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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预告

KVVV

美南国际电视 STV15.3 政论节目「休士顿论
坛」2018 年首集将于今晚 7 时 30 分播出﹐节
目中将带大家回顾 2017 年新闻﹐
「回顾
2017, 美国天灾人祸﹐水深火热﹖
」﹑
「全球政
治向右转﹐强人民粹风起云涌」及「两岸冷对
抗﹐2018 能解冻﹖
」﹐除常中政和李坚强教
授﹐还将邀请休士顿台湾社会长杨明耕到场
一同参与评论﹒1 月 5 日(周五)下午 1 时至 2
时将重播﹐敬请准时收看﹒

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客來安-號角連鎖酒店
8號公路旁˙近中國城˙交通便利
華人經營˙免費早餐˙無限上網
華人業務代表 Tammy Chen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832-803-9018

Clarionchinese@gmail.com

2930 W Sam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H04-CLARION INN客來安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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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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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總統 2018 第一推特
巴基斯坦“給我們的只有謊言和欺騙”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在新年之際，美國總統川普抨擊
巴基斯坦，說他們給美國帶來的只有 “謊言和
欺騙”。
川普總統一月一日，周一早上的推特上說
：“過去 15 年來，美國愚蠢地向巴基斯坦提供
了超過 330 億美元的援助，而他們只給了我們
謊言和欺騙，把我們美國領導人當成傻子了。
”
“他們為我們在阿富汗所打擊的那些恐怖
分子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沒有對我們有過什
什麼幫助，根本沒有！” 《紐約時報》上周報
道說，由於特朗普對該國處理恐怖分子事件感
到失望，美國可能會凍結向巴基斯坦提供的
2.55 億美元援助 。 《泰晤士報》報道，白宮
官員會具體決定是否取消援助。
北約領導的駐阿富汗聯軍司令約翰•尼科
爾森（Gen. John Nicholson）11 月份表示，自

特朗普宣布阿富汗新政策以來，巴基斯坦並沒
有改變自己的行為， 特別是該新政策要求巴基
斯坦做更多的事情。
尼科爾森在布魯塞爾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
後，就巴基斯坦是否更多地合作消滅塔利班的
避難所的問題告訴記者：“不，我還沒有看到
他們的行為有任何改變。”
“你聽說過了川普總統、國防部長詹姆斯
•馬蒂斯、國務卿蒂勒森、聯合酋長軍長約瑟
夫•鄧福德主席都公開發表聲明。所以我們正
在從事頂層設計需要巴基斯坦與美國共同對付
這些破壞整個地區穩定的恐怖分子。” 尼科爾
森補充說。
他繼續說：“巴基斯坦已經為此付出了艱
苦的努力，並且嚴重打擊了那些專註於巴基斯
坦政府的恐怖分子，現在我們要求他們把重點
放在襲擊阿富汗和攻擊聯軍的恐怖分子身上。

” “美國已經很清楚我們駐阿富汗聯軍要走的
方向，我們希望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能看到
一些變化。”
與一月一日剛剛發布的推特形成鮮明對比
的是，十月份的時候川普還在談論現在有好多
巴基斯坦人尊重美國。
當塔利班的俘虜，美國人凱特蘭•科爾曼
（Caitlan Coleman）和她的加拿大丈夫約書亞
•博伊爾（Joshua Boyle）被釋放後，川普總
統稱讚巴基斯坦與美國的合作。
川普說：“這是我們與巴基斯坦關系的一
個非常積極的時刻。”他補充說，與巴基斯坦
政府的合作 “是一個信號，表示美國希望在這
個地區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川普說，巴基
斯坦“再次開始尊重美國”。
美國國務卿蒂爾森本月稍後訪問了巴基斯
坦，並敦促其領導人加緊努力“鏟除在巴基斯
坦境內的武裝分子和恐怖分子”。

2018 預測：充滿泡沫和沮喪的一年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
社香港 1 月 2 日電- - -美國總統川普任
期的第二年開始，充滿了不和諧和不確
定因素。然而，貨幣價格是廉價的，全
球經濟是高速運轉的，市場也是熱情洋
溢。這種多因素的混合被稱為“泡沫和
挫折”。這一具有諷刺意味的社會對比
，如何與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
小說相得益彰，將成為 2018 年的關鍵。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 10
年之後，牛市方興未艾。最近，一幢香
港摩天大樓的售價為 52 億美元，而不完
美的萊昂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以 4.5 億美元的價格售出。在蘋
果 (Apple) 和騰訊 (Tencent) 等科技巨頭
的巨額投資中，全球股票在 2017 年的前
11 個月裏增加了約 13 萬億美元的價值。
比特幣（Bitcoin）價格飆升至天堂。追
逐收益的人從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和馬爾代夫（Maldive）的首次發行債券
，以及阿根廷（Argentina）連續違約國
有 100 年債務。
這還不是所有的經濟過熱。世界經
濟復甦正在蓄勢待發: 世界銀行預測，
2018 年全球經濟增長將達到 2.9%。而
上一次擴張速度更快，中國在橋梁、道
路和機場上的大舉投資，有效抵消了金

﹒

川普總統發出 2018 第一推特
第一推特。
。

2017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
日星期一，
，國防部長詹姆斯
國防部長詹姆斯•
•馬蒂斯
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受到停機坪的歡迎
受到停機坪的歡迎。
。

融危機的反彈。與此同時，各國央行幾
乎沒有開始提高利率或出售資產。而像
阿裏巴巴和 Alphabet 這樣的網絡巨頭也
在不斷擴大規模並產生豐厚的利潤。
投資者似乎對奧斯丁小說筆下的人
物有著同樣的唯利是圖的看法:“一大筆
收入是幸福的最佳秘訣。”然而，實際
情形看起來沒有那麼令人放心。
支持川普和英國退歐的民粹主義情
緒仍在發酵，同時也受到不平等、戰亂
、移民和社交媒體的相互影響。一個不
可預測的美國不再致力於推進以規則為
基礎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國家主席習近
平的領導下，中國變得越來越自信，而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正在向海灣地區展
示他的肌肉。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的風險
實在是太大了。企業正在努力應對自身
的醜聞和激進分子的攻擊，反對大型科
技公司過度使用電力的聲浪也在不斷加
劇。
這是我們預測 2018 年的背景條件。
有一個舉世公認的真理——從奧斯丁的
作品中得出的——預測是一項艱巨的工
作。但這仍然是一項有益的運動，至少
給讀者提供了一種方式來在思想上為未
來的大討論畫上框框，或許人們還能從

中獲利。
今年，我們對全球增長保持積極態
度——只要川普和習近平不搞破壞。美
國中期選舉可能會對投資意願產生嚴重
影響，激進的候選人會排擠掉那些妥協
者，而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也會卷土重
來。
在最近的發展提示我們，美國公司
需要重新考慮對多元化和性騷擾的態度
。 同時，這應該促成積極的變化，正如
一連串的質量控制危機應該迫使日本老
闆變得更具競爭力。
在科技方面， 歐洲的電動汽車將在
成本方面與油耗汽車持平。 而超高速的
5G 移動寬帶將在冬奧會和世界杯上亮相
，這將顯示出中國對技術領先地位的渴
望。
無論如何，2018 年已經到來了。有
了這樣一些告誡, 我們只是希望閱讀這篇
文章時，會有一種令人愉快和發人深省
的體驗。
圖說：早期英國女小說家（生卒年份：
1775~1817）簡•奧斯汀（Jane Austen
） 的 小 說 曼 斯 費 爾 德 公 園 （Mansfield
Park）裏的一句名言，“一大筆收入是
我聽說過的最好的幸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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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 边境偷渡人数不降反增
由于总统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专家说，边
境偷渡人数反而会上升，因为试图逃脱本国贫穷
和危险条件的人们越来越多依靠花钱雇佣偷渡蛇
头帮助他们躲避特朗普政府移民探员的搜捕，越
过美国边境。
据新闻周刊网站(newsweek.com)报道，一个
国家采取严厉移民政策或威胁大规模递解时，偷
渡蛇头生意就会红火--这是一种常见现象。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2013 年 12 月在亚利
桑那州诺加莱斯(Nogales)拦下一辆汽车，打开车
上一个大行李箱，看到里面一名泰国女子。开车
人试图将那名女子从墨西哥偷运到美国。(美国
中文网视频截图)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2013 年 12 月在亚利桑那
州诺加莱斯(Nogales)拦下一辆汽车，打开车上一
个大行李箱，看到里面一名泰国女子。开车人试
图将那名女子从墨西哥偷运到美国。
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的报告说，偷渡是对
边境控制的反应，而不是移民的原因。英国那家
研究机构在报告中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边境控制越严越是强迫移民和难民冒险，增加他
们对偷渡蛇头的依赖性。”
在美墨边境，偷渡蛇头被称为“美洲狼。”人
权机构华盛顿拉美办公室官员艾萨克森(Adam Isacson)说，“移民感觉不找偷渡蛇头--没有了解路线
的专业人员或专家，无人能完成这种跨国行程，因
此要花钱找人带路。”他说，尽管政府严厉打击移
民和偷渡，那些偷渡蛇头知道他们能夺得这种巨大
市场，因为他们能成功地偷渡边境。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数据显示，自从总

统下令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以来，偷
渡人数上升：甚至在 2016 年大选期
间由于特朗普大力鼓吹反移民政策
，偷渡人数已开始上升。
到今年 6 月，国安部调查机构
报告称，它已经对偷渡蛇头提出
2117 件起诉，超过 2016 年全年的
2110 件，2015 年全年美国起诉起诉
蛇头案为 1886 件。
随着需求增长，偷渡费也猛涨
。根据国安部的报告，特朗普 2015
年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偷渡费达到
高峰。主要看在那个地段偷渡边境
，2015 年的偷渡费为 3,500 到 4000
美元，相比之下奥巴马就任总统的
2009 年的偷渡费为 1000 到 2000 美
元。近期一名偷渡蛇头的最高收费
达到 9200 美元。
联邦官员估计，出钱找偷渡蛇
头的相当一部分移民在路途中死亡
。自从 1998 年以来，超过 7000 名
移民在南方边境地区死亡。
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案例
是今年7月一辆大卡车停在圣安东尼
奥的沃马尔停车场上，里面有10名偷渡客已死亡，
另有 30 多人生病。那名卡车司机布莱德利(James
Matthew Bradley Jr)面临终身监禁。
许多移民也遭受“美洲狼”虐待或被抛弃，死
于脱水或日晒雨淋等恶劣环境因素。
研究人员说，如果出钱多，偷渡蛇头尽快让

移民越过边境。如果出钱少，偷渡蛇头会让他们
多走路或待在可怕的藏匿房屋里多日，遭受攻击
或在进入美国之后遭抛弃。
特朗普的严厉移民执法和反移民激烈言
辞似乎暂时奏效，吓跑部分偷渡者。但最终
可能促使更多人雇佣偷渡蛇头。在边境地区

被 逮 捕 的 人 数 最 近 下 降 到 1971 年 以 来 的 的 最
低水平，但特朗普送往中美洲的“寒流”似
乎正在失效。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星期公布的报告说，11
月 3.9 万人试图进入美国时被逮捕，比 10 月上升
12%，为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最高。

盘点 2017 各国移民政策
是拒是迎？上演“政治秀”
特朗普担任美国新一任总统、英国“强”脱
欧局面落定，澳大利亚政局“插曲”风波不断
……回望 2017 年，各国选情变化或经济低迷之下
，政府往往总喜欢拿移民政策开刀，欲拒还迎？
明迎实拒？频频上演“政治秀”。如今，限制性
的移民项目逐渐成为新的规范，一个极为复杂的
政治移民格局，正悄无声息的到来。

欲拒还迎 加大移民难度
去年 10 月，新西兰政府以吸收优质移民为
目标，将技术移民打分政策从 140 分提高到 160
分，今年又将 4.9 万年薪调成了硬指标，随着打
分系统的改革，新西兰移民政策趋于严格。
虽说 4 月，新西兰移民局出台“南岛直通车
”的新政策，为低技能人士提供一个一次性移
民到南岛的途径获得临时签证，之后符合条件
的申请者可直接移民。
看起来新西兰政府出台的南岛新政策向外
劳抛出橄榄枝，但其实只是诱饵，因为大多在
南岛的低技能人士都是从事农场、果园和搬砖
等劳动性工作，这些劳动性工作的加分项，很
难凑够 160 分留在新西兰，所以，以技术移民为
主的中国申请者，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
加加分项。
澳大利亚移民部采取“推动和拉动”的动
态机制，便利化临时和永久移民的入境和管制
、执法和制裁。一方面便利低技能人士留在澳
大利亚从事基础的劳务工作，另一方面取消 457
工作签证，并对 186 签证和 187 签证(雇主担保永
居签证)的申请条件作出修改，严格把控高技能
人才的引进，加强对永久移民申请者的把关和
制裁。在澳洲入境事务所公布的数据里，457 签
证持有者中占第三位的是中国人，就目前形势
而言，很多华人恐怕会被波及。
在与欧盟谈判“脱欧”的一年拉锯战里，
英镑持续走低，“脱欧”成为人们决定是否移
民英国的因素之一。不少金融界大亨和舆论表
示，“脱欧”后，移民人数减少代表着英国对
人才的吸引力下降。于是今年 12 月，英国内政
部宣布，在现有 4 所大学基础上新增 23 所大学，
延长毕业签证有效期，并能获得比就读课程时
长多 6 个月的签证，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有多出
1 年的时间在英国找工作。

虽然留英时间被延长，
但“脱欧”后，国际留学生
能拿到工作名额的几率并没
有加大，尤其对中国留学生
。
一方面，今年上半年，
一家主要帮助中国留学生办
理 Tier5 实习签证的担保机
构担保资质被吊销，下半年
，多家华人企业的 Tier 2 签
证资格也被吊销。抽查审核
制度趋于严格。另一方面，
据英国移民事务次官古德维
表示，今年 4 月起，政府计
划向非欧盟外劳征收“外劳
年费”，日后该费用会进一
步包括欧盟成员国劳工。根
据英国小型企业联盟提供的
数据，超过 1/5 小企雇主聘
用过若干来自欧盟国家的外
劳。因此，为节约成本，英
国企业则很少垂涎于中国申
请者，圆梦留英依旧是个大难题。

政策收缩 背后原因令人深思
各国移民政策不断收缩，到底背后有何原
因？
首先是悄然滋生的就业保护主义，在金融
危机的阴影笼罩下，随着就业机会总量减少，
移民国家慷慨发放绿卡的时代已宣告结束，他
们以“训练本土人才”取代对海外劳工的依赖
，降低移民人口水平。
特朗普上任后，进一步改革移民政策，除
了在投资移民政策上进行调整外，H1-B 签证改
革将在提倡“留住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的
基础上，优先为美国本土居民提供工作机会。
甚至曾下达“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
令指导签证项目“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拥有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学位、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学历，曾在香港大型国
际律所担任律师，去年又加入由斯坦福教授创
办的硅谷新创公司的于童，因“学历超过职位
所需”，导致美国 H1B 签证被拒，失去留美机

会。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政府今后的
就业政策将优先考虑澳大利亚人。有人提议，
为防止人才被“浪费”，应减少接收移民，甚
至，一些雇主把“缺乏澳大利亚经验”作为拒
绝雇佣移民的理由，让不少申请者陷入了鸡生
蛋，蛋生鸡的“死循环”……
“在澳大利亚找不到工作，因为在这里，
想成为电线工有一个制度……我没有配电三级
证书，但要取得配电三级证书，我需要先有工
作，如果没有工作，我就拿不到证书，但没有
证书我又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问题。”
英国政府将员工薪酬标准和移民技能费提
高，让那些想聘请海外雇员的企业成本不断加
大，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会把注意力放在本土
寻觅对口的技术人才上。
其次，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全球化否定思
潮的兴起。多国收紧移民政策，也是在全球化
过程中进行的贸易保护。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过
程中，产业结构比较失衡开始显露出反全球化
的倾向，他们必须通过提高申请标准来限制移
民，从而对本国境内的产业进行保护。

最后是在全球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迫使
各国宁愿关上门自保，也不愿意广纳移民人口
。
恐袭事件频发，特朗普重申将改革移民制
度，取消多样化抽签以及取消移民链 ，创建
“择优”制度，废除签证(绿卡)抽签，他本人曾
多次强调要结束亲属“链式移民”。因为最近
几个月袭击纽约的两名恐怖分子，都是通过失
灵的移民系统进入美国。特朗普表示，最糟糕
的国家的最糟糕的公民通过签证抽签进入了美
国，多样化签证为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提供了渠
道。
美国移民法变更的十分频繁以及不可预见
，使美国移民政策也愈发变得含糊不清，对于
华人而言，留美之路会更加难上加难。同时，
面对这场由各国领袖自编自导自演的移民政策
制度改革的政治大秀，不少华人对各国的移民
签证政策表示无奈，并表现出一副“佛性”三
连看态度：
“都行。”
“可以。”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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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購置稅免征至 2020 年

消費者顧慮難消
2017 年 12 月末，四部門發出的壹
份通知，給新政頻傳的新能源汽車領域
又帶來了壹個重磅利好。這份由財政部
、稅務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以及科技
部下發的通知明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國將對購置的
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稅。
稍早前，2017 年 11 月，央行和銀
監會聯合發布《關於調整汽車貸款有關
政策的通知》，消費者僅需 15%的首付
款就可購買壹輛新能源車……新政密集
出臺，無疑將深刻影響行業發展，而消
費者關心的則是，他們對新能源汽車的
顧慮能否由此消除？
新能源汽車在“限牌”城市大賣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17
年 11 月，新能源汽車銷量 11.9 萬輛，
同比增長 83%，月度銷量創歷史新高；
2017 年 1～11 月，新能源汽車銷量 60.9
萬輛，同比增長 51.4% 。 業 內 預 計 ，
2018 年 新 能 源 汽 車 產 銷 量 有 望 超 過

100 萬輛，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車年產
銷達到 200 萬輛，全國電動汽車的保有
量有望超過 500 萬輛。
新能源汽車大賣，“限牌”政策居
功至偉。麥肯錫中國發布的《2017 中國
汽車消費者調查報告》顯示，“限牌”
城市買下了全國 60%的新能源汽車。
2017 年 12 月 26 日，近 284 萬人參
與北京今年最後壹期普通小客車指標
搖號，0.11%中簽率再創新低。與此同
時，超過 11 萬人在輪候新能源汽車號牌
配置指標，甚至連 2019 年的指標也已被
提前“預定”。
“排隊搖油車，比買彩票中獎還
難，用車是剛需，所以買了新能源車。”
北京新能源車主張先生的想法是“限牌”
城市新能源車主的普遍想法。
和北京壹樣，上海、廣州、深圳、
杭州、天津、貴陽等多個城市也在執行
普通汽車“限牌”政策。但是很多城市
均為新能源汽車保留了綠色通道，可以
通過單獨的搖號系統增加中簽率或者直

接取得上牌指標。
壹項對國內六座城市新能源汽車
消費者的調查顯示，限購大城市的新
能源消費車型主要以國產純電動中端
車為主，三四線城市的則以國產低端
電動車居多。
痛點未除，消費者顧慮難消
盡管百姓的接受度近年來有所提升，
但續航“縮水”、充電難和小毛病頻發
等新能源汽車的傳統短板和痛點仍未得
到有效解決，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尤
其是純電動汽車仍有許多顧慮。
“續航 300 公裏，冬天開暖風，續
航縮水壹半。”北京壹位車主今年年初
花費約 15 萬元，購買了某知名汽車品牌
壹輛具有“智能溫控系統”的純電動汽
車。但“續航”與“暖和”不能兼得，
該車主表示，他經常為了省電而舍不得
開空調。
據了解，目前純電動新能源汽車續
航裏程普遍低於 400 公裏，大多數車型
的續航裏程低於 300 公裏，雖然這個數
字正在逐年增長，但是冬季續航裏程大
多會大幅縮水。
“國家補貼 4.4 萬元，地方補貼 2.2
萬元，共補貼 6.6 萬元。即使這樣，這
款車的落地價格也要比同款燃油車型高
七八萬元。”花高得多的價錢，買到了

壹輛使用和體驗不及燃油版車型的車，
讓新能源車主陳鈴感到“不平衡”。
目前，國內大多數新能源汽車是各
廠家在其已有燃油車型的基礎上，通過
更換動力系統後生產出的，但其價格則
普遍高於同款燃油車型，少則數萬元，
多則十余萬元。
更讓新能源車主揪心的是汽車的安
全性。“新能源汽車畢竟是新鮮事物，
安全性有待考驗。”說這話的，是生活
在北京的肖挺，直到上期搖號不中他才
“被迫”轉向新能源汽車排號。“舉個
例子，燃油汽車壹般要經過碰撞測試，
業內有很多權威的測試。電動汽車在這
方面就沒聽說過。再比如，電池遇到極
端情況下可靠性如何，這都讓人難以放
心。”他說。
根據《2017 中國汽車消費者調查報
告》顯示，2016 年，人們不買電動車最
主要的原因有充電樁不足、定價高等，
2017 年，人們更擔心電動車的質量、安
全性，對較長的充電過程也不滿意。
新政將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在政策大力推動下，我國已經成為
全球新能源汽車最大的市場。其中，與
消費者購車密切相關的就是購車補貼政
策。目前執行的政策是，中央財政和地

方財政根據純電動續航裏程按比例對購
車消費者補貼，消費者購車最多可獲得
6.6 萬元。
“如果地方補貼政策不變，明年買
長續航的車會更劃算。”陳鈴認為，補
貼向高續航的車型傾斜，能讓消費者得
到更多的實惠，“電動車的續航裏程每
年都在提升，國家補貼應該鼓勵願意投
入技術提升產品性能的廠商，車主花更
少的錢買到續航更高的車。”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
崔東樹認為，新能源汽車免征車輛購置
稅也將對市場產生良性拉動作用。以售
價為 20 萬元/輛的新能源汽車為例，免
征購置稅將優惠 2 萬元。此前發布的
《關於免征新能源汽車車輛購置稅的公
告》將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新
能源汽車免稅政策需要穩定。”崔東樹
說。
分 析 人 士 認 為， 國 家 出 臺 了 許 多
政策引導新能源汽車行業健康發展，
其中，類似購車補貼、免征購置稅及
降低首付比例等和消費者直接相關，
還有更多的政策將推動汽車廠商生產
更多高品質產品，間接為消費者帶來
利益。不過，新能源汽車要想提供給
消費者和燃油汽車壹樣的便捷性，仍
有待時間的積累。

三亞著力提升國際化水平 國際及地區旅客突破 80 萬人次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三亞鳳凰國際機場
獲悉，該機場 2017 年共完成國際及地區
旅客吞吐量 84.7 萬人次，是該機場 1994
年通航以來的最高值，同比增長達
110.7%。其中，三亞國際旅客主要客源
地的俄語地區，年度旅客吞吐量達 46 萬
人次，占總量的 54.3%。
國際及地區遊客快速增長得益於三亞
國際級地區航線的不斷增加。三亞鳳凰國
際機場 2017 年共新開通三亞至符拉迪
沃斯托克、暹粒、芭提雅、雅加達、德裏

、烏蘭烏德、聖彼得堡、基輔 8 條直飛及
經停的國際及地區航線，進壹步完善了
主要輻射俄語區、日韓、東南亞，以及
港臺地區的航線網絡。目前該機場正在運
營的國際及地區航線共22條。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亞市委書記
嚴朝君在三亞市委經濟工作會議上表示，
將在提升國際通達性和航空保障能力、
加大國際化旅遊環境建設力度、創新城
市品牌形象宣傳和旅遊精準促銷、加大
重大活動舉辦和文化交流力度、提高貿

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上下功夫，著力提
升三亞國際化水平。
他坦言，目前三亞旅遊國際化水平
還比較低，部分景區景點老化，缺乏大
型旅遊綜合體、國際知名高端主題公園，
郵輪、遊艇、低空飛行等旅遊經濟總量
小，欺客宰客等不誠信經營問題依舊存
在，這與市民遊客日益增長的多元旅遊
度假產品、更高質量旅遊服務、更加公
平旅遊環境的需要存在壹定差距。
三亞市長吳巖峻在同壹場合表示，

將把三亞作為壹個大景區來打造，著力
打造精品景區，引進世界級主題公園，
積極推動郵輪、遊艇、婚慶、親子、文
化、科技旅遊等業態發展。深化與知名
國際旅遊商、客源市場主流媒體的營銷
合作，深度開發國際旅遊市場。
吳巖峻表示，三亞將鞏固和加密現
有國際航線，積極拓展新航線，今年爭
取新開通 10 條國際航線；加強與國際郵
輪公司合作，積極開辟更多郵輪航線，
爭取設立郵輪旅遊發展實驗區。

時事剪影

日本壹公園用植被松果木頭拼出逼真柴犬

日本 Hitachi Seaside 公園地面上現柴犬狗狗和兩只幼崽的拼圖
公園地面上現柴犬狗狗和兩只幼崽的拼圖，
，慶祝即
將到來的狗年，這個巨型拼圖由植物
將到來的狗年，
這個巨型拼圖由植物、
、松果和木頭拼成
松果和木頭拼成，
，生動逼真
生動逼真。
。

0 前粘土印章
270年
耶路撒冷出土壹枚

加拿大多倫多普通人家
打造彩燈小屋做慈善

在加拿大多倫多，
在加拿大多倫多
，壹戶普通人家以特別的方式迎來新年
壹戶普通人家以特別的方式迎來新年。
。在多倫多病童醫院治好女兒的重癥
後，德薩瑞奧壹家從 18 年前開始
年前開始，
，每到辭舊迎新之際就用數萬只彩燈精心裝點自己的房屋
每到辭舊迎新之際就用數萬只彩燈精心裝點自己的房屋，
，並
以此為病童醫院募捐善款。
以此為病童醫院募捐善款
。 在告別 2017 年的新年除夕夜
年的新年除夕夜，
， 不少民眾慕名前來
不少民眾慕名前來，
， 欣賞彩燈的同
時 ，也為慈善盡壹份綿薄之力
也為慈善盡壹份綿薄之力。
。截至 2016 年，德薩瑞奧家累計已募集善款約 15 萬加元
萬加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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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毕业了 回国还是留下？
回国还是留下，这是不少海外学子在毕业时
需要做的选择。具体怎么选，往往受到就业环境
、职业理想等的影响。根据新东方近日公布的
《2017 中国留学白皮书》，73%的中国留学生计
划完成学业后归国就业。中国发展迅速、机会更
多，回国已经成为学子们的首要选择。

专业不同选择相异
学子选择留下还是回国，与其所学专业有很
大关系。途鸽求职是专门面向海外学子的就业咨
询机构，其创始人胡海涛对于海外学子的就业选
择非常了解。他介绍说：“现在海外学子的回国
潮势不可挡。从专业角度来讲，学文科类专业的
学生在国外较难立足，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国
外找工作相对容易。而且国外的薪资待遇和国内
相比，也渐渐失去了优势，以前在国外做程序员
可获得高薪，现在程序员的年薪不如以前，许多
人不愿意留下了。”
刘子悦在美国读完本科就留在硅谷工作，她
也认为学子的就业选择跟所学专业的相关度很大
。“我选择留在美国是因为我所学的专业留在美
国工作平台会更好，能学到很多技术。如果将来
要回国，这些工作经历也会是加分项。”

“回国是最好的选择”
笔者采访发现，熟悉的文化背景、朋友、家
人以及近年来国内出台的各种引才政策，让不少
海外学子坚定了回国的信心。在他们看来，“回
国是最好的选择”。
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刘波
（化名）坚定地表示，毕业后要回国发展。一出

国，他就开始怀念国内的千般好
。他对比了好几项内容来说明在
中国有多方便，“国内有微信、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而现在
我所在的城市就只能刷卡和现金
付费。国外也没有共享单车等，
去哪儿都需要开车。国外交个水
电费也需要先预约、递交材料，
过程较复杂，而在国内，在手机
上就能直接支付。一出国我才真
切地感受到国内发展得有多好，
所以我会选择回国就业。”
在英国读 1 年制硕士的王红
（化名）在出国前就已决定毕业后
要回国发展。她说：“出于情感原
因选择回国的人很多，我也不例外
。我的家庭观念比较重，父母只有
我一个孩子，我选择回国就是想离
他们近一点，可以更方便地照顾他
们。”

工作几年再决定
总体来说，海外学子对自己的
职业发展方向有清晰的认识。他们
会从国内外发展环境、专业优势、
自己的竞争力等几个方面来权衡。
有一些学子会选择在国外工作几年，积累一些经
验，再决定下一步去哪儿。
李垠桥即将前往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
深造，他未来的计划是先在欧洲工作几年积累经
验。据他介绍，荷兰的整体就业环境对外国人比

较友好，虽然也有一些门槛，但总体来说和当地
人差别不大，竞争压力也比国内小。“我父母完
全支持我的想法。虽然他们会感到孤独，但即使
在国内，我在外地工作，回家也不容易。现在科
技这么发达，我觉得距离不是交流沟通的障碍。
”李垠桥说。

胡海涛也留意到一个现象，有些留学生是
比较被动地选择回国。原因是毕业后所在的公
司一般，工作也并非是自己心仪的。“如果你
没有外籍身份，很难有好的工作机会。有学生
工作 1 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学历，遂才决定
回国。”

服务平台如何助力留学人才回归？
作用。在“2017 年高层次人才
象山行”中，很多留日人才通
过此平台在浙江象山实现了落
地。作为该会理事，曾在日本
留学的符基烜谈起近些年来与
国内地方政府在引才之间的通
力合作，对国家对海外人才的
重视和国内创业就业环境的持
续向好给予高度评价。作为一
名留学回国创业者，他通过参
加国内的多个展会后，被各项
优惠政策吸引，打算开始在国
内创业。

“老乡”“校友”情增
加黏合度

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就业，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服务平台。其核心目标，是要牵针
引线，为人才“落地”搭好桥梁。

与海外的华人和学生社团加强合作
海归服务平台既是海归了解国内创业就业
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各地政府、组织引才落
地的主要机构平台。作为“引才中介”，海归
服务平台要想充分发挥其连接、沟通作用，必
然少不了与海外华人、学生社团的合作。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作为北京市海外人才引
进的重要渠道，负责北京市“海聚工程”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认定评估工作，为市属机关

、高校、科研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
、企业园区等推荐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项目，并
为留学人员来京就业创业设立服务平台，满足
留学人员的工作生活需求。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积极加强与海外协会的合作，为国内用人单位
与海外留学人员架设沟通桥梁，积极探索高效
的引才措施。11 月 29 日，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与
法国里昂中国行业家协会、巴黎协办方等一起
，向留法人员讲解回京工作、创业的相关政策
，得到了中国驻里昂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是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的首个海外联络站，在国内海归
引才服务平台与留日学生之间发挥着联络点的

在联络并吸引海外人才的
方式选择上，很多海归工作人
员也会利用其留学优势，积极
联络“校友”“老乡”回国创
业就业，为地方发展贡献才智。
“千人计划”专家陈跃鸣曾留学法国，毕
业回国之后，他创立了宁波世纪易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世纪易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除
了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国际技术产业联
盟任职，从事招才引智工作，并因此获得了浙
江省海外高层人才协会“引才荐才”奖。面
向海外寻找人才，陈跃鸣帮助不少校友和老
乡了解国内的创业环境和就业政策，帮助其
完成归国后的事业落地。今年 9 月，在宁波
科技周上，身为宁波人的陈跃鸣联系校友以
及其他学生社团到宁波参加展会，深入了解
宁波的引才政策。

陈玉伟曾在美国留学，归国后，他在上
海仪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职。谈起自己
的入职经历，他感慨说，除了对就业环境的
考量，更多的还是校友对自己的影响。“我
在出国之前就认识了团队里的一些老师和领
导，加上一些师弟师妹以及相熟的朋友分享
了一些创业就业经验，我才加入了现在的创
业团队。”

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提升吸引力
当前各地政府、用人单位的招才引智方式
多样，其中优惠政策是吸引并留住海外人才的
重要因素。
刘崎现在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蒙曼诺索夫
大学读书，并担任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外
联部部长。在外联部的工作中，他经常和国内
的海归服务平台打交道，他说，吸引留学生回
国创业就业的“磁力”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政
策。刘崎以 10 月 14 日西南大学在该校进行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为例，说：“大学本
身的科研环境就比较有吸引力，加上能配备相
应的科研助手以及完备的生活配套设施，这些
都打消了学子在回国创业就业的顾虑，消除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
李睿儇在法国里昂行业家协会担任科创
项目负责人，负责部分与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代表团的对接工作。她表示，在政策宣讲现
场了解北京的引智政策，对海归回国创业的
政策了解更加深入。“朝阳区带来的引才小
视频让大家热情高涨，真切感受到祖国的持
续发展。此外，一系列补助政策也很诱人，
涵盖了公租房分配、子女教育以及股权投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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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帶路”今年自貿協定大豐收

英超聯賽 3 日進行了 4 場比賽，曼城在主場以 3：1 擊敗屈

福特，本賽季 22 輪繼續保持不敗，也將領先第 2 名曼聯的優勢

■開賽不足一分鐘
開賽不足一分鐘，
，史達寧
(右)便閃電破網
便閃電破網。
。
路透社

重新擴大到 15 分。史達寧開賽僅僅 39 秒就打破僵局，射入英
超本賽季的最快入球。不僅如此，這位英格蘭翼鋒在去年 8 月
時還收穫了本賽季英超迄今的最遲入球。曼城主帥哥迪奧拿對

十國列可行性研究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勝利感到非常高興，但同時對英超
從聖誕節開始的“魔鬼賽程”表示

了極度不滿。

2

射入今季英超最快最遲
“士哥
士哥”
”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
部 網 站 披 露 ，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國與格魯吉亞自貿協
定正式生效。這是中國與歐
亞地區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
貿協定，也是“一帶一路”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將以“一
作跳板進軍歐亞兩地市場。

倡議提出後中國啟動並達成
《21 世紀經濟報道》，今年
■ 史達寧
史達寧(( 右) 慶祝入
球。
路透社

有 10 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

巴些利防守時不慎將球誤入自家
大門，2：0。第 63 分鐘，阿古路
近距離射入己隊今場第 3 球。屈
拿馬、蒙古、巴勒斯坦、印
福特在 82 分鐘追回一球挽回點面
子。曼城的英超 18 連勝紀錄上仗
度、尼泊爾、哥倫比亞、斐
賽只是第 39 秒，史達寧就 遭水晶宮終止，此戰立即重返勝
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定，
閃電破門。利萊辛尼力壓 軌，目前以 20 勝 2 和積 62 分繼續
夏薩特日前當選為 2017 年度“比利時足
真馬特之後底線橫傳，屈福特後
球先生”。上賽季，夏薩特不僅幫助車路士
於積分榜領放，以 15 分領先於第
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
■今年中國有 10 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有助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施“一帶一路”。圖為廣東自貿區深
衛集體失位，也走漏了後柱位的 2位的曼聯。
奪得英超冠軍，還率領比利時取得了俄羅斯
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
級版可行性研究。
史達寧，曼城翼鋒於右邊位置輕
世界盃的入場券。在高柏尼因傷缺陣的一段
阿古路、史達寧、後衛史東
鬆射入領先。這是本賽季英超的 斯，和此前幾場因事缺陣、日前
時間，夏薩特肩負起比利時國家隊隊長的重
可行性研究。 最快入球，同時也是曼城隊史上
作。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將加快推動
務部網站披露，中格自貿協定
任，結果憑藉他的
6 個外圍賽入球，領軍成為
解釋是由於要照顧早產兒子而請
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表示，
的實施對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 自貿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落實“一
排名第三快。不僅如此，史達寧
歐洲區第一支成功突圍世界盃的球隊。排名
假的大衛施華，是役輪換回到正
中蒙積極研共建自貿區
在 去 年 8 月 26 日 對 陣 般“
尼我
茅們
夫希 望
通過自己的努力，在
”3戰
略 。 《21 世 紀 經 濟 報
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帶第一2 路
及第
的分別是曼城中場奇雲迪布尼和現
選陣容，上仗傷出的奇雲迪布尼
時，於第 96 分鐘 35 秒射入絕殺
2018 年取得更多成果，使
2018 年成
道》稱，中國正在繪製一份立足周
効力曼聯的射手盧卡古，迪布尼總結全年表這些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自貿
趕及復出披甲，但對水晶宮時另
談判提速助落實“帶路”
球，這是本賽季英超迄今最遲出
現也不差，但只欠一個團隊冠軍。
■夏薩特(左)和迪布尼(右)是比利時兩大當 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一“十字軍”加比爾捷西斯卻需
為自貿區建設的豐收之年、收穫之
協定，有可能在今年升級為正式談
現的入球。
■綜合外電
休戰 6 周。史達寧今仗入球時，
時得令的球星。
路透社 自由貿易區網絡圖，從而構築起中國
年。”據他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共
判。以蒙古為例，中國蒙古國研究會
協定生效後，在貨物貿易方面，
是役第 13 分鐘，屈特福的卡 也做出了巴西人的“打電話”慶
格方對中國 96.5%的產品立即實施零 自貿區戰略的骨架，這需要進一步擴 副秘書長圖門其其格告訴《21 世紀 簽署了 16 個自貿協定，涉及 24 個國

研究階段，分別是中國與巴

比足先生 迪布尼不敵夏薩特

開

商

關稅，覆蓋格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99.6%；中國對格 93.9%的產品實施
零關稅，覆蓋中國自格進口總額的
93.8%，其中 90.9%的產品（42.7%
的進口額）立即實施零關稅，其餘
3%的產品（51.1%進口額）5 年內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步降為零關稅。 潘志南）香港首屆

大自貿網絡覆蓋面、提升開放水平， 經濟報道》記者，中蒙雙方在共建自
提高企業對自貿協定的有效利用率。 貿區方面都非常積極，“雖然兩國自
今年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 10 貿協定（FTA）的可行性報告仍在研
個 自 貿 協 定 是 中 國 與 巴 拿 馬 、 蒙 究中，但是兩國都已經規劃了自己專
古、巴勒斯坦、印度、尼泊爾、哥 門的自貿區（FTZ）。”她又稱，中
倫比亞、斐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 蒙自貿區的設立有望進一步深化兩國
費，招兵買馬挑戰甲一及傳統勁旅南華、永
定，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級版
在礦產資源、農畜產品領域的經貿合

首屆“籃總盃”周末揭序幕
揭序幕
“籃總盃”將強勢引爆香港籃球熱，6 日下午
二時半，將由兩支甲二隊伍安青對建龍，揭
開序幕。本屆“籃總盃”參賽甲一球隊包括
南華、永倫、東方龍獅、標準福建、飛鷹、
南青、遊協及滿貫（新升班）。而甲二球隊
包括旭暉、日域、晉裕、漢友、安青、晉
龍、建龍及DOS（新升班）。
賽事全部在香港灣仔修頓室內籃球館舉
行。門票因每天賽程分中午兩場及晚上兩
場。初賽門票分港元30、50元。
整個賽事由四個小組共 16 支隊伍組成，
打至決出冠軍得主將有 34 場比賽，賽事籌委
會主席蔡啟新 3 日會見傳媒時透露：“籃總主
席陳瑞添及高層拋磚引玉，以笑蝕策略的心
態，及價廉物美的方式，吸引多家商業機構
參與場地廣告，同時吸引甲二參賽隊拓大班

倫和東方龍獅。”

家和地區，自貿夥伴遍及亞洲、大洋
洲、美洲和歐洲。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中，有 5 個是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成的，分別
是中國─東盟、中國─巴基斯坦、中
國─新加坡、中國─格魯吉亞和中國
─馬爾代夫自貿協定。

望成香港籃壇三大賽之一
蔡啟新又指“主辦此錦標賽，籃總背後
目的是想做到給青年球員更多比賽的機會，
引入電視直播添更多商業元素，計算成本花
費需 70 萬港元，可是場地廣告及其它贊助才
得 40 萬港元，我們虧本也要把賽事搞得氣氛
熱熾，吸引籃球迷注目。”此外，賽事籌委
會亦希望“籃總盃”成為每季甲一籃球聯賽
和銀牌外，香港籃壇第三個重要大賽，增加
球隊比賽場數，令每季比賽場數倍增跨越半
年賽期。是次賽事因甲二球隊可起用兩名外
援球員，單是甲二日域已添入兩實力籃球外
援加盟；另一支甲二建龍和班霸南華亦為是
次比賽，秘密加入多名香港土生洋將。

■南華
南華((左)與東方龍獅都出戰
與東方龍獅都出戰“
“籃總盃
籃總盃”。
”。

北美食品拓展 帶路 市柏場
圖：迪麗熱巴使我着迷

的第一個自貿協定。據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約百
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作跳
亞兩地市場。主辦單位恒揚展覽
祝動作，顯然是希望把入球送給
隊友。 公司（FMC）一直積極與世界各
通，尋求合作機會，“首屆香港
哥帥：
魔鬼賽程害死球員
國際食品展”（BRIFE）將於
行。
哥迪奧拿對勝利感到非常高
興，但同時對英超從聖誕節開始
近日，FMC成功與位於加拿
的 “ 魔的
鬼北
賽程
度不
美”
投表
資示
協了
會極（NAIA）
達
滿，認為這是在“殺死球員”。
議，主辦機構將授權 NAIA 為“
曼城在過去 11 天內已踢了 4 場比
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的加拿大
賽，其他球隊也都面臨類似的境
NAIA 會長黃徐瑞萍期望能夠組
況。哥帥說：“我知道在英格蘭
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參與是次盛會

比賽必須進行下去，但這樣的賽
程是不正常的。（賽會的）領導
加國食品進軍內地
層應該好好反思一下，我們正在
NAIA 會長黃徐瑞萍表示，
害死這些球員。所有協會根本不
會參與是次食品展，環境與食物
為球員考慮，他們應該為球員
想，大家要連續踢11個月。”
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感興
■綜合外電
團早前與主辦機構見面時提供的

﹁
﹂

酒、奶粉和乾果等食品樣辦亦大
這次食品展的關鍵在於“一帶一
巴西前鋒柏圖日前接受
思，這代表將有近
50 個國家聚首
中國媒體專訪時表示，對於新
加拿大的食品亦能順勢向多個市
賽季有非常多的期待，除了希
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
望可以用自己的表現打動巴西
印度和印尼等增長型市場的決策
國家隊主帥，也希望用更多的
望於展覽中開拓歐洲業務。

入球打動他一直愛慕的女明星
迪麗熱巴。
上季，柏圖經常在社交
平台上試圖與女明星迪麗熱巴
互動，但始終沒有得到對方的
回應。對此，柏圖笑說：
“我覺得迪麗熱巴非常漂亮，
我非常迷。其實我也沒有太
多別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夠和
她互相點讚，在社交平台上互
動一下就好。”新賽季，柏圖
也希望能夠用入球繼續打動迪
麗熱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資料圖片

短訊

劉國梁姪女入港梯隊 8歲已立志打敗日本

■劉奕涵
劉奕涵((左)與
父親劉國棟。
父親劉國棟
。
網上圖片

中國乒壇傳奇劉國梁的 8 歲姪女
劉奕涵，近日入選綠色通道精英隊，
成為隊中年紀最小的一員。
日前，8 歲的劉奕涵作為最小的球
員進入中國香港綠色通道精英隊；據
父親劉國棟透露，“綠色通道精英
隊”是港乒為 8 歲至 12 歲以下有潛力
的乒乓球選手設立的，12 歲以後，若
能力和成績出眾，將正式加入中國香
港青少年隊，為港乒輸送優質人才。
劉國棟表示，女兒 6 歲開始接受
正規的乒乓球訓練，不過在香港，每
天還要兼顧學業，一天中打球的時間
只有 1 個半小時左右。如今進入精英

隊，劉奕涵可以每天保證接受規範的
訓練 3 至 4 小時。“（女兒）第一天進
隊，練了4個小時，回家後興奮得睡不
。”說起女兒進入精英隊第一天，
劉國棟笑道。出生於乒乓世家，劉奕
涵的親叔叔是國乒原總教練劉國梁，
而爸爸劉國棟曾先後帶領新加坡女乒
取得北京奧運會女團亞軍、以及帶領
中國香港女乒重新崛起。
不少網民恭賀劉國棟，指他的女
兒是“國家隊最大的對手”。劉國棟
透露，劉奕涵更曾定下“擊敗日本女
乒”的目標，立志要擊敗日本球手平
野美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梅利考慮做臀部手術
英國網球名將梅利日前透露，因臀部舊傷發
作退出在澳洲布里斯班舉行的網球賽後，他正考
慮對長期折磨自己的部位進行手術治療。
梅利自去年 7 月的溫網後一直沒參加比賽，
世界排名也下滑到第 16 位。梅利在社交媒體上
說，手術不是第一選擇，但是必須考慮的選項，
“希望不會走
到那一步”。
今年澳網賽將
於 15 日開賽，
他將在本周末
前決定是否留
在澳洲備戰。
■梅利出戰澳網成疑
梅利出戰澳網成疑。
。 美聯社
■新華社

女排國手未婚夫否認騙婚
女排世界盃冠軍中國國手楊珺菁
於日前晒出婚戒，據業內人士爆料未
婚夫是江蘇男排國手劉向東。然而，
劉向東 3 日於社交平台卻突然晒出
“愛上”其他男孩的發文。對此，劉
向東馬上狂刪社交平台並且鄭重闢謠
被盜號了，並且重申不是騙婚楊珺
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段瑩瑩無緣深圳網賽八強
總獎金750,000美元的WTA國際
巡迴賽深圳站 3 日繼續第二輪的爭
奪，中國高妹段瑩瑩接受了當今世界
第一夏莉普的考驗。最終以 6:3、1:6
及2:6告負，無緣八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體育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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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精山”演技開掛
張壹山：希望觀眾看我值得
由張壹山主演的中國首部以多重
人格為題材的懸疑愛情劇集《柒個
我 》目前正在熱播。本周播出的劇情
中，因塵封的童年記憶開啟，沈亦臻
（張壹山飾）陷入沈睡，暴力人格崔
皓月蘇醒。張壹山式的霸道總裁，既
邪魅狂狷撩妹不斷，又單純脆弱惹人
心疼。隨著劇情走入正軌，加上張壹
山出色又精彩的演繹，令這部劇看點
十足。值得壹提的是，該劇開播至今
網播量已突破 18 億大關。
崔皓月表露強硬下的脆弱
人格之間始現治愈與融合
《柒個我》自播出以來，張壹山
“放飛自我”式的演繹脫線追星少
女 、譯制腔逗比大叔，也在溫暖治愈
的劇情之外，給觀眾帶來輕松搞笑的
觀劇情緒。本周，崔皓月霸道總裁秒
變幼稚鬼，高調亮相公司走路帶風，
莫曉娜同款比心俘獲迷妹，開會時在
面膜上塗鴉畫愛心……此外，高能戲

碼接二連三上演，令人捧腹。讓白欣
欣（蔡文靜飾）在自己和沈亦臻中做
選擇，卻做了壹個轉盤，自己占99%，
沈亦臻只占1%；最終指針落在1%上，
又大發雷霆上躥下跳，只為白欣欣壹
句“不算數”。
對於觀眾來說，崔皓月的獨特魅
力，除了帥氣與單純，更在於他強硬
外表下的脆弱與深情。他對白欣欣懇
求道：“不要殺了我，我不想消失，
就算做沈亦臻的幻象我也願意，只要
能讓我留在妳身邊。”夜晚中他孤單
地抱作壹團不敢入睡，只是因為怕睡
著了，就會消失，再也見不到白欣欣
了。使女主備受感動的同時，也讓網
友大呼“心疼崔皓月”。
在白欣欣不懈努力、呼喚人格間
的尊重和理解下，崔皓月和沈亦臻的
記憶開始融合。記憶中，是父親沈淳
（魏子昕飾）揚起的手，自己的恐懼
，以及躲在黑暗處的神秘少女。痛苦
的童年記憶漸漸解封，殘酷的家族史

趙又廷《南極之戀》定檔 2.2 曝預告

與楊子姍“致青春”後再合作
首部在南極實拍的愛情片

由陳思誠監制、總編劇，謝澤、 呈現出與這個
陳熙泰執導，陳思誠、袁弘、佟麗 時代相抗的勇
婭、郭采潔領銜主演的熱血傳奇大 氣和魄力。
戲《遠大前程》日前曝光了壹款
小人物再
“白銀時代”版海報。
掀風雲
陳思誠率
“高級灰”彰顯品質
眾玩轉上海灘
這個“白銀時代”不壹般
“笑看風
《遠大前程》的“白銀時代”
版海報，不同於以往海報的奢華格 雲亂世，何處
調，選用了“高級灰”作為主色調， 遠大前程。”陳思誠飾演的洪三元
簡約而不簡單，於低調之處呈現出 滿懷“遠大前程”的夢想，來到充
二十世紀上海灘所獨有的滄桑氣質。 滿魅力的上海，在這亂世紛紜之中
陳思誠、袁弘、佟麗婭、郭采潔四 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與趙立新、倪
位主演，伴隨著上海標誌性建築、 大紅、劉奕君飾演的永鑫公司“三
翻滾的雲層等元素，以環繞的形式 大亨”，果靖霖(果靜林)、譚凱等領
被置於海報之上，頗有壹番眾人玩 銜的“十三太保”，富大龍、成泰
燊引領的“工人階級”以及以王硯
“轉”上海灘風雲的味道。
劇中，陳思誠飾演的洪三元與 輝為首的“八股黨”等多方勢力展
袁弘飾演的齊林，作為壹對同甘共 開周旋。
劇中，洪三元遊刃有余的穿梭於
苦的好兄弟，壹起懷著雄心壯誌闖
蕩上海灘。然而海報中，兩人卻身 各色幫派鬥爭中步步為營，最終成長
著洋裝相背而立，目光看向不同的 為壹位影響各方的大人物，並找到了
方向，暗示了在上海灘權欲相爭紛 自己的人生方向實現了成長。
繁浮華的誘惑下，兩人不同的選擇
有質感的年代戲
與命運。
電影級制作鑄精品佳劇
佟麗婭在劇中首度女扮男裝飾
《遠大前程》是陳思誠繼《北
演“壹爺”林依依，短發造型英姿
颯爽。郭采潔飾演的首富之女於夢 京愛情故事》之後第二部傾註心血
竹，從穿著打扮到舉止行為都透露 的電視劇作品。此次擔任監制和總
出非凡的氣質。兩位女性角色性格 編 劇 ， 陳 思 誠 坦 言 圓 了 自 己 壹 個
截然相反各具魅力，海報中，她們 “武俠夢”和“民國夢”。從創作
目光堅毅柔中帶剛，巾幗不讓須眉， 到制作的每壹個環節，他都力求能

盡善盡美，為觀眾帶來壹部真正好
看又叫座的經典大劇。
此外，他還邀請了包括總制片
人董萌、導演謝澤、美術指導邸琨、
造型總監黃薇等壹眾誌同道合的朋
友組建幕後團隊，使得電視劇《遠
大前程》有別於過往年代戲的樸素
感，從布景燈光到美術風格都力求
能精準還原二十世紀大上海“東方
巴黎”的奢華感，讓電視劇拍出了
電影的質感。
陳思誠表示，未來的電視劇創
作方向壹定是越來越接近電影化。
隨著觀眾欣賞水平的提高，如何通
運用電影的語言來講好電視劇的故
事，是電視劇創作者應該要追求的
方向。因此，在創作《遠大前程》
時，陳思誠特意邀請了攝影師出身
的謝澤導演來執導。
從班底到演員，該劇的電影級
質感無時無刻不在體現。戲骨雲集
，群雄逐鹿，上海灘即將風雲再起
，敬請期待。

陳思誠 袁
&弘《遠大前程》曝新海報
郭采潔 倪
&大紅同臺飈戲 主創陣容空前豪華

首部南極實拍冒險愛情電影《南極之戀》（原名：《南極絕戀》）發布
“深情相擁”版海報和“生死相守”版預告，宣布定檔2018年2月2日。
該片由關錦鵬監制、吳有音執導，海報上趙又廷、楊子姍兩位主演擁抱取
暖，天地之間只剩二人世界。預告中情緒再升級，“土富帥”趙又廷大膽求婚
送上“空氣戒指”，融化南極的酷寒和“學霸”楊子姍的高冷。拋卻物欲、只
剩彼此和生命的純凈愛戀，“情感教父”關錦鵬、“國際大師”久石讓的
加持，都讓這首極地情歌引人入勝，成為“情人月”受期待的愛情大片。
電影《南極之戀》改編自導演吳有音創作的長篇小說，講述了婚慶公司老
板吳富春（趙又廷飾）和高空物理學家荊如意（楊子姍飾）在南極上空遭遇墜
機，兩個毫無共同語言的男女，在酷寒凍土、隨處都是絕境的南極腹地中，面
對傷痛折磨、物資匱盡的困境，兩人彼此依存、互生情愫的純愛故事。

逐見端倪，人格混戰將如何治愈，引 的作品。才能讓觀眾認為，我打開電
發懸念和期待。
視看張壹山是值得的。不能讓觀眾朋
友看到了妳壹副虛假的表
“戲精”張壹山演技獲網友認可：
演”，張壹山在接
希望觀眾看我“值得”
受采訪時說。
有數據顯示，上周《柒個我》播
層層疑雲
出後，全網累計彈幕量達 49 萬，提及 中 ，沈亦臻和白
張壹山的彈幕有 18113 條，其中 27% 欣欣的戀情何去
對其演技表示正面評價，0.08 %對其 何從？沈亦臻的
演 技 表 示 負 面 評 價 。 可 見 在 這 部 劇 七重人格，如
中，觀眾對張壹山演技的認可。
何因愛救贖？
從《余罪》到《春風十裏不如妳》 每周周三、周
《柒個我》，張壹山的演技從未讓人 四、周五晚八
失 望 ， 在 大 眾 中 的 形 象 ， 也 從 “ 劉 點，《柒個
星 ”成長為壹名演技可圈可點的青年 我》持續帶
演員。而在這背後，是張壹山對每壹 來搞笑、治
個角色認真而真誠的演繹。
愈與感動。
“這是我的工作，我可以不爭第
壹，但是我必須認真對待，也是對自
己負責。更簡單的就是，人要往高處
走，妳要認真對待每壹個角色，才能
有更好的角色來找妳，妳才能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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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雪糕照好驚人

蕭敬騰頂刺蝟頭 壹臉拽洋網笑翻

謝金燕反擊了
受夠被酸整形變臉
霸氣嗆聲網讚翻
揮別喪父之痛後， 「姐姐」 謝金燕昨天
（31 日）先後在桃員、高雄舉行跨年演唱會
，其中，她首次將新歌《TURN 口罩》搬上檯
面表演，歌詞中 「壹起怪腔壹起怪調，妳才
怪腔怪調，我的生活我作主，我的時尚我說
了算，囂張面對這個世界，假笑沒有什麼不
好。」 疑似回應先前吵翻天的整形傳聞，再
次引發討論。
謝金燕在這次跨年夜正式復出歌壇，不
少粉絲都引頸期盼，她這次果真帶來了全新
的歌曲，還宣布開設官方臉書，不再走沈默
路線。昨晚她在臉書發文，指 2017 年因為戴

上了口罩，隔開了
舞臺和這個色彩繽
紛的世界，但
2018 年 她 重 新 學
會了許多事，希望
粉絲們能夠讓她重
新再任性壹次，大
膽做自己。在歌曲
《TURN 口罩》歌
詞中，寫著 「會不
會，敢不敢，要不要，打開這流光蜚語的世
界，在妳毫無防備的時候，碾壓妳的生活，
在妳悍然奮起的時候，消逝的雲淡風輕。我
的生活我作主，我的時尚我說了算，囂張面
對這個世界，假笑沒有什麼不好。」 宣告將
勇敢面對壹切聲浪。
只不過，在跨年演出這首新歌時，因戴
口罩的造型看不出嘴型，被網友質疑對嘴，
但她這次沒選擇低調不回應，反而霸氣坦承
「戴口罩唱歌，不用猜當然是對嘴！」 讓粉
絲看了都相當驚訝，也忍不住豎起大拇指狂
讚。

2017 年 進 入 尾 聲 ， 即 將 迎 接
2018 年到來，在微博、臉書紛紛颳
起 18 歲懷舊風潮。
金曲歌王蕭敬騰 30 日晚間跟風
在臉書曬出 18 歲的稚嫩照片，回憶
起 12 年前的自己，老蕭驕傲的說：
「誰沒有 18 歲，那時候我就已經有
彎刀壹般的眉了。」 只見他咬著雪
糕，煞氣的眼神霸氣爆棚，讓粉絲
也跟著慘與青春的學生時期。
微博、臉書近來颳起壹股 「18

歲的懷舊風」 ，代表著 90 後（1999
年出生的人）在 2018 年也將經歷 18
歲，告別少年時代、壹起成年，不
少藝人跟上風潮紛紛曬出 18 歲的青
澀嫩照，其中金曲歌王蕭敬騰也在
30 日晚間 PO 出壹張高中學生照，穿
著校服隨性的蹲坐地上，讓網友大
讚帥！蕭敬騰 18 歲咬著巧克力雪糕
，隨意蹲坐，還留起流行的刺蝟髮
型，雙眼炯炯有神、斜視緊盯鏡頭
不放，有稜有角、似笑菲笑的表情

霸氣外露，他笑說： 「誰沒有 18 歲
，當時的我就已經有那彎刀壹洋的
眉了。高級臉也慢慢養成。」 搞笑
搭配歌詞曝光稚嫩學生照，和現在
的模洋其實沒有太大差別，頂多只
是多了點青澀感。網友看到照片都
大讚 「從裡到外的帥」 、 「從來沒
有看過有任何人能吃雪糕吃的那麼
帥」 、 「與生俱來的高級臉」 等話
，笑翻不少人，而這張嫩弟照不到
壹天時間就獲得 2 萬多個讚。

林更新活成壹個“高仿號”
刷微博偷偷搜自己名字

Selina 看《與神同行》哭慘 曝“正義貴人”就在身邊
們真心原諒”，但也壹出電影就發現
爸爸鼻子紅紅的、大笑起來“馬上犯
錯”，並指說“爸爸肯定是貴人”，
壹定能順利過七關地獄審判，更不忘
期許自己“我也要努力成為正義的貴
人”。最後，Selina 爆料“正義貴人
”說，爸爸很像小孩，電影開演前問
對方吃了沒爸爸說吃飽了，結果在她
買好鹵味準備進場前壹刻，爸爸竟跟
她說“我想吃碗面再進去”，讓她無
奈寫下“是哪招”。
而她的觀片心得 po 出後，引來
不少網友回應“真的很好哭”、“妳
怎麼會有不會哭的自信啦”、“自備
手帕…也是很了解自己了”、“我也
是第壹個審判就開始哭惹”。
[Selina 臉書全文]
今晚趕流行去看了‘與神同行’
實在太好看了！！
開演前我還豪語說自己應該不會哭吧

結果第壹個審判就哭惹
最後面真的哭到我拿出自備的手帕
是說看完自省了壹下，
想說完蛋惹真的沒有理由不下地獄
……
唯壹值得安慰的是，
至少我還有余生可以努力
#壹出電影廳馬上跟姊妹道歉尋求她
們真心原諒
#壹出電影廳抓包爸爸鼻子紅大笑馬
上犯錯
#爸爸肯定是貴人壹定能順利過七關
#爸爸是我身邊最正義最棒的人
#我也要努力成為正義的貴人
#正義貴人很像小孩
#開演前問他吃了沒他說他吃飽了
#等我買好鹵味準備進場前壹刻跟我
說
#我想吃碗面再進去
#是哪招

絲們壹致認為是“寵粉狂魔”！
除了給粉絲點贊，林更新被曝還經常暗
中觀察著自己的相關熱搜。在《三個院子》
劇照中，林更新就被抓到，飯後坐在沙發上
，壹臉淡然地刷著微博。
微博搜索框赫然是“林更新”三個字！
下面壹條內容正是盤點校服男神的相關微博
，林更新與彭於晏、吳亦凡、楊洋等人都在
榜上。表面上這麼淡定，實際上特別關心自
己顏值在網友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說是小傲
嬌本人了！
近日，周傑倫攜妻帶子
澳洲度假，享受休閑時光。
1 月 2 日，周傑倫在社交網站
曬餵天鵝的照片，並配圖俏
皮的稱：“我的老天鵝啊，
希望妳們常來做客喔！”照
片中，周傑倫身穿清涼短裝
，依靠在海邊的欄桿上，餵
食壹群天鵝，十分的悠閑、
接地氣。
藝人陳意涵
近幾年演藝重心
幾乎都擺在大陸
，不過全場焦點
都是在她的感情
世界，因為日前
被周刊拍到她和
電視居 「16 個夏
天」 導演許富翔
互動親密，被媒
體追問她不否認
也不承認，笑說
年紀大了比較不
會看外表，只會
註意才華，似乎
默認這段感情。

陳意涵默認導演男友
笑稱 現在只註重才華

年度話題韓片《與神同行》改編
自同名網絡漫畫，講述人死後在陰間
使者的引領下，接受 7 大地獄審判的
故事，因劇情獨特包裝人性議題，讓
不少觀眾哭紅眼走出戲院。該片在臺
上映 10 天票房就破億，不少藝人也
紛 紛 進 場 觀 看 ， 像 是 Selina[ 微 博]
（任家萱）2 日 po 文表示，自己看到
哭慘了，並指出“正義貴人”就在身
邊。
Selina 在臉書發文說，今晚感流
行去看了《與神同行》，開演前豪語
說自己應該不會哭，結果第壹個審判
“謀殺”就看到掉淚了，“最後面真
的哭到我拿出自備的手帕”。看完電
影後，她也自省表示“完蛋惹真的沒
有理由不下地獄”，但值得安慰的是
，她還有余生可以努力。
接 著 Selina 以 hashtag 寫 下 ，
“壹出電影廳馬上跟姊妹道歉尋求她

我的老天鵝 常來做客喔
周傑倫澳洲悠閑餵天鵝

自從參加了《三個院子》錄制以來，每
天買買菜、下下廚的生活讓林更新變得越來
越接地氣，網友們不僅能在路邊偶遇吃烤腸
的他，就連過生日發微博求祝福，被林更新
翻牌點贊的機率都大大提高了！
作為“九億少女的夢”，林更新的寵粉
日常，除了和粉絲們在評論裏盡情開懟，再
就是點贊粉絲微博，滿足她們小願望了。就
算還在錄著《三個院子》，他也時常上線
“監視”著“九億少女”的動態，陸續點贊
了十幾條小迷妹過生日求翻牌的微博，被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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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鎮兇案
迷鎮兇案》
》中文預告充滿黑色幽默

克魯尼攜手科恩兄弟 16 座奧斯卡豪華陣容
由科恩兄弟編劇，喬治·克魯尼導演
，馬特·達蒙、朱麗安·摩爾、奧斯卡·伊
薩克等主演的犯罪喜劇《迷鎮兇案》曝光
正式預告。《迷鎮兇案》講述了上世紀 50
年代美國平靜小鎮上發生的壹起兇殺案，
由此引發了壹系列事件。
最新發布的這版正式預告中，馬特·
達蒙、朱麗安·摩爾、奧斯卡·伊薩克三個
較為主要的角色的線索仍比較多，尤其是
馬特·達蒙扮演的“中年油膩肥胖男子”
，可以看到他不斷遭到打擊，不斷壓制內
心情緒，最後走向失控，和蘇比空小鎮從
平靜美好的假象到崩潰如出壹轍。
故事線索中可以看到導演的諷刺意味
濃烈，對於整個故事的設定，喬治·克魯
尼表示：“加德納有份體面的工作，有妻
子有兒子，幾乎是美國普通家庭的縮影，
朱麗安·摩爾同時飾演妻子的妹妹，也是
家庭成員之壹，這就是故事的設定，完美
家庭、完美生活，中產階級經歷的壹切，
努力賺錢。有趣的是在這層完美外衣之下
發現事情肯定不會壹直這麼完美，影片裏

這場冒險歷程就是壹層層揭露，並發現他
們的生活故事還能變得多糟糕。”
故事不僅著眼於人物的內心劇烈變化
，也和周遭環境的瞬間突變相互影響，黑
色幽默的風格十分凸顯，這要歸功於科恩
兄弟的劇本，談到科恩兄弟，克魯尼也表
示：“關於科恩兄弟當導演，最棒的是我
作為演員和他們合作了四部影片，他們擅
長各種類型，無所不能，他們在各個領域
都發揮得很出色，他們沒拍過爛片，不只
擅長黑色電影或某個類型，他們是真的擅
長拍電影。”
《迷鎮兇案》臺前幕後的陣容可謂近
年少有，導演喬治·克魯尼拿過兩次奧斯
卡金像獎，壹次演員壹次制作人；科恩兄
弟拿過四個奧斯卡獎，從最佳編劇到導演
到最佳影片均有所斬獲；朱麗安·摩爾拿
過奧斯卡影後，更是戛納、柏林三大影後
大滿貫；馬特·達蒙也拿過壹次奧斯卡獎
，還是最佳編劇獎。這樣的臺前陣容可謂
熠熠生輝，不可復制。
幕後團隊則更加讓人不容小覷，攝影

指導羅伯特·艾斯威特也是奧斯卡金像獎
獲 得 者 ， 也 曾 經 擔 任 過 《 碟 中 諜 5》 、
《諜影重重 4》的攝影，剪輯師史蒂芬·梅
洛尼曾參與過《荒野獵人》等經典影片的
剪輯，配樂迪普拉也拿過不止壹次奧斯卡
獎。臺前幕後主創主演星味濃厚，奧斯卡
小金人共計拿了 16 個。
不僅如此，《迷鎮兇案》團隊還獲得
過 13 次金球獎，威尼斯電影節獎項 9 次，
戛納國際電影節獎項 8 次，實在是壹個拿
獎拿到手軟的組合。
難怪朱麗安·摩爾評價導演喬治·克魯
尼的組盤能力時這樣說：“當妳看到和他
合作的演員有馬特·達蒙，當妳看到每天
和妳在片場的人，妳的攝影導演、燈光助
理、美術指導、編劇等等，妳就會認識到
喬治這個團隊的質量，非常非常了不起，
這不是能經常看到的陣容。”
《迷鎮兇案》將於 2018 年 1 月 12 日
國內上映；影片之前曾入圍第 74 屆威尼斯
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和第 42 屆多倫多電影節
特別展映單元。

傳《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新三部曲今年 6 月開機
“星戰 8”導演萊恩約翰遜回歸 將在蘇格蘭取景
《星球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
正在全球各地電影院裏火熱上演，影
片也將在本周五登陸中國。剛剛結束
影片宣傳期的導演萊恩·約翰遜很快
又要重回“星戰宇宙”，據傳由他編
劇並執導的全新《星球大戰》電影將
於今年 6 月，在英國的蘇格蘭地區開
機。
去年 11 月，盧卡斯影業與萊恩·
約翰遜首次宣布了共同打造全新《星
球大戰》電影三部曲的決定。剛過半

“妳名”導演評最佳驚現“帕丁頓熊 2”
從被選到選別人 眾導演心目中的 2017 佳片
從 2017 年末開始，我們已經盤點過無數媒體十佳榜單，《請以妳的名
字呼喚我》《佛羅裏達樂園》《水形物語》等成為榜單常客，而《銀翼殺手
2049》等口碑佳片卻意外遭冷。
那麼，在這些影片的導演心目中，2017 年最好的電影是哪些呢？美國影
視媒體 Indiewire 聯系了 42 位導演，拿到了他們心目中的年度最佳榜單。
從榜單中，可以看到有些導演口味與影評人大體壹致，譬如澤維爾·多
蘭和佩德羅·阿莫多瓦，他們喜歡的也是此前榜單中常常出現的。有些導演
，譬如西恩·貝克，口味比較挑剔，只選了四部，還部部都是“非主流”；
另壹些導演，譬如丹尼斯·維綸紐瓦和“陀螺”導演，屬於混雜型，既有大
家公認的好片，也有自己偏好的冷門影片。
其中令人矚目的還有《請以妳的名字呼喚我》導演盧卡·瓜達尼諾，口
味非常龐雜，從西方到東方，從獨立電影到好萊塢商業大片，無所不包。
《臉龐，村莊》和《帕丁頓熊 2》居然共享了壹個榜單，中國導演王兵紀錄
片《方繡英》也成為他的年度最佳之壹。

“五十度灰”系列迎來最終
《五十度灰》第三部續集《五十
度飛》第二支正式預告今日曝光，有
不少新鏡頭。
這支短片開頭先是回顧了《五十
度灰》和《五十度黑》的劇情，隨即
切換到第三部格雷和安娜的結婚典禮
畫面。婚後，霸道總裁和“灰姑娘”
似乎“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私
人飛機、海灘度假、豪宅等等。當然
，預告片中也少不了粉絲們期待的限
制級戲份...
然而，這壹切戛然而止。最讓安

娜害怕的事發生了——昔日上司傑克
回歸，並劫持了她。於是追車、槍戰
戲接連上演。預告片中向觀眾保證，
要給環球改編自 E·L·詹姆斯同名原
著小說的這三部曲終章，壹個讓人興
奮的“高潮”（climax）；而預告片
結尾，格雷太太得知了自己懷孕消息
... 這段虐戀究竟會如何收場？
《五十度飛》系列第二部《五十
度黑》導演詹姆斯·弗雷繼續執導，
詹米·多南和達科塔·約翰遜回歸主演
。影片定檔 2 月 9 日北美開畫。

年就能開機，新系列幕後籌備的推進
速度著實令人驚嘆。據悉新的三部曲
故事依然處在在星戰的背景下，但將
在壹個全新的星系展開劇情，故事不
再圍繞“天行者”家族展開。
新三部曲第壹部電影將由萊恩·
約翰遜擔任編劇及導演，按照目前的
制作進度看來，最快有望在 2020 年
上映。“星球大戰”系列的下壹部作
品《星球大戰外傳：韓·索羅》將於
今年 5 月 25 日公映。

即 將 於 1 月 19
日上映的歷史懸疑
題材影片《第壹夫
人》今日曝光“出
訪版”和“舞會版
”人物海報。該片
根據“肯尼迪遇刺”事件改編，由智利國寶級導演帕布羅·拉雷恩執導
、奧斯卡影後娜塔莉·波特曼主演。此次曝光的海報向廣大影迷展示了
遇刺事件發生後，作為“第壹夫人”的傑奎琳的復雜形象和狀態。
此次曝光的雙海報中，壹張展現了由娜塔莉·波特曼飾演的“第壹
夫人”出駛國外訪問的形象，另壹張則展現了傑奎琳參加白宮舞會的
儀態。
“出訪版”海報中，傑奎琳身穿壹身粉色套裝，手扶飛機懸梯，
身姿輕妙地走出艙外。她目視前方，仿佛對這榮耀與尊貴的時刻早已
期待良久。“舞會版”海報中，傑奎琳氣質優雅地坐在眾人中間，壹
席綠色連衣禮服顯得格外亮眼，盡顯高貴氣質。
透過這兩張海報，觀眾可以窺見“肯尼迪遇刺”事件發生之前，
傑奎琳真實的生活狀態。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位“最美第壹夫人”
的高貴氣質與不凡追求。
據了解，傑奎琳被譽為美國歷史上 “最美第壹夫人”。她從小就
在貴族學校接受教育，接受過全方位的禮儀訓練，習練芭蕾舞和交際
舞，擅長寫詩、畫畫，並沈醉於古典浪漫文學。她精通英語、法語、
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四國語言。生活中的她喜歡簡潔的禮服，同時又
註重細節的搭配，簡約中透著精致。內在的修養加之魅力十足的個人
著裝風格，讓她成為美國人心中最美的“第壹夫人”。
實際上，由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第壹夫人》不止於對傑奎琳榮
耀光環的呈現，而更註重於人物內心的描摹。遇刺事件發生時，“第
壹夫人”傑奎琳就在現場，身心都遭受了強烈的創傷。但即便如此，
她仍要振作起來去面對現實，以“第壹夫人”、“妻子”、“母親”
的身份去面對這個國家人民、死去的丈夫、她的兩個孩子。在她的身
上，附著了多種標簽，優雅、感傷、脆弱、堅強......看似矛盾，卻是
內心的真實呈現。

《第壹夫人》曝“出訪版”人物海報
娜塔莉波特曼主演 困境中仍優雅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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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帶路”今年自貿協定大豐收

■余文樂從升降台升起出場
余文樂從升降台升起出場，
，跟千嬅合唱
《當我想起你
當我想起你》。
》。

十國列可行性研究 提升對外開放水平
■“春嬌
春嬌”
”擁抱感謝
擁抱感謝“
“志明
志明”。
”。

2

■二人不時鬥嘴
二人不時鬥嘴，
，千嬅更蹲下大笑
千嬅更蹲下大笑。
。

“ 春嬌
春嬌”
”尾場
尾場“
“ 志明
志明”
”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商務
部 網 站 披 露 ， 2018 年 1 月 1
日，中國與格魯吉亞自貿協
定正式生效。這是中國與歐
亞地區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

■有粉絲特製心思禮物
送給千嬅。

踏紅館
千嬅

樂仔有得威

貿協定，也是“一帶一路”

■加拿大約百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將以“一帶
作跳板進軍歐亞兩地市場。

倡議提出後中國啟動並達成
《21 世紀經濟報道》，今年
有 10 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
研究階段，分別是中國與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一連 11 場跨年“楊千嬅三二一 GO 演唱會”2 日晚尾場演出，邀得電影《志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約百家
明與春嬌》拍檔余文樂在“安哥”環節驚喜登場。樂仔新婚後首度在港亮相，樂嫂王棠云更坐於觀眾席第一行撐

館舞台，表示感覺好威，他更獨唱千嬅的《MR.》，向台下的太太傳情晒恩愛！
“安哥”環
2日晚節，千嬅拿出一

商

歌唱心態轉變 現心存藍火

霆鋒：高溫但不像過去瘋狂
香港文匯報訊 由森美主持的節目
《Yahoo TV 森美搜尋器》，近日請
來再度活躍樂壇的謝霆鋒作訪問。霆
鋒 自 2005 年 推 出 專 輯 《One Inch
Closer》 後 ， 便 一 直 未 有 廣 東 歌 發
表，不過近日他終於推出全新廣東歌
《有火》。談及鮮有新廣東歌作品，
霆鋒表示一直以來都有收demo，但今
次《有火》是很貼近他自己及香港人
的心態：想做就去做，所以便有這歌
的誕生。隨着年齡，霆鋒對歌唱事業
的心態也不停在變，他形容為：
“《活着 VIVA》年代的我可能是紅
色的火，現在的我是藍色的火，比以
往高溫得多，但卻不像過去的瘋狂，
或者再過20年，將會是白熱的火。”

學懂後期加強幕前能力
霆鋒又透露未來工作動向，他
說：“我已有3、4首歌同步灌錄中，
而過去兩年，我都在構思一個多元的
嘉年華會。在這個年代，其實可以有
很多可能性，‘娛樂’二字已變成了
膠水，不論唱歌、拍電影、下廚、電
競，都可以放在一起，而嘉年華會就
是這樣構思出來。你不用喜歡我，你

品供應商將以“一帶一路”作跳板
亞兩地市場。主辦單位恒揚展覽策
公司（FMC）一直積極與世界各地
通，尋求合作機會，“首屆香港一
痱滋，吞嚥也感到疼痛只可以吃粥，萬
國際食品展”（BRIFE）將於今年
幸是沒影響唱歌，她苦笑說：“到痱滋
行。
好返，前兩日我又感冒，食了藥都頂得
住，但3日晚終於聲都沙了。”她指完
近日，FMC成功與位於加拿大
騷後回家，她都不敢攬着兒子，免得將
的 北 美 投 資 協 會 （NAIA） 達 成
病菌傳染給他。
議，主辦機構將授權 NAIA 為“首
千嬅為今次演唱會操練器械，她
一帶一路國際食品展”的加拿大總
坦言左肩因而嚴重勞損，右肩亦有瘀
NAIA 會長黃徐瑞萍期望能夠組織
傷，再加上長期要穿着高跟鞋，腳趾
家當地食品供應商參與是次盛會。

場，一直傳出懷孕的樂嫂戴上婚戒，沒有迴避鏡頭，但她有用手袋遮肚。“志明”樂仔因“春嬌”千嬅首度登上紅

喜樂仔新婚快樂，樂仔指父母、太太 woman表演部分，千嬅笑謂自己有想
都來了捧場，二人更四圍望搵樂嫂， 過做動作演員，即使不是電影只拍短
張 Thank you 卡，她感謝共 沒料就正正坐於最前排，阿樂笑說： 片，可讓他過足戲癮就夠了。對於下
度、尼泊爾、哥倫比亞、斐
事十年的寰亞“戰友”，她笑 “嚇死我咩！調到遠啲坐嘛！不過她 次演唱會挑戰的場數？千嬅說不敢去
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定，
指大家像家人一樣，不過家人 唔 識 聽 廣 東 話 ， 所 以 講 咩 都 沒 所 想，因要做太多準備工夫，現她連巡
是會罵的，她更多謝老闆林建 謂！”千嬅落台去換衫，樂仔再獨唱 唱都不去想，希望能好好休息和抽時
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
■今年中國有 10 個自貿協定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有助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施“一帶一路”。圖為廣東自貿區深
岳這些年來的教導及支持，還 千嬅的《MR.》，他更與太太情深對 間陪伴兒子。
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
級版可行性研究。
有老公丁子高每次出差都買 望說：“這首歌好啱我目前這個狀
騷前叉插喉嚨受傷
“如何快樂”的書留給她需要 態。”
作。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將加快推動 可行性研究。
務部網站披露，中格自貿協定
時翻閱，千嬅答謝老公：“餘
千嬅完了騷才爆出一個秘密，原
頭髮染銀白似韓星
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表示，
的實施對推進自貿區戰略和實 自貿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落實“一
生請你指教！”全場報以掌聲
來在開騷前兩天，她趕往綵排在車上用
中蒙積極研共建自貿區
“我們希
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在
世紀經濟報
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帶 一 路 ” 戰 略 。 《21
鼓勵。
叉來吃三文治時，沒料到車子急煞停，
演唱會尾聲，千嬅忍不住落淚，
2018
年取得更多成果，使
2018 年成
道》稱，中國正在繪製一份立足周
這些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自貿
余文樂穿上藍色西裝從台 有部分觀眾完場後仍不肯離場，5 分 結果叉子直插喉嚨並形成一個血泡，醫
談判提速助落實“帶路” 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為自貿區建設的豐收之年、收穫之
協定，有可能在今年升級為正式談
中升降台升起出場，他跟千 鐘後千嬅再度上台，她笑指已經唱到 生替她抽走血水，但脫皮的位置長成大
嬅合唱陳百強的《當我想起
無聲，但會盡力再唱，以《少女的祈
年。”據他介紹，截至目前，中國共
判。以蒙古為例，中國蒙古國研究會
協定生效後，在貨物貿易方面， 自由貿易區網絡圖，從而構築起中國
你》，樂仔興奮地跟千嬅來
禱》及《勇》作終結。世紀
而2日晚來欣
簽署了 16 個自貿協定，涉及 24 個國
副秘書長圖門其其格告訴《21
格方對中國 96.5%的產品立即實施零 自貿區戰略的骨架，這需要進一步擴
個擁抱，並表示等站上紅
賞的捧場嘉賓有汪明荃、小美、梁詠
家和地區，自貿夥伴遍及亞洲、大洋
經濟報道》記者，中蒙雙方在共建自
關 稅 ， 覆 蓋 格 自 中 國 進 口 總 額 的 大自貿網絡覆蓋面、提升開放水平，
館舞台這一刻已久，感覺
琪、黃浩然夫婦及甄楚倩，千嬅老公
洲、美洲和歐洲。值得一提的是，在
99.6%；中國對格 93.9%的產品實施 提高企業對自貿協定的有效利用率。 貿區方面都非常積極，“雖然兩國自
好威，但卻投訴千嬅安 丁子高與大班朋友穿白衫白帽撐場。
今年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的 10 貿協定（FTA）的可行性報告仍在研 中國已簽署自貿協定中，有 5 個是與
零關稅，覆蓋中國自格進口總額的
排他升上 10 尺太高，
千嬅於慶功宴上，透露她慣染紫
93.8%，其中 90.9%的產品（42.7% 個 自 貿 協 定 是 中 國 與 巴 拿 馬 、 蒙 究中，但是兩國都已經規劃了自己專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成的，分別
千嬅取笑他做人當 色頭髮，今次染銀白色感覺似韓國歌
的進口額）立即實施零關稅，其餘 古、巴勒斯坦、印度、尼泊爾、哥 門的自貿區（FTZ）。”她又稱，中 是中國─東盟、中國─巴基斯坦、中
然要升到盡，其間 手，也會保留到農曆新年，不過兒子
■演唱會尾聲
演唱會尾聲，
，千嬅忍不住落
國─新加坡、中國─格魯吉亞和中國
倫比亞、斐濟和毛里求斯的自貿協
蒙自貿區的設立有望進一步深化兩國
3%的產品（51.1%進口額）5 年內逐
二人不時鬥嘴又
Torres 卻看不慣，但見到她在台上似
■
梁詠琪(
梁詠琪
(
左
)
2
日晚捧千嬅
淚
。
─馬爾代夫自貿協定。
定，以及中國與瑞士、秘魯的升級版
步降為零關稅。
大 講在礦產資源、農畜產品領域的經貿合
有 味 笑 hero般就很開心，而兒子放假可以看
■千嬅獲父母、老公等給予支持。
話。千嬅恭 到她三場演出。演唱會中有 Wonder

拿馬、蒙古、巴勒斯坦、印

北美食品拓展 帶路 市場

的第一個自貿協定。據中國

■霆鋒
霆鋒((左)早前接受森美訪問
早前接受森美訪問。
。
來玩你來吃美食；或者你不用吃美
食，就只來玩和聽音樂，我希望大家
可以能享受不一樣的玩樂氛圍。”
在未有推出新歌之前，霆鋒一直都
在作不同的嘗試，其中一樣就是自組後
期製作公司，霆鋒指自己其實是透過
不同的方式去認識自己的工作領域。
他說：“學懂後期，可以加強幕前範
疇的能力，例如學懂多一點鏡頭角
度、燈光運用，拍電影時就更清楚如
何去表達自己。”創業，自然有不少
難關要闖，霆鋒回想當年初開公司時的
投資很龐大，加上由菲林轉到數碼的年
代，讓他恍如中了十箭一樣，所有事情
都要重新再學。由於要先處理公司的事

宜，也就不能同時發展他的唱歌事業。
節目中，森美稱呼霆鋒為“Chef
Nic”，霆鋒十分受落，也笑言自己從
未想過會如此專注及投入，投入得將
家中的客廳也改建成廚房來研發菜
式，霆鋒表示，自己創辦“鋒味”這
個品牌，其實還有一個使命，他說：
“外國人常以為中國美食文化就只有
咕嚕肉、炒雜碎，又或者是多油，不
健康的，但實情不是這樣嘛！我不希
望中國美食文化會慢慢失傳，而且也
很想大家可以以最短的距離，吃到最
遠的味道，讓品牌成為美食文化的橋
樑。”近年霆鋒研發的曲奇、臘腸等
美食，其實也在實踐他的理念。

骨也腫了起來，故她下台換衫，工作
人員會準備定一盆冰水讓她浸腳，有
加國食品進軍內地
時會遲了回台上。對於樂仔太太傳有
NAIA 會長黃徐瑞萍表示，加
喜，千嬅坦言不知道，也沒察覺樂嫂
會參與是次食品展，環境與食物品
身體有變化。

﹁

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感興趣
團早前與主辦機構見面時提供的冰
酒、奶粉和乾果等食品樣辦亦大受
這次食品展的關鍵在於“一帶一路
思，這代表將有近 50 個國家聚首一
加拿大的食品亦能順勢向多個市場
除了龐大的內地市場外，亦可
印度和印尼等增長型市場的決策者
望於展覽中開拓歐洲業務。

﹂

■樂嫂王棠云(右二)用手袋遮肚。

首參演賀歲喜劇 狄龍超玩得勁搞笑
香港文匯報訊 李思捷自導自演電影
《一家大晒》下月上映，日前電影公司發
佈的預告片中，李思捷飾演的打工仔費盡
心思安排父親狄龍和母親元秋一家人去旅
行，慶祝父親 70 歲大壽及自己結婚 15 周
年紀念。豈料接二連三遭到神經刀大哥林
敏驄核武級破壞，又遇上怪誕酒店管理員
羅家英，加上思疑老婆蘇玉華回春偷食，
因而一連串瘋狂事在三天兩夜接連上演！
李思捷、林敏驄搞笑了得就人人都
知，萬料不到狄龍大哥第一次參與賀歲喜
劇，一點也不遜於二人，好像當中一場龍
哥與林敏驄的父子太空話對話，雖然事先

大家對好戲，但龍哥和林敏驄現場再爆
肚，令在旁的元秋也忍不住笑。
龍哥表示，今次角色與以往不同，以
前多演嚴肅木訥角色，《 一家大晒》則
要放低身段，演一個固執但非常疼愛兩個
兒子的慈父，所以戲中不但要畫花臉，間
中不是和林敏驄攬錫，就是與李思捷打打
罵罵，感覺非常好玩新鮮，愈拍愈開心。
而阿驄笑言今次首次和龍哥合作即成了忘
年之交：“ 最初知道同影帝合作都有啲
驚，點知第一日開工，龍哥原來咁玩得，
又搞笑！”林敏驄隨即也放膽和龍哥過
招， 只是看回放大家都已經笑不停。

E-kids 宣佈下月開唱 朴炯植將襲港蜜會港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組合
E-kids 三子阮民安（Tommy）、郁禮賢
（Tim）及林詠倫（Alan）下月開演唱
會，3 日舉行記招，有份投資今次演唱會
的林盛斌（Bob）親自到場打氣，三子又
舞獅助慶。 三子表示：“演唱會會各自
有 Solo 部分，亦會邀請一啲上世紀 80 年
代歌手來做嘉賓，向 80 年代的歌曲致
敬。而今次亦特別請日本樂手赴港參與
演出，因我們的新歌是在日本製作，所
以請有份做新歌的樂手過來，共有 11
人，希望外界不要以為 E-kids 只會跳舞及
花哩花碌，都會有好音樂給大家。”

香港文匯報訊 憑藉大熱韓劇《大力
女子都奉順》中“安代表”一角而人氣飆
升，躍身成為新一代“國民男友”的朴炯
植，將於下月2日假九展Music Zone舉行
其首個香港個人見面會。屆時，朴炯植不
僅會與粉絲們近距離會面，更會深情獻
唱，與港迷展開甜蜜約會，搶先預祝情人
節！
香港場門票售價為港幣 $980，所有
觀眾除或被選中上台與偶像近距離互動
外，均可與朴炯植一對一擊掌，而當中
的 200 位幸運兒更能獲得機會難逢的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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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春祝福 智胜春季報名火熱進行
在 2017 即将结束，2018 到来之际，智胜学院感谢家长同
学们的长期大力支持和老师们的辛勤付出！祝 2017 秋季班
同学们取得的长足进步，祝广大家长同学们 2018 节日快乐
，新的一年学业取得更大成就！

另 外 ， 我 们 热 烈 祝 贺 智 胜 高 材 生 Derek Chen 成 为
2018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新生！众所周知，硕果与辛勤的
汗水是分不开的。在初高中期间，他在智胜老师们的悉心
帮助指导下，积极参加各类比赛，获得了许多数学竞赛大
奖。Derek Chen 同学不但自己出类拔萃，而且乐于帮助其
他同学一起进步。暑期坚持在智胜夏令营做志愿者，为低
年级同学们提供热情的数学辅导，是广大同学们的榜样。
我们真诚祝愿他在 MIT 的学习生活一切顺利，不断超越自
己，取得更大的成功！
智胜学院 2018 春季班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春季课程
将于 1 月 13 号开学。我们延续 2017 秋季课程，依旧为
2-12 年级的同学们精心安排了包括英文精读和写作、数学
、化学、物理，演讲辩论及王牌课程 SAT/PSAT 等。同时
智胜春季专门开设面向 10-12 年级的 College Application
课程，由著名大学申请顾问 Mr. Saltzman 为同学和家长提

供升学辅导。帮助同学更好挑选高中选修课程，宏观把握
未来升学和就业方向，尽早准备好申请所需的有关材料，
以保申请万无一失，进入理想的大学。

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到星期日，10:
00am-6:00pm，家长可以到智胜中国城办公室进行报名，
或者可以通过智胜学院官方网站进行报名。详细的春季课
程表以及报名信息请参考智胜学院官方网站，如果您有任
何问题请电话或邮件垂询。愿各位家长同学们拥有一个充
实愉快的假期，智胜愿与您携手，一起帮助孩子成功。
智胜学院上课地点: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办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询电话: 713-777-1688
网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众号 “AAHouston”，欢迎大家关注

蕭雲祥先生 2018 年
首場投資座談會
座談會

將於 2018 年 1 月 6 日舉行，請先預約
約

（ 本報記者秦鴻鈞 ）2018
年轉眼即至，川普政府在年前
剛通過的新稅法，對投資市場
將有何影響及衝擊？休巿資深
投資顧問蕭雲祥將於下周六
（2018 年 1 月 6 日 ） 舉行他
個人 2018 首場投資座談會，
與大家談談（ 一）2018 年投
資市場的趨勢及展望，（ 二
）川普新稅法對投資巿場的影
響及投資策略。演講在蕭雲祥
先生的辦公室（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 即美南銀行同棟大樓
後門進入）舉行，由於座位有
限，參加者請事先預約：
713-988- 3888
一直深信 「 財富是累積出
來的」 的蕭雲祥先生，是休市
資 深 投 資 顧 問 。 有 MBA, S7,
S24, S65,Life 執照。台灣成功
大學化學系畢業，美國加州大
學舊金山分校商學院碩士，有
二十年證券投資經驗。其業務

包括： 股票，債券，基金，
ETF, 退休計劃，保本，增值
，終身享受年金，儲蓄，保本
增 值 免 稅 人 壽 保 險 ， IRA ,
401K 等退休計劃及資金管理
。
專業退休計劃，資金管理
，投資組合設計，以及外國人
投資帳戶！並擔任美國朴斯矛
斯公司德州休士頓經理。
蕭雲祥投資顧問表示： 無
論退休計劃，資產配置，財富
管理，你都需要一個投資教練
，為您作完整、長遠的計劃，
要採取行動完成，並定期檢查
、調整。
蕭雲祥先生的投資座談會
，在 2018 年 1 月 6 日，上午
十時半至十二時在 6901 Corporate Dr. #128, Houston TX.
77036 舉行，
報 名 電 話 ： 713-988-3888，
，832-434-7770

光鹽社健康講座
腦腫瘤可以分為良性 (非癌腫) 和惡性 (癌腫)兩種。 如果腫瘤是在腦部開始，稱為
原發性腦腫瘤。如果腫瘤是由身體其他 部位擴散到腦部，則稱為繼發性腦腫瘤。
在各種類型的癌腫中，肺癌 和乳癌最容易擴散到腦部。 良性腦腫瘤只要動手術切
除，一般不會對健康構成威脅。但即使切除 後只剩下很小一塊，有時候也可能會
再次繁殖擴大。有需要的話，這 類復發的良性瘤通常可以再次動手術切除。如果
良性腦腫瘤的位置不 當，也可能危害生命。

2018 年 1 月 6 日 (六)
下午 2 點至 4 點
地點：光鹽社
朱繼光醫師從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醫學學位。他在馬薩諸塞 (9800 Town Park Dr.
州波士頓的塔夫斯大學醫學院完成了神經病學的住院培訓，隨後在波士頓的哈佛 Houston, TX 77036)
醫學院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完成了神經病學研究。在進入醫學院之前，朱博士在紐
題目：腦腫瘤
約州立大學獲得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並在哈佛醫學院布萊根婦女兒童醫院完成
了他的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發生研究的博士後培訓。
講員：朱繼光醫師
本次講座免費，無須報名，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 王朝旅遊 」
推出台灣團
買一送一 :
只限兩團，
只限兩團
，
3/13
13~
~ 3/27 出發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 王朝旅遊 」 於近
期推出 「 皇室假期 」 （Grand Holiday )的
＂戀上寶島＂＂一人付團費，二人同行樂
＂活動，即九天台灣環島經典特價遊，暢
遊： 台北、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台
東、花蓮等地，買一送一，這項優惠只限
兩團，出發日期為 3 月 13 日及 3 月 27 日
。詳情請電：713-981-8868 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