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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们聪明能干，处事机灵，能在一切规

则制度下游刃有余，混得如鱼得水。

我们称赞这样的人，叫优秀。上班

之后，我认识了同事M。

M学历很高，毕业后参加了当时大

热的公务员考试，并以高分顺利闯关，

再加上其父亲是某部门领导，家境殷实

，省市县三地有多套住房，总之，称其

优秀一点都不为过。

M为人处事很机灵，短短时间，已

经是同事朋友圈中的热门人物。

但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大家也都慢

慢觉出其中的味儿来。

举几个例子。

新人互相认识，免不了互相请客吃

饭。

M逢请必到，每到必迟。

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小时。

迟到就迟到吧，风尘仆仆地来了，

还一定得坐主位，主位没座位了也一定

得在旁边添把椅子。

一落座就寒暄：“哎呀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来了俩省（或市）级某某领导，聊

得投机，送都送不走，给耽搁了，不好意

思啊，大家别管我，你们提前吃。”

有几次实在等不到他，大家就真的

先吃，可等M一到，空气中明显能觉

察出一种不满的味道。

酒过三巡，M借酒发挥：“以前那

个谁谁谁来找我办事，不给我面子，不

尊重我，后来怎样？被我给挡住了，跑

前跑后忙了半个月，事儿还是没有办成

，到最后还不是得来求我？”

那天做东的人知他是在指桑骂槐，

为了避免气氛尴尬，赶紧拿来菜谱，说

：“这次安排的不够丰盛，M你来得晚

，来来来，加俩菜。”

谁知M也不客气，直接挑最贵的

，点了两个。

加菜完毕，如大仇得报，M痛快非

常，又哈哈大笑谈笑风生起来。

M确实很有才华，旁征博引，官腔俚

语样样精通，有他在的酒桌倒也不担心冷

场，此君逢话必接，接了还能说，道理歪

理都能讲得有声有色，碰到自己实在不懂

的事儿，他也会说：“我的一个朋友，专

业做这事儿，我们关系很铁。”

本来也无可厚非，可偏偏有一次，

遇到了一个更牛的人，风趣幽默比M

更胜一筹，那次整个饭桌上的风头都被

那人抢走了，后来一打听，人家是某电

视台的主播，正根儿的台柱。

当不了焦点的M暗生闷气，多次

私底下说那人坏话，赌咒发誓那天他有

多不开心，再不会和他一起喝酒云云。

M有一神技，叫“抢”买单，很有

意思。

每当有人请客，饭局结束东家起身

买单，M总会殷勤不已，坚持要陪着去

，M身上常备零钱，比如此餐消费562

元，等主家掏出560元后，此君总能恰

当好处地询问，“带零钱了吗？没带没

关系，我这里有。”然后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将2元递出，还要补一句：“咱

们的关系，甭客气。”

弄得东家哭笑不得。

终于待大家轮番请客几轮后，M也

按耐不住了，想要表现一下。

中午M发短信，说要请大家去吃

烤肉。那时候的烤肉，是沙城一种比较

昂贵的吃法，大家听说后都很高兴。

到了约定时间，我们集体下班，分

坐三辆车出发，由M带路。

车子拐过几个街口后停了下来，M

下车，招呼大家靠边停车，等我们一头

雾水地走下车，M说话了：“我想着，

大热天去吃烤肉，会不会太热了？况且

咱们中间还有人不吃肉耶。”

我们突然想起来，是有个同事吃素

食。

M提高嗓门：“这里有家新开的店

，据说还挺不错，我请大家尝尝。”

我们抬头一看，店门上赫然写着

“老安家面馆”。

那天我们十个人，吃了九碗羊肉面

外加一碗素面，M热情招呼大家多吃点

，还给我们每个人剥了蒜。

有些时候，M的“热情”也让人印

象深刻。

一次同事A生病，我们一起去看望

他，我提早准备，置办了一袋苹果和一

袋香蕉。

M和我一起上楼，快到门口时候，

M特意帮我提水果，进门后热情地将水

果放在A的床前，嘘寒问暖，还不忘加

一句：“多吃点儿水果，对身体好。”

趁M上厕所之际，A把我拉到一旁

，指着床头，小声地问我：“到底谁买

的？”

我说：“是我买的。”

A翻个眼，说：“我就知道。”

M号称认识很多人，一次我的车出

了点小事故，M说他在4S店有熟人，

定损时候可以提高一点儿价格。

第一次涉及保险，好多事情我不太

清楚，图个方便，就找了M的朋友带

着我跑流程。

定损金额一万三。

M多次暗示我要表示一下。

我识趣地约请了M的朋友，在全

城最好的火锅店，M订的，M作陪。

餐桌上M和朋友交谈很愉快，M管

他的朋友要两次免费保养的券，朋友似

乎很为难，但还是答应了。

后来去4S店多了，和M的朋友也

熟悉起来。

提及M，他似乎很惊讶，说：“他

呀，我也刚认识，比你早不了几天。那

天他请我吃饭，管我要免费保养，我实

在不好意思才答应的。”

我忽然想起M让我请客的原因，

赶忙问起定损的事，按照标准流程走的

话，保险能报多少？

那位朋友说：就是一万三啊。

我恍然大悟。

后来M谈了个女朋友。

据说第一次约会，M定在了晚上7

点半，发短信问候女孩有没有吃饭，没

吃饭他请客！

女孩回复早吃过了。

M就约她一起去逛街。

据说M从约会到成为男女朋友，

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

M为此很是得意。

那时候M有车，他的女友没有，

偶尔女友想借用一下车，M就等到油箱

快见底的时候才借，等车归还时，油箱

自然加满。

为此他大赞女友贤惠。

一次女友看上了一双鞋子，身上带

的钱不够，但又确实很喜欢，就恳求M

送一双给她。

M很不情愿地付了钱，后来据说他

们的关系很是紧张。

这事儿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

M自己宣传的。

M逢人便说，女友不懂事，他说：

“给女友买鞋子，就是让她“走”的意

思，我们那边很讲究这个的，难道她连

这都不懂？我看她就是故意的，我那么

喜欢她，她却暗示我分手，啥意思？”

后来这些话传到了女友的耳朵里，

女友痛哭流涕向他道歉，给M退还了

买鞋子的钱，为表诚意，还给M买了

一块手表。

M大为开心。

他们的关系又重新好了起来，为此

M很满意，他说“你们看多灵验，钱刚

退还回来，我们关系马上就变好了。”

后来，我和M的关系慢慢疏远，我发

现，身边的人似乎也都这样。

似乎每个人的身边都有那么一些看

似很优秀的人。如果单论他们身上的标

签，着实光鲜亮丽。他们浑身上下也散

发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在他们看来，所有不如自己的人，

都像是呆立的提款机，可以随时拿来利

用，榨取剩余价值。

他们优秀，所以他们觉得就能肆意

挥霍身边人的资源，为自己所用。

而那些被利用过的人，甚至不会在

他们心里留下痕迹。他们没有愧疚感，

没有感恩，只会把掠夺看成是“优秀”

应有的回报。

这一类人，是令人作呕的“假优

秀”。

我想对这些人说：你们不是真的优

秀，只是玷污了"优秀"这个词而已。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如果您真那么优秀，就请走好您

优秀的柏油马路，别隔三差五钻到路

边的庄稼地里揩油，那里是庄稼人辛

辛苦苦的劳动所得，容不得你玩弄践

踏，你要再敢来装腔作势，当心劳动

人民拿起手中的锄头招呼你！

你身边那些很优秀的人，

后来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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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ALPGA馬拉松錦標賽第三輪馬拉松錦標賽第三輪

LPGALPGA馬拉松錦標賽第三輪馬拉松錦標賽第三輪，，傑西卡傑西卡--科達的妹妹科達的妹妹、、1818歲的內莉歲的內莉--科科
達單獨領先達單獨領先，，韓國選手金寅靜單獨第二位韓國選手金寅靜單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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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發新版海報
罪惡無所遁形 鄧超阮經天正邪對峙

華語犯罪動作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發城市獵人版海報，鄧超、阮經天、劉詩
詩、林嘉欣、郭京飛化身城市獵人以上帝
視角審視人心。《城市之光》由徐紀周導
演並編劇，任仲倫、江誌強監制，改編自
雷米同名小說，電影將於9月30日全國上
映。

城市獵人版海報以上帝視角展現五大
角色真實壹面。片中嫉惡如仇的白發神探
方木由鄧超擔綱，海報中他手持槍械俯視
城市遍尋兇手；阮經天出演性格扭曲的變
態殺手江亞，面目猙獰的他手握兇器如野
獸般找尋目標，臉上微妙的表情讓人壹秒
入戲，展現出角色復雜的內心。作為影片

女主角的劉詩詩短發出演幹練女警米楠，
身為痕跡學專家的她善於以理性思維讓證
據“口吐真言”。林嘉欣飾演的神秘女子
魏巍在海報中伸出手臂，手掌像是在抗拒
危險又像是要掌控壹切；片中受害者律師
任川則由郭京飛扮演，本該維護公平的他
卻撥動了正義的天平。五位主創化身城市
獵人在鋼鐵叢林中找尋獵物，試圖讓自己
成為照亮這座城市的光。

電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講述了
神探方木抓捕高智商變態殺人犯的故事。
壹起連環兇殺案掀起了城市的狂歡與躁
動，數起案件中受害者均遭虐待致死，
且充滿儀式感，所有線索都與壹個人有

關——精通犯罪心理學的天才神探方木
（鄧超飾）。在與同事米楠（劉詩詩
飾）調查案件時，方木發現曾經是自己
高中同學的江亞（阮經天飾）似乎深藏
很多秘密。此時網絡上出現名為“城市
之光”的用戶，以發起投票的方式讓大
眾決定律師任川（郭京飛飾）的生死，
方木、米楠等警察雖然用盡壹切辦法，
依然無法阻止這場“以暴制暴”的黑暗
審判，這座城市陷入了混亂的旋渦。緊
要關頭，方木覺察到江亞的妻子魏巍
（林嘉欣飾）竟然是解鎖江亞秘密的重
要證人，就在真相即將大白的關鍵時刻，
卻發生了突如其來的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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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愛奇藝、向上影業出品，黃曉明、天下霸唱監制，
趙氏兄弟趙小溪、趙小鷗共同執導的奇幻青春探險劇
《鬼吹燈之牧野詭事》第壹季已登陸愛奇藝，上線三周，播
放量超6億。在本周VIP即將上線的9、10集中，摸金
二代終於進入神秘大墓，遭遇史無前例的巨大挑戰，幾
人遇到挪動石像才會出現的雲中隱橋，走直線卻回到原
地的九龍遁甲，再加上拘屍與巨力怪壹路緊追不舍，小
金牙意外墜崖生死未蔔，以及孫教授與拘屍之間若有若
無的關系，摸金二代將何去何從？

上線三周播放量近6億，小金牙“身亡”引熱議
在今晚即將播出的劇集中，小金牙意外墜崖，引發觀眾高度關註。

預告壹經播出，“小金牙死了嗎”話題迅速占領評論區，有觀眾表示不
相信小金牙會死，“感覺小金牙會帶著技能王者回歸，比如能看見鬼。”，
還有觀眾理智分析劇情，認為接下來摸金二代遇到的機關可能會與小金
牙的死相關。此外，還有部分觀眾調侃，“從來都是五人開黑，沒了小
金牙難道用孫教授頂上？”。小金牙墜崖失蹤後，故事將如何發展，今
晚《鬼吹燈之牧野詭事》將為您陸續揭秘。

摸金團“內奸”露馬腳，摸金二代遭遇“鬼打墻”
在本周即將播出的劇集中，壹直被觀眾懷疑的孫教授其真實身份將

浮出水面。黎若花用拘屍骨針控制巨力怪壹路追殺摸金二代，恰好此時
被蠱蟲咬傷的王耀發狂攻擊眾人，孫教授迫不得已拿出壹根銀針控制住
了王耀。卻不料竟被雷厲認出這是拘屍骨針！孫教授究竟是誰？為什麼
會擁有拘屍骨針？

摸金團離開墓道來到懸崖之上的祭臺，祭臺上分列楚地巫神像，幾
人將神像歸位，雲霧之中竟出現壹座石橋。而就在此時，黎若花操控巨
力怪再次追殺而來，對戰中，小金牙意外落崖，摸金團為了躲避敵人，
還來不及傷心，就匆忙逃進了比面對巨力怪還要兇險萬分的九龍遁甲機
關。九龍遁甲分陰陽兩面，陰面黑暗封閉，陽面卻開闊敞亮，走在陽面
仿佛行至室外，但抬頭卻看不到太陽。然而更詭異的是，王耀、雷厲離
隊前去尋找小金牙屍體，胡天等人卻眼睜睜看著兩人從前方消失，隨後，
摸金二代發現在九龍遁甲之中明明在走直線，卻總能回到同樣的地方，
幾人不禁懷疑難道遇到了鬼打墻？摸金二代能不能逃出九龍遁甲，以及
他們進入的神秘大墓究竟是不是霸王冢？盡在《鬼吹燈之牧野詭事》，
後面的故事將更加精彩。

《鬼吹燈之牧野詭事》由王大陸、金晨、王櫟鑫、張博宇、張鑫等
主演，主要講述的是傳承古代摸金絕技的摸金二代胡天、雷厲、王耀、
小金牙帶著家傳技術與神秘女子冰輪壹起進入千年古墓尋找父輩下落的
冒險故事。該劇劇本由原著作者天下霸唱與著名編劇工作室新聖堂團隊
攜手創作，現正在愛奇藝熱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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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使用了多種方式宣傳旅遊資源，而現在
通過微電影講故事的形式還是首次。”西藏日喀則
旅遊發展委員會黨組書記普布紮西23日說，以微
電影推廣方式拉近遊客與景區的距離，讓更多的國
內外遊客領會日喀則旅遊的精髓。

以日喀則歷史文化名城為載體的旅遊微電影
《珠峰的呼喚》開機儀式在日喀則市紮什倫布寺廣
場成功舉辦。該影片由日喀則旅遊發展委員會與北
京親和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聯合攝制。這是西藏首
部景區旅遊定制微電影。

“這是壹部講述珠穆朗瑪峰登山者以及他們後
人的故事。”本片導演趙曄曾榮獲多項國內外獎
項，談到該部旅遊微電影時，他介紹說，普通人身
上發生的故事正是探尋日喀則這座古老而現代城市

的旅遊魅力。
此次影片為專門針對日喀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旅遊景區定

制。日喀則是從古到今的西藏重鎮，藏語稱“喜卡孜”（音譯），
意為“土地肥美的莊園”。市區內的紮什倫布寺為國家AAAA級
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西藏的四大
寺院之壹，歷代班禪的駐錫地。此外，宗山博物館、江洛康薩歷
史街區都是眾多遊客青睞的景點之壹。據攝制團隊介紹，此次拍
攝均有取景。

日喀則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馮繼康在開機儀式上表示，
旅遊微電影《珠峰的呼喚》的開拍，為世界打開了壹扇認識
“神奇珠峰、醉美莊園、吉祥日喀則”的窗口，是進壹步提高
日喀則旅遊知名度、影響力，打造文化旅遊融合發展又壹創新
舉措。

2016年，日喀則全市共接待遊客425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
34億元。據日喀則旅遊發展委員會黨組書記普布紮西介紹說，日喀
則旅遊資源多元豐富，形成以珠峰為主的珠峰之旅、雅江源之旅、
紅河谷之旅和喜馬拉雅五條溝旅遊線路。首部影片將以珠峰文化旅
遊節為契機，面向廣大觀眾首映。

近日青春勵誌偶像劇《我們的
少年時代》正在播出，該劇由成誌
超導演，郭敬明監制，TFBOYS王俊
凱、TFBOYS王源、TFBOYS易烊千
璽、薛之謙、李小璐、唐禹哲等領
銜主演，講述了以鄔童、班小松和
尹柯為代表的少年們，為壹個共同
的棒球夢不斷對壘，最終夢想成真
的勵誌故事。今日，該劇曝光了白
桃組合海報，畫面整體呈現時尚
風格，以生活場景作為切入點，展
示了陶西（薛之謙飾）和白舟（唐
禹哲飾）與眾不同的兄弟情。

神助攻兄弟互助互懟
配合默契盡顯兄弟情義
今天曝光的海報，整體采用清

新的藍色，在視覺上承襲了《我們的
少年時代》慣有的青春、時尚氣質。
畫面中，由薛之謙飾演的陶西和唐
禹哲飾演的白舟，隨意地窩在沙發
上打遊戲。兩人專註的神態、無拘
無束的肢體語言，再加上紛飛的爆
米花等元素的點綴，無不詮釋了兩
位高中老師私下裏也是個大男孩的
壹面。盡管在劇中，這對搞笑好兄
弟經常互損互掐，還曾搞過烏龍
事件，親在了壹起而引發誤會。但
是，這個受人喜愛的溫柔紳士白舟
老師，可真算得上是陶西的神助攻
兄弟。不僅在生活中經常幫陶西照
顧女兒果果，在工作中更是極力挺
他。當安謐主任（李小璐飾）看不
慣這個看起來吊兒郎當、玩世不恭
的陶西，想盡辦法開除他的時候。
白舟曾對安謐解釋道：“別看他平
時看著不正經，其實什麼事情都有
自己的壹套規劃。”當學生們質疑
陶西老師的辦法是否靠譜的時候，

白舟力挺，說：“他
的鬼點子都還挺好用
的。”陶白二人，壹
個瀟灑跳脫，壹個老
實沈穩，看起來貌似
性格不搭。但是，實
際上兩人誌趣相投，
彼此欣賞，可謂是好
兄弟中的典範。

高中生成長問題大討論：
興趣為師還是成績為王？
在劇中，尹柯（易烊千璽飾）

因打棒球被母親責備，壹氣之下離
家出走。這段劇情引起了許多觀眾
的討論，更引發了關於學生教育問
題的思考。作為家長，是應該更多
地關註孩子的學習還是應該憑借孩
子的興趣發展，成了教育中的選擇
性難題。劇中，尹柯的媽媽最終選
擇退步，不再壹味地逼迫尹柯學
習，允許他發展業余愛好。使得
尹柯的高中生活更豐富、快樂，
對待學習和活動也更積極上進。
《我們的少年時代》給觀眾提供
了壹個良好的教育觀點：學生的
成長不局限於學習，尤其對於高
中生來說，成長更需要有正確的
指導和家人的陪伴。另外，陶西
老師評價班裏的“八卦小隊長”
焦耳，說：“這個孩子以後是個
做記者和律師的好苗子，相信有
關收集情報的工作，他都能做得
好。”陶西老師因材施教的教育
方式，也讓學生們頻頻點贊。其
實，每壹個學生都有自己的閃光
點，成長中的教育不是在生產標
配的機器，每個人應該都是獨具
特色的。

《我們的少年時代》
薛之謙唐禹哲白桃CP秀兄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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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首曬女兒超Q側臉
合照“兄弟本色”：都是幹爹

据台湾媒体报道，“MC HOT-

DOG”热狗日前再度未婚当爸，和

小模女友郑年均迎来宝贝女儿出生

，引来大票粉丝留言祝贺。

他24日首度晒出爱女侧脸萌照

，虽然隔着电视荧幕看，爱女模样

仍被赞相当可爱，他也开心对着

“兄弟本色”的成员，“在座的各

位都是干爹！”

热狗24日在脸书上发文，分享

与“兄弟本色”成员，同时也是

“顽童MJ116”团员小春、E-SO及

大渊在月子中心的合照，以及刚出

生爱女的可爱侧脸，脸上挂满开心

笑容，并勾着小春的肩膀，点名在

座的人都是女儿的干爹，流露出升

格当爸的喜悦。

对此，许多网友纷纷留言直呼

，“恭喜热狗当爸爸，还有带来很

多歌曲”、“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呢

”、“热狗爹”，还引来网路红人

圣结石开玩笑说，“恭喜恭喜，我

觉得可以！”在网络上引发不少讨

论。

臺灣知名DJ帶女兒逛超市
自曝被路人“當畜生罵”

据台湾媒体报道，知名电台DJ

卢春如（Ruby）生下混血女娃Tess

后就担任全职妈妈，带着女儿四处

游玩创造美好回忆，但24日去超市

买东西时遇到一名女性跌坐在地上

，一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忙时，对方

突然破口大骂还越讲越激动，“摆

明把我当畜生一样的当街狂骂，还

在小孩面前对我动手动脚。”

Ruby带着Tess去永和超市买东

西时，结完帐推推车走出去发现左

前方有名女生跌坐在地上，正当上

前询问状况时，“她立刻转头破口

大骂说‘你干嘛故意撞我！”虽然

赶紧解释了自己没有故意的意思，

但该名女性越骂越夸张，“甚至在

她站起来之后，直接冲过来用力地

推了我的肩膀。”

被这么一推Ruby也满是怒火，

但仍耐心解释“我如果真的有碰到

你我一开始就道歉了，更何况我并

没有故意的意思，你没有必要来碰

我！”可惜对方完全没有听进去一

连继续飙骂3分钟，“摆明把我当畜

生一样的当街狂骂，还在小孩面前

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整个人觉得太

不可思议了！”

Ruby耐着性子一心只想着赶紧

带Tess离开，该名女性还是继续骂

“要不然我们现在去调带子，看看

是谁有理，要不是我看你带着小孩

可怜你，不然我应该要给你这种没

有家教的女人一个好好的教训！”

在旁人的安抚之下，她也赶紧离开

现场，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一切平安。

[Ruby脸书全文]

原来新闻上常出现的那种当街

破口大骂人的疯子也被我们遇到了

！刚刚我带着Tess去永和的超市买

东西，付完钱推着推车走出去的时

候，看到我的左前方有一名女士突

然轻轻的跌坐在地上，当我正在想

她怎么了，是否我真的不小心碰到

她了自己不知道，便脱口问她“你

还好吗？需要帮忙吗？。。。”

我话还没有说完，她立刻转头

破口大骂说“你干嘛故意撞我！！

！”面对她的突然飙骂，我来不及

反应，急忙跟她说“对不起，我真

的没有故意的意思。”没想到还是

一样话来不及说完，她还是一样一

口咬定说我是故意的，继续飙骂说

我看她行动不便还故意这样不去扶

她起来。

我越想解释她骂的越夸张，甚

至在她站起来之后，直接冲过来用

力地推了我的肩膀，我当下真的非

常想要飙骂回去！

我跟她说“我如果真的有碰到

你我一开始就道歉了，更何况我并

没有故意的意思，你没有必要来碰

我！”这名女士还是不放过我，摆

明把我当畜生一样的当街狂骂，还

在小孩面前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整

个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真心的觉得要不是因为小孩

在旁边真的有被吓到的样子，我真

的早就跟这个人闹上新闻了她就这

样飙骂我大约3分钟后，我只想要让

自己不要真的开始跟她对骂，赶快

带着小孩远离她，她还继续的骂说

“要不然我们现在去调带子，看看

是谁有理，要不是我看你带着小孩

可怜你，不然我应该要给你这种没

有家教的女人一个好好的教训！”

说到这边，我早以满脑子的脏话

，全身发抖气到脑充血了，要不是

走在后面的另外两位路人走过来安

抚我叫我不要理那个疯子，今天各

位一定会在新闻上看到我们。。。

。最后提醒大家，台湾满街上真的

都有这种疯子，请各位老大们好自

为之。

吳宗憲被控欺詐遭討要3.5萬
回應：法律處理

据台湾媒体7月25日报道，综艺天王吴宗宪（宪

哥）风波再添一桩。有投诉人在24日指控，吴宗宪经

营的“容易文创公司”于去年5月向她承租北市基隆路

二段的办公室地址，签约1年，先付她1年租金共3万

台币（约合人民币6000元），隔月告知她要换约，承

租户改为“天际线公司”，不料却一屋两租，投诉人

表示吴积欠2年租金加违约金共16万台币（约合人民

币3.5万元）。她找该公司员工理论未果，打算提告吴

宗宪诈欺。吴宗宪昨澄清：“办公室地址早就迁出了

，让法律处理，盛名之累，能说什么？

投诉人指出，去年5月11日将基隆路二段

的办公室地址租给容易文创，合约中写明“未

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房屋全部或一部分转租、出

借、顶让或以其他变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但容

易文创员工隔月告知要改为天际线承租，于是重签新

合约。

同年底投诉人接获告知承租地址有异状，经查发

现“一屋两租”，投诉人不满地说：“容易文创跟天

际线公司户籍（应为登记）都还在我们这里，但他们

第一年付完租金，换约后就再也没付钱。” 投诉人表

示：“我打给A小姐，要他们赶快迁出去，A小姐说自

己是新来的，推说是B小姐负责，2人根本在演戏。”

投诉人说，由于吴宗宪公司至今未迁出基隆路地址，

因此常收到吴宗宪和老婆张葳葳、女儿Sandy的邮件及

帐单，“现在希望他们赶快迁出，并赔偿没给的租金

”，否则不排除对簿公堂。 吴宗宪24日受访否认积欠

租金，“那是她个人的说词，她们心知肚明，有想法

的话，（通过）法律的方式肯定是很好的”，表示一

切交给公司法务处理。

根据投诉人所述状况，律师认为，刑事诈欺罪恐

难成立，“通常诈欺要有明确的诈欺行为，但乙方可

以主张一开始有付租金，所以实务上较难用诈欺罪成

立”，但可通过民事要求赔偿。

瓊瑤平靜面對新書爭議瓊瑤平靜面對新書爭議
談丈夫談丈夫：：很無奈很無奈，，他的命他的命

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7月24日报

道，知名作家琼瑶因罹患失智症的丈夫平鑫

涛要不要插鼻胃管一事，与平家子女意见不

合，而琼瑶欲将照顾丈夫的心情写成书出版

，然平家子女不希望父亲的个人资讯被公开

，出书计划因而喊停，然而两个半月后，琼

瑶却打破承诺，委请天下文化出版新书《雪

花飘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后的一课》，预计

下个月1号正式发行，此举引发平家子孙的

反弹与连串反映，包含皇冠出版上全面下架

琼瑶著作的行动。

据报道，一反过去在皇冠出版著作、改

请天下文化出版新书的琼瑶，面对发行新书

所引发的争议，稍早回应媒体，仅说：“大

家看完我的书再来讨论”，情绪相当平静，

至于平鑫涛孙子平静在脸书说的，琼瑶曾一

个月没探望“最爱的人”，琼瑶本月13日曾

透露有去探望丈夫，痛心认为平鑫涛很惨、

很可怜，“什么人都不认得，很无奈，他的

命”。

而出书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天下文化原

先开放的预购页面，目前已关闭，针对此事

，琼瑶的秘书回应媒体，表示琼瑶不会管这

种事情，一切交给天下文化处理，也不会再

多发言，避免掀起风波，不过8月1日的新

书发表会，将会照常举办。



CC77影視世界
星期三 2017年7月26日 Wednesday, July 26, 2017

“復聯3”新海報中美隊大胡子
“蟻人與黃蜂女”首曝概念圖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曝光了新概念設計海報，壹
位參加SDCC的網友將海報照片po到了twitter上。新海報中
的美隊滿臉大胡子，寡姐則變成了銀發。這樣，目前的3張概
念設計海報就連成了壹張長圖。

第壹張海報的重心在於鋼鐵俠、蜘蛛俠、綠巨人、黑豹
、奇異博士、鷹眼、冬兵、戰爭機器，和幾位“銀護”成員
——星雲、卡魔拉、螳螂妹。第二張的主角則是戴著無限手
套的滅霸和他的黑暗教團——黑曜五將中的暗夜比鄰星、烏
木喉、超巨星和黑矮星。第三張海報中除了美隊和寡姐，獵
鷹、幻視、紅女巫、雷神和洛基，以及“銀護”成員的另壹
半——星爵、德拉克斯、格魯特、火箭浣熊也都紛紛亮相。

三張海報中壹共有28位卡司，不過成片中的人數可不止
。未出現在海報上的MCU人物還包括《奇異博士》中的老王
（本尼迪特·王）、《黑豹》中的Okoye（刀女飾演）、蟻人
、當然還有局長，據說驚奇隊長（布麗·拉爾森）也有可能出
現。

現在還不確定這些海報是只有參加SDCC的人獨家擁有
，還是漫威影業之後會在網上公布官方的電子版本。

雖然蟻人並沒有出現在“復聯3”的海報中，但《蟻人》
的續集《蟻人與黃蜂女》首次在SDCC上曝光了自己的概念
設計海報。除了看上去像是塞了口球的保羅·路德（蟻人）和
伊萬傑琳·莉莉（黃蜂女），漢克·皮姆（邁克爾·道格拉斯）
和話癆路易斯（邁克爾·佩納）也都露面。新加入的卡司還包
括好多時光網的粉絲們還沒出生時就演過貓女的米歇爾·菲佛
，以及讓很多人把他和局長傻傻分不清楚的勞倫斯·菲什伯恩
。

迄今為止，《復聯3》還沒有發布正式預告片，只是為參
加了D23和SDCC的粉絲們現場播放過。網上幾段傳來傳去
的槍版盜攝預告片就不發了，等正版的出來吧。《復仇者聯
盟3：無限戰爭》將於2018年5月4日在美國上映，《蟻人與
黃蜂女》則於2018年7月6日上映，中國內地都有望引進。

據外媒報道，安妮·海瑟薇正考慮加入
索尼出品的真人電影《芭比》。

去年12月，艾米·舒默曾宣布將出演該
片。但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宣布由於“檔
期沖突”而放棄出演。之後索尼壹直未確定
主演人選。艾米·舒默還曾因外形與傳統芭
比形象不符而遭到網友攻擊。

《芭比》是壹部根據熱銷玩具芭比娃娃
開發的真人電影，計劃利用真人演員與動畫
特效結合拍攝，與索尼的近年來的《藍精靈
》系列制作模式相似。索尼希望將之打造成
壹部女權主義電影，講述芭比發現自己並非
人們想象中的那洋完美，她接受了不完美的
自己，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意識到做獨特
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新星導演 Alethea
Jones將可能執導本片。Alethea Jones的作品
包括2017年推出的電影長片《趣媽媽晚餐》
，曾亮相今年年初的聖丹斯電影節；以及亞
馬遜電視居集”Gortimer Gibbon's Life on
Normal Street”。

索尼現在仍舊期望電影在2018年6月29
號能夠上映。但是考慮到安妮·海瑟薇繁忙
的檔期，壹切仍充滿不確定。

《饑餓遊戲》橋什哈切森轉型喜居片
新作美居“高玩救未來” 自導長片明年啟動

在全球獲得超過29億美元票房的《饑餓
遊戲》系列，把詹妮弗·勞倫斯推到了大眾眼
前，也同樣將喬什·哈切森介紹給了全球的觀
眾。但是這位24歲的演員卻在轉型。他的下
壹個作品是《香腸派對》《世界末日》的幕

後主創塞斯·羅根和埃
文·戈德堡的瘋狂喜劇
《高玩救未來》。在該
劇中，哈切森飾演的
Josh Futterman 是壹
個住在父母家啃老的窩
囊廢。直到有壹天，他
最愛的電子遊戲中的兩
個角色Tiger (伊麗莎·
庫 普 飾) and Wolf
(Derek Wilson飾)神奇
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
他單調乏味的生活瞬間
改變。他們告訴 Josh
，遊戲實際上是防禦戰
士制作的模擬訓練教程
，用來找尋未來的救世
主。Josh 正是被選中
的拯救世界的人。

哈切森透露，他私
下的幽默感“來自於自

我厭惡和軟弱，因此這個角色挺適合”。他
還提到，因為他的名字跟劇中角色名字壹樣
，有時讓他感到困擾。“我當初真沒想到這
事兒會令我如此困惑，”哈切森大笑著承認
。“當時我心想，‘哦這真是太酷了，角色
的名字也叫Josh，真棒。’但是真的到了現
場後，拍攝時他們喊Josh，我心中壹驚，然
後就不知道怎麼回應了。”

然而吸引哈切森加入《高玩救未來》的
壹個重要原因，正是去挑戰不壹樣的東西。
“喜劇當然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喜歡。它激
發了我之前從未有過的表演細胞”，他說。
“拍喜劇當然也有焦慮的時候，尤其是當妳
已經連說壹個笑話10遍，沒有人再覺得好笑
。氣氛僵極了，妳也會感到自己可笑又愚蠢
。我想說的是，演笑話的時候既要保持清醒
和誠實，但妳必須又能跳脫出來去表演壹個
笑話。”

對於哈切森來說，是背後主創的創造力
推動了第壹季13集的誕生。“我真愛塞斯的
喜劇風格”，他說道。“我認為他總是在挑
戰人類言行規範的極限。他給平凡的事物賦
予意義，這是最偉大的。他非常投入這部劇
，並且他與埃文共同執導了前兩集。他們配
合得天衣無縫，妳永遠猜不到監視器後面會
冒出什麼新的臺詞讓妳去說。他們給的東西

可能很荒謬，但妳真的忍不住不笑。”哈切
森說道。

事實上，除了屏幕形象更加多元，《高
玩救未來》更激發了哈切森自己當導演的欲
望。“我已經導演了壹個叫做猿人的短片，
並且我即將導演壹部長片，或許在明年的時
候”，哈切森說。“等著看結果吧。這是壹
部心理驚悚片，表現壹個與精神疾病鬥爭的
人如何試圖與周圍的世界重獲聯結，以及被
心理疾病困擾的人那種孤立的精神世界。除
非妳是他本人，否則妳真的很難理解壹個人
大腦的狀態。因此我要做的，就是真的進入
到那個人的大腦中去。”

《高玩救未來》第壹季13集將於11月
14日在Hulu上線。

凱瑟琳畢格羅《底特律》劍指奧斯卡
黑人題材先期口碑爆棚 或成“敦刻爾克”獲獎勁敵

《拆彈部隊》《刺殺本拉登》女導演凱
瑟琳·畢格羅新片《底特律》爛番茄口碑解禁
，新鮮度高達100%（12個評價），均分高
達8分，MTC評分95%，預計將成為諾蘭戰
爭片《敦刻爾克》在奧斯卡的勁敵。

獲得的壹些具體評價包括：
“這是壹部擁有完美技巧的影片。當焦

點從壹個大型群眾騷亂，落到特定人身上時
，影片也就具有了全速推進的驅動力。”

“《底特律》觸及了我們熟悉的現實題
材。影片迷人活潑的內在，與它充滿激情和
尖銳的外在，相輔相成。”

“以激烈和有沖擊力的畫面再現了這個
殘暴的事件。盡管事件很復雜，電影並沒有
拍得冗長，而是以盡量精簡的方式達到震撼
觀眾的效果。故事克制而殘酷。”

“電影敘事充滿力量。今年迄今為止最
好的影片。”

曾憑《拆彈部隊》拿下奧斯卡首個女性
最佳導演的凱瑟琳·畢格羅，將繼續攜手她的
老搭檔馬克·鮑爾，由他來擔任編劇兼制作人
。他們之前合作的兩部作品《拆彈部隊》和
《刺殺本拉登》都曾是奧斯卡頒獎禮上的焦
點作品。此次他們又壹次切中當下熱點的政
治題材電影，劍指奧斯卡的野心已然顯明。

在本片中，畢格羅大膽啟用了年輕演員
作為主角。飾演正面主角的是《星球大戰7》
中芬恩的扮演者黑人演員約翰·波耶加，他常
常喜歡代表黑人發表種族問題言論；飾演反

面主角的是曾出演《荒野獵人》的威爾·保爾
特。另外，約翰·卡拉辛斯基、漢娜·穆雷、
安東尼·麥凱、傑克·萊諾和凱特琳·德弗等參
與演出。

《底特律》的故事基於真實的1967年底
特律黑人騷亂。這是美國歷史上破壞性最大
的種族騷亂之壹，起因是警察7月23日淩晨
進入黑人區壹家酒館逮捕黑人。這次執法行
動引發黑人不滿，他們聞訊而來向警察投擲
石塊和磚頭。後來警方增援到來，強行驅散
黑人，但適得其反，黑人越聚越多最終引發
波及全城的大規模騷動。這場騷亂持續了五
天，造成43人死亡，許多建築被毀、許多人
受傷。騷亂還蔓延到伊利諾伊、北卡羅來納
、田納西、馬裏蘭州。

近年來，美國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的案件
頻頻發生，種族矛盾幾度十分激烈。2015年
8月19日，在美國密蘇裏州聖路易斯市發生
壹起白人警察槍殺18歲黑人青年事件，引發
示威抗議。而這離著名的布朗槍擊案——黑
人青年邁克爾·布朗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
，在弗格森市遭到壹名白人警察槍殺——不
過壹年時間。此案件曾引發全美百余座城市
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部分地區壹度演變為
暴力騷亂。

但是，《底特律》能否獲得評委們的青
睞尚且是個未知數，尤其是今年已經有另壹
部黑人題材電影《逃出絕命鎮》，它用了壹
種更能為大眾接受的諷刺手法來隱喻種族問

題，並且導演喬丹·皮爾本身是黑人。
斯皮爾伯格1997年作品《勇者無懼》，

以及羅伯·萊納1996年拍攝的《密西西比的
鬼魂》，都聚焦於美國歷史上的黑人反抗事
件。二者皆在當年的奧斯卡上獲得多項提名
，但最終都顆粒無收。

《底特律》將於8月4日在北美上映。

安妮海瑟薇有望主演真人安妮海瑟薇有望主演真人《《芭比芭比》》
人選曾為艾米舒默人選曾為艾米舒默

非典型芭比聚焦女權主義非典型芭比聚焦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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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剔紅漆酒杯明代剔紅漆酒杯

明代五彩明代五彩
花觚花觚

清康熙端硯帶紫檀盒清康熙端硯帶紫檀盒

清代銅鎏金佛像清代銅鎏金佛像

銀燒藍佛龕銀燒藍佛龕

漢代陶俑駱駝漢代陶俑駱駝

清代白瓷觀音像清代白瓷觀音像

（本報記者施雪妮）位於王朝商場內的駿
傑貸款和保險公司（Fast Easy Mortgage），
門臉不大，招牌也不是很顯眼，但生意紅火。
近年來，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依靠自己的勤勞
和知識，熱情地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幫助無
數人實現了購房的夢想，同時也獲得了大家的
讚譽和認可，在同行中脫穎而出。

安居樂業，這是中國人常說的。房子和家
對中國人來說，是奔向小康的第一步。但是房
價永遠是收入的很多倍，要想儘早擁有自己住
房，只能依靠貸款了。這也是通過將房子抵押
給金融機構而獲得在金融機構借款買房的一種
機會。如果買房子貸款，就要找個資深的貸款
經紀人及誠實的貸款公司。駿傑貸款和保險公
司，代理多家銀行，他們根據你個人的實際情
況，幫助你申請到最低的利率。他們親切的服
務人員將為你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並且保證幫
你拿到最低的利率。負責人陳敏妮及徐秀桃表
示，很多人不能貸到款都是因為資料不全，信
用和收入不夠。以她倆多年豐富的經驗，會正
確指導你 提前做好準備，幫助你節省金錢，申
請到最好的利率！

房屋貸款有多種不同特性及特色，駿傑貸

款和保險公司能為您靈活地量身訂造最切合您
需要的房屋貸款。她們的貸款計劃，可以幫助
你申請到3%的低首期房屋貸款，淨值套現貸款
。還可以做不查收入， 不查銀行存款的貸款。
無信用，無收入，外國人貸款都可以一次辦得
到！可以為客戶提供銀行貸款保證信！貸不到
款，不收費用！

房屋作為私有不動產，花費了絕大數人的
精力、物力和財力，亦承載了不少家庭的夢想
。人們都說有家才有希望，而房子在其中充當
的就是載體的角色，為愛遮風擋雨。我們都希
望能夠生活的安心舒適，但意外總是無處不在
，為了賦予房子以保障，購買房屋保險是一個
好的保障手段。正如陳敏妮及徐秀桃介紹所說
，房地產雖然風險較少，但並不是毫無風險。
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房屋毀損的可能性
隨時都存在。一旦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那將會給房屋所有者帶來經濟損失甚至人員傷
亡。因此，為了盡量規避風險、減少經濟損失
，購買房地產保險就很有必要。

房屋保護無兒戲。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代
理多家保險公司，一切都是為了找到最適合您
的保險。她們會根據需要，篩選出滿足您特定

需求的保險，既保
費低，而且承保範
圍不會多、不會少
，恰到好處。

除了住宅和商
業房產貸款和保險
外，駿傑貸款和保
險公司還代理多家
保險公司業務，精
辦汽車保險、商業
保險、健康醫療保
險和人壽保險，IRA
和年金等退休計劃
。精通國、英、粵
語。駿傑貸款和保
險公司正在發展和
擴充業務，歡迎有
意在本行發展的人
仕加盟，並提供如
何考取貸款及保險
牌照資料。

有關貸款和保險事項，歡迎致電陳敏妮：
832-677-3188 minnie.fasteasy@hotmail.com

或 徐 秀 桃 ： 832-535-8860 yvonnest-
chee@gmail.com或親臨公司,地址：9600 Bel-
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 TX 77036. 在王
朝廣場內，永華酒家對面。

房貸、各類保險，找駿傑！

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陳敏妮駿傑貸款和保險公司經紀人陳敏妮（（右右））徐秀桃徐秀桃（（左左）。）。

（百泰旅遊供稿）美國出
生的小孩第一次回國， 到底應
該是簽旅行證還是簽證，是困
惑很多華人父母的事情。百泰
旅遊就這類問題歸納出兩種辦
理方法，為有這類問題的家長
提供方便。
1.探親類Q2簽證（10年有效
，最多可以入境駐留180天 ）
符合的申辦人條件：

1. 如果小孩出生前父母雙方都
為綠卡或者為美國公民，那麼
只符合辦理簽證的條件。
2. 如果小孩已經在美國連續停
留一年半以上，那麼不管父母
是什麼身份，都需要辦理探親
類簽證才可以。
3. 已經辦理了旅行證的小孩，
如果想要續簽，必須長期在中
國居留，如果實際上長期在美

國居住，也需
要改為探親類
簽證才可以。
材料要求
1.打印的簽證
表+護照類照
片1張
2.美國護照原
件+複印件
4.出生紙複印
件1份
5.父母雙方的
護照及綠卡複

印件
6.國內邀請人的身份證正反面
複印件
7.邀請函1份，需打印出來簽
字

2.旅行證 （單次有效，入境後
可以停留2年）

1.小孩父母至少一方是中國

公民
2.小孩父母在小孩出生前至

少一方沒有美國綠卡（小孩出
生前父母為美國公民的只能辦
理簽證）

3.小孩已經持有旅行證並長
期在中國居留或寄養 （出入境
的海關記錄即可證明）
材料要求
1.旅行證申請表+護照類照片4
張
2.美國護照原件+複印件1份
3. 出生紙原件+複印件1份
4.小孩父母在美國的合法身份
證明文件原件+複印件
5.父母雙方的護照+綠卡複印件
6.如果一方為中國公民，需提
供美國VISA 頁複印件

總之，對於持簽證回國的
美籍人，可以申請到在中國最
多為180天的探親簽證，如果
還想更久停留，那麼可以在到

達中國後，到當地的公安機關
申請長期居留證，依據各地政
策不同最多可以長達5年。

對於持旅行證回國的美籍
人士，持旅行證可以最多可在
在中國單次停留2年，逾期也
需申請居留證。

目前，中國駐休斯頓總領
館對於旅行證的申辦要求必須
本人親自辦理，沒有郵寄和代
辦服務。但是旅遊或者探親類
簽證，不必要求本人親自到中
領館辦理，可以找他人或者中
介代辦。百泰旅遊提供一條龍
、全方位的旅遊服務，有任何
旅遊、回國探親訪友的問題，
請與百泰旅遊聯繫 ，電話
713-988-1883。

友情提示，中國駐休斯頓
領館沒有停車場，領館規定的
停車地點在馬路對過的酒店，
很多人為了圖方便把車趴到領

館周圍的路邊，許多人因為違
規停車吃到罰單或者車被拖走
，荷包受損。如果您需要代辦
服務，歡迎聯繫休斯頓百泰旅
行 社 ， 簽 證 熱
線-713-988-1883 。

美國出生孩子回國鑑證辦理事宜

位於百利大道王朝廣場的百泰旅行社位於百利大道王朝廣場的百泰旅行社，，簽證熱線簽證熱線--713713--988988--1883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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