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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冬季夢幻彩燈展
來自中國「 南國燈城」四川自貢市的第三屆全
美最大規模的冬季夢幻彩燈展(Magical Winter Lights)﹐將於 11 月 17 日至明年 1 月 7 日
登場﹐該彩燈展融合東西方經典元素﹐將在感
恩節﹑聖誕節和新年三大節日期間為美國南
部地區的民眾帶來流光溢彩的視覺饗宴﹒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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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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往事》
清末大戶人家悲歡離合古裝劇

KVVV

節目介紹：
《中國往事》是由張黎執導，張國立、朱茵、趙立新、朱雨辰等主演的人文古裝電視劇。該劇講述了清朝末
年，南方蒼河桑鎮大戶鄭家和榆鎮大戶曹家之間的恩怨情仇，悲歡離合。該劇於2009年1月 1日在東方衛視
、浙江衛視、河北衛視、山東衛視上星首輪播出。

播出時間：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2時至3時首播，並於每週二至周六凌晨4時
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劇照。
▲ 劇照。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代表團出席第23屆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反對川普總統氣候政策的美國團體在第23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於德國波恩召開之際
搭起的帳篷。（2017年11月9日）

【VOA】盡管川普總統宣布將退出 巴黎氣候協
定，但美國出席了星期一開幕的第23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COP-23）。

美國國務院說
， 美國代表團
出席了在德國
波恩召開的會
議。
美國國務院星
期一發表聲明
說：“美國仍
然是《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的締約
方。 美國根據
《框架公約》
以及《巴黎協
定》參與談判
，以確保有一
個有益於並保
護美國利益的

公平競爭環境。”
川普總統6月份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該協定要求美國在2025年以前將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減少至少26％。

2016年美國大學
外國學生人數下降
獎學金收緊，一些國家給本國學生提供的就學
【VOA】美國非贏利的教育機構國際教育研究
選擇改變，以及川普政府對外國人入境美國的
院星期一發表報告說，2016年到美國大學就學
審查加強。
的外國學生人數下降。這是過去10年來在到美
針對美國大學在這方面的擔憂，主管外國人入
國求學的外國學生人數首次下降。報告說，
境事務的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新聞秘書泰勒·
2016年外國新生入學人數比前一年下降3.3%
霍爾頓說，“我們理解給外國學生提供教育有
。而2017年的外國學生人數似乎還有進一步下
利於美國，也有利於學生來源國，我們願意繼
降的趨勢。
續實行適當的入境者甄別、背景調查和監督措
外國學生人數下降，對美國許多大學是不好的
施”。
消息。由於美國公立大學經費減少，許多大學
依賴外國學生的增加來填
補經費缺額。在公立大學
就讀的外國學生繳納的是
州外學生學費，州外學生
學費大大高於州內學生費
。外國學生不但是美國大
學的重要財源，也是美國
大學所追求的學生構成和
觀點多樣性的來源。
據信美國大學外國學生就
學人數去年下跌有許多可
能的原因，其中包括其他
發達國家的大學對外國學
生的競爭力增強，一些國
家提供給赴美留學的政府
︱學生走過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校園。（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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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流量轉化為商業價值
APP 催生互聯網新生態

“超級入口”意味著巨大
商機
以騰訊的“超級入口”微
信為例，微信用戶平均每天發
送的消息數達到 380 億次，每天
僅在朋友圈發布的視頻就高達
6800 萬次。截至 2017 年 9 月份，
微信月線下支付交易次數比去
年增長了 280%。它們不僅具有
巨大的流量，也和人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
在“超級入口”背後的則

是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手握
支付寶和手機淘寶，騰訊則擁
有 微 信 和 手 機 QQ。 它 們 的 打
法不約而同，通過開放平臺擴
大自己的合作夥伴，投入流量
和資源，通過這些生態系統中
長出的樹木，來擴大自己的
“版圖”。在上周舉辦的
“ 2017 騰 訊 全 球 合 作 夥 伴 大
會 ”上，僅僅針對內容創業
者 ，騰訊就拿出了 100 億次瀏
覽量、100 億元資金和價值 100
億元的產業資源，在手機 QQ 方
面，也宣布將投入 60 億元資金
支持100萬創業者。
“超級入口”的巨大誘惑，
對於創業者和服務商們似乎難
以抵擋。蘑菇街聯合創始人魏
壹搏說得頗為坦白，“半年前，
我們曾猶豫要不要入駐微信小
程序，因為覺得這是在人家的
地盤裏，未必安全。但後來還
是決定放手壹搏，畢竟未來就
是社交電商”。
“打通”帶來高效率
“我最近生了壹個女兒，
如何向大家報喜呢？通過我們
‘用星說’的產品，妳可以購
買咖啡兌換券或者禮品卡，生
成壹些電子賀卡，並把這些卡
片發送給微信好友或者發到微
信群裏，大家點開就能獲得咖
啡券。”星巴克數字部門副總
裁劉文娟表示，這樣的產品創
新，基礎其實就是微信的社交
鏈。
“超級入口”對社交關系
的匯集，為開發者們提升了傳

部總經理洗業成說：“拿增強
現實來說，我們除了能提供圖
片識別的能力，還將開放手勢
掃描和物品識別的能力。這對
開發者來說，幾乎意味著‘零
技術門檻’。開發者只要有創
意和玩法就能做出產品，這樣
創新成本就會大大降低。”
騰訊公司人工智能實驗室
主任張潼也表示，在人工智能
領域，騰訊公司“針對中小從
業者，共享 AI 基礎能力，將算
法、數據到模型等 AI 基礎能力
開放，並為從業者提供方便易
用的接口和開發包”。
精準推薦“千人千面”
妳知 道 什 麽 是 “ 白 鬼 院
凜凜蝶”嗎？這個讀起來頗
為拗口的名字出現在今年
“ QQ 看 點 ” 的 關 鍵 詞 排 行
榜 上 ， 它 其 實 是 壹 部 少女動
畫片中的女主角。
“這說明用戶的閱讀興趣
已經相當細分化。如果讓我看
這些關鍵詞，有壹半多我都不
認識。可想而知，如果將這些
內容推送給我，我幾乎不會打
開。內容分發模式未來必然需
要創新，要通過數據來分析
用戶畫像，判斷他們關註的
內容，甚至判斷他們什麽時
候有空閑時間閱讀。”騰訊
社交網絡事業群內容平臺部總
經理楊達誌說。
記者實地選擇了 5 部手
機 ， 打 開 它 們 手 機 QQ 上 的
“QQ 看 點” ，首 屏 推 送 的 10
條內容中，的確只有壹兩條
重合。
對於開發者來說，這種數
據分析的能力，顯然意味著內
容和服務的“多元化”，憑借
精準推送，它們依靠“小眾人
群”，同樣可以獲得足夠的生
命力。魏壹搏對此頗為感慨：
“過去商家來問我，都是問把

他們的貨架放在活動頁面上的
什麽位置、能不能再調高壹點，
這就是流量的價值。但現在社
交電商的主播們都是問我能不
能給他們提供數據分析的工具，
讓他們知道‘粉絲’們都是什
麽性別、來自哪裏？這就是數
據的力量。”
在內容之外，精準推薦也
在改變應用分發場景。騰訊移
動應用平臺部總經理周濤表
示 ：“比如用戶在應用寶上搜
索 Yelp，這是壹個主要在海外
提供服務的美食推薦應用，那
我們就可以判斷，也許用戶可
能要到海外旅行。於是我們就
會把其他海外旅行需要的應用
推薦給用戶，如果不依靠數據
挖掘來識別人，這種分發形式
就無法實現。”
但是，精準推薦的“硬
幣另壹面”，就是用戶隱私
保護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實
際上，有大量用戶在社交網
絡上表示，過於精準的推薦令
人“害怕”。
騰訊副總裁林松濤表示，
這正是未來精準推薦需要解
決的難點。“其實這是精準
推薦沒做到位，導致誤把用
戶的突發行為挖掘出來。之
所以會出現問題，還是因為
對用戶畫像不夠理解。精準
推薦是要判斷用戶的普遍偏
好，而不是根據他的突發行
為來判斷。同時，還要對用
戶的愛好進壹步加以理解、
歸納。比如，都是《王者榮
耀》玩家，如果妳壹直向壹
個老用戶推薦新手入門知
識 ；或者妳判斷壹個人是足
球迷，就向壹個米蘭球迷推
送曼聯的新聞，這顯然不會
受到歡迎。如何歸納用戶的
興趣，如何對興趣分級，這
是需要技術去進壹步解決的
問題。”

綜合報導 新壹期全球超
級計算機 500 強榜單發布，中
國超算“神威· 太湖之光”和
“天河二號”連續第四次分列
冠亞軍，且中國超算上榜總數
又壹次反超美國，奪得第壹。
全球超算 500 強榜單每半
年發布壹次。此次中國“神
威· 太湖之光”和“天河二號”
再次領跑，其浮點運算速度分
別為每秒 9.3 億億次和每秒 3.39
億億次。美國連續第二次沒有
超算進入前三名。美國“泰坦”
繼半年前被瑞士“代恩特峰”
趕 超 而 落 到 第 四 名 後 ，此次
又被日本的“曉光”超過，屈
居第五名。
有業界人士指出，美國能
源部正支持建造兩臺新的超算
“Summit”和“Sierra”，其中
“Summit” 計 算 性 能 是 “ 神
威· 太湖之光”的約兩倍，預
計明年投入使用，所以最快半
年後，美國有望再次擁有全球
最快的超算系統。
再看上榜總數，中國去年
6 月以 167 臺對 165 臺的微弱優
勢首次超過長期獨占鰲頭的美
國；去年 11 月，兩國均有 171
臺上榜，並列第壹；今年 6 月
，美國以 169 臺對 159 臺反超
中國，再獲第壹。
但此次中國上榜總數達到
歷史最高的 202 臺，而美國降
至 144 臺，雙方又壹次交換位
置。
從廠商來看，中國浪潮表
現出色，這次上榜數量從半年
前的 20 臺上升至 56 臺，在計
算機企業中位列第三。浪潮高性能服
務器產品部總經理劉軍介紹說，中國
超算近年投入很大，企業建設提供高
性能計算服務方面步伐也很快，中國
超算研發單位和廠商也註重產品技術
創新，所以整體競爭力和表現有了較
大提升。
面對成績，劉軍強調說：“我們
需要清醒地看到，目前高性能計算市
場上主流產品的核心技術如 CPU（中
央處理器）、GPU（圖形處理器）都由
美國公司主導並掌控。雖然中國的高
性能計算應用能力和人才儲備有了壹
定改善，但與美歐相比差距還是很
大，需要持續努力發展。”

強榜單
500

擁有巨大用戶數且用戶黏
性極高的手機應用程序，形成
了互聯網生態圈的“超級入
口 ” 。“超級入口”能夠提
供高效率的傳播，以更低成本
獲得客戶資源和技術支持；憑
借“千人千面”的精準推送，
商家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客戶
群，將數據流量轉化為實實在
在的商業價值。
所謂“超級入口”，是指
擁有巨大用戶數且用戶黏性極
高的手機應用程序，比如微信
和支付寶。互聯網巨頭們喜歡
言必稱“生態”；現在，圍繞
“超級入口”，“生態系統”
真的來了。
圍繞“超級入口”，互聯
網新生態究竟如何形成？在
“百億”支持之外，創業者和
服務商們還需要什麽？對於互
聯網巨頭們來說，在開放之余，
又該如何守住“裁判員”和
“運動員”之間的邊界？在近
日舉辦的騰訊全球合作夥伴大
會上，記者嘗試著尋找答案。

播的效率。騰訊 QQ 支付聯合
產品部總經理賀飏向記者講
述了壹個試驗：“我們有壹
個在 QQ 窗口中能直接玩的遊
戲功能‘厘米秀’，其中有壹
款《有喵氣大冒險》遊戲，我
們只放了壹個種子，也就是說
只有 1 個用戶能看到這個遊
戲 ，但他可以分享給自己的好
友。結果壹天之後，這款遊戲
日均活躍人數達到了 4 萬人次，
兩天後達到了 200 萬人次。依
靠打通的社交鏈，能夠實現去
中心化的傳播。”
“超級入口”對用戶產生
的強大黏性，也讓服務商們
能夠以更低成本換來用戶的
活躍度。成都地鐵運營公司
總經理章揚告訴記者，今年 4
月份，成都地鐵將自己的移
動辦公系統遷到企業微信。
“我們和傳統的辦公自動化
系統做了對比，以前有 60%的
覆蓋率就算不錯，但活躍度無
法保證；現在的活躍人數是
9500 人 ， 全 員 覆 蓋 ， 全 員 活
躍 ，這其實就是因為在遷徒
之前，我們的員工早已習慣
了使用微信。”
對於互聯網巨頭而言，開
放不僅意味著手中的資源可
以得到最大效率應用，也意
味著可以不斷探索未來發展新
方向。在今年的騰訊全球合作
夥伴大會上，騰訊發布兩個
重量級的開放戰略，聚焦於
人工智能和內容，就正是基於
這樣的理由： 人工智能創造著
新的服務形態，為未來提供更
多可能，內容開始與商業模式
越來越緊密聯系在壹起。如直
播帶火了遊戲《絕地求生》，
這在以往很難想象。
被“打通”的資源，還有
互聯網巨頭手中的基礎技術能
力，比如增強現實和人工智能。
騰訊社交網絡事業群即通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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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 151 歲誕辰
獻花儀式 11 月 11 日上午在僑教中心隆重舉行
休士頓榮光會由會長
董元慶代表獻花,, 丁方
董元慶代表獻花
印前會長,, 林國煌
印前會長
林國煌,, 駱健
明出席。
明出席
。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於 11 月 11 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廳國父銅像前獻花
日上午在僑教中心大廳國父銅像前獻花。
。

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代表獻花及理事王妍霞、陳
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代表獻花及理事王妍霞、
建中、
建中
、黃膺超
黃膺超、
、董元慶參加國父孫中山先生 151 歲誕辰
獻花儀式。
獻花儀式
。

世界廣東同鄉休士頓分會黃秀峰、
世界廣東同鄉休士頓分會黃秀峰
、林國煌
林國煌、
、王妍霞代表獻花
王妍霞代表獻花。
。

休士頓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陳慶輝
、丁方印代表獻
花。
美南國建會會長黃
初平、
初平
、 前會長黃壽
萱代表獻花。
萱代表獻花
。

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代表獻花。
休士頓國慶籌備會主委陳美芬代表獻花
。
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及理事黃膺超 、 陳建中
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及理事黃膺超、
、陳煥澤
陳煥澤、
、王妍霞等發言
王妍霞等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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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玲爆復合

星座專家唐綺陽曾經預言

林志玲和言承旭情牵 14 年
，分分合合让外界雾裡看花，
但两人到底为何会分手，除了
有妈妈反对恋情的说法，还有
外传 2005 年志玲姊姊在大六坠
马，被踩断六根肋骨，言承旭
火速前往探病，却因为心急责
怪对方没有好好保护自己，加
上后来林志玲和马桶小开邱士
楷传出绯闻，才导致两人最后
分道扬镳。今年七夕，星座专
家唐绮阳预测志玲姐姐年底有

恋爱运，果然神预言，而林志
玲和言承旭感情纠葛 14 年，能
够复合最大关键就是她，外传
林志玲和邱士楷，2011 年曾传
出论及婚嫁，言承旭刚好泪眼
重提两人往日情导致吴慈美不
满，如今态度逆转认证言承旭
。回顾过去和言承旭的恋情最
显刻苦，2005 年 2 月林志玲手
机送修让恋情曝光，同一年七
月林志玲拍广告坠马骨折，言
承旭奔当地医院探望，没想到

却传出隔一年分手，2009 年 6
月言承旭上节目鬆口有过一段
很甜美的爱情，被认为就是在
讲林志玲，今年五月男方为中
职富邦开球，谈及复合才没多
久，两人就被拍到在马来西亚
秘密约会。言承旭的告白让林
志玲听得泪流满面，早在年初
时有人爆料他们将在峇里岛祕
婚，早已订做好婚纱，不管真
真假假还是让许多支持这对王
子与公主的粉丝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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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女星痛譙新生代 「目中無人」

談許瑋寧給 「4 字」 點評

资深女演员刘引商现年 80 岁，是全台
首部电视居《晶晶》的主角，她在电影
《红衣小女孩》中演出黄河的奶奶，让年
轻一辈的影迷认识她。最近她出席活动时
，提到对现在年轻演员看法，她直言有不
少演员都不太理她，就连对戏都要自己主
动去找人，另外也对许玮宁、黄河做出四
字评论。
刘引商上周迎接 80 岁生日，根据《苹
果日报》报导，她说自己虽然是戏居表演
科毕业，但入行前在苏澳教音乐，月薪约 4
千块左右，直到 32 岁考进中视演员，立刻
接演首部戏居《晶晶》，那时她每集拿 400
块，收入比教师还高。
而现在刘引商已入行 48 年，她说自己
从来没有找过经纪人，大小事都由自己来
，现在年纪大了，收到居本会请 18 岁的外

看到點點啦
蘿莉塔開深
網友狂備份

孙女先帮忙过目，如果年轻人觉得有意思
，她才会再细读，而原本刘引商不知道
《红衣小女孩》是有名的民间传说，就是
外孙女告诉她接的。
被问到对于当今年轻演员看法，刘引
商先是摇摇头，指出有很多年轻演员目中
无人，「不打招呼，可能不认识我吧；但
即使认识了，也是点个头，其实我是无所
谓；但到了片场，也不来先对戏顺词准备
，我都要主动去找他们对。」但她也没有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讚美合作《红衣小女
孩》系列电影裡的许玮宁和黄河「很有礼
貌」。
事实上，刘引商曾透露当时到了拍摄
现场很纳闷，因为许玮宁、杨丞琳等人都
没有去跟她说话，她还无奈地去问别人
「他们耍什麽大牌呀？」直到后来瞭解是
因为要进入片中角色的关系，「是我的话
也会这洋子」，她才因此理解。

瑤瑤彈出走光
男友說話了

藝人蘿莉塔是《大學生了沒》的前班底
，去年底曾因 UberEATS 的外送服務而意外
被洩漏住家地址，還遭外送員酸 「可憐沒通
告才叫外送」 ，引發話題。她也常在臉書分
享生活點滴，12 日上節目也 PO 出當天的穿
搭美照，只見她身 V 領口因為彎腰動作而敞
開，讓部分網友高潮驚呼： 「看到了啦！」
蘿莉塔因個性大喇喇深受不少觀眾喜愛
，她 12 日錄《小明星大跟班》的星座主題，原
本想和自己的摩羯座看板合影留念，後來壹名
男性攝影師亂入，原來他以前曾是《大學生了
沒》的工作人員，沒想到 PO 文壹出，網友卻
歪樓註意到男方神似陳漢典，還有更多網友發
現她穿幫了。照片中，只見蘿莉塔身穿壹件印
有星狀圖案的深色服飾，正好襯托出她雪白的

肌膚，不過深 V 領口卻因為彎腰動作而敞開，
讓她黑色內衣若隱若現，渾圓胸型壹覽無遺，
讓許多網友直噴鼻血。
另一方面，身高 160 公分、體重 42 公斤的
蘿莉塔，日前到健身房報到 2 個月，卻發現體
重和體脂反而壹路飆升，做健康檢查意外發現
， 「我的甲狀腺長了壹些瘤，大概有 5、6 顆吧

！無論良性或惡性都要開刀」 ，初步抽血檢查
後發現，罪魁禍首就是 「甲狀腺機能低下」 ，
無論是膽固醇、脂肪、或是水份都代謝不良，
甚至被醫生告知無法根治好這個疾病，只能靠
藥物控制。結果蘿莉塔在臉書分享身體狀況，
還遇到有不理性網友狂酸： 「要不要考慮塔位
先買好？」

林誌玲談和言承旭復合：
林誌玲談和言承旭復合：
還沒有 只是在聯系
據臺灣媒體報道，林誌玲、言承旭曝出世紀復合，男方 12
日透過公司表示：“很開心聯系上了~是真誠的互相關心~看到
了報道，希望大家給點空間”，曖昧回應引發外界揣測，兩人可
能真的再度走在壹塊，但她隔天透過密友向媒體回應：“not yet
，just get in touch”，間接否認復合傳聞，只承認兩人又再度聯
系上了。林誌玲 12 日先透過工作室回應：“謝謝大家的關心，
希望能夠多留壹點空間給藝人保留隱私，如果
復合姐姐應該會選擇大方和大家分享喜悅”，
語帶保留的態度讓人霧裏看花，許多網友都很
關心是否真和言承旭復合了，對此，她 13 日
給 了 壹 個 更 加 肯 定 的 回 應 ： “not yet， just
get in touch”，意味著兩人還沒走到復合那壹
步，單純進展到“有聯絡上了”這壹階段。
曝出復合傳聞後，林誌玲 12 日晚上離開
馬來西亞、飛往大陸工作，只見她身穿頭戴黑帽、黑墨鏡，身穿純白深 V 上衣，在飯店員工和助理的包圍下坐上車，但不見
言承旭現身，雖然沒有回答媒體問題，仍保持微笑致意，壹抵達上海機場又換了另壹套衣服，笑容滿面可見心情非常好。事
實上，整起事件的演變經過是，林誌玲近日到馬來西亞工作，意外被當地媒體捕捉到，言承旭低調出現吉隆坡機場，而且兩
人還壹起現身她的下榻酒店，這才開始引發各界關註，不僅如此，事後還被網友直擊兩人難得同框去健身房的畫面，“真的
復合了”傳聞不脛而走，沒想到事隔 1 天，她證實兩人離復合還有段距離，讓粉絲期望的心情又落了空。

艺人郭书瑶（瑶瑶）今年 5 月和金阳
和平分手后，日前被民众亲眼目击和
SpeXial 前成员以纶手在韩国首尔东大门约
会，155 公分的瑶瑶和 182 公分的以纶形成
最萌身高差，2 人互动就像陷入热恋的情
侣般。瑶瑶昨（10 日）PO 出穿运动背心
的爆乳照，E 奶好身材让人喷鼻血，没想
到钓出男友羞说：「你是谁？」
27 岁的瑶瑶日前被民众发现和 21 岁
的以纶在韩国偷偷约会，友人还透露，双
鱼座的以纶擅长甜言蜜语的攻势，很容易
就得到女生的芳心，还曾被目击在髮廊角
落拨女助理的头髮，撩妹技术相当了得。
瑶瑶昨天也在 IG 秀出自拍，照片中，瑶
瑶穿纯白运动背心，胸前挖空大 U 型，让
E 罩杯北半球呼之欲出的，不少网友看后
都流鼻血，连男友以纶都回说：「你是谁
？你是谁？！」瑶瑶也笑回：「你哪位？
」男方最后也亏：「我是你东大门好闺蜜
那位，威！！！」
瑶瑶和以纶怎么搭上的？据悉，2 人
早在去年 10 月就合作偶像居《稍息立正我
爱你》，居中以纶被瑶瑶强吻 2 次，后来
才知道那是以纶的萤幕初吻。而今年 3 月
以纶的 21 岁生日粉丝会上，瑶瑶就是唯一
的嘉宾，2 人不避讳地在众人面前打情骂
俏 ， 甚 至 在 今 年 7 月 以 纶 被 拍 到 和 Popu
Lady 的宝儿在超市约会，后来急忙澄清是
在挑瑶瑶的礼物，结果瑶瑶上节目时，果
真在包包裡被搜出以纶送的护照夹。面对
新恋情，瑶瑶也表示：「未来友谊是否昇
华，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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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動作科幻片《
國產動作科幻片
《拓星者
拓星者》
》首曝預告

“拓星者
拓星者”
”外星荒漠掙紮求生

機甲大戰怪獸倒影首現

張敬軒郝蕾主演 講述拉丁舞老師追夢故事
陳果導演《燦爛這壹刻》定檔 11.24

由香港著名導演陳果執導，張敬軒、郝蕾領銜主演，林雪主
演的勵誌成長電影《燦爛這壹刻》近日曝光了定檔海報，海報中
可見張敬軒在藍天綠地的清新背景下，指揮著壹群統壹黑色著裝
的小朋友翩翩起舞。同時影片也宣布定檔於 11 月 24 日上映。
首次曝光的海報中張敬軒和壹群小朋友以遠景的方式出現在海報下方的綠
色土地上，和整個背景融為壹體，片名《燦爛這壹刻》出現在藍色天空上，似
乎在等待燦爛壹刻的到來，讓人充滿希望。
張敬軒此次在《燦爛這壹刻》中首挑大梁，壓力不小。他表示在拉丁舞老
師這個角色裏，他每次拍攝之前都要跳舞十個小時，同壹支舞要跳四十多次，
還要配合二十個小朋友拍戲 ，可見其專註和投入，他笑言像做半個爸爸，實在
是不小的突破。
《燦爛這壹刻》由香港金像獎、臺灣金馬獎雙金導演陳果執導，此次他在
《燦爛這壹刻》這部電影中更是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向我們展現了壹部充滿人
情味的勵誌電影。陳果導演當年以 50 萬資金和別人棄用的 8 萬英尺膠片，拍成
《香港制造》壹片，該片不但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更參展多個本
地及國際電影節，獲大小獎項超過 20 個。
郝蕾作為內地實力派女演員，此次加盟成為最大亮點，觀眾都在期待郝蕾
這次會以什麽樣的人物形象出現。林雪更是香港著名的“老戲骨”，多次在各
大國際電影節獲獎，演技不容小覷。
據了解電影《燦爛這壹刻》講述的是農村出身的拉丁舞老師余夢輝在被要求比
賽奪冠的壓力下，帶領著壹群水平參差不齊的小朋友嚴格訓練，刻苦排練。比賽結
果卻以失敗告終，余老師還被家長揍了壹頓。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了農村的菠蘿園，
不料卻被獨自前來找他依然不肯放棄比賽的小朋友們感動，在舞廳老板藍姨的說動
下，他決定帶著小朋友們重回舞臺，去迎接壹場真人秀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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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小北執導，實力派演員宋洋、
齊溪、屈菁菁參演的動作科幻電影《拓
星者》的首支預告片於 12 日舉行的第
二屆成都國際科幻周上曝光。片中磅礴
的外星荒漠，精巧的飛船內景，驚險燃
爽的機甲大戰，詭異龐大的怪獸倒影首
亮相。
電影《拓星者》改編自紅極壹時
的動漫 IP，講述了在未來，壹群“拓星
者”在外星荒漠中掙紮求生的故事。首
支曝光的預告片中，外星沙漠氣勢磅
礴，透明天體劃過遠空，異形戰車急速
追逐，硬漢造型的宋洋在沙漠之中不斷
地與敵人進行搏鬥，齊溪在龐大怪物的
咆哮中驚慌逃生。
預告片中還出現了拓星者號飛船
的內景，失去動力系統等待重啟的飛船
內，幽暗的燈光劃過厚重的淡藍色機械
板甲，圓形的控制室內，連接著各種電
纜，無數的睡眠倉關押著等待解救的
犯人,楚風荷的女兒小多血肉模糊地躺
在醫療倉內，血和內臟的混合氣味，
昏迷和抽搐的瀕死表現，等待著醫療
儀的重啟。
據悉，在電影《拓星者》的主創
團隊曾經長達數月駐紮在新疆戈壁灘，
營造外星沙漠的場景；同時還集結了相
關領域專家和專業制作團隊，耗時幾個
月搭建了 1.3 萬平米的室內攝影棚，還
原機艙內部細節；此外，團隊還制作了

逼真的”拓星者號”飛船模型，模型的
CAD 圖有 5700 萬個面，光是打開就需
要壹個多小時。“給想象壹個精確的物
質外殼是邁向科幻的第壹步”導演張小
北在采訪時如是說。《拓星者》這部電
影用到了很多國際先進和復雜的拍攝技
術，可以說，整個影片的制作周期是壹
次前所未有的嘗試，更是對國產科幻類
型商業電影的全新開拓與探索。
此次成都國際科幻周的交流論壇和
水滴獎的頒獎現場，張小北多次表示，
中國科幻電影的市場和受眾基礎已經醞
釀充足，但遲遲沒有優秀作品出現，隨
著“科幻元年”的開啟，中國科幻電
影將真正迎來春天。《拓星者》作為
先 行 的 探 路 者 ， 希望能給中國科幻電
影打破壹些空白，給後來者壹些借鑒和
啟示。
作為壹部外星求生動作冒險影片，
《拓星者》故事的背景設定在未來世界，
人類開始走出地球，這些在群星之中尋
找新世界的外星移民者，被稱為“拓星
者”。這群拓星者不僅要在外星荒漠中
艱難求生，還要救助隕落飛船上的幸存
者。等待他們的不僅是惡劣環境，外星
生物，還有險惡的人心和巨大的陰謀。
據悉，本片已經殺青進入到後期制作階
段，明年將會與觀眾正式見面。

《妖貓傳》曝日版預告聚焦楊貴妃
焦楊貴妃
張榕容飾演美艷動人

為妖貓之謎關鍵人物
物

近日，《妖貓傳》的日版正式預告
曝光，除了“探案”的二人搭檔空海
（染谷將太）和白樂天（黃軒）之外，
這款預告還聚焦了阿倍仲麻呂（阿部
寬）和楊貴妃（張榕容）這條故事
線。他們二人之間似乎存在著不可告
人的曖昧關系。
根據預告，天子離奇死亡，白
樂天（黃軒）與空海（染谷將太）
聯手追查；來自日本的遣唐留學
生阿倍仲麻呂掌握壹些關於案件真
相 的 關 鍵 線 索 。他提醒楊貴妃，不
過現在不逃走，“下壹個就是娘娘”。
後來楊貴妃還是淒慘死亡，並且“妖
貓報復的全是跟貴妃死有關的人”。
楊貴妃與“妖貓”之間必然存在著某

種聯系。
在預告最後，空海的旁白說，
“但妳卻愛上了皇帝的女人”。不知
這裏指的是不是阿倍仲麻呂。
阿部仲麻呂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漢
名朝衡（又作晁衡），為日本奈良時代
的遣唐留學生之壹，開元年間參加科舉
考試，高中進士。他學識淵博，才華過
人，情感豐富，和唐代著名詩人名士，
如李白、王維、儲光羲、趙曄等人都有
密切交往。壹度獲批準回國，卻在海上
遭遇風暴，幸運存活下來後重回長安。
由陳凱歌導演的中日合拍巨制
《妖貓傳》將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中
國上映；2018 年 2 月 24 日在日
本上映。

《王者歸來黃飛鴻》熱映
再續武俠經典佳作
由江蘇東峰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藍石互娛（北京）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廣州好家夥傳媒有限公司和亞米（北京）影業有
限公司聯合出品，藍石互娛獨家宣傳發行的網絡大電影《王者
歸來黃飛鴻》已於昨日上映。制片人徐亞偉，導演郭玉龍，許
京川、林晨、陳熙明、郜玄銘、梁俊壹等主演。
說起黃飛鴻，基本每個 90 後都是看著他的電視電影長
大的，是我們兒時少不了的樂趣。他縱橫江湖數十年，憑
著過人的勇敢、智慧和絕技，身經百戰，顯赫輝煌，成為
中外聞名的武術大師。他武藝高強且崇尚武德，推尚“習
武德為先”，從不恃強淩弱，堅持以德服人。
本片講述了 1882 年的廣東，時局動蕩，內憂外患。在
廣州，湖廣商會為了爭奪與英商布朗的合作權辦了壹場擂
臺賽。梁寬來到擂臺替師弟出頭，誰知這竟然是英商布朗
的陰謀，狂化了的鬼腳七像猛獸壹般竟要置梁寬於死地。這
時黃飛鴻及時出現救下梁寬，謎底則壹點點揭開，英國人來
到中國的目的居然是為了制造“戰爭機器”。而飛鴻壹等人
這時才剛剛察覺到，這壹切的幕後主使另有其人。
《王者歸來黃飛鴻》將清末民初中國知名武術大師黃飛鴻的
事跡再次搬上熒幕，在對經典形象的再塑造中，加入了不
少當下時代的創新喜劇元素。影片日前在京舉行了首映，
座無虛席，反響大好。相信上線後，必定能喚醒觀眾心
中沈寂已久的熱血和情懷，再續黃飛鴻系列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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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人壽華裔市場部
恭賀下列業務代表榮獲各級銷售業績獎項!
主席內閣最高成就獎 (Chairman’s Cabinet)

Xaiomei Chen
陳笑梅
Atlanta, GA

Benson Liao
廖彬淳
Rowland Hts, CA
CA Lic#0B11311

Evelyn Tai
宋曼萍
Sunrise, FL

Yong (Steven) Wang
王勇
Bellevue, WA

Johnny Zhou
周江
Corona, CA
CA Lic#0B98413

主席委員會特優成就獎 (Chairman’s Council)

Qi He
何琪
Seattle, WA

Julia Hsiao
蕭朱玲
Cupertino, CA
CA Lic#0B43293

Helen Kho
許喜仁
New York, NY

Jenny Kho
許珍茹
New York, NY

Joe Lau
劉健富
Yuma, AZ

Jean Liao
黃亞靜
Houston, TX

Julia Lin
李慧瑾
Cupertino, CA
CA Lic#0C56511

Winny Lin
林穎華
San Mateo, CA
CA Lic#0E31564

Tien (Ted) Ngo
Westminister, CA
CA Lic#0E47066

Grace Wang
王莘
Bellevue, WA

Jing Wang
王晶
Waltham, MA

Michelle Wang
王子先
Houston, TX

Xin Wang
王欣
Houston, TX

Yaya Wang
王亞亞
Bethesda, MD

Steven Wong
黃朗平
Bala Cynwyd, PA

Benjamin Yin
尹斌
Atlanta, GA

Fei (Fanny) Yuan
袁斐
Bethesda, MD

Jingsheng Yue
岳京生
Duluth, GA

總裁成就獎 (President’s Council)

Rick Alsagoff
Long Beach, CA
CA Lic#0B23692

Daniel Chang
張慕理
Fullerton, CA
CA Lic#0G26244

Anthony Chee
錢孟武
Sacramento, CA
CA Lic#0C68431

Chunmei (Katie) Chen Qizhi (Coco) Chen
陳春梅
陳奇志
Flushing, NY
San Dimas, CA
CA Lic#0J22900

Tracy Y Chen
張毓笙
Flushing, NY

Corina Chou
周可貽
Norcross, GA

Dominic Chu
朱兆康
Stockton,CA
CA Lic#0798145

Alice Deng
鄧秀瀅
Monterey Park, CA
CA Lic#0G23867

Nancy Dong
董瑩
Flushing, NY

Orchid Dong
董亞蘭
Pasadena, CA
CA Lic#0C34909

Julie Duong
張惠瑛
Havertown, PA

Helen Feng
姚惠莉
San Diego, CA
CA Lic#0G05305

Shaun Hamada
Honolulu, HI

Jie Han
韓潔
Brea, CA
CA Ins Lic#0I64182

Joe Hong
Fremont, CA
CA Lic#0B68851

Scott Hu
胡似剛
Alhambra, CA
CA Lic#0B78828

Jieling Huang
黃潔玲
Waltham, MA

Li (Holly) Huo
霍莉
Flushing, NY

Dongzhe (Ryan) Jin
金東哲
San Dimas, CA
CA Lic#0K43192

Jeffrey Kao
高進輝
Honolulu, HI

Clifton Lin
林裕竣
Lomita, CA
CA Lic#0E07588

Zhi Hang (Henry)Lin
林志航
New York, NY

Martina Lu
曲孟
Brea, CA
CA Lic#0G74965

Sue Ng
吳冰素
New York, NY

Ken Quan
關健雄
San Francisco, CA
CA Lic#0589351

Ge (Ivy) Shen
沈戈
San Mateo, CA
CA Lic#0F16855

Helen Song
宋揚
San Jose, CA
CA Lic#0C11934

Kenny Taing
陳國煌
Cypress, CA
CA Lic#0823828

Yolanda Tam
譚月蘭
Hurricane, WV

Stanley Uk
New York, NY

Xiaoxu (Carla)Wang
王曉旭
Flushing, NY

Xinfang Wang
王新芳
New York, NY

Carina Wong
San Mateo, CA
CA Lic#0D58719

BennyXu
徐海峰
Arcadia, CA
CA Lic#0D73699

Peiya Zheng
鄭蓓婭
Flushing, NY

Qiaojiao (Tina) Zhou
周俏嬌
Flushing, NY

Toan (Benjamin) Thai Bik Yung (Mary) Tsang
蔡榮民
游碧榕
Monterey Park, CA
New York, NY
CA Lic#0F80620

成就今日 輝煌未來
SMRU1755607 Exp. 01/31/2018 業務代表的照片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 2017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51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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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freshmarket.com

礼品赠送

来就送！

开业当天购满$200的前100名者，赠送刘晓庆的现场亲笔签名书。
购满$150，赠送泰国五象牌香米一包（25磅），价值$20.99
购满$100，赠送黄国宝米一包，价值$11.99
购满$50，赠送阿舍面一大包（5小包），价值$4.99.
购满$30，赠送本超市购物券$2.
凡入超市购买者即赠送板栗仁一包或能量棒一包。赠送商品不可重复。

《人生不怕从头再来》
刘晓庆

五象牌泰国香米
Thai Jasmine Rice 25lb

黄国宝米
Kokuho Rice 15lb

Free Giveaways!
First 100 customers with $200 purchase or more will
win the autographed book by Qiaoqing Liu.
Free 1 bag of Thai Jasmine Rice with $150 of purchase.
Free 1 bag of Kokuho Rice with $100 of purchase.
Free 1 pkt of A-Sha Dry Noodles with $50 of purchase.
Free store coupon valued $2 with $30 of purchase.
A free pack of Rice Roll or Cooked Chestnut with any
purchase!

阿舍干面
A-Sha Dry Noodles(5小包)

代金券$2
Coupon

能量棒
Rice Roll

甘栗仁
Cooked Chestnut

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单位的支持 （排名不分先后）
同贺iFresh爱新鲜超市休斯顿一店盛大开业
味全食品公司
鸿昌隆海味公司
嘉嘉食品公司
和乐公司
森美进口公司

日兴集团有限公司
东资贸易贸公司
长荣贸易公司
晶华食品公司
GOYA公司

华隆公司
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宝发贸易公司
真味食品公司
汉昌

老董(加州)
ITC
百利面厂
南方面厂
Grocers Supply

Choice Tropical
日新公司
New York Mart Group
龙胜行

关注北美e生活，了解时事新闻，
美食咨讯，健康生活，留学教
育，特价优惠咨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