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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港 HARBOR HOUSE
新開張期間10%off
KATY最正宗的川菜館

20多年經驗的川菜名廚主廚
樟茶鴨●夫妻肺片●蒜泥黃瓜

●宮保雞丁●特價雙龍蝦
電話﹕832-591-8666 832-591-8999

地址﹕591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網站﹕HarborHouston.com

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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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議員們將采取行動，打擊美國技
術流向外國投資者。這為一些為與中國合作下
了大賭註的美國公司構成潛在問題。
美國參眾兩院在白宮的支持下，正在制定兩黨
立法，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授權
。該委員會是一個由多部門組成，負責監管可
能導致敏感技術流向對手國家的機構。目前的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法規沒有專指任何國家
，但是該委員會近年來經常密切關註涉華交易
。
目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可以建議總統阻止
外國公司購買美國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新的法

案將允許該委員會就涉及購買少數股份和合資
企業以及涉及該委員會所認定的涉及“新科技
”的交易發出類似的建議。
擬議中立法的範圍非常廣泛，華盛頓一些律師
事務所表示，他們接到的咨詢調查數量激增，
可能針對的是大量在中國有自身利益的美國公
司，中國規定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投資者必須
有中國當地的合作夥伴。目前還不清楚這部新
的法律實施的範圍有多廣泛。美國商用機器公
司IBM、通用電氣GE以及微軟公司Microsoft等
公司對這部法律最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部要
求涉及分享美國科技的合資企業必須得到美國
外國投資委員會批準新法律可能會妨礙其商業
前景。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 是福特總統在
1975年設立，最初用來監督海外對美國的直接
投資。此後，其職權範圍逐步擴大和變更為對
於外國機構或者個人在美國投資並控制美國公
司的國家安全問題審查。目前，美國外國投資
委員會CFIUS的委員由9個部門部長擔任，其中
包括財政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商務部、
國防部、外交部、能源部、貿易代表辦公室和
科技政策辦公室。美國財政部部長擔任美國外
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主席。

節目內容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公司與中國交易
面臨更廣泛審查

【VOA】美國總統川普周日稱目前的美國經
濟幾十年來最好的。川普在推特中說：“美
國公司從未像現在這樣正在遷回美國。失業
率接近歷史最低點。我們正在正確的軌道上
前進。”美國經濟的強勁表示很可能是川普
在發表國情咨文時的主體。川普還說：“例
如菲亞特克萊斯勒正在離開墨西哥，回到美
國。”

美國第3大汽車制造商菲亞特克萊斯勒日前表
示，將於2020年把“公羊”（Ram）重型皮
卡的生產由墨西哥遷至美國密歇根州。該公
司將為此投資10億美元。但是同時也表示並
不打算關閉在墨西哥的工廠。
美國失業率過去三個月維持在4.4%的水平，
使17年的最低的。美國去年的經濟增長為
2.3%，比川普上任前的2016年增長了1.6%

 ︱川普總統從瑞士達沃斯返回華盛頓抵達白宮時對記者講話 (2018年1月26日)。

節目介紹：
《鞠萍姐姐講故事》，好故事，大未來，讓孩子“聽”出好奇跡！億萬媽媽的
口碑鑄就的品牌！中國孩子最愛聽的故事，百名幼教專家推薦的幼教經典！0～
6歲是孩子潛能亟待大力發展的後蒙黃金段，聆聽經典童話故事，受其優美意境
的熏陶，讓孩子在愛的“聆聽”中健康快樂成長。同時增進親子之間的情感交
流，用“好故事”為孩子推開一扇窗，打開一道門。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下午3時至3時30分播出，敬請準時收看。

《鞠萍姐姐講故事》
用好故事為孩子推開一扇窗  打開一道門

▲ 節目海報

川普：現美經濟乃幾十年來最佳 

︱美國國會大廈（資料照）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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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18年1月31日 Wednesday, January 31, 2018



BB33

文藝副刊

中美頭條
星期三 2018年1月31日 Wednesday, January 31, 2018

（華盛頓 CNN 政治 1 月 29 日電）川普
（Donald Trump）總統說，他不是一個女權主
義者，因為他不僅支持女性，而且還支持所有
人。

“不，我不會說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ITV）週日播出的採訪時
，特朗普對英國記者皮爾斯·摩根（Piers Mor-
gan）說：“那可能太過分了“。

“我為了女性。我為了男人。我為了每個
人。我認為人們必須走出家門......他們必須贏，

”特朗普說，“女性做得很好，我很高興。”
在數千名遊行者聚集在全國各地的城市，

以紀念華盛頓婦女遊行一週年之際，抗議川普
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摩根問川普關於他在這
個問題上的立場。

“你總是會看到有遊行，”川普在回答有
關女性運動的問題時說，“我想，今年的遊行
比去年要小得多。”

川 普 在 接 受 採 訪 時 也 被 問 及 他 的 推 特
（Twitter）上治國，並解釋說，他真的是在全

世界範圍內發送推特消息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當被問到他是否真

的把推特從他的手機上發送出去時，特朗普說
，“有時候我也把手機給了別人，我曾經有過
一個律師幫忙發推的事“。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約翰•多德（John Dowd
）去年12月告訴記者，他為川普的推特賬戶寫
了一條推文，內容是關於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被解職一事。

“也許在床上，有時在早餐和午餐時，”

特朗普談到他發推特的時間。“一般來說，在
清晨，我可以這樣做，然後。我白天很忙”我
有時只是向我的人民指出一些事情“。

他告訴摩根，他更願意稱其為社交媒體，
而不是推特，如果他沒有這種溝通方式，他就
無法在不需要整天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情況下為
自己辯護。

接受英廣播公司採訪 川普：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休發生頸部槍傷男子撞向電線桿事故休發生頸部槍傷男子撞向電線桿事故

休斯頓警察和消防車在事故現場休斯頓警察和消防車在事故現場。。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鄧潤京】（休斯頓
，德克薩斯州（KTRK）1 月 29 日晨訊）警
方說，在休斯頓西南區發現一名脖子上有槍
傷的男子撞向一根電線桿子後死亡。

週日（1 月 28 日）晚上 8 點 30 分左右，
休斯頓警察和消防部門對一場事故做出了回
應，他們發現一輛黑色
轎車撞上了一根電桿。

他們發現一個人脖
子上有槍傷。車上沒有
其他人。

“受害者失去知覺
，休斯頓警察將他從車
中救出時，發現他已經
死亡。”他的脖子上有
一處傷口，與槍傷有關
。

在事故處理過程中
，關閉了附近的電源。

警方說，他們沒有

在車上發現任何彈孔或武器。
調查人員不知道這名司機撞上電線桿時

是否行駛在高速公路的輔路上。
調查人員說，他們希望得到監控錄像，

以了解更多發生的事情。

主持人皮爾斯主持人皮爾斯••摩根摩根（（Piers MorganPiers Morgan））的電視訪談的電視訪談。。 婦女遊行婦女遊行，，訴求也不一樣訴求也不一樣。（。（取自取自Getty Images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川普在參加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歷克斯美國總統川普在參加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歷克斯
••阿扎爾阿扎爾（（Jonathan ErnstJonathan Ernst））的就職儀式後發表講話的就職儀式後發表講話。。攝於攝於
20182018年年11月月2929日日（（Jonathan Ernst /Jonathan Ernst /路透社路透社））

休士頓警方發現一輛黑色轎車撞上了一根電線桿撞擊使得電休士頓警方發現一輛黑色轎車撞上了一根電線桿撞擊使得電
線桿上的變壓器墜落線桿上的變壓器墜落。。

多年來在 Brookside Garden 的植物診所做義
工，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園藝大師 Len 先生。什麼是
植物診所和園藝大師？要說明這一切還得從九年前
講起。

二○○八年初秋，太座大姐全家剛從我們家斜
對面的房子搬到別州去，留給我一本厚厚的園藝手
冊。她是本郡的義工園藝大師多年，對種花草很有
學問和經驗。我那天閒來無事，順手拿起手冊來看
看，真是包羅萬像。不禁想起家父畢業於南京金陵
大學園藝系，曾設計建造公園於中國華中地區。搬
去台南後，業餘時培育了百餘盆蘭花和許多盆栽，
及在園中種了很多花草。我和舍妹在台南時，只注
意念書和準備升學，沒想到跟家父學學種花，總覺
得很內疚。現在既然巳退休在家，想到何不學些園
藝 ，多少也繼承些家父的衣缽，更可以接受學習新
領域的挑戰。就立刻報名參加第二年初的義工園藝
大師培訓班。

培訓班在馬州離博城家半小時車程的 Der-
wood 鎮上課，教室在外表像農舍的一所建築內。
訓練時間選在冬天花事不忙的季節，從二○○九年
元月卅日到三月六日，共五個星期，每星期二、
三、五，從上午十時到下午三時，共計約六十小
時。

課程包含的範圍很廣，兼顧基礎及應用，包含
生態學 (ecology)、植物學、土壤學、植物病理學、
病蟲害之診斷、庭園設計、水質及節約 、及如何查
閱參考書籍和網站。課程是由馬利蘭大學農業推廣
中心的教授、園圃業者、或資深園藝大師所教。主
要教材是一本 655 頁的手冊，再加隨堂發的講義。

在課程上了約一半時，每位新生都分配到一位
資深的園藝大師作我們的師父 (mentor) 。我的師父
是 Len 先生，他退休前的專業是生醫工程（bio-
medical engineering），已有三十多年園藝方面的經
驗，諄諄善誘，他確是一位很認真的指導老師。

每位 2009 年班的新生在上完六十小時的課及
通過筆試後， 就成為學徒 (intern)，但還需在 2009
年年底前在不同服務小組內，為社區服務四十五小
時以上，才能得到園藝大師 (master gardener) 的頭
銜 。為了保持這頭銜，我們每年還需要參加十小時
以上的進修課程，並為社區服務二十五小時以上。
我起先加入的服務小組有：示範菜園、社區花展、
和綠色環保展覽。發覺我喜愛原理而不喜動手，幸
好我的師父 Len 先生建議我務必加入植物診所
（plant clinic）服務小組，於是我跟隨著 Len 先生
多半在 Brookside Garden 的植物診所服務了八年，
為居民解答園藝上的疑難雜症。仍然覺得自己還是
個學徒，一直奮發努力，學習到了許多寶貴的知識
和經驗，也終於找到最適合我興趣的服務項目。

在植物診所居民來請教花事時，Len 先生都先
很有系統的詢問有關其花園的種種，包含環境、土
壤、日照、灌溉等，然後才開始解答問題。他就像
心理醫生一樣，在仔細問答之後，有時可以找出居
民真正想問的問題。漸漸使我對他的背景、訓練、
和解答問題的方法有所了解，就更是佩服。

Len 先生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於 1904 年從蘇聯移
民到紐約。從 1911－1914 在猶他州務農，後又搬
回紐約開五金店維生。外祖父用 Yiddish 寫了一本

二百頁的書。Len 先生找不到人翻譯全書，只翻譯
了幾頁。他祖父從事地產業。父親在美國經濟蕭條
時期高中沒畢業，從事成衣批發，專賣大號婦女毛
衣。母親有地理 pre-Ph.D. 學歷 ，作大學講師。

Len 先生在紐約 Manhattan 出生，從四歲起就
喜歡種花和種菜，從九歲到上大學之前，負責照顧
家中前（10x10 呎）後（20x20 呎）院的花園。得
紐約大學化工系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專攻生醫
工程作人造腎臟的研究，博士學位實驗血液與人造
內臟的關係。 畢業後在紅十字會從事類似的研究和
管理，發表了七十五篇論文和得到三項有關血液的
專利。現已退休，從事各種社區園藝義工工作。

Len 先生是個對吃特感興趣的 「怪人」。他吃
一般人不吃的東西，例如：蛇、鯨魚、馬、騾、水
母（jellyfish）、海參、鱔魚；他比廣東人還敢吃一
些奇禽異獸，例如：松鼠、蠍子（scorpion）、地
鼠（groundhog）、浣熊（raccoon）、鱷魚、熊、
犰狳穿山甲（armadillo）。真是嘆為觀止，我是服
了。

近三十年來他照顧家中約兩畝地的庭院，種花
草、樹木和蔬菜，特別注意日照、供水、和土壤。
為了防鹿群侵害，庭院外圍造了兩道籬笆，外面的
四呎高，裡面一道七呎高。

他常常參考的園藝書藉有：（1）Weeds of the
Northeast by Richard H. Uva；(2) Manual of Woody
Landscape Plants by Michael Dirr； （3） A Field
Guide to Trees and Shrubs by George A. Petrides
(Author) and Roger Tory Peterson (Editor, Illustra-
tor)；（4）Field Guide to Insects and Spiders：North
America by the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我也買了
這些書作為參考。

我商得 Len 先生的同意，把他注意的事項翻譯
並加說明給讀者做參考。

庭院設計注意事項（by Len Friedman）
建造一個新的花園或更新一個老花園，其注意

事項是一樣的。
A。初期的幾個步驟：
1. 在開始之前先評估花床、植物、和草皮 ─

─ 識別所有的植物和現狀（樹木、灌木、多年生植
物、球根等；你或許需要等一個季節後才能看到所
有的情形）。

2. 分析所需 ── 是否需要改善隱避的現
狀；是否需要給兒童和寵物留些玩耍的地方；花園
是否需要用來聚會、野餐、和玩遊戲；是否需要種
蔬菜、香料、藥草、和用來插花的花卉；是否需要
考慮安全問題（灌木之高度、毒草、有刺的植物、
可 能 會 引 起 Lyme 和 West Nile 病 的 叮 人 之 昆
蟲。）

3. 按下列優先順序去做 ── 去除枯萎、快
要枯萎、及有病蟲害之植物；除掉不喜歡的植物；
除去快速蔓延的植物和雜草；修剪花草樹木；決定
要做的事（先規劃好花床的格式，再種植物）；決
定那樣先做和那樣後做（總體的計劃極為重要，有
可能要幾個季節才能做完想做的事）。

4. 考慮好你和你的鄰居，誰賠償整棵樹或樹
枝倒下後造成的損失。

5. 考慮好你願意花多少時間來維護自己的花

園。
6. 計 劃 好 預 算

（以後數年內可能常需
修改）。

7. 熟悉社區縣政
府的規則和法令。

8. 什麼是自己喜
歡 的 植 物 和 花 園 的 類
型。

B。庭院整修前之準
備：

準備好庭院要整修
地 區 的 縮 尺 圖 （scaled
drawing）：

1. 包含房屋、走道、車道、露臺、水電瓦斯
設施、籬笆、樹木、樹根、灌木、花床、地被植物
(groundcover)、和草皮。

2. 畫出特殊的景物，如大石塊等。
3. 標出地面的高低、侵蝕的地區、和乾濕地

帶。
4. 標出下列區域：日照多於八小時、六到八

小時、四到六小時、小於四小時。
5. 在圖上標示東南西北方向。
6. 務必請政府在庭院內標示水電瓦斯設施之

位置。
7. 複印縮尺圖並開始整修庭院（考慮到以下

C、D、E 三部分所列事項）。
C。 植物之選擇與種植的位置
1. 認清植物上之標籤說明。
2. 挑選合適之植物（跟據所需日照、濕度、

大小、顏色等）。
3. 不要把植物種得太靠近（種植距離不要小

於植物成熟後寬度之百分之七十）。
4. 考慮到植物是否適應當地的耐寒區（har-

diness zone）（馬裡蘭為第七區）。
5. 要在適當的季節種植（秋季一般來說是種

樹木、灌木、和草皮的好時候）。
6. 盡量種植當地生長的植物，而非外國移植

來的植物。
7. 不要種一排同樣的樹木或灌木。
8. 種植一兩株有特色的植物。
9. 一般來說，最好種植三棵、五棵、等同樣

植物的樹群。
10. 群植（mass planting）一年生、球根、和

多年生的植物。
11. 混合種植不同高度、質地（texture）、及

顏色的花卉。
12. 混種長青和落葉的植物。
13. 不要將喜水性和乾旱的植物種在一起。
14. 不要將喜酸性和鹼性的植物種在一起（喜

酸性的植物應種在酸鹼度 (pH) <= 5.5 的土壤中；
喜 鹼 性 的 植 物 應 種 在 酸 鹼 度 (pH) > 7 的 土 壤
中 ）。

15. 不要將色彩不協調的植物種在一起。
16. 根據土壤的酸鹼度（pH）選對適當品種

的草種。

D。 花園之維護
1. 除新草皮外，一週只灑一英吋的水。
2. 用適量腐土（mulch），但不要放太多在

樹木根部。（用兩三吋厚大小的杉木塊，或雪松塊
等；不要用著色腐土（colored mulch）或橡膠腐土
（rubber mulch）；可用石子來吸收和反射太陽
光）。

3. 用可把草切細的割草機，在割草時產生細
草以做為腐土（mulch）；用不要的植物做成堆
肥。

4. 適時除雜草和修剪花草樹木。
5. 盡量少用化學藥品（包含殺蟲劑和化學肥

料）。
E。 其他重要事項
1. 計劃一個全年各季節都有花開的花園。
2. 利用硬質景觀材料，例如石塊、腐土

（mulch）、沙、乾溪河床、石頭裝飾品。
3. 從屋內和在屋外不同的角度來審視花園有

否可改進之處。
4. 要知道樹木可以遮蔭而省能源及幫助隱避

房屋和花園。
5. 處理好花園內有關水的問題（乾濕地區、

積水處、侵蝕處、排水、利用滴水灌溉法、噴水系
統）。

6. 種植鹿不喜歡之植物和架設防鹿籬笆。
7. 架構設備以防地鼠、浣熊、松鼠、田鼠、

鼴鼠、蛇、和烏龜。
8. 種植當地生長的植物，要比培育的品種更

能預防鳥類、昆蟲、和蝙蝠。
9. 送花園內的土壤去實驗室測試土壤之化學

成分。
10. 根據測試的結果，添加配料以補充花園內

土壤之不足。
11. 盡量減少草皮的面積。
結語：這些年來我受到 Len 先生的教誨，學到

了認真而嚴謹的做事態度，及有系統的分析問題及
解答。他的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理念，使我受益
良多。

(2018.01)

我的師父－我的師父－LenLen 先生先生 夏勁戈夏勁戈夏勁戈

0125D07夏勁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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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國財政部長彼得· 阿爾特邁

爾和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 勒梅爾在巴黎

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將在今年阿

根廷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中聯合推動

全球對比特幣的監管，將警告這壹世界

最流行的加密貨幣正在被非法團體利用。

去年以來，全球範圍內加密貨幣非

法“采礦”、交易和使用的案例層出不

窮，加密貨幣交易市場的不完善和風險

日益凸顯。近段時間，多國金融監管機

構陸續出臺了對加密貨幣加強監管的政

策，加密貨幣價格暴跌。

比特幣市場爆炸式增長
有別於傳統貨幣，比特幣實際上是

壹種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加密數據。去年

以來，全球範圍內加密貨幣價格持續走

高，特別是去年12月，首個比特幣期貨

產品在美國正式交易催生了全球範圍內

數字加密貨幣投資熱潮，壹批數字加密

貨幣交易量與交易價格飆升。加密貨幣

的代表——比特幣價格在壹年之內暴漲

十余倍，市值壹度超過迪士尼、通用電

氣等知名上市公司。

“瘋狂”的比特幣既成為投資者的新

寵，也成為互聯網黑客橫行的重災區。

比特幣基於不受政府控制、相對匿

名、難以追蹤的特性，近年來屢屢曝出

惡意交易、僵屍病毒“挖礦”和非法牟

利的案例。同時，黑客攻擊事件頻繁發

生，比特幣的價格暴漲暴跌，投資者保

護仍處於監管真空狀態。

加密貨幣誰來監管、如何監管，成

為考驗各國政府的難題。目前，加密貨

幣交易匿名，監管者難以收集統計數據

監控其運行；對於跨境加密貨幣交易，

各國也缺乏有效手段監管；去中心化的

加密貨幣還與現行中心化的監管框架存

在沖突，給監管帶來新的困難。

近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投

資管理部主管布拉斯發表公開信，列舉

SEC多次駁回數字加密貨幣交易所交易

基金的幾大原因，包括估值存在風險、

流動性不足、套利風險難以規避、潛在

市場操控和欺詐風險等。

目前僅有突尼斯、塞內加爾等國家

發行了基於加密貨幣技術的數字貨幣，

波蘭等國也在積極嘗試開發國家加密貨

幣，但大多數國家對加密貨幣的態度依

然是堅持監管從嚴，陸續制定和出臺了

壹些加強監管的政策。

各國監管政策陸續出臺
加密貨幣市場在全球範圍內面臨

監管的持續高壓，世界各國政府正在

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加密貨幣交易監

管模式。

北歐地區最大的銀行北歐聯合銀行

日前發布禁令，要求員工從今年2月28

日起停止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交易；

印度稅務部門1月22日表示，在壹項全

國性調查顯示印度17個月的加密貨幣交

易額超過35億美元後，向數十萬人發出

納稅通知；韓國金融監管機構宣布，自

1月30日起，將禁止使用匿名銀行賬戶

進行加密貨幣交易。

從嚴監管，效果明顯。不久前，國

際市場的現貨比特幣價格壹日之內暴跌

近2000美元。在2017年12月比特幣價格

沖至2萬美元高點後，目前跌至1.1萬美

元左右。越來越多的業界人士認為，比

特幣可能成為下壹個經濟泡沫。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 席勒表

示，比特幣現象如同歷史上著名的“郁

金香狂熱”，結局“很大的可能是會徹

底崩盤並被遺忘”。

“假如比特幣價格在未來壹年跌至

1000美元至3000美元，我不會感到意外。”

美國伯克利金融集團首席投資官皮特· 布

克瓦表示，隨著全球利率的上升，加密

貨幣的崩盤也將接踵而至。美聯儲等機

構為緩解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而祭出的寬

松貨幣政策，應為加密貨幣熱潮負責。

當前國際社會也在討論，由於大量

的傳統投資者和金融機構介入比特幣交

易，壹旦比特幣泡沫破裂，是否會引發

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專家表示，各國目

前出臺的監管舉措也都在尋找本國可以

接受的力度和方式，既能加強監管又能

規避風險。

國際社會需加強政策協同
面對各國出臺的監管舉措，加密貨

幣交易平臺玩起“打地鼠遊戲”，在世

界各國尋找生存的空間。

近段時間來，波蘭就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加密貨幣交易公司的註意，去年比

特幣交易活躍的貨幣中波蘭貨幣茲羅提

排名第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波蘭政府

積極地推動虛擬貨幣的發展，波蘭的金

融系統對加密貨幣的包容度比其他西歐

國家相對要高。”在波蘭從事加密貨幣

交易的投資人奎亞迪克對記者說。

“當前各國在出臺對加密貨幣的監

管政策時整體比較審慎，壹方面是擔心

扼殺相關的技術環境，另壹方面又擔心

產生金融風險，各國出臺的政策也是有

緊有松，給比特幣監管帶來了新的難

題，因此針對加密貨幣的監管還需要全

球性協調和合作。”中國人民大學商法

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教授說。

比特幣的監管問題很有可能成為今年

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新議題。勒梅爾就多次

表示，他將提議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討論

比特幣的問題，對於投機風險，成員國都

需要壹起討論管理比特幣的規制。美國財

政部長姆努欽日前也表示，他將與二十國

集團合作，防止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成為匿

名瑞士銀行賬戶的數字等價物。

專家建議，二十國集團和壹些國際

性的金融機構應加快制定相關原則和準

則，為各國建立相協調的監管政策提供

案例和遵循。同時在監管方面實現全球

協同，共同打擊非法的加密貨幣交易和

犯罪。

價格暴漲暴跌非法“采礦”
比特幣遭遇多國監管高壓

境外取現新規對妳有影響嗎：10萬元人民幣夠用嗎？
規範銀行卡境外大額提取現金，並不改變銀行

卡外匯管理基本框架和個人用匯政策，個人持卡境

外消費不受影響。境外提取現金年度額度為10萬

元人民幣，可滿足持卡人在境外正常提取現金需求

新年伊始，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於銀行卡境外

大額提現的通知，引起不少人關註。臨近春節假期，

若有出國旅行的計劃，消費購物時免不了需要現金，

此次通知發布後，會對個人境外取現有何影響？

《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規範銀行卡境外大額提

取現金交易的通知》規定，自今年1月起，個人持

境內銀行卡在境外提取現金，本人名下銀行卡（含

附屬卡）合計每個自然年度不得超過等值10萬元

人民幣。將人民幣卡、外幣卡境外提取現金每卡每

日額度統壹為等值1萬元人民幣。

自2003年以來，銀行卡在境外提取現金實施額

度管理，規定每卡每年不得超過10萬元人民幣。

為防範違法分子持多家銀行多張卡片大額提取現金

從事違法活動，此次《通知》將境外提取現金年度

額度調整為每人每年不得超過10萬元人民幣。

10萬元人民幣夠用嗎？
據統計，2016年81%的境內銀行卡境外提取現金

低於3萬元人民幣。因此，境外提取現金年度額度為

10萬元人民幣，既可以滿足持卡人在境外正常提取現

金需求，又能抑制少數違法違規人員大額提取現金。

境外刷卡消費會受影響嗎？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說，《通知》不會影響個人

持卡境外消費。目前，銀行卡已成為個人出境使用

最主要的便利化支付工具，個人出境旅遊、商務、

留學所涉食、宿、行、購等經常項下交易，均可使

用銀行卡支付，且不占用個人便利化年度5萬美元

購匯額度。《通知》主要是規範銀行卡境外大額提

取現金，並不改變銀行卡外匯管理基本框架和個人

用匯政策，個人持卡境外消費不受影響。

值得註意的是，《通知》還規定，個人持境內銀行

卡境外提取現金超過年度額度的，本年及次年將被暫停

持境內銀行卡在境外提取現金。個人不得通過借用他人

銀行卡或出借本人銀行卡等方式規避或協助規避境外提

取現金管理。業內人士提示，個人在境外提取現金時應

合理規劃，避免出現超過年度額度提取現金。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建議，個人在境外提取現金應註

意保障自身權益。壹是合理規劃用匯需求，減少攜帶和

使用大額現金，避免人身和財產安全遭受類似搶劫等不

法侵害。二是註意用卡安全和信息保護，避免銀行卡被

他人盜用，影響正常交易。三是依法合規使用銀行卡，

不借用他人銀行卡規避額度管理，也不向他人出借銀行

卡，避免被不法人員利用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印度慶祝共和國日印度慶祝共和國日 摩托車隊展摩托車隊展““神技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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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青春欢乐，看完后整个

人将从头到脚，重新被洗刷过一

遍的新校园喜剧《毕业旅行笑翻

天》，即将上映了。你不可不看

，也不得不看，因为，这部戏里

面的年轻人，长得好看不说，充

满正能量不说，还特别会“撩妹

”;《稍息立正我爱你》的王子和

《长江七号》裡周星驰的女儿徐

娇，在电影《毕业旅行笑翻天》

裡互为CP，话说故事发生在一所

私立高中，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

生当中，王子饰演一个喜欢音乐

，却一直鬱鬱寡欢的男神。他有

一颗细腻而温柔的心，是倾全家

之力，保送进这所私立高中的，

所以，他内心的自卑让他在学校

里低调而沉默。可因为自己的高

智商，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

惹不少关注；而同班同学当中，

与他旗鼓相当的，是徐娇。徐娇

和王子正好相反，家境优渥，无

忧无虑，是一个绝对颜值担当的

女神，她唯一的缺点就好胜心强

。可是，谁让她每一次的考试都

是第一呢。有趣的是，徐娇并不

知道，她这个第一是王子这个千

年老二，隐忍，放弃而得来的，

这样的“撩妹”手段融化多少少

女心？

是不是2017年末闹得沸沸扬扬

的演艺圈、豪门婚变事件让你觉得

，见鬼去吧，爱情，滚蛋吧，什麽

执子之手，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也许，你忽然间发现，自己都不如

那个卑微的男人帅，不如他有钱，

不如他有名气，那麽，凭什麽，如

此甜美的爱情，就会像天降奇蹟般

的出现在自己面前呢？凭什麽，我

能得到女神的青睐呢？或者，办公

室休閒区那位不起眼，但每次见到

自己，都会露出甜美笑容的普通姑

娘更适合自己吧；或者，每天早起

，在地铁出口，排队等著买早餐的

那位，总是悄悄让自己插队的，却

不愿正眼看自己的那位逮著眼睛的

姑娘真的对自己有好感吧。其实，

也许我们每天花费那麽多的精力，

只是在还清去年欠下的努力，循环

反覆，细思恐极。在每年年初，为

自己订下的计画有多美好，在每年

临近春节，複盘一年的所得时，就

会有多灰心丧气，回头想想，不是

生活欺骗了你，而是，你太轻易不

相信奇蹟。电

影裡两个学霸

，因为误会，

到和解最后擦

出火花，互相

理解，共同成

长，这不正是

我们这些平凡

人渴望的爱情

吗？清新真挚

，不做作，就

一如现实生活

中，我们最美

好的那段时光

。

青春一定

是美好的，青

春的记忆更是

随著时光的流

逝更加历久弥

新。在青春岁

月里，你肯定

因为一个人，

而闪闪发亮过；因为一件事，而狠

狠疯狂过；因为一种感情，而忧忧

彷徨；因为一次旅行，而茁茁成长

过。电影《毕业旅行笑翻天》将会

让你在影院再次体验那些疯狂过、

痛苦过、囧过、爱过的青春时光。

《毕业旅行笑翻天》奇葩出

没，友谊无价，喜感爆棚，带著

九年级生独有的热情活力，2月2

日寒假春节档全省爆笑上映，小

伙伴们一起结伴看《毕业旅行笑

翻天》，一起为青春，躁起来！

《毕业旅行笑翻天》徐娇电影即将上映
没有周星驰力捧，她玩命拍偶像电影

冒险爱情电影《南极之恋》

将于1月28日全国点映，现已开启

16城300场提前预售。影片的幕后

花絮也终于“放大招”，最萌演员

企鹅上线。赵又廷兴奋同框直喊

“可爱”，摇晃“企鹅步”学不停

。全网一片“吸鹅”呼声，期待早

日近距离感受南极世界。

该片由关锦鹏监制、吴有音

编剧并执导、久石让配乐、黎耀

辉担任摄影指导、林木任美术指

导、富康任声音指导、屠亦然任

剪辑指导，讲述了婚庆公司老板

吴富春（赵又廷饰）和高空物理

学家荆如意（杨子姗饰）因一场

意外坠机在南极相遇，面对伤痛

折磨、物资匮尽的困境，两人彼

此依存、互生情愫的纯爱故事。

一望无垠的雪白大地上，剧

组邂逅了一群企鹅天使，憨态可

掬连赵又廷都跑去“求合影”。

导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

的机会，继邀请海豹出镜外，再

次即兴策划一场萌宠大戏。谁知

“大牌”的企鹅们超难配合，赵

又廷只好一遍遍悄悄爬过去，步

步为营，雪地匍匐多次才完成了

这场高难度“企鹅步”表演。

而这支可爱度爆表的片段，

也被导演吴有音完整收录进了电

影，原汁原味的极地小萌物将会

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体验。春节

前在影院里不仅能感受到震撼的

南极风景，也能近距离“云吸企

鹅”，难怪观众看了南极日记后

就忍不住：“有这么可爱的南极

宝贝，还养什么蛙！”

电影《南极之恋》将于2月2

日上映。

赵又廷偶遇企鹅求合影 集齐南极萌宠

女星林依晨形象清新甜美，被网

友封为「零负评女神」，略带婴儿肥

的脸型是她的招牌，没想到近日出席

活动时，一张双颊凹陷照却惊呆粉丝

，还被怀疑罹患厌食症，虽然她的经

纪人事后已PO了近照打脸谣言，仍

让不少粉丝相当忧心。今（30）早林

依晨晒出多张素颜自拍照，见到她的

膨膨脸又出现了，粉丝也终于放心。

林依晨日前一张双颊凹陷照吓坏

粉丝，不仅看起一夕间老了10岁，神

情还有些憔悴，令粉丝担心她是否生

病了。30日早上，林依晨透露自己正

在候机室，为了打发时间，她晒出了

一组自拍照，顶著素颜的无瑕嫩肌，

古灵精怪的盯著衣服上的狗狗图案，

时而露出灿笑，时而装忧鬱的托腮看

著远方，超近照将她白裡透红的好肤

质完美呈现，而她的双颊也膨了回来

，搞怪模洋就像少女一般，与日前流

出的照片判若两人。

林依晨一组自拍照证实双颊凹陷

只是角度问题，不但粉碎了厌食传闻

，素颜近照更是让粉丝笑亏：「以后

别发素颜照了好不好？你让那些化了

妆没你漂亮的女星们情何以堪！」也

有网友讚她「很皮很可爱」，她也幽

默回应：「Oh I think so too（噢～

我也这洋认为）！」亲民互动逗乐粉

丝。

林依晨晒素颜自拍
「婴儿肥」回来了

综艺大哥曾国

城今（29）日主持

中 天 节 目 《 金 牌

大 健 谍 》 ， 製 作

单 位 安 排 生 日 惊

喜 ， 让 他 相 当 感

动 ， 艺 人 来 宾 张

凤 书 送 上 亲 手 做

的 巧 克 力 草 莓 蛋

糕 ， 丁 国 琳 则 送

出 自 己 做 的 蛋 塔

， 大 久 保 麻 梨 子

为 他 特 别 准 备 三

种 尺 寸 的 保 险 套

， 让 他 直 呼 好 害

羞 。 曾 国 城 承 认

旗 下 投 资 品 牌 曾

拌 麵 营 业 额 破 亿

，透露农曆年发给手上 5 个节目及拌麵工作

人员红包高达1百万元。

提到拌麵的亮眼营业成绩，曾国城表示，

「这个麵可以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表示前面的辛苦跟做品牌方面，这个坚持是对的

，不要为了市场上面一头热，只做了短线生意，

我自从做拌麵，3年下来跟自己50岁同时到点，

觉得自己变得更踏实了。」目前他手上有5个节

目，被称为「电视公务员」的他，对这个称号相

当有感，「希望50岁以后可以生活得更坦然、更

释怀一些，不要再汲汲营营，除此之外对演艺工

作还有梦，演戏、广告也还有想像，如果拌麵是

稳定的，我就可以更从容一点，毕竟，每个人的

生活追求不一样。」

曾国城感性地说，「全台湾每个人都想为家

人多赚一些，可是自己做到现在，你看，腰围也

大了，膝盖的负荷也大了，连最喜欢的篮球你打

打看，隔天下床膝盖就痛了，还膝盖积水。」他

笑说自己每年胖1公斤，体重年年上升，丝毫没

有下降的趋势，未来会好好找回「羞耻心」，为

健康及未来加油。

曾国城卖麵营业破亿
生日透露豪发百万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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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飯店》雷佳音演繹“東三省最文藝的土匪”
記者余亞蓮 在壹個封閉空

間裏，來自不同陣營、具有不

同身份的“神秘客人”展開了

長達10天的生死博弈。昨日，

由陳數、雷佳音、李光潔主演

的幽默懸疑諜戰戲《和平飯店》

在浙江衛視舉辦開播發布會，

該劇將每日19時30分登陸浙江衛

視中國藍劇場。

劇情
封閉空間，生死博弈
《和平飯店》的故事發

生在 1935 年東北淪陷之時。

在“和平飯店”裏，壹群神

秘客人展開 240 小時的生死博

弈。

這是同壹群人、在同壹時

間段內、在同壹個封閉空間發

生的故事。國內外八方勢力潛

伏其中，博弈糾葛錯綜復雜，

背後的利益集團更是各懷鬼

胎，這家飯店牽動了關乎當時

世界格局的交鋒。

《和平飯店》導演是曾執

導過《北上廣不相信眼淚》的

李駿，編劇是張萊。白玉蘭

獎、華鼎獎雙料視後陳數在劇

中飾演高智商學霸級特工陳佳

影，壹位海外歸僑醫學博士、

高級偵緝專家，是全球僅有的

十多位行為痕跡分析專家之

壹，但陳佳影身上還暗藏了多

重身份。

雷佳音飾演王大頂，是壹

個“主修電影美術、愛好表

演”，“東三省學歷最高最文

藝的土匪”，學識豐富，甚至

還有兼濟天下的夢想。

劇中陳佳影將上演民國換

裝秀，與王大頂組CP，兩人在

鬥智鬥勇的同時，“互懟”不

斷，主打高能推理。

主演
雷佳音角色爆笑演繹“東

北莎士比亞的知性美”

雷佳音因為正在趕拍新戲，

所以沒有亮相《和平飯店》發

布會，但他發了微博幫忙“咬

喝”介紹這部劇：“封閉空間，

幽默諜戰，另類人設，懸疑燒

腦……”在前期采訪時，雷佳

音曾這麽介紹他飾演的角色：

“王大頂是壹個特別沒譜又才

華橫溢的人。能打、能說、能

噴，還愛好表演，智商高，但

老捅婁子。”

在昨日的發布會現場，主

辦方播放了雷佳音的祝福視頻，

結果他從劇裏搞笑到劇外，掛

著兩道傷、壹刀疤的妝容就露

出來了。對於自己壹臉醜醜的

傷妝，視頻剛壹出來，全場就

爆笑不已。在視頻裏，雷佳音

用東北話朗誦莎士比亞戲劇臺

詞，還問大家：“有沒有感受

到我東北莎士比亞的知性美？”

他還在視頻中喊話陳數：“劇

中我們雖然是假夫妻，但我對

妳是有真感情的！”

最近，微博上的“TF 老

boys天團”的三位大叔雷佳音、

郭京飛、李光潔，各自組了CP

刷足曝光，先是郭京飛在電影

《二代妖精》中當了李光潔的下

屬；而在《和平飯店》裏，李光

潔與雷佳音有不少互動，包括扇

耳光這種“大尺度”動作。

拍攝
陳數全身泡進洗衣粉水裏
在昨日的發布會上，陳數

說：“我飾演的角色是這部劇

的發動機和超強大腦。這次遇

到《和平飯店》我覺得很幸

運，壹個演員在合適的時間遇

到了合適的角色，就是最大的

幸運。”

導演李駿在發布會現場講

述了壹個拍攝故事。有壹場陳

數躺在浴缸裏的戲，浴缸裏需

要很多泡沫，但在橫店買不到

可以打出泡沫的東西，整瓶沐

浴露倒下去都不行，最後只能

用大量洗衣粉攪拌出泡沫，然

後讓陳數躺進洗衣粉水裏。

到了最後壹個鏡頭，需要

陳數把整個頭都埋進浴缸裏，

李導說，他對陳數深感歉疚，

但陳數從頭到尾沒有壹句抱

怨。陳數說：“我最怕的其實

不是洗衣粉毀皮膚。最難受的

是整個頭埋下去那壹刻，難受

的是鼻粘膜。”

經典
《和平飯店》，從來也不

和平
真實的和平飯店位於上海

外灘邊，是壹家有百年歷史的

知名飯店，其最古老的南樓於

1908年建成，有“遠東第壹樓”

美譽，多位歷史名人曾入住這

裏。

有意思的是，這並不是

“和平飯店”第壹次作為影視

劇的名稱，而且影視作品裏的

“和平飯店”也從來不和平。

1995年，由周潤發、葉童主演

的《和平飯店》公映，與電視

劇版壹樣，電影版的核心故事

也發生在和平飯店，集合了愛

情、陷阱與殺戮。

劇版《和平飯店》的制片

人說，這版《和平飯店》，和

上海的和平飯店以及電影《和

平飯店》並沒有直接聯系，是

壹個全新的故事，是壹個“螺

螄殼裏做道場”的故事。

導演李駿說：“我們選擇

演員時，演技是第壹考慮的

因素，十多位演員互相角力，

讓 我 很 感 動 。 ” 劇 情 圍 繞

“和平飯店無和平”的核心，

讓故事向不可知的方向推進，

飯店裏的故事發展到最後，甚

至影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結果……

導演說：“我們動用了幾

千萬元，搭建了壹個想象中的

和平飯店，追到細節上，包括

咖啡杯、碟子、桌布上都有和

平飯店的Logo。”

@雷佳音：這是黑瞎子嶺

二當家，大當家是他妹，黑瞎

子嶺傳女不傳男，他主修電影

美術，愛好表演，東三省學歷

最高最文藝的土匪。1月25日浙

江衛視就要播了，我要拍戲，

去不了發布會現場。封閉空

間，幽默諜戰，幽默諜戰誰見

過，另類人設，懸疑燒腦，

看過的人說會開啟中國諜戰

新篇章。

@李光潔：這十天到底發

生了什麽？是的，只有十天。

竇仕驍，壹名日占領時期的偽

警長，也是壹位父親。壹位所

謂的執法者，也是壹位丈夫。

為這十天，他精疲力盡。我和

他壹起用壹百壹十天去感受那

十天，我也精疲力盡。《和平

飯店》給妳看在那個動蕩的年

代，給妳看身不由己的人。導

演好，劇本好，演員們也都好，1

月25日開播。

@陳數：240小時，密閉空

間，壹場燒腦的智力博弈。不

要小看這個“特工”，能掌控

大局的，除了陳數“陳佳影”

還能有誰？

黃渤贊趙又廷《南極之戀》“超乎想象”
趙又廷與楊子姍“致青春”後拍吻戲不用刷牙

《南極之戀》舉辦“極致表白”首

映。助陣嘉賓黃渤激動點贊：“炙熱

的感情與極冷的天氣相融合，壹個人

與大自然抗爭，太超乎想象了，非常

不容易。”當天主演趙又廷、楊子姍

映著極光亮相，甜蜜互切蛋糕，更大

爆默契度已達到“拍吻戲不刷牙”的

地步。

說起片中角色，趙又廷直言：

“富春其實是個孤獨的人，和如意有

點相似的，所以才會愛上她。”楊子

姍也贊同道：“是富春讓如意卸下面

具，展示出內心最柔軟的

壹面。”

對於《致青春》後再

度合作，兩人提及最多的

就是“默契”二字。趙又

廷笑道：“聽到子姍要來

時，我很踏實，又多了壹

個兄弟，因為可以有這個

默契去磨出很多戲。”楊

子姍更透露：“因為兩人

是很親密的朋友，所以五

年前拍吻戲還要刷牙的趙

又廷，這次都換成只吃口

香糖了。”

引起全場動容的不

止“如春CP”的情深，

還有大屏幕上壹串串數

字。“2個人，75天，105個罐頭，1

袋米，半瓶酒，800升柴油……”，

背後代表著吳富春的壹次次出走與

冒險。作為首部在南極取景的劇情

長片，“幕後三軍師”監制關錦

鵬、導演吳有音、制片人曹欣有著

多種體會。

曹欣透露：“去南極實拍是導

演的堅持，出發前整個制片團隊做

了非常周密的計劃。而說服久石讓

為影片配樂，用了壹年的時間。當

久石讓看到南極實拍的素材，立刻

答應合作。”吳有音導演用“充分

的準備，精準的實行，在各種艱難

和困難中同心協力完成作品”來形

容此次南極之行，而在“情感教

父”關錦鵬看來，最吸引他的還是

故事本身，兩個人能夠在脫離當今

社會的環境中真誠相守，是很打動

人的事情。

南極之外，劇組也壹刻未放松，

連續在夏天的攝影棚裏連熬 42 個

大夜，就為了詮釋好片中富春和

如意之間細膩的情感。穿著羽絨

服蓋著厚毯子拍到“神誌不清”

的楊子姍，每當聽到導演說“再

來壹條”時，只能笑著用“好殘

忍”來形容。

而作為“華人首位赴南極拍攝

演員”，趙又廷創下很多個人的記

錄。第壹次去南極，第壹次看到海

豹企鵝、第壹次雪盲，第壹次經歷

七級強風……壹場很震撼的爬雪坡

戲份，趙又廷在拍攝時右邊就是萬

丈深淵。而不過半個小時，就能從

天晴到暴風雪。外拍時走著走著就

有可能掉入裂縫就此消失。但趙又

廷回憶起來還是滿含溫暖：“雖然

路途遙遠，但我覺得很慶幸去了。

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以更好

的融入到電影中。”

韓
立
《
熊
爸
熊
孩
子
》
折
騰
沙
溢

好
感
式
演
技
引
熱
議

近日，由演員沙溢、劉峻喆、胡可、李佳航、李

金銘、韓立等共同演繹的親子題材劇《熊爸熊孩子》

正於央視八套黃金檔熱播，該劇自1月17日開播以

來，收獲持續關註和網絡熱議。劇中，除沙溢與小演

員劉峻喆挑梁父子情感主軸外，實力男星韓立飾演的

反壹號“李有為”也得到不少觀眾的追捧。其因工於

心計奸猾狡詐的職場作為被貼上了“渣男”標簽，但

觀眾卻被韓立的“好感式”演技所征服，紛紛為其

正名，表示看似與“熊雄”水火不容，使勁“折騰”

沙溢，其後必有隱情。

作為壹部貼合時代背景、反映民生現實的寫實主義作品，

《熊爸熊孩子》聚焦都市職場男性面對家庭和事業的平衡如何

實現心靈蛻變和自我救贖，以普通家庭的喜怒哀樂奠定全劇基

調。劇中詮釋的職場生存之道和主人公的勵誌法則，以及從細

節處彰顯的親情可貴，都成為該劇備受觀眾追捧的重要元素。

近年來憑借多部佳作蛻變為演技派的男星韓立此次在劇中飾

演唯壹反面人物 “李有為”，在職場上心機重重、陰險狡詐，對

“熊雄”步步緊逼迫使其事業跌入低谷，壹度被網友“詬病”：

“‘李有為’太壞了，渣男壹個”。然而，隨著劇情深入韓立

“好感式”演技逐漸征服觀眾，通過自身的嫻熟演技讓帶有瑕疵

的角色變得不那麽討厭，甚至還有不少觀眾站出來紛紛為其正名

“別看‘李有為’壞壞的，這麽多年他肯定總是被‘熊雄’壓壹

頭，內心不甘罷了，怎麽著也要找個機會出出氣，證明壹下自

己。”還有網友表示：“‘李有為’自帶光環，小眼睛瞇瞇壹閃

就知道他又有什麽鬼主意了，不過這樣的角色並不讓人生厭，反

倒覺得多了幾分趣味。”

不少觀眾在前幾集中對“李有為”的咄咄逼人很是反感，

可是隨著持續觀劇會將註意力轉移到韓立在塑造人物的細膩

把控和精妙處理上。首先其亦正亦邪的外形和角色的需求十

分吻合，其次韓立的功課也做得十分到位彰顯細節，無論是

身為下屬時的唯

唯諾諾、阿諛逢

迎，還是躋身總

經理職位後的小

人得誌、咄咄逼

人，再到“熊雄”

重回公司後“李

有為”的疑心重

重、捕風捉影，

這些看似職場上

司空見慣的戲碼

卻被韓立演繹得

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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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西班牙影壇多年，二度在2014

年以《我的盛大西班牙婚禮》及2017年

以《願上帝寬恕我們》獲西班牙奧斯卡

的哥雅獎最佳男演員殊榮的羅貝托阿蘭

莫，參與本年度西班牙話題戰爭片《英

勇勳章》演出，為電影陣容增加了不小

的可看性。曾出演超過五十部精采電影

的羅貝托，對角色非常挑剔，願意參與

本次電影演出原因，除了角色有著特殊

魅力外，電影本身的獨特之處也深深打

動羅貝托。

電影角色方面，羅貝托只有一個簡

單要求：必須令他感到興奮！在讀完本

次電影的劇本後，他立即對於這位充滿

矛盾的上尉感到非常有興趣，一位具有

恐慌症的殘疾飛行員，雖然看來矛盾又

荒謬，但這亦是角色對演員的挑戰之處

，如何將荒謬生動地化為角色的張力，

將相反的性格與現實疊加在一起卻不顯

違和、使觀眾感到共鳴，是一大挑戰。

另一方面，改變自真實事件的《英

勇勳章》是西班牙第一部涉及阿富汗戰

爭的電影，是社會上亟欲討論的議題，

且在軍方的全力支持下，電影製作十分

講究，不論直升機、武器等所有兵器，

所有場面都是「來真的」，不僅是一場

西班牙軍方的武力展示大會，還高度還

原士兵在戰場上面對的真實情況。在採

訪中羅貝托也提到，演出本片的最大成

就來自曾經歷戰爭的士兵，透過演戲來

體驗保衛國家的奮戰精神，他在看完電

影後說了一句「沒錯，就是這樣」肯定

自己詮釋的國家飛行員，對羅貝托來說

，能真實呈現戰場上士兵們的感受，就

是最巨大的肯定了。

羅貝托頂著一貫的招牌光頭飾演托

雷斯上尉，面對內外在雙重夾擊，除了

必須克服內心的恐懼，還有外在塔利班

敵人的威脅，究竟托雷斯上尉是否能克

服自身掙扎，在危急時刻發揮潛力，展

現西班牙士兵的英雄本色?3/9感動獻映

。

《英勇勳章》怕高的飛行員
西班牙影帝羅貝托阿蘭莫

俄羅斯科幻片《莫斯科陷落》2月2

日上映曝終極預告，無論是外星Boss與

女主之間超越時空、跨越生死的淒美

“異星戀”，還是奇幻瑰麗的外星奇觀

，都將給觀眾帶來震撼。

由《斯大林格勒》導演費多爾· 邦達

爾丘克執導，享有“俄羅斯版《獨立日

》”之美譽的科幻災難片《莫斯科陷落》

，即將於2月2日（周五）登陸全國院線

。今日該片再度曝光“殊死壹戰”版終極

預告，此前驚鴻壹瞥

的外星Boss終於大範

圍出動，與戰鬥民族

展開激烈交鋒，隨著

外星來客與人類的矛

盾愈演愈烈，壹場決

定兩大物種生死存亡

的終極PK拉開戰幕。

《莫斯科陷落

》講述的是人類阻

擊外星人入侵地球

的故事，此次曝光

的終極預告以壹場

罕見的“流星盛會

”開始，隨著壹艘

UFO 的 入 侵 ， 莫 斯

科瞬間淪為殘垣廢

墟，所有人的美夢

也就此終止。而外

星 Boss 與 女 主 的 相

遇，也讓這場“侵

略”背後的真相逐

漸 浮 出 水 面 …… 無

論 是 外 星 Boss 與 女

主之間超越時空、

跨 越 生 死 的 淒 美

“異星戀”，還是

奇幻瑰麗的外星奇

觀，都將給觀眾帶

來視聽和心靈的雙

重震撼。

作為俄羅斯年度大熱影片之壹，該

片素有俄羅斯版《獨立日》之稱。從此

次曝光的“殊死壹戰”終極預告來看，

外星軍團與人類的科技力量競相匹敵，

高科技含量、高毀滅程度的軍事武器，

使得雙方大戰現場更加真實刺激，想必

這樣的《莫斯科陷落》定能成為繼《獨

立日》之後，讓科幻迷、軍事迷們無比

振奮的又壹力作。

《莫斯科陷落》
曝終極預告
外星軍團戰火四起

上演超時空"異星之戀"
金球獎影后潔西卡雀絲

坦（Jessica Chastain）在最新

作品《決勝女王》（Molly’

s Game）當中，飾演充滿爭

議性的美國「撲克女王」莫

莉布魯（Molly Bloom）。角

色從一位進軍奧運失利的滑

雪選手，搖身一變成為全美

最大私人賭局的操盤者。潔

西卡除了運用精湛純熟的演

技，展現出人物各階段的轉

變，更運用服裝造型快速建

立起角色形象，讓她的轉變

更顯立體而有說服力。只見

她的服裝從800多元台幣的

平價小資女風格，搖身一變成為全

身動輒要價數百萬、「一件衣服絕

不穿第二次」的上流名媛，華麗變

身勢必讓觀眾目不暇給。值得一提

的是，潔西卡在片中共換穿90套華

服，每套都綴以伯爵（PIAGET）等

知名品牌的頂級珠寶、鑽錶，盡顯

不凡身價，更是套套「胸」器外露

，乳溝擠到喉嚨、東西南北半球全

都露。美豔性感造型，不但讓她成

為片中權貴賭客們的垂涎對象，更

讓觀眾大飽眼福，成為本片一大看

點。《決勝女王》將在本週五（2/2

）於台灣盛大上映。

《決勝女王》除了演員們的精

彩演出、讓人再三咀嚼的台詞之外

，全片更像是為潔西卡雀絲坦打造

的服裝秀，尤其片中每個造型，都

是潔西卡親自和造型師一再琢磨的

成果，她解釋道：「我認為服裝、

髮型、化妝都是角色塑造的重要環

節，尤其當角色轉變很大的時候，

我們透過服裝設計，去理解角色是

如何在她所處的環境裡追求權力；

她的生存模式，一定會在她的穿著

打扮上顯現。畢竟男人總是欣賞女

人的外表多於內在，而我則試圖在

莫莉身上找到一種顛覆。」她進一

步說明：「我想要扮演一個活生生

的女人，而不只是對女性的刻板印

象。很多電影只想表現女人的某個

面向，這讓我更想努力去推翻這些

刻板印象，因為女人是有力量、有

野心、強壯且同時充滿同理心，柔

軟、溫柔且脆弱的。女人有很多特

質應該要在大銀幕上被展現，對我

而言，去詮釋各種女人的樣貌非常

重要。」

正如潔西卡雀絲坦的宣示，觀

眾可以透過《決勝女王》，看到她

展現的性感美豔外型，以及高超社

交手腕，同時也可以看到她在純男

性世界中求生的壓抑與無奈，並在

出其不意時洩漏她心中最柔軟的痛

楚。透過潔西卡雀絲坦精準的表演

，再加上金獎編劇艾倫索金（Aar-

on Sorkin）對人物的立體刻劃，成

功讓全片展現出新時代女性的完整

樣貌，也讓本片備受獎季肯定，不

但榮獲金球獎最佳女主角、最佳改

編劇本兩項提名，更讓艾倫索金再

度入圍本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

這部由好萊塢知名編劇艾倫索

金編導，金球獎影后潔西卡雀絲坦

領銜主演，大膽揭露上流權貴流連

地下賭博秘辛的《決勝女王》，即

將在本週五（2/2）於台灣盛大上映

！本片劇情描述20多歲獨自來到洛

杉磯闖蕩的茉莉布魯（潔西卡雀絲

坦飾演），以為自己應徵上普通商

業助理，卻發現工作內容還包括經

營地下流動賭場，並在每週為好萊

塢名流舉辦撲克牌賭局。剛出社會

的她，在一場接一場的牌局當中，

認識了人情世故與權謀手腕，更學

會在這地下世界裡的生存之道。她

的秘密事業擴展成全美國規模最大

、金額最高的地下博弈活動。然而

，當她過著奢華生活，享受操弄權

貴人士於指掌間的成就感時，聯邦

調查局開始盯上她，凶殘的外國犯

罪幫派企圖瓜分她的事業版圖，就

連曾經提攜過她的恩人，也滿懷嫉

妒想看她從雲端跌落谷底。面對名

利爭奪、猜忌背叛，她該如何維繫

自己一手打造的地下王國？如果輸

掉這一局，她又該如何全身而退？

潔西卡雀絲坦決勝女王
狂換90套華服

東西北南半球全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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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民國政府為提供全球僑胞優質服務，多年來
借重各地僑界賢達人士的服務熱忱與專業長才，並依相關規定審
慎遴聘僑務委員暨僑務諮詢委員、僑務顧問、僑務促進委員等僑
務榮譽職人士，為無給職，擔任政府與海外僑胞間溝通橋梁，積
極協助僑民於僑居國參與公共事務、政經活動及推廣國民外交工
作。鑒於美南地區部分僑務委員及榮譽職人員任期屆滿，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依僑務委員及僑務榮譽職人員遴聘要點規定，報請
行政院呈請總統任命僑務委員有黎淑瑛(休士頓)、孟敏寬(達拉
斯)、鄭金蘭(休士頓)及張世勳(休士頓)等4人，聘期自107年1月
1日至109年12月31日止，另依同要點規定敦聘僑務諮詢委員鄭
昭(休士頓)、駱健明(休士頓)、胡啟年(聖安東尼)、李小濱(達拉
斯)、葉宏志(休士頓)、劉秀美(休士頓)、陳美芬(休士頓)等7人，

僑務促進委員有范泌文(休士頓)，聘期自107年1月1日至108年
12月31日止。駐休士頓辦事處及休士頓僑教中心將擇日在休士
頓僑教中心大禮堂舉辦頒授聘書儀式，期許僑務委員暨僑務榮譽
職人員繼續秉持服務熱誠，共同為僑社為國家服務。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布美南地區新續任僑務委員
暨僑務榮譽職人員名單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和平統一促進會、美國梁氏基
金會、美中友協，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休斯敦分會共同主辦的
2018 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 「兩岸三地一家親」 活動，於周日（
1 月 28 日 ） 晚間在珍寶樓盛大舉行，席開五十五桌，近六百人
歡聚一堂。晚宴上首先由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顧問，休斯
敦分會名譽主席梁成運致歡迎詞。大會主席鄭長祥 ，共同主席
謝忠、浦浩德，鄧潤京，劉志恆，喬鳳祥登場。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事李強民首先致詞，強調，（ 一 ）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
的政治基礎，（ 二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
於水的一家人＂兩岸一家親＂，（ 三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兩岸都是中國

人，我們有著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祖先，兩岸合則兩利、
分則兩害，台灣的發展離不開祖國大 陸，國家和民族的復
興更需要兩岸攜手團結、共同打拼。

由於今年是選舉年，當晚更是政要雲集，大家紛紛上
台，為今年三月的初選拉票，當晚上台致詞的貴賓包括：
德州審計官Glenn Hagar, 福遍郡郡長Bob Hebert, 德州州議
員Gene Wu ( 吳元之 ），華人大法官張文華，福遍郡共和
黨主席Jacey Jetton, 以及國會議員Al Green , 以及德州的財
務長Glenn Hegar, 以及今年即將參選福遍郡法官的Jennifer
Chiang ( 余厚義女兒 ） 等數十人，場面盛大。是 「兩岸三
地一家親 」 春節聯歡晚宴有史以來出席的美國人最多的一

次。
當晚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福遍郡郡長Bob Hebert

頒發獎狀給浦浩德，感謝浦浩德帶領的 「僑灣社」的
貢獻，另外，福遍郡共和黨主席Jacey Jetton 也頒發賀
狀給浦浩德、及州議員吳元之也帶來賀狀，由梁成運主席
及浦浩德代表接受。

當天晚上新任德州和統會會長的浦浩德也在會中發表感
言及今後願景：我是美國華裔來自台灣,很高興能夠擔任
2018年德州和統會會長. 我相信世界潮流是美國華人來自中
國,台灣,香港兩岸三地一家親能夠團結在一起,在愛心，耐心
和信心的共同平台上,真誠熱愛中華民族,持續進行和平統一
發展. 2018年我們德州和統會理事會成員在年會交接時,帶頭
現場600華人愛心聯合高唱聞名兩岸三地的台灣玉女歌星鄧
麗君的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真誠祝愿兩岸三地的華人
能夠愛心團結一家親. 我擔任德州福遍僑灣社會長4年,活躍
服務中美社區,帶頭團結 10 萬兩岸三地的華人團結一家親.
福遍郡郡長Bob Herbert本人到來年會現場,特別政府公告(附
件)獎勵浦浩德博士和僑灣社,和平團結10萬兩岸三地的華人
對福遍社區的貢獻功績.

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國人的世紀,凡是海外中國人皆樂觀其
成. 我們來自兩岸三地的美國華人應該愛心帶頭搭起溝通的橋樑,
積極鼓勵兩岸領導人進行良性互動的對話,尋找促進兩岸和平,經
濟合作機會,共同完成團結中華民族歷史的重大使命。我有6年當
選和擔任德州共和黨糖城市委員（2011年當選，2013年再次當
選連任),擁有多年活躍服務德州福遍和糖城兩岸三地中美社區經
驗. 我採用美國共和黨角度來看2017年6月13日中國大陸與巴拿
馬的建交,重申美國國務院諾爾特（Heather Nauert）的發言. 美國
關注台海兩岸和平安定發展,符合美國深遠利益.美國敦促兩岸領
導人可以持續進行有效的良性對話，避免提升緊張情勢，破壞台
海穩定.

今後願景: 美國華人愛心兩岸三地一家親是世界潮流, 美國華
人應該帶頭愛心鼓勵兩岸領導人持續進行良性的對話溝通, 造就
台海和平與經濟穩定發展. 台灣承認九二共識,中國和平統一,共創
兩岸經濟和平雙贏的未來,完成團結中華民族的歷史大業.

2018 休斯頓春節聯歡晚宴周日晚盛大舉行
「兩岸三地一家親 」 , 政要、嘉賓雲集，近六百人與會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20182018 休斯頓休斯頓 「「 兩岸三地一家親兩岸三地一家親」」 春節聯歡晚宴的主席春節聯歡晚宴的主席
及貴賓及貴賓（（右起右起）） 鄧潤京鄧潤京、、梁成運梁成運、、劉志恆劉志恆、、浦浩德浦浩德、、李強民總領李強民總領
事事、、鄭長祥鄭長祥、、謝忠謝忠、、喬鳳祥喬鳳祥。（。（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Al GreenAl Green （（ 左六左六））頒發賀狀頒發賀狀，，由由 「「 台灣鄉親聯誼會台灣鄉親聯誼會」」
主席梁成運主席梁成運（（ 左五左五 ）） 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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