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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藝復興節本周六登場
一年一度「 德州文藝復興節」(Texas Renais-
sance Festival)今年將提前於9月30日至11月
26日在距離休士頓西北邊55英里的Grimes縣
小鎮Todd Mission盛大登場﹒每年都吸引超過
50萬遊客光顧﹐歡迎民眾踴躍購票入場同歡﹐感
受全美最大最古老的文藝復興節慶﹐活動所得
將協助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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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
總統川普周日
簽署了一份改
進版的旅行禁
令，來自八個
國家的公民進
入美國將面臨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將於10
月18日生效，針對乍得、伊朗、利比亞、朝鮮
、索馬里、敘利亞、委內瑞拉和也門這八個國
家的公民。美國官員表示，上述國家拒絕與美
國共享恐怖主義和其它問題的信息。
美國周日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際，原旅行禁
令即將到期。原旅行禁令在生效90天後到期，
主要針對六個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原旅
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
利亞和也門的公民入境美國，除非能有可靠理
由證明與美國公民或實體有真實的關系。
人權組織和致力於幫助移民的團體對川普簽署
的新旅行禁令迅速做出了反應，大多以負面為
主。
美國最大的穆斯林民權和倡導組織——美國伊
斯蘭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表示，川普試圖推出的最新版本的
“穆斯林禁令”是行政當局“醜陋的白人至上
議程”。
川普表示，“作為總統，我必須采取行動保護
美國及其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新公布的限制措
施是嚴格且有針對性的，向外國政府發出一個
信息，那就是他們必須與我們合作以加強安全

。”
新的旅行禁令在原來六個穆斯林國家的基
礎上刪除了蘇丹，但增加了乍得、委內瑞
拉和朝鮮。
川普的聲明說，“朝鮮拒絕與美國政府在任何
方面合作，未能滿足信息共享要求。”
委內瑞拉上榜的原因是未能配合核實其公民是
否構成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威脅。美國官員還
表示，委內瑞拉政府不願意接收被美國遣返的
委內瑞拉人。
聲明說，乍得作為一個在反恐領域重要且富有
價值的夥伴，未能分享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和其
它公共安全信息。
國際特赦組織抨擊新的旅行禁令。
這個人權組織星期天在一份聲明中說，自原旅
行禁令10個月前生效以來，我們看到很多家庭
被撕裂，多個國家公民因極少數人的罪行而被
集體妖魔化。這一禁令不僅對那些尋求安全的
人，而且對那些僅僅是想到美國旅行、工作或
學習的人來說都是一場災難。今天的行為不僅
無法緩解緊張，也無法讓任何人安全。
川普上星期在倫敦地鐵爆炸案後呼籲實施更嚴
格的旅行禁令。

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說，“美國的旅行禁令應
該更廣泛、更嚴格、更具體，但愚蠢的是那將
不是政治正確的。”

白宮說未向朝
鮮宣戰  指朝
外相一派胡言
【VOA】白宮反駁了朝鮮外相關於美國已對朝
鮮宣戰，所以朝鮮有權在其領空之外擊落美國
轟炸機的說法。
白宮新聞秘書薩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
）說：“我們還沒有對朝鮮宣戰”。她斷言，
所謂美國宣戰之說是荒謬的。這位白宮發言人

表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在國際空域擊落其他
國家的飛機。“我們的目標沒有改變，那就是
繼續尋求朝鮮半島和平去核化。＂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陸軍上校羅伯特·曼寧告
訴記者：“如果朝鮮不停止他們的挑釁行動，
我們（軍方）將確保我們向總統提供對付朝鮮
的各種選擇。在合法範圍內，在世界各地，我
們有權飛行，航行和運作。”
星期六，從美國關島起飛的美國空軍B-1B槍騎
兵型轟炸機在來自日本的美軍基地的F-16型戰
機的護送下，在朝鮮以東水域上空的國際空域
飛行，那裏不是朝鮮領空。
曼寧說，展示武力意味著顯示川普總統可以采
用的一些軍事選項，這次飛行是“本世紀美軍
戰鬥機或轟炸機在朝鮮海岸外，非軍事區以北
飛行得最靠北的一次”。
這位五角大樓發言人指出：“我們準備好今晚
就作戰”。但是他不肯談論在緊張局勢升級的
情況下美軍可能如何調動。

︱一名國際旅客抵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資料照片）

 ︱朝鮮外務相李勇浩在紐約，在其下榻酒店外對記者
    講話。（2017年9月25日）。

內容。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海報。

美國推出新旅行禁令
擴大至八個國家

節目介紹：
動畫片《快樂精靈》是一部孩子心靈成長的新童話，是一部被稱為“孩子成長的心靈雞湯”的作品。改編自
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冰心兒童文學獎、中國圖書獎獲得者曉
玲叮當的同名童話，由廈門市委宣傳部、廈門市文明辦、廈
門市廣電局、廈門市廣電集團、廈門青鳥動畫公司、廈門市
科技局等單位聯合攝制，由央視著名動畫導演張建康擔任藝
術指導。

播出時間：有興趣的觀眾，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時至3時
半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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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精靈》
孩子成長的心靈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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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全面推廣乙醇汽油
17年前已開始探索推廣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財

政部等十五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擴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產和推廣使用車用乙醇汽

油的實施方案》，首次明確提出：2020

年，車用乙醇汽油要在全國範圍內基本

實現全覆蓋；2025年，力爭纖維素乙醇

實現規模化生產，先進生物液體燃料技

術、裝備和產業整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形成更加完善的市場化運行機制。

更清潔的燃料
生物燃料乙醇是以生物物質為原料，

通過生物發酵等途徑獲得的可作為燃料用

的乙醇。燃料乙醇與汽油按照壹定比例

調和，形成車用乙醇汽油。

混合燃料中乙醇的體積分數，可以

是5%、10%、20%、85%或95%，相應調

和而成的乙醇汽油被稱為E5、E10、E20、

E85及E95。

E10又稱作汽油醇（Gasohol），是

目前最為廣泛使用的混合燃料。根據

《實施方案》，中國將全面推廣E10乙

醇汽油，即由10%的乙醇和90%的普通

汽油調和而成。

中國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教授

級高工張永光告訴記者，在推廣乙醇汽

油時，必須充分考慮保有車輛的發動機

是否適應乙醇汽油。

他帶領的團隊在2000年做過壹系列

實驗，分別試驗了7.7%、10%和15%的

乙醇比例對不同汽車發動機造成的影響。

結果表明，10% 的乙醇比例可以在無需

對車輛的發動機和燃油系統進行任何技

術改動的前提下，適應大部分現有車輛

的使用。

與中國的情況類似，美國的汽車保

有量也非常大，因此在乙醇汽油的選擇

上也需要考慮到發動機的適配性問題。

1979年，美國開始推廣使用E10。目前，

全美共15萬座加油站全部添加了E10乙

醇汽油。張永光說，中國在燃料的選擇

上也參考了美國的經驗。

近年來，美國開始嘗試更高比例的

乙醇汽油，如E15和E85。E85又被稱為

靈活燃料汽車，因其發動機可以自主識

別不同的燃料，並在不同的應對模式間

切換而得名。據張永光介紹，E85汽車

目前在美國大約有1000萬輛，市場占有

量較小且成本很高。

2011年4月，美國環保署頒布E15法令，

要求2011年至2016年出廠的機動車輛，所

用燃料中摻混乙醇的上限，由10%提高到

15%。然而，這壹法令受到民眾和汽車制造

商的抵制。由8家大型汽車制造商及美國石

油學會（API）資助的非營利組織——協調

研究理事會（CRC）隨後發布了壹份報告

稱，E15乙醇汽油會對發動機造成損害。

但美國時任環保署署長麗莎· 傑克遜

則表示，數據分析表明，E15不會損害

新型轎車及輕卡的排放控制系統。

在中國，也有車主質疑乙醇汽油的

油耗高，動力不足，對發動機有損傷，

有時候感覺開起來“沒勁兒”。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乙醇的燃燒值低

於汽油，按10%混合後的乙醇汽油熱值，

要比純汽油低3.8%。但由於混合燃料中含

氧量的增加，作為尾氣的壹氧化碳和碳氫

化合物的燃燒會更充分，這樣會使熱量增加

2.3%。兩項相抵，使用乙醇汽油造成的動

力損失較小，車主很難感知到。。

與普通汽油相比，乙醇汽油減排

PM2.5總體可超過40%。其中汽車尾氣中

碳氫化合物濃度平均下降42.7%，壹氧

化碳下降34.8%。

如果在普通汽油中加入10%燃料乙

醇，可減少36%的顆粒物排放；而對高

排放汽車而言，甚至可以達到64.6%。

作為清潔燃料，乙醇燃燒後只產生水

和二氧化碳，而普通汽油中含有硫等雜質，

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硫等大氣汙染物。

國家車用乙醇推廣領導小組特邀顧

問、中石化科技部原主任喬映賓此前在

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用乙醇替代等

量汽油，可使汽車尾氣汙染減少1／3，

同時可避免對地下水造成汙染。”

被叫停的試點
事實上，早在17年前，中國就開始

探索推廣乙醇汽油。

2000年6月，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向國務院建議加快推廣乙醇汽油， 以有

效解決汽車尾氣汙染，維護能源安全，

以及為剩余糧食加工轉化開辟新途徑。8

月初， 國家經貿委布置了開展乙醇汽油

研究任務。2001 年4月，河南天冠集團

和黑龍江華潤金玉公司乙醇改擴建項目

相繼投產。9月，吉林省60萬噸燃料乙

醇項目開工建設。

據張永光透露，設立試點的初衷，

是為了消化陳化糧和調整能源結構。

自1996年開始，中國糧食連年豐收。

1998年，產量達到了5123億公斤的峰值，

造成庫存積壓。為了消化陳化糧，2001年，

中國批準建立4家乙醇企業：中糧生化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中糧生化能源

（肇東）有限公司、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和

河南天冠集團。與此同時，國家質量技術

監督局頒布了《變性燃料乙醇》國家標準

和《車用乙醇汽油》國家標準。

2002年3月，國家經貿委、發改委

等八部委聯合發布了《車用乙醇汽油使

用試點方案》和《車用乙醇汽油使用試

點工作實施細則》。

2003年底，中央針對四家乙醇企業制

定了5年補貼計劃。從2004年起，企業每

生產1噸乙醇，可享受2736元補貼。

2004年2月10日，八部委總結以往

經驗，再次聯合下發《關於印發〈車用

乙醇汽油擴大試點方案〉和〈車用乙醇

汽油擴大試點工作實施細則〉的通知》。

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南、安徽五省

被列入試點名單，湖北省9個市、山東

省7個市、江蘇省5個市和河北省6個市

也開展局部試點。

至此，乙醇汽油的推廣擴大到九個省。

從2005年起，隨著乙醇汽油推廣範圍的

擴大，國內原本囤積嚴重的陳化糧基本被消

耗完，各地開始出現“與人爭糧”現象。從

2004年11月到2005年7月，黑龍江壹家企業

竟然將50萬噸新糧用在了乙醇項目上。

2007年，國家發改委宣布不再建設

新的以玉米為主要原料的乙醇項目。從

“十壹五”起，國家根據形勢變化，暫

停了糧食燃料乙醇發展，陸續在廣西、

內蒙古、山東、河南等地建成多個非糧

燃料乙醇示範項目。

張永光說，2004年八部委發文時，

部委之間的意見存在分歧。“比如糧食

系統認為，陳化糧畢竟是短期現象，(用

陳化糧生產乙醇)會對新糧產生壓力，會

擡高玉米價格。”

最初，為了順利開展試點，國家在

《方案》中規定了壹些財稅配套政策。

如免征企業的變性燃料乙醇 5%的消費

稅，其增值稅實行先征後返；使用陳化

糧生產乙醇，享受陳化糧補貼；變性燃

料乙醇在調配、銷售過程中發生的虧損，

由國家按保本微利的原則給予補貼。

隨後，國家的補貼逐年降低，直至

2015年完全取消。張永光指出，國家可能是

認為乙醇燃料技術已經成熟了，但沒有考慮

到，利潤才是企業生產和技術創新的驅動

力，沒有利潤，企業的生產難以為繼。

2015年，國際原油價格從每桶147

美元下跌到43美元。據張永光估算，每

噸乙醇大約虧1000~2000元。

數據顯示，當時燃料乙醇行業總資產224

億元，負債152億元，其中銀行借款121億元。

張永光建議，隨著糧食收儲的市場

化改革，可以采取燃料乙醇定價與國際原油

價格、原料價格共同聯動的方式，並適時進

行補貼，補貼直接補給燃料乙醇生產廠。

當前已具備推廣使用的條件
據國家能源局科技司負責人介紹，

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會同財政、農

業、糧食等部門經過研究論證後，認為

當前已經具備擴大生物燃料乙醇並推廣

使用車用乙醇汽油的條件。

中國生物燃料乙醇產業經過十多年

發展，以玉米、木薯等為原料的1代和

1.5代生產技術工藝比較成熟，以稭稈等

農林廢棄物為原料的2代生物燃料技術

已具備產業化條件。

第1代和第1.5代燃料乙醇技術，都是以

糖質和澱粉質作物為原料，區別在於第1代

主要以玉米、小麥等糧食為原料，第1.5代則

是非糧原料，如木薯、甘蔗、甜高粱等。

第二代技術是以木質纖維素質為原

料，如農作物稭稈、林業加工廢料、甘蔗

渣及城市垃圾中所含的廢棄生物質等。

張永光告訴記者，第二代技術與第壹

代技術截然不同。第二代技術首先要進行

預處理，即脫去木質素，增加原料的疏松

性以增加各種酶與纖維素的接觸，提高酶

效率。目前，中國的壹代技術基本達到國

際先進水平，和美國相當，已經可以做到

規模化生產，河南、吉林、遼寧等地均有

年產達到30萬噸的燃料乙醇項目。

他認為，對壹代燃料乙醇而言，關

鍵的問題不在於技術，而是運輸半徑。

目前，中國的大多數燃料乙醇生產廠都

集中在東北三省，未來要全面推開，就

應該進行區域性的布局，比如在華東、

華南等地區設廠。而對二代燃料乙醇而

言，中國至今尚未突破的難點，是天然

木質纖維中的五碳糖轉化技術。

《實施方案》指出，到2020年，纖維

素燃料乙醇5萬噸級裝置實現示範運行，力

爭在2025年實現纖維素乙醇規模化生產。

中糧集團生物能源事業部總經理李

北介紹，中糧集團從2006 年開始研發纖

維素燃料乙醇工藝，采取的是與國外接

軌的五碳糖、六碳糖同步轉化為乙醇的

先進工藝。該技術可將農作物稭稈中的

五碳糖、六碳糖全部發酵轉化，乙醇原

料單耗相比已有技術降低了近40%。

但多位受訪專家表示，要想在2025

年實現纖維素乙醇的規模化生產，還需

要通過技術升級降低成本。張永光說，

中國現有的轉化五碳糖的技術，即使可

以使二代纖維素生產乙醇的成本大幅降

低，其價格無法和傳統的汽油相比。

截至目前，中國生物燃料乙醇年消費

量近260萬噸，產業規模居世界第三位。全

國已有11個省區試點推廣乙醇汽油，其消

費量已占同期全國汽油消費總量的1／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

研究所研究員郭焦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建

議，應改變目前多頭監管的現狀，把對乙醇

汽油生產、零售、批發等不同環節的監管

權，統壹收歸當地政府的能源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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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民族樂團訪美＜天津民族樂團訪美＜ 風雅國樂＞風雅國樂＞ 民族音樂會民族音樂會
休巿連演出兩場休巿連演出兩場，，獨特魅力震驚華洋觀眾獨特魅力震驚華洋觀眾

(本報訊）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教育組所舉辦的年度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
會議，今年在聖湯瑪士大學熱鬧舉行，計有來
自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15校共37名同學會代表
參加。

會議邀請到移民專業律師Daniel Chen為同
學介紹美國各類工作及投資簽證、人力資源專
家Johanna Chiang提供同學在美面試及履歷撰寫
技巧、以及休士頓警察局Captain Gregory J. Fr-
emin針對留學生安全須知進行專題演講。此外
，並由駐休士頓辦事處領務組陳偉玲祕書進行
文件驗證、換領德州駕照、急難救助等業務說
明。會中並由教育組周慧宜組長頒發感謝狀給
各校同學會會長，感謝他們為台灣同學服務的
辛勞。

會後教育組特別安排在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官邸舉行傅爾布萊特學人、留臺校友會與臺灣
留學生交流晚宴，晚宴邀請到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William Vocke主講 「軟實力與臺灣的未

來」 ，並有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Dr. Kurt Stall-
man 及學生 Ling Ling Huang 所帶來的音樂賞析
及小提琴演奏。在悠揚的樂聲中，計有60名臺
灣留學生、傅爾布萊特學人、及留臺校友會成
員出席晚宴。讓與會的台灣同學有機會與來自
各領域的學者學人進行交流，擴大視野。

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每年秋季在休士
頓舉辦，邀請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各校臺灣同
學會會長及幹部出席，除了提供留學生活重要
須知，也藉此機會促進各校同學交流互動。今
年參與的同學會校數更創新高，與會同學紛紛
表示獲益良多，並對於能在校長官邸參加晚宴
感到十分特別與榮幸。活動在輕鬆活潑的互動
中畫下句點，並期待明年聯席會議再度相聚。

20172017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1515校同學齊聚一堂校同學齊聚一堂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來自中國天津的 「天津民族樂團」 赴美演出--＜ 風雅國樂＞ 民
族音樂會，分別於9月24 日及9 月25 日兩天，在休士頓作兩場演出，24 日（ 周日） 晚首場在 「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舉行， 觀眾以主流社區的美國人為主。第二場是
9 月25 日（ 周一 ） 晚間在Richmond 的Safari Texas Ranch 農場舉行，由 「僑灣社 」 主辦，觀眾
大部份為華人。

天津中國傳統管弦樂團（ 民樂團） 成立於1953 年，由小型音樂團體成長為一支全系列的樂
團，擁有一流的音樂家陣容。它已經在不同的組合下合奏表演，並已經出現了新的作品和絕佳的
演奏者，樂團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繼承，發展和更新作出了重大貢獻。

首場演出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和亞協文藝演出部主任Stephanie Todd Wong, 都在節目上
致詞，李大使希望德州哈比風災及佛羅里達風災的創傷能儘快過去，休市能儘早恢復原貌，也希
望大家都能欣賞天津民族樂團的音樂之美。

首場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演出，一開場樂團即表現出色，令人興奮，快樂不已。從奇妙

非凡的 「豐收鑼鼓 」開場，一開始即為大家帶來熱門的中國傳統音樂歌曲，接著精彩的嗩吶和長
笛合奏的 「百鳥朝鳳」，更令全場驚艷，趙存才先生的嗩吶，有如 「魔笛 」，奏出林中百鳥的
千姿百態，令人如入無人之境，被嗩吶的樂聲勾魂，最後嗩吶融入全場樂團的大合奏，更具氣勢
，是整晚的亮點，一曲既已，全場美國觀眾都興奮激動的拍紅了手掌。當晚，還有京胡獨奏 「夜
深沈」 ，廣東音樂 「平湖秋月」， 「鳥投林」； 二人台 「五梆子 」； 彈撥樂合奏＂瀏陽河＂
，＂旱天雷＂； 笛子獨奏＂姑蘇行＂； 二胡齊奏 「二泉映月 」； 京劇與樂隊的＂梨園風雅＂，
張秀岭的京胡演奏，配上羅立妮的演唱，令戲迷們大呼過癮。最後以合奏 「大寨紅花遍地開 」
及 「花好月圓」 結束這場精彩的演出。

第二場僑灣社主辦的 「中秋賞月」音樂會中，節目稍作修改，新增了觀眾上台和主持人合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再加上二胡齊奏 「二泉映月」， 「賽馬 」， 京劇與樂隊 「梨園風雅」

，最後大合奏 「大寨紅花遍地開」 等八個節目，最後，所有出席觀眾與演奏者共餐，享受由農場
供應的中西美食。

圖為天津民族樂團週日晚在圖為天津民族樂團週日晚在 「「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的的 「「風雅國樂風雅國樂」」 民族音樂會中演奏民族音樂會中演奏。。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天津民族樂團周一圖為天津民族樂團周一（（99 月月2525 日日）） 在在 「「僑灣社僑灣社」」 主辦的音樂會上演奏主辦的音樂會上演奏。。演奏結束後與僑演奏結束後與僑
灣社成員及出席政要合影灣社成員及出席政要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Captain Gregory J. Fremin (Captain Gregory J. Fremin (前右四前右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佐副處長((
前右三前右三))、、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前右五前右五))及黃鈺程秘及黃鈺程秘
書書((前右一前右一))與與 「「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臺灣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出席出席
人員合影人員合影。。 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萊斯大學音樂系教授 Dr. Kurt StallmanDr. Kurt Stallman、、聖湯瑪聖湯瑪

士大學葉耀元教授士大學葉耀元教授、、Asia Society program managAsia Society program manag--
er Paul Passer Paul Pass、、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林映
佐副處長佐副處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執行長 William VockeWilliam Vocke、、辦事處陳偉玲祕書辦事處陳偉玲祕書、、黃黃
鈺程秘書與晚宴出席人員合影鈺程秘書與晚宴出席人員合影。。

我愛你我愛你，，中國中國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0921D10

經過幾個禮拜的練習，我們這個以北加州萬年
青合唱團為主的隊伍，於九月十七日在舊金山灣區
為慶祝國慶的聯歡大會上以“長江之歌”和“我愛
你，中國” 兩首歌展開了全部歌舞節目的序幕（圖
一）。雖然這兩首歌都已經唱過很多次，但是當我
站在台上，同大家一起在領唱的“我要把最美的歌
兒獻給你”後，用盡心力，高聲唱出“我的母親！
我的祖國！”時，不禁想起了在抗戰勝利那年的十
月一日不幸因產後失調而謝世的親娘，自己的眼眶
不由自主地開始濕了。

因為我出生在抗戰開始那年的秋天，所以一直
跟著爹娘在山東濰坊的山區裡漂流，直到抗戰末期
才在青州縣城裡安頓下來。不料在親娘去世後，為

了躲避新起的紅潮所帶來的混亂，父親不得不把還
在襁褓中的小妹交托給朋友，自身帶著我再度開始
流浪。長話短說，經過兩年多在山東和安徽的流
蕩，包括兩次跨海的奔波，我們成為台灣的“外省
人”。然後在留學的潮流中，我告別了多年相依為
命的父親，自己來到了太平洋的這邊。因緣際會，
得以在國內為文革等運動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完
成了自己的學業和小家庭。後來也把父親接來同
住，直到他在三十年前的九月十七日去世。其間我
在國內開放後就開始多次返國，除了探親旅遊之
外，也為祖國的基本科技和鐵路建設出了心力，還
在1980年找到失散多年的小妹，完成了他的心願。

在這些年裡的流浪和後來參加的建設活動中，

我也深深地體會到祖國山水風情的魅力。隨著歲月
的過往和祖國的強大，這份向心力帶著我找到了更
多歲月裡的甘泉和來自祖國的朋友，包括很多參加
當晚歌舞表演的朋友們，例如表演“小城雨巷”的
硅谷女性舞蹈隊等（圖二）。此外，在我們準備合
唱時，也看到好些準備在當晚表演芭蕾舞的孩子
們，讓我們感受到他們那份青春的力量（圖三）。

在這居留國外即將七十年的國慶前夕，讓我再
唱一次 “我愛你淙淙的小河，蕩著清波，從我的夢
中流過。我愛你，中國，，，我要把最美的歌兒獻
給你，我的母親，我的祖國！”。

9/18/17

美國百年壹遇的日全食，對於日子過得簡單的
人們，總算找到壹個欣喜激動的理由。各路商家不
惜余力，大施吸金的才能，銷售日食眼鏡的商家肯
定發了，開酒店賣帳篷的也發了。航空公司可以安
排飛機上天看日食，鐵路部門也不示弱，日食列車
的廣告滿天都在飛。商家配合民眾，安心要把日全
食那天搞成全美狂歡日。

朱瑩壹家也不例外，提前半年就行動了，定好
了觀日全食的郵輪船票。據說在海上看日全食，有
大海的恢弘壯闊作陪襯，景色華麗壯觀，妙不可
言。因為船可以追著太陽跑，觀賞時間比在陸地還
要長些。

只是命中註定，千載難逢的日全食，同朱瑩擦
肩而過。母親糖尿病發作，病情嚴重，肝功能受
損，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雙胞胎姐姐朱晶深夜來
電，讓朱瑩壹定要回家，說不定就是最後壹面。朱
瑩對丈夫和兒子說：“我要回國，海上的日全食看
不了，到時妳們自己上船。” 丈夫說：“人生地不
熟的，妳回國能幫多少忙？朱晶在醫院工作，妳堂
哥是醫院的醫生，還有個表姐是衛生局的，需要妳
幹什麼？” 朱瑩無奈搖頭：“還是回去吧，就怕出
個什麼萬壹，給自己留下悔恨，壹輩子都痛。”

朱瑩飛回故鄉的時候，母親已經轉危為安，在
醫院觀察了兩周，就出院回家了。丈夫在微信裏對
朱瑩說：“妳那個姐姐最愛折騰，每次都是深夜來
電，每次都鬧得個轟轟烈烈，反正妳壹回家妳老媽
就沒事了。既然沒事了，妳現在就回美國，我們全

家壹起上船。”朱瑩搖頭說：“先不說現在去改
票，機票貴得像搶錢，我好不容易回家了，他們絕
不讓我輕易溜走。妳們多拍點海上日食圖，我見
了，也算到此壹遊了。”

朱瑩旅居美國，父母並不開心，他們希望孩子
們都在身邊，壹家人相親相愛，相互照應。那些年
朱瑩就是盼著遠走高飛。她高考前嚴重失眠，壹上
考場就懵了，發揮失常，考分遠不如朱晶，上了壹
所灰蒙蒙的地方大學。朱瑩心頭糾結著，發誓考到
美國去重新塑造自己。父母有背景，兩個女兒畢業
後都去了好單位，萬人艷羨的公務員啊，朱瑩頭都
不擡，寧願漂洋過海面對命運的挑戰。

朱晶總是說：“妳這壹走，照顧父母的重擔就
落在我的身上。”朱瑩表面上說：“姐姐辛苦了，
姐姐代我盡責，代我盡孝。”但朱瑩不傻，心頭吊
著明晃晃的鏡子：家裏條件優越，父親是廳局級領
導，母親是集團公司的書記，老兩口退休後無憂無
慮，家裏壹直有保姆周全照料。朱晶離婚後沒有再
嫁，幹脆搬回家啃老，啃得個春光明媚，鳥語花
香，壹分錢不花，工資和獎金全存在壹邊。

朱瑩每次回國都會做家務，做飯、洗衣、拖
地，照料屋頂花園的花草和蔬菜，還見縫插針做了
幾壇子的泡菜。朱晶說：“妳比秦媽（保姆）能幹
多了，誰相信妳是美國保險公司的財務主管。還以
為妳在美國當幾家人的老媽子。” 朱瑩說：“在美
國留學和工作，什麼都得獨當壹面，因為我們沒有
靠山。在美國的華人，無論多有錢，都不太會請全

職保姆，勞動力太貴了。”父親在壹旁問朱
瑩：“妳什麼都幹，工作要頂得住，回家後壹
堆家務活，這樣辛苦有意義嗎？”朱瑩笑道：
“自己選擇的路，我不後悔。”母親問她：
“妳什麼都幹，妳先生做什麼呢？”朱瑩說：
“他跟我壹樣，工作回家也幹家務，前院後院

的花草樹木都是他修剪，家裏的菜園子和雞圈也是
他在管。”朱晶問：“妳們還養了雞？”朱瑩點頭
說：“自家雞下的蛋營養好吃，兒子也喜歡。”

朱瑩壹邊包餃子壹邊跟大家聊天，朱晶靠在沙
發上吃葡萄，眼睛盯著朱瑩飛快靈活的雙手，拖長
了聲音抒情道：“朱瑩威武，妳這包餃子的節奏
啊，就壹機器人，媽和秦媽加起來都敵不過妳。”
朱瑩說：“當學生時在餐館打工，老板規定壹小時
必須包四大盤餃子。”母親贊道：“朱瑩是專業水
平。”

朱晶跟母親商量，能者多勞，既然朱瑩能幹願
幹，就讓她幹吧，幹脆給秦媽放高溫假。秦媽勤勞
賢惠，侍候壹家人盡心盡責，讓秦媽帶薪休假也算
是給她的獎勵。朱瑩不蠢，她知道朱晶的小心思，
只是自己常年在外，對家人總有愧疚，再說朱晶婚
姻不幸，看朱瑩丈夫體貼，兒子乖順，心頭難免不
湧出壹汪汪的酸水。

朱瑩很自覺，跟丈夫兒子聊長話時，總是回到
自己的房間，把門關好。丈夫在視頻裏抱怨：“我
知道妳每次回家都當保姆，妳已經盡責了，沒什麼
可內疚的，我們也需要妳！兒子今天還問我，媽媽
不陪我們看海上的日全食，我足球比賽的那天她會
回來嗎？”

朱瑩親自跟秦媽聯系，希望她早點歸來，然後
跟父母和姐姐話別，說明自家也有困難。朱晶倚靠
在沙發邊，扶了扶華美的發髻，不屑道：“就這麼

幾天，妳就擔心了，他在外面采野花嗎？”朱瑩正
色道：“他是成人，不用我管，我只是擔心我的孩
子。”母親在壹旁說：“孩子那麼小，哪能沒有媽
媽在身邊，妳快回家吧。

人心有冷暖，，朱瑩眼熱鼻酸，淚水說來就來
了。都是當過母親的人，母親最懂母親的心。朱瑩
只是沒有想到，這是母親留給她的最後壹句話。當
她在飛越太平洋上空時，母親突然昏迷不醒，送到
醫院時已經沒有呼吸，家人聯系不了朱瑩，只能通
知朱瑩的丈夫，朱瑩剛剛落在美國的土地上，又不
得不踏上返鄉的歸途。

移民海外，見識世界，人生多了份色彩，人生
也多了份無奈，而生離死別是遊子內心最深的苦
痛。母親走了，災難來了，朱瑩發現家變了，支離
破碎，面目全非，但她也無能為力。三個月後，父
親要再婚，朱晶氣得整夜失眠，淩晨兩點給朱瑩打
電話：“妳知道那女人是誰嗎？居然是秦媽的妹
妹！我對秦媽那麼好，還給她帶薪休假，她居然以
陰險卑劣的手段來回報我，媽媽屍骨未寒，爸爸就
要娶狐貍精，有沒有天理！”

朱瑩心平氣和，壹邊看兒子練球壹邊對電話裏
的朱晶說：“妳那麼聰明，當初怎麼沒把狐貍精擋
在門外？”朱晶說：“我是太信任秦媽，媽壹走，
爸就暈了，在地上摔了壹跤，病歪歪躺在床上，秦
媽裝瘋說她伺候不了，把她那當護工的妹妹弄進家
來。我當時傷心過度神誌不清，沒看穿她們的美人
計。朱瑩啊，我們兩姐妹要團結壹心，不能讓她們
鳩占鵲巢，妳知道爸媽房子的市場價嗎？都過兩百
萬了。妳壹定得飛回來，飛回來！”

朱瑩半天沒有出聲，她不知道怎樣回答朱晶。
她對自己說，錯過了海上日全食，我無怨無悔，但
我不會錯過兒子的比賽。

錯過了海上日全食錯過了海上日全食 孟悟孟悟孟悟

圖三圖三。。練習中的兒童芭蕾舞隊練習中的兒童芭蕾舞隊

圖一圖一。。中國之夜聯合合唱隊中國之夜聯合合唱隊 圖二圖二。。舞蹈舞蹈““小城雨巷小城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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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刘畊宏晒出小女儿姗姗的照片，配文称：“小姗姗今天上学

了！”还讲述了一些小姗姗上学的趣事。照片中，姗姗背着书包开心吐舌甜

笑，和哥哥姐姐坐在一起十分开心。另外两张照片中，小姗姗身穿背心再吹

泡泡，模样动作都像极了姐姐小泡芙呢！

网友纷纷留言：“一家子的颜值都是复制粘贴，太像了”、“好可爱啊

，可以把小泡芙和小姗姗一起偷走吗”、“你们家的小孩子都好乖，性格好

。好珊珊和小泡芙也太像了吧！?

9月24日，阿雅在某直播平臺爆
料，高中時候曾和閨蜜小S打賭親吻
垃圾桶，結果兩人都發高燒起水痘，
為奪取垃圾桶初吻付出了“代價”。

直播中，阿雅分享了高中時期與
小S相遇相識到相知的過程。阿雅稱
，她和小S兩個人見面的那壹刻就知
道彼此會成為朋友，壹起參加聯誼，
壹起模仿貓王和邁克爾·傑克遜，壹
起打賭熱吻垃圾桶，其實緣分就是這

樣開始的。《所有流過的眼淚，都會
變成鉆石》是阿雅在2017年推出的
重要作品，她將自己從出道以來至今
的人生感悟寫進書中分享給大家。阿
雅在直播中透露，這本書耗時三年，
涵蓋了愛情、友情、親情、職場、生
活五個人生經驗，希望可以給女孩們
壹些幫助，無論遇到什么都要以樂觀
的心態面對生活，同時這也是送給所
有正在經歷成長的女孩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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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静雯与修杰楷结婚后，陆续迎来爱女咘咘、Bo

钮，加上梧桐妹，一家五口幸福的家庭生活令人称羡

。经常在社群网站分享育儿点滴的她，25日晚间突然

发文宣布「好事近了」，虽然文中并未点破到底是什么「好事

」，卖足关子，却仍吸引大票网友疯狂留言猜测，「该不会是

有四宝了吧！」

贾静雯25日晚间在脸书上发文，晒出一张美照，神秘写

道，「笑成这样，就知道有好事近了。」文中，她除了附上笑

脸及放送飞吻的图案，却未明确解释「好事」的内容，仅简单

说「不要问我迟早会知道」，卖足关子，令众人好奇不已。

虽然贾静雯并未点破「好事」是什么，仍有不少网友疯狂

留言猜测，「怀孕了？」、「该不会是四宝」、「又多了新成

员吗」、「Bo钮要当姐姐了？」另外，由于她与修杰楷婚后

，一直迟未举行婚礼，男方先前也曾透露，「百分之两万会办

婚礼」，因此也有不少人猜测，小两口是否开始筹备相关事宜

，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烈讨论，至于所谓的「好事」到底是什

么，只能等女神日后亲自解密了。

许多人好奇贾静雯是否怀孕？贾静雯经纪人则回复，「唉

哟，没有啦！人生中美好的事这么多，可能是今天开心有感而

发吧。」

艺人陈乔恩保养得宜，虽已

38岁但仍维持少女脸蛋身材，近

年把演艺重心转移至大陆，演艺事

业再攀高峰，9月底才回台担任七

朵花赵小侨的伴娘，但每回当姊妹

淘的伴娘，绝美打伴总被封为「史

上最有杀伤力的伴娘！」虽还没机

会自己当新嫁娘，不过现有人爆料

她年底即将完婚，引发热烈讨论。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有知名娱

乐博主近日爆料，陈乔恩和曾合作

过真人秀《旋风孝子》的大陆男星

杜淳将在年底结婚，被网友询问

「你敢确定吗」时，他还肯定表示

：「确定」，似乎深具信心，也引

发网友热烈讨论。去年陈乔恩和杜

淳合作实境秀时，当时节目成员只

有他们2人还单身，其他来宾还拱

2人「在一起」，并传出他们在节

目裡互动自然甜蜜，私下也互有好

感，陈乔恩母亲也相当满意男方，

曾说相当放心女儿和对方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36岁的杜淳目

前已当过7次伴郎，与近一年来当

了三位好姊妹伴娘的「万年伴娘」

陈乔恩，可以说是同病相怜，2人

是否会从伴郎伴娘晋升为新郎新娘

，让粉丝相当期待，并笑称他们可

以不用再当伴郎、伴娘了；但也有

网友质疑消息的真实性。陈乔恩9

月初才为婚纱杂志拍摄照片，只见

她一连换了好几套低胸婚纱，除大

秀傲人事业线，也露出雪白香肩和

锁骨，加上她手拿捧花面露甜笑，

画面看来相当性感俏皮兼具气质，

让粉丝不禁大讚女神。

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荼蘼 「楊丞琳」 呼聲高

星期六举办的金钟奖颁奖典礼

，在女主角的战况方面，可以说是

竞争相当激烈，演技派演员柯淑勤

与杨贵媚，将对上新生代演员林予

晞，以及唱而优则演的方宥心，而

凭著"植剧场"的高收视，再度问鼎

金钟视后的杨丞琳，能否得奖也备

受关注。

事业与家庭怎么选择？杨丞琳

将现代女性面临的生活抉择与困难

诠释的丝丝入扣。小资女、家庭主

妇、职场女强人，杨丞琳角色转换

得宜，相隔七年，再度问鼎金钟视

后。同样入围金钟女主角的还有资

深演员柯淑勤，细腻刻划中年妇女

对于家庭的牺牲和爱。

杨贵媚诠释单亲妈妈的辛苦，

还筹划了生前告别式，想要填补心

裡遗憾，精湛演技大获好评。杨贵

媚、杨丞琳、柯淑勤、林予晞、方

宥心，各个实力坚强，奖落谁家？

备受关注。

劉耕宏小女兒第壹天上學開心吐舌劉耕宏小女兒第壹天上學開心吐舌

模樣像極姐姐模樣像極姐姐

陳喬恩要結婚了
傳年底和 「人氣男星」 步禮堂

阿雅直播爆料高中糗事阿雅直播爆料高中糗事
曾與小曾與小SS打賭親吻垃圾桶打賭親吻垃圾桶

陳偉霆紮丸子頭蓄性感小胡須狂圈粉陳偉霆紮丸子頭蓄性感小胡須狂圈粉
9月26日，陈伟霆在微博晒出一张蓄起性感胡子的照片。照片中，陈

伟霆头发似乎也留长，似乎扎起了丸子头，看上去颇有大叔风范。

近期走大叔路线的陈伟霆留起了胡须，眼睛斜盯着镜头，有点玩世不

恭的感觉。不少网友表示被圈粉：“陈伟霆好帅！”、“有胡子你也帅”

、“我要臣服于光哥犀利的眼神之下”、“好撩啊，行走的荷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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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中計》曝片花
蔣方婷搭檔巍子上演懸疑諜戰戲諜戰戲

日前，由唐德影視、佳璐影

視聯合出品，巍子親自操刀自導

自演的青春諜戰大劇《計中計》

首曝動作版片花，劇情迷叠重

重，驚心動魄。青年演員蔣方婷[

微博]挑大梁擔綱女壹，飾演軍統

女特工楊秋怡。片花中，蔣方婷

身著黑色v領晚禮出場，身材修

長，勻稱標致。淺露迷人鎖骨，

眼神暗藏玄機，美艷驚鴻，備受

粉絲期待。

《計中計》首曝動作版片花
蔣方婷文武雙全變打女
該劇以民國抗戰時期為背

景，講述以蔣方婷飾演的楊秋怡

與任筱堂、宋展鵬等為主線的特

工人員，在生死無常的特殊戰場

中與日本特工展開英勇果敢、機

智巧妙的殊死較量。曝光的片花

中，蔣方婷能文能武，壹身軍綠

色特工裝，更加凸顯她的氣質。

身為女特工的她，在打戲方面也

是不讓須眉，本身就有舞蹈功底

的她，身手敏捷，靈活自如。緊

張懸疑的背景音樂加上

爆破、槍戰、格鬥、暗

殺等緊張的打戲場面，

堪稱中國版的“速度與

激情”。

蔣方婷獨挑大梁
首涉諜戰題材劇
《計中計》中蔣方

婷獨挑大梁飾演壹名

聰慧過人，天資非凡

的教師楊秋怡，因親

人雙雙遇害，肩負著

家仇國恨的她最後憑借著自己的

努力成為壹名光榮的國民黨軍統

特工，勇敢的與日本特工抗爭。

日前，官方曝光的劇照中，蔣方

婷手持電話，眼中含淚，與片花

中案藏玄機的眼神形成鮮明對

比。對於性格多變，身份多重的

楊秋怡壹角，蔣方婷坦言：“楊

秋怡的情感戲很多，不同階段的

人物情感，對於演技是壹個很大

的挑戰。”

據悉，該劇是蔣方婷首次

接觸諜戰題材劇，也是第壹次

真正的接觸“真槍實彈”。為

給觀眾呈現壹名身手矯健的職

業特工形象，蔣方婷片場反復

練習持槍、打槍等動作，堅持

拒絕用替身，搏鬥、跳樓、翻

滾等高難度動作戲均親自上陣，

勇敢的態度可圈可點。近年來，

蔣方婷憑借紮實的表演，塑造眾

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此次在諜

戰劇《計中計》中的突破演繹，

讓我們拭目期待！

陳道明談熱播劇《我的前半生》：

我屬於錦上添花

陳道明亮相北京莊園發布

盛典暨2017歐洲國寶級工匠藝

術展活動，這是他繼《我的前

半生》熱播後首次公開亮相。

從影30多年的陳道明曾在

《康熙王朝》等影視作品中塑

造了各種經典人物，並獲得了

無數榮譽和獎項，不久前的熱

播劇《我的前半生》是陳道明

時隔多年回歸熒屏之作，劇中

他扮演的日料店老板“老卓”

圈粉無數。作為深受觀眾喜愛

的戲骨級明星，陳道明卻壹向

深居簡出、鮮少露面。

活動當天，身著黑色西裝

上衣和白色休閑褲的陳道明

參觀了藝術展。在談及熱播

劇《我的前半生》時，他表

示，壹個作品並不是壹個角

色的成功，是壹個戲的成功

帶動了這個角色的成功，現

在影視劇壹個角色能救壹部

戲這樣的事很少，而壹部戲

卻能夠成就人物，“我們這

個戲壹批年輕演員，他們支

撐了整部戲的基本架構，我

屬於錦上添花。”

談到參觀藝術展的感受

時 ， 陳 道 明 分 享 了 他 對 於

“匠心”的理解，他眼中歐

洲國寶工匠藝術展都是歷史

悠久的，過往都是專門服務

皇室的，透過這些藝術品可

以看到他們數百年來對於技

藝精益求精的傳承、對於極

致考究的追求。

近日，電視劇

《欲望之城》剛剛

公布的陣容引發外

界熱議，陳道明將

搭配唐嫣主演年齡

差28歲的“老少戀

CP”，這也讓外界

對陳道明的最新作

品充滿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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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浩盛世影業出品，劉壹

誌執導，黃子韜、吳倩、牛駿峰

主演的原創青春勵誌偶像大劇

《夜空中最閃亮的星》最近正在

熱拍，秦嵐受邀特別出演，在劇

中飾演黃子韜姐姐“方怡然”。

近日劇方曝光壹組秦嵐劇照，照

片中，秦嵐知性優雅氣場十足，

與黃子韜同框盡顯姐弟寵溺。

秦嵐助攻黃子韜追夢姐弟異
姓情感復雜

據悉，秦嵐此次出演黃子韜

飾鄭柏旭的姐姐方怡然，並搭檔

父親鄭維君的扮演者王勁松，組

成商業大亨“鄭氏家族”。在劇

中，秦嵐既是黃子韜、王勁松這

對關系緊張的父子之間調和劑擔

當，又是鄭柏旭與楊真真之間感

情線的頭號助攻。作為壹名頂級

珠寶設計師的角色設定，氣質百

變的秦嵐將現代獨立女性的內斂

魅力，與維系家人關系的通情達

理，完美貼合展現。至於兩人雖

為姐弟，為何異姓鄭、方，劇情

人物關系的復雜更是值得期待。

實力咖眾星捧月“夜空星”
陣容再升級

繼《咱們相愛吧》之後壹直沈

澱蓄銳挑戰不同角色的秦嵐，此次

再度出演青春偶像劇時坦言，“《夜

空中最閃亮的星》原創題材的劇本

最吸引我，也非常開心能和黃子韜

這樣非常年輕向上的演員壹起拍

戲，片場他真的非常認真努力；王

勁松老師進入角色後真的不怒自

威，自帶氣場。”《夜空中最閃亮

的星》講述的是黃子韜飾演的傲嬌

歌手鄭柏旭、吳倩飾演的北漂追夢

女孩楊真真，和牛駿峰飾演的草根歌

手俞子睿，為了各自夢想不斷努力

拼搏的原創青春勵誌故事。除青春養

眼的人氣演員組合之外，此前已經曝

光了演技派大咖王勁松、《余罪》

“老傅”張錦程的聯合加盟，此次再

度公布秦嵐特別出演該劇，也使得這

壹青春偶像陣容再度升級。

據了解，《夜空中最閃亮的

星》國內戲份已殺青，目前正在

墨西哥進行海外取景拍攝，並預

計於2018年播出。

黃金搭檔出擊《老中醫》
陳寶國馮遠征三度同飆戲

《老農民》黃金搭檔陳寶國、馮遠征的同臺飆戲讓觀眾欲罷不能，
兩位老戲骨再次熒屏聚首，幾乎是所有觀眾共同的呼聲

《妳遲到的許多年》曝劇照 曹炳琨黃曉明商場鬥法
近日，由林柯、黃力加執導，

黃曉明、殷桃、秦海璐、曹炳琨等共

同主演的電視劇《妳遲到的許多年》

首曝人物劇照。該劇以80年代改革開

放浪潮為背景，講述了壹段鐵道兵軍

人轉業後在商海中沈浮、在情場中輾

轉，在成長的路上尋找迷失的自我、

回歸初心的故事。曹炳琨在劇中飾演

冷峻睿智卻身有殘疾的商界精英馮

煥，與黃曉明飾演的沐建峰屢次在商

場博弈，人物性格十分復雜，而這也

是他首次挑戰“霸道總裁”。

劇照中，曹炳琨西裝馬甲搭配藍

白條襯衫，錦衣華服，精英範兒十足。

整齊利落的“狼奔兒”頭搭配冷峻深

邃的眼神，壹個深藏不漏霸道總裁形

象躍然紙上。然而這樣壹個近乎完美

的人設卻被命運捉弄，早年發生的事

故使他必須常年與輪椅為伴。而這也

導致他的性格變得難以捉摸，外表冷

漠的不可壹世，實則內心極度缺乏安

全感。曹炳琨坦言，“馮煥是壹個非

常有張力且富有挑戰性的角色，他是

個成功的商人，但他也是壹個被自己

的‘心魔’控制的人，他的精明強幹

除了天賦，也有壹定自我保護的成

分，而趙益勤的出現是他人生中壹個

很重要的轉折點。”此外，關於劇情

他表示不願多說，但劇中的每壹個人

物都豐富且立體，合作演員也都非常

努力，相信播出時壹定會給觀眾帶來

驚喜。

比起那些吸引眼球的“熱度”、

“IP”，曹炳琨接戲更重視的是角

色質量和創作氛圍，從《潛伏》中

的“謝若林”開始，無論是電視劇

或電影，主角或配角，他都盡心演

繹，堅持以角色立身、用演技說話。

而另壹部由他搭檔李易峰[微博]共同

主演的電影《動物世界》也在近期

發布海報和預告片，將在明年與廣

大觀眾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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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3》新海報畫風鬼畜腦洞大開
這不是廣告 “雷神vs綠巨人”宇宙大戰喊妳來看

《X戰警：黑鳳凰》導演西蒙· 金伯

格今天在自己的ins上曬出了壹張電影幕

後照。“X教授”詹姆斯· 麥卡沃伊和

“萬磁王”邁克爾· 法斯賓德酒桌對坐，

拳拳相抵，導演還貼心的配文“broth-

ers in arms”，讓人倍感氣氛溫馨。

《X戰警：黑鳳凰》是壹部全新的

X戰警電影，故事講走向太空，交代

“鳳凰之力”的起源。本片導演西蒙· 金

伯格是原《X戰警》電影三部曲的編劇

，此次是其首次擔綱導演。

劇本原三部曲中的演員大表姐詹妮

弗· 勞倫斯（飾演魔形女）、詹姆斯· 麥

卡沃伊（飾演X教授）、法鯊（飾演萬

磁王）、尼古拉斯· 霍爾特（飾演野獸）

、亞歷山德拉· 西普（飾演暴風女）、泰

伊· 謝裏丹（飾演鐳射眼）和柯蒂· 斯密

特-麥菲（飾演夜行者），“三傻”索

菲· 特納（飾演鳳凰女琴· 葛雷）都將悉

數回歸，此外傑西卡· 查斯坦也全新加盟

該片，出演大反派——希阿帝國(Shi'ar

Empire)的女皇利蘭德拉。該片已於今年

夏天在蒙特利爾開機，目前定檔2018年

11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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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門影業即將開展《電鋸驚魂》系列的傳統“獻血車

”活動。整個十月，移動血液站將在全國各地湧現，而獻

血者可以獲得10月27日電影上映之後的免費觀影券。今天

，片方依照慣例發布了專門負責抽血的“護士”海報。

以抓人眼球的海報設計而著稱的《電鋸驚魂》系列，

自《電鋸驚魂2》開始就有了壹個愛心的附屬品：每部壹屆

的“獻血車（Blood Drive）”活動，並推出誘惑的“女護

士”海報作為獻血公益宣傳。《電鋸驚魂8》與這個系列的

上壹部電影相隔7年，由《嗜血破曉》和《前目的地》的

導演邁克爾· 斯派瑞、彼得· 斯派瑞兄弟聯合導演，勞拉· 範

德沃特、托賓· 貝爾主演，溫子仁和雷· 沃納爾等人聯合撰

寫劇本，電影將於10月27日在北美上映。

被譽為影史經典科幻電影《銀翼

殺手》的續作，《銀翼殺手2049》日

前曝光全新“重磅歸來”幕後特輯，

展現了影片如何立足經典、再續科幻

新鋒的拍攝歷程。特輯中，瑞恩· 高

斯林表示他從未拍過保密性如此之高

的影片，哈裏森· 福特讀完劇本也表

示這是他有史以來看過最棒的劇本，

傑瑞德· 萊托更是表示該片將會再創

影史經典。影片將於10月6日北美上

映，有望近期與內地觀眾見面。

越是經典，越是難以超越，尤其

影迷都希望是原班人馬重聚。這壹點

上，時隔35年的續作《銀翼殺手2049

》最大程度滿足了影迷的期待。前作

導演雷德利· 斯科特擔任該片制片人

，全程監督影片的制作。在前作中出

演主角瑞克· 戴克的哈裏森· 福特，則

重回銀翼殺手的世界並繼續扮演同壹

角色戴克。

事實上，這也是福特十年中第二

次重新演繹其經典角色，第壹次是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中的漢· 索

羅。談及該片，福特表示，“我們想

拍壹部與老版《銀翼殺手》能自然銜

接的故事”，所以他將繼續以前任銀

翼殺手瑞克· 戴克的身份與瑞恩· 高斯

林飾演的新壹代銀翼殺手“K”聯手

追查復制人與人類之間的秘密。

對於該片導演丹尼斯· 維倫紐瓦

而言，前作與續作的關系，則“有點

像用著同壹個調色盤，但是換了不同

的畫師”。天才導演維倫紐瓦，是好

萊塢最炙手可熱的導演之壹，曾執導

《降臨》、《宿敵》、《囚徒》、

《邊境殺手》等佳作。

特輯中，瑞恩· 高斯林坦言：

“在不透露任何電影信息的情況下討

論這部電影的難度很大，我從來沒有

參與過保密工作做得這麽好的電影。

”正如高斯林所言，外界對於《銀翼

殺手2049》的故事知之甚少。高斯林

所扮演的新壹代銀翼殺手“K”，無

意之間發現了壹個隱藏了很久的秘密

，這個秘密有可能會造成整個城市的

慌亂，也成為邁向未來的關鍵，所以

他必須找到已經消失了30年的戴克。

從故事線上回溯拍攝於1982年的

《銀翼殺手》，作為常年占據各種科

幻片榜單“頭把交椅”的經典之作，

影片表面上講述了人類與復制人之間

的關系，但其實具有強烈的反思氣質

及人文精神，認識自我和尋找自我的

古老命題。《銀翼殺手2049》作為該

片續作，將會如何展開故事的講述，

如何再度對人工智能的命題發揮想象

，值得期待。提及故事與劇本，哈裏

森· 福特透露這是他有史以來看過最

棒的劇本。影片的視覺風格，延續了

前作華麗迷離的賽博朋克風格，在克

制中隱含驚艷之美。放眼特輯畫面，

回旋車在空中疾馳而過、科幻之城蕭

條無邊、復制人標本整齊陳列、橙色

霧霾冷峻迷幻……壹系列新奇景象，

將觀眾對科幻電影的視覺想象提升到

新高度。

於佩爾於佩爾&&科洛科洛《《寡婦寡婦》》曝最新片場照曝最新片場照
科洛侍女打扮神情警覺科洛侍女打扮神情警覺
於姨氣質優雅高貴於姨氣質優雅高貴

高司令高司令：：從未參與過這麽神秘的電影從未參與過這麽神秘的電影
《《銀翼殺手銀翼殺手20492049》》曝光特輯曝光特輯 主創解讀電影主創解讀電影

於佩爾和“超殺女”科洛主演的驚悚

片《寡婦》日前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緊張

拍攝中，最新片場照也曝光，科洛身著服

務員制服，在壹家餐廳中拍攝，時而警覺

地望向窗外，時而鬼鬼祟祟地打電話，似

乎在拍攝壹個緊張的劇情橋段。

在這組最新照片中，都柏林搖身變為

紐約，大街上跑滿美國的汽車。據悉，

《寡婦》自本月初開始在都柏林拍攝，在

早前曝光的片場照中，於佩爾、麥卡· 夢

露、導演尼爾· 喬丹和壹些現場工作人員

也都現身。於佩爾身著呢絨大衣、頭戴寬

沿禮貌，氣質優雅高貴。而導演壹心撲在

創作上，身上抽象主義風格的襯衫可能是

隨手從衣櫃裏掏出來的，風格大膽不羈。

《寡婦》講述大學女生 Frances（科

洛· 格蕾斯· 莫瑞茲飾）歸還某年長的寡婦(

伊莎貝爾· 於佩爾飾)丟失的錢包後，和她

發展出壹段不可思議的關系，但漸漸地

Frances發現這個寡婦身上隱藏著秘密，並

且她正身處險境。夢露將飾演Frances的閨

蜜Erica，她靠著父親的錢生活，在電影中

要幫助閨蜜適應新城市的生活。

本片導演尼爾· 喬丹生於愛爾蘭，92

年作品《哭泣遊戲》曾獲多項奧斯卡提名

，喬丹本人最終拿下最佳原作劇本獎。他

最為大眾所知的作品應該為1994年的《夜

訪吸血鬼》。影片由《殺出狂人鎮》編劇

雷· 賴特操刀劇本，Sidney Kimmel Enter-

tainment公司出品，有望在明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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