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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美國聯邦環保署署長斯科特·普魯特
說，川普政府將退出奧巴馬時代的清潔電力計
劃。
普魯伊特星期一在肯塔基對人群發表講話說，
他打算星期二簽署一項退出清潔電力計劃的文
件。奧巴馬政府實施那項規則是為了減緩全球
氣候變暖。

普魯特說：“那
項規則是要挑選
贏家和輸家。”
他聲稱，奧巴馬
前政府利用監管
人員打破美國發
電行業的公平競
爭。
他說：“任何監
管機構都不應當
使用監管權來挑
選贏家和輸家。
”
清潔電力計劃是
奧巴馬政府環境
政策的一個核心

組成部分，目的是限制燃煤發電廠排放溫室氣
體。
今年早些時候，川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具有裏
程碑意義的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川普政府說
，這項協定對美國人民不公平。川普總統的決
定贏得一些共和黨議員的稱讚，但遭到科學界
和國際領導人的批評。

土耳其呼籲
美國改變暫
停簽證決定

【VOA】土耳其星期一敦促美國改變暫時停止
簽發土耳其非移民簽證的決定，土耳其前天也
迅速做出同樣舉動。
美國駐安卡拉大使館星期天發表的聲明說：“
最近的事態已迫使美國政府重新評估土耳其政
府對美國使團設施和人員安全的承諾。”該聲
明沒有澄清重新評估土耳其承諾的原因，也沒
有說暫停持續多久。
聲明還說：“為了盡可能減少訪問使領館的人
數，在評估進行中，我們立即停止在土耳其所
有美國外交設施的所有非移民簽證服務。” 
幾小時後，土耳其使用與美國類似的語言
，報復性地宣布也將暫停在美國的簽證服
務。
土耳其外交部星期一召見美國大使館副大
使，敦促華盛頓撤消對非移民簽證申請的
決定，稱這帶來“不必要的緊張局勢”，
導致土耳其股市和貨幣下滑。
上周，土耳其逮捕了受雇於美國領事館的
一名土耳其公民，指責他與據稱是被土耳
其認定為恐怖分子網絡的領導成員進行定
期溝通。這一網絡被控要為去年針對埃爾
多安總統的未遂政變負責。

土耳其曾譴責身居美國的土耳其神職人員居倫
是未遂政變的主使，但他否認進行了參與。
土耳其政府在未遂政變之後的鎮壓中還監禁了
5萬人，開除了成千上萬名政府工作人員，關
閉了100多家媒體。
土耳其檢方星期天還以援助恐怖組織為名起訴
11名維權人士，並要求長達15年的刑期。
這些被指控的人中包括大赦國際在土耳其的負
責人和該組織的主席。一名德國公民和瑞典公
民也在其中。
德國外長加布裏埃爾對這些指控表示擔憂，稱
可能的判決為“不可接受”。
大赦國際的歐洲負責人約翰·達維辛在一份聲
明中說，土耳其的起訴書“令人憤慨”，包括
了對著名維權人士的“荒唐指控”。
達維辛說：“這項訴狀不過是用編造、無知和
謊言拼湊出來的，是土耳其有缺陷的司法系統
的一個可惡起訴書。 ”他說，“法院必須對其
全面駁回，並確保我們的朋友和同事被立即無
條件地釋放。”

︱美國環保署署長普魯特（資料照）。                                         

 ︱人們在在美國駐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館前
    (2017年10月9日)。

劇照。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海報。

美國環保署將廢除奧巴
馬清潔電力計劃

節目介紹：
《林師傅在首爾》為2012年中國大陸電視劇。由余淳執導，林永健、張瑞希領銜主演。講述了川
菜師傅林飛來到韓國首爾挽救川菜館“芙蓉堂”以及他和“芙蓉堂”的經理樸善姬漸漸產生愛情
的故事，於2012年2月26日登陸北京衛視、深圳衛視、陜西衛視。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KVVV

精彩
節目介紹

《林師傅在首爾》
川菜館芙蓉堂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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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段時間以來，不少生產廠家和電

商都在為“紙”發愁。國慶中秋等節假日，產品銷

售迎來黃金期，但“瘋漲”的紙價不僅擡高了成本，

壹些商家甚至面臨著包裝紙箱短缺的窘境。此前每

到中秋時節，以月餅為代表的“豪華”包裝常常引

發人們的討論。此番紙價的上漲，能否終結過度包

裝成為業內關註的話題。

“各類規格的紙箱價格近期都在上漲。上個月，

壹盒茶葉的紙質手提袋進價1元，現在是1.5元，且

價格還在上漲中。”史鴻甫經營著壹家電商，出售

茶葉。他告訴記者，紙質包裝箱的上漲已經讓電商

普遍感受到了成本壓力。

而浙江的壹家月餅生產企業則表示，2016年中

秋節，該公司的月餅包裝盒價格為3元至30元不等。

今年，公司的紙質月餅包裝盒成本普遍上漲，最高

漲價10元。

還有許多為11月囤貨的電商整天為“紙箱不

夠用”而擔憂。“雙11”前後是包裝箱需求量的高

峰，但目前，快遞中不可或缺的瓦楞紙箱已出現供

不應求的情況。

9月11日，國內最大瓦楞紙箱原紙企業玖龍紙

業宣布提高瓦楞紙箱原紙的價格，這是8月份以後

的第4次提價。記者了解到，近壹年來，瓦楞原紙

的價格暴漲了七成。

根據中國紙網數據，原紙漲價，許多紙板紙箱

廠也紛紛調價，全國紙板紙箱價格也普遍上調

7%～30%。而很多紙板紙箱廠老板判斷，此次市場

波動遠未結束，原材料還會大幅上漲，並可能造成

原材料更加緊缺。有些訂單不能按要求生產，報價

將實行“壹單壹價”。

“紙箱價格上漲肯定會帶來成本壓力。”史鴻

甫說，為了降成本，他已經開始在商品包裝上“花

心思”。他將此前首發快遞的各種紙盒都保存下來，

反復利用，除非顧客明確提出要買禮盒裝，否則不

會使用新的包裝盒。

而更多的商家不願犧牲商品的包裝，選擇上調

商品價格以分解壓力。壹家月餅生產廠家的負責人

說：“有壹些消費者認為，商品包裝能夠反映其

‘檔次’。如果公司自行消化不了紙盒價格上漲部

分，只得調高商品售價。”

壹個為上百商家供貨的包裝企業也稱，雖然價

格上漲令壹些客戶為難，但其紙廠的業務量卻並未

受到影響，“商家不大可能因為這點成本降低包裝

水平”。相反，因為環保關停了壹些不達標的小型

廠家，現在企業的出貨量反而更大了。

業內人士分析，此番紙價調整有其深層次原因。壹

方面，國內各大紙廠為爭奪市場，近年來高負債運營，

目前有通過漲價獲取利潤、降低負債率的需求。另壹

方面，我國廢紙、紙漿等原材料主要依賴進口，去年

以來的人民幣貶值讓紙廠成本增加。此外，環保、物

流標準提高，也使得紙生產行業經歷了深度調整。

“價格能否‘治愈’多年來過度包裝的頑疾，

現在判斷還為時尚早。因為這波價格調整遠未結束，

而且商品包裝程度不僅與成本有關，還和人們的消

費心理等因素有關。”壹位有著20多年紙包裝生

產經驗的企業主說。

價格瘋漲、紙箱短缺 高紙價能否“治愈”過度包裝？

落地開花 潛力巨大
移動支付成為澳大利亞新潮流

澳大利亞既是海外華人主要聚居地

之壹，同時也是中國遊客第三大海外出

境遊目的地。當地移動支付市場特別是

手機支付，仍然具有較大發展空間。在

激烈競爭中，中國移動支付企業後來居

上，開拓出屬於自己的壹片新天地

近年來，在中國已經火爆的移動支

付方式也在澳大利亞落地開花。不論在

悉尼還是墨爾本的機場、著名旅遊景

點，還是在人頭攢動的唐人街，中國移

動支付二維碼標識隨處可見，成為廣受

歡迎的消費支付新熱點。中國移動支付

正在引領澳大利亞新潮流。

移動支付空間巨大
澳大利亞華人消費市場有著巨大潛力，

移動支付可以說是這裏壹座成色十足的金

礦，中國移動支付企業和金融創新公司正

迅速投入到這場“淘金熱”中。

澳大利亞既是海外華人主要聚居地

之壹，同時也是中國遊客第三大海外出

境遊目的地。根據世界旅遊組織（UN-

WTO）發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大陸遊

客境外消費總額達到2610億美元，同比

增長12%。其中，赴澳中國遊客超過100

萬人次，消費共計90億澳元。此外，目

前共有近18萬名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

學習生活，占澳大利亞國際學生總數的

26.4%。這是中國海外移動支付市場的主

要目標群體。

從全球來看，隨著移動互聯網以及

智能手機快速普及，近年來全球移動支

付市場增速為38%左右。2015年全球移

動支付市場規模達4500億美元，2016年

則超過6000億美元，預計今年可能接近

萬億美元，未來發展潛力十分巨大。

那麽，澳大利亞本地移動支付市場

蛋糕到底有多大呢？從總體上看，澳大

利亞是非接觸支付（NFC）最為成熟的

國家之壹。根據金融智庫公司的報告，

59%的澳大利亞人習慣使用非接觸支付

方式，這壹比例在英國是38%，在美國

是16%，即使在支付技術較為先進的新

加坡也只有50%。在澳大利亞人日常生

活中，無論是去超市購物，還是外出乘

坐公交，幾乎所有日常消費支付都是非

接觸刷卡，該支付市場已經非常成熟。

也許正因為如此，相對於日趨成熟的非

接觸業務，移動支付在澳大利亞的普及

非常緩慢，使得中國遊客“不太適應”。

據調查，目前澳大利亞使用手機支付的

消費者約占20%，遠低於中國、印度等

發展中國家。但移動支付在年輕人中較

受歡迎，在18歲至34歲的人群中，有

31%的人選擇使用手機移動支付方式。

同時，高收入人群對新型支付的接受度

更高，24%年收入超過13萬澳元的家庭

願意使用手機支付。由此看來，當地移

動支付市場特別是手機支付，仍然具有

較大發展空間。

中國企業後來居上
近年來，壹些國際通行的移動支付

方式積極搶灘澳大利亞，例如Apple Pay、

Android Pay、Samsung Pay 等，澳大利

亞本土大型銀行則致力於開發自己的移

動支付方案。在激烈競爭中，中國移動

支付企業後來居上，開拓出屬於自己的

壹片新天地。

目前，澳大利亞是中國銀聯境外

“雲閃付”受理終端最大的市場。銀聯

“雲閃付”不僅支持各類手機Pay、銀

聯二維碼支付、可穿戴設備及銀聯芯片

卡線下支付，也能用於移動互聯網支付。

銀聯南太代表處首席代表楊建明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介紹說，澳大利亞主要銀行

如澳新銀行、國民銀行以及西太銀行都

已全面開通支持“雲閃付”，當地可用

銀聯卡的實體商店中，超過 60%支持

“雲閃付”，包括百貨公司Myer、全澳

最大的家具家電連鎖集團Harvey Norman、

知名護膚品牌茱莉蔻、平價服飾品牌店

優衣庫、無印良品等。今年4月份，澳

大利亞知名連鎖零售商Woolworths集團

在澳大利亞的上千家大型超市受理銀聯

卡，並將在今年內陸續實現數百家折扣

百貨商店、酒類專賣店、娛樂中心等受

理銀聯卡，同時全面支持銀聯“雲閃付”。

正是通過壹系列紮實穩健的推廣和宣傳

促進活動，銀聯在澳大利亞的移動支付

市場取得了優勢，未來前景廣闊。

據悉，通過與全球1500多家機構合

作，目前銀聯卡全球受理網絡已延伸到

162個國家和地區，覆蓋4200萬商戶和

240萬臺ATM機。同時，在42個國家和

地區累計發行超過63億張銀聯卡。銀聯

國際正在為全球最大的持卡人群提供優

質、高效、安全的跨境支付服務。

背靠“大樹”後勁十足
皇家支付（RoyalPay）是壹家年輕

的金融創新公司，是微信支付在澳大利

亞的首家機構服務商，同時也是澳大利

亞最大的境外第三方快捷支付平臺。

2017年8月份，皇家支付月流水超過1.8億

澳元，且以每月遞增50%的速度高速增

長。目前在澳大利亞，皇家支付市場份

額是Apple Pay的兩倍。

該公司CEO葛洋帆表示，皇家支付之

所以在不到壹年的時間裏能夠在澳大利亞

占據移動支付領頭羊地位，根本原因是背

靠國內強大的創新技術優勢以及高比例移

動支付消費人群的支撐。皇家支付現在的

清算系統不僅可以解決所有後臺管理、支

付嫁接問題，還可以根據商家不同的要求

實現個性化定制，包括紅包活動、商家優

惠活動等等。公司即將推出自主研發的

POS機，屆時澳大利亞商戶都可使用，即

時賬單更加方便。在這些技術支撐下，公

司服務的本地簽約商家已達6000家，預計

今年將超過1萬家。在葛洋帆看來，現階

段二維碼支付及聚合支付是普惠金融最好

的實現方式，皇家支付將努力把中國優秀

而成熟的移動支付技術在澳大利亞和新西

蘭市場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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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沙龍十月講座音樂沙龍十月講座
陳金松陳金松1010月月2121日介紹貝多日介紹貝多
芬唯一歌劇芬唯一歌劇《《費德裡歐費德裡歐》》

音樂賞析沙龍將於10月21日星期六下午1:30—3:30，假華府華僑
文教中心，邀請名聲樂家陳金松老師，介紹貝多芬唯一的歌劇《費德
裡歐》(Fidelio)。請注意由於場地關係，本次集會在下午。

華府華僑文教中心地址：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電話: 301-869-8585。非會員酌收五元場地費。

貝多芬寫了九首交響曲，五首鋼琴協奏曲，32首鋼琴奏鳴曲，16
首弦樂四重奏，還有很多器樂和聲樂曲。 這些作品都是音樂會節目單
上常見的曲目。 但是歌劇作品卻只有1805年完成的《費德裡歐》。
他為這齣歌劇花了很多時間，修訂了好幾次。 有些作曲家只寫一首序
曲， 卻把它套用在不同的歌劇上。而貝多芬卻為這齣歌劇寫了4個版
本的序曲。 這個序曲也常在音樂會中單獨出現，卻被稱為 Leonore
Overture，而不是Fidelio Overture，原因是這齣歌劇的主角原名叫做
Leonore。 她是個貴族夫人，懷疑失蹤的丈夫是被他的政敵，當時的
監獄長，非法逮捕並計畫置他於死地。 她化妝成男人，取名叫費德裡
歐， 到監獄去求職打工並趁機打聽丈夫的下落。

陳老師將採用2000年10月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實況演出的錄影，
讓大家在美妙的音樂中，看看這位德國的花木蘭加上孟姜女如何勇敢
的深入地下黑牢，解救她的丈夫，讓他重獲自由。

詢問請洽張純瑛301-792-3602。

又見初戀情人又見初戀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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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霄曾是我的客戶，那時我在一家財稅公
司從事報稅工作。展眼一晃，冬去春又來，我
們已人到中年。這個年齡段的女人最愛懷舊。
懷舊的不僅是曾經綺麗的青春風景，還有風景
中行走的某個人，那些愛恨和悲歡，歲月並不
如煙，也不隨風而逝，更如木雕和石刻，歷歷
在目，清晰而尖銳地提醒你，恍若昨日發生的
一切，而這一切都會伴你行到生命的盡頭。

蘭霄每次回國，就把兒子扔到我這兒，誰
讓我們是好朋友呢。這次她父親生病了，親友
們在電話裡十萬火急。等蘭霄匆匆從美國飛回
了家，才發現父親的病沒那麼厲害，早出了
院，在家裡調養著呢，每天都去公園打太極
拳。妹妹笑道： 老人家想你，如果不說嚴重
點你怎麼可能回國？

既來之，則安之，蘭霄干脆定下心好好在
國內逛逛。國內的變化讓人目瞪口呆，滿眼晃
動的都是摩天巨樓。突然有人咬著她的名字發
出一聲尖叫，她看見高中的好友李月立在她的
眼前，想也不想就是一番激情熊抱，李月再次
尖叫： 你這個死豬，八九年沒有聲音，我們
都當你死了。蘭霄說： 你怎麼不讓我先說，
我去過你家找你，哪還有你的家，都成商場
了，第一樓還在賣成人的情趣用品。

李月笑道： 國內變化驚人吧？ 蘭霄忙點
頭： 驚得我眉毛都立了起來。 兩人在一家茶
樓坐定後，便開始拉扯八卦。茶香閑閑地散了
出來， 蘭霄看見茶葉在玻璃杯裡上浮下沉，
像人的命運。蘭霄在美國結了婚又離了婚，再
次結婚運氣不錯，確實找了個好男人，可是好
日子沒過上三年，他就走了，她拿了豐厚的人
壽保險，獨自帶著兒子在豪宅裡生活了五年，
至今還是不想再嫁，為什麼？人有了錢，便小
心翼翼，總怕對方占了便宜。李月突然眨了眨
眼： 知道羅輝嗎？他前些日子又在提你。

蘭霄的眼前起了霧，時間隔了那麼久，那
個名字依然落在心裡發響發熱。初戀的雲煙，
第一次心悸，第一次肌膚相親，上大學雖然不
在一個學校，但也是鴻雁傳書，濃情比海深。
她和羅輝曾在北海對海發誓：愛到地老天荒，
海枯石爛。結果誓言轉頭就爛了，是她的錯，
她主動提出來分手，那時候她在銀行上班，羅
輝在稅務局，兩個人的工作都穩定，完全可以
建一個幸福的小家。但是蘭霄發了瘋，忽然想
去美國，嘗嘗外面的世界。羅輝說： 我滿意
平靜的生活，更不想折騰托福和ＧＲＥ。

李月說：“你這一走就沒了音信，羅輝每
次一見我，總要問起你。” 蘭霄的心早攪得
像 滾 開 的 水 。 她 問 李 月 ： “ 羅 輝 結 婚 了
吧？” “早結了，孩子比我家亮亮還高。”

蘭霄的心略微一沉，想起熱戀的時候，他曾對
她說，你若離開我，我終身不娶。蘭宵問，我
要是死了呢，他說九華山上將多一件袈裟。蘭
宵又問，我要是嫁給別人呢？他說我等你回
來。熱戀中的情話裹了糖，添了蜜，濃得化不
開，但終究會被歲月衝淡。她懂，她對李月笑
道： “地球月亮一樣在轉，誰離了誰不能活
呢？”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你。” 蘭霄沒想到
羅輝會對她說這樣的話，隔著時光的長河，兩
個人又走近了。月光從梧桐樹隙灑下來落了一
地，遙遠悠長的音樂，初戀的記憶，一點一滴
全都活了，活潑明媚地跳起了舞，唱起了
歌。 “我也一直都在想你。” 蘭霄的眼睛泛
起了春天的波光，波光下面全是喜悅和羞澀。

蘭霄回了美國，眼睛裡恍惚著雲煙，干什
麼事都丟三落四，兒子提醒了她兩次：“媽
媽，不是說好給我買槍嗎？” 蘭霄總算醒了
過來，一周前就答應了兒子的事，怎麼就忘了
呢？兒子喜歡同鄰居的孩子玩游戲，一群人扮
西部牛崽，一群人扮印第安人，有槍的孩子才
有資格當牛崽，兒子說： “媽媽，我再也不
想當印第安人了，只能耍刀和弓箭，如果他們
給我一槍，我還必須裝死。”

蘭霄心懷內疚，給兒子買了一把銀亮的手
槍，雖說是玩具槍，恍眼看去跟真的沒兩樣。
兒子歡呼著出了門，蘭霄馬上低頭查羅輝的留
言。羅輝說：“你這狠心的東西，什麼時候我
才能走進你的春天。” 蘭霄悠然一笑，她就
是沒有給她，十多年前沒有給她，現在還是沒
有給他，無論怎麼纏綿，怎麼柔情，她還是沒
有失魂丟了底線。雖然早是孩子的媽了，但心
境依然守在少女時代。她從來就沒有少女的痴
傻，她明白男人是種很賤的動物，一旦得到
了，就把你當菜市場的爛番茄。

“狠心的小東西，什麼時候還能見你，我
想你想得眼睛都瞎了，想你想得耳朵都腫了，
想你想得全身像爬滿了螞蟻...... ”蘭霄開始只
是笑，這些話肉麻甜蜜，但也滋心潤肺，沒多
久便暈乎乎的了，定了回國的機票。臨走時又
想把孩子送到我家裡，那時候她還沒有對我徹
底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我當然不滿： 不是
剛回國嗎？怎麼又要走，去見情人吧？ 她只
好對我造句： 媽媽又病了，這次怕是真的不
行了。

放了電話她才開始臉紅，為了偷情居然詛
咒母親早死，總有一天天打雷劈。臨走的那天
她又給兒子買了一把玩具槍，因為內疚比山還
重。沒想到兒子把新槍還給了她：“媽媽你自
己帶上吧，如果路上遇了壞蛋，你就像牛崽一

樣給他一槍。” 這個乖兒子，蘭霄忍
不住使勁親了兒子一口，隨口笑道：
你怎麼知道媽媽會遇見壞蛋？ 兒子
的聲音脆亮得像花生糖： “孟阿姨說
的。” 她立刻給我掛電話： 你都教
了我兒子什麼東西？ 我說： 我是好
心，國內現在壞蛋確實多。 她後來告

訴我，她本想把槍放在咖啡桌上，回頭看了眼
兒子，又把槍放進了行李箱子，就算做個假動
作，總不能辜負兒子的心吧。

她按時回了國，但她沒有回家鄉。遵照羅
輝的安排，她從北京直飛北海，他們曾經海誓
山盟的地方。在一個幽靜的渡假村，他們面對
大海，盡著性子地溫習舊情。如果是在家鄉，
他們縮手縮腳，不敢在陽光下行走。那個夜
裡，月亮很圓，他得到了她，她開始半推半
擋，後來就享受了，享受一種異樣的甜蜜，身
體和語言似乎都得到了另一種自由，另一種解
放。她像醉酒的人，順著自己的感覺吐胡
話： “你離婚吧，我嫁給你！”

“嫁給我？” 他臉上驚動的表情，顯然
刺傷了她。她半呆半楞，半截身子還在蜜海裡
沒有起身，她說： “你忘了你剛才的話？你
最愛的是我，只有我才是你靈魂的寄托。”

他徹底醒了，可以說是嚇醒的。他會娶她
嗎？當年拋棄他的女人，為了什麼美國，在他
的淚水中漸行漸遠，頭也不回的女人，夜深人
靜，舔著流血的傷
口，看天上的月亮
都 像 一 尖 銳 的 彎
刀，一輩子都忘不
了。報復的欲望在
心頭隱秘地閃跳。
但日子久了，什麼
都淡了，悲歡愛恨
都淡了。在一次朋
友的聚會上，他認
識了現在的妻子，
那個清麗而聰慧的
女孩，溫淡如茶，
難以想像她成長在
高干的家庭。娶了
她，他的仕途真是
光明啊，三十六歲
便當了副局長，被
組織送到北京的黨
校學習，如今又用
公 家 的 時 間 讀 博
士。要他離婚？除
非他腦子冒水可以
養一群王八。

蘭霄歪著頭，
只 覺 得 牙 齒 一 陣
冷，一陣顫，上當
的悲恨襲擊了她。
她一把撕破溫柔的

面紗，滿屋子的香艷一剎那就化作了硝煙：
“既然你愛你的家，又怎麼吐得出那些肉麻的
話？沒臉沒皮讓我隔山隔海飛回來，你惡心，
你齷齪，你髒得像街頭的野狗。” “你才像
頭狗。” 他也火了：“你當你是誰，給你啃
個牛骨頭，你就想吃整頭牛。對，是我的錯，
我說錯了甜言蜜語，我以為你寡婦空虛無聊，
同情你，給你點舊情……” 他突然意識到自
己說過了，正想對她說聲對不起 ，卻看見一
支銀亮的槍口對准自己，他嚇得像見了僵屍，
雙膝一陣篩糠，她來自美國，那個槍支泛濫的
國家，每天都有恐怖的消息散布在世界媒體。

蘭霄在給我描述故事的時候，已經喝醉
了，半笑半傻的樣子。她說她看見尿濕了羅輝
的褲子，很快就擴張到了地毯，這就是她的初
戀情人，當初怎麼看上的他？十八年後十萬八
千裡飛回去和他幽會，以為鴛夢重溫，有一段
甜美夢幻的浪漫。她從沒想過要嫁給他，就算
一場戲，她只不過想演得久一點，回味長一
點，因為漫長蒼白的歲月確實需要一些調味
料，來點醬油，來點味精，來點油辣子花椒
面。怎能料到這樣的落幕？她對他一陣狂笑，
把槍抵在他的腦門，靜靜地微笑著，欣賞他恐
懼變形的表情。這個不懂事的男人，戲都不會
演，既然說錯台詞傷了她的心，她當然要大張
旗鼓殺殺他的細胞。

孟悟孟悟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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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由周杰伦担任总监制、萧敬

腾主演的电影《靠谱兄弟》惊曝停拍！该片于7月

在上海开镜，没想到开拍以来风波不断，先是工作

人员退出剧组，现在资金、剧本都传出问题，导致

整部电影重拍，过去3个月等于白忙一场。

据台媒，《靠谱兄弟》描述打乒乓球的故事，

除了运动热血，还邀请大陆球王马龙客串，后制预

期加入大量CG动画，萧敬腾为新片每天至少花4

小时投入桌球训练，还推掉不少商演活动。不过该

片在福建开拍半个月，就陆续传出工作人员身体不

适、退出团队等，还有美术设计的场景被换掉，重

搭也无法连戏，已经拍完的画面支离破碎，无法再

预期内完成拍摄。

有关电影停拍被

曝是因为资金短缺，

对此萧敬腾的经纪人Summer澄清很多人想投资，

“剧本讨喜，对于主要编剧团队也很有信心”，同

时说明电影拍了3分之1，没有主要场景，所以没

有连戏问题，现在剧组是暂时停工，原因是要微调

剧本。

此外，萧敬腾签约时预计拍摄40天，现在双

方都有意让作品更完美，且电影没有上档压力，10

日也还会和导演开会讨论档期。

据悉，他为了电影拍摄推掉2部电视剧、30多

场商演邀约，粗估损失2.1亿元，未来可能还要再

空出30天拍电影。

对此《靠谱兄弟》的媒体窗口发言人希艾却表

示完全不知情，且她说停拍是因为“人为造成。”

萧敬腾经纪人Summer则透露上述是“前剧组”的

回应，再曝出该片导演已经被撤换。

外表出色的男性在任何情况下

几乎都比较吃香，也难怪大家常常

把「人帅真好」这句话挂在嘴上，

许多人认为在台湾的审美观下，基

本上只要越像西方人的脸孔，像是

鼻子高挺、眼睛大、轮廓深邃等，

就符合女生眼中的帅哥。一名男网

友近日在批踢踢gay版PO寻人文，

指出6日在捷运北投站，惊见一位

身穿薇阁高中运动服的浓眉帅哥，

让她不禁燃起想认识对方的衝动！

原PO表示，他当天下午5点半

左右再北捷北投站，「再次遇见」

这位浓眉帅哥，「你真的很帅，我

已经看过你好几次，但碍于出没时

间，没办法常常跟你相遇，知道你

有看到我，也有发现我在看你，希

望能做个朋友。」从原PO分享的照

片中可见，该名高中生帅哥虽然身

穿薇阁高中运动服，但英挺深邃的

五官、配上浓眉、炯炯有神的眼神

、加上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帅度简

直爆表，不但让许多小妹妹陷入疯

狂，甚至连同性男生也难以自拔。

照片被转PO到脸书后，引发许

多网友热议：「鲜嫩多汁」、「完

全我的菜阿」、「这我可以」、

「帅到可以当明星了吧」、「他一

定很有钱，然后旁边玩手机的比较

高XD」、「唸薇阁的非富即贵啊，

根本人生胜利组」、「这个会被电

到不行」、「帅到歪头」。一名自

称同校学长透露：「推学弟在学校

超夯」、「我学弟，社联社长，名

字两个字 王*」。不过也有网友歪

楼表示：「这个一看就是Gay，女

生别肖想了~」、「跟永平制服好像

」、「脚好多毛」、「求认识旁边

疑似在打传说的眼镜男」。

辣模 「不穿內衣」 遭檢舉PO照喊冤
網紅Yumi.K擁有壹雙水靈大眼、吹彈可破的

白皙肌膚，以及令人尊敬的G級「長輩」，這不科

學的好身材還被網友封為「巨乳女神」，光粉絲團

就吸引20萬人按讚追蹤。她日前自爆，後悔去看

醫生時沒穿內衣，搞得醫生和自己都非常尷尬，卻

被網友酸她修圖、胸部下垂、美肌開很大，沒想到

Yumi.K最近火力升級，挑戰連續壹星期不穿胸罩

到處吃喝玩樂，還自爆「很癢！」

Yumi.K日前在臉書PO文，後悔表「以後看醫

生絕對穿內衣」，因為她去看醫生時想說沒特別要

去做什麼就「隨便穿」，因而沒穿內衣，沒想到醫

生在看診過程中要「聽診」，拿著聽診器壓她的胸

部，她除了覺得痛之外，也覺得非常尷尬，而醫生

似乎也很尷尬，當下她甚至「想把內內搬起來給他

聽」，不過她也大讚，醫生人非常正直，並沒有吃

她豆腐。不過有網友對此感到相當不解，表示「發

這種文章是想代表什麼，超反胃」、「不是也可以

從背後聽嗎」、「 第壹次聽到用聽診器聽診要搬

奶」、「妳想表達什麼」。針對惹來壹票網友非議

，Yumi.K最近抉定挑戰連續壹星期不穿胸罩到處

吃喝玩樂，根據《蘋果日報》報導，Yumi.K解釋

，最近天氣特別悶熱，她胸部罩杯升級卻沒及時更

換胸罩，導致她胸前皮膚過敏紅腫，癢到受不了所

以才沒辦法穿胸罩，「我也覺得很尷尬。」

這群人茵聲哭認 「展榮是前男友！」
上到 「這壘」 就被狠甩

知名网红团体「这群人」因拍

摄搞笑影片而爆红，其中一名成员

郑茵声还演出过超夯戏剧《通灵少

女》，人气越来越旺。另一成员展

荣日前在IG晒出健身有成的肌肉，

被网友狂酸「这样叫壮？」让茵声

看不过去开骂「人家想健身关你屁

事！」有网友近日爆料展荣的前女

友就是茵声，结果茵声近日上节目

也承认了！

展荣日前分享裸上身展现身材

的照片，却被网友截图在脸书「靠

北健身」粉丝团，遭许多网友酸

「好一个壮硕的身材，笑死」、

「这群人不就整天在西门三

百干腹肌的人吗？」对于团

员无故被攻击，郑茵声后来

开直播表示「心情非常非常

不爽」，并抱轰「每个人去

健身都有他们的目的，展荣从来没

有说自己壮，所以到底关你们屁事

，轮到你们这些屁人在嘴了吗？」

茵声日前上综艺节目《命运好

好玩》，就被主持人何笃霖话质问

「那你跟展荣有感情纠葛吗？」让

茵声当场傻眼，接著才说「没有啦

！大学有喜欢过他」，茵声接著自

爆大学时期，2人曾有过一段纯纯的

爱，「结果才2、3天后（展荣）就

跟我提分手」，一旁团员董仔接著

爆料：「他们双胞胎都很奇怪，他

们需要你的时候要很黏，他不要你

黏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至于分

手的原因？茵声说，他可能觉得感

觉不对了。

主持人最后追问2人进度到哪

？她害羞回应：「只有拥抱而已，

连牵手都没有就被提分手」。针对

展荣PO健身照惨遭围剿，郑茵声过

去甚至不客气地怒吼「你们就是白

痴」、「你只会敲键盘骂人」、

「shut up」，接著越说越觉得委屈

，「我们能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

，就该给正面的能量，不应该一直

讲一些不好的话给别人听，对吧？

」郑茵声最后还落泪表示，许多人

都为了生活努力的打拼，但还是被

陌生人批评，所以她希望大家应该

要多给大家正面能量，不仅仅是因

为展荣这件事。

金鐘視後柯淑勤
霸氣紅毯禮服祕辛曝光
今年金钟红毯上

，资深女星柯淑勤，

一袭紫色礼服称霸红

毯，完全不输其他年

轻女星，幕后帮她穿

搭的是资深时尚达人

林莉，她透露，柯淑

勤是大龄女子，礼服

最好单一、剪裁间单

、不要有过多花俏，

才能穿出时尚又有品

味。

愷樂同框金剛、小甜甜
曬12年前嫩照驚見 「109辣妹」 嚇壞

艺人恺乐虽然个性呆萌像个傻大姐，但却拥有甜美脸蛋和傲人身材，

多年前转型参与许多节目演出和主持，终于在今年和小猪勇夺金钟的综艺

主持人的宝座。在演艺圈交了不少好友的她，在这次的佳节连假与小甜甜

（张可昀）、金刚（李信樵）欢聚，并PO出12年前的照片，结果被网友

们发现当年正流行「109辣妹妆」！

恺乐8日在脸书分享了与好友小甜甜、金刚开心欢聚的照片，三人拿

著饮料、食物同框，似乎是在烤肉聚会，同时她也晒出12年前的对比照，

当时他们摆著同样的动作和队形，恺乐忍不住开玩笑说：「12年前的照片

，吓坏我们，也认识太久了吧…情和义～值千金。」

周傑倫新片被曝停拍周傑倫新片被曝停拍
蕭敬騰白演蕭敬騰白演33月損失近五千萬月損失近五千萬

捷運遇薇閣高中 「濃眉鮮肉」
網狂喊：跪求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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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佟”佟大為替鄭秀文解性夢
戴思傑荒誕喜劇《午夜慢車》曝劇照

根據導演戴思傑原著小說《釋夢
人》改編的荒誕愛情喜劇電影《午夜
慢車》正在拍攝中，近日，電影曝光
男主角佟大為搞笑解夢劇照，被四十
多個女工團團圍繞的“弗洛伊德·佟”
淡定自若，而他的“夢中人”隨之曝
光——保守又風情的鄭秀文與呆萌而
智慧的佟大為二度合作，會混搭出怎
樣的荒誕喜劇風格，引人好奇。

在最新曝光的電影劇照中，佟
大為戴著黑框眼鏡，壹副斯文書生
模樣，舉著寫有“女性免費”的黃
色“夢”字大旗，身旁氈帽紅唇的
鄭秀文微笑站立，二人被壹群滿臉
興奮的女工團團圍繞，壹場荒誕不
羈的性夢破解之旅即將展開。

在銀幕上擁有太多搞笑港女角
色的鄭秀文此次加盟，將挑戰壹位
保守端莊而又風情萬種的民國“夢
中人”；而近幾年在各種類型的電
影裏不斷突破自我的佟大為將再度
顛覆形象，扮演壹位留學歸來、整
日“弗洛伊德”、“性的暗示”不
離口的呆萌心理學家。

對於這次拍攝，鄭秀文進組第
壹天就表示非常期待。“因為跟導
演戴思傑、杜可風都是第壹次合作

，對他們過往作品有很深的印象”
、“美術曹久平老師以前和鞏俐多
次合作，而我是鞏俐的超級粉絲，
沒想到這次可以壹起工作，十分榮
幸”。

據悉這也是鄭秀文和佟大為合作
《聖荷西謀殺案》之後的第二次搭
檔，兩人在片場十分熟悉，常常笑
料不斷。暖男佟大為更是對鄭秀文
照顧有加。有壹場雨中戲的拍攝，
劇情要求鄭秀文地面平躺，然而崎
嶇不平的地面在雨水沖刷下泥濘不
堪，佟大為靈機壹動找來反光板放
置於鄭秀文腰部，既能使其舒服，
又能完美避免衣服被打濕。正式開
拍前，佟大為更是用手為鄭秀文遮
擋，以防雨水弄花其妝容，讓在場
的工作人員大贊貼心。

影片《午夜慢車》主要講述了
民國時期剛剛回國的心理學博士繆大
同（佟大為飾）因未婚妻的鋃鐺入獄，
與大法官（王雙寶飾）做交易，通過
解析女性夢境，幫大法官找到“紅顏
知己”。在尋找過程中，繆大同與翁
女士（鄭秀文飾）邂逅並相愛，可她
也正是大法官要找的人。影片預計將
於2018年全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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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勇昌執導，鮑起靜、黃浩然、王菀之、衛詩雅等共同主演的電

影《我的媽呀》今日曝光終極海報和終極預告，壹份願望清單勾起鮑起

靜和黃浩然“母子”之間20多年的愛怨回憶，久別重逢的短暫相處牽引

出當年不道而別的真相，也拉近了逐漸遠離的親情。預告片中鮑起靜病

床上最後壹句“對不起”，在點映時引爆淚點。

《我的媽呀》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感動了許多當下在外拼搏的年輕

人。預告片中，由壹份未完成的願望清單，牽出壹段20多年的愛怨

回憶。老媽的不道而別與兒子的狠心離去將故事推向虐心走向，和老媽

久別重逢後的短暫相處，讓兒子看到因愛而走、為愛而歸的母愛真相，

最終帶母親奔向最後的心願，全力彌補虧欠多年的孝心。而壹句抱歉，

能否解除多年怨恨？老媽隱忍多年的苦衷能否得到兒子諒解？ 母子相

處最後壹分鐘的等待能否喚回母愛？答案等著妳去揭曉。

在剛剛過去的長假期間，《我的媽呀》也開啟了中秋全國點映，不

少帶著父母前來觀影的年輕人，直言自己和父母都很有感觸，感慨常年

在外對父母的陪伴太少，虧欠太多，今後壹定要多抽空陪陪父母。電影

將於2017年10月13日中國內地上映。

傳奇勵誌大劇《那年花開月正圓》昨

晚圓滿收官，網絡播放量更突破106億，

大結局各角色走向成為觀眾們關註的焦點。

有評論說大管家王世均成為最後贏家，他

對周瑩自始至終的深情陪伴被網友們津津

樂道。王世均的飾演者李澤鋒更被網友們

稱贊有整容般的演技，也有人將李澤鋒在

熱門劇《亂世麗人行》中的角色“何楚天”

拿來比較，引起“王世均”和“何楚天”

角色差異的巨大熱議。演員李澤鋒也憑借

暖男本色、溫柔帥氣的長相以及魅力低音

炮的嗓音獲贊治愈系男神。

李澤鋒整容般演技征服網友
獲贊“治愈系男神”
不少網友近期才發現，在《那年花開

月正圓》中飾演王世均的演員李澤鋒，竟

然是此前熱播劇《亂世麗人行》中拯救韓

疏影（韓雪 飾）於水深火熱，共譜亂世

戀歌的“霸道總裁”軍官何楚天。王世均

溫和憨厚，而何楚天放浪不羈，網友們大

呼：壹個呆萌可愛，壹個霸道痞帥，差別

太大，沒想到李澤鋒是這樣的王世均！很

多網友表示：完全沒有把兩個角色結合到

壹起，不得不佩服李澤鋒整容般的演技，

演什麽像什麽，演什麽就是什麽。

李澤鋒的純粹、溫暖的性格透過角色

也能感受到。王世均愛得深沈隱忍，而何

楚天愛得狂放強烈，雖然性格迥異，但都

屬於專壹深情的角色，令觀眾們為之心動、

牽掛。粉絲們說，這兩個角色之所以能夠

如此深入觀眾內心，和李澤鋒溫柔帥氣的

長相、精湛的演技，以及對感情執著的態

度有著直接的關系。有網友調侃道：“李

澤鋒總是能做到拿著男N的戲份，演著男

壹的角色”。據了解，李澤鋒個人生活低

調，不炒作、不蹭熱度，堅持用專業和演

技征服觀眾，做著最搶鏡的男配角，成為

公認的實力派演員，被網友稱贊為“治愈

系男神”。近期李澤鋒人氣不斷攀升，他

本人相信金子總會發光，好演員是如何也

埋沒不住的。

李澤鋒代表劇組與周瑩後人同臺
朗讀原著盡顯深情
李澤鋒醇厚的嗓音壹直

深受粉絲們的喜愛。在《那

年花開月正圓》的彈幕中，

更有好多李澤鋒的聲音

控，評論說他“自帶低音

炮”，“聲音好蘇，有讓

耳朵懷孕的魔力”等等。

近日，李澤鋒代表劇

組參加某衛視的大型

閱讀類節目，與《那

年花開月正圓》原著

《大義秦商》作者、

周瑩重孫吳國華女士

同臺接受訪問。節目

現場，李澤鋒朗讀了劇

本原著的節選《夜深

沈，夢深處》，優美的

聲音、溫柔帥氣的外形令

觀眾沈醉。觀眾和網友們

通過李澤鋒的講述，對

《那年花開月正圓》的劇情

有了更多喜愛的情愫。節目

主持人李響也為李澤鋒點

贊，稱自己被深情不移的王

世均所感動。網友們也紛紛

評論說：已經對李澤鋒的低音

炮“中毒”，這個集顏值、演

技於壹身的演員，我們想陪伴

他走得更遠。

王世均原來是霸道總裁道總裁

治愈系男神李澤鋒征服網友服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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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好萊塢最有權勢的制片人之

壹哈維· 韋恩斯坦因性騷擾事件，被其親

手創立的韋恩斯坦影業董事會解除其

CEO職務。在沈寂了幾天之後，好萊塢

的壹線大咖們終於打破沈默，紛紛發聲

表態。

與哈維有過多次合作的梅麗爾· 斯特

裏普，發文譴責了哈維這壹行為，稱他

的行為不可原諒。梅姨的聲明全文如下

：“哈維· 韋恩斯坦這壹可恥的行為，使

我們這些支持他工作的人感到震驚。而

那些勇敢揭露這壹行為的女性，是我們

的英雄。

有壹件事是可以澄清的。並不是所

有人都知道這件事。哈維非常支持我的

工作，在我們的工作關系中，他很讓人

惱怒，但他又對我十分有禮貌，對其他

壹些和他壹起工作的人也壹樣。我之前

並不知道他以下的這些過錯：我不知道

他和女演員以及同事之間經濟上的關系

；我不知道他會在酒店房間、浴室或者

其他不恰當的地方開會。如果每個人都

知道，我不相信所有在娛樂或者重要新

聞中做調查的記者，會在幾十年間沒有

註意到這件事情。

他的行為不可原諒，但是濫用職權

我們都很熟悉。每次具有監督意識的媒

體提出、聽到並信賴的勇敢發聲，最終

都會使得遊戲規則發生巨大轉變。”

哈維· 韋恩斯坦曾幫助凱特· 溫絲萊

特憑借《朗讀者》拿下奧斯卡影後，但

後者同樣立場鮮明。在發給《綜藝》的

聲明中，凱特寫道：

“哈維· 韋恩斯坦作為行業最重要的

電影制片人之壹，卻作出如此令人作嘔

的行徑，著實令人震驚；而這些走到臺

前發聲的女性是極其勇敢的。哈維· 韋恩

斯坦對待這些脆弱而又充滿天賦的年輕

女性的方式，無論在任何工作場合都是

不可接受的。

毫無疑問，對這些受害者來說這段

時間甚至是以後很長的壹段時間，都充

滿了創傷。我要對她們的勇敢致敬，並

且明確而堅定地站在她們這邊，支持曝

光哈維韋恩斯坦這種應該受到譴責的令

人厭惡的行為。他的做法無疑是極其可

恥、駭人聽聞，非常非常錯誤的。

我本來還以為這樣的事情只是壹些

捏造謠言，也許我們都太傻太天真了吧

——而這也使我感到更加的憤怒。對這

種有辱女性人格的卑劣行徑，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場合都應該采取零

容忍措施。”

朱迪· 丹奇：“雖然哈維· 韋恩斯坦

在過去20年來對我的作品和電影生涯作

出很大的貢獻，但我對他的這些惡行毫

不知情——這令我感到驚恐。我對那些

受到傷害的人們感到同情，並全心全力

支持她們勇敢發聲！”

朱利安· 摩爾：“1. 勇敢地站出來

對性虐待和壓迫是件可怕的事情，這些

女性這麽做對她們自己來說並不會獲利

。2. 但是，通過她們的勇氣我們能夠前

進，改變文化，對此我表示感謝。與艾

什莉· 賈德、羅絲· 麥高恩等受害人同在

。”帕特麗夏· 阿奎特發推：“如果世界

上有能治愈‘掠奪者’的良藥，我希望

哈維有並把它分享出來——這已經是壹

種流行病了。 ”

凱文· 史密斯發推：“他投資了我

14年的職業生涯，但我現在發現在我受

益的同時，其他人卻在痛苦之中。這讓

我感到羞恥。”

詹姆斯· 古恩在臉書發表聲明：“性

騷擾不僅僅在好萊塢，在全世界都越來

越猖獗。我希望最近曝光的哈維醜聞能

夠逐漸打破這樣的現象。

我個人承諾會盡我所能阻止這種行

為，並對打破沈寂勇敢發聲的人們表示

贊賞和深深的愛。”另外，包括老牌影

後格倫· 克洛斯、奧斯卡影後布麗· 拉爾

森、賽斯· 羅根、賈德· 阿帕圖和莉娜· 杜

漢姆等電影人都發聲明支持受害人並譴

責哈維· 韋恩斯坦。

《王牌特工2》新特輯起底變態女魔頭
朱麗安摩爾化身嬌俏狠辣毒梟 大本營復古迷幻
好萊塢動作冒險巨制《王牌特工2

：黃金圈》曝“魔王解密”版特輯，特

輯中，全面起底由朱麗安· 摩爾飾演的變

態女反派波比，身為神秘組織“黃金圈

”的頭目，波比深山打造大本營“致幻

樂園”，廚房、電影院等設施壹應俱全

，更有鐵臂男、機械狗作為隨從。相較

於前作中的反派瓦倫丁，波比同樣作為

高智商反派，手段卻更加殘酷，與其外

形產生巨大反差，不禁讓影迷期待她的

表現。此次，影片導演馬修· 沃恩、波比

扮演者朱麗安· 摩爾、主演塔隆· 埃格頓

現身說法，分別從各自的角度講述自己

眼中的波比。

特輯開頭，“黃金圈”組織頭目波

比來勢洶洶，不僅“自制”黃金圈電視

臺，做起“個人宣傳片”，更是通過電

視屏幕直接向王牌特工們宣戰，第壹發

攻擊就是直接轟炸王牌特工指揮部，主

角蛋蛋塔隆· 埃格頓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她（波比）是壹個極其厲害的角色。

”從片段中，我們亦可以看出：波比深

山坐擁“致幻樂園”，餐廳、電影院壹

應俱全，甜美復古風打造嬌俏外表，冷

酷殘忍作風讓人不寒而栗，壹個口哨，

機械狗出擊撕咬叛逆手下；壹言不合，

直接被扔進絞肉機；更有兇狠鐵臂男為

其爪牙。嬌俏變態女反派波比亮點十足

，吸睛無數。《王牌特工》系列導演馬

修· 沃恩首度回應創作初心：“她是世界

上最優秀、最聰明、最有組織的毒梟！

和其他所有毒梟壹樣，她必須時刻隱藏

，她也很富有，擁有妳能想到的壹切，

但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壹切無濟於事

。”影片主演塔隆· 埃格頓，與波比有精

彩的對手戲，在他眼中，波比是壹個

“有點心理變態，又美麗，充滿自信，

卻又卑鄙的女人。”飾演波比的奧斯卡

影後朱麗安· 摩爾表示：“我覺得這個角

色太棒了，飾演她非常有趣，真的是非

同尋常。電影《王牌特工2：黃金圈》

由馬修· 沃恩（《王牌特工：特工學院

》）執導，科林· 費斯（奧斯卡影帝）、

朱麗安· 摩爾（奧斯卡影後）、塔隆· 埃

格頓（《王牌特工：特工學院》）、馬

克· 斯特朗（《王牌特工：特工學院》）

、哈莉· 貝瑞（奧斯卡影後）、查寧· 塔

圖姆（《木星上行》）、傑夫· 布裏吉斯

（奧斯卡影帝）、佩德羅· 帕斯卡（《長

城》）等主演。將於10月20日登陸全國

院線。

《星球大戰8》正式版中文預告片發布
凱倫洛疑似消滅生母 天行者恐懼蕾伊原力

由迪士尼出品、盧卡斯影業制作的科幻史詩片《星

球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簡稱《星球大戰8》）今

天發布了正式版中文預告片，這款預告片長達兩分半鐘

，和之前兩分鐘的先行版預告片幾乎完全不壹樣，迪士

尼這次不吝惜地給出了大量新鏡頭和關鍵場景，讓觀眾

能夠更多了解《星球大戰8》的風貌。據悉，《星球大

戰8》定於2017年12月15日北美公映。與此同時，片方

還發布了新款海報，比預告片先發布了幾個小時，海報

是群像模式，主要人物基本到齊，氣勢非凡。

在正式版預告片中，凱倫· 洛（亞當· 德賴弗飾）率

先登場，他在接受“第壹秩序”領導者的訓話，然後開

始新的征討戰爭。從預告片中看到了萊婭公主的身影，

但是下壹個鏡頭就能看到凱倫· 洛親自駕駛戰鬥機攻擊

萊婭公主的戰艦，並且凱倫· 洛在無限接近這艘戰艦之

後，摁下了發射炮彈的按鈕。

可以想見，萊婭公主將被她的兒子凱倫· 洛殺死。

由此，萊婭公主這個角色在《星球大戰8》中將謝幕，

就好像第七部中韓· 索羅船長謝幕壹樣。當然，萊婭公

主的退出也是因為演員凱麗· 費雪的逝世，盧卡斯影業

也在之前改寫了劇本。

《全球風暴》短預告上演災難倒計時
香港地陷迪拜“滅頂” 吳彥祖攜手巴特勒救世

由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2017年度災難

大片《全球風暴》(Geostorm)即將於10月27日在

內地公映。影片以頂尖特效打造全門類氣象災害

帶來的滅世浩劫，震撼視聽體驗激爽過癮。今日

片方也發布30秒預告，曝光更多精彩畫面。

《全球風暴》由經典科幻災難大片《獨立日

》(Independence Day)制片人迪安· 德夫林(Dean

Devlin)傾力打造，講述發生在未來的氣象災難。

當時的人類創造氣象衛星網絡來控制天氣以消除

氣象災害，但衛星網絡遭遇神秘故障，反而對地

球發起攻擊，毀天滅地的大災變席卷世界。氣象

災難場景無疑是影片重要看點，《全球風暴》大

膽創新，以“全門類氣象災難”摧毀全球地標的

創意讓觀眾壹次性過足“災難癮”。

在影片中，人類已知的幾乎所有氣象災害如

海嘯、極寒、冰雹、地陷、雷暴、龍卷風等悉數

登場。由於未來世界的科幻設定，災害規模空前

升級，大幅超越《後天》等同類影片，不惜工本

的精雕細琢則保證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此前陸

續曝光的物料已展現冰山壹角。比如迪拜遭遇超

級海嘯，高達828米的世界第壹高樓哈裏發塔也

遭遇“滅頂之災”，巨浪將迪拜的摩天大樓群如

多米諾骨牌般瞬間沖垮。在東京冰雹災害中，籃

球大小的冰雹密集來襲，破壞力堪比猛烈空襲，

街頭汽車翻飛宛如世界末日，超巨型冰雹將巴士

攔腰砸斷更是引起網友熱評的驚心細節。

熱情之城裏約遭遇寒潮冰封的場景氣勢磅礴

，海浪剛剛卷起就被“速凍”，海濱度假勝地秒

變冰雪地獄，變成冰雕的遊客還保留著最後的逃

命姿勢。此外，像香港遭遇地熱高溫引發的地陷

、巨型龍卷風組團襲擊孟買、莫斯科高溫、奧蘭

多雷暴……無不驚心動魄，極致震撼。而此次片

方發起的黃金周互動征集作品也涉及多種氣象類

型，正與《全球風暴》的創意亮點呼應，為影片

預熱。

《全球風暴》不僅是特效震撼的視聽盛宴，

精彩劇情和魅力角色也強力吸睛。影片中的驚天

浩劫背後隱藏巨大陰謀，令故事發展懸念叠起。

此番拯救世界的行動兵分兩路別具新意，傑拉

德· 巴特勒(Gerard Butler)飾演的科學家傑克(Jack)

遠赴太空修復衛星，面臨險惡外太空和失控系統

的雙重生死考驗，太空搶險富於科幻色彩，場面

更加恢弘壯觀。

而在地球上，由吉姆· 斯特吉斯(Jim Stur-

gess)飾演的弟弟麥克斯(Max)不得不鋌而走險綁

架總統，驚險刺激令人佩服主創的腦洞。

《全球風暴》集結男神，星光熠熠。既有憑

借《斯巴達300勇士》(300)、《倫敦陷落》(Lon-

don Has Fallen)等成為硬漢代言人的傑拉德· 巴特

勒，還有養眼的英倫美男吉姆· 斯特吉斯和中國

觀眾喜愛的吳彥祖加盟。前輩戲骨如《教父3》

(The Godfather: Part III)安迪· 加西亞(Andy Gar-

cia)、《勇闖奪命島》(The Rock)艾德· 哈裏斯

(Ed Harris)則成為演技擔當，精彩飈戲。

《全球風暴》將於10月27日以3D、IMAX

3D、中國巨幕3D、LUXE 3D、4DX、D-BOX、

MX4D格式全面登陸內地院線。

四面楚歌四面楚歌 好萊塢眾星譴責哈維韋恩斯坦好萊塢眾星譴責哈維韋恩斯坦
梅姨斥其行為梅姨斥其行為““不可原諒不可原諒”” 溫絲萊特稱應零容忍溫絲萊特稱應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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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深圳东莞三地 
聚集广东六成高新企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

起，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

型技术趋势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创新产业

带如美国硅谷、波士顿地区均以廊状带形式呈现，

聚集了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美国波士顿的 128 号

公路沿线聚集了大批高科技创新公司以及世界知

名高校，实现了区域科创资源和产业创新的有效

聚合，这对硅谷和旧金山湾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以广深高速

公路和轨道交通为依托的广深轴线区域，聚集了

高新科技人才、技术、信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

初步形成了沿广深轴线高度发达的创新经济带。 

　　截至 2016 年，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9857 家，总量居全国第一。深圳、东莞加上广州

东部，总面积达 8000 多平方公里，占珠三角面积

的 15%，承担了珠三角近六成的地区生产总值，

特别是在创新经济方面已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聚

集了广东六成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 

　　广州还扮演着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等科研机构集聚载体的角色。截至 2016

打造“中国硅谷”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有底气

　　具体来看，要建设好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离

不开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

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这三方面要素的聚集。 

       此前广州发布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就提出，到 2020 年，

广州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资源总量达 404 万人，

累计引进海外留学人员 8 万人，引进在穗工作外

国人才 1.5 万人次。 

　　正在加快建设“创新之都”的深圳，2010 年

至今，优秀科技成果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技术发明一等奖等国家科技大奖 84 项。 

　　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上不乏国际创新型企业

的身影，华为、腾讯、美的、格力、中兴、大疆、

柔宇科技、佳都科技等等。 

       专家认为，当广东围绕创新进行布局，多层级

的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将加速，而这也将推进体制机

制的创新、人居环境的创新，并促进企业加速抢

占核心技术。（孙晶 马化展）

年末，广州有高新技术企业 4600 家，预计今年全

年广州净增高新技术企业不低于 3000 家。广州将

通过打造番禺思科城、琶洲互联网集聚区、天河

智慧城、广州高新区等创新创业平台，形成若干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深圳是 IBM、苹果、微软等全球科技企业的

全球研发网络组成部分，整个区域的科技人才和

资本比较充裕。2011 年至 2016 年，深圳 PCT 专

利的平均增长率为 17.79%，远高于东京的 7.15%、

硅谷的 4.98%、首尔的 3.86%。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

已经成为东莞经济转型的主力军，2016 年，东莞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42 家，总量达 2028 家。

今年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1% 和 39.3%，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5.6%。 

　　有专家认为，沿广深轴线形成的创新经济带

已经搭建成以创新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生态圈。

 
        优势 

广东搭建高层次创新带 
离不开人才、科技成果和创新型企业 

　　毋庸置疑，广东具备向世界级创新带提升的

基础。 

　　近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

推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发挥好深圳、广州

龙头带动作用，沿广深轴线形成高度发达的创新

经济带，辐射带动全省创新发展。 

       广州、深圳、东莞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规

划范围内的所有产业、项目都要围绕创新进行布局，

把重点创新战略平台和创新节点一个一个建设起

来。珠三角其他市要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争取

加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
勾勒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线图——
      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主体架起的广
深科技创新走廊，承载着改革开放近 40
年最优质的创新资源，是广东链接全球
创新体系的门户。

2016 年国内专利申请量

广州

东莞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本周六晚盛大舉行本周六晚盛大舉行，，兩位總策劃昨晚上電視說明兩位總策劃昨晚上電視說明

雙椒雙椒/HCA/HCA 龍舟隊奪得第龍舟隊奪得第1414屆墨西屆墨西
哥灣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哥灣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

【本報訊】特大好消息！在2017年10月7日，由德州龍舟
協會舉辦的 2017 年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GULF COAST IN-
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EGATTA） 上 ， 雙 椒/
HCA龍舟隊（雙椒冠名贊助）再次進入決賽，並一舉奪得社區
組冠軍！

德州龍舟協會是美國西南地區最大的龍舟組織，每年都要舉
辦好幾場龍舟賽。而每年十月的龍舟賽是該組織舉辦的規模最大
，也是最隆重的龍舟賽。
今年已經是第14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參賽的隊伍都十分強
大，其中包括美國國家龍舟隊選手。這一次龍舟賽可以說是高手
雲集，競爭異常激烈。

雙椒/HCA龍舟隊幾個月前就摩拳擦掌，積極備戰。
雖然最近休斯敦遭遇空前的特大水災，雙椒/HCA龍舟隊的

隊員們仍然銳氣不減，抽出時間認真參加訓練。艱苦的訓練和團
隊的合作精神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第一輪和第二輪的預賽
中，雙椒/HCA 龍舟隊的成績都非常出色和穩定，使得雙椒/
HCA隊獲得了進入決賽的資格。

在決賽中，雙椒/HCA隊繼續發揮了頑強拼搏、團結合作的
特點，再接再厲，勇往直前，一舉奪得社區A組決賽最好成績，

榮獲2017年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社區組冠軍！
這是休斯敦華裔聯盟（HCA）在過去三年裡第

二次榮獲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冠軍。 2015年10月，
HCA第一次組隊參加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當年就
奪得了冠軍。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HCA積極參加特大洪水
哈維災後的重建工作，勤勤懇懇地為廣大災民提供救
災物資進行援助。而HCA又發揚光大，再次為華人
社區爭光，為弘揚中華文化——龍舟這一古老的體育
和文化傳統做出了貢獻。

在今年的比賽中一共有三支華人隊伍參加了比賽
。北大校友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當北大校友隊進行社區B組決
賽的時候，雙椒/HCA隊的全體隊員趕到湖邊為北大校友隊歡呼
跳躍，喝彩、加油，聲音響徹雲霄。

北大校友隊得到了B組第一名的優異成績並獲獎！
頒獎典禮後，雙椒/HCA和北大校友隊的部分隊友又聯合參

加了5000米比賽。
另外一支表現優秀的華人隊伍就是“台灣傳奇”隊。這支隊

伍的特點是隊員普遍很年輕，而且訓練有素。 “台灣傳奇”隊

最後奪得了社區組決賽第三名的好成績。
除了亞軍是 UH Downtown之外，今年龍舟賽的最好成績都

被華人隊伍囊括了。 2017年的龍舟賽讓華人的精神面貌大放光
彩！

實話實說，HCA不愧為休斯敦華人的傳奇！請加入HCA，
和我們一起為了提昇華人的地位，維護華人的權益而共同努力！

最後，衷心感謝雙椒餐館對龍舟隊參加這次比賽的大力支持
！

圖為由美南新聞主辦圖為由美南新聞主辦，，本周六即將舉行的本周六即將舉行的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兩位總策劃高曉慧兩位總策劃高曉慧
老師老師（（ 右二右二）、）、吳曉萍老師吳曉萍老師（（ 右一右一 ）） 昨晚八時在美南電視昨晚八時在美南電視，，接受主持人鄧潤京接受主持人鄧潤京（（ 左一左一 ）） 的專的專
訪訪。（。（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美南新聞及休
士頓各族裔上百個社團共同主辦的 「哈維颶風
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 將於本周六（10 月
14 日） 晚間五時至八時在休士頓國際區可容
1500 人的越南寺廟 「Lien Hoa Buddhist Temple
」 （ 6709 Howell Sugarland Rd. Houston TX
77083 )舉行。節目將分兩部份，前半部表彰由
美南新聞選出的救災英雄，後半部則為精彩的
表演節目。由高曉慧、吳曉萍兩位老師精心策
劃。為了使大家進一步了解本周六音樂會的詳
情，兩位老師昨晚八時在美南電視攝影棚，接
受主持人鄧潤京的訪問，詳談節目細節----

目前這場救災募資音樂會已得到國際佛光
會休士頓協會、國際陽光行青少年義工站、德
州佛教會玉佛寺、袁國鵬紀念基金、李蔚華先
生、美南山東同鄉會、冠軍地產、 「花見花開
」 企業家團隊孫婷、東北總商會、德州觀音堂
文化中心、 Tara Energy 、雙椒集團、美美地產
、劉妍、鄒艾倫----- 等多家單位、企業、社
團、個人的大力贊助。使大家對這場音樂會更
具信心。

在播放這次休市令人感動的抗洪救災，發
揮人間真愛的影片之後，由該晚節目的總策劃
高曉慧，吳曉萍所精心策劃的音樂，表演節目
正式登場。包括：J&H 舞蹈學校的開場舞 「仰
望 」，劉良子女聲獨唱； The Medley by North
America Youth Orchestra 的民樂表演-- 名曲聯

奏；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及由 「國際陽光
行青少年義工站」 站長，年僅十六歲的劉相志
，他剛剛結束暑假期間和交響樂團在中國巡演
，他演奏的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受
到業內人士的稱讚，這次他將代表國際陽光行
社團鋼琴演奏李斯特的 「侏儒之舞 」及 「匈牙
利狂想曲第六號 」 兩首曲子。

在樊玉珍工作室表演歌唱及舞蹈演出之後
，當晚的壓軸主秀、著名音樂人張江登台演唱
二首作品，一首是由曲朝陽作詞，吳曉萍作曲
的 「大愛無疆」，另一首 「祈禱 」 則由陳祖
幸，曲朝陽，吳曉萍作詞，吳曉萍作曲，這首
作品是詞曲作者專門為這次洪災改編的，此作
品表現了三天三夜洪災的日子裡休斯敦的人們
站在窗前看著狂風暴雨，祈求上帝保守家園，
保守我們的城市。歌中開始四句歌詞唱到：祈
禱在風里，祈禱在雨中，祈禱在夜晚，祈禱在
黎明------這四句唱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情，
特別是張江細膩，真摯的演唱，相信在場的觀
眾都將深受感動。

「哈維颶風國際區救災募資音樂會」 前
半場將由 「美南電視」 主播，名主持人張同艷
，馬健主持。後半場則由僑界著名主持人陸峻
，劉良子主持。入場券分$100，$50，$20 三種
，現正在各社團發售中，所有收益將用於幫助
受颶風哈維影響的組織。節目或入場券詳情請
電281-498-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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