袁更
讓這款女士香水名垂百年遥

六 尧 美 國
CLINIQUE
渊倩碧冤院

CLINIQUE 的名
字和品牌的概念來源于

法文院醫學診所遥是
ESTEE LAUDER 集團
的另一重量級品牌遥以
過敏度低袁不含香料無

刺激的護理理念

聞 名 于 世 遥
CLINIQUE 在

美國尧英國均是
銷量第一的高檔

化妝品牌遥
鎮牌之寶院
護膚三步曲要要要
CLINIQUE 自

1968 年品牌創
立之初就推出的

三步曲概念袁倡導簡單就是美的哲
學袁至今仍秉承野潔面皂+化妝水+
特效潤膚乳冶的組合遥在 1尧2尧3步
的三件産品之外再用任何保養品

都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袁爲肌膚
提供最簡便尧安全袁有效的呵護遥

七尧曰本 SK原II院
數十年前袁一個科學家參觀一個釀
酒工厰時的偶然發現袁誕生了一個
美容屆的神奇品牌袁它就是 SK-I鄄

I遥90年代起袁SK-II從MF渊MAX
FACTOR冤公司獨立出來遥定位爲
高級保養品牌遥其專利成分 PIT鄄
ERA袁提取自米酒的天然酵母遥
鎮牌之寶院
護膚精華露 渊又稱神仙水冤要要要內

含高達 90%以上的 PITERA袁能調
整肌膚的 PH値袁促進細胞的抵抗
力袁幫助肌膚恢復天然的水油平
衡遥

八尧法國 BIO鄄
THERM 渊碧歐
泉冤院

碧歐泉卓越的護膚功效袁來自
自溫泉中提取的精華 PETP渊礦泉
有機活性因子冤袁富含多種微量元
素袁礦物質和蛋白質成分袁能溫和
條理肌膚袁使其達到均衡狀態遥它
是法國的科學家在硏究溫泉對人

體的療養功效時發現的遥爲了尋求
最佳的提取源袁科學家不惜涉入法
國山脈深處袁終于以 20年的努力袁
以生物技術提取到大量的 PETP

因子袁並成功硏發出適
合皮膚每曰使用的護

膚産品袁也就是我們今
天的 BIOTHERM 護

理全系列遥
鎮牌之寶院
活泉水分露要要要碧歐

泉最初打天下的鎮店

王牌遥每一瓶都含有相
當于 5000公升的溫泉

水中所含的豐富的 PETP袁只需豌
豆大小袁即可令肌膚水分十足袁呈
現最完美的狀態遥

九 尧HR
渊赫蓮娜冤

品牌名字取自

該品牌創立者 HE鄄
LENA RUBIN鄄
STEIN 女士遥她也

是世界上第一家美容院的創立者遥
HR産品以野追求完美冶著稱袁自被
歐萊雅集團收購後袁更成爲該集團
的科技先鋒袁以一流的抗皺尧修復
系列品的硏製爲長遥
鎮牌之寶院
極至之美膠原系列尧維他命 C精
華系列尧要要要有肌膚野急駒瘓冶之稱
的二款抗皺尧修復産品袁對一切因
爲衰老而引起的皮膚問題有很好

的改善作用袁受到了無數不再年
輕袁但仍然追求完美肌膚的女性的
追崇遥

十尧美國 ELIZA鄄
BETH.ARDEN
渊伊麗沙白 .雅
頓冤院

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袁EA 已
經是一個全球知名的美國品牌袁曾
一度壟斷整個高級美容護膚市場遥
一代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的化妝
箱里袁就常備有雅頓的眼影尧唇膏遥
在美容屆多元化的今天袁EA 依然
保持其傳統的特色袁一些産品的巧
妙用法袁仍爲人稱奇遥
鎮牌之寶院
8 小時潤澤霜要要要該品牌歷史最

悠久的産品之一袁至今已有 74年
的歷史袁有野萬能霜冶之稱遥可用于
臉部尧眼部尧唇尧頸和手袁任何一處
你覺得乾燥的地方遥滋潤度非常持
久而有效袁它另外還有淡化疤痕尧
修復肌膚彈性的意外療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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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 12日晚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袁以非常乐观的口
吻讲述今天及未来的美国遥 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通常是用来游说
国会支持其内外政策的袁在野跛脚鸭冶时 期则更多用来为美国社会
鼓劲打气袁对执政成绩野自我表扬冶遥由于在明年初告别白宫之前不
再有发表新国情咨文的机会袁 奥巴马这一次的乐观调子达到他执
政 7年 来野之最冶遥

这位总统强调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袁 美国的军费支出
比其后的 8个国家军费加起来还要多遥他说院每次遇到重要国际问
题袁野世界并不指望北京或莫斯科起带头作用袁他们会找美国冶遥 奥
巴马还斥美国经济衰退之说是夸夸其谈袁 称那些唱衰美国的人是
在野兜售小说冶遥

奥巴马的这番谈话不能全视为吹牛袁他说的很多是实情遥作为
中国人袁我们很愿意美国领导人尧最好整个美国主流社会都保持这
样的乐观遥 美国依然最强大袁它并没有出现绝对意义上的野衰落冶袁
我们就是这样看美国的遥美国人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自我认识袁再
好不过遥

奥巴马还谈及袁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不是邪恶帝国袁而是失败的
国家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则是美国野最直接的威胁冶遥这应当说是
相当清醒的认识遥

已经有一段时间袁美国社会里总能听到野美国衰落冶的议论袁弥
漫着不自信甚至悲观遥 这导致了美对中俄等其他大国疑虑和警惕
的增加遥 美国人总觉得中国野傲慢了冶袁看中国什么都像是在野挑战

美国冶袁怀疑中国野要制定规则冶袁要把美国野挤出亚洲冶袁等等遥
出于这种战略上的多疑袁 美国尤其过度解读了中国与南海国

家围绕岛礁争议的意义袁 中国在南海上的一举一动都被视为北京
欲建立霸权的信号遥此外美国人眼里的中国攻势无处不在袁从非洲
到拉美袁中国都想对美国的领导力野取而代之冶遥

如果美国社会能够更乐观自信袁 了解中国的困难以及美国仍
将长期保持的优势袁他们的危机感就不会那么夸张袁与中国打交道
将更为从容遥 那样的话袁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心态更健康袁也因此更
容易交往的美国遥

然而客观说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比其巅峰时期下降了袁其对世
界的领导力有了更多缺口遥这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萎缩了袁而是
因为世界的变化太大袁中国等新兴国家走在了变化的潮头遥

世界变化带给美国社会的心理阴影显然多于兴奋袁 这大概是
奥巴马大摆美国强盛指标的原因所在遥美国已很强大袁竞争力全球
第一袁却不时对中国的发展忧心忡忡袁这种心理建立在很不健康的
逻辑上袁需要美国社会自省遥

这种逻辑就是袁美国仅仅世界第一是不够的袁它还应当第一得
野没有第二冶袁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大国袁不需要竞争袁无衰落之虑遥
中国从科技竞争力到军事实力都与美国差一大截袁 中国只是有总
的上升趋势袁美国社会就因此有些野慌神冶袁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属于
旧的零和时代遥

奥巴马说道袁中国经济调整使美国感到了野逆风冶遥无论这是不

是真野逆风冶袁十几亿 人口的中国有一天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袁只要
世界不出现颠覆性动荡袁中国社会不野睡着了冶袁这一幕总会到来遥
它不会实质削弱美国的强大袁也不应被视为早晚要出 现的国际政
治野分水岭冶遥卸掉因这个预期而生的包袱袁美国未来几十年将会轻
松很多袁世界也会平静得多遥

如果奥巴马的乐观是伪装的袁 我们希望它在美国社会里弄假
成真遥野中国威胁论冶一直有美国人在喊袁野中国崩溃论冶是它的畸形
变种遥而更为自信的美国会发现中国是伙伴遥两国或有共同走出大
国政治历史阴影的希望袁创造大历史的转折点遥 至少这值得一试遥

错

广西彩民投注百元中奖 2.64亿元袁我的一位同事
说院野今夜袁 我们都是广西人浴 冶 稍早之前袁 东莞
2565万元大奖被弃袁引发的热议似乎更多遥 其中
道理通俗易懂袁 心理上袁 已经得到了大奖却放弃
了袁会更加令人惋惜遥

马云说院野人还是要有点梦想的袁 万一实现了
呢钥冶这句话的语境是创业袁或者特指互联网创业遥

不过袁 这句话放在彩民身上袁 似乎比创业更加合
适遥芸芸众生袁普通 人每天或者每周袁固定地买上
几注袁既不降低生活水准袁又能保持梦想一夜被实
现的可能袁何乐而不为呢钥 在彩民中袁还流传着要
心平气和买彩票的哲学袁 告诫彩民 不要痴心妄
想遥 其实袁每一个彩民的内心袁都隐藏着痴心妄想
的痕迹袁只不过这种妄想不能被放大袁需要压抑和
制衡遥经过压抑和制衡的妄想袁可以被换成一个美
丽 的名字袁叫做野梦想冶遥

买彩票袁中了大奖袁就是天上掉了馅饼遥 不但
是天上掉馅饼袁天上掉的是金馅饼遥 金馅饼很好袁
但也危险袁被砸中 时袁嘴角泛着微笑袁内心无比荡
漾袁但生活从此大不同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
闻袁中了彩票者袁若干年后袁却是倾家荡产遥他们的
原因当然各有不同袁但总体来 看袁大奖是一股巨
大的变量袁彩民中奖后袁生活开始被重构遥

人活于世袁幸福的状态是最奢侈的袁也是最奇

妙的遥我们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袁 物质水平的提升袁
是能够带来幸福的遥但前提是袁物质水平需要缓慢
提升袁而不是忽上忽下遥 无论奖金多高袁最长 6个
月的时间袁 中奖者从彩票巨奖中获得的幸福浪
潮袁一定都会退去遥 大部分中奖者都免不了挥霍袁
这是最糟糕的选项袁也是走向悲剧的起点遥少部分
中奖者能够相对合理地安排袁但人言可畏袁面临的
困难总比办法 多遥 一个人袁一旦因为纯粹的运气
因素而突然有了钱袁 在他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中袁等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遥 家人尧朋友的心态会
变袁他自己的心态也会变遥

以 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窑赫拉利说院 金钱是
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互信系统遥 但他说
的是商业袁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袁金钱是最锋利的
匕首袁 它可以割裂亲情尧 友情尧 爱情中的任何一
种遥 巨额的奖金袁又如同一条充满凶险的河流袁横
在中奖者与他的亲朋好友之间遥 如何跨越这条大

河袁考验的是中奖者的处世技艺遥遗憾的 是袁大多
数人甚至不想跨越河流袁或者在跨越时栽入其中遥

巨奖会改变一个人生活状况袁 绝大多数人会
立刻抬升自己的生活水准遥但由于中 奖者的其他
能力尧关系都没有改变袁所以原本平衡的结构被打
破了遥无论是挥霍模式启动后袁奢侈生活最终无法
继续袁从而陷入生活水平下降的极度痛苦曰还是人
际 关系被撕裂袁体验家破人亡尧众叛亲离的滋味袁
打破平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袁都是大概率事件遥

当然袁 笔者一派的酸醋味袁 并无扰彩民兴致
之意遥 只不过想说袁中奖是一种运气袁但奖金并不
等于恒久的幸福遥如何修复被打破平衡的生活袁难
度可能比中奖还大遥 叶菜根谭曳中有一句话院野从热
闹场中出几 句冷清言语袁便扫除无限杀机遥 冶我的
几句冷清言语袁破坏不了买彩票的热闹局面袁但可
以为那位错过大奖的东莞彩民提供一个自我安慰

的理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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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疾病与预防

（解放网）颈椎病成了困扰都市人的常见病。近

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日益家庭化和普及，及伏案

使用时间的成倍增加，颈椎病的发病更是趋向大众

化。“病人喊痛、医生头痛”，颈椎病，真的是颈椎的

问题吗？它的发病机制又是什么？

九成年轻颈椎病患者

颈椎骨正常
颈椎病，“多半是颈椎出问题”的论断，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扎根于人们脑海里。许多白领看到网

上盛传的治疗颈椎疼痛的“米字操”、“转头操”，便

“依样画葫芦”地去操作，可除了颈部稍微得到休息

外，疼痛的症状并未得到根本缓解，有些甚至还扭

伤了脖子。房敏介绍，来医院看病的白领，大多捏着

疼痛难忍的颈脖，吵嚷着赶紧让医生拍个 X光片诊

断一下，可片子拍下来显示颈椎骨一切正常，白领

们便以为是自己没有好好休息，草草拿了药回家，

可怎料过了没几天，疼痛症状又开始发作，只得继

续往医院跑。

为什么传统 X光影像学表现与病人症状不同

步？临床数据表明，在 20-35岁的年轻病人中，除

5%的病人是病理性表现外，近 90%的年轻病人的 X

光影像学结果和他们表现出来的严重疼痛症状“对

不上号”，而在 35-45岁的病人中，也有三四成病人

存在这种状况。

莫非引发颈椎病的“元凶”不是颈椎？那么真正

的病因又在哪里？房敏在对大量的临床病例研究后

发现，这些存在严重症状的年轻病人往往本身的颈

椎曲线、颈椎椎骨都未见明显异常。而那些上了年

纪的患者，颈椎由于衰老开始出现一些退变的骨性

化表现，比如钙沉积等，可他们的发病症状反倒没

有年轻人来的那么强烈。换而言之，诊断颈椎毛病，

光靠 X光片的结果并不“靠谱”。

由于尚未明确颈椎病的发病机制，过去在治疗

颈椎病时，临床医生对上述反常现象，也很是头疼，

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犹如“机关枪打麻雀”，

打着一个是一个。对此，房敏陷入了沉思，面对病

症，中医能干预什么？推拿、针灸的手法不像手术、

药物那样直接介入人体，而仅仅在病人的体表进行

操作，即使能有效果缓解病症，那么解决的究竟是

什么环节？

肌肉退变在前

椎骨退变在后
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时，房敏就开始探究病状与

影像学不同步的问题。他说道，人体有七块颈椎骨，

和下方的胸椎腰椎相比，这些颈椎骨有着自身特异

性，它的小关节机构几乎是冠状面的，这样就能保

证头颈在 60度至 70度的幅度内灵活转动。但是，

在七块颈椎椎骨的周围还附着众多软组织，一般而

言，人体颈部共有 40 余条肌肉，呈现大大小小、前

后和浅中深不同的分布，其中又以颈后部分布为

主。

但当颈椎病症状最严重时，患者常出现手麻，

头晕，这又是如何引起的？房敏研究发现，颈椎的退

变是必然的，退变后若影响到神经，就会出现手麻、

头晕、心跳加速的交感性颈椎病；影响到血管，血供

不好，就会表现为缺血症状；影响脊髓，就出现了颈

脊髓病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椎骨退变导致肌肉退变，还是肌肉

退变导致椎骨退变？人们应该先保养肌肉，还是先

保养椎骨？曾经有一段时间，房敏就陷入这样一种

“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当时他大胆提出假说，

颈肌即肌肉的问题出现在先，或者至少以肌肉退变

为主。

专家房敏说：“如果对比一个人 20年前后颈椎

X光片的变化，基本上，七块颈椎骨的大小、前后结

构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最多在这二十年间会流失

一些钙质，骨密度会因此有所降低，而形态学变化

则不大。但同等条件下，如果对比一个 20年前后肌

肉功能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试验者至少 1/3 的

颈肌功能会发生退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

使用最多的还是肌肉，它能带动椎骨进行转动。

颈椎病未必是颈椎出毛病

（金羊网）夏秋换季时节,温度湿度变化大,是类

风湿关节炎的高发时节。“类风关”患者应注重自我

保健,防寒保暖,调整饮食,适当增加体育锻炼,可提

高自身免疫力,抵御疾病的复发和加重,减轻痛苦。

运动保健:关节运动为主
一、关节运动:屈指运动:由拇指依次与食指、中

指、无名指及小指指尖对指成“O”形,然后伸直 5指

呈扇形张开;

伸指运动———与屈指运动顺序相反;

圧指运动———一手掌心向下放于桌面,另一手

掌根部交叉垂直压于前一手背,轻轻向下加压,使该

手指关节伸直;

对指运动———拇指尖和食指尖对指;

滑指运动———掌心向下置桌面上,不移动前臂

情况下,各指尽量滑移向拇指侧,有困难时可由另一

手协助,同样运动另一手,注意锻炼中保持手、腕、前

臂在同一直线上。腕、肘、肩、膝的屈、伸运动可参照

上述。

跟 -趾运动———坐位,轮流提起足趾前部和足

跟。

二、耐力锻炼:步行时结合甩臂;太极拳、瑜伽也

可以很好地调节患者整体的身心状态。正所谓“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抗御风

寒湿邪侵袭的能力比一般没经过体育锻炼者要强

得多。

情志调护:消除紧张

恐惧,保持乐观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病程长,每于秋冬季节易反

复,出现关节肿痛、活动障碍等,患者容易出现自卑、

焦虑、失望、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产生厌世的想法。

所以,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应尽量消除紧张恐惧的心

理,保持乐观情绪,学会处理疼痛和药物的副作用。

即使在治疗中,病情也可能反复,患者应与医生密切

协作,探讨原因和处理办法。

饮食调护:少喝牛羊奶，以素食为主

一、要少食牛奶、羊奶等奶类和花生、巧克力、

小米、干酪、奶糖等含酪氨酸、苯丙氨酸和色氨酸的

食物;少食肥肉、高动物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少食

甜食,少饮酒和咖啡、茶等饮料,注意避免被动吸烟,

因其都可加剧关节炎恶化。

二、正确选食:以素食为主,适量选食富含维生

素 E、C、A、B族等丰富的蔬菜和水果, 以及动物血、

蛋、鱼、虾、豆类制品等富含组氨酸、精氨酸、核酸和

胶原的食物。

此外,避免风寒湿邪侵袭,还要防止受寒、淋雨

和受潮,特别是关节处要注意保暖,不穿湿衣、湿鞋、

湿袜等。

换季时节关节痛
招抵御类风湿关节发作

婚前大手筆 何潤東砸1500萬投資經紀人

 














（綜合報道）去年12月17日何潤東在微博上傳和女友的牽

手照，認愛相戀八年的女友Peggy，其實這正是他要與Peggy步上

紅毯的前奏。因何潤東覺得日後會轉移重心至家庭後，可能會淡出

演藝圈，遂拿出1500萬的資金投資他的經紀人洪秀玲開SPA館，為

洪秀玲的生計做打算，相當夠義氣。

曾承諾父親於四十歲要完成終身大事的何潤東，轉眼間已到期

限，正在上海拍《玄武》的他，其實也正計畫跟Peggy完成終身大

事。而何潤東還想到若是結婚之後，生活重心亦將逐漸轉入家庭，

可能會慢慢淡出演藝圈，而他的經紀人洪秀玲的收入可能會受到影

響，因此打算出錢投資洪秀玲開創別的事業。

據悉，何潤東曾問洪秀玲： 「如果不當經紀人，妳有什麼打算

？洪秀玲回答： 「我其實想和朋友開SPA館，想很多年了。」 何潤

東聽到後，立刻回家和父親商量，拿出約一千五百萬元的資金來完

成洪秀玲的心願，並成為這間新SPA館的大股東。

雖然何潤東這段時間在大陸拍戲，但只要有空回台，就會跟洪

秀玲一塊尋覓開店地點。過程中，他曾一度考慮找要頂讓的中古店

，隨後又認為若頂下舊店，必須重新裝潢，加上機器恐怕老舊，所

以最後決定開一家新店，之後挑中台北東區，租了一百坪的空屋準

備，打造一間時尚美容館，預計四月開幕。

何潤東和經紀人洪秀玲合作十六年，關係如同家人般，此次何

潤東主動拿出鉅資，讓洪秀玲很感動，她告訴朋友： 「何潤東是一

位懂得感恩，念舊的人，能帶到他，真的很幸運。」 她也向朋友透

露，家境優渥的何潤東從不崇尚名牌，也不像其他走紅的藝人犯大

頭症，讓她跟何潤東的關係維持非常好。

據悉，洪秀玲於二〇〇〇年就開始當何潤東的貼身助理，她將

大半青春年華全貢獻在何潤東身上，除了處理公事之外，還常幫他

洗衣、擦鞋，伺候茶水等；天氣一冷，還會將自己外套脫下披在何

潤東身上，把何潤東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怒嗆Makiyo
小豬撇猴騎毛筆

（綜合報道）小豬（羅志祥）的新輯

《真人秀？》改版，他特別在簽唱會上提

了個 「猴」 字給大家討吉利，不青雲看小

豬的毛筆字越看越有感，想起他女友周揚

青在元旦時也神來一筆，在自己的臉上塗

鴉來祝網友們新年快樂，也太愛搞怪。而

小豬近來最有事的，還是被前女友Makiyo

說他 「太care媽媽」 ，讓他氣到在臉書上

暴走，不青雲建議小豬可以送一本《二十

四孝》給Makiyo讀，教她明白原來孝順是

美德，不是被拿來嫌的啦！

蕭敬騰癟嘴奪冠軍 李榮浩想到楊丞琳苦表情

跟李榮浩同樣也是華納唱跟李榮浩同樣也是華納唱
片的蕭敬騰片的蕭敬騰，，也面露苦色也面露苦色
，，兩人還真有默契兩人還真有默契。。

（綜合報道）天后楊丞琳為公益活動抱小
孩拍照，露出關愛眼神，讓粉絲趁機催促她趕
快結婚生一個，不過男友李榮浩舉辦新專輯
《有理想》聽歌會，癟嘴現苦臉，還說兩人
「一拍即合」，但目前沒有結婚的計畫！

而 和 李 榮 浩 同 公 司 的 蕭 敬 騰 ， 新 專 輯
《Reminiscence》榮登各大排行榜，Hit Fm幫他
慶功，並送 「狀元及第、銷售冠軍」牌子給他
，照理說蕭敬騰要感到開心，但是他卻和李榮
浩心電感應般，同樣癟嘴現苦臉！不青雲覺得
李榮浩也太誇張，當初楊丞琳一站台就 「一拍
即合」陷入熱戀，和蕭敬騰只是同事也能 「心
電感應」變兄弟臉，這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做得
到的，應列為稀有動物類！

蕭敬騰拿著蕭敬騰拿著 「「聖旨聖旨」」 拍照拍照

，，但但posepose看起來很呆看起來很呆。。

（綜合報道）藝人黃仲崑去年8月酒駕被抓，4天

前才去地檢署繳12.1萬元罰金，昨卻遭讀者爆料，去年

9月他到台中某日本料理店用餐，有些酒意後，57歲的

他與在場2名熟女分別親嘴、擁抱，之後還聲稱到酒店

續攤 「睡覺」 ，昨黃仲崑聞訊坦承不諱說： 「當時為了

南下開唱喬場地，作東感謝幫忙的金錢豹董事，一時開

心吧！」 老婆Lulu似不以為意，還笑說： 「他可能喝多

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以後嘴巴閉緊點。」
黃仲崑去年9月在台中日本料理店左擁右抱行徑，全被

讀者目睹拍照。讀者提供

黃仲崑去年重拾歌手身分，連開幾場小型演唱會，

但昨卻有讀者爆料，他在台中開唱前1個多月，被目擊

在日本料理店與朋友用餐，眾人在吧檯旁的開放空間聚

會，餐畢沒多久，帶著酒意的他和席間2名熟女又親又

抱，只見他一下子被白衣女子捧臉親嘴，又和黑衣捲髮

熟女摟著親親，談話間還透露之後要去金錢豹酒店續攤

。由於他有妻小眾所皆知，因此這般舉動難免引人側目

。

昨黃仲崑接獲記者求證電話，態度頗大方，解釋當

時原定在中秋節於Legacy開唱，打算借用一旁的空地

辦千人烤肉會作為創舉，就是央請席間熟女奔走搞定，

因流程頗複雜，當天他請客感謝幫忙，他說： 「一起吃

飯2個熟女，1個是金錢豹董事、1個是台中魔髮殿堂造

型師，同行還有髮廊老闆，共2男2女，都幫我很大的

忙。」 據悉2名女子都是單身。

他還特地去查了日期， 「當天是9月10日，餐廳是公開

場所，也是有尺度的，我沒有半點不可告人的」 。他說

後來中秋節開唱票房實在太難推，千人露天烤肉派對計

劃只好取消，演唱會也改至10月底。

至於當天被路人聽到要去金錢豹續攤，他也說：

「就是這位董事帶我們去的，我根本喝多了，就是去睡

覺而已。」 他說自己年紀大了， 「酒量變很差，但氣魄

還在」 。一時喝多了，事後根本不太記得做了什麼事，

也語重心長說： 「現在演藝機會變少，我總不能坐以待

斃，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 並強調當天沒開車，出外

靠朋友，為了謝謝大家，跟大家博一下感情。

記者同時也致電黃仲崑的老婆Lulu，聽到老公被爆

料在餐廳喝多和熟女親嘴，她大笑說： 「證明他這大叔

還有魅力啊！」 顯然對老公開放權限不小，她說： 「他
去酒店的事情我知道，人情世故無可厚非，但下次嘴巴

可以閉緊一點嗎？喝多了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

不OK了。」 黃仲崑被問到是否常和女子有這般親密舉

動，他苦笑說： 「我本來就比較吸引熟女，之前演唱會

後辦簽名會，每個歌迷合照都要抱抱親親。」

黃仲崑黃仲崑 台中喝嗨左擁右抱台中喝嗨左擁右抱 唇交唇交22熟女睡進金錢豹熟女睡進金錢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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