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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on Inn & Suites Westchase
客來安-號角連鎖酒店

2930 W Sam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Clarionchinese@gmail.com

華人業務代表 Tammy Chen

832-803-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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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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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總行                         糖城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508 Highway 6 South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713-771-9700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察遜分行                        布蘭諾分行                 奧斯汀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1131 N. Jupiter Rd.              2304 Coit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600                      Suite A100
TX 75080                            TX 75081                            Plano, TX 75075          Austin, TX 78753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德州探索之旅

微信：CHINATOURUS  

全　旅　用　心，顧　客　安　心
WWW.CHINATOURUS.COM 

713-568-8889

休士頓旅遊權威

專業辦理中國簽證只要$170
特價太空中心門票: usd18.00 (原價 usd29.95)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全旅”專人帶隊 休士頓出發

$1/$399 (含上海、臺灣來回機票+江南團)

歐洲 大陸 日本 臺灣 越南 韓國 古巴 冰島 坎昆 中南美洲

2018 全年特價優惠
美東 美西 黃石 德州當地團

4月16日普陀山江南11日 含機票 $499
9/17-28歐洲7國12天 $3629含機票 

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主辦的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主辦的「「心夢相連心夢相連﹐﹐文化和合文化和合」」﹐﹐「「心心
靈之聲藝術團靈之聲藝術團」」 1010 日在休士頓日在休士頓 Jones HallJones Hall 完成了他們來美完成了他們來美
第三場演出第三場演出﹐﹐獲得在場中美人士極大的感動和讚許獲得在場中美人士極大的感動和讚許﹐﹐傑出傑出
表演再度印證了表演再度印證了「「心靈不隨身體殘疾心靈不隨身體殘疾」」﹐﹐精彩表現讓全場精彩表現讓全場
拍手叫好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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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知識
產權、貿易逆差、強制技術轉讓……
這些概念和說法是否讓妳看得雲裏霧
裏？9日，新華網專訪了國家發改委宏
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昌林，針對中
美貿易摩擦中最具爭議的三大問題進
行解讀。

貿易逆差問題：美國征稅清單
是怎麼選出來的？

從美國此次對中國商品征收關稅
的產品領域看，有醫療器械、高鐵設
備、生物醫藥、新材料、農機裝備、
工業機器人、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
以及航空設備，基本來自“中國制造
2025”產業範圍。因此，關於美國打
著解決貿易逆差旗號來打壓中國制造
的猜測也不絕於耳。

對此王昌林表示：“如果單純只
是為了貿易逆差的問題。美國應該重
點炮轟服裝、文教用品、加工貿易等
我們現在對美國貿易順差額比較大的
產業。但事實上從清單上來看並不是
這樣。清單上的航空航天、通信技術
等都不是貿易額很大的產業。”

王昌林認為，美國確定的這份清
單可謂“用心良苦”。“這份清單考
慮很多方面的因素。我們可以看到這
些產業基本不涉及消費品，因為美國
也不希望影響國內的消費水平。同時
對於美國來說，這些產品可以短期內

找到替代品，相關行業不至於受到太
大的影響，而且還能借此打擊中國制
造。”

數據顯示，美國有25%的波音飛
機、17%的汽車、15%的集成電路出
口目的地都是中國。“如果中國搞
C919大飛機以替代進口，波音公司無
疑會受損。所以知識產權、貿易逆差
這些理由其實還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借
口。”王昌林說。

知識產權問題：入世之後中國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作出了巨
大的努力

3 月 22 日美國貿易代表在宣布
301調查結果時強調，高科技是美國
經濟發展的主心骨。301調查歸結了
中國4項在知識產權方面損害美國利
益的行為。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
副院長王昌林在接受新華網時表示：
“美國列舉的大部分文件都還是我們
在入世前制定的，入世之後中國在知
識產權保護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

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法院壹審
知識產權案件213480件，其中涉外案
件占20%左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涉
外案件占30%，有的案件雙方都是涉
外當事人。

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在知識產權

方面的問題，2018年 2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
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
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
創新若幹問題的意見》。
《意見》將“樹立保護知
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
念”作為指導思想的重要
內容。最高人民法院有關
負責人在解讀《意見》時
表示，要將中國法院打造
成當事人信賴的國際知識
產權爭端解決“優選地”
。

“當然，壹些涉及知
識產權的過時的文件和政
策應該盡快修改或廢止。
”王昌林說。

事實上，隨著知識產
權戰略深入實施，研發投
入不斷加大，中國知識產權實力正在
快速提升。2016年中國成為世界上首
個發明申請受理量突破100萬件的國
家，也是繼美國、日本之後第三個國
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100萬件
的國家。

技術轉讓問題：準入前國民待
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將納入
國家基礎法律

在美國公布的301調查報告中，

美方認為中國使用合資要求、股比限
制和其他外商投資限制來強制或迫使
美國企業轉讓技術。

事實上，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
時候，承諾了在外資準入環節，不以
技術轉讓為要求，批準外資準入，並
且中國在法律上確實做到了。但現實
中由於中國壹些行業的股權限制，不
許外資獨資，所以合資談判對手提出
技術轉讓的要求。“但是這是企業正
常商業談判行為，並不是中國政府違
反了入世承諾。”王昌林說。

王昌林認為：“企業之間的合資
是妳情我願的商業行為和市場行為。
而且以技術參股和我們對股份比例的
要求也都基本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
”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逐步改
革外資管理體制，尤其是近年來全面
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制度。2017年底，商務部已將《外國
投資法》送審稿上報，全面將準入前
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納入國
家基礎法律。

這三大問題看穿中美貿易摩擦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11日
上午舉行分論壇“讓人工智能‘落地
’”。與會專家熱議人工智能對未來
人類社會帶來的變革，暢想借助人工
智能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

伴隨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
時代的到來，IT產業進入智能時代，
而人工智能則是整個智能時代的核心
。

人工智能不是第壹次成為熱門。
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

集團主席、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
文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人工智能
研究，因技術能力的制約，隨後人工
智能研究進入“冬天”，未能“落地
”實現規模性商用。他認為，借助技
術創新尤其是大數據和雲計算的能力
，人工智能有望實現以前未能實現的
目標。

三星電子高級副總裁SHIM Eun
Soo，英國 Medopad CEO、創始人
Dan VAHDAT都稱，當前的人工智能

研究和應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臺積電CEO劉德音透露，當前的

人工智能技術在四大版塊的市場應用
需求增長很快：智能手機、雲計算、
網絡及高性能計算。

百度高級副總裁朱光說，未來越
來越多的企業將成為“人工智能+”公
司，目前人工智能在汽車配置、金融
服務領域應用廣泛。

劉德音稱，人類不用害怕人工智
能浪潮，因為“我們有頭腦、有靈魂

”。人們沒必要把時間花在可以讓機
器來做的事情上，也無需擔心人工智
能會搶占工作機會，“關鍵是人類怎
麼樣和人工智能壹起合作做好工作”
。

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介紹，去
年該公司的人工智能機器首次通過了
中國的國家職業醫生資格考試，具備
了全科醫生的潛力。今年3月份人工
智能機器已在安徽上崗，以在線治療
的方式服務醫生。

SHIM Eun Soo強調，人類的創
造力不會因為人工智能而消失，相反
人工智能可以讓人類去追尋新的可能
。劉慶峰稱，希望人工智能使未來的
社會更有溫度。人類社會發展不僅需
解決技術問題，還需要人文關懷。人
工智能的發展，可使人類從復雜的知
識活動中獲得新創造。未來每壹個人
都可能擁有人工智能助手，幫助人們
生活得更輕松更有趣，相信人工智能
會創造壹個美好世界。

人工智能將使未來人類社會更有溫度和情懷

鮑魚是海產貝類，同魚毫無關係，倒跟田螺
之類沾親帶故。它是海洋中的單殼軟體動物，衹有半
面外殼，殼堅厚，扁而寬，形狀有些像人的耳朵，所
以也叫它"海耳"。自古被人們視為 「海味珍品之
冠」，其肉質柔嫩細滑，滋味極其鮮美，非其他海味
所能比擬的。尤其是在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華裔和港澳
同胞，對鮑魚特別青睞。據說其諧音 「鮑者包也，魚
者餘也」，鮑魚代表包餘，以示包內有 「用之不盡」
的餘錢。

因此，鮑魚不但是饋贈親朋好友的上等吉利
禮品，而且是宴請、筵席及逢年過節餐桌上的必備
「吉利菜」之一。鮑魚以山東、廣東、遼寧等地產量

最多，產期為春秋兩季。
材 料 ： 新 鮮 鮑

魚、鹽、蔥、姜、耗油、
生抽、雞精、糖、蔥絲。

製作方法： 1、將新鮮鮑魚週圍硬邊清理
後，用鹽揉搓以去除粘液。洗淨後，撒上蔥姜和料酒
上蒸鍋蒸十分鐘。

2、時間到取出後，把身上的蔥姜拿掉，在上
面撒上提前拌好的醬汁：是由耗油，生抽，雞精，
糖，攪拌一起均勻包圍鮑魚全身。最後，每個鮑魚上
面再撒上些蔥絲。

3、鍋中倒少許油，冒煙後淋在鮑魚上即可！
營養價值
1、鮑魚含有豐富的蛋白

質，還有較多的鈣、鐵、碘和維生
素A等營養元素；

2、鮑魚營養價值極高，
富含豐富的球蛋白；鮑魚的肉中還
含有一種被稱為 「鮑素」的成分，
能夠破壞癌細胞必需的代謝物質；

3、鮑魚能養陰、平肝、
固腎，可調整腎上腺分泌，具有雙
向性調節血壓的作用；

4、鮑魚有調經、潤燥利
腸之效，可治月經不調、大便秘結
等疾患；

5、鮑魚具有滋陰補養功
效，並是一種補而不燥的海產，吃
後沒有牙痛、流鼻血等副作用，多
吃也無妨。

1、夜尿頻、氣虛哮喘、
血壓不穩、精神難以集中者適宜多
吃鮑魚；糖尿病患者也可用鮑魚作
輔助治療，但必須配藥同燉，才有
療效；

2、痛風患者及尿酸高者不宜吃
鮑肉，衹宜少量喝湯；但感冒發燒
或陰虛喉痛的人不宜食用；素有頑
癬痼疾之人忌食。

蚝
油
鮑
魚

蚝
油
鮑
魚

牛
仔骨即牛的肋骨，

一般多燜、燒、烤，其實其
肉極嫩，用來做湯，易爛好出

味，不比一般牛肉，需長時間的烹
製，因此今天介紹給大家的這款略帶韓風

的白蘿蔔牛仔骨湯，是牛仔骨又一經典好味
道的吃法。
調味料：油：2湯匙 料酒：1湯匙 鹽：適量

做法：
1. 白蘿蔔洗淨去皮，切成薄片；

2. 蘆筍洗淨去硬根，斜切成薄片；
3. 黃豆芽洗淨，摘去根須；金針菇洗淨，如有褐

根，需切去；
4. 牛仔骨洗淨，汆水撈起，切成小塊(超市賣的牛仔

骨多為片狀，有時一塊骨頭帶著大片肉，把肉切小塊
即可)；

5. 熱鍋倒油，爆香薑片，加牛仔骨略微翻炒，放料
酒拌勻，倒入清水煮開，放入蘿蔔，煮至牛仔骨和
蘿蔔微爛，加入蘆筍、黃豆芽和金針菇，待熟下鹽

調味即可食用。
功效：

益氣、健脾、補虛。
營養小貼士:
牛仔骨就是牛的肋骨，肉質比較細

膩。好的牛仔骨瘦的多肥的
少，大理石似的，太肥了

膩 ， 太 瘦 了 就

柴。在
肉牛加工車間，一頭
牛跟據中西餐的做法不一樣，
可以分 100 多個部位，牛仔骨是其
中一個部位，也是較精、較好的部位。
如按嚴格的切割牛肉的方法來計，一頭牛大
概也就能切出18塊牛仔骨。因為數量有限，要
求較高，所以一般市場和超市都難見牛仔骨的身
影，消費者要到大型的超市才能買到，價格相應的
也較高了。

牛仔骨很適合燜燒、烤、香煎，甚至蒸煮，在粵式酒
樓喝茶，我們就能吃到小籠蒸的牛仔骨，下面常配有南
瓜等。

一般的牛排，六、七成就會覺得肉柴，但牛仔骨
因為多脂肪多筋，煮到八九成，甚至全熟，都覺得鮮嫩適
口，在牙齒和牛肉撕扯過程中，汁水和脂肪混合出蓬勃的
香氣，溢滿口腔。

別以為衹有在西餐廳才可吃到牛仔骨，在家烹飪除了
今天介紹的煮湯外，吃牛仔骨還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燒熱平底鍋，放一片黃油，待其融化，放入一片
牛仔骨，兩面煎香，幾分鐘就好，然後盛碟，繼續
煎第二塊……煎完撒上白胡椒粉和細鹽，原汁原
味，鮮美無比，配上一杯紅酒，和愛人一起分
享美味，何處不浪漫？！

小貼士：如嫌味道淡可蘸辣醬食用，味
道一流。

美美
味味

白白
蘿蘿
蔔蔔
牛牛
仔仔
骨骨
湯湯

原料：紅棗、蓮子、桂圓、枸
杞、牛蒡、紅糖。

做法：
1、新鮮的牛蒡洗乾淨、蓮子放

到水中浸泡、其餘的原料待用。
2、做一鍋清水，水開後放入切

片的牛蒡中火煮15分鐘。
3、15分鐘後放入紅棗和泡軟的

蓮子中小火再煮20分鐘。
4、最後放入枸杞加入少許紅糖

小火煮10分鐘即可。
小貼士：

1、其實煲這鍋湯很簡單就是把原料
放進去，不過要注意前後的順序和火候。

2、這鍋湯裡除了牛蒡其餘的原
料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們的營養價值我就不
多說了。說說牛蒡吧，它除了具有利尿、
消積、祛痰止洩等藥理作用外，還用於便
秘、高血壓、高膽固醇症的食療，用牛蒡
做湯或者泡水會有一點點中藥的味道。

五福安神湯五福安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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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自貿區掛牌三周年 再推十項改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4月21日是廣東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年，11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據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共形成376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184項，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重點領域。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2018年3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9.2萬戶（其中企業5.9萬戶，個體工商
戶3.3萬戶，兩者之比為1.8：1），較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2.7倍；自貿區新增
企業50,318家，是掛牌前的5.1倍；新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9,642.7億元人民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2.0版本、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去年11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吸引了29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入駐。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該平台CEO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南沙自貿區減少對企業資料審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證照，最快 2天可完成。馮建林認
為，“證照分離2.0版的推行及政務

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創業。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引了港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入駐，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註冊
團隊就超過40家，企業集聚效率比其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逐步提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環境便
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在11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民眾辦事更便利。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的繁瑣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產業務
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寄完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人。負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很大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全流程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脫了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十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十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受到入駐企業受到入駐企業
和民眾稱讚和民眾稱讚，，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促進深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作，11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百人參加了會議。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技研發投入佔GDP的4.19%，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佔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90%是
沒有辦法產品化。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學
者
倡
港
建
知
識
產
權
跨
境
貿
易
中
心

■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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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變陣和利用高波長
傳及緊迫急攻，令巴塞踢不出
自己的風格。“紅藍兵團”今季
西甲聯賽冠軍在望，西班牙盃亦
已殺入決賽，本有機會繼2014/
15賽季之後重嚐“三冠王”的喜
悅，但最終主帥華維迪未有按局
勢果斷換人，結果球隊亦無力回

天。此外，美斯和蘇亞雷斯兩位原
本“當弗”的鋒將陷於羅馬中後
場球員的圍陣中，這亦跟巴塞中
場被逼散致令前場輸送不足不無
關係。碧基和烏姆迪迪兩員中堅
在對方的高空快攻下更是水準之
下的發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遭長傳急攻炸散
巴塞將帥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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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主帥迪法蘭斯高是役從首
回合的433變陣352，傷癒的

尼恩高蘭跟迪羅斯和史杜特文鎮
守中場中路，屯重兵中場搶逼。
迪法蘭斯高贏球後大讚球員表現
“近乎完美”，指出變陣正是希
望用盡拉闊兩個邊路，“容許我
們能製造更多反擊和提升速
度。”開賽6分鐘，波斯尼亞前
鋒迪斯高便接應迪羅斯的中圈長
傳，門前勁射破網，燃起羅馬的
反擊鬥志。巴塞進退失據，上半
場得一次攻中龍門，完全被羅馬
掌握住比賽節奏。

首回合擺烏龍 兩將戴罪立功
踢到下半場12分鐘，羅馬過頭

球傳送，迪斯高突入禁區接應遭碧
基剷跌，羅馬獲判12碼，首回合擺
烏龍的迪羅斯操刀中鵠，兩回合計

總比數追成3：4。再失一球便要出
局，眼見形勢落於下風，華維迪卻
遲遲未作出換人，到82分鐘終告撐
不住。羅馬又是高球，文奴拿斯接
應角球近門頂入成3：0，這位希臘
中堅亦是首回合擺烏龍的其中一
員，結果他憑藉這個絕殺“士哥”
完美演繹了自我救贖。

紅狼首闖4強 巴塞歷史悲劇
華維迪此時方如夢初醒，先後

以安祖高美斯、奧士文尼迪比利和
柏高艾卡沙分別入替恩尼斯達、尼
爾遜施美度和布斯基斯。巴塞攻勢
明顯有起色，但美斯和迪比利的射
門都未能轉化為入球，巴塞在比賽
尾聲的猛烈反撲卻來得為時已晚。
“紅狼”憑首回合的作客入球淘汰
巴塞，自1992年改制歐聯以來首次
躋身這項歐洲頂級錦標賽的4強。

至於巴塞，在歐戰首回合領先3球
下結果次回合被反勝出局，這還是
隊史上第一次。

華維迪：被敵軍逼得自亂節奏
“我絕對是要為這一切負責

的人。我是球隊的首領，戰術佈
置都是我做的。”巴塞主帥華維
迪自責之餘，亦向巴塞球迷表達
了歉意，“我為球迷們遭受的打
擊而難過。”對於敗因，他說：
“我們今仗沒踢出自己的東西，
而對手卻始終打得極富進
攻性，利用搶逼給我
們製造了不少困難，
讓我們只能不斷長
傳，球隊整場比賽都
踢得極不舒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志達

西甲雄師葬送好局 歐聯8強止步主帥攬責
滿以為首回合手握4：1優勢在手的

巴塞羅那已經穩入今屆歐洲聯賽冠軍盃4
強，豈料北京時間11日凌晨次回合作客
意大利首都，西甲王者光芒卻忽然盡
失。羅馬在絕境中沒放棄，一球、兩
球、三球，由首回合擺烏龍的文奴拿
斯上演絕殺，將總比數扳成4：4，並
以較多的作客入球歷史性躋身歐聯準
決賽。巴塞主帥華維迪遲遲不作調
動，成為這場隊史逆轉慘敗的眾矢
之的，他承認球隊被對手逼得自亂
章法，自己需為失利負責。

巴塞羅那連續三屆歐聯8強止
步，大師級中場恩尼斯達今仗踢了
81分鐘退下火線。“小白”賽後極
盡失望，“我們很難接受這樣被淘
汰，因為我們曾滿懷希望，而晉級機
會卻從我們手中溜走。”這位西班牙
老將亦不諱言，“這會否成為我最後
一場歐聯比賽？有可能，正因如此更
是痛苦。”他之前曾表示，自己將在

近期作出去留決定，一旦離隊便將
避免在巴塞會征戰的比賽中出現，
意味着不會轉投歐洲頂級球會。

另外，羅馬主席柏羅達賽後
在數百球迷簇擁下走到市內地標
特雷維噴泉慶祝，並興奮得跳到
了水池中，他因此舉要向市政府
繳交500歐元罰款。

■綜合外電

黯然告別歐聯黯然告別歐聯？？
小白：或是最後一戰

■■迪斯高迪斯高((左左))力力
壓烏姆迪迪射壓烏姆迪迪射
成成 11：：00，，打響打響
翻盤第一槍翻盤第一槍。。

美聯社美聯社

■■文奴拿斯文奴拿斯((中中))將功補過將功補過，，幫助羅馬幫助羅馬
完成史詩式的大逆轉完成史詩式的大逆轉。。 法新社法新社

■■美斯遭到重重包圍美斯遭到重重包圍。。法新社法新社

■■恩尼斯達恩尼斯達
神情落寞神情落寞。。

路透社路透社

點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南）香港乒乓球隊再派出2月世界
盃團體銅牌原班人馬，衝擊本月29
日至下月6日在瑞典舉行的世界乒
乓球團體錦標賽。儘管香港女隊在
上月世界盃奪銅，港隊總教練陳江
華還是吹低調風，指在重用新人
下，男隊有衝擊獎牌的戰意、女隊
則打入前八已達到目標。兩年一度
的世乒團體賽，上屆港隊男、女團
同得第五。

女隊的蘇慧音13日踏入20歲生
辰，她表示要在今次大賽給隊友信

心、證明自己有能力贏波拿分，而
不是“戥腳”。至於杜凱琹及李皓
晴都異口同聲表示要擔起“阿組級”
的責任。杜凱琹指女隊在世界盃奪
得季軍，增強世錦賽奪取獎牌的信
心。而今次同組有韓國，港隊希望
拿小組首名方可以避過出線後對戰
國家隊或日本。港女乒新班子意味
着帖雅娜功成身退，其丈夫唐鵬就
表示她可專心教子。

世界排名第七的男隊主將黃鎮
廷表示，自己只拿過一個東亞運的
團體獎牌，這次團體賽要衝擊獎

牌。他指賽程緊密，每日都要打一
至兩場比賽，對運動員的體力消耗
很大，港隊同組最大勁敵是德國和
瑞典。

港隊目前以密集式練習賽備
戰，總教練陳江華還安排男女隊提
前到歐洲備戰。他指今次參賽的運
動員新人較多，穩定性和把握力有
改善空間，隊員半年來連續參加多
項公開賽，累積經驗，今屆世錦賽
成績不是最重要，要發揮出激情和
冷靜的頭腦兩者兼備，期望到年底
的亞運有更成熟的表現。

港乒原陣再衝世錦
中國足協於日前宣佈，中超廣州恒大前鋒

阿蘭因在聯賽中“嚴重違紀”，被判罰停賽8
場以及罰款5.6萬元人民幣。

巴西射手阿蘭於3月 30日，代表恒大
出戰作客天津權健的中超比賽期間，向對
手球員劉奕鳴作出肘擊動作，並使後者痛
苦倒地，阿蘭立即被球證出示紅牌驅逐離
場。

雖然阿蘭賽後已向各界道歉，但中國足

協依然決定作出重罰，表示依據《中國足球
協會紀律準則》第54條及第49條規定，判阿
蘭停賽8場，罰款5.6萬元人民幣。

據報，恒大或將於6月18日至7月13日
的中超夏季轉會窗期間，尋找一名新援取代
阿蘭；惟該巴西射手在停賽期間，其實還可
以參加亞冠盃以及足協盃比賽，因此更換外
援之消息是否真確，還需要在往後時間再作
確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恒大阿蘭罰停賽八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日
前，第三屆博鰲體育論壇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體育傳媒、產業和競
技領域的精英共同探討了中國體育的發展進化
之路。中國滑冰協會主席李琰表示，中國軍團
已初步擬定了北京冬奧會奪金計劃。她直言，
雖然在家門口參賽肯定壓力巨大，但為國增光
是中國軍團不可推辭的使命，因此短道速滑在
北京冬奧會上定要衝金奪銀。

冬奧會正式進入北京時間，冰雪運動成
為當晚的焦點，惟李琰表示，北京冬奧雖是
全民期待的一場體育盛事，但冬季項目在體
育產業中一直處於“受冷”地位：“以速度
滑冰為例，每年大概有60場比賽，在沒有冬
奧會的日子，如何發揮各家平台優勢，讓更
多的民眾看到優質的冬季比賽轉播、感受到
冬季運動的魅力，達到賽事商業化，是未來
冰雪運動的發展方向。”

中國隊初定京冬奧奪金計劃

■■香港乒乓球代表香港乒乓球代表1111日見傳媒日見傳媒，，準備出準備出
戰月底在瑞典舉行的世錦團體賽戰月底在瑞典舉行的世錦團體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香港乒乓球女隊今年香港乒乓球女隊今年22月贏得世界盃月贏得世界盃
銅牌銅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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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Meet Dr.  Amy En-Hui Chen
“ The goal of my practice is to 
establish a nurturing, positive 
environment where my patients 
feel comfortable to discuss their 
health issues and situations. I enjoy 
getting to know my patients and 
developing lifelo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I believe in educating 
pati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and disease 
processes, while making them an 
active partner in their ongoing care. 
I emphasize preventive care and 
lifestyle changes to help improve their 
overal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 Amy En-Hui Chen, M.D.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TM

Appointments: 713-442-0000

Dr. Chen is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Medicine. She completed her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er special 
clinical interests include women’s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 
adolescent medicine, hypertension, 
and obes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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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佛教會於4月8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
美洲菩提中心報恩塔啟建 「孝親報恩清明法會
」 以緬懷華人慎終追遠的傳統和孝親報恩的美
德。與會大眾包含義工約有三百餘人參加，場
面莊嚴肅穆。

十時整，清明法會於報恩塔正式開始，由
美洲菩提中心住持上宏下意法師擔任主法和尚
，帶領大眾虔誦“佛說阿彌陀經”，以此功德
迴向眾信門中歷代先人，往生淨土，早成佛道
。阿彌陀經為淨土五經之一，描寫彌陀淨土的
依正莊嚴和發願求生的方法。

念佛經行止靜後宏意法師為大眾開示。首
先講述了“清明”節日的由來。傳說春秋時期
，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三餐不繼，飲食無著

，隨臣介子推割股煮食救了主公一命。後來公
子做了晉文公後，介子推隱居綿山。為了讓介
子推出仕，晉文公放火燒山，結果發現介子推
和老母親一起死在一顆大柳樹下，並留下血書
： 「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 。於
是，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定這一天不舉火
為寒食節，亦稱清明節，後來人們以清明節來
緬懷過世的親人。

接著法師以“清明”二字開示大眾三點：
。第一，要清楚明白今天是明天的延續，今年
是明年的延續，今生是來生的延續。所以今天
很重要，學佛的人要積極在今天修福修慧;第二
，要清楚明白我們和周圍大眾的緣分是相續不
斷的，所以如果關係不好，則須努力改善。同

時也不要太過分悲傷親人的離去，因為總有一
天會再相聚;第三，我們要清楚明白因果法則：
如是因緣如是果，所以為人處事要盡本分，不
計較眼前回報，目光要長遠，需長期不懈累積
功德。

報恩塔法會圓滿後，大眾念佛經行去“鹿
野苑”，為新建阿育王石柱剪彩。阿育王是公
元前3世紀統一印度的君王，晚年皈依佛門，在
印度各地，豎立石柱敕文銘刻來弘揚佛法和紀
念佛陀。菩提中心的阿育王石柱柱身37尺高，
代表37道品，為佛門37種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重
要資糧。頂端恭仿印度鹿野苑石柱四面獅像，
表示佛法獅吼向四方法音宣流。中間有一飾帶
，刻有大象，瘤牛，奔馬和獅子，用以表示佛
陀入胎，誕生，出家，說法四個階段，各以象
徵佛法的寶輪隔開。柱基四面各有中英文碑文
和初轉法輪等浮雕。靜海長老和宏意法師首先
為石柱撒淨，灑淨是佛教的一種儀式，遍灑清
淨，使環境清靜內心也清淨。接著和發心捐助
石柱的陸志華居士夫婦，陳詩章居士夫婦，林
仁傑居士夫婦，江叔芳居士和黃志樑居士等八
位功德主剪彩。

最後在法師們誦念佛號聲中，信眾虔誠合

掌，淺步入香雲堂用齋，宏意法師為所有信眾
祈福，祝福與會大眾人人身體健康，增福增慧
。午齋後，大眾懷著感恩的心情離去，活動也
隨之圓滿結束。如果您想了解德州佛教會近期
的活動或願意參與義工的行列，請來電玉佛寺
281-498-1616 或上網 www.jadebuddha.org 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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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新區新增企業逾五萬
自貿區掛牌三周年 再推十項改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今年4月21日是廣東

自貿試驗區南沙新區片區（以下簡稱南沙自貿區）掛牌成立三周

年，11日，南沙自貿區就三年來行政體制改革情況進行了通報，

並公佈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相關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據悉，截至目前，自貿區南沙片區
共形成376項改革創新成果，其

中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的創新達184項，
涵蓋政務服務創新、證照分離改革、商
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後監管體制建設等
重點領域。

商家總數破9.2萬戶
南沙區政務辦主任羅建中在通報會

上透露，持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為南
沙的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經過三年努
力，市場活力顯著增強。截至2018年3
月底，南沙新區市場主體總數已突破
9.2萬戶（其中企業5.9萬戶，個體工商
戶3.3萬戶，兩者之比為1.8：1），較
自貿區掛牌前翻了2.7倍；自貿區新增
企業50,318家，是掛牌前的5.1倍；新
增企業註冊資本總額9,642.7億元人民
幣，是掛牌前的6.4倍。

南沙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潘玉璋還
在會上介紹了南沙自貿區關於進一步優
化營商環境的十項政務服務改革舉措，

其中“證照分離”改革試點2.0版本、
政務微信平台辦理等舉措的推行，尤其
受到入駐企業和民眾的稱讚。

初創企業獲服務便利
微軟廣州雲暨移動應用孵化平台自

去年11月落戶南沙自貿區後，已先後
吸引了29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創業團隊
入駐。
南沙自貿區的政務服務便利舉措，

使得孵化器平台對企業的吸引力大增，
該平台CEO馮建林表示，對於初創企
業來說，常常面臨人員規劃和職能配備
欠缺的問題，這就需要企業花費更多資
金來聘請第三方機構處理，而政務服務
便利舉措滿足了企業的需求。
南沙自貿區減少對企業資料審

查，減少辦理政務流程，流程大為縮
短，而且改為線上註冊後，材料均可
通過互聯網提交。從設立公司到拿到
證照，最快 2天可完成。馮建林認
為，“證照分離2.0版的推行及政務

微信平台的不斷完善，會吸引更多初
創企業來到南沙，這對自貿區的發展
也將形成促進作用。”
此外，南沙自貿區的行政體制改革

也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創業創新提供了
幫助。馮建林介紹，粵港澳打造科技為
先服務，而南沙自貿區作為大灣區地理
幾何中心，行政體制改革加上產業和人

才政策，吸引很多港澳人才北上創業。
“以我們孵化平台為例，已經吸引了港
澳、台灣和美國硅谷回來的企業入駐，
從去年開始營業到現在半年時間，註冊
團隊就超過40家，企業集聚效率比其
它區高出一倍。而港澳台比例在逐步提
升，有港澳創業者也讚南沙營商環境便
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在11日南沙自貿區公佈的進一
步優化營商環境十項舉措中，打造“指
尖微政務”一項涵蓋了個人增量、存量
房、公寓、車位等大部分房地產業務，
該項業務在全國屬於領先試點。
南沙自貿區通過建立統一入口的

政務微信平台，將各部門分散建設的

微信辦事入口全部向政務微信平台集
中，將實體和網上“兩個政務大廳”
部分服務事項，通過流程化再造遷移
到微信平台上，集成政策發佈、在線
諮詢、微信預約排隊、申辦查詢、稅
費繳交和評議投票等功能，使企業和
民眾辦事更便利。
據南沙區政府有關負責人介紹，與

傳統辦稅流程相比，微信辦理房地產契
稅業務涉及業務面積更廣，囊括了個人
增量房（俗稱一手房）、個人存量房
（已被購買或自建並取得所有權證書的
房屋）、車位、公寓、商舖等，基本涵
蓋了房地產交易鏈條的所有項目。

此外，全流程線上辦理，可自動同
步計稅金額，自動判定申報繳納信息，

自動生成信息，避免了手工錄入的繁瑣
和錯漏。而納稅人辦理完成房地產業務
後，可選擇馬上打印電子稅票或郵寄完
稅證明和發票，大大方便了納稅人。負
責人表示，“目前南沙購房者中有很大
一部分非本區居民，房地產交易全流程
微信辦理推出後，納稅人徹底擺脫了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節省了大量時間。”

率先推出微信辦理房地產業務

■■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十南沙自貿區為優化營商環境推出十
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項政務服務改革措施，，受到入駐企業受到入駐企業
和民眾稱讚和民眾稱讚，，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圖為南沙區稅務部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 深圳報道）為了更好地
促進深港科技創新和產業協
作，11日在深圳舉行的“綜研
國際報告會——合作創新助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會議上，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
究總監方舟建議在深港間建立
一個創新科技溝通合作平台，
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知識產權
跨境貿易中心。中國（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萬達、眾多專家、企業代表逾
百人參加了會議。
方舟表示，去年深圳的科

技研發投入佔GDP的4.19%，
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香港僅
佔0.79%，深圳高科技產業鏈
完善，香港的優勢是5間大學在
世界前100位，具有一定的科研
創新能力，加上香港金融市場
優勢，深港在創新科技和產業
合作方面機遇很好。香港作為
自由港，對人才有很強的吸引
力，深圳科技創新需要吸引大
量國際人才，把香港自由港的
優勢疊加到深圳，值得研究。
另外，如何把香港許多大

學基礎研究資源跟深圳產業嫁
接起來也值得進一步推進。他
稱，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在香港
設立創新中心，其看中的就是
珠三角良好的產業化優勢，因
為麻省理工申請的專利90%是
沒有辦法產品化。
在談到將香港的大學科研

創新能力與深圳產業優勢銜接時，他建
議在深港邊境建立一所新型的以產業研
究為導向的大學，建立溝通機制和平
台，將雙方資源打通，未來還涉及到跨
境要素流動，包括專業經理人團隊。

學
者
倡
港
建
知
識
產
權
跨
境
貿
易
中
心

■學者倡議香港建知識產權跨境貿易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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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文釗）賭王何鴻燊女兒何超
蓮斥資七位數港元開設的台
灣麵店11日開幕，獲媽咪陳
婉珍（三太）親臨支持，弟
弟猷啟因航班延誤趕不及回
港，但稍後與姐姐超雲一起
到店舖捧場。超蓮坦言10日
晚為新店開張緊張到失眠，
希望生意愈做愈好；她沒有
定下回本時間。

三太教女兒做生意要勤
力，超蓮也對自己有信心。
三太表示有為食譜試味，因
她本身對食也有要求，見做
得不好的也會開聲糾正。問
到有否送禮賀女兒開店？三
太笑稱應是超蓮送回給她，

她也不擔心女兒做生意辛
苦，始終女兒仍後生有體
力，只要做得開心便可。

未敢為未來媳婦評分
提到兒子猷啟將與女友

結婚，三太表示不會不捨兒
子，始終小朋友會長大要組
織家庭。
問到對未來媳婦有何評

價，三太說：“幾多分不敢
講，因未深入了解，只要兒
子覺得好就好，他們有自己
的想法。”婚禮籌備方面，
超蓮聞言即撒嬌當日是自己
開舖被搶風頭，三太就稱兒
子如有需要她也會幫忙，但
相信他會處理得好。

談到兒子Jayden已升
讀小學，李嘉欣透

露作為家長都要有適應期，
她自己像要讀第二次小學，需
要備課。“老師有時給小朋友
的功課都要家長參與，我亦享受
當中過程，我發覺現在的功課難
過以前。”問到教小朋友時有否衝
突，嘉欣謂：“一定有摩擦，我都
好無奈，希望不要影響到感情。
（要找補習老師？）暫時沒有，但我
不懂的都要找人幫手。”之前復活節
假期，嘉欣與兒子和母親去了大阪賞
櫻，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知Leon重私隱不騷擾他
提到黎明快做爸爸，嘉欣隨即送

上恭喜：“想不到他踏入人生新階
段，非常恭喜。（有否親自聯絡Le-

on講恭喜？）Leon好重私隱，會明
白大家都祝福他，我不想騷擾他。反
而之前他助手找我問其他事時，我順
道託對方送上祝福。
（會買定禮物？）不需要買定，

但會送禮物給他。（有否照顧寶寶的
小竅門給Leon？）現時資訊發達，
我的已舊，資料不夠Update。他應
該Handle到，有愛就沒問題。”

嘉欣又透露家中近日飼養了新成
員，那便是一狗一貓，其夫喜歡狗，
她和兒子則喜歡貓。嘉欣有時抱着貓
女都會跟老公說“恭喜你生了個
女”，Jayden聽後便有樣學樣。
當問嘉欣會否真的追個女時，她

答謂：“順其自然，覺得和兒子年齡
隔得太遠。其實養小動物都很開
心。”
懷有身孕的宋熙年穿低胸裙配三

吋高跟鞋現身，她表示：“要尊重場
合，不過落台便會換回平底鞋。要開
始購入一些較低踭的鞋子，比較安
全，老公（陳智燊）超級緊張，可以
話是 11分緊張，無論我坐姿、站
姿、吃的甚至動作快一點都大為緊
張。因我們第一次有寶寶，很多事都
不懂，老公以關心角度對待我。”她
在懷孕初期沒嘔吐現象，但有些疲
累，食慾不振，現情況好轉，開始要
調理好身體，吃得健康些。
熙年希望之後不要太發福：“現

在是懷孕中期，要好好享受這段時
間，正計劃和老公去澳洲旅行，把握
生寶寶前最後一次二人世界外遊。
（已知寶寶性別？）未知，寶寶好害
羞，成日遮住，要再做多次掃描才
知。其實男女都無所謂，最緊要寶寶
健康。”

祝福黎明當爸有感兒子有感兒子

小一功課好難
小一功課好難

李嘉欣暫未想追女
李嘉欣暫未想追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大美人”李嘉欣11日以大使身份到

跑馬地出席“2018愛彼女皇盃”活動，嘉欣提到兒子Jayden已升讀小

一，她指最無奈是在教導小朋友的過程中會產生摩擦，希望不要影響母子情。

提到好友黎明（Leon）快將榮升爹哋，嘉欣送上恭喜，可是因其照顧寶寶的小竅

門已過時，故未能傳授給Leon，但她覺得有“愛”便沒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陳嘉寶（Anjaylia）、蔡穎
恩 （Evelyn） 、 王 敏 奕 （Ve-
nus）及袁澧林11日在銅鑼灣出
席唇膏活動，以透視裝現身的
Anjaylia成功搶鏡。
Evelyn的攝影師男友譚運佳

憑《空手道》提名角逐金像獎最
佳攝影，她大方透露二人已拍拖
五年，對男友首次獲得提名，她
自爆開心到哭。“收到消息，我
們都好開心。朋友打電話話我知
這消息，當時我在地鐵內哭了出
來，看到很多幕後人員付出的比
幕前更多，希望給他多點支
持。”
她指男友不在港，未知會否

出席頒獎禮，但她都想陪男友出
席重要時刻。她還大讚男友好厲
害，替其驕傲，是否得獎都不重
要，希望他可好好享受第一次提
名，因知男友下了很多苦功。
Evelyn透露已請男友食飯慶

祝，還送了一部新款手機給

他，用來幫自己影相。
問到拍拖五年可有結婚打

算？Evelyn 帶笑說：“不知
呀，我都有想過，家裡人都好
中意他，或者他已Plan了而我
不知道呢。（男友得獎就結
婚？）不知，入圍已很開心，其
他入圍的都是大師，目標Set到
這樣會好驚。不過都想快點有好
消息。”

陳嘉寶用膠紙防走光
另外，人妻Anjaylia當日少

有地以黑色 Bra Top 透視裝現
身，十分性感。她指一身造型是
扮演古怪女孩，所以不敢大笑。
問到如此性感，老公可會不

滿？她笑說：“不會，最緊要
型，貼了一卷膠紙， 慎防有意
外發生。再者又有貼身保鑣，已
做足安全措施。（在家會否這樣
穿？）那不環保，會休閒點。”
又稱近日不停試了多個造型，希
望給大家新鮮感。

為男友入圍金像獎爆哭

蔡穎恩未知能否嫁得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梁漢文
（Edmond）醉駕罪成獲判停牌兩年及履行
160小時社會服務令後，11日首度公開露
面，他對判決告一段落也鬆一口氣，亦為停
牌作準備，已聘司機接載。

Edmond 跟林敏驄主持的ViuTV節目
《Good Night Show全民星戰》11日進行錄
影，更邀得倪晨曦擔任嘉賓。

問到Edmond是否已鬆一口氣，在旁的
阿驄笑說：“他錄節目時變回開籠雀。”Ed-
mond承認鬆了一口氣，之後會履行社會服
務令，會被安排一個人去做些文書工作，預

計本月尾或下月初便開始。當問他太太有否
擔心時，Edmond說：“實有，身邊朋友都
有。總之自己有不對的地方，要面對件
事。”
說到蘇永康寄語他“生性做人”，Ed-

mond說：“我好生性，當晚飲完酒已坐的
士回家，好清楚不能駕駛。但以為酒精隔了
一段時間已散去，而且回家後沒飲水，今次
是自己判斷酒精散發快慢有錯誤。（以後會
戒酒？）會飲少一些，滴酒不沾較難，這說
法不負責任。回內地工作難免要應酬，我會
好好監察自己，不會再出錯。”

最快月尾履行社福令
梁漢文：判斷酒精散發有錯

超蓮食肆開幕
三太不擔心女兒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李克勤、周國賢和AGA
11日宣佈於6月12日舉行一場拉闊音樂會，克勤特意出動私
夥古董車出席記者會，周國賢和AGA也分別帶來自己珍藏的
古董相機和結他。克勤笑言難得天氣合適可開古董車，因天
氣冷或熱、下雨都不能開。對於音樂會兩男一女的“嬲”字
組合，三人笑言希望到時不用跳舞，克勤笑指平時他練一支
舞要花三個月，如三個人都練，音樂會要延遲到12月了。曾
寫歌給克勤的AGA開心能跟對方合作，坦言自有意識起就聽
對方的《月半小夜曲》，長大練琴也會彈。周國賢也擔心要
唱自己寫給克勤的歌《龍鬚糖》，因太高音他唱不來，克勤
笑稱自己唱時也要青筋暴現，只是故作鎮定。

夥周國賢AGA開秀
李克勤不想跳舞

■■梁漢文梁漢文((右右))被林敏驄被林敏驄((左左))指錄影時會變開籠指錄影時會變開籠
雀雀；；中間為倪晨曦中間為倪晨曦。。

■■蔡穎恩蔡穎恩((左左))對男友有份入圍金像獎大表高興對男友有份入圍金像獎大表高興；；旁為陳嘉寶和旁為陳嘉寶和
王敏奕王敏奕。。

■ 何 猷 啟
(左)和賭王
三太(中)齊
撐 何 超 蓮
(右)的台灣
食店開張。

■■嘉欣謙稱自己的照顧寶嘉欣謙稱自己的照顧寶
寶方式過時寶方式過時，，未必適合黎未必適合黎
明明。。

■■““大美人大美人””
李嘉欣被兒子李嘉欣被兒子
的一年級功課的一年級功課
難倒難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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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演出好萊塢片《天使聖物：骸
骨之城》的男星高以翔，近年轉向對
岸發展，2016年因戲劇《遇見王瀝川
》爆紅後，這2年手邊就有5部電影排
隊上映。接下來他又要在新片變身動
作高手，本身擁有跆拳道黑帶的他早
在春節前就展開訓練，一改一般人都
覺得身高太高不適合拍動作戲的刻板
印象。
從 「時尚F4」 展露頭角的高以翔，在
台灣演出幾部電影及偶像劇後，就把
觸角伸向中國大陸發展。近年對岸的
影視圈頻頻與歐美接軌，在加拿大長
大，中英文都十分流利的高以翔因此
相當吃得開，除了可追溯到2013年的
《天使聖物：骸骨之城》外，他之前
在紐約拍攝陸片《情遇曼哈頓》，又
與王力宏在北京拍攝《古劍奇譚之流
月昭明》，這兩部片都與好萊塢的團
隊合作，可說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因

此 4月9、10兩日在紐約舉行，主要
提供中、美影視產業交流分享的首屆
GEIS全球文化產業峰會，也特別邀請
了高以翔出席。

對於再闖好萊塢，高以翔不諱言
最終目標當然是想能在當地發展，但
目前還是持開放的心態。基本上他每
次出國工作，有機會他也都會先到洛
杉磯，與一些製作人、導演們見面。
去年他就接到一部電影的演出邀請，
但因該片前置作業繁複，目前尚未訂
出確切的開拍時間，因此他也暫未確
定是否能演出。不過之後緊接著他就
會進組拍攝另一部暫需保密的中國大
陸動作電影，變身武打高手。雖然高
以翔193公分的身高似乎不利動作武
打，他卻沒在怕，因為身為跆拳道黑
帶高手的他，本身算有點動作底子，
他也在新年前就加強訓練，希望能在
大銀幕秀出苦練多時的絕招。

這次除了高以翔外，《我的少女
時代》導演陳玉珊也會帶著這部寫下
全球24億台幣票房的電影，在GEIS
峰會上播映。而針對GEIS峰會主要探
討中美影視圈交流溝通等議題，高以
翔坦言，即使他受西方教育長大，但
長久以來主要工作的還是華人為主的
影劇圈，以亞洲人的身分與西方人互
動時還是需要磨合，但也因為他的背
景，溝通可說事半功倍，他也能為老
外好好解釋亞洲人的文化等等。這次
GEIS峰會邀請了11位包括《以你的名
字呼喚我》的製片人霍華德羅森曼、
影集《陰屍路》演員James Chen、
《逃出絕命鎮》後期團隊 Ingenuity
Studios、Well Go Entertainment 電
影引進與發行部高級副總裁 Dylan
Marchetti等等好萊塢大咖參加，高以
翔也將會與他們對談，有機會更加拓
展闖蕩好萊塢的人脈。

別再叫他小紅豆
黑帶高手高以翔大銀幕秀絕招

何潤東身兼製作人、導演、演員
，首部電視劇 「翻牆的記憶 」 身兼數
職，如今又多了經紀公司老闆頭銜，
10 日他與情如親兄弟的好友畢國勇合
組 「歐爾娛樂 」 ，當作自己出道 20 年
禮物，他笑稱家裡有老婆 Peggy，工作
上則是畢國勇，直呼： 「2 個老婆都很
支持我。」

何潤東偕公司新人 Morrison 馬士釗
、陳欣斈出席記者會，2 人即是 「翻牆
的記憶 」 片頭片尾曲主唱，他透露，
當初籌拍戲時，為創作符合戲主題的
歌曲，每天像交作文一樣，將歌詞交
給畢國勇，在好友引薦下，聽到 Mor-
rison、陳欣斈的天籟歌聲，當下就指
定將片頭片尾曲給 2 人唱，並簽下成為
新公司歌手，他說： 「一切都是天時
地利人和。」

何潤東坦言自己也當過新人，因
此不會畫大餅，希望一步一腳印經營公司
新人，他當年以歌手出道，發片時公司辦
簽唱會，父親更親自擔任舞台設計，身體
力行全力支援兒子，還在唱片行前放鞭炮
壯大聲勢，將場面弄得熱熱鬧鬧，但到場
歌迷只有 3 人，笑稱自己已無歌手夢，曾
唱過 2、3 萬人的演唱會場，卻無法享受
唱現場的快感， 「只想著不要走音、忘詞
，完全沒有當歌手該享受的感覺。 」 認為

還是做自己擅長的事。
擔任新經紀公司老闆，被問是否將逐

漸退居幕後，何潤東感嘆過去 15 年的日子
簡直 「不像人過的 」 ，一年工作 360 天、
僅放 5 天假，剛好新戲 「鄧麗君之我只在
乎你 」 開拍日延期，他正好趁此機會放慢
腳步，好好過夫妻生活，至於做人計畫，
他笑： 「生小孩也要靠緣分，現在就是將
緣分期拉長，如果能一次雙胞胎更好。」

何潤東曝出道新人苦
簽唱會只來3人

陳鈺杰導演10日率領王柏傑、田
中麗奈、姚淳耀，及楊烈、呂雪鳳出
席台日合作的清新電影《盛情款待》
，其中田中特地抽空來台宣傳，聊起
她有一場戲跪坐超久，而且鏡頭一鏡
到底全都要講中文，當她辛苦拍完這
幕，卻被陳鈺杰要求重拍，她苦笑說
： 「導演笑笑的要求我，我心底萌生
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情緒。」

不僅是田中麗奈，連資深演員楊
烈、呂雪鳳都超怕陳鈺杰，呂稱他是
惡魔導演， 「那幕跪著的戲我偷偷坐
下來，一被導演發現就重拍。」 但演
員們同時也很佩服陳自編自導，還自
己扛攝影機拍攝。

片中王柏傑學習日本待客之道，

還要將行館改造成婚宴會館，現實中
，他的前女友柯佳嬿預告今年下半年
會跟坤達舉辦婚禮，被問是否排斥出
席前度婚禮？他大方說對方有邀請就
會現身，也說自己單身2、3年，呼應
片名《盛情款待》，其實很久沒帶女
生回家，接受家人的 「盛情款待」 ，
他解釋： 「通常穩定交往一年以上才
會帶回家給父母看。」

首映會開場由楊烈清唱日本古典
民謠〈琵琶湖之歌〉，近年來鮮少開
口唱歌的他聲音依舊渾厚洪亮。活動
還安排了在日本文化裡祈福許願重要
的 「鏡開儀式」 ，全體演員們拿著木
槌一起敲擊酒桶，祈求票房長紅。電
影將於13日上映。

田中麗奈遇臺灣
惡魔導演一跪再跪

81歲資深演員丁強和孫越相識多
年，昨被問到孫越，表示兩人近年鮮
少聯絡，只會在公開場合碰面，昨丁
強透過媒體才得知老朋友進加護病房
，感慨說： 「他早年演話劇的時候，
肺就有一些毛病。」

丁強跟孫越兩人1957年認識，當
年最早一起演話劇，直到1961年開始
有電視，丁強專心走電視圈，約1964
年電影開始蓬勃，孫越則轉戰電影，此
後兩人算是分道揚鑣，僅偶爾在大銀幕
合作，又過了幾年，丁強開始學做幕後
，兩人才又有多一點機會碰面。

不過丁強仍記得當過孫越的伴郎

，跟孫的老婆尤晶瑩亦是好友，也記
得1969年兩人一起拍國片《揚子江風
雲》，電影風格仿效美國當年火紅的
諜報類型片，那時他演扒手，孫越則
演開鎖高手，一夥人各有所長組成諜
報團。丁強補充說，早年電影多是台
語片，國語片1年約產出1部，大家能
夠合作國語電影算是幸運。

曾與孫越在電影《四傻害羞》
合作的導演朱延平，目前人在上海
處理私事，問到孫的病況，他心情
低落回覆： 「目前治療中我們不方
便說什麼，就衷心祝福早日康復，
不好意思。」

孫越國語老片
《揚子江風雲》當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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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念執導，郭京飛、迪麗熱巴
主演，大鵬、包貝爾、劉芮麟特別演
出的電影《21克拉》曝光終極海報，
郭京飛飾演的王摳摳與迪麗熱巴飾演
的劉買買各自手握壹把剪刀，剪斷面
前的絲帶，將代表著極度拜金與極度
摳門的對方剪斷，暗示了電影中兩人
相遇之後，經過價值觀的不斷碰撞，
為彼此改變自己、丟掉過去的故事。

最新發布的“斷舍離”版終極

海報，以色彩鮮明的手繪元素，結
合郭京飛與迪麗熱巴的片中形象，
呈現了王摳摳和劉買買兩個人分別
拿著剪刀，互相“剪斷過去”的場
景。在電影中，郭京飛飾演的王繼
偉是個省錢無所不用其極的小演員
，租房要求安裝獨立的水表和電表
，淋漓詮釋了自己的別稱“王摳摳
”，海報中的存錢罐、水表、電表
、破背包都是最能代表王摳摳特質

的“生活用品”。迪
麗熱巴飾演的劉佳音
也如她的別稱“劉買
買”，對購物、刷卡
、名車、包包、高跟
鞋無限狂熱，更放話
壹顆 21 克拉的大鉆
戒就能換走自己的
靈魂。當“摳門”
的極端與“拜金”
的極端同時遭遇破
產危機，兩人因壹
系列意外相遇，在
吵吵鬧鬧中擦出了
愛情的火花。正如
海報所示，兩人在
不斷了解中，理解
了對方，願意為愛
蛻變，把過去統統
剪斷。

《21克拉》改編
自同名話劇，電影由話

劇導演何念繼續執導，話劇男主角郭
京飛也再度出演王繼偉壹角，《21
克拉》是郭京飛與迪麗熱巴的首次合
作，兩人在以往的影視作品和綜藝節
目中都自帶喜感，這次合作可謂是
“男神精”和“女神精”的世紀會面
，他們在《21克拉》中不僅談錢說
愛，也徹底的展露了壹把喜劇天賦。
《21克拉》將於4月20日上映。

愛情喜劇《21克拉》

曝終極海報

由忻鈺坤導演，宋洋、姜武、袁文
康、譚卓等人領銜主演的犯罪劇情片
《暴裂無聲》全國熱映中。今日電影主
創特輯正式曝光，全方位揭秘了主創團
隊的創作之路。

這支沖勁十足的隊伍不僅克服了艱
苦的拍攝環境、超大範圍的空間廣度等
重重困難，更力圖通過美術、攝影、造
型等方面的精益求精來凸顯人物形象。
電影上映以來口碑壹路飄紅，更收獲姜
文、李晨、陳坤、大鵬、林允、海清、
夏雨、崔健、陳學冬、陶虹、歐豪、江
壹燕等幾十位圈內大咖發聲應援。

《暴裂無聲》講述了壹個相對閉塞
的北方礦業小鎮接連發生了兩起兒童失
蹤案，失語礦工張保民（宋洋 飾）、
黑心煤老板昌萬年（姜武 飾）與貪財
律師徐文傑（袁文康 飾）三人在金錢
、利益和家庭的重重迷局中展開壹場人
性的博弈。

導演忻鈺坤感慨道：“每壹個參與
其中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我們走了多少
路、爬了多少山。”

為了能使電影中每個人物更加鮮活
突出，主創團隊在細節方面也做足功夫
：通過羊肉、西紅柿等壹系列紅色元素
來表達昌萬年內心的火熱與血腥，再加
入充滿陰森與壓抑感的辦公區域、密室
等大場景，壹個黑心暴發戶的形象呼之
欲出。為了保證電影畫面更具沖擊力與
真實性，主創團隊更是在艱苦的拍攝環
境中完成了壹系列肩扛與手持的運動鏡
頭。

《暴裂無聲》曝主創特輯
感嘆"每個工作人員都知道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

今日，由徐崢監制、
主演，任鵬遠導演，王麗
坤、王硯輝、段博文、任
達華、於和偉、朱珠、趙
達聯合主演，將於4月28
日上映的犯罪懸疑電影
《幕後玩家》曝光終極預
告。

預告中，徐崢飾演的
億萬富豪慘被設局，不僅
遭人邦架，身陷重重危機
，更被逼背著定時炸彈從
高樓墜下，生死難測。而
其他主演更暴露隱藏壹面
：王麗坤與人合謀欲將徐
崢置於死地，王硯輝深夜
對人痛下殺手……居情走
向充滿嫌疑。

同時，電影還曝光了
壹張新海報。徐崢小小的
身體被壓在巨山般鈔票之
下，掙紮著向外爬出，似
乎暗示著隱藏在金錢欲望
背後的巨大危機，艱難求
生的居情。而海報上神秘
的輪廓似乎就是電影中的
幕後玩家。

徐崢《幕後玩家》
曝終極預告
背著炸彈跳樓？
徐崢被虐生死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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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數著手指頭苦苦盼著《復
聯3》還有多長時間上映麼？從4
月11日算起的話，離中國內地5月
11日的公映正好壹個月。

在這個……的日子，漫威影業
發布了壹支獻給粉絲的短視頻，雖
然只有1分鐘，但妮妮、美隊、錘
哥等人紛紛出鏡感謝粉絲們10年
以來、18部電影的陪伴，

“獻給我們了不起的粉絲，感
謝妳們十年以來的支持與啟發，我
們都是為了妳們。感謝十年以來那
些最棒的cosplay，在SDCC漫展H
廳前面排的長隊，看完電影之後去
讀漫畫，在twitter上的爭執，壹切
都是在為今日做準備。感謝妳們這
麼無敵，沒有妳們，我們無法做到
這壹切。”

從1944年Dick Purcell主演的
美劇版《美國隊長》，到1973年
的土耳其版《美隊》電影，1979
年Reb Brown主演的《美國隊長2
》，以及 1990年馬特·塞林格版
《美國隊長》。終於自2011年起
，我們迎來了熟悉的克裏斯·埃文

斯，三部《美隊》個人電影，兩部
《復聯》影片之後，《復仇者聯盟
3：無限戰爭》中，美隊的新戰袍
又有了許多新特點。

美國隊長
真名：史蒂夫·格蘭特·羅傑斯

美國隊長是壹位二戰退伍軍人
，也是世界上第壹位超級英雄。

主要力量：史蒂夫·羅傑斯擁
有增強的人類能力，包括強大的智
慧，力量，速度，感覺，持久性，
敏捷，毅力，靈巧與反應，以及快
速恢復能力。

作為瓦坎達的本土天才，如果
說美隊的新盾是蘇睿公主打造的，
完全說得過去。她估計也會給盾牌
加壹些讓人驚訝的更新，也許是能
量炮。

或者也會有像她給自己哥哥的
新制服中，加入的那種動能儲蓄系
統呢！

“Albro Movies”貼心地列舉
了自2008年以來，《鋼鐵俠》三
部曲、兩部《復聯》、《美隊3：

內戰》與《蜘蛛俠：英雄歸來》中
，好幾十件托尼·斯塔克穿過與設
計過的無數戰袍，視頻足足5分多
鐘，看得人眼花繚亂，嘆為觀止。

托尼·斯塔克
全名：安東尼·愛德華·斯塔克

能力：天才水準的智商，業務
精通的科學家與工程家，從美隊那
裏接受了些格鬥訓練，當有需求時
，身體上會非常強大。

億萬富翁、花花公子、慈善家
……

《復聯3》中，托尼本人穿的
是“血邊裝甲”（Bleeding Edge
），用的是新的心臟反應堆中的
能量，還是“Friday”當AI，振金
制作，能承受極限飛行，運用了
納米技術，哨兵模式，紅外掃描
，頭盔可完全伸縮，後背與手臂
上有翅膀，在深空中可作為火箭
助推器。

十年磨壹劍，裝備更強更炫
，演員全員集結，讓我們對壹個月
之後的“無限戰爭”拭目以待吧。

漫威宇宙十年走來初心未改
鋼鐵俠美隊戰袍縱覽 超英集結謝影迷

迪士尼收购福克斯的

计划还没有最终完成，不

过有些业内大佬已经开始

畅想收购成功后，如何拓

展漫威电影宇宙的版图了

。

《复仇者联盟 3：无

限战争》和《复仇者联盟

4》的导演安东尼· 罗素、

乔· 罗素在接受一家法国

出版社采访时，就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

“如果福斯公司和迪

士尼达成协议，那就意味

着将会有一大波新角色突

然出现。这样的话，做出

一些像类似‘秘密战争’

这样的事应该会非常有趣

。”乔· 罗素提到的新角

色，毫无疑问是福斯旗下

的漫威超级英雄，包括X

战警、神奇四侠、金刚狼

、死侍、电索、银影侠等

等。

不过罗素兄弟并没有

明确的指出他们所说的

“秘密战争”，是上世纪

80年代的前两次秘密战争

，还是2015年，多元宇宙

不断相撞后发生的最新一

次。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而

言，后者可能更适合独立

于漫画的漫威电影宇宙，

因为这次“秘密战争”将

漫威经典的“地球-616”

宇宙与终极宇宙结合起来

，大家所熟知的超级英雄

都将登场。

罗素兄弟强调，他们

目前依然专注于两部《复

仇者联盟》的拍摄工作，

并没有认真考虑漫威电影

宇宙的未来。

《复仇者联盟 3：无

限战争》即将于月底登陆

全球院线，中国内地则要

等到 5 月 11 日上映。而

《复仇者联盟 4》已经于

今年年初杀青，进入补拍

和后期阶段，影片将于明

年5月3日上映。待两部电

影上映之后，漫威宇宙未

来的发展走向或许会更加

清晰。

漫威拍攝“秘密戰爭”？
"復聯"導演流露意願 目前專註"復聯4"

日前，由好萊塢實力派演員凱特·瑪
拉、湯姆·費爾頓主演，根據真實故事改
編的美國電影《戰犬瑞克斯》宣布定檔
5月11日後，發布了“並肩作戰”版預
告片，不但展示了超燃戰爭實景，更有
人狗不慎觸雷險象環生的驚險場面。

電影《戰犬瑞克斯》改編自美國
女兵梅根·利維與軍犬瑞克斯的真實事
件。講述了女主角梅根·利維與軍犬瑞
克斯相遇、相識並共赴戰場產生了深
厚戰友情的故事。該事件曾壹度轟動
美國，感動了無數人。

瑞克斯的原型是壹條赫赫有名，
屢立戰功，曾在三個戰鬥部隊服役的
功勛犬。擁有中士軍銜的它在服役期
間，壹共檢查了超過6220輛車輛，參
與反恐工作的時間超過了11575個小

時，最後因健康問題被強制退役。
“並肩作戰”版預告片從頭至尾

透露出影片戰爭場面的緊迫感，真實
事件改編的背景更使該片基於真實的
世界軍事格局，營造出身臨其境的戰
爭氛圍。

本片以“軍犬”這個新奇的角度
還原伊拉克戰爭，首次全面展現軍犬
在戰區排爆、救人的驚心動魄的畫面
，真實刻畫了女兵梅根·利維與軍犬瑞
克斯在戰場上緊張、勇猛的狀態。

盡管戰爭為影片增加了不少看點
，《戰犬瑞克斯》中最打動人的還要
屬軍人與軍犬之間深刻的感情羈絆。
這壹點從瑞克斯與梅根·利維在硝煙四
起的廢墟中並肩而立的定檔海報中就
可見壹斑。

作為壹部軍事題材的軍犬電影，
預告片不僅聚焦瑞克斯本身，塑造了
壹條勇猛的英雄軍犬形象，更聚焦軍
犬與女兵愈加深厚的“戰友情”。除
了展現瑞克斯極佳的戰鬥素養和極強
的戰鬥能力外，還記錄了女主角梅根·
利維陪伴瑞克斯從訓練到勇上戰場的
整個過程。

電影《戰犬瑞克斯》的獨特之處
在於它在真實的背景下以壹種特殊的
方式升華了人與狗的情感。狗不再是
寵物，而是以戰友身份與人相處；它
們不再生活在人類的庇護下，而是反
過來，用自己的身軀保護人類。

5月11日，跟隨《戰犬瑞克斯》
，感受伊拉克戰場紛飛的戰火裏動人
的戰地人狗情。

《戰犬瑞克斯》曝"並肩作戰"預告
改編女兵與警犬真實故事 內地5.11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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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者憶援越抗法：
越軍幹部不帶頭沖中國帶著

1952年 7月，中组部干

部处处长帅孟奇大姐找我谈

话，决定派我去援越顾问团

任整党顾问组组长，这是我

第一次出国工作。

当时，这项工作是由中

联部主管的。我报到后，中

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即找我

谈话。他说：支援越南是我

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抗美

援朝一样光荣。援越人员的

待遇同抗美援朝人员一样。

现在越南虽然正在进行抗法

斗争，战火不断，但他们的

中央机关能在越北住两三个

月不移动。你们去那里工

作，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中国

革命的经验，提出建议，供

他们参考，但不要指手划

脚，强加于人。我们是兄弟

党的关系，这是同国内工作

不同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兄弟

党工作的一处向我交待工作

任务后，我们一行六人于这

年的8月到达驻越南北山附

近的顾问团驻地。当时顾问

团人员就住在山上的松林里，

住处都是搭的竹楼。这既可

防敌机轰炸，又能防潮湿。

顾问团团长是罗贵波同志。

顾问团下设办公室、军事顾

问组、财经组、公安组、文

教组、统战组、整党组等，

共有干部百余人，大部分住

在越方相应的工作单位。

1944年底我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了广西、云南后，

强占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加强

了越南同中国接壤地区的谅

山、高平、老街等据点的控

制，企图隔断越南同中国的

联系。次年春，胡志明主席

同陈赓同志商定，将越南一

部分游击队集中编为两个

师，由中国的两个师帮助他

们训练，采用官教官、兵教

兵的方法，教他们怎样打运

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怎

样使用各种武器。两个月

后，我们将两个师的武器，

装备他们的两个师，并派韦

国清同志率百余名军事干部

帮助这两个师。经双方商

定，先打边界战役，使中国

和越南联成一片。1950年 9

月 6 日，越军开始围歼东

溪、谅山之敌，然后奔袭高

平。15日战斗结束，共歼敌

3000余人，拔除敌据点13个，

给河内的敌人很大震动。但

越军干部，旧军人多，工农

少，不能带头冲，结果由中

国干部带着冲，伤二十余

人，我方干部反应较大。有

的同志表示如果牺牲了，希

望将他们的尸体运回中国。

毛主席听说后讲：青山处处

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援

越人员同抗美援朝人员一样

光荣。于是军事顾问先帮助

越方进行整军，主要是整顿

干部的思想作风，其次才是

训练各种战术。

战争形势的发展，急需

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来予以支

援。1951年初，应越南劳动

党中央的要求，我党中央派

罗贵波同志带一些干部成立

了政治顾问团。经顾问团建

议和越方同意，在顾问团下

面先建立了财经组，帮助越

方财经部研究制定征粮法、

税收法和财务制度。目的是

既要保证供给，又要减轻人

民负担，因此，强调必须长

期打算，增产节约。其次是

建立公安组，介绍我国的公

安工作方针，帮助越方公安

部制定除奸政策，建议他们

采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

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

奖的除奸政策。主要打击对

象是敌特和反动的越奸。办

法是走群众路线，不搞逼供

信;注意划清敌特和到敌区经

商者，更不要随便抓小商小

贩，讯问拷打。接着建立了

统战组，帮助越方研究制定

统战政策，以团结争取一切

抗法力量，吸收各党派及宗

教界爱国人士和开明人士，

巩固和扩大越联战线。同时

还成立西北民族自治区，培

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继之

又建立文教组，帮助他们办

报，组建通讯社，恢复和成

立各级学校。最后又成立了

整党土改组。1952年春，和

平战役之后，因韦国清同志

回国养病，军事顾问团与政

治顾问团合并，统一由罗贵

波同志负责。

1952年，胡志明主席提

出整党、整军和开展群众运

动，以提高干部党员的水平，

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

策，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

决定中央和联区开办党员训

练班。上半年越党中央开办

了第一期党训班，学员都是

省级以上干部。由政治局候

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党中

央组织部长黎文良任党训班

主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阮章任副主任。后者曾在

1948年经香港到西柏坡找我

党中央，并在我中央党校学

习一年。顾问团派人讲两门

课，一是形势任务和各项政

策，二是党的建设。胡主席

对训练班特别关心，经常去

讲话。

1953年春节，胡志明主

席派人接我和马广基去吃

饭。他问了党训班的情况，

听了我们的汇报，他非常高

兴，说这是整党的关键，下

一次还要办，人数可多些。

今后秋天开始减租减息，然

后进行土改，那时就不能再

办了，都得去搞群众运动。

吃饭很简单，一个炒空心

菜，一个炒鸡蛋，一碗鸡汤。

后两个菜是为我们添的。胡

主席平时喜欢吃空心菜，鸡

蛋汤。他生活朴素，土布

衣，抗战鞋，粗布蚊帐。他

自己打字，起草文件。他经

常到群众中访问，看望战

士，平易近人。他的汉语讲

得很好，我们谈得很随和，

很亲切。其他越南领导人对

我们也很关心，很重视顾问

团的工作。长征、武元甲、

黄国越等都曾到顾问团看望

过我们，并一起合影。范文

同总理还请我们会餐，并观

看了文艺演出。

春节后我们又回到了训

练班。这期参加的人更多，

包括越南南部的干部，共

123人。为了开展群众运动，

进行减租土改，我们介绍了

中国的经验，他们进行了学

习讨论。看来越南干部没有

这方面经验，训练群运干部

是个很大问题。

1953年春，越党中央决

定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行

土改，并指定由政治局委员

黄国越负责，中央委员胡曰

胜协助。国内又派来一些同

志组成土改整党顾问组，由

我任组长。经过宣传动员，

诉苦，对个别越奸恶霸进行

斗争，将没收的财产和土地，

分配给了贫苦农民。接着建

立农救会、青救会、妇联和

自卫队，改选了村乡政府。

最后还提拔了一些干部，发

展了一些党员。农民觉悟很

快提高。这给越方干部上了

很好的一课。他们以前不了

解农村阶级状况，更不懂怎

样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减租

减息。看来应动员大批干部

到农村参加减租土改，这是

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党中

央又从华北、华东、中南各

大区调来县以上的土改顾问

42人，进一步训练越方干部，

开展减租运动。

在此基础上，于同年12

月召开了越南第三届国会，

通过土地改革法，提出土改

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

农，联合富农，逐步和有区

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

展生产，促进抗战。根据中

国的经验，注意保护工商业

和小土地出租者，对民主人

士予以适当照顾，对地主家

庭出身的干部应回避。各联

区在减租的基础上进行土改

试验。各级武装部队，为保

护群众运动，积极向敌占区

开展活动，主动打击敌人，

使土改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1954年春，韦国清同志

同胡主席商定，要发动春季

攻势，以解决西北莱州周围

的敌人，使越中老可连成一

片。自4月初开始，越军于

十天之内攻克莱州等九个据

点，歼敌2000余人。法军被

迫集中印支主力1.7万余人

来增援，并抢占了奠边府周

围据点。这些均是法军过去

的老据点，全系钢筋水泥工

事。周围是山，中间是小平

原，奠边府在平原内。越军

先攻克周围山上的小据点，

但大据点仍在敌人手中。敌

人在我炮火控制之下，供应

靠空投，我们一时难以攻

克。这时，是攻还是撤，出

现争论。最后还是中方顾问

韦国清力排众议，主张坚决

进攻，力争全歼法军。于是

立即将在中国装备训练的炮

兵师调来。先在夜间偷袭敌

飞机场成功，使敌无法逃走;

然后炮击敌工事，再发起进

攻，全部消灭了法国的精锐

部队。5月 7日战斗胜利结

束。经过这次战役后，法国

内阁垮台。孟代斯?弗朗斯

上台后，同意与越方在日内

瓦谈判。越方提出法国撤

军，实行普选。这时法国想

脱身，而美国却极力阻挠，

谈判直到6月16日仍无法进

展。乘休会期间，周总理于

7月 3日到柳州同胡主席商

谈。周总理说：目前印支战

争对我们有利，但发展下

去，美国可能插手，不如在

谈判中作些让步，达成和平

协议。总理提出柬、老同越

分开，越可提出南北分治的

方案。胡主席表示同意，从

而打开了谈判僵局，于7月

20日达成协议并签字。美未

签字，但表示不使用武力阻

挠。这成为越南历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

日内瓦协议之后，越方

准备接收法军占领的城市和

交通要道。顾问团也组成接

收小组，由军事、公安、财

经、文教等各有关组派人参

加。在接收步骤上，决定先

原封不动地接过来。然后再

分别情况，逐步处理，以防

止敌人破坏。当时我在太原

进行土改试点。根据新情

况，要各联区开始进行土改

试点，总结，训练干部，准

备在越南北部地区全面开展

土改运动。

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

支和平，越南革命进入新的

时期。越党中央提出了两项

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北方

，争取解放南方，为实现祖

国统一而奋斗。胡主席提出

必须迅速地把北方建设成为

全国坚强的革命根据地。

1955年11月1日，胡志明主

席、越党中央和政府重新回

到首都河内。

中方援越顾问团也随之

迁到河内。与此同时中国也

在河内正式建立了驻越大使

馆，罗贵波受任为我国驻越

南首任大使。国内则另派方

毅、乔晓光担任顾问团的

正、副团长，由方毅和乔晓

夫分别负责经济建设和土改

整党的顾问事务。还随之建

立了工作组，由曹春耕任组

长，我仍任土改整党顾问组

长，直到1955年10月中越两

党商定除中方派出的经济建

设顾问外，其他中方顾问一

律撤回中国时，我才卸掉这

一职务奉调回国。

國軍拒日軍最後通牒
蔣介石密電要求穩打3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率二十九

军主要将领于1937年7月28日夜间撤出

北平。

在二十九军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条

件艰苦，所以没有什么纷争。冀察政委

会成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因利益纷

争，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原先商定

好的权力排序(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

赵登禹、刘汝明)被打乱。此时一小撮汉

奸亲日派，如齐燮元、张允荣、潘毓桂、

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极力分化二十

九军内部。时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主要驻

防在天津周围，在北平北苑有阮玄武的

独立第三十九旅，南苑、团河和北平城

内也有一些部队。

在1937年5月时，宋哲元为了躲避

日方纠缠，借机回山东乐陵老家，行前

命秦德纯(因秦没有兵权)负责对日谈

判，并令冯治安代二十九军军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见进攻受

阻，转而以“和谈”迷惑冀察当局。到

了7月15日，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在天津

宋哲元的寓所开会，在对日战、和问题

上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二十九军将领

意见不一致，使军长宋哲元左右为难，

坐失反攻良机。等到大批日军陆续从关

外开到平津附近后，形势已经是万分危

急。虽然如此，7月27日，宋哲元拒绝

了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最后通

牒，并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下令二十九

军全体守土抵抗。后接到蒋介石给宋哲

元的密电:“稳打三日……务望严令各

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中央必星夜

兼程，全力增援也”。这更加坚定了宋

哲元抗战的决心。

7月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北

苑、西苑、黄寺、团河等驻军发动总进

攻。驻平绥线"沙河保安队(该保安队属

石友三部)附敌"，日军切断平绥铁路

线，北平变为孤城。二十九军官兵不畏

强敌，英勇抗战。佟麟阁、赵登禹于中

午先后殉国，官兵伤亡惨重。下午三时

许，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

的问题。随后蒋介石接二连三致宋哲元

密电，督促他及时赴保定坐镇。28日晚，

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

命的刘健群和戈定远秘密来到北平，见

到了宋哲元、秦德纯及张自忠。宋哲元

答应必到保定。刘健群、戈定远离平仅

仅过了三小时左右，宋哲元就带领秦德

纯、冯治安、陈继淹等匆匆乘车离开北

平赴保定。被迫撤走的第三十七师官兵

沿途仍受到了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

二十九军的广大"留

守"官兵坚决反对所谓"

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

田领导三十八师进行了

天津反击战外，刘汝珍

也率部突围。而原西北

军将领也纷纷对所谓"和

平"政策进行谴责。许多

不甘附逆的人(如贾德

耀、刘郁芬、田春芳、

过之翰等)多以患病、工

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

或离开平津一带。

正当此时，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

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

司令刘家鸾的率领下，向驻防天津市区

的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在这场天津

反击战的同时，冀东"保安队"张庆余、

张砚田两部在通县反正，将通县的日本

间谍、特务大部分击毙，并抓获了"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的头目殷汝耕，准备送交

宋哲元处(但宋已赴保，张等未见到宋。

在通过北平城下时，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天津反击战和通县反正使日本军方

大为惊恐。他们一直以为"留守的二十九

军官兵"不敢轻易与日军作战，没想到才

到7月29日，天津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

的抵抗。因为天津抗战的部队主要是二

十九军三十八师所部，日军方开始怀疑"

中国留守部队"的军事长官控制不了自己

的属下。特别是通县反正后，日军方对

平津地区有兵权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

汉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宪兵逮捕，追

究责任。日方需要一个过去地位较高(在

北洋时期或国民政府中做过国务总理级

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号召力)、

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门大开，"各

处岗警均一律换三角符号，未带枪械，

指挥交通"。一群没有兵权的汉奸开始粉

墨登场——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

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潘毓桂

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军方立场，召见新

闻媒体，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

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

军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

安队"。7月31日，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

长，边氏于午后在进德社"非正式就职"。

亲日的李景阳随之就职天津警察局局

长，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国民政府规定

警察夏季制服是黄色)。李景阳还立即召

开各分局长、特区主任会议，派着黑衣

警察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零星"保安

队"缴械。到8月2日后，日军方开始操

纵分别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直接

指使汉奸办事，"诸事皆由汉奸操纵"。8

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期不到

会"为名，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

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

三8个人一律开缺，"聘"张允荣、张璧、

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

泉荪、陈中孚为委员。

8月 4日晨 9时半，日军开入北平

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区。8月7日，《北

平晨报》上登载了张自忠的声明，说明

已于6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平津

从此进入漫长的8年沦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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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國，
風俗習慣和生活小竅門大集合

所谓入乡随俗，刚到美国不

久的华人，常常会因为文化背景

不同，及对美国生活、风俗习惯

了解不够，而“出洋相”闹笑话

。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些在美国生

活应该掌握的小窍门和社会风俗

习惯：

1、中国人的习惯中，很少会

有付小费这个概念。其实，在美国

很多地方都需要支付小费，例如餐

厅、理发等通常占10%-20%的消

费； 旅馆、计程车等通常只需要1

至3美元。此外，美国的餐厅一般

一桌只有一个服务生，一开始是谁

帮你点菜的，期间有什么事情都找

他，因为你的小费只付给他，所以

其他服务生没有义务再来帮忙。

2、Rebate(折扣)和cash back

（现金返还）都是在美国经常用

到的促销方式。所谓Rebate就是

把东西买回家之后，填一份申请

书，附上产品的电脑条码（UPC

），连同收据寄给制造商，他们

回寄你支票；而cash back就是在

结帐的时候直接退还现金给你。

3、很多场合会要求出示身份

证件，特别是附有照片的证件，

如银行开户，餐厅酒吧点酒，使

用支票购物，到邮局领包裹等。

可用来证明身份的证件有驾照、

学生证、信用卡等。附记：驾

照于笔试后即可得到，但无法开

车，需要另外考路试才可驾驶。

4、在美国念书，一定要强

制保险，多数学校明文规定没有

保险，就不能注册。学生保险的

费用大约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

个家庭大约在二千至三千美元之

间。选择保险要注意可能发生的

疾病，是否在Cover（报销覆盖）

的范围，还有Cover的比例是多少

。美国保险是部分给付，而且要

超过一定金额，称之 deductible

（免赔额）。一般保险Cover的

范围是“医疗上必须”的。附记

：如果学校没有一定要申请，那

么治牙费用不在保险范围内；大

病通常都需要自己购买保险。

5、美国社会现在几乎是持

卡时代，随身不带太多现金，以

免招来危险。有时在餐馆使用百

元大钞，还会引来不便，不如

随身携带提款卡及信用卡，

使用方便。虽是如此，但随身不

妨多带些quarter（25 美分硬币

）及小面额现金（如1、5、10

面额美金），一来可打电话，二

来可付小费，或其他投币之用。

附记：如提取大量现金（超过

2000美元）需要提前打电话预定

。

6、各种帐单应准时支付，帐

单上多会载明付费截止日期，

最好能够提早一周左右支付。万

一误时，不仅可能会遭罚款，同

时也会使自己信用扫地。附记：

在美国信用大于一切，信用不好

今后买房、买车困难，甚至连工

作都难以找到。

7、美国人喜欢养宠物，特别

是狗和猫，但是在未经主人同意

时，最好别随意逗主人家的狗。

美国人带狗去住宅区散步时，会

带着为狗清除粪便的工具与袋子

。有责任心的美国人会将家中养

的狗猫带去兽医那儿做节育手术

的。

8、有人打喷嚏时，美国人就

会异口同声地对他说“Bless you

”（保佑你），打喷嚏的人也都会

说“Thank you”致谢；在公共场

所避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了嗝，

就得赶快说声“Excuse me”（不

好意思）。了解并遵从简单的生活

习惯，有助于让你很好地融入美国

社会。

9、在美国公共场合例如公交

车、地铁不要大声喧哗，注意排

队上车。

10、万圣节在北美有习俗，

小孩子会挨家挨户敲门，你需要

准备些糖果，否则你的窗户可能

不保。附记：这是北美的习惯，

警察不会管的，自己多准备些才

是硬道理。

11、租房在美国很关键，学

校里面比较贵但是安全系数比较

高；学校外边自租相对自由也可

以有更多选择，费用也会相对便

宜，但要看清楚房费是否包含各

种杂费（如水、电费；物业管理

费等）。

12、Boxing Day（节礼日）

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打折日，也是

采购的最好时机。如你需要购买

心仪的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队，

否则好东西都没有了。

赴美留學不可不知，
美國各州生活習俗大不同

美国作为一个的移民国家，

相对来说各个族裔的融合度比较

高，“普世价值”称霸主流文化；

相对其他homogeneous的民族国

家，“习俗”这种概念并不常见。

这里可能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aka。【独特的地方】。

根据地区差异(Regional vari-

ations)，美国分为如下几个地区：

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

中大西洋地区(the Mid-At-

lantic states)

南部地区(the Southern Unit-

ed States)

中西部地区(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西 海 岸 地 区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其中西海岸地区还可以分为

太平洋沿岸各州(Pacific States)和

山地各州 (the Mountain States)。

国内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区域

差异，但区域内部的文化和生活

习俗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国分 为

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

西南等区域)。

1

“圣经带”(Bible Belt)：指

的是美国东南及中南部各州，

包括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

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田纳西、

密西西比、肯塔基、阿拉巴马、

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

来纳等黑人比例较高的州。由

于该地区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

徒，民风非常保守，对宗教狂

热，日常行事都要以圣经作为

基本准则，去教堂做礼拜的人

数比例 (church attendance)要远

远高于美国其它地区。在美剧

《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就

因为来自保守的南方Texas而常

被大家取笑他家乡和他妈妈的

生活习俗。

2

每年 3月 17日的爰尔兰节

日圣帕特里克节 (St.Patrick’ s

Day),芝加哥市内的芝加哥河都

会被染成绿色，纽约的第五大

道也会举行大游行，全国各地

的人们也都会穿上至少一件绿

色的衣服、裤子、鞋子、包甚

至帽子。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

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的基督教官方宗教节日，现在

也是爰尔兰的国庆节。由于绿

色是爱尔兰的国旗颜色，因此

每逢每年的这一天,爱尔兰人和

全世界的爱尔兰后裔都会以穿

戴绿色来庆祝此节日。圣帕特

里克节主要在美国北方各州较

为盛行，因为南方各州非裔人

口比例高，爰尔兰后裔相对较

少。

3

当美国人提到“软性饮料”

(soft drinks)，不含酒精的饮料)

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词汇

是不一样的。新英格兰地区和西

海岸地区(少部分中部地区)的人

们使用soda(苏打碳酸水)来指代

软饮。中西部地区的人们使用

pop(汽水)南方地区的人们使用

coke(可乐)。

4

以硅谷湾区(Silicon Valley,

Bay Area)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

地区文化集中于 technology 与

start-up (科技与创业)，而以纽约

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地区文化集

中 于 fashion, arts/entertainment,

media 附尚，艺术/娱乐,媒体)。

西海岸人民热衷于谈论运动、健

康、户外运动等体能特技 (phys-

ical feats)话题，而东海岸人民则

更偏向于室内运动和爱美。

此外，还有一个"8/6 Phe-

nomenon" (8/6现象)，就是说 在

硅谷湾区能被评为8分的女人，

到了纽约就至多只能是6分了(因

为湾区男人占多数，而纽约是女

多于男)。

5

说到民风自由、种族多样性

非常高的加州，就不得不提到加

州令人蛋疼的交通。除了北加的

湾区尚有公共交通Bar係统(类似

于地铁，联结了旧金山、圣约

瑟、奥克兰、伯克利、萨克朗门

托等湾区主要城市)，加州其他

地区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公共交通。

美国许多地区的公路最左道

被规定为carpool ,是给坐了两个

人以上的汽车的专用通道。南加

城市洛杉矶市内的405号公路有"

北美最大停车场〃之称，加州汽

车的普及率保有量可见一斑。

6

在美国，进门是否脱鞋也因

地区文化不同而异。在大部分南

方各州及哥伦比亚特区，进门无

需脱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州，

进门必须脱鞋。一般来说

(1)鞋子是湿的或是脏的

(2)室内的地毯或地板较为

贵重，这两者中符合任何一者进

门必须要脱鞋。

7

和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大陆的

人们相比，来自夏威夷岛的人们

身上会有更多纹身(tattoo)。

这一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1)宗教保守主义在夏威夷岛

屿的影响非常之小，民风相对自

由开放。

2)由于夏威夷岛的高度移民

率，波利尼西亚文化（Polyne-

sian）、东亚文化、西方传统三

者的融合，为夏威夷地区的纹身

文化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图案选

择发展方向。

3)军队的存在也同时促进了

夏威夷地区纹身文化的繁荣。

总的来说，越是民风开放、

少数族裔人口比例高的地区(诸

如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冈州及南

方的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 州

和内华达州等)，纹身文化越是

流行。

8

由于这一点上用词的差别，

在法国后裔主要聚居的南路易斯

安纳 (尤以新奥尔良为甚)地区

非常盛行的著名菜肴 Crawfish

Etouffee (一种以焖炖贝类和壳类

动物为主菜、同时辅以米饭和其

他酱料的菜肴，最负盛名的这款

叫做“路易斯安那焖炖小龙虾”,

若是将此名字说给土生土长于北

方五大湖区域的美国人听，他可

能会以为你在说不好的假发。

9

在美国，出行方式是坐飞机、

大巴或自己开车 (roadtrip),极少

人会选择坐火车。现今的美国铁

路已经极少用于客运，相当多的

地区甚至都没有铁路或火车站，

即便是在有铁路运营的地区，坐

火车的花费也往往高于坐大巴、

飞机。

相对来说，东海岸的轨道交

通要发达些，当然了跟中国那是

没法比,但跟公共交通几乎为0的

中部和西海岸比要好太多。在汽

车高度普及的加州，有一个有趣

的说法：为了鼓励居民坐火车，

政府允许居民自己去购买一节火

车车厢，然后放自己家院子里，

随意涂鸦成自己喜欢的图案。

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车，就

联系政府，然后相关部门会拉来

火车头将你家的车厢拉到铁轨

上，然后就可以坐只有一节的自

家火车出去玩。

10

虽然惯例上大家都默认美

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事实

战邦法律(Federal level)并没有明

确规定美国的官方语言；仅是

有28个州在州法律级)立法规定

了英语是 de facto official lan-

guage 实上的官方语言)。此外，

在新墨西哥州和美属波多黎各

地区，西班牙语同样拥有官方

语言的地位 (因为新墨西哥毗

邻美墨边境，有大量的墨西哥

移民)。

最容易被國人忽視的
美國習俗竟然是...

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你

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不

管做什么事，都得提前预约。

看病、见律师、开会，这类预

约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修空

调、洗地毯、搬家这种蓝领干

的工作也要提前预约，可能许

多人就不解了。

在看惯满大街都是劳力挑

夫的中国人眼里，以为美国工

人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的蓝

领，同样不会为了钱而选择在

家庭聚会上迟到，或错过一场

棒球赛。中国人大多有过不事

先预约而手忙脚乱的体验，包

括我自己。

在美国，预约是一种习俗，

也是一种礼节。邻里串门，要

进门小坐几分钟的那种，即使

相距只有20米，也一定要事先

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因为说不

定你去敲门时，邻居正有急事

准备外出；或者家里一片零

乱，此时不想被打扰。为了避

免尴尬，保险的做法就是打个

电话预约，看看这会儿是否适

合登门拜访。一个朋友嫁了老

美，有一次开车偶然路过她婆

婆家想进去看看，打电话过

去，她婆婆回答：千万别来，

我还没化妆呢。这位婆婆，其

实早已80多的高龄。如果朋友

没打电话，冒然去敲门，会是

什么结果呢？

许多美国人的一天都会有

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散步、

骑车、打球、陪孩子......看上

去这些并不重要，似乎可以

随时取消，可以随时被工作

或其他挣钱目标挤占。其实

不然，这些对他们而言可能

与工作同等重要，甚至更加

重要，且早已在他们的规划

之中。如果计划有变，他们

可能会妥协，但未必感觉爽

快。所以，与看上去很闲的

美国人打交道，也最好做到

凡事预约，少些临时起意，

这一定能为你的教养加分。

预约习俗的背景是彼此尊

重和珍惜时间，做事不预约或

者没有预约习惯，在美国会吃

大亏。打个比方说，出门旅行

在外，如果不提前订机票、订

宾馆和租车，那么等待你的可

能是两倍甚至四倍于他人的价

格。家里东西坏了，找7天 24

小时随时上门服务的公司，价

格往往也是两倍。至于生了

病，不想预约而去急诊室的

话，估计200美元可以看好的

病，到时付2000美元都不够。

遵守预约习俗还得注意不

要轻易取消预约，如果不得不

取消也一定要尽量提前。比

如，你被邀请去别人家里吃饭，

想要取消预约最好提前至少一

天，且一定要诚恳道歉。因为

在饭局之前，主人肯定早已买

好食材，准备好饭菜，临时取

消意味着食物的浪费，同时也

让主人的忙碌毫无意义，再说

为了等客人赴约，主人可能推

掉了其他预约，总之千万不要

小看这一顿饭。

其他方面，比如看医生，再

如上门修空调，如果你之前有预

约却改变主意了，也一定要打电

话过去通知。无故取消预约又不

打电话通知，绝对是种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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