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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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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CHUAN'S 巴國布衣 休斯頓店
巴國布衣餐飲企業於1996年4月22日

誕生於四川成都﹐
連續10多年榮獲“中國餐飲百強企業”

特聘國內知名川菜名師主理廚政
訂餐電話: 713-953-9999

地址: 5901 Westheimer Road, Unit N,
Houston, TX 7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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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最新统计数字

显示，执法人员在2017年财年逮捕非法移民

数量增加43%，而被递解出境的移民数量有

可能低于去年。

在 2016 财年，ICE 递解出境的人数为

240255 人。而截止到距离本财年只有21天的

9月9日，ICE递解出境移民的人数为211068

名。

递解数字较低并非执法机构不努力。自

从特朗普就职以来，ICE探员今年逮捕非法

移民的数量要比去年同期增加43%。

就在ICE拘留更多有犯罪记录的移民时

，特朗普任上被抓获的移民当中，不会面临

刑事指控的移民却是增长最快的。在1月22

日到9月2日期间，ICE逮捕了2.8万名“没有

刑事犯罪”的人，比2016年同期增长将近3

倍。

尽管被逮捕人数上升，政策专家、移民

律师和ICE现任及前任官员认为，几种因素

导致被递解出境人数下降。

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试图偷渡美墨边

境的人数急剧下降，减少了容易被递解出境

的移民数量，且权益组织和无偿服务的法律

团体都在帮助移民抵制递解。

逮捕数量上升和诉讼增加似乎为美国联

邦移民法庭体系构成新压力，积压案件超过

60万。特朗普任上逮捕的移民要完成申诉需

要几年时间，随后才能将他们递解出境。

美国2017财年逮捕移民增加43%

被递解出境人数下降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签证官也会选择性

的问一些问题。切记，不管签证官问了什么问题都

需要如实回答。下面给大家总结下2016年美国签

证真实面试中，十个最常出现的高频问题：

TOP10：为什么去美国？

这个问题近些年问的少了，从第一名滑落至第

十名。

回答时候一定要说明必要性。

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而是因为，美国有的这

些，对你很重要(必要)。

TOP9：你结婚了吗？

老外一直认为，婚姻是一个人稳定下来的最重

要因素。

如果没结，想一下：

你可以订婚吧？

你可以有男(女)朋友吧？

不要直接了当回答没有，想办法避开一下。

TOP8：你在哪里工作？

不建议刚刚换了工作单位就去申请，尽量保持

工作证明至少在一年以上(说明你有一份稳定的工

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是家庭主妇，就提一

下丈夫的工作。如果是自由职业，侧重说一下你的

职业理想和高峰期的职业收入。

TOP7：你的收入是多少？

注意收入可不仅限于你的死工资，可能离开单

位，你还是一个滴滴或UBER司机，或者你在其它

单位还有一份兼职，或者你有一套多余的房子出租

。

你有股票或基金？不一而足，多多益善。

TOP6：没有问题。

是的，你没看错，没有问题。

每个申请人在面签时候几乎都经历过这么一段

时间真空期，签证官也不抬头问你问题，而是一直

在低头不停敲电脑。

敲电脑做什么呢？

看你填的DS160表格，如果有拒签的，还会翻

看之前上一个签证官备注的原因。

没有问题，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他正在做判

断的时候，那么就去干扰他的判断，创造对自己有

利的因素。

先抓紧摆一个看似随意，轻松酷酷的姿势，或

者把红彤彤的房产证主动放在窗台上，让签证官不

小心瞥见；

要不就是不断的看时间，不经意露出胳膊上花

25元购买的新款地摊劳力士；

等等，诸如此类。

这里最后有人问，这样做，会招人讨厌吗？一

般不会的。

小编的建议，你能活泼一点，就千万不要腼腆

。机会，多半是争取来的。

TOP5：你有没有去过别的国家？

就是传说中的出入境记录，如果有就照实说。

如果没有，就说明原因，工作忙没时间什么的。

有的人出入境记录在旧护照上面，其实也可以

说的。有的人是因公护照，护照过期，护照丢失或

其他什么的，提供一下在国外期间和著名景点的合

影照片。3张以上。

TOP4：你在美国有亲戚吗？

这个问题，相信是大多数人

最纠结的。不多说，直接上干货

。

如果你坚持说真话，那么有

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你不方

便讲，那么：

如果美国的亲戚是你的旁系

亲属，没必要讲，查不到。

如果美国的亲人是你的亲生

父母／配偶，一定要讲，能查到

。

如果美国的亲人是你的哥哥

姐姐(包括亲，堂，表)之类的，一

般也没必要讲，查不到。

但是，这里还是推荐大家说

真话，会涉及在美国亲人的信誉

，或你将来打算申请移民签证的话你的信誉有会问

题。

TOP3：美国旅游期间费用由谁来承担？

这里注意：

如果是公司承担的话，你的在职证明里面一定

要写清楚！签证官根本没时间跑去给你的公司打电

话核实，好多申请人在这里被不明不白的拒签；

如果是你的父母或子女承担，你们尽量在一个

户口本上；

如果是你的姨妈或叔叔之类的远亲承担，尽量

提供一下她(他)亲手写的信函。

TOP2：是你一个人去吗？

还是说到上文的家庭因素的问题，如果真的不

可以全家一起去，一定要把理由说清楚，因为工作

忙不能请假，学业繁重，身体状况不佳等。

TOP1：你去美国做什么？

这个问题荣列TOP1，是因为几乎所有申请人

都会被这么问一遍。

一般回答去旅行，去自由行，去看望某个亲戚

、某个朋友，去参见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把你的真

实目地用最简洁的话语表达出来，注意这里的口述

一定要和DS160表格填写的目的相匹配，不然很容

易会被判定为不真实，虚假的意图(一种很常见的

拒签理由)。

面签时的注意事项

1. 面试时需带以下原件：

a.营业执照副本(或复印件加盖公章)，名片两

张。

b.单位担保函，要加盖公司公章。

c.定期存款、股票及有价证券原单据，房屋、

车照原件。

d.有出国记录的老护照，签证复印件(因公护

照)，国外照片，身份证，户口本及结婚证，全家

福照片等(夫妻、子女)

e.护照，照片美国签证报名照片(50mm＊

50mm)

根据多年的签证经验总结，如备齐以上资料将

有利于签证，但并不代表资料的完备将无疑取得签

证。因为核发签证为领事馆之权利，领馆将视申请

人的个人资料及情况决定是否核发签证。请申请人

一定理解此情况，如实耐心地回答签证官提出的各

种问题。

2. 2分钟礼仪，助你事半功倍：

能否成功获得赴美签证，申请人面试时的表现

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态度、着装、言谈举止、问题

的回答、签证资料的准备等。每位申请人仅有三、

四分钟的面试时间，申请人应把握机会、认真对待

。

3. 注重礼貌和隐私

每位申请人“见官”的平均时间在2分钟左右

。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先要镇定，做一个小小的

动作，签证官对你的印象分马上就提高了；

在前一位申请人未整理资料离开柜台的时候，

你在一米距离以外静静等候，等前一位申请人离开

了，签证官叫到你的名字，立刻扬手或点头示意自

己准备好了，然后快步走到柜台。

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重视个人隐私，如果在众

多申请人里，显现出国际礼仪，成功与否，很大程

度上就决定在这一瞬间。

4. 边动口边动手，递交要主动

你回答签证问话的时候，要主动递交证明材料

，如签证官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时，你在回答的同

时要递交工作证明材料。

通常情况下，签证官不会主动要求你递交某项

材料，你在回答问话的时候是要主动提交的。有网

友疑惑，为什么签证官什么材料都没有看，就拒签

我了。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技巧的原因。

5. 面签被拒后不要马上再申请

美国签证官特别严格，有时拒签一个人可能会

因为一件衣服、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签证官觉

得这个人长得不顺眼也会拒签。如果你不幸被签证

官的“坏心情”拒签，只能提出申诉，要求更换一

位签证官重新递交申请。

但建议申请人被拒签后，不要马上重新再签。

可以先选择其他目的地，让第二次申请的时间拉得

长一些，一般使馆的拒签记录会1-2年一清。而时

间久一些，也能证明你个人的财力和能力的增长，

再递交申请会容易些。

赴美签证面试要说清楚计划？
美国务院将对入美签证执行

新的审查规定。不符合要求的游

客的申请可能被拒绝，即使他们

来到美国也有可能被遣返。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发

给全球范围内美国大使馆的一封

电报中，国务卿蒂勒森写道，需

要签证的游客在进入美国前必须

陈述至少3个月的在美计划方案

。如果他们在大使馆面签时没有

提及一些计划：如和美国公民结

婚、上学或工作，这将视为申请

者说谎，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签

证的续签或更改签证类别。如果

他们还在美国，可能面临被遣返

的处境。入美3个月后计划的变

更同样会引发问题。不过这不会

被视为“故意虚假陈述”。现行

的规定是，入美后第一个月内的

计划变动将被视为“虚假陈述”

。

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政府关系

部的副主任里什(Diane Rish)说

：“如果以游客的身份进入美国

并在90天内和美国人相爱结婚

并申请绿卡，这种情况下的绿卡

申请将被拒绝。这是规定上最大

的改变。”

2016年，美国共发放了超过

1000万签证来帮助美国的旅游产

业。

这项新规定不涉及包括绝大

多数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等38个国家及地区的

公民。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公民赴

美国旅游或工作学习前不需要面

签说明具体的计划。

而中东国家、非洲国家和大

多数亚洲国家的公民需要申请签

证。

受旅游禁令影响的6个国家

也不受新规定的影响，因为这些

国家的公民已经从6月开始在大

多数情况下无法获得美国签证。

这项新规定是推动特朗普政

府打击非法移民同时缩减合法移

民数量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移民改革基金会的发言

人梅尔曼(Ira Mehlman)支持这项

新规定。他说：“这将阻止合法

移民程序的滥用。现在压力将来

到那些改变计划的人的身上。”

不过里什认为，对于年轻的

访客而言，3个月可以发生很多

变化。将这些变化视为谎言是不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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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飛機，造出自己的“心臟”到底有多難？

國產C919客機在上海浦東機場成
功首飛，國人振奮。

從支線飛機翔鳳（ARJ21）到首飛
的單通道C919，再到中俄聯合設計的寬
體飛機，中國自己的大飛機正沿著既定
的發展路線步步推進。然而，與國外相
比，國產大飛機依然落後。如何縮短差
距，甚至能否“彎道超車”成為疑問，
尤其是作為“心臟”的發動機，在技術
積累上，中國更加薄弱。

我國第壹臺大飛機發動機何時誕生？
在商業上能否具備全球競爭力？不久前，
在求是西湖學會工程分會舉辦的壹場討論
中，基礎研究領域和企業界的頂尖專家坐
在壹起，試圖向公眾解答這些疑問。

存在壹代甚至更大的中外差距
“現在（飛機）載著幾百人飛來飛去，

要說什麽是人間奇跡，這就是了。我自己研
究空氣動力學，想到這個還是很激動的。”
談起C919，清華大學教授符松說，能上
天已經值得驕傲，對中國的大飛機研制，
還是要先解決“有和無”的問題。而要在
市場上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有自主
知識產權。相對空客、波音的競爭機型，
符松說，首飛的C919已經有壹些創新，
比如減少了5%的空氣阻力。

從整個流程來說，首飛只是第壹步，
之後，C919還需進行壹系列試飛。在可
靠性和安全性得到不斷改進和驗證後，
才可最終交付使用——按照預想，應在
三年之後。最終交付的C919會達到壹
個怎樣的水平？今年6月加入商飛北京
研究中心的楊誌剛說，如果和現在最好
的空客320和波音737相比，能在壹個
數量級的話，“就是非常非常好，這也
是壹個務實的評價。”

不過，大飛機的“心臟”——發動
機的制造乃至量產還很難短期實現。在
首飛中，C919搭載的發動機LEAP—X

，由 CFM 國際公司研
制。

中國工程院院士甘
曉華介紹說，在航空領域
，飛機的設計制造壹般需
要15—20年，發動機要
20—25年；全世界能做
飛機的企業有20—30家
，能做發動機的卻只有
3—5家。從事軍用航空
發動機設計的他坦言，國

內軍用航空發動機跟國外最先進水平相比
落後壹代（20—25年）甚至更多。然而，
“民用發動機，因為沒有基礎，也不好比
較，恐怕也差了壹代甚至更多。”

針對發動機研發的落後現狀，2009年
1月，中國航發商發（中國航發商用航空發
動機有限責任公司）成立，目標很明確：
制造可商業化的發動機。2016年，中國宣
布在“十三五”期間，將啟動實施航空發動
機和燃氣輪機重大專項，用某位分析師的話
說，估計“直接投入在1000億元量級，加
上帶動的地方、企業和社會其他投入，專
項投入總金額約達3000億元”。中國自主
制造商用航空發動機已是國家戰略。

另壹方面，航空發動機市場潛力巨
大。中國航發商發預測，未來20年全球
將需要新交付客機3.8萬架，發動機需
求量達7.4萬臺，市值1萬億美元。由於
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迅速，航空運輸需求
旺盛，亞太地區預計將占到這1萬億的
三分之壹。然而，中國薄弱的發動機研
發基礎卻可能無法很快地搶占這壹市場
。

“長江1000和長江2000發動機，和
現在運營的最先進的發動機基本上相當，如果
按計劃2025年能夠順利設計出來，那從時
間上講，起碼也要晚10年。”中國航發商
發總經理、民用航空發動機專家馮錦璋說。

長期從事軍用發動機研制的甘曉華
對於當前民用發動機落後的歷史原因有
清楚的認識：“以前為了國防急需，又
沒有錢，都是測繪仿制，然後趕緊裝備
部隊。”他認為，現在做基礎創新，
“就需要打牢基礎，獲得關鍵技術，然
後到型號研制，壹步壹個腳印”。

“說壹千道壹萬，航空發動機的問
題是基礎不牢，核心在這個地方。”他
繼續說，“以前搞測繪仿制，我們是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現在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發動機是試出來的嗎？
做湍流基礎研究的陳十壹教授認為，

中國的大飛機制造是有可能彎道超車的。
他分析說，波音737或空客320均是二
三十年前的設計制造，而當下新興的技術
，如3D打印、AI等將帶來新的可能，
在跟跑同時，中國可以預先創造新的設
計，進而實現領跑。

這壹看似“激進”的看法獲得了馮
錦璋的積極回應。他認為3D打印技術
首先可以縮短發動機的設計制造時間，
但正是這壹點上，中外差距巨大。

“目前我們國家的發動機從設計到完
成起碼10年，國外也就是30—36個月，
三年左右。”他說。之所以會花費如此
長的時間，原因則在於做了太多的物理
試驗：“我們壹臺發動機的制造，不算
設計，就是造出來，也要壹年多的時間；
從研究的角度，要搞幾輪叠代，每壹次
設計達不到目標就要再重新開始。”

縮短叠代的周期和次數，革新發動
機設計的理念和方法迫在眉睫。

“我們國家以前有壹句非常有名的
話，叫作發動機是試出來的，這句話其
實挺對的，發動機需要很多的試驗驗證，
但這句話背後也蘊含著另外壹層含義，
就是我們的計算設計水平不是很好。”
他繼續說，“在國外差不多十年十五年
前就流行另外壹句話，It’s better not
to develop aero engines through a
‘build & bust’ process（開發航空發
動機，最好不要走“建造再摧毀”的流程
）。”

不同於以往“試驗是設計叠代的壹
部 分 ” 的 研 發 理 念 ， 通 過 MASC
（Modelling, Analysis, Simulation,
Computing）方法，西方先進企業對航
空發動機的設計更多的是壹系列的數值
計算和分析，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的精
細化優化。“試驗很大程度上是對設計
的確認，而不是直接參與設計的叠代，
這是壹個巨大的差異。”馮錦璋說。

支撐制造最重要的是標準和規範。為
了長江1000和長江2000的研發，馮錦璋走
訪了不少工廠，考察制造業的現狀。他發現，
國內的不少標準規範，有些是抄過來的、有
些是實際工作的積累；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國外先進的標準規範，精細化要求的背
後都有強大的分析和計算作為依據。

“我們航空發動機的鑄造，基本上沒
有核心技術。我們做的幾個裏沒有壹個是

合格的，最後只能是不合格的裏面挑壹
個。”馮錦璋說。而鍛造作為經常用的成
型手段，很大程度也還是靠經驗。

從基本的焊接技術，到燃燒室，到
風扇、葉片、機械系統、渦輪，馮錦璋
詳細地展示了長江1000和長江2000研
發中的典型問題。核心想法只有壹個，
以計算分析為主的設計工作必須是自主
研發發動機的主要方向。

馮錦璋介紹，隨著飛行器構造越來
越復雜，如果按照傳統模式，試驗小時
數會越來越高，到2030年，將達到100
萬小時；而如果采用分析計算方法，可
以減少2個數量級，到10萬小時。

充分運用計算能力，不僅能縮短時間，
在AI時代，還能借助計算機的“想象力”
（Intuitive AI）革新設計。“我們現在大
部分工程設計的優化都是連續的，我們有
時候想象不出來這個形狀是怎樣的；什麽

是拓撲優化？我們可以設定要滿足的條
件，用人工智能，讓計算機不受任何約束
的去想。”馮錦璋說，這將在近期和中期
對飛機的設計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文化挑戰絲毫不亞於技術挑戰
作為商用發動機，是否成功必須經受

市場檢驗，絕非能造出壹兩臺那麽簡單——
需要幾千臺都保持高的質量。如何做到這壹
點？馮錦璋給的答案初聽有幾分意外。

“我感受比較深刻的壹點是，我們
面對的文化挑戰絲毫不亞於技術挑戰。”
他說。

在某工廠考察的過程中，壹個故事
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個工廠進口了壹臺大型的鍛造機，德
國公司過來安裝後，這臺機器運轉了三年
還是性能良好。今年，這家工廠自己安裝，
結果六個月機器就壞了。“為什麽？說起
來就像是從網上讀到的故事壹樣，特別有
趣。他們給我舉了壹個例子，說明書寫得
清清楚楚，螺栓螺帽要擰三圈倒半圈，我
們都是瞎搞，不就是三圈麽？他們就隨便
弄，連個記錄都沒有。”馮錦璋說。

類似的事情不僅發生在產業工人身上，
甚至連來應聘的博士後也是“差不多先生”。
曾經，馮錦璋在面試中問壹名博士後，“其
中的壹個阻尼系數為什麽是0.55？”這名博
士後的回答是：老師這樣說的。

“獨立思考的精神，打破砂鍋問到
底的精神，把事情做到極致的精神極大
缺乏。”馮錦璋說，這樣的態度絕無成
功的可能。

馮錦璋認為的第二個挑戰是團隊精
神的缺失。

“很多人往往把問題，好的工具和
數據藏在手裏，不願意跟別人分享。不
僅是組織之間，大學之間，甚至小組和
另外的小組，小組裏面的壹個人和另外
壹個人，都存在這樣的現象。”他說，
所有這些都對高端設備制造有很大的影
響，要突破的不僅僅是技術。

缺少來往的企業界和高校
作為南方科技大學校長，陳十壹對

馮錦璋的“文化論”表示贊同。他進壹
步說，檢驗大學的成功與否，不是排名，
也不應該只看論文，核心要看是否產生
了好的人才、技術和文化。

不過，作為大學教授的他，還認為企業
缺少與高校合作也限制了產業的創新：
“企業拿了國家的大項目，攬在手裏，相信自
己而不相信教授，這樣就越培養不了大學教
授，越培養不了老師，那就進入了負反饋。”

在陳十壹的印象中，美國的 Los
Alamos實驗室(世界上科學與技術最大
的幾個中心之壹，二戰時期作為曼哈頓
工程的壹部分，負責設計核武器，現在
在多個領域進行多學科的研究)每年的夏
天都會邀請加州大學的很多教授來，這
促進了大學教授對該實驗室的了解，有
利於問題的解決。他說，企業應該把核
心攻關的問題交給大學去解決。

“我覺得像發動機這樣的問題，現
在政府已經意識到了，不僅僅是某壹家
企業的事情，作為國家重大項目，必須
聯合攻關。”他強調，“我們應該思考
大學和企業合作的新模式。”

從事基礎研究的符松也註意到了類
似的問題。他介紹，清華大學和美國的
GE發動機公司成立了聯合研究中心，而
對於發動機這樣技術推動的領域，國外
不僅高校，公司也在開展很多的基礎研
究。此外，讓他感受頗深的另外壹點是，
國外的大學和企業擁有緊密的合作關系：
“我每次參加美國的學術會議或者發動
機專業會議，發現人家大學的、研究所
的、企業的全在壹起參加，壹起討論。
我覺得我們國家沒有這樣的文化，我們
的高校和企業界好像沒有什麽來往。”

何時造出國產大飛機發動機，未來的
商業化之路是歧路還是坦途尚未可知。不
過，幾位從事基礎研究的教授，和來自企
業的大飛機設計專家坐在壹起，暢所欲
言，也許已經預示了壹個好的開始。

巴黎舉辦侏儒時裝秀巴黎舉辦侏儒時裝秀 迷妳超模風靡全場迷妳超模風靡全場

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國際侏儒時裝秀國際侏儒時裝秀””舉行舉行，，多名身高多名身高
不足不足11..4848米的模特穿上潔白的婚紗米的模特穿上潔白的婚紗，，化著精致的妝容化著精致的妝容，，
戴著耀眼的首飾戴著耀眼的首飾，，邁著自信的步伐邁著自信的步伐，，向觀眾們展示別樣向觀眾們展示別樣
美麗美麗。。壹年壹度的國際侏儒時裝秀始於壹年壹度的國際侏儒時裝秀始於20142014年年，，此前此前
曾在美國紐約曾在美國紐約、、阿聯酋迪拜和日本東京舉辦阿聯酋迪拜和日本東京舉辦。。國際侏儒國際侏儒
時裝秀旨在提高民眾對侏儒癥的時裝秀旨在提高民眾對侏儒癥的認識認識。。

““1717--1919世紀匈牙利貴族生活世紀匈牙利貴族生活””展在故宮博物院開幕展在故宮博物院開幕

““茜茜公主與匈牙利茜茜公主與匈牙利::1717--1919世紀匈牙利貴族生活世紀匈牙利貴族生活””在北京故在北京故
宮博物院開幕宮博物院開幕，，這是匈牙利文物首次在故宮博物院展出這是匈牙利文物首次在故宮博物院展出。。本次展本次展
覽向觀眾呈現的覽向觀眾呈現的149149件珍貴文物均來自匈牙利國家博物館件珍貴文物均來自匈牙利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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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页也是准留学生选择学校

的考量，不少准留学生会收集相关的

留学单页，经过简单了解后再去该学

校官网考查，做出自己的留学规划。

随着海归潮的来临，海外学子回国

后就业、创业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这种局面倒逼着正计划出国的准

留学生和已经出国的学子提早做好职

业规划和各项准备。

新形势下新心态——
何时回国细考量
选择专业更谨慎

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不是什么稀

罕事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学成

归国，海归变得不再吃香，就业压力

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部分原本

打算本科毕业就回国的学子开始规划

着要继续深造。

艾伦（化名）目前就读于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他认为，在海归潮中选

择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以后

的激烈竞争。面对国内激烈的竞争状

况，他表示，自己也由之前比较随意

选择专业的心态变成了谨慎选择。

“我本科的专业选得比较随意，

出国留学更多的是希望感受不一样的

校园生活，开阔自己的眼界。但是了

解到国内的就业现状以后，我现在的

目标是继续留在美国考研，攻读法律

专业，以后当个律师。”艾伦说。为

这一目标，他开始认真地规划未来。

艾伦补充道：“如果想要在美国从事

律师职业，需要提早着手准备美国最

难的考试之一Isat考试。我目前已经开

始准备Isat考试了，并且我在为考到美

国排名前10的法学院而努力。因为国

内就业竞争很激烈，而我在国外学的

法律回到国内并不完全适用，所以我

目前的规划是先留在国外工作。”

刘乐准备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读书。她直言因为国内大规模的海归

潮，所以很多出国留学的人往往达不

到最终的留学目的。为了在未来的就

业中脱颖而出，她为自己的留学做足

了准备。“我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是

因为我在国内数学成绩特别不好，而

仅仅因为这一门功课的短板就会导致

我不能进入一所很好的学校，所以我

选择出国上一所好一点的学校，这样

我在未来就业中会比现在更有优势。

”刘乐补充说，“我选择去意大利读

设计专业也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意大利的设计专业确实很强，

其次是我个人对这个专业很感兴趣。

同时家庭经济条件也允许我去意大利

学习这个专业。”而谈起对未来的规

划，刘乐表示暂时没有创业的想法，

但是她准备在本科期间找个实习工作

，积累一些工作经验。本科毕业后计

划去法国或者德国读研究生。

邓兰议即将去韩国建国大学留学

，对她来说，出国留学这一选择本身

就是在为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做准备

。她说：“我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海

归光环’而出国。正因为国内竞争激

烈，我的成绩比较难进一所排名靠前

的学校，所以才选择去国外上大学。

虽然说回国后竞争依然激烈，但对于

我个人来说，还是比我在国内毕业更

有助于就业。”

这样规划更靠谱——
专业机构来支招
自己也得多实践

归根到底，出国留学是为了更好

就业。一份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职业

规划更有利于留学生在学习时找准定

位并快速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少

留学生认为，在规划未来时，实践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除了认真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外

，也有学子表示会在留学前找专业机

构来为自己做出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

。“留学前我就找学校老师以及中介

机构进行了咨询，并结合自己的兴趣

爱好全方位地分析出适合的专业，然

后问了大学里在不同专业学习的朋友

，最后才决定这个方向。”艾伦回忆

起自己出国留学前选择专业时说，

“我认为一开始可以先定个大致方向

，而不一定非是具体的专业，然后多

向有经验的朋友、学长、长辈咨询，

最后结合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兴趣爱好

做出决定。这样学习起来更主动，且

更有目的性。”

对于留学生来说，实习是很重要

的，因为从中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管浛亦目前在莫斯科大学读预科，谈

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时，她说：“首先

是明确目标，其次就是实践。简单来

说就是明确自己未来从事什么行业，

然后学习从事这一行业的技能。”对

于国内的竞争压力，她认为，国外与

国内工作环境接轨很重要。长期在国

外生活会和国内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

的隔阂，因此得做好心理准备去适应

新环境。

丁艺虹即将去莫斯科大学读书。

她表示在她的规划中，毕业后会回国

发展。“因为家人都在国内，我觉得

国内的环境更适合我。我的职业规划

是当老师或者开一家咖啡店，为此我

会在留学期间找机会去咖啡店兼职或

者找机会去做汉语家教，以此来检验

自己是否适合做这行。”当笔者问及

如何制定职业规划时，她说：“适合

自己的职业规划才是最好的。当然，

可以适当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定

权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刘乐认为：“制定职业规划时，

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且参

考一下现在的市场需求来确定专业。

当然，家庭经济条件也是应该考虑的

因素，如果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可

以先选择承受范围内的国家作为留学

目的地国，再选择该地较好的专业。

当然，在留学时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

是实习，通过实习来验证之前的规划

是不是真正适合自己。”

海歸潮如何影響準留學心態？
學子更關註就業選擇

几年甚至十几年前，他们远渡重

洋到海外留学，随后返回祖国，带着

他们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和知识开始了

新的征程。

海归这个群体，说特别，也不特

别，说高大上，也很接地气。近日，

在湖南举行的十大杰出青年海归人物

评选活动让海归群体更多地走进人们

的视线。

龙星亮这个名字在网络上已然是

个小“网红”，开保时捷送奶茶让这

位1989年出生的海归被不少人知晓，

可是龙星亮说自己除了是电视上的

“奶茶哥”，其实也是个昆舞老师，

还是个创业者。

2015年从韩国留学回来的他本可

以在学校安安稳稳地做个舞蹈老师，

但龙星亮选择了创业，他的创业动机

不是为了买大房子，开豪车，而是为

了创建一个“昆舞基金会”，让这项

国粹能被更多人知晓和喜爱。

“我选择创业的行业是餐饮，但

其实做的项目都跟传统文化有关，希

望艺术基因的注入能引起餐饮行业的

变化。”龙星亮说，现在中国的餐饮

业能将艺术与美食结合的还比较少，

其实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可以做的很漂

亮，可以做到让很多人接受和喜欢，

“艺术＋餐饮＋互联网”是未来的方

向。

龙星亮表示参加湖南十大杰出青

年海归人物评选是因为大家都在说海

归群体一直在做“乖宝宝”，是时候

站在台上向外面说出自己的声

音。他不仅想为海归群体发声

，还想为昆舞艺术发声，为自

己发声。

与龙星亮不同，从澳大利

亚回来的海归张西贝创业则更

希望推动所在行业有所改变。

“海归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敢

于改变，不少海归敢于和铁饭

碗说再见。”为了创业，张西

贝从世界著名的会计事务所辞

职，苦学珠宝知识，打造了长

沙首个非洲彩宝定制中心——

彩度。不仅如此，她想让这种

定制业务铺遍全国，颠覆传统珠宝购

买模式，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都

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珠宝。

“海归创业跟别人创业没什么不

同，都需要反复的跌倒再爬起，也需

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梦想

和信念根本坚持不了。”张西贝说。

有的海归为了梦想而创业，而有

的海归的梦想就是帮助别人创业。从

加拿大留学回来的罗明和从塞浦路斯

留学回来的罗雅靓就是这样的海归，

自己创业成功后，他们一个创建了衡

阳市留学生创业园，一个创建了湘潭

海创众创空间，服务创业人员。

罗明说自己开始创业的时候遭到

很多人的质疑，遇到很多困难，因此

也让他意识到在创业的时候被拉一把

非常宝贵，于是让他萌生了创立创业

园的想法。

“做海创空间说的官方点儿是整

合留学生资源，与国际互动，为本地

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其实说白了我

认为海归群体有义务为国家作贡献，

特别是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做的行

业一定要对推动经济或者社会发展有

益处。”罗雅靓笑着说。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湖南有海

归群体10万余人，其中38%选择创业

，海归带回的新的理念和方式将对产

业和行业发展产生改变，未来将涌现

出更多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归人

士。”湖南海归协会会长胡鹏飞表示

，作为第二届湖南十大杰出青年海归

人物评选，一直以来活动的宗旨不是

名次，也不是奖杯，而是聚集更多海

归力量，展示更多优秀海归代表，让

社会看到海归的梦想，看到海归群体

的正能量。

不一樣的湖南海歸
他們創業帶著夢想

一些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上海科

技创新园区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

的领头羊，更成为海外引智引才的桥

梁。然而，归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仍

面临一些障碍及困难，激发归国留学

人才创新创业激情，还需要加强人才

引进的广度，延展创新深度，大胆走

出去，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海归企业到

海外创建研发中心。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

，在浦东尤其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一

批在海外学有所成、业有所精的归国

留学人员在创业创新中做出了优异成

绩，成为创业创新的领头羊。

比如，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武平博

士，1990年至1997年先后在欧美学

习工作，参与创办了3家公司，2001

年回国创办展讯通讯并出任CEO、

董事长，其领衔研发的科研项目填补

了国内手机技术空白，两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获得中国何梁

何利基金创业奖。

从美国回来的埃派克森微电子

（上海）公司董事长高勇，回国创业致

力于高性能光电导航系统级芯片及相关

开发，拥有业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

知识产权，全球专利100多项，荣获中

国半导体行业最高荣誉“中国芯”，全

球半导体联盟三届年度大奖。

类似事例，在归国留学人员中还

有许多。更可贵的是，这些归国留学

人员不仅在创新创业上取得了突出成

绩，还成为引智引才的桥梁。往往是

一个领军人物带领一批小伙伴集体回

国创业。比如，武平回国前就与他的

同事、同学、同乡一起探讨创业创新

的课题，选择突破的方向，然后带领

30多位小伙伴一同来到浦东创业。

留美博士常兆华领衔的微创医疗

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也是在他的

影响和带动下，几十名高科技人才回

国共同创业，他们当中有大公司副总

裁、大中国地区销售总经理等成功专

业人士。

由此可见，海归创业架设了一座

与海外留学人员联系的桥梁，不断地

将海外人才引进来，这种以侨引侨、

以海归引海归的独特现象，实际上是

又一条畅通引智引才的有效渠道。

近年来，政府部门在归国留学人

员引进上下大力气，立足整合全球人才

资源，服务国内创新发展的纬度，进一

步发挥侨办、侨联海外联系点的作用，

发挥海外社团的作用，通过联合办会、

办班、交流、考察等多种形式，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活动，以拓展归

国留学人员引进的广度。

企业还可通过海外并购、海外投

资，将海外研发的最新科研成果带回

国内转化，形成生产力，形成自己的

知识产权。政府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

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向海外拓展。大

胆走出去，使离岸创新成为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又一条接地气的通道。

媒体：让归国留学人员成为
创新创业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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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遊戲＝沒有出息玩遊戲＝沒有出息？？隨着獎金豐厚的隨着獎金豐厚的““電競電競””((電子競技電子競技))在全球各地興起在全球各地興起，，加加

上香港特區政府近年有意大推上香港特區政府近年有意大推““電競電競”，”，而而““電競電競””亦成為亦成為20222022年杭州亞運比賽年杭州亞運比賽

項目項目，“，“打遊戲沒有出息打遊戲沒有出息””這個香港社會傳統文化標籤亦起了變化這個香港社會傳統文化標籤亦起了變化。。雖則大勢所雖則大勢所

趨趨，，但在一般人眼中但在一般人眼中，“，“電競電競””仍等同玩遊戲仍等同玩遊戲，，又豈能稱得上體育運動呢又豈能稱得上體育運動呢？？不不

過過，，只要留意客觀事實只要留意客觀事實，，不難發現正如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啟康所言不難發現正如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啟康所言，，電競豈止電競豈止

玩遊戲這樣簡單玩遊戲這樣簡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梁啟剛

所謂電子競技，是以電子
遊戲為平台，讓玩家彼此較量。
近年“電競”日漸流行，並成為
2022年杭州亞運會正式比賽項
目。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今年2月公佈財政預算案
時更表示，“電競”是具經濟發
展潛力的新領域，有助推動香港
遊戲市場和創科發展，例如應用
虛擬實景技術，應研究進一步推
廣，其中更於8月期間由香港旅
遊發展局舉辦首屆香港電競音樂
節。

發展落後10年具追趕優勢
有份負責籌辦電競音樂節有份負責籌辦電競音樂節

的電競統籌公司的電競統籌公司CGACGA，，其創辦其創辦
人正是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啟人正是香港電競總會主席周啟
康康；；現年現年3030歲的他歲的他，，年少時曾年少時曾
獲經典互聯網第一身射擊遊戲獲經典互聯網第一身射擊遊戲
《《Rainbow SixRainbow Six》》的亞太區冠的亞太區冠
軍軍，，可說是香港參與可說是香港參與““電競電競””的的
先驅者之一先驅者之一。。

談及與周邊鄰近地區如內談及與周邊鄰近地區如內

地、韓國等比較，香港現在才發
展“電競”會否太遲起步？對
此，周啟康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只要有政府大力支
持，相信香港“電競”前景是光
明的；他說：“雖然與其他已發
展‘電競’的地方相比，香港的
發展大約落後10年，但香港亦
具有追趕他們的優勢，如互聯網
的普及化、舉行大型比賽的經
驗、進出境自由等，加上政府帶
頭的支持，相信香港‘電競’未
來會更好。”
不過不過，，周啟康指出周啟康指出：“：“當當

然然，，政府帶頭的支持政府帶頭的支持，，絕對是一絕對是一
件好事件好事，，但亦要有關部門了解發但亦要有關部門了解發
展展‘‘電競電競’’的確切所需的確切所需。”。”周啟周啟
康就簡單地舉例說康就簡單地舉例說：“：“如果香港如果香港
要派隊參加要派隊參加20222022年杭州亞運的年杭州亞運的
電競比賽電競比賽，，首先就要建立一個負首先就要建立一個負
責派隊的部門責派隊的部門，，因為距離因為距離((杭州杭州))
亞運只有亞運只有44年多的時間年多的時間，，時間不時間不
多多，，又要遴選選手入隊又要遴選選手入隊，，又要進又要進
行訓練等行訓練等，，如果連一個負責的部如果連一個負責的部
門都沒有門都沒有，，談何派隊參賽呢談何派隊參賽呢？”？”

其實香港其實香港““電競電競””選手在世界大選手在世界大
賽中曾取得不少好成績賽中曾取得不少好成績，，如香港電競如香港電競
選手劉偉健選手劉偉健(Toyz)(Toyz)曾於効力台北暗殺曾於効力台北暗殺
星職業電競隊期間星職業電競隊期間，，在遊戲在遊戲《《英雄聯英雄聯
盟盟》》全球總決賽第二季拿下世界冠全球總決賽第二季拿下世界冠
軍軍，，與隊友平分與隊友平分100100萬美元獎金萬美元獎金。。

這樣就引伸出另一個問題這樣就引伸出另一個問題————作作
為電競新興地的香港為電競新興地的香港，，缺少供香港本缺少供香港本
地電競選手比賽的平台地電競選手比賽的平台，，電競人才往電競人才往
往向外流往向外流。。

家長知道有“錢”途讓兒女追夢
對此，周啟康認為，這是香港

“電競”要長遠發展，所需解決的問
題；他說：“現時香港‘電競’選手
都要到內地、台灣等地打職業賽，就
是因為香港缺少職業隊及職業聯賽；

就好像香港足球一樣，香港都有自己
的職業聯賽，這樣人才不會外流，有
助香港足球業發展。同樣，有了‘電
競’聯賽，就能吸引投資者，就可以
給有意投身‘電競’者知道，參與
‘電競’是有前途的，如再配合政府
在教育政策上的支持，讓小朋友在小
學就能接觸‘電競’，加上職業聯賽
成立，知道‘電競’有‘錢’途，這
樣或能令家長們安心，讓兒女追逐自
己的電競夢。”

可是可是，，當一位職業當一位職業““電競電競””選手並非易選手並非易
事事，，選手的黃金時期大約由選手的黃金時期大約由1717歲至歲至2525歲左歲左
右右；；一旦加入了職業電競隊一旦加入了職業電競隊，，除了晨操晚練除了晨操晚練
外外，，更有時在假期亦要訓練更有時在假期亦要訓練，，可以說是每天都可以說是每天都
只對着電腦遊戲鑽研技術只對着電腦遊戲鑽研技術。。此外此外，，選手們亦要選手們亦要
做體能及精神上的訓練做體能及精神上的訓練，，好讓選手有足夠體力好讓選手有足夠體力
作長時間對戰作長時間對戰。。

面對如運動員般艱辛的訓練，周啟康亦對
有志做電競選手的人提出忠告：“除了非一般
的訓練，當電競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勇於
面對失敗及有不服輸的精神，就如運動家精神
一樣。當電競手除了反應、技術、集中力外，
更重要的是心理質素，要懂得如何面對和克服
失敗，因為失敗往往附帶外界的批評，如何從
別人的批評中學習，從而令自己進步，這樣不
服輸的精神，就是電競手所必須有的。”

若做不成電競手多條出路供選擇
周啟康最後還表示：“當然做電競手是每

個有意參與電競者的夢想，但當做不成電競
手，並不代表你投進去的努力是白費的，你亦
可以從事有關電競的工作；就如一個電競隊，
並非只有電競手，還有教練、技術分析師等，
另外電競比賽亦需要比賽播送人員、比賽評述
等，故此就算做不成電競手的各位，如有意投
身電競行業，都有不同的出路供給大家。好讓
大家知道，其實玩遊戲是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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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是好事
確切所需應了解

職業選手路難行職業選手路難行
不服輸精神必備

職業聯賽留人才職業聯賽留人才
電競入校作搖籃

■■當一位職業當一位職業““電競電競””選手並非易事選手並非易事。。
法新社法新社

■■““電競電競””有有““錢錢””途途，，料家長放料家長放
心讓子女追夢心讓子女追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由香港旅遊發展局
舉辦的首屆香港電競音舉辦的首屆香港電競音
樂節樂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香港““電電
競競””選手劉偉選手劉偉
健健(Toyz)(Toyz)。。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支電競隊一支電競隊
並非只有電競並非只有電競
手手，，還有教練還有教練、、
技術分析師等技術分析師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電競總會主席香港電競總會主席
周啟康周啟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梁啟剛攝攝

彭帥過關 舒娃出局
中國網球公開賽4日繼續在北京舉行，中

國金花彭帥表現出極佳的狀態，以6:3及6:2
直落兩盤擊敗羅馬尼亞球手尼古列斯庫，時
隔5年再次晉級女單16強。至於俄羅斯美女
舒拉寶娃（舒娃）就以兩盤2:6不敵另一羅馬
尼亞球手夏莉普，無緣晉級女單8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5港女網手獲港網外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潘志南）保誠香

港網球公開賽2017 4日宣佈五位香港女子
網球員張玲、吳筠柔、葉澄、胡可澄及王
康怡將獲“外卡”出戰資格賽，公眾可於
本月7日及8日免費入場觀賞資格賽，為一
眾網球女將打氣。

短訊

美國職籃4日宣佈，從本賽季的
NBA洛杉磯全明星賽開始，比賽將
不再採用東岸和西岸對抗的模式，而
是由東西岸聯盟各自的票王分別挑選
隊員的形式來組成兩隊的陣容，挑選
的隊員將不必來自同一聯盟。
東西岸聯盟各自選出的票王將

分別擔任兩隊隊長，隊長從入圍的
首發和替補球員中選擇各自心儀的
首發和替補陣容，並且可以跨分區
進行選擇。NBA球員工會主席、休
斯敦火箭球星基斯保羅說：“為了
讓比賽更刺激好看，大家一直在努

力，我們希望能帶來一屆不太一樣
的全明星賽。”24名全明星球員的
選拔過程保持不變，仍是每個聯盟
選出12名隊員。首發球員依然是由
球迷（佔比50％）、球員（25％）
和媒體（25％）共同選出，東西岸
聯盟各選出5人。主教練們將選擇
替補陣容，每個聯盟為7人。兩支
隊伍主帥的選擇方式也沒有改變，
截至全明星開打前兩周，東西岸哪
位教練麾下球隊戰績最佳，誰就可
以成為兩支球隊的主帥。去年曾執
教過全明星的金州勇士主帥卡爾和

波士頓塞爾特人的史提芬斯不在選
擇之列。
此外，兩支球隊還將選擇和代表

一家洛杉磯當地的慈善機構或是全國
範圍內的慈善機構出戰，這或許也可
以提高球員們的比賽動力。本賽季全
明星賽將於明年2月18日舉行。
另外，休斯敦火箭 4日迎來

NBA新賽季的首場季前賽較量，最
終以 104：97戰勝奧克拉荷馬雷
霆，火箭新簽的中國球員周琦上場
5分鐘獲得3分和2個籃板，表現可
圈可點。 ■新華社

NBA全明星賽廢除東西岸對抗制

■過往NBA全明星賽是採取東、西岸制。 法新社

豈
止
玩
遊
戲
這
麼
簡
單

豈
止
玩
遊
戲
這
麼
簡
單



BB77體育集錦
星期四 2017年10月5日 Thursday, October 5, 2017

勒
芒
薩
爾
特

勒
芒
薩
爾
特66

77
--
66
66

摩
納
哥

摩
納
哥

歐聯杯歐聯杯
貝爾格萊德遊擊貝爾格萊德遊擊22--33基輔迪納摩基輔迪納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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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皇後》曝海報
陳喬恩陳曉共開盛世

由知名導演張孝正執導的古裝
巨制《獨孤皇後》曝光 “金闕展
圖”人物海報。海報首次公開獨
孤伽羅（陳喬恩飾）與楊堅（陳
曉飾）二人身披低調玄色錦袍，
巧妙精微的刺繡勾勒出盛世繁華，
暗示隋朝“開皇之治”的到來。
“ 蒹 霞 夫 婦 ” 相 依 而 坐 、 目 光
炯炯、睥睨天下、披荊斬棘、開
創隋朝並非是獨孤伽羅與楊堅故
事的全部。共尊二聖後如何安定
天下、攘平四方同樣是《獨孤皇
後》的重要看點。

電視劇《獨孤皇後》中，獨孤伽
羅與楊堅年少婚配、情堅如磐。獨孤
伽羅“雅好讀書、識達今古。”楊

堅“識量深重，有
將率之略。”二人
於亂世中比肩作戰，
開辟隋朝，創下享
譽後世的“開皇之
治”。在本次曝光
的“金闕展圖”版
海報中，伽羅 與 楊
堅身著“同款”玄
色 繡 紋 錦 袍 ， 已
“進擊”為帝後的
“蒹霞夫婦”依然

堅定相依，陳喬恩飾演的獨孤伽羅
端莊大氣、儀態萬千，不怒自威。
陳曉飾演的楊堅正襟危坐，經歷
壹路風雨，嘴角胡須暗示時光卻
讓他更顯魅力。在他們身後，若
隱若現的黃沙頗具滄桑，是沙場、
是歲月，也是百死不悔。黑色綢
緞般的背景上，桂殿蘭宮、廣闊
山河凝縮其間。《獨孤皇後》的劇
情並非完全聚焦在“蒹霞夫婦”早期
的厚積薄發，隋朝初立、百廢待興，
楊堅登基後的劇情將高潮叠起。
《獨孤皇後》的劇情時間線長達近
四十年，並且將壹改部分影視劇
“頭重腳輕”的弊病，完整豐富地展
現這對帝後傳奇壹生。

在《獨孤皇後》中，愛情與權
謀雙線並舉、彼此交融，伽羅既是
壹位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又是輔
佐楊堅平定亂世，修明法度的無雙
智囊。楊堅也兼顧著癡情專壹的夫
君與勵精圖治的君王的雙重身份。
歷史中，獨孤伽羅深度參與朝政，
終身對隋文帝楊堅都有強烈的影響
力，於開皇之治功不可沒，同時也
與楊堅夫妻恩愛。《獨孤皇後》在
保留了伽羅主要生平的基礎上，更
突出其超越時代的獨立女性的精神。
在愛情中恪守本分的同時，對於底
線也毫不讓步，在政治上當仁不讓，
展現了古代優秀進步女性的“事業
心”與強大能量。在《獨孤皇後》
這樣壹部富有古典浪漫主義的劇集
中，融入現代價值觀、人生觀、婚
姻觀的辨證思考，從伽羅與楊堅艱
苦樸素、砥礪奮進的“創業”故事
提煉當代人在逆境中所需的勵誌精
神，從伽羅與楊堅“誓無異生之子”
的誓言暖心表達當代人對忠貞愛情
的追求，以古喻今，映照現實，將
成為 2018 年最具看點的古裝大劇
之壹。 目前，電視劇《獨孤皇後
》正在後期制作階段，預計將於
2018年與觀眾見面。

《人生若如初相見》
為所有謎團找到前因
和眾多熱門IP改編劇壹樣，家國年

代劇《人生若如初相見》也改編自極具
話題及人氣的熱門小說。高度關註、熱
點話題，這些無疑給壹部劇的熱播打下
了良好基礎，但對於編劇來說，卻在無
形中增加了許多壓力。查資料，研究人
物關系，豐富故事情節，準確找到故事
的啟動點，制造沖突變化等等，編劇賈
東巖及武瑤拿起筆桿子，以自己豐富的
編劇經驗和專業知識做武裝，化身IP改
造家，讓壹個煥然壹新的《人生若如初
相見》與觀眾見面。

IP改造家
《人生》編劇：在原著與政策間搭橋
在正式定稿前，《人生若如初相見》

已經換過四、五輪編劇了，其主要原因
由於小說中的許多內容在影視化改編中
極難處理，直到著名的編劇賈東巖和武
瑤接手。賈東巖創作過《勇士之城》、
《風聲》、《第壹傘兵隊》、《槍神傳
奇》等優秀軍旅題材劇，武瑤則創作過
《巴黎戀歌》、《功夫婆媳》等都市情
感劇，以及正在拍攝的我國首部海外安
全官題材劇《莫語者》，兩人都是經驗
十分豐富的優秀編劇。

小說設定在軍閥混戰時期，擁有
先天的題材紅利，審查也相對寬松，
但文中卻也有許多涉及賣國、亂倫、
兄弟相殘等情節難以順利過審。經過認
真考量，賈東巖和武瑤將原小說中不
合理的情節和不合邏輯之處進行了刪
減，或是改編，讓劇中主要內容更符
合影視化改編需求。而為了更清晰了

解軍閥割據的勢力範圍，雖然人物及
故事發生地屬虛構架空，但賈東巖仍
對故事中軍閥所在的地理位置進行了
重新分割，完善整個故事的世界觀，
“改編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處理原著和
政策之間的矛盾，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在兩方的溝壑之間搭橋。” 賈東巖
如是說道。

答疑解惑
為所有謎團找到前因
除了改編的難度外，《人生若如初

相見》中也還有很多“謎團”，留待編
劇們壹壹分析、解讀。武瑤表示，光是
劇中主角的名字，自己和賈東巖就做了
壹番研究：“比如男主角易連愷（韓東
君 飾），字蘭坡，通篇中其他人都稱
呼其字。然而他的另外兩個兄弟在全文
中，不論外人還是家中親人均稱呼其名，
兩人的字卻從未出現過。為了讓內容更
加完整、統壹，我們為劇中人紛紛添加
了表字。”，

古時中國人取名，字往往作為名字
的註解、補充和延伸，比如趙雲，字子
龍，常言道：龍從雲、虎從風。然而，
在蘭坡和易連愷之間沒有找到這種聯系，
這個表字如何解釋，其余兄弟之間的字
該如何與之產生聯系也成為壹個難題。
經過大量資料查找，賈東巖和武瑤從詩
詞中為兄弟三人的表字找到了合理的解
讀方式，宋朝有個詩人的詩句中曾帶有
“蘭坡”二字，在他另外的詩中又出現
“雲溪”、“仙橋”等詞，“坡”、
“溪”、“橋”等字分別以五行為偏旁。

“我們將大哥易連怡（馬敬涵飾演）的
字定為仙橋，二哥易連慎（鄒廷威飾演）
字定為雲溪，和易連愷的字湊在壹起就
全部歸於詩句中。”賈東巖表示，“我
們改編的宗旨是，將故事內容徹底當做
壹件真實事件來看，在維持原著核心的
基礎上，為所有不可解的謎團都找到前
因。”

設置局中局套中套
將劇中人物放入時代洪流
為了跳脫出劇情以愛情為主的單壹

設置，在考慮到軍閥混戰的故事背景之
後，兩位編劇特地為《人生若如初相見》
增加了政治元素。有了大的政治背景，
劇中主人公們無論軍閥、謀士，甚至大
家閨秀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時代思潮
中，而不是任憑外面狂風暴雨不管，只
躲在故事構建的暖巢中醉心愛情了。根
據時代特點，賈東巖將劇中的壹幹主人
公分派到兩種思想隊營中：壹批人支持
“聯省自治”，另壹批人擁護“全國統
壹”。身處兩派陣營中的主人公們在劇
中對於政治思潮的擁護，還有壹段精彩
的辯論。

為了讓劇情更落地，賈東巖和武
瑤在創作中，將同壹歷史時期的壹些
歷史人物原型投射在劇中人身上，將
他們做過的事情和說過的壹些話融入
劇中。據賈東巖講述，劇中人的思想、
觀點和行動都是從孫傳芳、吳佩孚、
曹錕等人身上挖掘出來的，旨為讓劇
中人更具那個時代的特質和烙印。武
瑤也表示，在創作時，他們對內容中

壹些細節上的處理也照顧到了民國和
現代的差異。如劇中人讀的小說正是
民國期間林紓翻譯的《玉樓花劫》，
如今這部書的譯名叫做《紅屋騎士》。
還有易綬城（侯勇 飾）為了營救下屬，
帶領上千人在街頭制造混亂時所唱的
《馬賽曲》，也並非如今我們聽到的
版本，而是賈東巖和武瑤根據民國時
期的語言風格特點對其進行重新翻譯
的版本。除此之外，由於有了政治背
景，劇中幾方勢力陰謀交織、謊言叢
生，更利於故事往燒腦復雜裏走，用

賈東巖的原話說就是“設置多局中局
和套中套”，劇情有了更豐富的呈
現。

家國年代大劇《人生若如初相
見》由著名導演何澍培執導，金牌制
片林國華團隊精心打造，韓東君、孫
怡、徐正溪、鄒廷威、鄭羅茜、呂
佳容、馬敬涵、孔垂楠、陳若軒、
郝澤嘉等年輕演員搭配方中信、侯勇、
於波、黃文豪、邵美琪、高雄等實力
派戲骨傾情出演，預計於 2017 年年
底播出。

由著名作家路內小
說《十七歲的輕騎兵》
改編的同名電影日前正
在重慶綦江區緊張地進
行著拍攝，這部電影由
中青新影及當當影業、
娛躍影業和開畫影業
攜手組建的爭氣青年
影業、凱德欣影業等
聯合出品，講述了90
年代的小鎮青年路小
路和許可、司馬玲兩
個同齡女孩之間的故
事。

作為當代文學界普
遍認可的作家，路內的
小說字裏行間時常透露
出不動聲色，卻又能讓
讀者忍俊不禁的幽默，
在創作這部電影的初
期， 路 內 也 壹 再 表
示：“《十七歲的輕
騎兵》在我看來是壹部
喜劇片。”，如何高度

還原路內原作的神韻，是讓電影創作團隊
絞盡腦汁的問題。

幸好拍攝期間歡樂不斷，接連不斷
出現的趣事讓整個劇組氛圍輕松：在拍
攝壹場在電影院吃西瓜的戲時，現場有
幾十位當地請來的老年群眾演員，由於
幾乎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老鄉，只會說
重慶話，溝通並不順暢，群演們並不理
解試拍是不需要真吃的，試了兩遍戲，
雖然執行導演反復強調：“只是試拍，
不需要真的把瓜吃完啊！”，但語言溝
通上的障礙讓此前沒有電影拍攝經驗的

群演們搞不清哪次是試拍，哪次才是正
式拍攝，結果喊停的時候，群演手邊都
只剩下了瓜皮。執行導演哭笑不得：
“不是說了試拍別真吃麼？”不得已，
只能把深諳重慶話的錄音師喊來在壹邊
做現場翻譯指揮，折騰了好久才算把這
場戲拍妥了。結束的時候執行導演搖頭
嘆息：“還真是壹群吃瓜群眾。”

又有壹天，導演司南忽然通知全組：
“我們下面要拍壹場接生的戲。”壹句
話讓整個劇組頓時都有點蒙，畢竟拍攝
通告單上並沒有這麼壹場戲，甚至劇本
裏也沒有，最讓大夥不思不得其解的是：
要拍接生戲，但現場連壹個女演員都沒
有。因為出於創作需要，現場改戲加戲
的事也並不罕見，全組猜測著導演是不
是要有即興發揮的神來之筆，工作人員
們各就各位後，拍攝現場出現兩個演工
人的演員，鏡頭畫面跟隨他倆，出現了
壹個被繩子緩緩放下的“生”字標牌，
原來這場戲要拍的是生產隊要搬遷了，
工人們要拆除生產隊的標語牌，接的是
“生”字，不是“接生”！

在這樣輕松愉快的拍攝氛圍中，
《十七歲的輕騎兵》拍攝進展順利。電
影《十七歲的輕騎兵》將力圖保持路內
作品的獨有氣質，探討在大時代的背景
下，某工業城市雕敝後，生於斯長於斯
的小城青年路小路面對周遭不及防備的
各種改變，帶著自己的懵懂和迷茫，所
經歷的抉擇和成長。

《十七歲的輕騎兵》由趙順然、
金雯昕、蒲萄、安笑歌等年輕人氣演
員主演，王壹諾擔任制片人，計劃於
10月底殺青，2018年登陸全國院線和
觀眾見面。

《
十
七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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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兵
》
熱
拍

﹁路
式
幽
默﹂
片
場
歡
樂
多



BB99台灣影壇
星期四 2017年10月5日 Thursday, October 5, 2017

又放閃！羅誌祥金鐘拿獎
周揚青力挺：為妳驕傲

周揚青和羅誌祥（小豬）
交往2年多，經常透過社群網
站放閃，不但會為彼此的品牌
站臺宣傳，也多次被拍到甜蜜
約會。近日，周揚青更大方在
網絡上上曬出男方送的第壹個
生日禮物，讓網友直呼閃到眼

睛都快瞎了。
周揚青壹開始便興奮驚

呼：“天啊我竟然翻到我的第
壹個空哈的包包。”原來這是
羅誌祥送的第壹份生日禮物。

另壹方面，近日周揚青得
知羅誌祥獲得金鐘獎肯定後，

也開心地在 IG 說：“I‘m
sooooooo proud of you！”
還在男友的微博感言下留言：
“恭喜羅老板！但~我關註的
點是妳這七年怎麼樣子壹點都
沒變啊！”小倆口可說是愈愛
愈高調。

楊
丞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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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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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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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
心
事﹂

藝人楊丞琳與李榮浩自從2015年傳出
戀情後壹直低調交往，直到日前男方在演
唱會上，偷襲親吻她的臉頰，並高喊“謝
謝我的女朋友”，粉絲這才有機會看到小
倆口高調秀恩愛。這次她睽違7年再度入
圍金鐘獎，可謂是愛情、事業雙豐收，然
而她卻坦言愛情觀曾經有點病態，2人剛交
往時竟有種“在做虧心事”的感覺。

據媒體報道，楊丞琳透露2年前和李
榮浩曾手牽手十指緊扣走在街上，但當下
的感覺不像壹般情侶的甜蜜，“剛開始很
想要甩掉他的手，但沒有甩，他有感覺到
我想抽走，可是他沒有放”，除了牽手不
自在之外，她說放下偶像包袱秀恩愛對她
而言也有很大的心理障礙，“前半年我還
是覺得我在做虧心事”。

入行多年以來，楊丞琳坦言這份工作
對自己的感情觀影響很大，30歲那年她曾
經許願，如果再談戀愛，希望能像壹般人
壹樣在街上牽手，可見內心其實很渴望做

壹般人習以為常的事，只
是她也坦承沒有辦法第壹
時間就習慣、接受，“因
為已經心態不健康十幾
年了，沒辦法立刻很豁
然”，不過好在李榮浩
態度壹直都很坦然，她也
漸漸轉念“對啊，那我怕
什麼”。

隨著心境上的轉變、
年齡及社會經驗的增長，楊丞琳在表演上
也有了蛻變，不再是偶像劇中的傻白甜女
孩，在《荼蘼》中她詮釋壹位職場女強人
兼媳婦，演技令人驚訝，連男友都曾預告
“妳壹定會入圍”，不過當被問到會不會
像戲裏壹樣結婚生子，感情穩定的她對記
者說：“不會很快，也沒有快的空間，現
在這個狀態很好”，雙方還沒討論過結婚
的事，也沒有預想被求婚，壹切等遇到了
再說。

臺視、東森《我和我的四個男人》劇情逐漸走向高潮，本
周李毓芬先是被黃仁德公主抱抱起，再和嚴爵大吵在雨中暴哭
昏厥，暴雨戲更讓她大嘆：‘我壹輩子都忘不了這壹場戲。’

黃仁德戲中壹連兩次公主抱李毓芬，身高185又健身有成
的他，輕輕松松就將嬌小的李毓芬壹把抱起，讓女神李毓芬當
下都忍不住摀臉，直說真的有點害羞；現場女性工作人員眼看
著公主抱情景，紛紛跟著被圈粉，開玩笑的對黃仁德喊著：
“歐巴。”黃仁德害羞笑說是因為李毓芬真的很輕，但被叫歐
巴還是很開心。

嚴爵本集也突破劇中的斯文形象，和李毓芬有壹場大吵分
手的戲碼。嚴爵坦言，為這場戲做了許多功課，更在拍攝前壹
晚和制作人王佩華討論到半夜，自嘲：“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可
以吼得這麼大聲。”提到與他對戲的李毓芬，崩潰痛哭的情緒
表現，嚴爵也感嘆的說：“她的眼淚完全像水龍頭壹樣”，當
下真的擔心她哭到虛脫。

除了吵架痛哭的橋段，李毓芬還有壹場在暴雨中崩潰
昏倒的戲碼。提到這場戲她立刻大嘆：“我永遠都忘不了
這場戲。”為了能將這場戲拍好，同壹場戲來來回回總共
拍了三次。黃仁德也說這場戲看李毓芬不停來回跑還要昏
倒，“真的很辛苦，連我們在旁邊看了都會心疼。”李毓
芬更說，當天還是把灑水車的水都用光了才願意收工，敬
業程度令人大贊。

素顏這麽美！
林依晨與《惡作劇之吻》導演再同框

藝人林依晨演出《惡作劇之吻》
大紅，盡管播出至今已過12年，但該
劇仍是許多粉絲心目中的經典，近日
她趁著工作空檔到新加坡參加壹個表
演工作坊，還特別拜訪了同樣也在當
地瞿友寧導演，她在微博上曬出2人合
照，勾起不少粉絲的回憶。

林依晨在微博上透露，自己在上
個星期特別飛到新加坡，參加了壹個
義大利荒謬喜劇的面具表演工作坊，
因此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她還特別分
享了數張表演照，只見她穿這具有當
地文化色彩的長裙，搭配壹件T恤，臉
上還戴著黑色面具，似乎同樣也參與
了表演。隨後她還分享了自己品嘗當

地美食的畫面，她壹身休閑打扮，以
全素顏入鏡，戴著黑框眼鏡的她雖然
膚色看起來有點暗沈，但臉蛋依舊非
常緊致，非常漂亮。

然而最引人註目的是，林依晨還
特別探瞿友寧導演的班，合作多次的
兩人再度同框，只見壹身全黑打扮的
她，綁著丸子頭，笑得非常開心，而
壹旁的瞿友寧導演也比著Yeah，對著
鏡頭露出淺笑，畫面非常有愛。不少
粉絲看到兩人合體，都非常激動紛紛
直呼，但也有部分影迷調侃兩人丟包
其他演員，並在底下標記鄭元暢，讓
人笑翻。

林依晨與瞿友寧曾在不少作品中

合作過，其中包括《惡作劇之吻》
系列以及《我可能不會愛妳》，這
兩部電視劇都是許多網友心目中的
經典，因此看到兩人再次合體，不
少粉絲都紛紛敲碗，希望兩人可以
再次合作。

事實上瞿友寧導演在7月份也曾
在微博上曬出2人合照稱，“每次遇
見我的小太陽，心情就變得非常好~
我其實也非常期待趕快再壹起，做
壹些我們都很開心的作品”，當時
也有不少人狂標記鄭元暢表示，希
望看到3人可以再次合作，“帶上鄭
元暢！不用惡吻3了，我只求合作合
作合作！”

李毓芬雨中暴哭昏厥：
壹輩子忘不掉這場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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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拉蒙已經獲得了世嘉遊戲公司創造的刺猬索
尼克的版權，將接棒索尼將這壹經典遊戲角色以真
人結合CG的方式搬上大銀幕。

早在2014年，索尼就計劃與世嘉聯手拍攝
《刺猬索尼克》（Sonic the Hedgehog），但遲
遲沒有進展，當時鎖定的導演是《死侍》導演提
姆·米勒。而此番轉由派拉蒙接手後，提姆·米勒將
作為執行制片人參與這壹項目。原制片人尼爾·H·
莫瑞茲還將繼續執掌這壹項目。

此外米勒長期的合作夥伴、Blur工作室的傑
夫·福勒將執導該片，這將是其首次執導長片電影
，他此前曾憑借短片《小賊囊地鼠》獲得奧斯卡提
名。此外執行制片人還包括Toby Ascher、Dmitri
Johnson和Dan Jevons。

刺猬索尼克曾在美國被評選為最喜愛的虛擬
角色之壹。遊戲系列也是風靡全球。2003年 4月
至2004年 3月，首部由日本制作的TV動畫《索
尼克X》在東京系列播出。而這部真人CG結合
的大電影將是該角色首次登上大銀幕。據悉該
片預計在2018年與觀眾見面。

“《性別之戰》中的‘權主義’與當下不同”
專訪女配角薩拉絲沃曼：喜劇讓人卸下利刺

薩拉·絲沃曼是個獨特的演員，甚至有時候顯得
有些激進。她從不懼怕在自己的獨角喜劇中涉及種
族、性別歧視、宗教等敏感話題。多年來，她壹直
借助自己強大的內心，在不同類型的影片中貢獻了很
棒的表演；與此同時，她也不忘精進自己的編劇技能
——2005年的《耶穌魔法》，還有壹部從2007年到
2010年播出三季的怪誕喜劇都是她的代表作。

有趣的是，在過去的幾年中，絲沃曼再次拓展
了她的職業領域。她壹向喜歡直白地談論她的精神健
康，時不時會跟抑郁癥鬥爭。絲沃曼轉而關註獨立電
影，並在幾部小成本作品中表現極佳，其中包括薩
拉·波莉自編自導的《跳支華爾茲》，還有2015年
拍攝的、可能是她最出彩的《報以微笑》。

絲沃曼的最新角色是喜劇《性別之戰》中的壹
名配角，她成名於1973年的壹場著名網球比賽。那
場比賽的對陣雙方是時年29歲的女子網球統治級
明星比利·簡·金（艾瑪·斯通 飾）和時年55歲的
前溫網冠軍鮑比·瑞格斯。後者因其曾反復強調女
卑男尊的言論而將自己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並
對女子網球頂尖選手下了戰書。絲沃曼飾演的
Gladys Heldman是《World Tennis》雜誌的出版
人，也是金的良師益友。這個角色在電影中壹直致
力於推進女性自由運動，並為壹項新的女子網球賽
事提供贊助保障。

近日，有幸在洛杉磯采訪到了多才多藝的絲沃
曼，談到了有關她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另她後悔
的玩笑，她自己與運動和競爭的關系，以及她對在

《 無 敵 破 壞 王 2》 中 再 次 獻 聲
Vanellope von Schweetz的期待。

記者：我覺得《性別之戰》中性
別平等的題材與兩名導演極好地呼應
了（《陽光小美女》導演二人組維萊
莉·法瑞斯與喬納森·戴頓）。跟他們
合作給妳留下了什麼印象？

薩拉·絲沃曼：我特別喜歡《陽
光小美女》，但在那之前我就是他
們兩人的粉絲了。我以前沒跟他們
合作過，但我有朋友曾與他們合作。
他倆有點像《鮑勃大衛二人秀》裏
面的人，因為他們會選用像瑪麗·萊
恩·萊傑斯庫、湯姆·肯尼和Jill Tal-
ley這樣我認識的演員，還會給碎南
瓜樂隊拍攝像《Tonight》這樣值得
壹看的MV，很藝術，很驚艷

我當了他們好長壹陣的粉絲才
有機會跟他們合作。我的意思是，
他倆真的可愛到爆炸。我知道這聽
起來是人們經常會說的話，但這部
電影絕對是我拍過的最搞笑的電影，
它是自上而下循序漸進的。兩名導
演非常放松，卻又準備充分。同時
他們也願意隨時迎接新事物，所以
他們看起來是很隨便的。他們非常

喜歡對方，而且默契得就像陰陽兩極。他們都是非
常善良的人，我已經找不到形容詞來誇他們倆和艾
瑪了。這真的是非常愉快的經歷，拍攝過程中我非
常有安全感。

記者：鮑比·瑞格斯在其中壹個場景裏說了些
極具攻擊性的話，但他看起來又是那種很有魅力的
人。妳怎麼看待鮑比這個人？

薩拉·絲沃曼：其實我覺得鮑比·瑞格斯這個
角色是很討人喜歡的，尤其在史蒂夫（卡瑞爾）
的演繹之下。從他的妻子Priscilla（在電影中由
伊麗莎白·蘇 飾演）的視角，妳似乎可以看到他
悲哀和富有人性的壹面。同樣地，在與比利·金
的對話中，我能感受到他並不是為了突出他是壹
個大男子主義者。他只是試圖用壹個大男子主義
者的口吻說話，因為這樣壹個“男權至上主義混
蛋”與比利·簡·金的比賽是更具商業價值的。他
看到了（社會中）男權至高無上的缺口，因為女
權已經開始掘起（並且想要在大眾和商業中站穩
腳跟）。所以這其實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男權至上
主義是有些區別的。

記者：妳並沒有機會見到Gladys Heldman本
人，那妳是怎樣刻畫這個角色的呢？

薩拉·絲沃曼：這部電影是我第壹次飾演壹個
真實存在的角色，而且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參考其
實是件好事。我只看到過壹張她的照片，但沒找到
錄像，所以我並不知道她的聲音是怎樣的。我見過
她女兒朱莉，她真的給了我很多關於她母親肢體語

言方面的幫助。劇本寫的非常準確，以至於比利·
簡·金本人都說：“妳就是她！妳就是她！”我大
概想的是以壹種約克-猶太式的口音表演，但她其
實不是那的人。她就像正常人那樣說話。但劇組給
我的戲服、香煙和假發促使我那麼演下去。即使我
（在壹些場景中）拿著沒點的煙或者根本沒拿煙，
在我的腦海裏我也是拿了的，因為我覺得那就是她
的標誌。

所以（即使我的表演與真實的她還有些區別），
這表演也還算成功的，因為比利·簡·金對其非常滿
意。這還要歸功於逼真的戲服和假發。他們還給了
我她戴的那種有色的眼鏡。那是他們在壹張照片裏
看到，然後根據我的度數仿制的，這樣我就能看清
了。壹般情況下，我要是沒戴自己的眼鏡，我就什
麼也看不到了。

記者：網球是妳喜歡的運動嗎？
薩拉·絲沃曼：說實話，是的。我從小就開始

打網球，所以我可以說是壹個棒棒的網球選手，因
為我參加過網球夏令營（笑）！我不知道這對出演
Gladys Heldman有沒有實質性的幫助，但我現在
確實還會打網球。其實我還挺擅長運動的。

記者：網球是壹項競爭激烈的運動。妳本人是
很有求勝欲望的人嗎？

薩拉·絲沃曼：我每次打網球都拼盡全力，所
以我還算有求勝欲望，但我從不會做摔拍子那樣的
事。我只是熱愛運動。我愛打籃球勝過壹切，在打
球的時候我很愛噴垃圾話，這是跟我爸學的。但那
只是為了娛樂，不為別的。（笑）要是我發現對方
不高興了或者怎樣，那我就不會那麼幹了。（笑）
垃圾話其實是籃球樂趣的壹部分。當對方隊員進了
個漂亮的球，我也會為他歡呼的。我其實並不是很
在意輸贏，但我會使出全力，因為那是樂趣的壹部
分。

記者：在工作中妳的求勝心強嗎？
薩拉·絲沃曼：完全不強。我所有的好朋友都

是喜劇演員，當他們成功的時候，那感覺就像我自
己成功了壹樣。比如我會想：“為什麼我今天這麼
開心？哦對了，因為Ted試鏡成功了！”我沒有孩
子，我的朋友和有些年輕的喜劇人會叫我媽媽，我
從他們身上找到了當母親的快樂。所以我在做我喜
歡的事，我在做有點奇怪但適合我的工作，但我在
工作中的求勝心完全不強。

記者：過去妳開的玩笑中，有沒有讓妳後
悔過的？

薩拉·絲沃曼：當然。（停頓）現在壹時半會
兒我想不起特別具體的事情，但我開車回家的時候
肯定能想起來（笑）。我的第壹部特別篇《耶穌魔
法》，還有《薩拉·絲沃曼的節目》都讓我很自豪。但
如果我把其中的笑話壹個壹個分開來看，那我壹定會
感到難堪。現在我想到個例子。我想（在我的壹些
喜劇中）我是很愛拿人種開玩笑的。我對種族很著
迷，但讀完A.O. Scott給《耶穌魔法》寫的壹篇
差評，我感覺他寫的很對，這真的打開了我新世界

的大門。我喜歡不斷學習，妳必須原諒這個隨時在
改變的世界，然後盡力改變自己。

我以前常說：“喔，開心（gay）！”——我
是波士頓人，我說的gay並不是同性戀的意思，我
也有是同性戀的朋友，我只是想表達開心的意思。
現在，我不會用這個詞表示開心了，因為我壹想到
那可能會傷害到別人，我就打消了念頭。我越是想：
“我是波士頓人，我就應該說gay來表示開心”，
我就越是覺得自己像是說：“什麼？我剛剛說有色
人種！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也有有色人種的朋
友啊！”的那種人。所以這其實很好地給我上了
壹課，教會我去跟隨時代變化的步伐，不論是作為
喜劇演員，還是作為壹個人來說。

記者：演員經常需要去不同的地方，但對於經
常要去往國家各地的獨角喜劇演員來說，許多人都
不知道妳們這麼辛苦，所以這些演員通常有壹種不
被大眾所熟知或談論的感覺。妳覺得有沒有什麼東
西影響了妳的喜劇觀？

薩拉·絲沃曼：在好萊塢，我們都來自不同的
地方，這既奇怪又有趣，作為喜劇演員，我們會去
各種地方。我們的工作就是與人們互動，不管他們
是否跟我們想的壹樣。我真的認為，試著去了解這
種互動到底是什麼，會給予我們新的啟發。作為喜
劇演員，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觀，但我們都愛這
個大家庭，都關心朋友，而且我們都有那麼點尷尬
的黑歷史（笑）。所以這所有的事情將我們帶到壹
起。只有當妳和他人把身上的利刺都卸下來，改變
才有可能發生。我覺得喜劇可以很好地讓人們做到
這壹點。

記者：作為結束，我們在D23看到了《無敵
破壞王2》很短的的先導預告。裏面提到了壹位公
主的回歸，這似乎是極其難得的。妳在看到這個特
別的瞬間時是怎麼想的？

薩拉·絲沃曼：我之前都沒什麼感覺，直到
我們都站上臺，然後我覺得說不出話，就像什麼
東西堵在喉嚨壹樣。我當時在想：“這是什麼感
覺？這是壹種特殊的情感嗎？”然後我又想：
“哇哦，我現在是個迪斯尼公主了。”我看到那
個場景時，第壹反應是震驚，迪斯尼居然會同意
這麼幹！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角色壹向是保護有加。
但同時他們也壹直在與時俱進。在很早期的迪斯
尼動畫中，妳會看到白人女性戲耍棕色皮膚的女
性，現在他們的動畫會更加註意與各種文化的呼
應。所以我之前看到每壹幕的畫稿，我很喜歡
Vanellope穿著舒適服裝的那個場景。但後來我
看到早期的圖，我不知道說這個合不合適，但他
們還在畫那種腰很細，穿著短短的上衣和短褲的
角色，。然後我跟他們說：“不對，這不應該是這
樣的！小姑娘們看到的角色不應該只有這麼細的
腰！”當我那天在D23看到（初次登臺的影片時），
他們已經做了修改，這讓我很高興。他們知道如
果不改的話，我會強烈抗議的（笑）。所以我真
的很期待這部電影。

派拉蒙接班索尼拍《刺猬索尼克》
“死侍”導演任制片 真人+CG呈現2018年上映

英國著名影視演員，電影《諾丁山》的男主
角休-格蘭特（Hugh Grant）休叔時隔20年回
歸英國電視熒幕，合作演員本-衛肖（Ben Whishaw
），主演由斯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
執導的BBC新劇《英式醜聞》。

BBC新劇《英式醜聞》劇集改編自真實事
件，格蘭特將飾演歷史上第壹個被指控謀殺的英
國政治家。上世紀60年代末，同性戀剛剛在英
國被除罪化，前自由黨領袖傑裏米·索普（Jer-
emy Thorpe） （格蘭特飾）為保政治生涯，
對前同性戀人諾曼·斯科特（本飾）痛下殺手。
本劇共三集，預計於2018年年初播出。該劇主
演還包括亞歷克斯-詹寧斯（Alex Jennings）
、帕特裏夏-霍奇（Patricia Hodge）和莫妮卡-
多蘭（Monica Dolan）。

英國廣播公司（BBC）也於昨日釋出了該劇
的首張劇照，在國會大廈的背景下，格蘭特飾演
的索普穿著三件套的西裝，而斯科特則選擇了更
隨意的造型，因為他手裏懷抱著壹只小獵犬。

好久不見！
休休--格蘭特時隔格蘭特時隔2020年回歸電視熒幕年回歸電視熒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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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
周慧敏（Vivian）4日到商台宣傳其
明年一月於香港紅館舉行的30周年
演唱會，她透露完成宣傳會繼續投
入地獄式排練，而她老公並沒投
訴，因與他仍有很多時間見面，像4
日晚中秋也有吃飯及要老公買了兔
仔及金魚燈籠，他每年亦會識做。

慶幸好友平安無恙
Vivian表示自己並非Full time藝

人少上舞台，故準備工夫要做足，
平日已經有上聲樂及鋼琴課堂，現
要勤做 gym和練舞。至於服飾方
面，Vivian指今次希望可以舒服一點
去唱歌，不想要顧慮太多在服裝之
上，太重、太低都也是一個問題，
她笑說：“如果件衫太低個人要挺
得好直，但唱到激情時可能會蹲低
少少，那就不着好了，我就50歲
喇，要恰如其分，不可以仍着美少
女戰士的衫，不想虐待觀眾，成熟
都可以性感！”她表示今次一定不
會穿紅地毯的晚裝，會配合特別的
舞蹈想天馬行空和有層次一點，她
帶笑說：“平時我不愛跳舞，上到
台就會變身，但不是美少女戰士，
是進化版戰士，給大家新鮮感和驚

喜，感受到我的誠意！”
談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嚴重槍擊

事件引致50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古巨基與太太Lorraine身在附近酒店
受到驚嚇，身為好友的Vivian表示
她沒致電基仔，但一直與Lorraine保
持聯絡，知道他倆現平安無恙，Viv-
ian說：“我最初只知基仔在三藩市
開騷，其後Lorraine短訊我說他們安
全，但情況好混亂，而他們上線好
像比較麻煩，留言都很短，之後我
才看到新聞，才知好誇張，到看到
基仔的面書，感覺到他倆當時不知
外邊發生何事會仲驚。不過最重要
他倆在一起，報平安後，我也擔心
少了，但整件事都是宗慘劇，很瘋
癲的一件事！”他們現有否外出？
Vivian表示自己不敢不斷追着去問。

至於基仔兩公婆何時回到香
港？Vivian指他倆很快會回來，因下
周安排了為她的演唱會開會，因基
仔是總監，Lorraine又是她的經理
人，但她說：“還是先待他倆的心
安定下來唞夠，狀態恢復才開會
吧！”而Vivian去年底曾到過拉斯
維加斯開巡迴個唱，未來還未有安
排，主要想先專心為30周年演唱會
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湯洛
雯、高海寧、馮盈盈、陳煒、黃美棋等
人3日晚參與《big big channel 失驚無
神賀中秋》節目，湯洛雯日前在羅天宇
生日派對上大方獻吻，終承認拍拖關
係，她說：“其實都無話公不公開，前
幾日還在說發展中，開派對的相沒想過
會流出，他生日本來都起哄，開心就送
他一個吻，好尷尬。”湯洛雯仍稱與羅
天宇剛開始發展，二人都想低調，待穩
定後有結婚念頭才公開。

難得中秋節有假放的馮盈盈，表示
會先與家人吃飯後才找男友出街。問她

去人多之處不怕被人認到時，她笑道：
“我有秘技就是不化妝，我觀察到一個
現象，我不化妝是沒有人認到我，所以
不擔心被人認到。”取笑她素顏沒人認
到是否要檢討一下，盈盈說：“哈哈，
其實都值得自豪，因為我不化妝時會戴
眼鏡，氣質會不同，有一種清純、純樸
的感覺。”前亞姐陳煒、楊玉梅和袁潔
儀難得在無綫碰頭，煒哥也笑道竟然在
無綫可以用亞姐這個銜頭去做節目。煒
哥等人會在節目示範化濃妝，她表示不
怕被評頭品足，至少眼耳口鼻都齊全，
更分享她的護膚心得就是要有自信。

劇劇中周旋於袁偉豪和周柏豪之間的中周旋於袁偉豪和周柏豪之間的
黃翠如黃翠如，，被取笑成被取笑成““食蠔食蠔””專專

家家，，她表示自己也有上網追看劇集她表示自己也有上網追看劇集，，
對成績感滿意對成績感滿意，，最難得是有三哥最難得是有三哥、、陳陳
豪等好戲之人參與豪等好戲之人參與，，是整個團隊的功是整個團隊的功
勞勞。。問到中秋是否和男友蕭正楠度問到中秋是否和男友蕭正楠度
過過？？翠如說翠如說：“：“他在加拿大工作他在加拿大工作，，近近
期我們都各自出埠期我們都各自出埠，，都有兩個月沒都有兩個月沒

見見，，但我會拿他的月餅券派給大但我會拿他的月餅券派給大
家家。”。”至於會否到男友家做節至於會否到男友家做節，，她她
說說：“：“不會了不會了，，因為約了唐詩詠來我因為約了唐詩詠來我
家家，，之後再一起出去玩之後再一起出去玩。（。（去蘭桂去蘭桂
坊坊？）？）太老了太老了，，我們這些上年紀的女我們這些上年紀的女
人人，，都是行街或者看電影都是行街或者看電影。”。”

提到蕭正楠好友曹永廉剛在發
生槍擊案的拉斯維加斯登台，翠如
慨歎世界各地都變得危險，已經不
是遙遠的事，希望大家出外都要注
意安全。至於翠如上載13年前與其
他主播的大合照，她說：“都幾感
觸，現在看到各人有不同的方向，
有的結婚生仔，有人已經轉行，人
生就是這樣得意。”

陳豪認劇中髮型敗筆
陳豪表示中秋節會與家人吃飯慶

祝，飯後會帶小朋友到公園感受節日
氣氛，他笑言有幫兒子做學校功課一
起做燈籠，問到是否很難製作時，他
笑道：“應該問靚不靚，是靚的。”
陳豪因每晚都要照顧小朋友，他們又
習慣早睡，所以甚少開電視追劇。連

健身都沒
有時間。
問他知否
劇中髮型
被批評，
陳豪笑道：
“我都知道，
但我已原諒自
己，希望大家
也能原諒，是
有少少敗筆。”

麥明詩帶英友人過節
活動後隨即要去趕拍新劇的麥明

詩，表示哥哥未返港，一家人要押後
慶祝中秋，她說：“我有位英國的讀
書朋友來了香港，打算帶他去見識香
港人是如何慶祝中秋，希望12點前可
以收工。”問她是否帶朋友去蘭桂
坊，她笑道：“都可以去公園點下蠟
燭，我細個最喜歡等蠟燭剛熔時，可
以弄一些心心圖案，媽咪都鼓勵我玩
這些小遊戲，要活學活用，不要只會
讀書，當然也要小心為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苗僑偉(三

哥)、陳豪、黃翠如和麥明詩等人4日中秋佳節仍

為《使徒行者2》宣傳，到商場與市民共度佳

節，無綫同時公佈劇集在內地已突破十億次點擊

率，上周香港本地也錄得150多萬人次的收看

率。中秋是人月兩團圓的佳節，可是翠如與男友

蕭正楠卻要分隔兩地，她更自爆已有兩個月沒見

男友，於是今個中秋就約了唐詩詠一齊慶祝。

過中秋

待
總
監
基
仔
平
復
心
情
再
開
會

周慧敏拒做美少女戰士登台 咀羅天宇賀牛一
湯洛雯稱好尷尬

黃翠如黃翠如 唐詩詠唐詩詠改約

■左起：前亞姐楊玉梅、陳煒和袁潔儀在無綫碰頭。 ■湯洛雯想跟羅天宇低調發展。

■周慧敏完成宣傳後會繼續投入地
獄式排練。

■■許紹雄玩遊戲時貌似頗辛苦
許紹雄玩遊戲時貌似頗辛苦。。

■■翠如被取笑成翠如被取笑成
““食蠔食蠔””專家專家。。

■■麥明詩指麥明詩指
與家人要押與家人要押
後慶中秋後慶中秋。。

■陳豪透露跟兒
子一起做燈籠。

■■一班一班《《使徒行者使徒行者22》》演演
員員44日與市民共度佳節日與市民共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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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Help Center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圓滿結束

國泰春捲三十年老字號經銷全美，信譽卓著
歡迎各大餐館選用老牌貨真價實、品質保證的 「 國泰春捲 」

1010//77 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一年一度的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將於October 7，2017 | 8:00am - 4:
30pm

在糖城 Brooks Lake at Fluor 舉
行。屯里和華人有關的體育盛會不多
，國際龍舟賽可算其中代表。劃龍舟

發端於中華文化傳統，匯聚中西方體
育協作精神，二十名隊員一船，號令
一響，舟如龍行如箭發，人人揮槳擊

水中流，好不暢快。如此盛會，豈容
錯過。作為華人陣容的主角之一，休
斯頓華裔聯盟HCA將第三次組隊參加
，沖金奪銀，再創佳績，展現華人風
貌。屆時，賽會的湖畔將有各種文藝
表演和遊園活動，讓你在緊張欣賞賽

事的間隙，也充分享受週末的輕鬆時
光。怎麼樣，在這秋高氣爽的時節，
過來為我們吶喊助威吧！

休斯頓華裔聯盟敬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地區
的中餐館為數不少，因春捲廣為中外
人士所喜愛，是有名的開胃頭抬，故
而春捲的需求量非常大，人又稱休士
頓為Capital of the EGGROLL 工廠，
其中國泰春捲是大家所熟知的數一數
二的老牌子。

「國泰春捲」 除了供應餐館外，
還有許多知名經銷商： Lake Sysco
Central TX ， Sysco Arizona, Sysco
Las Vegas, 還有天天食品，Ken's
Produces 蔬菜公司，及Fortune One
（ 中國城食品公司 ）等經銷商，都代
銷 「國泰春捲」 。除了本地外，還運
往路易斯安娜、田納西等外州。一分

錢，一分貨，所以 「國泰春捲」 雖然
不是頂龐大的工廠，但因貨真價實，
品質保證。 三十多年來，能有自己忠
實顧客，與其他大型廠家同佔春捲巿
場的一席之地。

「 國泰春捲 」 從早年鍾萬隆老闆
創業，到現在由其女婿 Richard 錢及
Norman 趙悉心管理及二，三十 名員
工努力工作，生意一直在穩定中求發
展。歡迎各大餐館選用老牌的 「國泰
春捲 」 ，使其能夠擴大營業，銷售到
全國各地。詳情請電 「 國泰春捲 」
Richard Chen ( 錢英源 ）或Norman
H. Chao ( 趙國華 ）電話：（713）
222-0402

圖為圖為 「「 國泰春捲國泰春捲 」」 創辦人鍾萬隆老闆夫婦創辦人鍾萬隆老闆夫婦。。
圖為口味道地圖為口味道地，，獲中獲中、、西顧客喜愛的西顧客喜愛的 「「 國泰春捲國泰春捲」」 。。

為期兩週多的United Help Center聯合災後
重建義工服務圓滿完成。在義工服務期間，共
計回答69個電話諮詢，接待來訪個人32位，義
工小時數165小時。感謝聯禾地產及其工作人
員的大力付出，感謝五星義工 Sally Steele 和各
行各業的專業人士辛勤協助。願災後重建的休
斯頓盡快恢復勃勃生機！

如果有受災民眾依然想進一步了解災後處
理的保險，法律，房屋等問題，還可和聯禾地
產聯繫，電話 （713）630-8000，我們會竭誠
協助災民解決問題。
以下為之前稿件供參考

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專家面對面
如果您的住所是租賃的房子，淹水了該怎

麼辦？
車子被水淹了也可以申請FEMA, 這個您知

道嗎？

您的受災損失如何抵稅？
申請FEMA 被拒絕了，還有其他方法嗎？
近期，大量社會組織和民間機構都在努力

幫助受災群眾，各種社區後續活動都在有條不
紊地進行。為了給災民提供更細緻的協助，聯
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United Help Center
邀請到了各方面專業人士和機構，在保險理賠
，法律糾紛，聯邦救濟，稅務規劃，房地產租
賃等，給您面對面的義工諮詢服務。

專家面對面時間具體安排如下：週一到週
五 1 – 4 pm，週六 12-4 pm
週一： 律師，房地產，建築
週二： CPA， 貸款，保險
週三： 保險，建築，房地產
週四： CPA， 律師，建築
週五：房地產，貸款，保險
週六： CPA， 律師，房地產

此外，在聯合災後重建義工服務中心，還
提供如下免費服務：
- 為義工和諮詢者提供面對面諮詢服務平台，
電腦，上網，打印，複印，電話
- 協助申請註冊FEMA賬申請號
- 我們可以講不同語種，協助翻譯
- 根據需求協助轉介予後援支持機構
- 為受災諮詢者提供一套免費簡易清理工具套
裝
專業人士義工服務時間：
2017年9月8日 - 2017年 9月25日（根據需
要可以延長）
週一至週五： 10：00 – 4：00
週六： 12:00 – 4:00
聯繫方式：歡迎受災家庭和個人在服務時間內
親臨義工服務中心，或者致電或電郵預約並註
明所需服務，以便我們約請相關專業人士

地址：9889 百利大道 敦煌廣場二樓 118室
電話： (832)225-6846
電子郵件：unitedhelpcenter9889@gmail.com

一方有難，多方支援！聯合義工服務中心
是RE/MAX United聯禾地產和地處敦煌廣場附
近 Aldelphi Retirement Management LLC,
Tran and SoRelle Law Firm等專業機構共同發
起的義工救助平台。自從9月8日運營開始，已
經接到數十位受災家庭的諮詢。根據需求，服
務中心邀請來自法律，稅務，保險，銀行，地
產，建築，和FEMA 的愛心人士提供義務服務
。語種涵蓋中文，英文，越南文，韓文，西班
牙文。大力響應的機構有休斯頓地區僑界關懷
救助協會（HTCCA ）， 等等，味全公司提供
服務全程餐點供應。歡迎更多專業機構個人義
工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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