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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剪 影

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分會日前在休士
頓分會會長李迎霞帶領下﹐驅車至伯蒙市
訪遊客中心﹐並在內奇思河搭遊覽船一日
遊﹐享受秋季 fun 心樂活輕旅行﹐計有 39
名僑胞共渡美好難忘的一天﹒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所谓专注
没有深入了解 ，何来精准掌控
BEYOND THE COMPREHENSION,WE MASTER.
什么是构成油烟的三百多种物质？为什么58cm是最佳的黄金控烟区？
关于油烟，我们的了解远比你想象得更多
专注探究油烟原理，方太深谙控烟直到

Tel：2812018186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临近糖城大华99超市）
方太品牌主要经营：抽油烟机、炉灶、烤箱、微波炉、蒸箱。

官网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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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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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務新觀察》
用新聞事件探討國家防務

KVVV

節目介紹：
《防務新觀察》是一檔戰略話題欄目，融權威性和趣味性於一體，將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學、工業、社會
等各個領域貫通一體。從最新的新聞事件出發，以新視角、新思路對“新安全觀”進行詳盡的闡述和分析，秉承“新聞
演播室就是新聞現場”的現代傳播理念，用新聞事件在國家防務層面的廣度、
深度為增強全民國防意識和國家安全防務理念服務。將事件的新聞屬性和娛樂
內核有機結合，為觀眾呈上一道極具魅力的新聞大餐。

播出時間：
每周日晚間 7時30分至8時首播，並於當天下午1時30分至2時重播，敬請準時
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安倍東京會談
重點磋商朝鮮問題
首相安倍晉三表示
，“沒有必要為了
與朝鮮對話而對話
”，現在已經到了
對平壤施加最大壓
力的時候了。
他說：“和川普總
統一道，我們確定
在朝鮮局勢議題方
面百分之百地一致
。日本和美國將共
同致力於與包括中
國和俄羅斯在內的
相關國家合作，加
︱美國總統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的記者會上（201711月6日）。
大針對朝鮮的國際
社會壓力”。
川普把朝鮮的核試驗以及越過日本領空的彈道
【VOA】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美國總統川普為
導彈試射稱為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威脅。
期兩天會談的主導議題是朝鮮問題。安倍星期
他說： “我們不會容忍這種行為。戰略忍耐時
一告訴記者說， 為了回應朝鮮的武器開發，所
代已經過去。一些人說我的言辭太強硬，但是
有選項都在桌面上，與此同時川普重申美國政
你們去看看過去25年的言辭軟弱又帶來了什麽
府堅定地與地區盟國，尤其是日本站在一起。
？”
在東京的赤阪離宮與美國總統站在一起的日本

花絮。
在被問及朝鮮人民的時候，川普總統表示希望
找到解決僵局的方法。
他說：“他們在一個非常專制政權的統治下生
活。我的確認為最終我可以告訴你們這點，我
希望打破僵局的努力會奏效。這對所有人都好
”。

▲

▲ 片頭。

川普還強調了駐紮在日本的成千上萬美軍，並
表示他期待安倍政府大規模購買美國軍備，這
有助於防禦朝鮮的導彈。

美國就業走出颶風影響
10月份環比增26萬
【VOA】美國勞工部星期五（11月3日）公布
了美國10月份非農就業報告。報告顯示，當月
的美國非農業部門就業走出颶風影響，就業人
數增加26.1萬，但是沒有達到多數經濟學家的
市場預期。此前，彭博新聞社預
計，10月份美國非農就業增31.3
萬；巴克萊銀行預計，當月非農
就業增32.5萬；高盛的預測新增
就業數字為34萬。
就業報告公布的10月份環比失業
率為4.1%，為17年來最低，9月
份的失業率為4.2% 。
勞工部的報告認為，失業率降低
主要是因為許多人放棄找工作，
因此不再被計入失業人口。
勞工部的報告還上修了對前兩個
月的就業預測，雇主8月份新增雇

傭人數為20萬8千，此前預測為16萬9千；勞
工部對9月就業的預測是增加1萬8千人。這樣
，美國經濟創下了就業連續85個月增加的歷史
紀錄。

︱美國加州一家雜貨店外面張貼的招工啟示(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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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貿易港初步方案緊鑼密鼓

上海自貿區發展四年之後，上海自
由貿易港建設方案正在緊鑼密鼓地醞
釀。記者獲悉，上海自由貿易港初步方
案圍繞貨物、資金和人員三大要素的自
由流動展開，在外匯管理、稅收優惠、
外籍人士領取中國綠卡及外地員工落戶
等方面有望取得突破。此外，自由港將
力爭實現“境內關外”的整體監管策
略，以發展離岸貿易、離岸金融為發展
方向。方案目前正在尋求各有關部門指
導完善。

上海相關部門提交的自由貿易港初步方
案中，貨物、資金、人才三大要素的自
由流動將是具體落實重點。
在貨物自由流動上，爭取壹線無條
件準入、登記式備案、區內免證免審，
進出口的貨物在自由港之內不需要海關
等部門審核，相關部門只對重點貨物實
行抽檢。
資金自由流動上，主要內容包括，
改善外匯管理方式，調整稅收優惠政
策，完善自貿區賬戶制度，加快人民幣
離岸業務發展等。落實到具體細節上，
三要素自由流動成重點
自由港將爭取實現“增量”外匯的自由
記者從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獲悉， 流動。此外，自由港將爭取大幅降低港

區內註冊企業的所得稅稅率。
人才自由流動上，對於港內企業聘
用的外籍人才，將以發放中國綠卡為目
標，在港內企業工作的外地人才上海落
戶也可能會有更進壹步的優惠措施。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自貿區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陳波表示，人才流通的相關
政策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較大，外匯管理
等內容尚需確認。
在方案的整體設計上，“境內關
外”這壹概念成為重中之重，相對應的
是，“壹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
區內自由”。“壹線放開”就是要從原
來的常規性監管，變成精簡監管。“二
線高效管住”立足於“單壹窗口”的平
臺功能，將涉及貿易監管的海關、檢驗
檢疫、外匯、支付等相關監管部門接入
“單壹窗口”作業平臺，實現集約式、
壹站化的高效管理。
離岸貿易成核心抓手
自由貿易港的建設，目標並不止於
貿易自身，方案的初步設想是以貿易帶
動產業，“要把巨大貿易量帶來的巨大
附加值留下”。以此為目標，離岸貿
易、離岸金融將是自由貿易港政策的發
展方向。

陳波告訴記者，發展離岸貿易是貨
物流通的核心，也是整個自由貿易港建
設的抓手。
離岸貿易的核心在於“境內關外”
式監管，貨物存儲在自由港區免稅，同
時也不需要報關。
陳波解釋，海運貿易為了消解成
本往往都是大宗運輸，大宗運輸造成
買賣的時間錯配，也就是運過來的時
候，並不知道自己的潛在賣家是誰，
有可能是別的國家。如果壹個港口僅僅
是存儲也需要繳稅報關的話，實際上是
增加了企業的成本，離岸貿易的需求因
此而產生。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
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自由港
和自貿區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允許開展
離岸貿易，在離岸貿易的基礎上，進壹
步開放高端服務業，發展離岸金融等相
關業務。
陳波認為，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
潛在市場之壹，若允許離岸貿易，大量
的國際商品甚至整個東亞的國際商品都
會放到上海。根據國際經驗，隨著離岸
貿易發展，大宗原材料運輸存儲、分撥
中心、離岸金融等領域都將迎來機遇。
“對我們帶來的第壹就是航運的貨

物量增加，之前是在岸貿易和轉口貿
易，現在增加了壹大塊離岸貿易，把
別的國家的潛在貿易也吸引進來了；第
二這裏需要大量的倉儲，會帶動倉儲物
流產業；第三是分撥和運輸；第四是離
岸金融服務，離岸貿易需要在壹級市場
直接交易，需要交易平臺，需要期貨，
以離岸貿易為基礎，發展金融服務和上
海建立金融服務中心也是貼切的。”陳
波表示。
上述產業的發展，將給相關的上
市公司 帶 來 商 機 。 壹 家 上 市 公 司 高
管 表 示 ，公司看好大宗原材料運輸帶
來的 機 遇 。 “ 大 宗 原 材 料 具 有 貨 量
大 、貨值高的特點，對於貨運的價格
敏感度也比較低。”該公司業務負責
人表示，隨著大宗原材料運輸的業務
發展，與之相伴的倉儲、供應鏈金融
等衍生業務也會快速擴張，為了發展
相關業務，該公司計劃在洋山港內建設
壹個200畝左右的倉庫。
另壹家上市公司高管接受記者采
訪時介紹，公司在洋山港運營壹家跨
國企業分撥中心，但目前主要負責國
內市場分撥，隨著自由港政策的推進，
公司有機會在分撥中心上取得更多的
業務。

老品牌探索年輕化新路 業界：洞察消費群體創新產品
綜 合 報 導 如 何 讓 “80 後 ” “90 後 ” 甚 至
“00 後”年輕人再次重拾對“僅存於童年印象裏”
老品牌的關註甚至是喜愛這些老品牌？業內人士
指出，洞察年輕消費群體是當務之急，要在消費
者生活中扮演角色，通過產品創新等幫助年輕人
解決問題。
隨著中國消費群體結構的變化，以“80 後”
“90 後”群體為代表的新生消費軍團掘起，成為中
國消費主力人群。然而，在消費需求迅速變化的時
代，很多昔日巨無霸品牌或失去光彩，或被遺棄。
如何讓年輕消費群體重拾“僅存在於童年印象裏”
老品牌？如何讓傳統品牌換發年輕活力？今天，業
界在京召開壹場研討會，探討傳統品牌如何進行品
牌營銷年輕化運動，以博得“自我壹代”群體的青
睞。
記者從會上了解到，壹些品牌在代表消費者自身

價值，形成這個品牌就是“我的”“我們的”的效
應。像百事可樂由“為百事可樂說話”向“為年輕
人說話”再到“倡導青年壹代的價值觀”，致力打
造年輕壹代的代言人。
壹些品牌洞察年輕群體的特征與痛點，幫他們
解決問題。像雕牌洞察到建立家庭的年輕人遇到了
壹些困惑，推出“要想老婆皺紋少，多做家務少爭
吵”“婆媳關系要融洽，常和婆婆去廣場咚恰恰”
等符合年輕人社交語言風格的新家觀，與消費者產
生情感與價值上的共鳴。與此同時，還推出品牌
IP——雕兄，通過微信端人工智能機器人與年輕
人進行趣味聊天互動，品牌對年輕化的創新可見
壹斑。
此外，還有壹些品牌借助平臺形成社群。像海
爾拆掉企業的墻，讓創客在開放平臺上利用其生態
圈資源實現創新成長，誕生出免清洗洗衣機、雷神

筆記本、智勝冰箱、快遞櫃等樣板小微，而這些創 利分銷渠道、傳播方式等，讓“媽媽的牌子”變成
客是最與年輕消費者接軌的，實現了企業平臺化、 “我的牌子”。
用戶個性化和員工創客化。
與會人士強調，品牌的年輕化行動不是追逐潮流，而
智觀智庫《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消費升級趨勢 是系統再造以及內心充分尊重消費者的戰略抉擇。
與應對》顯示，“我喜歡”成為非常重
要的標簽，年輕消費群體對商品情感
性、誇耀性及符號性情感價值要求，超
過商品或服務物質性價值及使用價值。
與會人士指出，洞察年輕消費群體
是當務之急。這些年輕消費者大多成長
在市場經濟發展、財富擴張時代。他們
提倡活在當下，活出自我，活出自由，
鼓勵自我享樂，避免人生枷鎖。因此，
品牌首先要挖掘其背後的時代特征與人
性，找到新鮮看法，在年輕消費者生活
中扮演更積極角色，通過產品創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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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3 封家書（1965 年 6 月 16 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六月六日郵簡，十一日上午收悉。蔣總統
說：“能自重則為人之所不能輕，能自強則為人所不能弱，能自信則
為人所不能欺，能自立則為人所不能困。”你應力行自重、自強、自
信、自立。並先重人、讓人、信人、助人為隨時隨地體驗之。一九三
四年你生於江蘇、鎮江東碼頭、焦山象山間，王老九家之軒房。希真
表姐昨又將你通訊處抄去，想必將有信給你敘述她的近況。十一日母
親來法院量血壓，很正常。因滿天烏雲，即將有陣雨，我讓她搭計程
車回家（約新臺幣八元），她覺得花錢“心痛”。經一番解說後，才
勉強坐上去。家人近來各安好，希免念。」
第 184 封家書（1965 年 6 月 22 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茲抄錄寒山與拾得的問答於下：寒山問“世人
輕我、騙我、謗我、欺我、笑我、嫉我、辱我、害我，我將奈何？”
拾得答“唯有重他、敬他、容他、讓他、耐他、隨他、不理他、再過
些時你且看他。”你應隨時記住這段問答，並體驗之。十七日下午，
胡龍舅舅來自家向母親轉述王家父母之言（我猜係授意傳言）：“王
大眾父母對蕉森為大眾的喪事，認為辦事不力，有很多怨言與不
滿。”母親聞之很生氣說：“蕉森這樣盡心盡力處理大眾的後事，反
受惡言指責，真是有理難申。”記得王父曾在我給你郵簡中附言
（註），感激你替他辦理大眾的善後，現在又背後嚴辭指責，真難令
人理解。我們務必隱忍，無需有所表白，否則將徒增“更傷情感”。



第 186 封家書（1965 年 7 月 6 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你六月十七日與廿二日致希真表姐兩郵簡，她
均已先後交我一閱。知你雖忙，但體健，慰甚。廿七日上午王大眾的
父親來自家，我們依舊接待招呼，用過中膳後回去，觀其氣色很好，
甚慰。在與他閒談中，其重點不外名利，但我仍多方譬解勸慰他。六
月十八日黛納颱風猛襲臺東，損壞甚大，其餘各地及自家均安好。養
正已四滿歲，漸懂事，有問有答，可以多多接受指導矣。」



每人一生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意外的毀謗與無理的責備，心情自
然受到很大的衝擊。我亦有過這方面的閱歷。一九六五年三月，我盡
心盡力處理至友王大眾在紐約的喪事，並將其靈骨灰妥善寄歸臺北他
家人。不料事後從臺北傳來，其雙親在親友間表露對我不滿的閒言閒
語，甚至有指責之辭。父親深恐我的心情受打擊，影響情緒。故來諭
（見家書第 184 封）抄錄寒山與拾得之間的一段問答，囑我體驗其中
的含義與啟示，以面對任何意外的指責及不滿。事逾半世紀，回首前
塵，深感一個人之修養的重要性。祗可惜年輕時，往往很難會有這方
面的領悟。雖然我現已年邁，但重讀郵簡（家書）裡的家訓，還是受
益匪淺。如父諭“盡人事、聽天命”，已成為我退休後，日常的口頭
語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臺北市同安街南堂天主教堂，接受領洗，成為
天主教徒，付洗的神父是臺大教授方豪。來美後，一九六五年間，曾
因好奇，受朋友之邀，參加過幾次基督教的禮拜活動。不久，哪位朋
友正式徵詢我，考慮成為基督徒。當時我婉言回答，大意是： 「我是
領過洗的天主教徒，要對當年領洗負責；我不會改變我的宗教信仰，
來另一次領洗入基督教。」從那以後，我沒有再參加他們的活動了。
寫到此，想起一九五四年，我在臺大加入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
的歷程。當年傅啟學訓導長主持一個國父思想研習會，一週兩次，有
十多位同學經介紹參加聽講，我是其中一位。他不但詳述國父中心思
想與其救國理念，更強調當前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後的嚴峻處境，
以及知識青年的責任。在兩個月後的結束會上，他語重心長地說，你
們都是當前國家最優秀的知識青年，若信仰國父的救國理念，歡迎成
為中山先生的信徒。因崇拜敬仰國父，同年我就正式宣誓加入國民
黨。身係基層黨員逾六十年，對當今黨德之不振、黨魂之消失、領導
之無方，甚感痛心。但一介平凡人的我，嚴肅重視宣誓與領洗，故不
脫黨及不改信他教。這就是我的性格。
一九六五年七月間，為了上班方便，我從馬州遷至維州 2300
25th St. South,Arlington, VA 22206 公寓居住。

第 188 封家書（1965 年 7 月 22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七月十四日來掛號信，附美鈔五十元，於十
九日收悉。母親生日，臺中楊所長邀我同媽去那裡一遊。母親因得你
此次的款項，增加她出遊的興趣及膽量。屆時家中一切，自知注意保
管，希免念。婚姻誠有緣分、不可強求、亦不必強求、惟求志同道
合。關於枝枝節節之處，男人切勿苛求計較，總要在大處與遠處考
慮。」
阿東附筆（節錄）： 「這學期的成績除微積分外，其餘均已公
佈。物理 97、化學 81、國文 84、英文 92、近代史 94、國父思想 88、
軍訓 92、投影幾何 94、化學實驗 85、物理實驗 80。 現在我每天在修
女那裡學英文和在家看看書外，還打球、游泳、及主持青年會團契活
動。」


季蕉森

我們絕不與他人計較，至要至要，你應注意。
總之，凡事做到老、學到老。上面我抄錄寒山
與拾得的問答，就是最佳忠言。你務必體驗力
行之。阿東上學期成績優良，校長頒發獎狀及
獎金新臺幣五十元，又退回學費新臺幣七十
元。希望有此好的開始，積極前進，力求增加
知識之快樂。」
註：第 168 封家書郵簡的下半頁，就有王大眾令尊王覺之的三月
廿六日晚親筆致我的附言。我已抄其全言在該次家書之節錄中。
（見：《家書抵萬金（十五）》）

第 190 封家書（1965 年 8 月 4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七月廿三日郵簡，於廿七日收悉。嫉妒者係
不明事理，不明事理者係知識短淺，知識短淺者，乃俗氣太重。我希
望你們兄弟，心地要超脫俗習，而行事要合於天理、人情與法律為
要。母親以前很想去王府看看他們，安慰他們。自從得知他們夫婦因
痛惜愛子，而懷恨我們之後，即心灰意冷，至今尚未往來。 我同母親
中部旅遊，日期定八月三至六日。大嫂生日，母親已替你贈送禮金新
臺幣二百元。」
阿東附筆（節錄）： 「我已得知微積分的成績是 96。這學期總平
均是 89.8。上學期的總平均是 87。爸爸決定要買打字機了，暑期我又
多了一件事，學打字。」
第 192 封家書（1965 年 8 月 16 日收到，在維州）
父 諭 （ 節 錄 ） ： 「自 家 已 買 了 一 個 手 提 英 文 打 字 機 （Royal
牌），價格是新臺幣三千二百元。先供阿東練習好之後，大哥大嫂將
來均可學習使用。我認為總比購置電唱機來得有意義。母親六十歲生
日臺北各親友均送賀禮，但一一謝拒了。八月三日上午，我同母親搭
觀光號飛快車，赴臺中一帶遊覧。大哥大嫂阿東養正送我們上車，來
回車票係大哥購送。這次出遊會見了好多位親友，有林炳光、胡龍舅
舅、胡益進舅舅、潘樹珍夫婦、陳嘉斌姑丈、楊紹裘伯伯、朱山叔等
及其家人和後代。各家均對我們殷勤款待。胡龍舅媽梅影陪同母親看
了一場電影，兩位舅舅在家同為母親祝壽，並夜遊霧峰省議會，夜景
甚美。鄉間空氣清新，夜睡安靜，心神曠怡為我們多年來所未曾享
受。姑丈陪同遊故宮博物院及八卦山等名勝景區。楊伯伯家盛宴招
待，夫婦又陪同我們遊日月潭。這次很高興目睹中部各親友家平和、
安康與興旺的景像，甚慰。六日結束這次出遊，於上午十一時返抵家
門,我和母親甚感愉快。此行母親還贈送幾家晚輩的見面禮金，若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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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贈送的車費在內，共開支計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阿東附筆： 「本學年度大專院校聯考，甲組最高分是臺大機械工
程學系。出頭了，好樂！」
第 195 封家書（1965 年 8 月 26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八月十七日郵簡，廿二日才收到。自家和鄰
居相處十多年了，他們都能聽懂母親的溫州話。廿日養正需繳忠心幼
稚園的學雜等費，母親已交大哥新臺幣三百五十元去支付。自家真似
同燈籠，外紅內空。最近希真表姐和大姑母（季菊華）曾為她們友
人，先後向自家商借美金，結果均無以應，似難得人諒解。我觀察一
般人的用塲情形，任何人家都比自家充裕。母親一生未曾帶過手錶，
未塗過口紅，更未用過任何化粧品。在都市中恐無人節省勝過母親。
若非如此，則我必無以維生，你們兄弟學業亦必受到影響。母親曾說
我所得的錢，如購香燭供菩薩，當有所報應！此乃自慰之言，非外人
所得相信也。此項承繼祖先的家風已有數代了，你輩宜繩守之。」
第 196 封家書（1965 年 8 月 26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你八月十八日夜具稟及附致王大眾父親函件，
於廿六日收悉。你給王父函件，我已看過，尚無不週到之處。為朋友
服務，而得反報答，並非你獨有，我亦曾有數起。你應該極客觀，曠
達自慰為要。孟子曰：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我希望你們總要隨時學習
養就浩然之氣的功夫，而要謹防小人。施伯母之自待及待人（並非指
待你而言），實在令人敬佩之至。你可曾遇見過像施伯母類似的為人
沒有？」
第 197 封家書（1965 年 9 月 7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八月廿八日掛號信及附美鈔五十元，收悉。廿
九日上午我同母親搭法院的交通車，去遊烏來及碧潭，至下午四半才
回家。家庭中應力求和氣，少說評判言語，宜多作身教，以潛移默化
求進步為要。你等今後應注意及此。」
第 198 封家書（1965 年 9 月 9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母親常操心有關大哥對養正外祖父母之年節應
盡的孝敬禮數。現有你協助家用之款，使她放心。我常言，自家似燈
籠，外紅而內空，唯有我們自己知道，此外任何至親、近戚及友好，
均不諒解。所以我們應更加克勤克儉，以資克服困難。我素來認為凡
事應“盡人事、聽天命”及“求事在人、成事在天”。若能做到“盡
其在我”，則於心安矣！希你體驗之。母親以次家人均安好，希免
念。」
第 199 封家書（1965 年 9 月 29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凡名人必有嘉言，是乃“有德者必有言”。中
央日報常載有“嘉言類選”，我看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想到你
祖母性格如此，可資紀念。又看到：窮通得喪、俟其自天。我甚同
意，你亦應有此胸懷。圍棋大師吳清源指示其學生林海峰奕棋謂：
“求勝之心，仍不可太過急切，一切泰然處之，這是做人之道，亦是
奕棋致勝之道。”我想這亦是對任何事求其成功之道。這是順於時運
之神，默默主宰之道。你應體驗之。卓舅公爺日前送自家公母雞一
對，說母親近來氣色很好。我想其言正確，因自家人天天在一處，是
難能感覺到的。你可寬慰。」
第 200 封家書（1965 年 10 月 1 日收到，在維州）
父諭（節錄）： 「九月九日郵簡，廿五日到臺北，收悉一切。你
說：“我的心情因施伯母來，改善很多。”令家人欣慰。你初抵美先
住施伯母處，備蒙愛護關照，此情莫忘。你應注意伯母之飲食。總
之，一切要使伯母愉快康樂，也讓施姐姐安心。自家各人均認識施伯
母，希代大家向她請安。」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於馬州 （待續）

台灣影視
星期三

2017 年 11 月 8 日

Wednesday, November 8, 2017

B5

林宥嘉妻子曬雙手摸凸肚照

否認懷孕稱吃太飽
据台湾媒体报道，丁文琪年初与林宥嘉完成结婚登记，6 月举行婚宴，
小俩口幸福气息感染众人，也不吝于公开放闪。平时常透过脸书分享日常生
活的她，5 日开设 IG 帐号，首发文公开一张“双手摸著凸起的肚子”照片，
引来网友们的讨论、直呼“有了”、“终于~”。
照片中，可见丁文琪穿著一件亮黄色的上衣、黑裤，配上深蓝色长版外
套，站在腹部骨头背景前，张大嘴摆出“双手摸著凸起的肚子”pose，并写
下“开张大吉！耍个饱”，引来许多网友回应“怀孕了”、“终于~”、
“有 IG 了”、“期待小宥嘉小 kiki”。
为了宣传开设 IG 帐户，丁文琪转分享发文在脸书上，似乎怕粉丝看了
“凸出来的肚子”会误会，发文同时写道“只是吃太饱啦”，仍是让吓到不
少网友。另外，她与老公林宥嘉近期去蜜月旅行，回国后，她晒“老公视角
”照，却只见照片中她被风吹起的围巾遮住脸，仅露出右边秀髮，让她写下
“蜜月旅行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心得就是：林宥嘉真的把他毕生的努力与天赋
都奉献给音乐了。”

周傑倫摟愛妻昆淩秀恩愛

黴黴竟這樣入鏡

範瑋琪演出難解相思苦
為了看兒子竟然……

据台湾媒体
报道，范玮琪 4
日小巨蛋演唱会
圆满落幕，老公
陈建州（黑人）
带著双胞胎儿飞
飞翔翔来看她唱
歌，她在庆功宴上自曝做了“低级事”，原来她日前赴美加演出 8 天，由于想念儿子，又怕打扰保姆，“我
在他们房间装了监视器”，借此掌握儿子们的行踪，一解相思愁。
范范前晚感谢好姐妹小 S 帮忙时，误将“小 S 分文未取”说成“小 S 身无分文”，让全场笑翻，她解释：
“我不知道哪里掉出一句，我想要呈现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但许多好友都透过 VCR 和她合唱，唯独在场的小 S 没有，范范笑说：“我怕她喝两杯才来，这样的话我
不能控制，怕她喝醉，加上她带了 3 个孩子坐 3 楼，所以合唱有难度”。

11 月 7 日，周杰伦晒出一张搂著
爱妻昆凌的合影，还调侃称：“哈哈
，这张照片有点像。来嘛，跟哥拍一
张。”照片中，昆凌身穿黄色卫衣，
戴黑色口罩，周杰伦手捧热饮，揽过

昆凌的肩膀，十分恩爱。而背景里的
泰勒· 斯威夫特新专辑海报封面也不
小心入镜。网友调侃：“华语天王周
杰伦和美国天后泰勒丝最新合影！有
生之年啊！”

潘瑋柏送杭外高三 2 班全體同學新專輯
潘玮柏曾经在综艺节目《我去上学啦》中承诺给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三 2
班全体同学每人一张新专辑，11 月 6 日他通过微博兑现承诺，晒出高三二班
同学手拿新专辑的合影，并祝同学们高考加油。
11 月 6 日晚，潘玮柏通过微博晒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三二班全体同学合影
，并写道：“没忘记答应的。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
三 2 班 希望你们喜欢，高考加油！miss yall， be
good， study hard， play hard。 All the best 。”
照片中，同学们每人手里高举潘玮柏的新专辑，开
心对镜比 V 甜笑。
此微博曝光后，网友纷纷羡慕并留言点赞，称
：“言出必行优质偶像！”“同学们都收到潘帅的
专辑了！高考，加油！”“暖心的潘玮柏，细节往
往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品行。”

11 月 6 日晚，
林志颖晒吉普车并
称：“看来短腿的
我不适合开这车，
上车还要跨一大阶
才爬上去，位置坐
的比大巴车高，真
是辛苦，但这居高
临下的感觉还真不
错！”照片中，林
志颖戴着黑色棒球
帽，白色 T 恤配牛
仔裤，黑超遮面，
高高的吉普车，林
志颖都要一大步才
能上的去，kimi 完
全是在爸爸的搀扶
下上去的。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称：“享
受的就是那种感觉，小志也是酷毙了！”“光听你说就
觉得这个车很酷了，可爱的 Kimi 好久不见。”

林誌穎體驗新車自侃腿短不這合開

小 S 自拍 「眼球爆血」 照 沈痛告白：我眼睛快瞎了

艺人小 S（徐熙娣）以《康熙来了》走红两岸三地，节目
停播后，她除了受邀主持大六节目《姐姐好饿》；今年推出电
影《吃吃的爱》外，几乎将重心摆在家庭生活，不过昨（5 日
）凌晨却突然在脸书 PO 出眼睛特写照，只见眼睛红到快爆浆
，画面令人憷目惊心，并写道：「我现在快瞎了。」让网友看
后心疼不已。小 S 昨天在脸书上传「眼球爆血」自拍照，并
PO 文写道「千万不要手贱，别人叫你擦ㄧ天三次，我ㄧ天 50
几次，睫毛长不长就算了，我现在快瞎了！」原来小 S 为了让
眼睫毛快速生长，发奋狂擦睫毛增长液，没想到睫毛飞但没变
长，眼睛反倒充满血丝，让她觉得相当痛苦。PO 文一出，粉
丝纷纷提醒她一定要记得去看医生，还亏她「已经够美了，这
洋是在干嘛啦」，让小 S 幽默回应：「女神失控的一天」，对
自己行径哭笑不得。另外也有许多网友推荐她好用的产品，说
很有效，让她的讨拍文瞬间变成业配文。
另一方面，小 S 受访时透露，虽曾表示不希望女儿进演艺
圈，但许老三却意外的有观众缘，十分受欢迎，并认为她长相
没有攻击性，也曾告知许老三若在校被同学欺负，回家一定要
说，没想到却总是接二连三接到许老三在学校欺负同学的消息
，例如拿纸屑丢同学、拉扯同学的头髮、拿蜡笔在同学的本子
上乱画，除此之外，在坐校车时，还请同学帮她扣安全带，但
就在同学在扣上后，她又把它按开，来回数次，让对方的指甲
受伤。让她对同学的妈妈感到非常抱歉，除了致电给对方外，
也严厉要求许老三「九十度鞠躬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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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芳菲》終極預告&海報雙發
埃米爾·赫斯基最難忘和劉亦菲的吻別戲

由比利· 奧古斯特最新執
導 ， 劉亦菲、埃米爾· 赫斯
基 、嚴屹寬、余少群等實力演
員聯袂出演的電影《烽火芳
菲 》 將 於 11 月 10 日 全 國 公
映 ，今日電影終極海報、終極
預告片雙雙曝光，在戰爭陰雲
籠罩的年代，人們勇敢堅強，
敢於反抗，壹場震撼而又感動
的故事即將展開。
該片由真實歷史事件改
編 ：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
由 64 名飛行員組成杜立特飛行
隊轟炸東京後，因油料不足迫
降到中國境內，其中 56 名被當
地百姓救起並安全送回美國。

此次救助事件使中國遭到了日
本發動的細菌戰等殘忍手段瘋
狂報復，招致近 25 萬中國百姓
遇難。今日公開的終極預告
片 ，將這段身為軍官遺孀的英
子冒死救助美國飛行員傑克的
故事娓娓道來。
海報中劉亦菲衣著簡樸，
神色堅強而又隱忍，壹改往日
清純靚麗的形象，演繹壹位命
途多舛的寡婦：丈夫在戰爭中
犧牲，女兒鈕鈕尚還年幼，不
被社會尊重。戰爭造就的苦難
全數壓在了英子身上，看似柔
弱的英子卻堅韌地扛起了所有
重擔。

飾演美國飛行員傑克的埃
米爾· 赫斯基則在海報中身穿粗
布衣裳，手拿機槍，神色緊張
地隨時等待戰鬥的來臨。鈕鈕
在海報中則神情悵然，母女之
間相依為命的親情也令人為之
動容 。 海 報 下 方 飄 揚 的 綢 帶
戰 火 飛 揚 ， 點 燃了那段崢嶸
往事。
英子冒著生命危險救助美
國士兵的行為，充分體現了戰
亂時期的人性之美與至真大愛，
也是無數閃現著人性光輝的中
國民眾的縮影。影片中，傑克
藏身在英子家，二人語言不通，
身份差異巨大，卻在殘酷的戰

爭背景下產生了情愫，臨行壹
吻打動人心。主演埃米爾· 赫斯
基在采訪時也表示道“比起那
些驚險的場景，真正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和劉亦菲吻別的戲。”
影片整個故事充斥著戰爭
的殘酷與沈重，人物關系滿溢
矛盾與沖突，角色命運彌漫著
坎坷與不幸，卻恰恰展現出了
中國民眾在特殊年代的頑強生
命力和人性的至真至善。據總
制片人孫鵬透露，為了更好的
還原歷史感，導演比利多方查
證歷史資料，更是前往故事發
生地考察，體驗當地生活，力
求將歷史還原。

《引爆者 》曝“影帝”系列新海報
段奕宏王景春 兩位“東京影帝”同臺飆戲

《不成問題的問題》隱喻職場內鬥
導演認為老舍原作有不可替代的“現代性”

由常征執導，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燊主演的動作犯罪
片《引爆者》即將於 11 月 24 日引爆賀歲。近日，電影曝光了壹組
“影帝”系列海報。海報中，段奕宏煢煢孑立，或沈默擡頭望天，
或內心復雜靜坐，或留下寂寥背影。面對著火星沖天、煙霧彌漫的
爆炸場面，段奕宏絲毫不為所動，目光堅毅，壹場驚天動地的復仇
之戰壹觸即發。
在最近的東京電影節榮升為新科東京影帝的段奕宏，壹舉成為金
爵東京雙料影帝，更是與同為東京影帝的王景春同臺聯手，兩大東京
影帝爆發精湛演技，詮釋壹個小人物黑化復仇逆襲的驚險故事。
段奕宏在片中詮釋了壹個名不見經傳，卻又深藏不露，被逼上
梁山的小人物，在陷入絕境後，化身驚世駭俗的爆炸高手，在逃亡
路上展開復仇之戰。提及片中男主角最吸引他的出彩點，段奕宏真
摯坦言是壹個“很難演好的草根”，而對《引爆者》這部電影，段
奕宏壹語中的：“觀眾看完壹定是很爽的。”
在曝光的新款海報中，身處繚繞煙霧中的段奕宏手持正在倒計
時的威力炸彈，神情冷峻卻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漂浮在半空中的手
銬，充斥者罪惡與黑暗的暗流；而另壹款海報中，置身於壹片火海
的段奕宏靜坐在搖搖欲墜的陳舊沙發上，目光充滿著威懾力，似在
醞釀著壹場壹鳴驚人的復仇行動；第三張海報當中的段奕宏則只以
背影示人，遠處火光沖天、壹片狼藉的城市讓人窒息，錯綜復雜的
畫面沖擊著觀眾感官，壹場終極 PK 壹觸即發。

獲得第 53 屆金馬影展最佳男主角、最
佳改編劇本、第 29 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
賽單元最佳藝術貢獻獎等多個電影獎項的
《不成問題的問題》，今日片方發布壹組
“人· 情· 事”海報，展現出電影中錯綜復
雜的世態，人情人事的糾葛，以及做人做
事的選擇；而導演深入淺出的影像風格，
卻也讓故事性和趣味性，及詼諧的諷刺，
巧妙的融於壹體，與個性化和風格化的文
藝片截然不同，可以說是壹部人人都可看
懂的文藝片。
在今日發布的這組“人· 情· 事”海報
中 ， 範偉作為最大的主角串聯三張海報，
“人”字海報上，壹側是範偉抱著雙手有所
期待的看著殷桃，而殷桃則是別過臉去，滿
臉愁緒；“情”字海報則是範偉雙手合十笑
容可掬，張超壹手插兜壹手持煙，擺出壹副
清高姿態；“事”字海報上，範偉翹著二郎
腿仿佛在哭言相勸，另壹側王瀚邦則手持賬
本眉頭緊鎖。
範偉飾演的樹華農場舊主任丁務源作為
“會做人”的典範，在各種人際關系裏遊刃
有余，不僅能打點上頭，更能安撫下屬，實
屬“和稀泥”高手，將中式“中庸”體現得

淋漓盡致。王瀚邦飾演的是樹華農場的新主
任尤大興，壹個留學英國歸來的實幹派，進
到農場後立即三把火開始進行改造和改革，
卻發現困難重重，殷桃則飾演的是尤大興的
太太明霞，壹個亂世中只能夫唱婦隨的小女
子，懂得些人情世故，卻又不知道怎麽為丈
夫解憂，為自己爭取。張超飾演的秦妙齋，
是壹個受到新興思潮影響的年輕人，對藝術
有所追求，人漂亮又說得壹口漂亮話，和丁
務源狼狽為奸把控農場。
三張海報以文字為主體，人物關系昭然
若揭——會做人的丁務源和明霞，用情感煽
動太太小姐們的丁務源、秦妙齋，對著農場
這攤子事無可奈何的丁務源和尤大興，丁務
源串聯起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然各種
事情也因此發生。最微妙的是，這壹組文
字海報，還能進行不同的組合，指向“人情
事”，“人事情”，“情人事”，指向影片
中更深層更為復雜的人物關系，而做人還是
做事的選擇，也同樣直指當今社會人際往來
的痛點。
電影《不成問題的問題》改編自老舍同
名小說，小說以漫畫式的誇張寫法塑造了丁
務源、秦妙齋及尤大興三個人物原型，其中

尤大興的太太明霞也作為小說中唯壹出現的
女性形象，四個人物又分別作為壹類人的縮
影，彼此碰撞產生故事。
在改編成劇本之時，梅峰為了讓小說
中的人物更立體豐滿，讓人事沖突更直
接 ，增加了壹些功能性角色，而這些角色
直觀的影響了主要的四個人物的行動。事
情起因於農場的買賣不僅沒有掙錢，反而
賠錢，農場老板們想要從人事上著手，換
了這個處處打點得宜的舊主任丁務源，然
而新主任尤大興走馬上任後，卻並未獲得
老板們預想的效果。壹場換人的戲碼，儼
然變成了老板們的權利內鬥，而導火索正
是農場裏的藝術家秦妙齋的朋友，牽壹發
而動全身，農場人人自危。
據了解，梅峰導演在挑選內容之前，通
讀了老舍的小說，對於這壹篇尤為鐘意，認
為其擁有不可替代的“現代性”，而從此前
片方發布的預告片以及今日發布的三張海報
來看，因人事而牽扯人情，進而引發矛盾，
頗有職場鬥爭的效果。不少此前在影展看過
展映的網友也表示，電影《不成問題的問
題》是壹部現代人的職場教科書。電影將於
11 月 21 日全國公映。

綜合影視

星期三

2017 年 11 月 8 日

《刺殺蓋世太保》終極預告海報雙發

真實還原二戰納粹頭領遇刺事件 11.24 上映

Wednesday, November 8, 2017

B7

將於 11 月 24 日在內地上映的戰爭片《刺殺蓋世太保》今日發
布終極預告及海報，該片由塞德裏克· 吉門內茲導演，傑森· 克拉克
、裴淳華、傑克· 奧康奈爾、米婭· 華希科沃斯卡、傑克· 萊諾等演
員主演，真實還原了二戰著名納粹頭領海德裏希遇刺事件。在釋出
的預告中，密集激烈的槍戰將觀眾瞬間帶回刺殺第壹現場，而頗具
新意的雙線敘事視角，則為觀眾呈現了更加真實深刻的史詩故事。
《刺殺蓋世太保》根據歷史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二戰史上著
名的刺殺事件“類人猿行動”。被稱作“納粹斬首官”的蓋世太保
頭目萊因哈德· 海德裏希，在策劃了多起殘忍的“人類血統清除行
動”後，被英國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聯手刺殺。
影片集中呈現了從謀劃到行刺的全過程，在發布的預告中，
“槍”成為串聯起線索的重要元素，而多場槍戰則是推動影片節奏
的關鍵。無論是納粹集體槍殺村民，或是街頭持槍追擊，又或是教
堂中悲壯的“自殺式”槍戰，越發密集的子彈與槍聲壹步步將氣氛
推至高潮，而伴隨著壹句“海德裏希必須死”的旁白，槍聲在達至
頂點後戛然而止。
從預告裏可以窺見，多場緊湊激烈的槍戰場景是影片的壹大看
點，近身槍殺場面使觀眾得以零距離親歷刺殺現場。而與預告同時
發布的終極海報，也突顯“壹擊必殺”主題，畫面上對準海德裏希
的碩大瞄準鏡，渲染出“箭在弦上”的局勢緊張感。
此前，該片在戛納電影節進行放映後，獲得業內的好評，許多
觀眾對於影片別具壹格的雙線敘事贊嘆有佳。同類型題材往往將視
角聚焦於代表正義壹方的刺殺士兵，而《刺殺蓋世太保》除了呈現
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刺殺始末，亦采用大量篇幅真實還原納粹魔頭從
黑化到隕滅的希噓壹生。
《刺殺蓋世太保》將於 11 月 24 日與內地觀眾見面。

X 戰警要回歸漫威電影宇宙了
戰警要回歸漫威電影宇宙了?
?
別著急，
別著急
，迪士尼收購福斯談判陷入僵局
好萊塢“六大”以後要變成“五大
”了？據外媒報道，20 世紀福斯公司的
最大股東默多克家族在最近幾周正在和
迪士尼洽談賣股份的事。而隨著各種報
道甚囂塵上，從周壹開始至今，福斯的
股價已經暴漲了 9%。最新消息，談判已
被擱置，不知能否重啟？
最早的消息來自美國財經媒體 CNBC，據悉，福斯此次洽談主要會出售的
是電影及電視制作業務、FX 有線電視網
、國家地理頻道以及旗下壹大堆的國際
頻道。美國時間 11 月 6 日的報道壹出，
福斯的股價在半個小時內就漲了 6%，下
午 1 點半升至 9%達到峰值，最後收市報
26.62 美元。而迪士尼上漲了 2%，收市報
100.64 美元。
消息壹出，漫威粉絲可就激動了。
這是否意味著有生之年，終於可以看到
《X 戰警》《神奇四俠》出現在《復仇

者聯盟》系列裏了？但別開心太早，據
彭博新聞社最新消息，內部人士爆料迪
士尼和福斯已經暫時擱置了談判，在幾
周的洽談後，還是陷入了僵局。不過遙
想當年漫威和索尼的談判也是輾轉了幾
回合，最終還是能看到小蜘蛛回歸漫威
宇宙。所以，讓我們姑且保持著吃瓜的
心態，靜觀其變
目前為止，持有福斯將近 40%股權
的魯伯特· 默多克依然是最大的話事人，
默多克家族保有對福斯公司以及新聞集
團的實際控制權。壹直以來，傳媒大亨
魯伯特· 默多克都被視為最強悍的買手，
從上個世紀鯨吞了全球出版及廣播業的
半壁江山，到近十來先後收購道瓊斯公
司和《美國國家地理》……這壹回居然
要賣，此次報道壹出簡直轟動了業界。
倘若此次買賣果真敲定，那麽 20 世
紀福斯集團以後就只剩下福克斯廣播公

加裏奧德曼劍指影帝的《至暗時刻》定檔 12.1

司、福克斯電視臺、
福克斯體育頻道和新
聞頻道。
其實並不奇怪，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的 規 章 明 確
禁止任何壹間公司擁
有超過壹家“四大”
廣 播 公 司 （ABC、
CBS、NBC、FOX）。迪士尼旗下已經持
有 ABC 新聞和 ESPN，福斯體育和新聞頻
道要是再被並進去，很可能會引發行業
的連串反壟斷爭端。此外，報道也猜測
，默多克此次出售舉動，估計是與其英
國收購計劃之失利有關。
持有英國天空廣播公司 39%的股份
的默多克，壹直計劃想把剩下的 61%也
收了。但目前看來這有點懸了。日前，
英國通信管理局（Ofcom）在日前曾譴責

福斯某節目違規；去年八月，福斯新聞
頻道更是曾經壹度在英國被強行掐掉。
看來默多克要想過英國通信管理局這壹
關還是不容易。眼下，20 世紀福斯還是
有壹定市場體量的傳統巨頭，但相比起
迪士尼、康卡斯特旗下的 NBC 環球和
AT&T 旗下的時代華納，福斯的規模還
是弱。報道分析，福斯考慮自身依靠傳
統渠道已經不行，得抱新興媒體的大腿
，例如臉書、蘋果、亞馬遜、奈飛和谷

制作班底方面，影片由當年奧斯卡大熱
之作《贖罪》的導演喬·賴特執導，奧斯卡
中國定檔預告曝光 再現丘吉爾與敦刻爾克戰鬥實錄 獲獎影片《萬物理論》的編劇安東尼·麥卡
滕執筆，匯集了包括加裏·奧德曼、克裏斯
汀·斯科特·托馬斯、莉莉·詹姆斯在內的全
英國主演陣容。本片節奏緊張，既重點展現
了丘吉爾坐鎮國內、制定戰時策略的場景，
也描繪了英吉利海峽對岸士兵們的情感遭遇
——被納粹包圍時，只能退守敦刻爾克的沙
灘，而面對必死結局，卻依然要戰鬥到底。
前不久《敦刻爾克》在中國上映，引發
了中國觀眾對該事件的關註，而聚焦於敦刻
爾克同壹時刻英國本土的《至暗時刻》在此
時上映，想必會再度引發觀眾熱情。
這部電影並非只展現了丘吉爾執政早期
強大的領導力，更完整地講述了他是如何在
失去所有盟友的嚴峻形勢下，依然做出決定
，最終利用民船從敦刻爾克成功救回了 33.8
萬名士兵。
支中文版預告片中，壹句“當妳已經頭
入虎口是沒有辦法跟他講道理的”咆哮出口
，加裏·奧德曼扮演的丘吉爾幾乎能夠以假
廣受好評的電影《至暗時刻》，今日正式宣布中國內地定檔 亂真。預告所披露的數次政壇交鋒，也展現了丘吉爾直面反對
12月1日，除美國以外，中國成為全球最早可壹睹本片風采的國 黨派時強大的領導力，更挖掘了其“肩負起世界責任”時與常
家。電影基於真實歷史，還原了丘吉爾在二戰期間帶領英國渡 人無異的糾結和自我質疑。《至暗時刻》從多倫多電影節亮相
過的最艱難、也最關鍵的時刻。故事主要聚焦在丘吉爾所面對 以來，在海外媒體中受到好評。尤其加裏·奧德曼的教科書式的
的戰時危機和困境：納粹軍隊橫掃西歐的糟糕境地下，究竟是 表演，被認為是對丘吉爾的終極演繹。已有多家權威外媒預測
放棄抵抗與希特勒議和；還是不顧對立黨派的阻撓和國王的動 ：今年必定成為加裏·奧德曼的豐收年，他已提前鎖定多項影帝
搖，繼續為英國的自由而戰。
榮譽。

歌等等，而這些新興媒體也剛好開始涉
足內容產出和分發業務。
根據 CNBN 的報道分析，福斯此次
收窄業務範圍，主攻新聞和體育也許會
更有優勢。而對於迪士尼來說，這次收
購是繼漫威、皮克斯、盧卡斯影業之後
的壹次大案子，無疑會進壹步壯大它在
電影市場上的實力。不過目前，迪士尼
和福斯方面都未有回應。也有傳聞說談
判可能會失敗。

《正義聯盟》試映評分與《神奇女俠》相當

影片上映前兩天解禁評論

閃電俠被看好成爆點

《華爾街日報》今日發表文章，
透 露 了 更 多 關 於 DC 超 級 英 雄 電 影
《正義聯盟》制作的幕後消息。
據報道，制作周期長達十八個月
的《正義聯盟》成本接近 3 億美元，
成為成本最高的 DC 電影（暫不確定
該數據是否為退稅後的成本）。這其
中包括橋斯· 韋登接手的大規模補拍
的支出。
導演紮克· 施奈德在年初遞交了
自己的剪輯版本，華納認為紮克· 施
奈德在讓影片基調更輕松的工作上已
經取得了進展，但還有更多需要完成
。橋斯· 韋登補拍內容主要是影片中
對話多的場景，而動作場景都由紮
克· 施奈
德完成。
為了讓這
部分和紮
導風格化
的動作戲

相協調，工作室付出了很多時間來讓
兩部份融合成壹部完整的電影。
《正義聯盟》官方確定電影時長
為 119 分 鐘 ， 這 並 不 是 偶 然 。 華 納
CEO 凱文· 辻原明確堅持，要把片長
控制在兩個小時以內。初剪輯的版本
未達到創作團隊想要的結果，但是最
終版本的試映評分已經接近《神奇女
俠》所取得的分數。有美國影評人發
推表示收到了華納的郵件，《正義聯
盟》媒體口碑解禁時間為 11 月 15 日
——電影正式上映的前兩天。屆時，
影迷和影評人對這部影片的看法，值
得期待。
另外，在華納內部，埃茲拉· 米
勒飾演的“閃電俠”巴裏· 艾倫這個
角色被看好成為正聯裏的爆點，獨立
電影也處於優先制作的等級。目前已
經確定檔期的 DC 超級英雄獨立電影
有 《海王》2018 年 12 月 21 日和《神
奇女俠 2》2019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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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奇周日舉行祥龍點睛儀式
感恩節投入城中區主流大型遊行梯隊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為祥龍點晴
陳家彥處長為祥龍點晴。
。
（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舞龍的創造和流傳是
全中華民族光輝歷史的一部份，為我們民族百姓所
喜愛，舞龍帶有吉祥、興旺、太平和繁榮之意，點
晴則意寓賦予光明、賦予力量。今年感恩節，台灣
傳奇舞龍隊，將會重新走上睽違三十年的感恩節大
遊行之路，將祥龍的形象重現全休士頓巿民的眼前
，為休巿人再度獻上吉祥、興旺、太平和繁榮的祝
福。

台灣傳奇包括兩組組隊，2015 年成立的龍舟賽
隊和 2017 年成立的舞龍隊，龍舟隊以台灣留學生
和移民第二代男女混合年輕成員為主，參與激烈競
賽至今，連年榮獲糖城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前三甲
名次，而舞龍隊也於今年年初元旦升旗典禮中，在
僑教中心廣場前遊走飛動，僑胞在歡聲雷動鼓聲中
迎來新的一年，更將於 11 月 23 日參與休士頓城中
區主流大型感恩節遊行，呈現雙龍戲珠獻瑞、花車
遊行與原住民舞蹈表演；台灣傳奇成立的宗旨在於
希望提供年輕人一個有益身心和交流聯誼的平台，
發輝團隊合作精神，凝聚向心力，於海外美南地區
讓華洋子弟薪火相傳中華傳統文化精湛技藝，讓台
灣走進世界，讓世界看見台灣。
台灣傳奇於周日（11 月 5 日 ） 下午二時半，
在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行雙龍點睛儀式，並邀請 「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及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為舞龍開光點睛，祈求休士頓風調雨順，中華民國
台灣國泰民安。當天，台灣傳奇會長暨總召集甘幼
蘋僑務委員也在現場點晴，舞龍隊隊長吳而立，羅
莤莉夫婦都率團員在現場亮相。
「台灣傳奇
台灣傳奇」
」 舞龍隊友
舞龍隊友，
，與出席點睛儀式的貴賓
與出席點睛儀式的貴賓（
（ 右八起
右八起）
）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
莊雅淑主任、
、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
陳家彥處長、
、 「台灣傳奇 」 會長暨總召集甘幼蘋僑務委員及副處長林映
佐在大會上合影。（
佐在大會上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中華民國僑委會2018年海外華裔
青年語文研習班第一期活動招生
「台灣傳奇
台灣傳奇」
」 會長暨總召集甘幼蘋僑委為祥
龍點晴。（
龍點晴
。（ 記者秦鴻鈞攝 ）

「僑教中心 」 莊雅淑主任為祥龍點晴
莊雅淑主任為祥龍點晴。
。
（ 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風雅集 座談會
（本報訊）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雅集將
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兩點至四點 , 在休士頓
華僑文教中心 203 會議室舉行講座。將由美南電視科技
与生活節目製作兼主持人，符濟群先生主講: 科學與生
活。
人類已經進入科幻未來了嗎？在過去三十年來，電
腦計算能力驚人的增長、語音及圖相識別能力的突破、
加上人工智慧的發展，為我們人類日常家居生活帶來極
大的影響。當天研討會將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偵測和如
何避免電磁輻射對人体的影響。家庭生活自動化：智慧
開關、感應器、冷氣控治、視頻監視。家庭中的助理：
Amazon Echo, Google Home, Apple Home Pod. 自動駕駛

汽車： 無駕駛盤自動車、AI 人工智慧車、Tessa 自動駕
駛。 無人機：介紹無人機的功能及發展、無人機載人的
運作、以及無人機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透過各種方式
的介紹、說明、講解、及討論，希望能夠讓大家增長常
識，知道如何享受現代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同時能夠避
免一些新興科技對人體的危害。
此項講座為僑社開放。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
會會員免費，非會員僅收五元。華僑文教中心的地址是
: 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歡迎僑
社大眾前往參加。
訊問請洽黃初平 Chuping Huang 832-876-9069 或
E-mail: llc@jccaa.org

企業健康成長的
一帖良方
單親媽媽妮達•瑞卡朵為了提供兩個女兒更好的生活，移民到
美國。她獨自撫養孩子，同時攻讀醫學學位，並開創了健康食品
公司 L.A. Farmacia Natural。
我們的小型商業貸款成功地協助她的企業發展，添置新廠房，
拓展產品線，服務更多客戶。妮達對健康食品的信念，是她發展
事業的動力。如今她遠遠超越最初來美國的夢想，不僅提供孩子
富裕的生活，更透過推廣健康飲食，關懷、照顧了整個社區。

聯繫商機，向前邁進。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succeed
或致電 1.877.828.8963

（本報訊）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
增進海外華裔青少年華語文能力、認識
傳統中華文化與臺灣多元文化，瞭解中
華民國進步發展現況，並促進海內外青
年互動交流， 續辦理 2018 年第 1 期 「海
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活動，研習時
間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
。凡年滿 12 足歲至未滿 24 歲(以護照所
載出生日期為憑)，居住於海外，身心健
康、學行良好、有高度學習華語文意願
，並能適應團體生活之華裔青少年均可
報名參加，即日起開始報名至當期人數
額滿截止。
課程依華文程度採分班授課、小班
教學，以求在最短時間達到最佳學習成
果，並用各項視聽設備輔助教學，增進
學習效果；另安排參訪各地名勝古蹟、
自然生態等，體驗臺灣風土民情及文化

特色。
費用部分：每期新臺幣 48,000 美元
，僑委會支付講師鐘點費、教材費及參
訪、行政等新臺幣 24,000 美元，學員自
付包括膳食費、住宿費及保險費等新台
幣 24,000 美元。
本期計招收 55 名學員，報名表及健
康證明檢查項目表等資料，請送交至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初審並轉僑務委
員會複審合格後，即發給入學同意函(可
憑申辦入境簽證)，相關報名訊息及申請
表 件 可 至 僑 務 委 員 會 網 站 (www.ocac.
gov.tw) 僑生服務/華裔青年研習/語文研
習班 下載運用，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
務 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電話：713-789-4995 分機
： 113， 電 子 郵 箱 ： hccc@houstonocac.
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