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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合唱團日前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舉
辦第56屆音樂會「樂韻悠揚情意長」﹐全
體團員在指揮施彥伃老師的指揮下共演
唱了14首中西歌曲﹐搭配其他大小提琴
的演奏﹐全場觀眾投入歌聲的境界中﹐享
受一場音樂饗宴﹒

地址: 3501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近99大华） 官方网站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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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281-201-8186

方太抽油烟机：吸力超强，超低噪音；吸得干净，皮肤、
橱柜、地板不油腻；易清洁，多种款式供选择

方太燃气灶：大火够猛可爆炒，小火够稳可煲汤：多重安
全保护，防止煤气泄漏

高品质、高颜值微波炉、烤箱、蒸箱可供选择

5年有限质保，马达终身保修

方太 让亿万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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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在兩黨對峙導致美國聯邦政府部分關閉
三天後，國會參議院星期一投票同意推進一項臨
時開支案，為全面恢復政府運轉鋪平道路。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向在野的民主黨議員
保證今後幾星期內他將允許議員就大約保護80萬
名年輕非法移民不被遣返的方案進行投票。在他
作出這番保證後，參議員們投票，同意讓法案過

關，讓聯邦政府機構
保持運轉到2月8日。
民主黨人之前要求參
議院保證考慮如何解
決這些幼年時被父母
帶入美國的“夢想生
”的問題，否則他們
不會退縮。參議院民
主黨領袖舒默說，麥
康奈爾向他保證，如
果移民問題在2月8日
之前得不到解決，參
議院將在那一天之後
立即審議這個問題。
結束政府關門的法案
還必須得到眾議院的
批準，不過法案在眾

議院過關已是定數。臨時開支案在兩院過關後，
將交給川普總統簽署。
在參議院表決前，聯邦機構星期一正在辦理讓成
千上萬的公務員休無薪假並削減本機構運作規模
的手續。上星期五，參議院未能通過眾議院通過
的讓政府維持運轉到2月中的臨時開支案，聯邦政
府隨後進入部分關閉狀態。

節目內容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參議院為臨時開支案清障 
聯邦政府將恢復開門 

【VOA】美國首都華盛頓和其他城市20日上周
末舉行大規模婦女集會呼籲在職業場所和醫療
保健領域平等對待婦女，譴責性騷擾，鼓勵婦
女參政。這一天也是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一周年
的紀念日。
參加遊行的民眾也呼籲關注其他議題，包括種
族平等，槍支控制，移民保護以及保守派取消
計劃生育撥款的計劃。
在首都華盛頓參加遊行的人數據估計低於去年
的遊行。不過紐約、費城、洛杉磯和芝加哥等
主要城市也舉行了集會遊行。
上周六的集會是延續了去年川普總統宣誓就職
後的婦女大遊行。許多婦女表示他們反對川普
擔任總統。川普被至少19名婦女指控有不當性

行為。
川普總統上周六發推說“今天我們偉大的國家
到處都是美好的天氣，是所有的婦女參加遊行
的完美一天 。大家都走出家門來慶祝歷史裏程
碑和過去12個月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和財富創
造。18年來婦女失業率最低點！”
過去一年，有關婦女在薪資上遭受不公平待遇
以及位高權重的男性對婦女的性騷擾事件成為
熱門話題。許多領域的男性，包括電影制片大
亨韋恩斯坦，奧斯卡獎得主斯派塞，全國廣播
公司主播勞爾，民主黨參議員弗蘭肯，都因為
性騷擾指控而丟了工作。
世界其它國家的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遊行活動
。

 ︱遊行隊伍經過白宮

節目介紹：
《美食鳳味》，三立電視長壽烹飪節目。長年在三立台灣台播出，每集半小時
。張鳳書為現任主持人。《美食鳳味》原本是陳美鳳主持的三立台灣台綜藝節
目《鳳中奇緣》的烹飪單元，播出後受歡迎而成為獨立節目。名廚阿基師長年
為此節目重要台柱。

播出時間：
周一晚間7時30分至8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美食鳳味》
長壽烹飪節目提供各色美食秘笈

▲ 節目海報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在政府關門的第三天抵達國會山。（2018年1月22日）

美國婦女集會要求平等權利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美南電視介紹
星期三 2018年1月24日 Wednesday, January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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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商業內
幕 BusinessInside 1月22 日訊）現在是好萊塢一
年當中最盛大的夜晚了!

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提名名單於週二
上午由蒂凡尼•哈迪什（Tiffany Haddish）(《嗨
翻姐妹行》Girls Trip)和安迪•瑟金斯（Andy
Serkis）《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The Force
Awakens）揭曉。

2017年是電影的豐收年，讓許多門類開放
，沒有明顯的最佳影片領跑者。

《逃出絕命鎮》（Get Out）獲得了四項提
名，其中包括丹尼爾•卡盧亞（Daniel Kaluuya
）的最佳男演員、最佳原創劇本獎和喬丹•皮
爾（Jordan Peele）最佳導演獎。

克裏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 的
《敦克爾克》 (Dunkirk) 為他贏得了第一次導演
提名，在《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
中獲得了第二名的提名。

格雷•戈溫（Greta Gerwig）的《伯德小姐
》（Lady Bird）使她成為第五名獲得最佳導演
獎提名的女性，並獲得了其他幾項提名，包括
最佳女演員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和最佳影片獎
。

頒獎典禮將於 3 月 4 日星期日在 ABC 台舉
行，由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主持。

2018年奧斯卡提名名單如下:
最佳影片：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 ）、《至暗時刻》（Darkest Hour）、

《敦刻爾克》（Dunkirk）、《逃出絕命鎮》
（Get Out）、《伯德小姐 》（Lady Bird）、
《魅影縫匠》（Phantom Thread）、《華盛頓
郵 報 》 （The Post） 、 《 水 形 物 語 》 （The
Shape of Water） 、 《 三 塊 廣 告 牌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最佳導演：
克里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 《敦
刻爾克》（Dunkirk）、喬丹•皮爾（Jordan
Peele）,《逃出絕命鎮》（Get Out）、格雷•
戈溫（Greta Gerwig），《伯德小姐 》（Lady
Bird）、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魅影縫匠 》（Phantom Thread
）、吉列爾莫德•爾•托羅（Guillermo del To-
ro），《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

最佳女主角：
莎莉•霍金斯（Sally Hawkins），《水形物語》
（The Shape of Water）、弗朗西絲•麥克道蒙
德（Frances McDormand），《三塊廣告牌》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瑪戈特•羅比（Margot Robbie）,《我，花樣女
王》（I, Tonya）、西爾莎•羅南羅南（Saoirse
Ronan）, 《伯德小姐 》（Lady Bird）、梅麗爾
•斯特里普（Meryl Streep）、《華盛頓郵報》
（Post）

最佳男主角：
Timothée Chalamet，《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Call Me by Your Name）、丹尼爾• 戴• 劉
易 斯 （Daniel Day-Lewis） ， 《 魅 影 縫 匠 》

（Phantom Thread） 、 丹 尼 爾 • 卡 魯 亞
（Daniel Kaluuya） ， 《 逃 出 絕 命 鎮 》 （
Get Out ）、加裏• 奧德曼（Gary Oldman
），《至暗時刻》（Darkest Hour）、丹澤
爾 • 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羅
曼先生，你好》（Roman J. Israel, Esq.）

最佳男配角：
威廉•達福（Willem Dafoe），《佛羅裡達
樂園 》（The Florida Project）、伍迪•哈
裏森（Woody Harrelson），《三塊廣告牌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
souri）、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
），《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
、 克 里 斯 托 弗 • 珀 郎 穆 （Christopher
Plummer），《金錢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 山 姆•洛 克 威 爾 （Sam
Rockwell） ， 《 三 塊 廣 告 牌 》 （Three Bill-
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最佳女配角：
瑪麗•布萊厄（Mary J. Blige）, 《泥土之界》
（ Mudbound）
、艾莉森• 詹尼（Allison Janney）, 《我，花樣
女王》（I, Tonya）、萊斯利•曼維（Lesley
Manville）, 《魅影縫匠 》（Phantom Thread）
、勞裏•梅特卡夫（Laurie Metcalf）, 《伯德小
姐 》 （Lady Bird） 、 奧 克 塔 維 亞•斯 賓 塞
（Octavia Spencer） ， 《 水 形 物 語 》 （The
Shape of Water）

最佳原創劇本：

《大病》（The Big Sick）、《逃出絕命鎮》（
Get Out ）、《伯德小姐 》（Lady Bird）、
《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三塊
廣 告 牌 》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最佳改編劇本：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災難藝術家》（ The Disaster Artist
）、《金剛狼3：殊死一戰》（ Logan）、《茉
莉牌局》（ Molly's Game）、《泥土之界》（
Mudbound）

休斯頓8號公路南H-E-B停車場發生槍擊案

20182018年奧斯卡獎提名出爐年奧斯卡獎提名出爐

最佳女主角提名梅麗爾最佳女主角提名梅麗爾••斯特里普斯特里普（（MerylMeryl
StreepStreep））在影片在影片《《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PostPost）。）。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休斯敦 ABC 新聞網
（KTRK）1月20日訊）一名疑似70歲男子，在他開車進入一個
繁忙的H-E-B停車場後不久就被槍殺了。

事件發生在周六中午，在8號公路附近的一家大型H-E-B
商店停車場。地址9828 Blackhawk Blvd, Houston, TX 77075

休斯頓警方說，商店監控錄像顯示，受害者在中午駕駛一輛
白色雷克薩斯（Lexus）SUV駛入停車場，後面跟著一輛金色的
英菲尼迪（Infiniti）轎車。裏面有兩個人。

當受害者停了他的雷克薩斯時，一個男人從他後面的車裏出
來了。

“目擊者稱當時發生了短暫的爭執，然後這名男子多次被槍
擊中。共有2到4次射擊。”休士頓警察局（HPD）兇殺案組，
安德魯•巴爾（Andrew Barr）說。

據受害者的兒子講，受害者是從Wells Fargo銀行出來，很可
能是被跟蹤了。

警方說，如果認為搶劫是作案動機的話，那麽似乎沒什麽財

務損失。
居住在附近的格洛麗亞•馬林(Gloria Marin) 說，她聽到了四

聲槍響。 “我上了樓問兒子是否聽到了什麽，他聽到了。我走
到外面，看到人行道上的那個人。他臉色蒼白，但還活著。

受害者被救護車送往醫院，隨後在醫院去世。犯罪嫌疑人乘
他的黃金色英菲尼迪(gold Infiniti)逃跑，先開到H-E-B商店後面
，然後進入8號公路。

兇案發生在一個繁忙的購物日。也出現在保安攝像機和目擊
者的視野中，這將幫助警方破案。

盡管如此，巴爾說：“這是無恥和愚蠢的
。”

週六晚些時候，警方確認受害者是現年75
歲的That Huu Le。警方還公佈了嫌疑人車輛
的監控攝像和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描述。

警方將這名嫌疑人描述為一名黑人男性。
最後一次看到他穿著灰色的連帽衫和黑色褲
子，一條白色的條紋在腿上滑下來。

有人看到嫌疑人駕駛著一輛金色的四門轎
車。

20182018年年11月月2020日日，，休斯敦警察局休斯敦警察局（（HPDHPD））
發布了在休斯頓東南部發布了在休斯頓東南部 H-E-BH-E-B 停車場的停車場的
一名嫌疑人和一輛金色轎車的圖像一名嫌疑人和一輛金色轎車的圖像。。 （（休休
斯敦警察局斯敦警察局）） 現年現年7575歲的受害者歲的受害者That Huu LeThat Huu Le。。 家庭照片家庭照片。。

精彩紛呈一串燒精彩紛呈一串燒
1月11(周四)，North Potomac Community

Senior Center北波社區中老中心舉辦Multicul-
tural Extravaganza 多元文化新春彙演。中心主
任 Teanna Abraham 艾玻女士，貴賓 Gabe Al-
bornoz, Director of Recreation蒙郡娛樂部部長
艾博鈕，Roger Berliner，President of Mont-
gomery Council 蒙郡議會議長貝令訥。在 Dr.
Rev Vikram 魏珂然博士主持人下，韓國扇與
鼓舞， 中國劇及傘舞，印度群和獨舞，合
唱，探戈，排舞輪番上陣。其中Theater Club
戲劇社別開生面的歌舞，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華府男高音張明文帶來意大利經典
名曲“Caro Ngrato負心的人”及“Santa Lucia
聖塔露西亞”。嘹亮的歌聲動人心弦。之後，
小白光林玲輕柔唱起“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當我們年青時”，輕盈的玄律，
點燃觀眾內心的火花。一雙伴舞者，平添花紅

葉綠之妙。
“串燒” 在創始人單

明 華 ， 林 玲 的 精 心 籌 劃
下，盡顯中國文化的多元
風采。團員皆一時之選：
有長樂社敬業的舞蹈老師
趙蔚文，眾望所歸前長樂
社長徐秀玲，華美老協會
長張修發夫人馬林，

CCACC總部常青社民族舞台柱儲為勵，
洛市亞太專任組委員韓穎, 雍容華貴青衣呂宜
蘭，才貌雙全舞林高手黃開群，秦英；及三
“可”：笑容可掬黃素珍，溫柔可人曾玉，和
藹可親伍江蓉。

著貴妃裝的宜蘭，與白旗袍的韓穎，典雅
描繪了“春江花月夜”。隨後為勵，秦英歡愉
引領眾人至“ 最美是我們新疆”。翩然翱翔
於蒙古大草原的兩支 “鴻雁”，竟是明華和

馬林。之後，在峰峰叉天的雪域藏原，蔚文及
素珍長袖翻飛起 “姑娘我愛你” ；而終年積
雪的長白山上，秀玲與開群款款揮灑“ 桔梗
花”的清芬麗色；咚咚鼓聲中，曾玉與江蓉動
感十足的山地舞，感染觀眾欣喜加入，激情四
射，欲罷不能。

在蘇笛手風琴，曾石穩鈴鼓的伴奏下，林
玲，李克湘，宋廣祥夫婦帶領“串燒 ”友高
昂齊唱蘇格蘭民謠”Auld Lange Sange友誼地

久天長”。 繽紛眾艷的五光十色及響徹雲霄
的世界名曲，把精彩彙演推至高潮。

好的開始為成功之半。創業為艱難，守城
不易。眾人每周一下午的辛勤耕耘，成果斐
然。參加CCACC“抗日80周年音樂紀念”旗
開得勝，現今“串燒”再創佳績，春節更有多
場演出。預祝北波藝術團成員們百尺竿頭，更
上層樓。 (尹紀穎供稿)

0118D05蔡老師+精彩紛呈

 




"""遇見遇見遇見"""在矽谷在矽谷在矽谷
上個週末，到矽谷的聖塔克拉拉會議中心，參加

了美中高層次人才交流協會（UCAHP）主辦，為期兩
天的“CONNECT遇見”大會。這是他們自從2011年
開始，如今已經是第八屆的智能產業論壇和TEEC杯
北美創業大賽。自從2010年由華府搬來矽谷後，我每
年都參加他們的論壇，了解一些新科技發展的方向。
如今又有幸目睹他們在協會主席孔德海先生（圖一）
的領導下成長為簡稱“遇見”的智能創新和人才交流
的大會。

在這兩天的“遇見”大會中，見到很多來自中美
的科技專家和創投人士， 聽到當下熱門的智能科技發
展和成果，包括智能車輛（圖二）和人工智能在家居
生活和醫療方面的應用等。雖然我不了解他們科技發
展上的細節問題，但是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如
何在日常生活裡面對機器人和使用人工智慧的
成果，包括駕駛智能汽車等（圖三）。

在那兩天裡，也遇到了很多來自國內和美
國各地來的華裔專家，包括教授，律師和工程
師等，真正體會到“遇見”在矽谷的意義。當
然也看到一些參加創業大賽的年輕人在台上展
示他們的計畫等。此外，由南京，蘇州和上海
（張江）等科技地區的報告中，了解到近年來
國內大都市環境的發展等。無怪乎很多人要返
國創業，帶起祖國科技的發展。看來再過幾

年，祖國的科技會隨同經濟的發展，建立更多的中國
“矽谷”。

住在北加州的矽谷，除了可以參加科技論壇等專
業的聚會之外，還可以參加很多其他性質的聚會，例
如校友會，同鄉會等來“遇見”新朋友。就在上個禮
拜，我們就參加了耶魯大學法學院和哈佛大學的校友
會。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聚會上，念法律的老伴很高
興的見到了法學院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院長（圖四）和
很多位在矽谷退休的老律師們。在哈佛大學的校友會
上(圖五），我認識了一些矽谷裡的亞裔校友等。

參加這些活動讓我們可以增加生活的知識和情
趣，也更加喜愛矽谷的環境。

(1/15/18)

蔡老師蔡老師蔡老師

圖五圖五。。在矽谷哈佛校友會上在矽谷哈佛校友會上

左左：：趙蔚文趙蔚文，，黃開群黃開群，，馬林馬林，，韓穎韓穎，，
單明華單明華，，Teanna,Teanna, 呂宜蘭呂宜蘭，，儲為勵儲為勵，，
徐秀玲徐秀玲，，曾玉曾玉，，黃素珍黃素珍

小合唱小合唱，，左左：：張明文張明文((累了累了))，，李克湘李克湘，，宋廣祥宋廣祥，，
林玲林玲，，蘇笛蘇笛，，黃素珍黃素珍，，曾玉曾玉，，徐秀玲徐秀玲

圖一圖一。。與與UCAHPUCAHP孔德海主席孔德海主席

圖二圖二。。智能汽車論壇在矽谷智能汽車論壇在矽谷
((左左；；主持人彭暉教授主持人彭暉教授））圖三圖三。。遇見智能機器人的新世界遇見智能機器人的新世界

圖四圖四。。老伴與老伴與GerkenGerken院院
長長（（by S Blazerby S B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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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將帶來哪些新的驚喜？
人工智能註入新能量

登錄微信語音聊天、隨處可“掃”

的二維碼、加速湧現的無人超市……我

國互聯網領域的跨越式發展，催生了壹

個個新興領域，不僅滿足了人們生活中

各種各樣的需求，也為經濟增長註入了

強勁動力。2018年，5G、物聯網、人工

智能等互聯網領域的核心技術將繼續取

得新突破，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

的向往。

什麽是過去壹年中互聯網給生活帶來的

最大改變？是坐在餐廳拿出手機點菜下單，

是走出地鐵站騎上壹輛共享單車，還是向家

裏的智能音箱詢問當天的天氣？

互聯網與各行各業的融合不斷深化，

創新不斷提速，逐步滲透到普通人生活

的每個角落。今年，互聯網的風口將會

講述哪些創新故事？

夯實發展新基礎
不斷夯實的基礎設

施，讓互聯網能夠更好

地發揮對我國經濟轉型

升級的基礎性、關鍵性

支撐作用

“2017年我的手機

賬單裏，長途費和漫遊

費沒有了，套餐裏的語

音通話經常用不完，數

據流量卻總是不夠用。

2018年我把手機流量套

餐升到了每個月6GB。

”南京白領王瑤佳這番

話折射出的，正是互聯

網基礎設施的變化。

“提速降費”成為2017年關鍵詞之

壹。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寬帶速率大

幅提升，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國有

86%的家庭用戶使用20M或者更高速率

的固定寬帶產品。4G全面普及，截至

2017年11月底，14.1億移動電話用戶中，

4G用戶占比接近70%。手機國內長途和

漫遊費全面取消，流量資費步入下降通

道。截至2017年11月份，全國移動互聯

網接入流量達29.8億GB，平均每位用戶

的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為2.39GB，比上

壹年同期增長150.9%。

面向未來的基礎設施也在不斷加速

布局。中國IMT—2020（5G）推進組日

前正式發布了5G技術研發試驗第三階段

第壹批規範。通過第三階段測試，預計

在2018年底我國5G產業鏈主要環節將

基本達到預商用水平。

與此同時，《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

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編制出

臺，計劃全面推進部署IPv6，將用5年

到10年時間建成全球最大規模的IPv6商

業應用網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

聯網協會理事長鄔賀銓表示：“行動計

劃要求大力發展基於IPv6的下壹代互聯

網，這有助於提升我國互聯網的承載能

力和服務水平，有力地支撐經濟社會發

展，贏得未來發展的主動地位。”

不斷夯實的基礎設施，讓互聯網能

夠更好地發揮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基

礎性、關鍵性支撐作用。

物聯網打開新局面
在人與人的網絡連接之外，人與物、

物與物的網絡連接已順理成章，IPv6的

演進為物聯網拓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目前采用的IPv4地址為32位編碼，

最多可產生約43億個IP地址。但物聯網要

求每個設備都聯網，那這個數字就太小

了，IPv6采用128位地址，將地址空間擴大

到2的128次方，這個數字相當於地球上的

每壹平方米都有10的26次方的地址。”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建平介

紹，按照我國的物聯網發展規劃，2020年

公眾網絡設備連接數將突破17億。

提速降費和5G的發展讓物聯網能夠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運行，IPv6的演

進則為物聯網拓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在人與人的網絡連接之外，人與物、物

與物的網絡連接已順理成章。

在消費者端，物聯網改變著人們熟

悉的家電面孔。TCL空調2017年產銷量

突破1000萬套，在TCL空調事業部總經

理李書彬看來，基於物聯網的智能化成

為TCL空調發展的“底氣”：“未來所

有家電都可以互聯互通，有了新的家電

進來，家裏的家電就能感知到，主動來聯

通、控制，協同為人們提供健康安全的環

境。現在我們也在做家電智能傳感研究，

更聰明的家電將改變人們的生活。”

變化同樣發生在生產端。聯想集團

高級副總裁賀誌強告訴經濟日報記者壹

個生動的故事：“國家電網高壓線全國

有150萬公裏，過去靠2萬多巡檢工人工

巡檢，兩個人壹天只能巡檢2個塔。但

現在靠無人機和攝像頭巡檢，無人機拍

攝照片傳回後方，由機器來判斷是否有

問題，壹天能巡檢40個到50個塔，而且

完全不用人參與。”

不過，設備與設備的連接，不僅意

味著把過去能做的事做得更好，還在於

要實現過去做不到的事，這就要求在改

變控制方式之外，通過對海量數據整合

與分析，從而形成決策。日前，80余家

工業大數據生態夥伴共同發起了工業大

數據產業應用聯盟。其聯盟理事長童夫

堯坦言：“物聯網的發展讓工業制造從

設計、工藝、設備管理、設備服務都在

產生爆炸性增長的數據，但缺少大的平

臺對其加以整合，打破‘數據孤島’，

讓產業鏈上下遊能夠打通，共同助力制

造業的智能化轉型。”

人工智能註入新能量
如果把互聯網的基礎設施看作“塔

基”，新壹代物聯網是“塔身”，那麽

人工智能技術則是“塔尖”，能為創新

提速註入能量

如果我們把互聯網的基礎設施看作

“塔基”，新壹代物聯網是“塔身”，

那麽人工智能技術則是“塔尖”，能夠

為互聯網創新提速註入能量。

人工智能不僅僅是無人駕駛、智能

機器人這些看似與人們生活有壹些距離

的技術，它已開始改變人們的信息獲取

渠道。“每個用戶在手機百度上看到的

信息都是不壹樣的。基於用戶的閱讀習

慣和搜索行為數據，人工智能讓信息流

自動為用戶推送他們感興趣的信息。”

百度副總裁沈抖表示。

人工智能也在輔助人們作出決策。

騰訊叮當首款合作智能耳機iBFree2成為

人們的“貼身教練”，其內置感應器通

過紅外功能掃描外耳處的血液流動速度，

計算出心率，用戶可獲知即時運動狀態，

心率過高時，就會發出語音預警。

人工智能甚至在創造出新的生活場

景。北京長陽普樂園愛心養老院院長閆

帥告訴記者：“腿腳不方便的老人可以

直接用天貓精靈智能音箱打開窗簾和開

關，甚至用語音控制撥打子女的電話，

子女可以通過智能攝像頭看到老人，墻

上的環境檢測模塊則能夠實時監測室內

溫度，聯動空調啟動和關閉。”阿裏巴

巴人工智能實驗室北京中心負責人聶再

清說：“傳感器發現老人在平時應該起

床的時候沒有起床，或者用完水沒關水

龍頭，都會向護理人員發出預警。這是

機器根據得到的數據自動判斷，是人工

智能技術的應用。”

納米機器人驅動技術提速 分子工廠有望實現高效作業
綜合報導 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研究人員開發

出壹種新的納米機器人電驅動技術，可使納米機

器人在分子工廠像流水線壹樣以足夠快的速度工

作，比迄今為止使用的生化過程快10萬倍。這項

新的研究成果已作為封面文章刊登在《科學》雜

誌上。

目前各發達國家都在競相為未來的納米工廠開

發新技術，並期望有壹天像流水線作業壹樣，利用

分子機器來分析生物樣品或生產藥物，但傳統方法

需通過添加酶、DNA鏈或借助光的作用將模塊激

活，借助這種生化開關讓納米機器人執行某些任

務，例如攝取和運輸分子，快則需要數分鐘，慢則

需要數小時。慕尼黑工大合成生物系統物理系主任

弗裏德裏希· 西麥爾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通過施

加電場，首次成功實現電控納米機器人，新的驅動

技術比以前的方法快10萬倍。西麥爾介紹，新驅

動技術的原理很簡單：DNA分子帶有負電荷，通

過施加電場，生物分子就可以移動。

在這項富有創意的研究中，慕尼黑工大還與慕

尼黑大學開展合作，後者用著色分子對納米機器人

手臂尖端進行了標註，這樣通過熒光顯微鏡可以跟

蹤其運動。研究人員利用計算機控制來改變電場方

向，調整手臂的方向並設定運動過程。西麥爾表

示，電子控制可使納米機器人以毫秒間隔進行運

動，比以前的生化驅動器快10萬倍。

新的控制技術不僅適合來回移動著色納米

顆粒，微型機器人手臂還可以對分子施力，這

種相互作用可用於諸如醫學診斷和藥物開發。

西麥爾強調：“由於納米機器人體積小且價格

低廉，數百萬個納米機器人可同時工作，就像

在流水線上壹樣，逐步發現化學試劑中的特定

物質或合成復雜分子。”

大群海獅大群海獅““戲戲””攝影師攝影師 爭相與新夥伴玩耍爭相與新夥伴玩耍

加拿大溫哥華島加拿大溫哥華島，，3535歲的英國攝影師歲的英國攝影師Steve WoodsSteve Woods在潛水拍攝時被大群在潛水拍攝時被大群
海獅圍觀海獅圍觀。。海獅在當地海域等待鯡魚魚群的到來海獅在當地海域等待鯡魚魚群的到來，，屆時將與逆戟鯨與座頭鯨爭屆時將與逆戟鯨與座頭鯨爭
搶食物搶食物。。雖然海獅看上去很兇猛雖然海獅看上去很兇猛，，其實是很細心的動物其實是很細心的動物，，與人類接觸只是想看與人類接觸只是想看
看面前的生物究竟是什麽看面前的生物究竟是什麽，，就像好奇的小狗壹樣想跟人玩耍就像好奇的小狗壹樣想跟人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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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度

俄羅斯諾裏爾斯克俄羅斯諾裏爾斯克，，當地氣溫竟降到了零下當地氣溫竟降到了零下4242度度，，民眾外出眼睫民眾外出眼睫
毛都結霜了毛都結霜了！！據悉據悉，，當地溫度可能會降到零下當地溫度可能會降到零下5050度或者更低度或者更低，，並預報並預報
有風暴有風暴。。每年主顯節都要進行的冬泳活動也取消了每年主顯節都要進行的冬泳活動也取消了。。

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遊艇展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遊艇展
豪華遊艇吸睛豪華遊艇吸睛

第第6060屆多倫多國際遊艇展上屆多倫多國際遊艇展上，，豪華遊艇吸引參豪華遊艇吸引參
觀者目光觀者目光。。該遊艇展是加拿大最大規模的遊艇和相該遊艇展是加拿大最大規模的遊艇和相
關用品及服務的展會關用品及服務的展會，，也是北美最大型的室內遊艇也是北美最大型的室內遊艇
展會之壹展會之壹。。超過超過550550家參展商亮相本屆遊艇展家參展商亮相本屆遊艇展。。



BB55台灣影視
星期三 2018年1月24日 Wednesday, January 24, 2018



BB66中國影壇
星期三 2018年1月24日 Wednesday, January 24, 2018

《壞爸爸》讓親情和解顯溫情

拒絕情感孤島

今日，即將於2月2日登陸全國各大院

線的電影《壞爸爸》曝光主題曲——《來世

不見》。MV全網上線後，電影情感脈絡也

更加明晰。除了演員邵兵和孫紹龍外，影片

中的其他重要角色也悉數亮相，向人們娓娓

道來壹段真摯感人的暖心親情故事。粉絲們

反饋父親吹口琴陪伴兒子的那些畫面，代入

感極強。

據悉，該影片由東方明星谷（集團）出

品，集團董事長鐘情擔任出品人，朱村子擔

任制片人。演員邵兵、孫紹龍領銜主演。

慕寒獻聲《來世不見》
《壞爸爸》讓親情和解
電影《壞爸爸》體現的是中國家庭親情

的代際關系，而最新發布的主題曲MV無疑

成為該片“情感發酵”的壹劑猛藥，慕寒傾

情獻聲，為《壞爸爸》量身打造了這首溫暖

動人又帶壹絲歲月流逝的傷感歌曲。

《來世不見》溫暖而略帶憂傷的歌聲，

平靜中透著壹絲歲月沈澱的滄桑，仿佛劃開

了時光的道道記憶波紋，從中能夠看到父子

之間的點滴回憶，專為故事而作的原創音樂，

再配上MV呈現的動人電影畫面，聽感和視

覺的高度結合，惹得網友感動落淚，不禁讓

人回首往昔和父母相處的種種回憶。

正如歌詞裏所說的：“曾經爭執對峙聲

音都嘶啞，許多年彼此無話。”這與電影所

表達的主題高度吻合，電影中子欲養而親不

待的蒼涼，是多少家庭的真實寫照； MV結

尾則是帶著悔意和希冀的壹句呼喚：“曾經

壹同走過無數個

春夏，經年繪成

圖畫再陪著我壹

生吧。”

《壞爸爸》
白描當代家庭情
感

為親情療傷
《壞爸爸》

取材於普通萬千

百姓原汁原味的

生活故事，劇情

濃縮，通過演繹

父子對抗的溫情

故事，升華人世間的至愛親情。

《見字如面》中說到“情之厚如斯，百

世不足還”，很多時候父母都在顧及我們的

感受，而我們這半生卻都是在傷著父母的

心，電影《壞爸爸》用白描的手法，把壹代

人的家庭情感真實的呈現出來，兒子的叛逆

任性頂撞厭煩，讓那個堅強的父親束手無

措，似乎每壹個成年的孩子都能從中找到壹

絲自己現實中的影子，與深沈的情感題材或

純溫情路線的親情片不同，《壞爸爸》是以

現實為依據，以真情引人深思，《壞爸爸》

試圖通過對父愛的解讀，拒絕情感孤島，為

親情療傷。

《壞爸爸》探究傳統文化孝道
喚醒人性回歸
東方明星谷董事長鐘情先生在談及創作

《壞爸爸》時表示：”近幾年人們對精神的

追求，和情感的回歸開始有了更多的關註，

這是壹個好的現象，素質水平的提高直接反

映在對親情的表達和孝道的探究上。”東方

明星谷影業總裁朱村子作為《壞爸爸》的制

片人則認為：“現在很多“北上廣”的年輕

人開始讀懂了“鄉愁”，離家越久越懂得親

情的珍貴和父母的不易，也開始反思自己無

意的冷言冷語是不是另壹種形式的冷暴力”。

孝是對父母精神層面的慰藉與尊敬，而《壞

爸爸》希望通過壹個樸素的父子溫情故事，

用“孝”的普世價值觀，喚起更多年輕人人

性的回歸。據悉，影片於2月2日全國溫情

上映。

《唐人街探案2》曝“大吉大利”海報
王寶強劉昊然肖央組成“唐三角”歡脫拜年
由陳思誠編劇、執導的喜劇推理電影《唐人街探案2》將於2018年大年初

壹（2月16日）全國上映。《唐人街探案2》今日曝光了壹款“大吉大利”版宣

傳片，幽默搞笑的橋段繼續為即將迎來的新年增添喜氣。同時曝光的新海

報中，王寶強、劉昊然、肖央、劉承羽、尚語賢、妻夫木聰、王迅、元華、曾

江在年味十足的紐約唐人街街頭爆笑拜年，滿滿的喜感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視頻壹開頭，就是壹陣緊促的警笛聲。王寶強與劉昊然二人在醫院解

剖室壹本正經地分析案情，“兇手是個左利手”、“刀法老練純熟，是連

環作案”、“死後被猛火炙烤”……專業的刑偵術語與緊湊的鼓點讓懸念

感變得空前強烈。“妳們倆怎麽這麽惡心啊！”肖央突然壹臉嫌棄地出現

在了兩人面前，“說得我都不想吃了”。原來，兩人正在觀察的“屍體”

竟然只是壹只香噴噴的烤雞……突如其來的“神轉折”令人忍俊不禁。

據悉，這支宣傳片並不是出自電影正片，而是專門拍攝的番外篇。

正如視頻所示，《唐人街探案2》中，唐人街神探王寶強、劉昊然告別

曼谷後，將再聚紐約聯手破案，肖央也將加入其中，組成“唐三角”，

與世界名偵探壹起開啟紐約瘋狂冒險之旅。

在今日曝光的海報中，王寶強、劉昊然、肖央等壹眾主演在紐約市的唐人

街頭迎來了壹次“集體亮相”。舞獅、燈籠、爆竹……海報中充滿年味的背景

配上自由女神像、帝國大廈等美國經典元素，濃濃的“混搭風格”喜感十足。

《梭哈人生》溫暖點映
主創為外賣快遞小哥發紅包

由青年導演鄭來誌執導，譚佑銘、趙韓櫻子、施予

斐、孟智超、李林軒等主演的青春勵誌愛情片《梭哈人

生》在北京舉行“行走的紅氣球”溫暖點映。點映現

場，除出品人雲飛、呂傑，導演鄭來誌，演員譚佑銘、

李林軒等主創外，片方還邀請“外賣小哥”、“快遞小

哥”手持紅氣球亮相，壹同觀看影片。

據悉，電影《梭哈人生》登陸全國院線。在電

影《梭哈人生》中，“紅氣球”這個道具多次出現，點

映會現場，也被布置成紅氣球的海洋。導演鄭來誌

透 露 ： “ 影 片 的 英 文 名 為

‘The Drifting Red Balloon’。

紅氣球，代表肖飛的希望，它

遊移不定，飄在空中。另外，

紅氣球也象征著肖飛的命運是

有顏色的。我們漂泊在城市中

追求夢想的每壹個人，就是成

千上萬的行走的紅氣球。”主

演譚佑銘在看完影片則感觸

頗深，“電影裏面的每個職

業都是我們普通人的壹個夢

想，看到臺下有很多我的‘同

行’快遞員和外賣員，真的非

常感動。只要在生活中沒有停

止努力，就不算嚴格意義上的

失敗。”

此次點映會以“行走的紅

氣球”為主題，所以片方專門

邀請了快遞員、外賣員到現場

與主創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穿梭

於大城市的奮鬥者壹同觀看影

片，片方還貼心地為前來觀影

的“快遞小哥”、“外賣小

哥”準備了紅包。“小哥”代

表發言時，眼泛淚光地表示

《梭哈人生》非常貼近現實，

還當眾表白了陪自己壹路走

過來的女友，現場主創和觀

眾紛紛獻上祝福。導演鄭來

誌表示，希望電影能帶給所

有觀眾壹份最簡單的美好。

壹個來自鄉間的男人在經歷

失業、身無分文、女友出走

的變故後，是意誌消沈下去

還是選擇迎刃而上改變現狀？

重新找到工作後女上司的刁

難、男同事的半路截單是否

會把他擊倒，在這座城市舊愛與新歡、回家和創業

又如何選擇。

《梭哈人生》將每個生活細節處理成現實感極強的

作品呈現給觀眾。該片在2017年榮獲歐洲特蘭西法尼亞

電影節桂冠獎，並入圍了2017悉尼世界電影節故事長片

主競賽單元，廣獲業內肯定。

據悉，電影《梭哈人生》目前已在貓眼等平臺

開啟預售，影片將於 1月 19 日登陸全國院線與觀眾

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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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隊”確定在《復聯4》中繼續登場
埃文斯續約漫威存疑 冬兵獵鷹取而代之？

克裏斯· 埃文斯是否會繼續出演

美國隊長？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在

合約期滿後將很有可能不再與續約

漫威，好消息則是，在《復仇者聯

盟 4》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克裏

斯· 埃文斯和美國隊長的身影。

近日，埃文斯主演的電影《天

才少女》在英國上映，在與英國媒

體的交談中，克裏斯透露了為何在

六部電影合約期滿後會再次出現在

漫威電影宇宙裏，他的合約本在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之後就

已到期。而漫威將《復聯3》變成兩

部獨立的電影，這就意味著如果克

裏斯要出現在《復仇者聯盟4》中就

需要與漫威簽訂新的合約。

“我與漫威的合約共有六部電

影，所以本來在《復聯3》之後我的

合約就到期了。但是他們想把這部

電影拍成《復聯3》、《復聯4》兩

部。他們說他們有太多角色想要放

在裏面，銀河護衛隊、驚奇隊長、

奇異博士、蟻人……在壹部電影裏

根本放不下。我覺得他們說的有道

理，所有這些都會在影片裏出現。

”看來可以肯定克裏斯· 埃文斯會在

《復仇者聯盟4》中繼續登場，但是

否還會出演《美國隊長》的獨立電

影還是未知數。如果《復聯4》真的

是他最後壹次作為自由哨兵登場的

話，那獵鷹或者冬兵是否會接替美

隊的位置？或者最好還是讓這個角

色保持空缺呢？合約的問題恐怕會

在壹定程度上影響《復聯4》故事發

展的走向。

不過，克裏斯· 埃文斯也不是完

全不可能繼續出演“美隊”。埃文

斯在之前的采訪中也表示，自己很

喜歡“美隊”這個角色，如果漫威

能夠繼續推高品質的電影，那他也

願意和漫威詳談。

《復仇者聯盟3》美隊的戲份幾

日前剛剛殺青，而《復仇者聯盟4》

將於將於8月份投入拍攝。《復仇者

聯盟4》已經定檔2019年 5月3日北

美上映。

暴雨突襲《變形金剛5》全球首映禮
邁克爾貝又宣布“辭導”喬什杜哈明雨神附體

伴隨著時而襲來的暴雨，派拉蒙出品

的奇幻動作電影《變形金剛5：最後的騎

士》（以下簡稱"變形金剛5"）今晚在廣州

舉行了壹場聲勢浩大的全球首映禮。導演

邁克爾· 貝攜女主角勞拉· 哈德克、主演伊

莎貝拉· 莫奈、喬什· 杜哈明等主創現身小

蠻腰下的海心沙公園，影片的中國區宣傳

曲“Torches”演唱者張傑也到場助陣，與

體育場內超過五千位中國粉絲與媒體共同

迎接《變形金剛》系列電影十周年慶典。

喬什·杜哈明雨神附體
邁克爾貝為主持人撐傘

《變形金剛》劇組見識了陰晴不定的

廣州天氣後集體"濕身"。紅毯時悶熱的空

氣考驗著各位主演，喬什· 杜哈明壹路簽

名合影很快汗水就濕透西服，惹得壹旁等

簽名的粉絲順手遞來體恤為他擦汗；女主

角勞拉· 哈德克同樣感受到了中國粉絲的

關照，紅毯旁接過熱心粉絲遞過的扇子壹

陣猛扇消暑。

發布會開始後，被熱浪征服的杜哈明

竟然“雨神”附身，當他高喊“希望能下

雨，實在太熱了！”之後不到五分鐘，臺

上的主創們就被傾盆暴雨突襲得措手不及

。暴雨中，導演邁克爾· 貝大顯紳士風度

，主動站在主持人身旁為她撐傘。小演員

伊莎貝拉· 莫奈則忍不住與身邊的杜哈明

跳起了《雨中曲》經典橋段，煞是浪漫。

《變形金剛4》內地上映之後反響驚

人，曾經制造了進口大片的票房奇跡。這

壹次，《變形金剛5》更加重視中國市場

，不僅把全球宣傳的首站選在中國廣州，

首映禮現場還帶來了壹支中國特別版終極

預告片，不少前所未見的大戰鏡頭紛紛被

曝光，看到腎上腺素狂飆。

壹手打造全五部《變形金剛》電影的

邁克爾· 貝自稱“有史以來第壹位連續拍

了五部系列電影的導演。”然而就在不久

之前，邁克爾· 貝發表長信再次向自己耗

費十年心血的系列告別。今晚的首映禮上

，邁克爾· 貝也重申“《變形金剛5》我拍

的最後壹部《變形金剛》電影，我也不知

道這個系列接下來會怎麽拍。”聽“爆炸

貝”導演辭導過這麽多次《變形金剛》，

這壹次他是否真的不再回頭？讓我們拭目

以待。

追車闖進女王私人領地
杜哈明：“懷念爆炸戲前超長準備”
出演過《變形金剛》系列前三部的喬

什· 杜哈明時隔數年再次回歸之後百感交

集。"我以為三部電影之後他們就不打算再

找我拍《變形金剛》了，沒想到邁克爾這

次還會給我打電話。"杜哈明飾演的軍官威

廉· 諾克斯全系列中顏值與角色人設都非

常"良心"，也是《變形金剛》系列電影裏

的人氣"四朝元老"。說起參演《變形金剛

》這十年，杜哈明壹邊自嘲"四部電影拍下

來我長了不少肉"，壹邊懷念"離開《變形

金剛》之後，我會想念腎上腺素飆升的時

刻，也會想念拍攝爆炸場景前的超長準備

時間。"

時隔數年再次回歸《變形金剛》的喬

什· 杜哈明百感交集。"我以為三部電影之

後他們就不打算再找我拍《變形金剛》了

，沒想到邁克爾這次還會給我打電話。"杜

哈明飾演的軍官威廉· 諾克斯全系列中顏

值與角色人設都非常"良心"，也是《變形

金剛》系列電影裏的人氣"四朝元老"。說

起參演《變形金剛》這十年，杜哈明壹邊

自嘲"四部電影拍下來我長了不少肉"，壹

邊懷念"離開《變形金剛》之後，我會想念

腎上腺素飆升的時刻，也會想念拍攝爆炸

場景前的超長準備時間。"

《變形金剛5》迎來了兩位全新加盟

的女性角色。飾演女主角薇薇安的英國演

員勞拉· 哈德克贊美劇組好像熱情似火的

大家庭，每壹個人都非常關照她，成為"變

女郎"也是壹生難忘的經歷。飾演孤女的電

影新人伊莎貝拉· 莫奈在影片拍攝時年僅

14歲，但舉手投足已經洋溢著巨星範兒了

。伊莎貝拉告訴全場粉絲："我的15歲生

日是在片場過的，所有人壹起給我唱了生

日歌，那天太美好了。"

《變形金剛5》此次大部分拍攝在英

國完成，英國皇室為他們大開綠燈，允許

劇組把追車戲開上了白金漢宮的皇家車道

，影片也走遍了牛津、蘇格蘭高地、巨石

陣等充滿歷史感的古老地區實地取景。制

片人洛倫佐透露，這壹集中人類的角色特

別出彩，影片還會比之前更加幽默。

雪寶頑皮冒險 艾莎安娜姐妹換新裝
《冰雪奇緣》番外短片

《雪寶的冰雪大冒險》首曝預告片

《冰雪奇緣》番外短片《雪寶的冰雪大冒險》
發布首支預告片。Elsa女王、安娜公主、克裏斯托
夫、雪寶、奧肯大叔和馴鹿集體回歸：雪寶各種頑
皮冒險，姐妹倆冰上共舞。

據悉，《雪寶的冰雪大冒險》是繼《冰雪奇緣
：生日驚喜》之後推出的第二支《冰雪奇緣》番外
短篇。短片講述自從阿倫黛爾王國重新對百姓打開
大門後，他們即將迎來傳統的冬日假期節日，每個
家庭都在迎接自己的傳統假日，然而Elsa女王很傷
心自己已經沒有父母可以陪著過節，雪寶決定要為
他的這兩位好友過壹次最傳統的聖誕節。

該短片將長達21分鐘，包括4首新歌，將貼片
皮克斯力作《尋夢環遊記》，於11月22日公映。

另外，《冰雪奇緣》續集已定檔2019年11月
27日，鎖定感恩節檔期。前作的配音演員伊迪娜·
門澤爾、克裏斯汀·貝爾等主要角色演員都已確定
回歸。等不及的影迷到時看看這支番外解解饞吧。

小賤賤新片海報汙到不忍直視
“殺手的保鏢”曝新海報 死侍和神盾局長基情四射

雖然《死侍2》還沒上映，但瑞

安· 雷諾茲的壹身“賤氣”卻完全藏不

住，只能在宣泄到其他新片當中，這

不，在8月18日將於美國上映的《殺

手的保鏢》中，他就“勾搭”上了

“神盾局長”塞繆爾· 傑克遜。

影片此前發布的壹款預告海報中

，瑞安· 雷諾茲用標準公主抱將“局長

”抱起，上演“亡命鴛鴦”戲碼，基

情滿滿。

而在最新曝光的壹張正式海報中

，兩個人在海報中雖然是“雙雄片海

報標準站姿”，但海報的廣告語卻成

功搶鏡。“It's not the size that mat-

ters… It's how you use it.”已經汙到

小編不敢翻譯的程度了，只想靜等查

閱正片內容。

影片故事設定在上世紀的八九十

年代，雷諾茲飾演的保鏢，被迫去保

護壹名殺手（傑克遜飾），最後將奧

德曼飾演的腐敗獨裁者推倒下臺，影

片將混合喜劇和動作兩種類型（或許

還有愛情？）。

瑞安· 雷諾茲最近上映的電影是

《異星覺醒》，除了《殺手的保鏢》

，瑞安· 雷諾茲還有《死侍2》、《非

凡特工隊》等多部作品要上映。

而塞繆爾· 傑克遜最近的作品則是

《金剛：骷髏島》，接下來又將在明

年做回“神盾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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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走過三十多年的
美南山東同鄉會上周六（1 月
20 日） 在珍寶樓舉行 2018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
會。席開六十桌，有 600 餘老鄉，貴賓歡聚一
堂，場面十分熱烈。今年，由音響舞台專家江
岳擔任策劃的年會晚宴節目，予大家耳目一新
的震撼感，並帶著整晚視聽盛宴的感動至年會
終場。

今年的年會是近年來最具特色的大會，由
陣容堅強的美南山東同鄉會的幹部精銳，大家
在房文清會長的運籌帷幄之下，人人無私付出
與奉獻，發揮山東人的 「人心齊泰山移」， 「
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的精神，予現場老鄉及
僑社各社團及貴賓深刻的印象。

當晚節目最大的特色，是嘉賓雲集，幾乎
休士頓夠份量的政要全到齊了，連休士頓市長
Sylvester Turner , 也在美南山東同鄉會永久名譽
會長豐建偉醫師的邀請下，在第一時間來到現
場，與現場來賓親切互動。Turner巿長在大會
上特別向大家介紹，他於上個月（12 月 2日至
9 日 ）帶一個73 人的代表團赴中國訪問。在北
京、上海及妹妹城市深圳，與中國政府和企業
展開了親切的友好交流，在促進貿易和引進中

國企業來休士頓投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中國領事館也由劉紅梅副總領事及僑務組

組長房振群代表出席大會。劉副總領事特別又
提到休巿巿長Turner 上月赴中國的國是訪問，
獲得豐厚的成果，促進中美及美南地區的友好
交流。她並祝山東同鄉會會務發展，也給現場
所有的山東老鄉及來賓拜年。

哈瑞斯郡唯一的華裔法官張文華當天也來
到年會現場。她感謝大家過去對她的支持，而
2018 年的初選及十一月的決選她又要出來競選
連任，希望大家繼續投她一票。而德州州議員
，休士頓中國城是他選區範圍的吳元之州議員
以及新投入選戰的德州第七區國會議員候選人
Ivan Sanchez 也稍後來到現場，向大家致以佳節
的問候, 來並為自己的競選拉票。

而刻正在國會開會的國會議員 Al Green 也
由代表譚秋晴帶來賀狀。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
長房文清及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代表接受。

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在年會開場時
首先致詞，介紹過去一年的會務，洋洋灑灑令
人嘆為觀止，堪稱該會有史以來最專職、投入
的會長。包括他與永久名譽會長代表廣大海外
僑胞列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美南山東

同鄉會本著＂抓大事、
帶小事＂的原則，集中
精力重點辦大事，同時
也兼顧小事，共組織或
參加了近七十項活動並
在抗洪救災的活動中獲
得中領館及其他組織頒
發的抗洪救災先進典型
稱號，並有多人獲得抗
洪救災英雄稱號。他在
去年舉辦及聯合舉辦的
包括理財法律講座、社
區安全講座，歡迎青島
代表團，慰問災民，並
發放救災款項二萬五千
餘元，共同舉辦九一八
活動及健康日等多項活
動。

而美南山東同鄉會
的名譽會長豐建偉也在
年會上以感性的語氣表
示：我做為一個山東人
，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多

年，從未感到孤單 ，因為我
周圍有在座各位的陪伴，有
山東人的友情，山東人的朋
友情懷，使我作為山東人尤
為驕傲。今天我代表全體理
事會、董事會，歡迎、感謝
各位。尤其房會長帶領的理
事們。三十幾年來，山東同
鄉會今天讓我們感到前所未
有的昌盛。讓我們為你們的
歷史情懷、包容，讓我們為
自己鼓掌。感謝每一位到場
的老鄉。也感謝過去所有為
同鄉會，理事會奉獻的老鄉
，很多人因為時間關係，今
天未能來到現場，我們對你
們同樣的感謝！豐會長也提
到美南山東同鄉會現正朝以
下十二個字努力，那就是：
（ 一 ） 公益性，像＂哈維
颶風來襲，大家出錢出力，
由房會長率領大家，共抗天
災。（ 二 ） 主流化，（
三 ） 年輕化，（ 四 ） 專

業化等方向努力。
開場演講結束，年會晚會節目在 「好漢

歌 」 豪邁動人的歌聲中正式登場：路見不平一
聲吼哇，該出手時就出手哇，風風火火闖九州
哇！一群山東理事精英在舞台上，借梁山好漢
的氣魄，叱咤齊魯風雲！再配上現場演奏的嗩
吶、鍵盤、吉他、貝斯，真是音感十足，風風
火火，一開場就震懾全場。緊接著連台好戲不
斷登場，有周洁曉慧舞蹈學校表演的 「山東秧
歌」 歌舞 「沂蒙山小調 」，有 「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校」的功夫配上吳宗焱 的男聲獨唱 「中
國功夫」，還有劉迎春女聲獨唱＜ 洪湖水浪打
浪＞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歌藝、武藝一流，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他如山東名詩人楊復
、趙啟男的配樂詩朗頌 「我在十八盤等你 」，
文情並茂，感動全場。侯菲的花腔女高音獨唱
＜ 美麗家園＞,程明芳的京劇演唱 「貴妃醉酒
選段 」，以及張連佑等六人組合的 「清泉小
集 」 演唱的 「外婆的澎湖灣」、 「我的一顆
心」，都是令人欣喜不已的懷念老歌，最後由
唱將蔡毅演唱 「怕你為自已流淚」 再加上平均
律樂隊的激情動人的表演，將全場觀眾的熱情
拉到頂點。

除了節目精彩，當晚的菜色也遠勝往年，
珍寶樓的名廚名菜，為當晚的盛會更添光彩。

2018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嘉賓雲集、節目專業一流，年會空前成功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南電視
「現場面對面 」 節目，今晚七時半，將

播出由主持人馬健、王曉明教授訪問專程
率 團 來 休 巿 參 加 休 士 頓 大 學 城 區 部
（UHD ) 「百優計劃 」 的領隊中央警察
大學刑事警察學系的施志鴻教授及水上警
察學系的林世昌教授，談他們這次率領
40 名學生（ 包括 10 名研究生） 來休大
學習的情形。

他們將談到這次與UHD 司法訓練中
心警生一起受訓的情形，以及犯罪現場調
查，危機處理，多元文化，模擬駕駛，槍
械使用，體能等課程，與過去的12 團截
然不同，以全新面貌呈現的細節。

在休巿治安漸壞，搶案、槍殺頻傳
的今天，歡迎大家踴躍收看今晚七時半至
八時，15.3 台 「美南電視」 的 「現場面
對面」 節目，將令您獲益良多。

美南電視 「 現場面對面 」 節目
今晚七時半播出兩位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專訪

圖為美南電視圖為美南電視 1515..33 台今晚七時半至八時台今晚七時半至八時，，由主持人由主持人（（ 右起右起
）） 王嘵明教授王嘵明教授、、馬健訪問中央警察大學二教授施志鴻教授馬健訪問中央警察大學二教授施志鴻教授、、林世林世
昌教授昌教授。（。（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上周六美南山東同鄉會圖為上周六美南山東同鄉會 20182018 年會在珍寶樓盛大舉行年會在珍寶樓盛大舉行，，休市市長休市市長
Sylvester Turner (Sylvester Turner ( 中中 ）） 親臨大會現場親臨大會現場，，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由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房文清
（（ 右右 ）） 致贈禮品藝術花瓶致贈禮品藝術花瓶。。 豐建偉名譽會長豐建偉名譽會長（（ 左左 ）） 正向大家介紹正向大家介紹
TurnerTurner 市長的政績市長的政績。（。（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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