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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愛心組織上周六在休士頓South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與休巿市長辦公室﹑休
市警察局合辦低收入戶聖誕餐會﹐共有五百
人與會﹒活動上﹐與會人員觀賞了「South-
west Multi -Service Center」內外美崙美奐的
聖誕節特別裝飾﹐也與現場特別安排的聖誕
老人合影﹐現場充溢了佳節的喜慶氣氛﹒

11/29 to12/28

门店地址：3 5 1 0  H w y  6 ,  S u g a r  L a n d ,  T X  7 7 4 7 8
门店电话：2 8 1 - 2 0 1 - 8 1 8 6
全美To l l  F r e e：1 - 8 8 8 - 3 1 5 - 0 3 6 6

炒菜有方太 吸油烟更要有方太
圣诞购 有惊喜

方太官网微信号 方太官网

团圆时刻 幸福味道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 s

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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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川普總統星期一將簽署一項指令，命
令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恢覆載人航天探索計劃
，讓美國宇航員返回月球，最終前往火星。
白宮新聞局副局長霍根·吉德利周一在一份聲
明中說，“總統聽取了國家空間理事會的建議
，他將改變我們國家的載人航天政策，幫助美
國成為航天事業的動力，從宇宙中汲取新知識
，激發令人難以置信的技術。”。
吉德利說：“川普執政以來，已經采取步驟，
通過簽署NASA過渡授權法，激勵婦女法以及

恢覆國家空間委員會的行政命令
，使國家航空航天局重新聚焦在
核心使命上。”
川普明確表示，他希望美國能夠
大舉展開太空探索。去年六月，
川普在前宇航員和月球漫步者巴
茲·奧爾德林（Buzz Aldrin）在
場的情況下，簽署了重新設立國
家空間理事會的行政命令，並任
命副總統邁克·彭斯為理事會負
責人。
彭斯在10月份的首次會議上表示

，該計劃的目標是恢覆美國在載人太空探索
方面的領導地位。
周一是美國宇航員1972年12月11日最後一次
登月45周年，所以川普選擇周一簽署最新指令
。
川普去年三月簽署了六年多來的第一個NASA
資助授權法案，支持“以可持續的步驟前往中
間目的地的任務”，同時保持了把人類送上火
星的長期目標。
這項撥款195億美元的法案要求美國宇航局在
12月底之前提出一個“初步探索路線圖”。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和前宇航員握手。(2017年6月30日）

動漫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將簽署命令 恢復載
人航天探索計劃

【VOA】加州山林大火仍然持續蔓延，當局在
美國南加州的聖巴巴拉縣（Santa Barbara 
County）下了新的疏散命令，目前該州正在燃
燒的最大的野火威脅了一些沿海城鎮。
周日上午早些時候，卡平特裏亞和Montecito的
居民奉命撤離，因為托馬斯大火進一步向洛杉
磯以西約160公里的聖巴巴拉蔓延。
托馬斯火災已經迫使88000多人疏散，據加州
消防部門稱，到上周六晚上，15%的火勢已經
得到控制。
過去一周，南加利福尼亞州發生了將近六起火
災，周一以來燃燒了670多平方公里。新的火

災在乾燥的環境下不斷爆發，再加上聖安娜西
風吹送，預計周日風速達到每小時80公裏（50
英里）。
川普總統周五宣布加州進入緊急狀態，為聯邦
機構協助救援工作鋪平了道路。
在加州南部的這個時候，冬季降雨之前，當植
被乾燥，大風吹襲，火災並不少見。然而今年
的加利福尼亞大火尤為糟糕。乾燥，炎熱和多
風，在任何季節都帶來火災的危險，包括兩個
星期之後就要到來的冬季。
就在幾周前，北加州爆發的野火造成44人死亡
，摧毀了8,900戶住房和其他建築物。

 ︱消防員在美國南加州的卡平特裏亞滅火（2017年12月10日）

節目介紹：
《狩獵季節》(Open Season)是大陸一部動漫冒險卡通，共52集。狩獵
季節來臨，獵人帶著獵兔犬進入森林狩獵。班弟家族得知獵兔犬要來，
非常驚恐，決定舉家離開森林。遷移當天，主角班弟因為貪睡錯過了這
次大遷移，當他醒來時，森林裏僅剩下他了......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下午3時至3時30分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狩獵季節》
動物大遷徙冒險卡通

美國加州最大火災  蔓延到聖芭芭拉

▲ 卡通花絮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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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品牌以極致尋求
在國際市場“基業長青”

如今的中國，互聯網日新月異，個

體經濟、共享經濟等新興經濟形式均走

在了世界前列。世界五大手機生產廠商

裏，中國有三個。在歐美市場和印度市

場，包括壹加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的滲

透率直逼蘋果三星。今年“雙十壹”再

次刷新成交記錄，影響力擴散到海外，

已經取代黑色星期五成為全球最大規模

的消費慶典……這些大大小小的成果

讓我們看到，中國正穩紮穩打向全球

邁進，在世界經濟的大舞臺上扮演著

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也有越

來越的中國品牌尋求在國際市場上的

“基業長青”。

年輕品牌初露鋒芒
電子消費類潛力巨大
在“BrandZ™2016中國出海品牌30

強”報告中顯示，消費電子品牌和互聯

網驅動類別的品牌在30強榜單上占據了

過半數的席位，國外消費者越來越將中

國與創新數字設備聯系在壹起。在互聯

網時代，類似騰訊、壹加手機等壹些年

輕的中國品牌更傾向於利用互聯網帶來

的機遇，以穩、準、狠的市場策略觸

達、征服消費者，其競爭力和潛力都不

容小覷。

當中，以騰訊來講，公司的海外擴

張戰略與遊戲業務相關。繼收購了Riot

Games後，騰訊斥資86億美元買下Su-

percell80%以上的股權，隨後又入股知名

遊戲開發商Paradox。騰訊首席執行官馬

化騰在2016Q2季度財報中提到：“壹系

列的投資增加了騰訊在全球市場的上遊

拓展力度，同時讓我們與全球數億玩家

更近壹步”。如騰訊這類以互聯網驅動

的品牌在海外的提升空間還很大。

針對消費電子行業，壹加手機值得

壹提，其秉持“不將就”的品牌理念，

壹直堅持在產品上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在成立不久後，壹加就被《紐約時

報》評為“獨角獸”明星創業公司，矽

谷等科技圈的業內人士都對它贊賞有

加。過去，鮮少聽說有除了蘋果之外

的手機品牌在新品發布之際可以吸引消

費者不惜熬上整宿來排隊購買，而壹加

手機就做到了。11月16日，壹加的全面

屏旗艦手機壹加5T在美國紐約正式發

布，USA Today、CNET、AndroidAuthor-

ity、TechCrunch、英國《衛報》等知名

媒體都給出了五星好評。

這已經不是壹加第壹次引發海外市

場的轟動。從2015年開始，壹加在全球

8個國家14個城市舉行了pop－up活動，

並吸引了當地用戶大排長隊，這成為了

中國品牌出海壹個備受大家關註的“壹

加現象”。目前階段，中國品牌都在努

力重塑世界對自身的認知。這些年輕品

牌打入高端市場的經驗為其他品牌發揮

引領作用、提振民族品牌信心和國際競

爭力提供了很好的示範。

互聯網消費品類的受眾向來是樂於

接受新鮮事物的年輕人，因此，消費者

對中國品牌提供的體驗反饋都較為積

極。但對於從事生產制造的品牌而言，

海外擴張之路則沒那麽簡單。壹方面，

參與並購並不意味著能夠提高海外消費

者的認知和好感。另壹方面，這類品牌

觸及的受眾範圍更廣，各國消費者的態

度也不盡相同。此外，產品的快速叠代

、新消費時代下不斷變化的個性化消費

需求、電商的激烈競爭等因素都讓國際

市場的整體環境更加復雜。由此可見，

“中國制造”在國際上的品牌建設征程

依然在路上。

死磕精神換來產品的極致
能夠在海外取得成就的中國品牌，

成功的關鍵都離不開多年來對產品研發

的積累和投入。海爾在全球化布局初期

就明確了堅持創立自主品牌、堅持用產

品創新引領行業的目標。目前已是全球

認知度最高的中國家電品牌，以接近

100%的自主品牌比例實現海外市場的迅

速擴張。而壹加手機，則聚焦線上渠

道，堅持只做頂級的安卓旗艦機，把所

有精力放在打磨產品上，產出精品。至

今，壹加始終保持壹年只出兩款旗艦機

的穩定節奏。在芬蘭，壹加與當地最大

的運營商elisa攜手，在2017年過去的連

續10個月裏，壹加都保持單型號銷量第

壹的佳績，超過蘋果、三星等傳統巨

頭。這些中國制造品牌所秉承的理念，

與索尼、蘋果這類世界頂尖的公司也有

許多相似之處。索尼創始人之壹盛田昭

夫帶著不滿足的進取精神和“永遠要做

第壹個”的創新精神，把索尼從日本推

向了全世界，讓索尼成為了電器生產行

業當之無愧的巨頭。

參考上述品牌的成功經驗，我們

不難得出壹個結論——無論環境怎麽

變，無論是為了在國際走海外擴張之

路還是為了在國內迎上產業升級轉型

的大潮，品牌掘起的核心和關鍵都在

於產品。

這壹理念在不同的語境下也有了不

同的理解。對中國大多數創新型企業而

言，要實現品牌認知的差異化和突出

性，與消費者進行有效的溝通，必定要

把產品品質推向極致，用於產品生產的

資源投放（包括科技創新研發、生產線

的調配等）也應當更加聚焦。用兩個字

概括，則是“死磕”。時代會變，對創

新和卓越的追求應始終不變。壹家企業

應把產品作為立身之本，敢於“死磕”、

堅持“死磕”，才能真正立於世界強林，

真正實現“基業長青”。

中非將推動鞏固農業合作 加強科研成果轉化
綜合報導 “近年來，在‘壹帶壹路’和中非

合作論壇框架下，中國農業部加快推進中非農業合

作進程，進壹步厚植了雙方合作的民意基礎，使得

技術援助、能力建設、農業投資以及南南合作等有

實效、有規模、有突破。”中國農業部黨組成員畢

美家11日在海南海口表示。

當天，第四屆中非農業合作研討會在海口

召開，來自中國發改委、商務部等部委及11個省

區代表，18個非洲國家農業部及駐華使領館，非洲

發展新夥伴計劃、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世界糧

食計劃署、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科研

院校等的代表出席會議。

據統計，從2006年迄今，中國農業部在華舉

辦培訓班260期，累計為非洲54個國家培訓農業

官員和技術人員4980人次。中國對非洲農業投資

存量逾 10億美元，中資企業雇傭當地員工超過

1.5萬人，指導當地農民開展農業生產近10萬人

次。

畢美家說，非洲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非人民命運相

連、夢想相通。農業是雙方共同關註的民生產業，

深化中非農業務實合作，對提高非洲各國農業自主

發展能力，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尤為重要。

中國向聯合國糧農組織捐贈8000萬美元設立特

別信托基金，支持開展南南合作。截至目前，中國

專家和技術人員在非洲9個國家共實施小型示範項

目300余個，推廣實用農業技術450項，培訓當地

農民和技術人員近3萬人次。此外，中國正與世界

糧食計劃署積極探討在非洲開展三方合作。

海南省副省長何西慶在致辭時表示，海南近年

來熱帶特色高效農業加快發展，在中非農業合作研

討會的聯結帶動下，海南啟動實施了剛果（布）農

業技術示範中心項目，正在加快推進塞拉利昂橡膠

和水稻種植加工項目，瓊海市、中國熱帶農業科學

院對外合作示範基地也納入了全國十個國家級農業

對外開放合作試驗區。

世界銀行農業局局長西蒙· 埃胡伊說，農業

是非洲大陸的支柱產業，對很多非洲人來說意

味著生計與工作，並為農村地區帶來了大部分

的收入。農業對於當地減貧、脫貧十分重要，

非洲有大範圍的未用耕地將會開墾，世界銀行

將會與各國壹起合作落實壹些項目，以推動保

障非洲糧食安全。

畢美家向深化中非農業合作提出四點建議，

壹是推進機制化建設，鞏固合作平臺；二是推進

投資貿易合作，助力農業發展；三是推進科技合

作，增強發展動力；四是推進能力建設，提供智

力支撐。

中國農業部正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力

爭2018年向非洲有關國家派遣10批、100人次農業

專家，在華或境外為非洲國家舉辦40期農業培訓

班，計劃培訓800人次。當天，中國農業部對外經

濟合作中心、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熱帶農業科學

院等企業、科研單位與蘇丹、贊比亞等國家的機構

在農業投資、科研等方面達成多項合作共識，簽署

了戰略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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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考古人員發現新墓穴埃及考古人員發現新墓穴 木乃伊小雕像等文物出土木乃伊小雕像等文物出土

埃及考古人員在尼羅河西岸的德拉阿布納加埃及考古人員在尼羅河西岸的德拉阿布納加(Draa Abul(Draa Abul
NNaga)aga)墓穴群中新發現墓穴群中新發現"Kampp"Kampp 150150""墓穴和墓穴和"Kampp"Kampp 161161""墓墓
穴穴，，木乃伊木乃伊、、古埃及木制葬禮面具和小雕像古埃及木制葬禮面具和小雕像，，以及古埃及女神以及古埃及女神
伊西斯伊西斯(Isis)(Isis)的木質雕像等多種文物出土的木質雕像等多種文物出土。。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舉行
8585歲廣島核爆幸存者出席歲廣島核爆幸存者出席

挪威奧斯陸挪威奧斯陸，，2017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在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在當
地舉行地舉行，“，“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組織執行總監費恩組織執行總監費恩
(Fihn)(Fihn)偕日本廣島核爆幸存者節子領取獎項偕日本廣島核爆幸存者節子領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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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 副刊1207D07彩欣《Patterson Park Pagoda Lighting》

巴城寶塔瞭望塔亮燈晚會 中西文化融合典範巴城寶塔瞭望塔亮燈晚會 中西文化融合典範
巴爾的摩東南面有一個佔地一百三十多英畝的休憩區域Patter-

son Park ，是巴城首個公園，有 「巴爾的摩最佳後花園（Best Back-
yard in Baltimore）」 的美譽。公園內有不少景點及公眾設施，例如
湖泊、兒童遊樂場、溜冰場、游泳池、球場、社區中心、寵物公園
等，其中地標建築必數寶塔瞭望塔（The Pagoda）。12月3日（週
日）舉行了第三屆寶塔瞭望塔亮燈晚會（Patterson Park Pagoda
Lighting），當晚也是今年 「超級月亮」 最接近地球的日子，燦爛寶
塔與 「超級月亮」 互相輝映，民眾聚首公園山丘歡度美麗晚上。

寶塔式建築瞭望塔
寶塔瞭望塔高十八米，於1891年建成，每年四月中旬至十月中

旬，逢週日中午至下午六時開放，登樓可以俯瞰市中心、多個鄰近
社區、Patapsco River、Francis Scott Key Bridge及Fort McHenry。

雖然十二月的寶塔瞭望塔並不開放予公眾登樓參觀，可是在小
山丘欣賞燈光閃爍的寶塔，同樣不會讓人失望。聖誕節臨近，社區
組織The Friends of Patterson Park於寶塔瞭望塔掛上特色聖誕燈飾，
為富有東方味道的寶塔，加添佳節風味。

贈送食品傳暖意
於紐約及費城起家的美國連鎖曲奇餅店Insomnia Cookies，經常

進行贈送曲奇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各個社區的慈善及非牟利組
織。今年主辦機構再度成功爭取Insomnia Cookies的捐獻，獲贈六百
塊不同口味的曲奇，如奶油、花生醬粒、巧克力粒、特濃巧克力，
價值$816，與一眾居民分享。Insomnia Cookies 為了保持曲奇的品
質，所有曲奇均是當日下午送達，入場人士得以品嘗溫熱、軟綿的

曲奇。同時巴城發跡的百年薄脆曲奇品牌Otterbein’s Cookies也送
出六十包招牌曲奇，價值約$299.4。而鄰近社區餐廳Dinosaur BBQ
則向入場人士免費提供熱巧克力飲料。

社區非牟利團體 發揮互助精神
現場多個非牟利團體設攤位，出售聖誕裝飾球、不同造型的墨

西哥紙容器（Pinata，墨西哥人在生日會、聖誕派對等，把盛有糖果
與小禮物的紙容器懸掛起來，參加者輪流嘗試用棍棒打破，再一起
分享內裡物品）、曲奇、香薰蠟燭等。其中兩個慈善攤位，專門收
集玩具和冬季衣服，轉贈有需要的區內人士，居民熱烈響應，積極
發揮互助精神。

寶塔下更有小型的青少年管弦樂團演奏聖誕樂曲，而聖誕老
人、踏著高蹺的雪人也滿場飛，與大人、小朋友合照，炒熱場內氣
氛。聖誕老人太太則提著裝滿拐杖糖的大藤籃，將歡樂和甜蜜帶給
大家。

超級月亮下的亮燈儀式
下午五時三十分，寶塔下一群義工演唱聖誕樂曲，四十五分準

時進行倒數儀式，司儀溫馨提示在場人士： 「今天晚上有 『超級月
亮』與我們一同見證，寶塔瞭望塔的亮燈儀式。」隨即指向她右邊
的漆黑天空。

原來只有寶塔底層正門表演處有光源，在民眾歡呼倒數後，整
座寶塔馬上亮起來，樓內發出不同顏色的燈光，紅的、藍的、綠
的、粉紅的、紫色的、橙色的，搭配樓外懸掛的星星與雪花聖誕燈
飾，寶塔變裝成晚宴上的華麗賓客。

圖圖圖///文文文：：：鄧彩欣鄧彩欣鄧彩欣

白天的寶塔瞭望塔白天的寶塔瞭望塔 點亮聖誕燈飾的寶塔瞭望塔點亮聖誕燈飾的寶塔瞭望塔

寶塔瞭望塔下的小型社區晚會寶塔瞭望塔下的小型社區晚會

免費送贈曲奇免費送贈曲奇

青少年管弦樂團表演青少年管弦樂團表演

免費熱巧克力免費熱巧克力

高矮雪人高矮雪人

聖誕老人太太派發拐杖糖聖誕老人太太派發拐杖糖

聖誕老人與居民合照聖誕老人與居民合照

墨西哥民族攤位墨西哥民族攤位 慈善團體收集玩具慈善團體收集玩具

聖誕造型馬卡龍聖誕造型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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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淩躺在花堆中露鉛筆腿
粉絲卻感覺不吉利

据台湾媒体报道昆凌和天王周杰伦

结婚后，陆续生下女儿小周周（Hatha-

way）和儿子Romeo，除了不时会带小孩

出门放风，仍旧没有放弃演艺事业，积

极拍摄电影、出席代言活动，没想到11

日晒出工作的侧拍照后，却引来部分粉

丝傻眼表示：“觉得这样不太吉利。”

照片中，可以看到昆凌身穿米杏色

无袖背心，搭配黑色过膝裙，柔软材质

正好衬托出她的纤细体态，内搭白色裤

袜、蹬上肤色绑带高跟鞋，散发出浪漫

小女人的氛围，但美照的背后，其实她

已经累到快睡著，在贴文

中笑嘲自己：“我其实可

以倒头就睡了。”照片曝

光后，许多粉丝都赞叹昆

凌“美到像仙女”、“你

真的可以当睡美人了”、

“美得精致”，获得不少

好评，但可能是她的脸蛋真的太白皙

‘又刚好躺在花堆里，无奈让部分网友

似乎被吓到，“还以为是棺材呢”、

“阿门”、“我觉得这样不太吉利”，

不过也有人出面护航，不需要想太多，

纯粹是工作照罢了，意外引来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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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 艺人

陈意涵和发型师男友 Tom

在7月分手，结束3年多的

恋情，事隔几日被陆媒拍

到和友人聚餐完后，和一

名男子互动亲密，对方疑

似是《16个夏天》导演许

富翔，但当时双方均不认

恋情。她近日又被直击与

对方一起回家，对方进出

家中熟门熟路，被疑同居

中。

据报导，陈意涵与许

富翔打扮休闲外出归来，

她牵著一辆单车，头发微

乱，看起来应该是一起去

运动，返回香闺前2人停在

门口，男方自然地拿出感

应门卡，一同走进家门。40

分钟后，她换装完毕，脸

上带妆出门试镜，独留对

方在家，等到试镜结束，

双方才又会合，此时许富

翔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事实上，在11月陈意涵飞抵上海时

，曾被目击被一名男子接走，2人一路上

有说有笑、互动热络，并且回到同一住处

，隔天外出后一样是返回同一处，她进出

对方家里也是熟门熟路，2人关系引发好

奇，曾有网友指出这名男子正是许富翔，不过当时她的经

纪人否认同居。

如今三度被目击同框，其中两次还是一同返回住家，

陈意涵经纪人并未回应，而许富翔对恋情则是大打太极，

以“哈”“嗯”响应，紧接著又笑回“然后呢”，至于同

居一事则依旧否认，称自己没有备份钥匙，之后便以“谢

谢，我们现在不方便说”结束。

臺男星余祥銓喝酒推人鬧上警局
雙方說法差別大

据台湾媒体报道，艺人余祥

铨10日凌晨与高姓男子发生口角

，因此闹上警局，随后主动还原

事件经过，对方是女性朋友的朋

友，认为彼此不认识被当凯子。

不过遭殴男子又在稍早出面反驳

指责“莫名其妙”，双方说法差

很大。

据报导，高男被指控点香槟

全让人家买单，还要带其中一名

女性离开。他表示和女性友人A

女约见面，抵达后才发现A女和B

女在店内喝酒，B女相约一起换地

方，走出店外见到余祥铨开车来

接，4人一起到信义区松寿路的夜

店续摊。

高男一行人进包厢后，见余

祥铨问B女想点什麽，B女说香槟

后，桌上六续来了3、4瓶香槟，

自己则是在角落和A女聊天、滑

手机。他表示一行人待了半个小

时，两个女生起身要先走

，虽不知还会不会再回来

，仍起身跟著余祥铨一起

送女方搭车，结果见到男

方和B女拉扯，自己和A

女站在5公尺外，没想到

这时会突然被男方走来挥

2拳，又被怒斥“刚刚都

没付钱”，结果被打到下

巴都是血，由于现场有警

察在临检，便直接向警察

通报要告伤害，对方当时

还一度冲来要再打。

高男指责余祥铨“莫名其妙

”，自己在夜店里只见到对方和

服务生对话，“我根本不知道他

点了什麽，之后大家突然离席，

我以为会再上楼，也没见到他

（余祥铨）拿信用卡或付现，他

也没跟我说要结帐或各付各的，

就一副我白吃白喝的洋子，真的

有够衰！”他和对方一起上警局

，见到余天夫妇，“余天本人很

客气，但李亚萍一劈头就问我

‘有没有付钱’、‘刚刚酒钱都

我儿子付的’”他反问“到夜店

就可以打人？”因此拒绝和解。

有关余祥铨的说法，他一早

在脸书发文，表示一行人到夜店

后，自己先去上了厕所，一回来

便看到香槟，结果帐单来了要自

己买单，“我有点傻眼，但还是

刷了”，并说“我推了他两下，

他马上去找警察说我打他”，最

后强调“不会和解，一毛钱都不

会赔给你，这洋你清楚了吗……

娘娘腔。”

臺灣美魔女新戲中借精生子

報復偷腥老公
50岁美魔女丁国琳拥有F杯姣好身材，加上不老童颜

、细软爹声，仍是不少男人心中的梦幻女神，睽违2年她

回归本土剧，加入华视《春风爱河边》饰演秋萍，近日揭

发儿子的身世之谜，原来是别人的种，洒狗血的剧情，让

不少人直呼“这真是最狠毒的复仇手段。

丁国琳这次回锅8点档，曾透露之前是因为前一年为

了陪伴女儿，工作选择以节目通告、拍电影为主，这次重

回ON档戏，“我很喜欢秋萍这个角色，她是一个很爱孩

子的妈妈，是只要儿子喜欢，可以给他全世界的母亲！”

不过最近剧情进入高潮，她亲自揭晓儿子的身世之谜，原

来当年报复老公“胡天龙”林义芳对婚姻不忠，向外人借

种生子，“太毛骨悚然了！”

此外，演员李政颖、王宇婕、林玟谊、黄玉荣、吴铃

山、刘晓忆、徐恺与林宜禾，周末也到戏中拍摄场景旗津老街

，举行扫街见面活动，并于旗津天后宫向妈祖虔诚敬拜祈求平

安。看到旗津当地的美食让演员们食指大动，休息空档大啖起

当地有名烤鱿鱼，但而美食当前，男主角李政颖却完全不受诱

惑，当其他演员要喂食他烤鱿鱼时，直说：“谢谢，你们吃就

好，我吃这个会长痘痘。”还拿出了自备蒸地瓜和水果盒来吃

。回到故事的主场“高雄”，王宇婕特别分享她与高雄有缘的

故事，表示之前在爱河拍戏时，意外捡到一只小鹦鹉，因为找

不到主人，就只好带回家养，让她第一次爱上了小鸟，成为她

的小宠物。这次见面会吸引爆棚粉丝，演员们对拍照签名来者

不拒，更有粉丝在活动结束后，还一路跟到厕所外就是要跟喜

欢的艺人拍照，足见他们在南部的高人气。

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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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徐若瑄2014年嫁

給新加坡馬可波羅海業集團執行長李雲峰，

婚後兩人育有兒子“小V寶”Dalton，常透

過社群網站分享生活點，10日發文表示自己

還在工作，突然收到小V寶奶音應援影片，

讓她看了暖進心坎、直呼“鵝子長大了”。

影片中，可見小V寶穿著長袖灰T、看

著鏡頭，被問到要對用媽媽徐若瑄說什麽？他用奶音隔空應援說：

“媽咪工作加油！”並在旁人的動作指導下，他舉起右手做出“打

氣動作”的同時，邊開口喊“加油！加油！”接著以“Love U”對

著鏡頭送上“恩嘛”香吻、露出甜甜笑容結束影片。

徐若瑄公開影片同時，也寫下“今晚挺冷的~還在努力工作中

的媽咪，收到這個。。。”面對小V寶的隔空加油，感到很溫暖，

最後感性以“鵝子長大了”的Hashtag結尾，引來網友們回應“會笑

的眼睛”、“看到兒子，就不累了，比蠻牛還強”、“好甜好甜！

已融化！壹直重播”、“怎麽那麽口愛啊！讓人融化的吻”、

“So Sweet，心暖了，整個世界都暖了”。

另外，徐若瑄日前還分享“小V寶騎著三輪車陪買菜”的影片

，見兒子面對壹旁的爺爺想將魚給他，微微後退了壹下，下秒聽到

媽媽說“謝謝，幫媽媽拿魚”，他便伸手要去接，但對方怕拿不動

、幫掛在車子把手，接著徐若瑄又說“Dalton妳現在幫媽媽載魚和

水果，走吧”，聽話的他果真腳踩踏板、往前出發。

陳喬恩疲憊過度生病高燒陳喬恩疲憊過度生病高燒
工作超拼命粉絲大呼心疼工作超拼命粉絲大呼心疼

11日，陈桥恩发博向大家诉苦“一整个晚上没睡好，眼压

高头疼的难受。今天早上一量体温38.8高烧，我终究还是被时

差的疲惫打败了。”文字中透露出满满的疲惫与难受令粉丝十

分心疼。“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吃药！”“姐姐工作辛

苦了，保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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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巨星》曝“魔鬼訓練”動作特輯

陳奕迅暴瘦20斤臉變尖
李榮浩被“慘虐”

由谷德昭執導，陳奕迅、李榮浩、李壹桐主演的喜劇動作電影《臥

底巨星》已經正式定檔2018年1月12日全國公映。今日，片方曝光了壹

支動作特輯，影片中近身肉搏、高空激鬥等熱血爆棚的動作場面悉數呈

現，劇組30天的魔鬼訓練細節也壹壹曝光，陳奕迅、李榮浩、李壹桐均

親身上陣，摸爬滾打自行承包，真實有力地呈現了這部最拼喜劇動作電

影背後“有笑有淚”的付出。

在電影《臥底巨星》中，陳奕迅飾演的功夫巨星元豹，在戲中承

擔著大量動作戲。近兩分鐘的特輯中，陳奕迅時而近身肉搏，時而

吊威亞高空360度翻騰，又反復被“對手”摔打在地，粉絲看了直呼

心疼。據悉，為了達到理想的動作效果，陳奕迅壹個醉拳動作就練

了7天，壹個吊著威亞在半空中旋轉的鏡頭拍了12次。導演都忍不住

心疼的表示：“30天的訓練、兩個月拍攝，陳奕迅暴瘦了20斤，臉

都尖了。”

在電影裏飾演臥底的李榮浩也是親身上陣，體驗了壹把“武林高

手”的對決。據透露，為了呈現給大家最精彩的動作場面，有壹場

打戲李榮浩反復練習NG了近20次，肋骨還被頂傷，但李榮浩依舊堅

持拍完才去醫院。舞蹈專業出身的李壹桐也發揮特長，承擔起了動

作戲“幫手”，標準的壹字馬直接劈到了陳國坤的頭上，讓人看得

不禁身冒冷汗。

作為壹部融合了動作元素的喜劇片，除了要打得“到位”，還要打

得“有趣”。導演谷德昭表示：“拍攝動作片難、拍攝喜劇難，打得過

癮又好笑就難上加難，但是《臥底巨星》做到了。”對此，陳奕迅也曾

表示：“我們完全沒有刻意搞笑或者做壹些表情，跟著劇情自然流露出

來就很爆笑了。”黃金動作喜劇班底強強聯手，加上“動作戲新人”們

的賣力，這部最拼的喜劇動作片，值得期待。

《《極光之戀極光之戀》》曝光海報曝光海報
馬可關曉彤糾葛戀前路成謎馬可關曉彤糾葛戀前路成謎
由劉礴執導，馬可、關曉彤

領銜主演的青春勵誌偶像劇《極

光之戀》正在熱播。

今日，片方曝光了壹組人物

關系海報，李俊泰（馬可飾）、

韓星子（關曉彤飾）、李明哲

（張曉龍飾）、何靜文（趙韓櫻

子飾）、何華皓（朱曉鵬飾）五

位主要角色之間的關系通過創意

性的視覺方式躍然紙上，他們懷

揣不同的目的、經歷不同的姻

緣，構成了極具戲劇性的“復

雜關系”，預示著五人間事業

與愛情、權利與親情的糾葛由

此展開。

馬可關曉彤甜蜜互懟
“泰子”夫婦前路不明
李俊泰與韓星子的關系海報

中，馬可、關曉彤隔空眼神相

望、手指相觸，寓意著二人的心

意相通。劇情中，他們的關系始

於“不打不相識”，之後持續

“糾纏”、相互“拆臺”，詮釋

了什麽叫作“情到深處自然懟”，

由此獲得“寵懟”CP的稱謂。

但造化弄人，無形的阻力籠罩著

這對眷侶，家庭背景、社會地位

的懸殊讓二人的感情之路艱難重

重，“白富美”何靜文的存在，

“總裁”爺爺的反對，都給了他

們極其嚴峻的考驗。

關曉彤朱曉鵬成歡喜冤家
“逗逼”少爺甘作護花使者
除了男女主角，何華皓和

韓星子之間的互動也是本劇的

壹大看點。海報中二人背向彼

此，姿態對立，體現出“星皓

”組合“歡喜冤家”的特點。

在劇中，何華皓是壹個不折不

扣、十分典型的紈絝子弟，霸

道、愛耍帥，唯獨在星子面前

十分的“聽話”。雖然屢次被

星子拒絕，何華皓對其依然無

微不至，請群演為星子吶喊助

威、為星子找化妝師、治療星

子的恐臺癥，堪稱護“星”使

者。飾演何華皓的朱曉鵬也憑

借此番塑造的“暖男逗逼”角

色俘獲了大批女粉絲。

張曉龍趙韓櫻子同床異夢
權利聯姻何去何從？
相較於前兩個組合之間的

融洽氣氛，李明哲和何靜文之

間的關系帶給觀眾的更多是沈

重。海報中，二人貌合神離。

張曉龍眼神上擡，姿態驕傲，

顯現出作為“霸道總裁”的他

對於權利的渴望。而趙韓櫻子

眼神迷離、若有所思，華貴外

表下透出壹絲落寞。這對“權

利婚姻”下的犧牲品，對於他

來說，婚姻只是得到權力的手

段。對於她來說，更多的是身

不由己和萬般無奈。

《極光之戀》講述的是90

後歌舞劇演員韓星子與超能集團

繼承人李俊泰不打不相識，闖入

彼此追夢人生的故事。由北京中

視礴廣、杭州新鼎明影視、江蘇

鹿港文化聯合出品，知名導演劉

礴執導，同名 IP原著作者王千

赫擔任制片人，馬可、關曉彤領

銜主演，張曉龍、趙韓櫻子、朱

曉鵬、王千赫、馬赫、劉濟愷、

周凱文、張惜媛 、曾江、顏世

魁、李玲玉、李芳雯等實力演員

傾情加盟。

宋丹丹《親愛的她們》遇危機 閨蜜團生日暖心催淚
由宋丹丹、張若昀、姜研、劉莉莉、

鄔君梅、朱茵、杜源、翁虹、秦漢等領銜

主演的青春成長代際對話暖心劇《親愛的

她們》，已於昨晚19：30正式登陸湖南衛

視金鷹獨播劇場。該劇以溫馨的代際對話

路線，展現了80後壹代子女與正值暮年的

父母之間的相處方式與關系。

“閨蜜團”分別遭遇“人生危機”
紅領巾生日party暖心催淚
在昨日首播的兩集劇情中，“閨蜜團”

馬衛華（宋丹丹飾）、石慧貞（劉莉莉飾）、

顏舜華（朱茵飾）首次出場，便遭遇了

“人生危機”。作為單身母親的馬衛華，

需要女兒的定時微信回復、每晚的微信晚

安。她有些近乎於偏執的關心方式，引起

了女兒顧嘉壹（姜研飾）強烈的反彈情緒，

經常以“正在開會”等借口逃避母親的

“狂轟濫炸”。母女二人“相愛相殺”的

相處模式，充分展現了兩代人思想上的碰

撞與沖突。

“老公主”顏舜華，丈夫去世後壹度

自覺拖累子女而決定尋死解脫；家庭主婦

石慧貞，壹直夢想環遊世界，但面對的卻

是“大男子主義”爆棚的許建設（杜源飾）。

在面對種種生活難題時，閨蜜團總是相互

依偎陪伴，攜手度過最難的關卡。

“吉老師八十大壽”成為了首播兩集的

淚點。為了給母親也是大家的老師慶祝八十

大壽，馬衛華和老夥伴們共同舉辦了壹場生

日會。壹群已至暮年的老人齊聚壹起，戴著

紅領巾，端坐於課桌前，為八十歲的老師唱

生日歌，這壹場景令眾多網友淚目。

張若昀姜研“地下戀”疑曝光
愛情走向引人期待
張若昀和姜研的戀情也在昨晚初露

端倪，兩人的地下戀情險被馬衛華逼問

而出。原來，顧嘉壹每年都會以工作為

借口飛赴奧地利秘密約會何安寧。兩人雖

是異地戀，但甜蜜程度卻絲毫不受影響。

二人每次網絡視頻所自然流露的愛意，接

連不停的濃情蜜語，讓“長跑”六年的愛

情宛如初戀。

即將在今晚播出的劇情中，何安寧

和顧嘉壹“膩歪”之時竟遭馬衛華來家

突襲，嘉壹手忙腳亂的應付來自母親的逼

問，安寧則是狼狽不堪的躲進衣櫃。

近日，關註唐氏綜合征

患者的電影《別離》正在全

國藝聯影院專線放映，導演

彭韜，唐氏綜合征患者網絡

社區“靜語者家園”創始人

竇壹欣與患者家屬曹媽媽現

身映後見面會。

《別離》講述的是壹位

即將辭世的母親，在多番求

助他人照顧腦癱兒子而不得

之後，忍痛毒死兒子的沈重

故事。

導演彭韜透露，這部電

影來自於壹則真實的新聞報

道，真實事件中的母

親被判故意殺人罪，“這則

新聞讓我看過之後覺得真實

而沈重，殺死自己的親生兒

子是任何壹個母親都不敢面

對的事情，但是新聞中的這

個母親她又不得不這麽做，

而她的這種行為也不被世俗

的社會所容許。”

現場有觀眾就影片的拍

攝地和拍攝場景進行了考

據，導演透露大部分場景並

未做有意的美術設計，而是

追求完全的真實。但也有觀

眾質疑，影片如果不追求與

新聞事件相同的結尾，而是

改作大團圓，可能會更符合

壹般市民的心理預設，但導

演彭韜認為，真實才是這部

電影的意義所在。

他的作品壹直保持著對

邊緣人物、弱勢群體的愛與

關心，《血蟬》講述的是身

患狼毒瘡被孤立的小女孩，

獲得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編劇

的提名；《流離》裏命運坎

坷的下層青年；《焚屍人》

被稱為“黑暗版《入殮師》”，

講的是焚屍工人奇觀式的日

常生活，曾獲得FIRST青年電

影展最佳導演提名。

《別離》是彭韜的第四

部作品，卻是他第壹部可以

在院線放映的電影。影片由

資深演員李勤勤和肥龍主演，

李勤勤為此片犧牲形象，但

卻覺得非常值得：“衡量壹

個民族文明的程度，就是看

它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和小動

物。”

《別離》導演：大團圓能吸引排片？

我堅持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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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迪2》大膽啟用獨立片新導演
史泰龍、邁克爾·B·喬丹回歸 明年11月上映

自從導演瑞恩· 庫格勒簽約

漫威新片《黑豹》之後，《奎

迪》續集的導演人選始終未能

確定。近日，片方華納宣布

《奎迪2》將由新晉獨立片導演

Steven Caple Jr.執導。

憑借《奎迪》摘得金球獎

最佳男配角的西爾維斯特· 史泰

龍壹度接近執導續集，不過華

納最終還是將信任票投給了新

人 Steven Caple Jr.，他自編自

導的處女作《The Land》曾經

在2016年聖丹斯電影節展映。

導演人選公布之後，《奎

迪2》的主演邁克爾· B· 喬丹通

過社交平臺表達了興奮之情，

寫道：“ 很激動庫格勒將導筒

交接給了 Steven Caple Jr.——

他是我們《奎迪2》的新導演！

迫不及待給妳們帶來故事的下

壹篇章了......2018年11月上映。

”西爾維斯特· 史泰龍、泰莎·

湯普森將與邁克爾· B· 喬丹壹起

回歸主演《奎迪2》，影片的劇

本由史泰龍與漫改劇《盧克· 凱

奇》的主創制作人 Cheo Ho-

dari Coker共同執筆，故事中的

奎迪會繼續自己的冠軍征程，

他還將面對賽場之外關於名望

與家庭的種種難題。

《奎迪 2》已定檔 2018 年

11月21日上映。

鷹眼：《復聯3》誰去誰留我也不知道
傑瑞米雷納期待“鷹眼”獨立電影 想嘗試合拍片

“鷹眼”傑瑞米·
雷納日前頂著《復仇者
聯盟 4》裏的新發型，
現身澳門影展記者會，
並回應了關於“黑寡婦
”獨立電影的消息，他
表示祝福的同時，也希
望自己能擁有壹部超級
英雄獨立電影。同時對
《復仇者聯盟 3》預告
片引發的討論，雷納直
言：“誰去誰留我也說
不準，就連我自己的角
色我也不知道。”

作為明星大使，傑
瑞 米·雷 納 表 現 非 常
nice，進門就與記者們
互動。有消息稱黑寡婦
會拍獨立電影，記者問

他會不會嫉妒？“鷹眼”先是反問了好幾遍“有嗎有嗎有嗎”？
然後回答：“這個非常好，我是她頭號粉絲。斯嘉麗這麽優秀的演員值得擁有她自己的電影，我不會嫉

妒啦，我也很開心好朋友會有自己的獨立電影。如果鷹眼有獨立電影我當然也很樂意，但這個不是我能決定
的。”這是雷納第壹次來澳門，雖然倒時差很困擾，但澳門的酒店把這位超級英雄震撼到了，他直言“澳門
的酒店應該是我這輩子住過最豪華的酒店，相比之下白宮簡直是個小破屋”。

雷納透露自己非常喜歡中國，這裏有很多“驚人的機會”，上次去北京宣傳《復聯》就覺得“這裏太好
了”。（不知這次鷹眼有沒有“約會”中國緋聞女友謝婷婷的計劃，對，沒錯，就是謝霆鋒的妹妹）

他說：“每次來中國我都很驚訝，首先妳們日新月異的建築真的很令我驚嘆，天吶，真的太厲害了，另
外我覺得中國的電影質量很高，我知道中國大陸有進口片配額，我發現這裏上映的25部電影中，有5部都是
我的電影，也許我們可以試試合拍片，我的粵語很菜，這門語言真的很難學，但是時候好好學學了，好讓拍
攝更加便利。”

談到喜歡的中國電影，他耿直表示，自從加入演員這壹行後，除了《魔發精靈》、《海洋奇緣》、《冰
雪奇緣》等動畫片，他幾乎就沒看什麽電影了，因為他有個四歲的女兒，只喜歡看動畫，並且翻來覆去地看
。雷納說：“如果有時間，我希望能像過去那樣看電影。”

雷納也談到了中國導演的發展。他表示：“這個世界上有壹些地區是盛產名導的，其中很多都來自東方
，當然還有北歐、西班牙、墨西哥等，這些地方的電影都很出色，有些導演已經拿到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有些則剛剛出道，我很期待看到壹個優秀的中國導演，能夠有所成就。這是壹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是壹個導
演的好時代。”

賤賤版皮卡丘2019年登陸美國大銀幕
皮卡丘真人版電影定檔 瑞安雷諾茲領銜

由“小賤賤”瑞安· 雷諾茲

領銜的真人版皮卡丘電影《精

靈寶可夢之大偵探皮卡丘》

（Pokemon movie Detective Pi-

kachu）正式定檔2019年5月10

日。

據今日外媒消息，環球為

傳奇娛樂即將推出的皮卡丘真

人大電影敲定了檔期，影片將

於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登陸

美國院線。目前同檔的影片還

有同樣由瑞安· 雷諾茲主演的

《羅茜計劃》，以及另壹部動

畫電影《Ugly Dolls》。

《精靈寶可夢之大偵探皮

卡丘》根據遊戲系列改編。瑞

安· 雷諾茲飾演的皮卡丘將采用

動作捕捉技術呈現。

影片將講述皮卡丘在男主

人公的父親遭遇綁架後與凱瑟

琳· 牛頓（《大小謊言》）飾演

的女記者聯手查案的故事。男

主人公的父親將由賈斯蒂斯· 史

密斯（《侏羅紀世界2》）飾演

。據悉環球將負責該片的全球

發行，而日本發行則由東寶擔

綱。

《雞皮疙瘩》導演羅伯· 萊

特曼將執掌該片拍攝，尼科爾·

帕爾曼（《銀河護衛隊》）和

Alex Hirsch（《怪誕小鎮》）

編寫執筆劇本。該片將於明年1

月在倫敦開機。

洛杉磯當地時間12月11日清晨，星

光聚集第75屆金球獎提名發布會，照亮

曙光還未破曉的比佛利山希爾頓大酒店

，許多部電影、電視和表演受金球獎主

辦單位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HFPA）會

員青睞，獲得提名。提名名單

由影視界權威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

（HFPA）委員投票評選的金球獎，是少

數包含電影和電視的影視界獎項，共有

25個獎項類別。上百位記者壹早趕到比

佛利希爾頓大飯店壹個諾大的舞廳，加

入到壹群緊張的電影公司公關和好萊塢

外國記者協會評委之中。

HFPA主委Meher Tatna致開場詞後

，好萊塢影星克裏斯汀· 貝爾、加內特·

赫德蘭、莎朗· 斯通、與阿爾法· 沃德公

布提名名單。值得壹提的是，今年的金

球獎大使席夢· 賈西亞· 強森，正是“巨

石”道恩· 強森和前妻、電影和電視制作

人丹妮· 賈西亞的16歲女兒。

完整提名名單公布後，最大贏家是

拿下七項提名《水形物語》，緊跟著

《華盛頓郵報》和《三塊廣告牌》各奪

下六項提名。共33部獲提名電影中，格

蕾塔· 葛韋格執導的《伯德小姐》獲四項

提名，另外《金錢世界》、《請以妳的

名字呼喚我》、《敦刻爾克》、 《我，

花樣女王》和《馬戲之王》各奪三項提

名。

受喜愛的獨立電影《大病》落馬沒

獲提名，但最令人意外的應該是丹尼斯·

維倫紐瓦執導的科幻大片《銀翼殺手

2049》，沒有獲得任何獎項提名。

電視劇方面，獲六項提名的《大小

謊言》是最大贏家，《宿敵》居二拿下

四項提名。其他表現出色的電視劇還有

《冰血暴》、《我們這壹天》、和《使

女的故事》，各獲三項提名。

此外，凱爾· 麥克拉克倫在《雙峰》

中的精湛演出，飾演壹個角

色的兩種版本，也獲得第二

次提名。麥克拉克倫早在

1991 年在大衛· 林奇執導的

《雙峰》奪下迷妳劇/電視電

影最佳男主角提名，是金球

獎上第壹個時間間隔最長、

同壹個角色獲提名。

但這個提名名單發布會

的現場氣氛如何？無疑的是

空氣中彌漫的興奮期待是不

言而喻，緊張興奮的氣憤濃

厚到幾乎可以肉眼看見。

為了配合美國東岸的早

晨新聞時間，洛杉磯當地時

間不到5點來賓就陸續進場，

當然少不了咖啡和熱茶提神

，不過大家似乎不需要靠咖

啡提神，緊張、期待的腎上

腺素就夠醒腦的。很多公關

和記者都說，因為壹大早特別設定鬧鐘

怕睡過頭，結果鬧鐘響的前半個小時到

45分鐘就自然起床！

包含時光網資深記者Brent Simon在

內的HFPA評委們，也同樣非常期待今

年脫穎而出的參獎者有哪些。雖然評委

經驗豐富大概知道其他評委們喜歡哪些

影視作品，但是同行之間拉票或是互相

討論要投票給誰，就算不會被罰，也算

是壹大禁忌。在看完上千部影視作品後

，每位評委都被鼓勵小心評估超過200

頁投票名單上的每壹部作品。第75屆金

球獎提名名單發布會通過電視和網絡現

場直播，會後不少演員和記者們留下，

討論他們最喜歡的影視作品，許多人也

給電影電視人們很高的評價。

加內特· 赫德蘭說：“我壹早起床還

沒喝咖啡，其實我故意避免咖啡因。”

赫德蘭的《泥土之界》同劇演員瑪麗· 布

萊姬獲得兩項提名，包含最佳女配角、

和最佳原創音樂獎，赫德蘭更是宣布布

萊姬和Raphael Saadiq 共同制作的歌曲

“Mighty River”獲提名。 “我替布萊

姬十分高興，我認為她在這部電影中的

投入獲得認可非常好，因為她真的非常

傑出。”

加裏· 奧德曼也告訴時光網：”我非

常榮幸也驕傲獲得第壹個金球獎提名。

我有幸參加這項大獎，也十分欣賞所有

參獎者的做品。“

不過最重要的是，金球獎提名發布

會以及HFPA身為重要投票評委和媒體

人、以及對影視作品的保存，都是替影

視世界寫下歷史新篇章。這是時光網在

會後訪問《水形物語》導演吉爾莫· 德

爾· 托羅時他的看法。 “僅代表全體劇

組和演員，我非常驕傲也感謝HFPA給

這部電影七項提名。《水形物語》是講

述愛、戰勝恐懼、和擁抱’異己'的故事

。金球獎提名無疑是認同我們在電影中

傳達的這些人道精神，我對HFPA的感

激無以言喻。”

鎖定時光網得知更多第75屆金球獎

獲獎作品的資訊，包含我們對提名結果

的討論視頻。也記得在底下留言分享妳

對提名的看法！

親歷金球獎提名現場親歷金球獎提名現場：：討論投票是禁忌討論投票是禁忌
狗爹狗爹::獲得我第壹個金球獎提名我很驕傲獲得我第壹個金球獎提名我很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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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根據報導: 美國總統特
朗普十二月十一日又宣佈“重返月球” 重大的
決定。重返月球是特朗普競選期間承諾過的，
現在他打算再實現這個承諾。但他沒有給出時
間表，也沒有回答最關鍵的問題：錢從哪兒來
？而這是美國輿論及外界最大的質疑點。 特朗
普在聲明中強調並“讓美國在太空再次偉大”
用它作為突出美國的“開拓精神”。據美國
“政治” 網站11日報導，喬治.華盛頓大學太空
政策研究所創始人約翰.羅格斯登表示：“特朗
普視太空為關乎美國領袖地位的象徵性領域，
用一個對比比較方法來讓美國再次偉大。”

據德國《明鏡》周刊稱，特朗普目前
在國內面臨政治壓力，他選在11日宣佈這個決
定是刻意為之，這個相對無衝突的項目可以拉
升和抬高他下降的聲譽和展示他的理想。中國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 12 日對

《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特朗普此時宣佈 “重
返月球” ，主要是為了提振人氣，這是他的直
接目的。根據美國媒體的最新民調，特朗普的
支持率僅為32%左右。

美國《華盛頓郵報》11日稱，特朗普是連
續第三個誓言重返月球的共和黨總統，此前老
布什和小布什都就太空探索高談闊論過，但因
資金捉襟見肘，加上沒有明確和持之以恆的方
向，導致上述努力受阻。

小布什曾提出(上接第一版)“星座計劃”，
打算投入1000億美元，在2030年前登月。2009
年，奧巴馬認為沒必要重覆已完成的使命，取
消該項目，開啟了登火星的新規劃。美國全國
公共廣播電台11日稱，如何到達火星，航天界
還在辯論。很多人認為，月球是跳板。此次特
朗普在宣佈新政策的同時，也抨擊奧巴馬的政
策讓美國的太空領導地位衰落。 據分析師說:

“特朗普的新行政指令能團結美國兩大陣營的
政客，但它迴避了最困難、最容易引發爭議的
問題：經費預算和時間表”。這也是衆多美媒
的質疑點。科技網站“臨界點”稱，登月最大
的難處不是“能力”，而是“錢”。美國高赤
字將是重返月球項目獲得資金的瓶頸。

NASA 每年在人類探索項目上耗資 40 億美
元。一旦投入到登月項目中來，NASA需要研發
新的硬件，特別是月球着陸器，據估算，實現
登月計劃將耗資1000億美元。財政緊張，當局
還表示要減少赤字，如果特朗普對增加 NASA
的預算不感興趣，那就只好通過砍掉其他項目
來騰出資金。資金一直是 NASA 的大難題，
NASA 內部不同項目之間一向爭奪撥款，導致
NASA項目以不穩定著稱。但有分析認為，此次
的不同之處在於，國際伙伴以及一些億萬富豪
也將參與。

據報導，除了月球捷運公司 (Moon
Express)，包括聯合發射聯盟 (United Launch Al-
liance)、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和藍色起
源 (Blue Origin) 在內的幾家商業公司都宣佈過
重返月球計劃。今年特朗普上台后不久，親近
特朗普的人士和若幹 NASA 前官員曾表示，對
通過與私人企業合作重返月球極有興趣。
SpaceX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和經營藍色起源的亞
馬遜創辦人貝佐斯，曾多次與特朗普顧問會面
。如果重返月球任務成功，重返月球還有其他
許多好處，包括軍事，醫藥科學和生物化學，
將獲得巨大的利潤; 而這場國際競爭可能是世界
領導人又一個昂貴的挑戰。

特朗普十二月十一日宣佈重返月球重大決定
讓美國再次偉大 關鍵問題是時間和資金

（ 休士頓/ 秦鴻
鈞報導 ） 休士頓客
家會上周日（12 月
10 日 ） 在 China
Star 餐廳舉行年會
，選出新會長李元
平，並於當天與劉
志忠會長舉行交接
典禮。由當天與會
的僑教中心莊雅淑
主任與台北經文處
政務組長何仁傑監
交。

李元平在儀式
上表示：他於六年
前曾擔任會長，很
感謝會員的信任，
讓他再度當選會長
。他在會上也對哈

維災民仍不懈助人
的劉志忠會長表示
感謝。他表示： 劉
志忠會長任期內，
客家會有不少進步
，他將再接再厲，
再帶領社團更攀高
峯。

當天出席年會
及交接典禮的還有
僑務委員劉秀美，
及台聯會會長李迎
霞，旅館公會會長
葉德雲，休士頓中
華公所共同主席丁
方印，美南銀行公
關莊幃婷等人受邀
出席。並天還由方
海妮主持全場，會

長劉志忠首先致開
場詞，他表示感謝
大家的共襄盛舉，
及年會工作人員的
辛勞，充份顯示客
家人勤奮合作的精
神。當天除選出新
會長李元平外，也
選出新理事： 沈玉
梅、李元平、饒鳳
喬、鍾山英、劉志
恆。當天有不少會
員也攜眷同歡，盡
享理事們及贊助商
所提供的摸彩獎品
，林天娜夫婦的歌
舞表演，現場氣氛
極為熱閙，歡樂。

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暨理事交接典禮休士頓客家會會長暨理事交接典禮
上周日舉行上周日舉行，，李元平榮膺新會長李元平榮膺新會長

圖為當天出席的貴賓與休士頓客家會理事圖為當天出席的貴賓與休士頓客家會理事，，會長合影會長合影。。

圖為休士頓客家會新舊會長交接圖為休士頓客家會新舊會長交接。。由劉志忠會長由劉志忠會長（（ 左左
一一）） 將會長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元平將會長印信交給新任會長李元平（（ 右一右一 ）） 而由而由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左二左二 ），），及台北經文處政務組及台北經文處政務組
組長何仁傑組長何仁傑（（ 右二右二 ）） 監交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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