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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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INATOURUS.COM 
713-568-8889
公 證 認 證 ●   全 球 簽 證 ●   護照更新公 證 認 證 ●   全 球 簽 證 ●   護照更新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1/$399 (臺灣來回機票+江南團,含門票)

歐洲 中國 星馬泰 
日韓 古巴  冰島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團（買一送一）

加拿大洛基山/海洋三省 ( 買二送二/一 )

Viking
Gate 1

中國簽證$170
太空中心門票$18

%
OFF20

12/3-12/9   皇家古巴，巴哈馬7天遊輪 $580/人
11/15-11/22 獨家維京古巴8天遊輪 $3073/人( 包機票 )

7/4-7/8      聖路易斯，芝加哥5天團，休士頓出發 $599/人
9/15-9/26    豪華歐州7國12天 （法/意/德/奧等）$2555 /人

2018全旅專人帶隊 美東 美西 黃石
   德州本地團

★ 大優惠 ★

%
OF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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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301-5988
布  蘭  諾  分  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  斯  汀  分  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小型商業貸款(SBA Loans)
．商業建築/房地產貸款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地產貸款 (Commercial Financing)

福安保險福安保險(William Xue)(William Xue)
經驗豐富經驗豐富﹐﹐服務僑界十餘年服務僑界十餘年
專精專精﹕﹕奧巴馬健康保險奧巴馬健康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老人聯邦醫療保險
商業商業﹑﹑餐館餐館﹑﹑汽車汽車﹑﹑房屋房屋﹑﹑人壽保險等人壽保險等
電話電話:: 713713--771771--85118511
地址地址﹕﹕69016901 Corporate Dr., SteCorporate Dr., Ste 122122,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人 物 风 采人 物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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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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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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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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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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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每日以不同的主題，討論親子間的性教育

節目介紹：
現在社會中，父母親與孩子之間很少在討論開放的性觀念或
是性話題，而父母親想要主動跟孩子討論卻感到尷尬，然而
，孩子往往會得到錯誤的性觀念。《爸媽囧很大》每日以不
同的主題，討論親子間的性教育，透過50位爸媽大膽表達對
子女的關心，也透過50位孩子來向父母大膽提問。節目中當
然不只有性教育議題，還包含了其他家庭問題或教育問題，
已達到兩代之間正常溝通的意義。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重播時間為7月13日（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爸媽囧很大》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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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虎寶寶玩美洲虎寶寶玩““越獄越獄””被媽媽霸氣叼回被媽媽霸氣叼回

波蘭舉辦航空飛行表演波蘭舉辦航空飛行表演
特技飛行精彩炫酷特技飛行精彩炫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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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冠軍圖為冠軍1717號佳麗陳曉華號佳麗陳曉華((中中))、、亞軍亞軍2020號佳麗鄧卓殷號佳麗鄧卓殷((左左))及季軍及季軍77
號佳麗丁子田號佳麗丁子田((右右))。。

大宗商品期貨緣何普漲
近壹段時間，大宗商品期貨出現普

漲行情。這也契合了今年以來全球主要
大宗商品市場整體升溫趨勢。

從整體商品指數看，近期突破了維
持壹年的大震蕩區間，創出近3年的新
高，引發市場關註的明星品種也越來越
多。比如，上市不足壹年的蘋果期貨主
力合約從今年4月份以來不斷刷新紀錄。8
月28日，蘋果主力合約1901收盤價為
11916元/手；甲醇期貨穩步上揚，創4
年半新高；PTA（精對苯二甲酸）“暴走
”行情持續，8月28日主力合約1901收
盤漲近5%，創5年新高；連行情低迷許
久 的 橡 膠 也 終 於 “ 活 ” 了 過 來 ，
RU1901主力合約曾在8月21日尾盤漲
停。

大宗商品期貨緣何普漲？是否有基
本面支撐？未來趨勢如何？就此，經濟
日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政策調整利好需求
中大期貨首席經濟學家景川接受記

者采訪時表示，8月份以來的期貨價格
上漲行情與國內政策調整有關。在貨幣
政策上，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7月份以來，央行采取了超
量中期借貸便利（MLF）、指導銀行支
持低級信用債等舉措；在央行下半年工
作電視會議上，提出鼓勵金融機構加大
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近期市場流動性
較之前有了明顯好轉。同業存單利率、
回購利率以及國開債利率等均顯著回落。
制約商品價格的流動性壓力明顯消退。

在財政政策方面，明確了將加大基

礎設施領域補短板的力度，強調實施積
極的財政政策。在政策主線指引下，下半年
在基建、消費等方面或有進壹步政策落地，
對商品尤其工業品需求產生利好。

從商品供需來看，雖然國內經濟增
速面臨壹定放緩壓力，但不少品種上半
年需求總體仍好於市場預期。同時，國
內環保督察的持續推進，令壹些工業品
上遊的產出受到限制，表現在鋼材、焦
炭、鐵合金、鉛等品種的庫存處於偏低
水平。低庫存格局使得商品市場呈現易
漲難跌格局。

此外，近期由於美元走強人民幣相對
貶值，使得國內商品受到壹定計價因素的
影響，表現在價差關系上呈現出國內商品
強於國際市場的特征。航運回升也反映了
全球需求在歐美經濟復蘇的背景下有所回
升。近期商品市場表現與今年主要經濟體
經濟運行狀況向好的趨勢相符。

徽商期貨研究所所長張寶平告訴記
者，根據美林投資時鐘理論，加息周期
內的過熱階段，配置首位的大類資產就
是商品。截至今年6月14日，美聯儲已
經連續加息7次，當前聯邦基金利率維
持在1.75%—2%，但加息遠沒有結束
。美聯儲的加息政策具有引導作用，會
推動全球經濟進入美林投資時鐘所說的
配置商品的時間周期。與此同時，隨著
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報復性關稅政策的
實施會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脹預期，涉及
國內的大宗商品，比如化工、油脂油料等
。此外，國內投資資金配置需求也推升
了大宗商品價格。

看漲行情也有結構分化
不過，在商品期貨價格普漲行情中，

也有結構分化。中信期貨研究咨詢部副總
經理劉賓接受經濟日報記者采訪表示，
壹些品種表現強勢，但具體到板塊方面，
各自的驅動力還是略微存在差異。比如，
有色品種的反彈主力驅動力來自美元回
落；黑色系品種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強勢
則是因為環保和基建預期的雙重利好刺
激；能源化工板塊走勢分化，壹方面原
油期價偏強，另壹方面PX（對二甲苯）由
於下遊開工率高，需求相對不錯，價格
強勢；農產品分化更明顯，蘋果期貨壹
枝獨秀，主要是減產驅動力，而雙粕期
貨價格（豆粕、菜粕）走勢則受到近期
生豬疫情拖累。

景川表示，對壹些原材料產業實施
限產，將提振產品現貨價格，並傳導至
期貨市場。例如近期對江蘇等地區鋼廠
的限產，對螺紋鋼、熱卷等品種構成利
好；對山西等地區焦化廠的限產，對焦
炭品種構成利好。不過，如果限產發生
在行業下遊，則將削弱相應商品的需求，
對價格產生利空；例如近期對山西焦化
廠的限產，對焦煤就構成利空。對於焦
炭來說，既有本身焦化廠限產帶來的供
應端利好，又有下遊鋼廠限產帶來的需
求端利空，對價格的最終影響要看兩方
面因素的強弱關系。

張寶平認為，就當前來看，黑色煤
炭板塊的大部分品種都受到環保限產影
響，其中螺紋鋼、熱卷、焦炭、鐵合金

利多影響較為明顯，而焦煤、鐵礦石則
受到壹定利空影響。在有色板塊裏，主
要是鉛受到環保限產利好明顯，此外，
鋁和鋅階段性受到壹定影響。在化工板
塊，除了PVC（聚氯乙烯）受到上遊電
石限產的利多影響外，多數品種更容易
受到石化下遊行業限產帶來的利空影響。

上行周期仍在運行當中
業內人士表示，當前商品市場整體上

仍然運行在2016年初以來的牛市周期中
。

景川認為，預計市場仍將受到國內政
策寬松和貿易摩擦這兩大主導因素的影
響，農產品與工業品板塊輪動的現象會繼
續演繹。短期內價格上行有部分透支現象，
但從整體而言，市場仍然在健康範圍內運
行。商品的上行周期仍然在運行當中。

劉賓認為，不能說整體商品已經過熱。
從分行業看，對商品指數上漲貢獻最大的
是黑色商品，而有色、能化和農產品表現
壹般。但是對於焦炭、螺紋、PTA這3個
累計漲幅過大的品種略顯過熱跡象。本輪
上漲是期現同步上漲，並不完全是期貨單
邊拉擡。但是從行業的利潤看，3個品種

的生產利潤都維持高位或者創出近年新
高，在目前國內總體消費不算太強的情況
下，生產環節利潤居高不下，對整個產業
的平穩發展不太有利。

下壹步行情如何演繹？劉賓認為，
黑色和能化板塊的偏強格局仍有可能延
續，但是存在壹定過高利潤的擔憂，中
線壓力也可能逐漸加大；對於有色板塊，
預計美元繼續下跌空間有限，對有色的
提振也可能有限；對於農產品板塊，目
前天氣因素可炒作的空間也不大，震蕩
是近期的大節奏。綜合到整體商品趨勢，
預計仍是結構性行情，而且需要警惕供
給利好邊際效應減弱，導致強勢品種獲
利了結帶來的調整風險。

張寶平認為，從導致大宗商品價格
上漲的原因和邏輯來看，美聯儲加息周
期遠沒有結束，貿易摩擦升級帶來的成
本推動型通脹仍需要時間發酵，國內房
地產調控政策、國家穩定經濟增長的態
度等不會輕易改變。因此，造成大宗商
品價格上漲的邏輯和因素短時間內都不
會發生明顯變化。不過，投資者應註意
市場漲跌節奏變化，控制投資風險。

“機器換人”是“減法”也是“加法”
綜合報導 “20年內70%的工作將被人工智能取

代。”近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發起的“人工智
能時代中國就業的挑戰與應對”課題組作出這壹預測。

兩年前，人工智能產品“阿爾法狗”以4比1的
總比分戰勝世界頂級圍棋棋手李世石，震驚世界。從
此，關於人工智能的暢想與爭議就從未停止。通過模
擬人類思維運作模式，人工智能在諸多領域有著廣泛
應用。隨著智能翻譯、無人汽車、智能機器人逐漸由
理論變成現實，“機器換人”的說法成為輿論熱點。

但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認為，
“人工智能的發展並不意味著未來勞動力需求減少，

隨著科技的發展，會有更新的工作崗位產生。這要
求教育體系、職業培訓體系必須提前進行準備，社
會保障制度進行相應調整。”

從人類歷史看，科技是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產業結
構轉型的重要因素。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
員張德勇表示，歷次工業革命的實踐證明，新技術的
使用往往催生新的生產方式，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
也改變了產業結構。從蒸汽機到內燃機，從電動機到
原子能，從互聯網到大數據，無壹不在做“減法”的
同時也做“加法”。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動能轉
換，高能耗、低效率的產業被淘汰，許多與互聯網的

相關新興職業不斷湧現，微商、快遞員、專車司機、
淘寶店主，新的就業形態有效承接了傳統產業轉移人
員，甚至增加了社會整體就業容量。

從社會現狀看，完善教育體系是解決勞動力市場
供求失衡的關鍵環節。勞動者能力素質與崗位需求不
匹配是就業市場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而人工智能的
技術特性放大了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矛盾。教育是將勞
動力轉化成人才的有效機制，必須更多地關註素質教
育和高端教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學習和嘗試各種更
復雜、更需要創造力的工作種類。要堅持高等教育和職
業教育並重。事實上，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

策鼓勵下，倡導知識創新、文化創意的項目正在不斷湧
現，當今中國的就業環境正在逐漸朝著多元化發展。

從就業趨勢看，構建有效的就業保障體系是當務
之急。就國家層面而言，實現更充分的就業，首先要
為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提供有利條件，打破人才流動
的體制束縛，防止資源錯配導致薪資停滯等現象。其
次，國家應當對就業狀況進行全方位調研，動態掌握
造成失業的各種結構性因素，為失業人群提供從登
記、培訓、對接用人單位的壹站式再就業服務。最
後，增加教育培訓的有效供給，提供職業培訓的設施
和條件，降低勞動者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成本。

從個人規劃看，適應未來需要、提升個人能力
是每個勞動者的必修課。“任何社會公共服務都只
能滿足基本發展需求。”張德勇指出，“最根本的
還在於勞動者自身的職業規劃和價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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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亞運港隊分別派出鄭俊樑及陳晞
文出戰男女子RS：X項目，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則參加新增的RS：One混合
賽，24歲的鄭俊樑面對國家隊及韓國隊的
好手畢錕及李泰煥一直不落下風，到第8
場賽事時已升上第二，雖然最終未能追過
畢錕仍屈居第二，不過首戰亞運能夠獲得
一面銀牌已是相當滿意的成績。

何鈞傑 李皓晴乒球混雙摘銅
而陳晞文則與奧運銀牌得主、國手陳

佩娜鬥得難分難解，爭取衛冕的她更在第
8場賽事進佔第一，可惜其後無以為繼被
陳佩娜連贏6場，不過陳晞文大幅領先第
三名的泰國選手下鎖定一面銀牌，加上馬
君正及何允輝在RS：One亦穩佔第二
位，港隊提前一日鎖定三銀，對這支以年
輕選手為骨幹的隊伍而言可說是圓滿結

局。
以三面銀牌完成今屆亞運，香港隊總

教練陳敬然表示已經達標，大讚四名運動
員表現出色，為兩年後的奧運打下強心
針：“首度參與亞運已獲銀牌，我相信可
以激勵鄭俊樑更加努力備戰東京奧運，而
陳晞文所面對的陳佩娜是奧運獎牌得主，
不過她一直未有放棄奮戰到最後，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在新增的項目表現出色，他們
代表新一代港隊參賽能力，我相信他們
在未來會更加成功。”亞運滑浪風帆項目
於31日進行最後一日賽事。

至於乒乓球混雙方面，何鈞傑/李皓
晴於四強以0：4不敵國家隊為港隊增添一
面銅牌；場地單車30歲大師兄高肇蔚在
男子個人追逐賽得“梗頸四”無緣獎牌。
另外，香港跳高“女神”楊文蔚以1米
80、第5名的成績結束亞運之旅。

未到印尼之前，記者對印尼的初
步印象就是一個東南亞島國，處於地
震帶，熱帶氣候，飲食以酸甜的口味
為主。來到印尼之後，才了解到印尼
也有分雨季和非雨季，晚上雅加達的
天氣比夏天的香港要涼爽得多，飲食
更是以辣食為主。令記者最為另眼相
看的是，印尼人原來對音樂充滿熱
情，音樂素養更是非常之高。

由於記者本人有玩樂隊，對音
樂談不上有深厚的了解，但有些微
的認識。首次對印尼音樂有所感
覺，是在亞運會的開幕式上，體育
場內正上演各種類型的文化表演。
自從看過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後，對
於其它運動會的開幕式已沒有什麼
感覺，不過印尼亞運會開幕式的音
樂成功引起記者注意。仔細傾聽，
音樂類型原來極之豐富，有印尼傳
統特色的世界音樂成功與流行音樂
的搖滾樂相融合，奏出磅礴大氣的
音樂，極為震撼。
第二次喜歡上印尼人的音樂，

是在朋加諾體育中心的文化商業街
上（下圖）。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會
有現場樂隊和DJ表演。若在附近，
記者總會百忙中抽十分鐘的時間前
去觀看表演。台上表演的樂隊功底
扎實，旋律動聽，節奏感豐富，讓
人不經意地便會跟隨節奏跳舞，記
者對印尼的音樂更是多了一份欣
賞。
記得有一次在的士上，與印尼

“的哥”暢談歐美搖滾樂，令記者
十分驚訝的是，這名中年“的哥”
最喜歡的金屬樂隊居然是美國傳奇
金屬樂隊Metallica，讓人震驚印尼
人音樂素養之高。通過這次印尼之
旅，記者對印尼人對待音樂的熱情
和態度由衷地敬佩。

■■李皓晴李皓晴（（左左））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陳晞文不敵陳晞文不敵
國手陳佩娜屈國手陳佩娜屈
居亞軍居亞軍。。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運奪銀
運奪銀。。奧委會圖片

奧委會圖片

■■中國選手楊家玉中國選手楊家玉（（左左））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中國選手王凱華中國選手王凱華（（前前））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雅加達亞運會29日進行了男女20公里競步比
賽，中國選手王凱華、楊家玉分別以1小時22分
04秒和1小時29分15秒的成績奪冠，實現了中國
隊在這兩個項目上亞運金牌的再次包攬。
從1986年亞運會首次設立女子10公里競步，

到2002年亞運會升級為女子20公里競步，女子競
步冠軍均被中國選手包攬。當天決賽開始後，兩名
中國選手楊家玉和切陽什姐很快處於領先，5公里
處就已經拉大了與其他選手的距離，到16公里處
比第3位的日本選手岡田久美子快了約3分鐘。

最後4公里，兩位中國選手穩中求勝，最終均
以1小時29分15秒完賽，雙雙打破劉虹在2010年
亞運會上創造的1小時30分06秒的賽會紀錄。楊
家玉憑藉身位相對靠前收穫冠軍。岡田久美子以1
小時34分02秒獲得季軍。

中國男子競步四連冠
男子20公里競步，比賽開始後王凱華和日本

選手山西利和交替領先，半程和18公里處兩人用

時相同。最後兩公里衝刺，在激烈的競爭中王凱華
逐漸擺脫山西利和，最終以1小時22分04秒獲得
冠軍，山西利和則以1小時22分10秒位列第2，另
一名中國選手金向前以1小時25分41秒獲得第3
名。中國隊實現該項目亞運4連冠。 ■中新社

中國女排於29日的亞運8強戰中，以直落
3局輕取菲律賓殺入準決賽，將與日本爭入決
賽。
有曾春蕾無預告下缺席的中國隊，面對菲

律賓一如預期打得輕鬆，只花了22分鐘便先贏
一局25：15。到第2局國家隊也一直保持領先，
並僅花了19分鐘以25：9再下一城。到第3局中
國女排已是予取予求，終再贏一局25：7，以直

落3局殺入準決賽。
至於29日較早時間開賽的8強戰，中國隊

對手日本以直落3局擊敗哈薩克。而泰國在主力
查楚昂於第2局傷出下，仍以直落3局淘汰越
南；泰國準決賽對手則是韓國，後者以同樣局
數勇挫東道主印尼。最後港隊29日則出戰9至
12名排位賽，最終不敵印度只得第11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小將擔大旗小將擔大旗 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

國家隊20公里競步雙衛冕

輕取菲律賓輕取菲律賓 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 ■■丁霞丁霞（（左左））與朱與朱
婷在比賽中婷在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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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亞運港隊分別派出鄭俊樑及陳晞
文出戰男女子RS：X項目，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則參加新增的RS：One混合
賽，24歲的鄭俊樑面對國家隊及韓國隊的
好手畢錕及李泰煥一直不落下風，到第8
場賽事時已升上第二，雖然最終未能追過
畢錕仍屈居第二，不過首戰亞運能夠獲得
一面銀牌已是相當滿意的成績。

何鈞傑 李皓晴乒球混雙摘銅
而陳晞文則與奧運銀牌得主、國手陳

佩娜鬥得難分難解，爭取衛冕的她更在第
8場賽事進佔第一，可惜其後無以為繼被
陳佩娜連贏6場，不過陳晞文大幅領先第
三名的泰國選手下鎖定一面銀牌，加上馬
君正及何允輝在RS：One亦穩佔第二
位，港隊提前一日鎖定三銀，對這支以年
輕選手為骨幹的隊伍而言可說是圓滿結

局。
以三面銀牌完成今屆亞運，香港隊總

教練陳敬然表示已經達標，大讚四名運動
員表現出色，為兩年後的奧運打下強心
針：“首度參與亞運已獲銀牌，我相信可
以激勵鄭俊樑更加努力備戰東京奧運，而
陳晞文所面對的陳佩娜是奧運獎牌得主，
不過她一直未有放棄奮戰到最後，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在新增的項目表現出色，他們
代表新一代港隊參賽能力，我相信他們
在未來會更加成功。”亞運滑浪風帆項目
於31日進行最後一日賽事。

至於乒乓球混雙方面，何鈞傑/李皓
晴於四強以0：4不敵國家隊為港隊增添一
面銅牌；場地單車30歲大師兄高肇蔚在
男子個人追逐賽得“梗頸四”無緣獎牌。
另外，香港跳高“女神”楊文蔚以1米
80、第5名的成績結束亞運之旅。

未到印尼之前，記者對印尼的初
步印象就是一個東南亞島國，處於地
震帶，熱帶氣候，飲食以酸甜的口味
為主。來到印尼之後，才了解到印尼
也有分雨季和非雨季，晚上雅加達的
天氣比夏天的香港要涼爽得多，飲食
更是以辣食為主。令記者最為另眼相
看的是，印尼人原來對音樂充滿熱
情，音樂素養更是非常之高。

由於記者本人有玩樂隊，對音
樂談不上有深厚的了解，但有些微
的認識。首次對印尼音樂有所感
覺，是在亞運會的開幕式上，體育
場內正上演各種類型的文化表演。
自從看過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後，對
於其它運動會的開幕式已沒有什麼
感覺，不過印尼亞運會開幕式的音
樂成功引起記者注意。仔細傾聽，
音樂類型原來極之豐富，有印尼傳
統特色的世界音樂成功與流行音樂
的搖滾樂相融合，奏出磅礴大氣的
音樂，極為震撼。

第二次喜歡上印尼人的音樂，
是在朋加諾體育中心的文化商業街
上（下圖）。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會
有現場樂隊和DJ表演。若在附近，
記者總會百忙中抽十分鐘的時間前
去觀看表演。台上表演的樂隊功底
扎實，旋律動聽，節奏感豐富，讓
人不經意地便會跟隨節奏跳舞，記
者對印尼的音樂更是多了一份欣
賞。

記得有一次在的士上，與印尼
“的哥”暢談歐美搖滾樂，令記者
十分驚訝的是，這名中年“的哥”
最喜歡的金屬樂隊居然是美國傳奇
金屬樂隊Metallica，讓人震驚印尼
人音樂素養之高。通過這次印尼之
旅，記者對印尼人對待音樂的熱情
和態度由衷地敬佩。

■■李皓晴李皓晴（（左左））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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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晞文不敵陳晞文不敵
國手陳佩娜屈國手陳佩娜屈
居亞軍居亞軍。。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運奪銀
運奪銀。。奧委會圖片

奧委會圖片

■■中國選手楊家玉中國選手楊家玉（（左左））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中國選手王凱華中國選手王凱華（（前前））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雅加達亞運會29日進行了男女20公里競步比
賽，中國選手王凱華、楊家玉分別以1小時22分
04秒和1小時29分15秒的成績奪冠，實現了中國
隊在這兩個項目上亞運金牌的再次包攬。

從1986年亞運會首次設立女子10公里競步，
到2002年亞運會升級為女子20公里競步，女子競
步冠軍均被中國選手包攬。當天決賽開始後，兩名
中國選手楊家玉和切陽什姐很快處於領先，5公里
處就已經拉大了與其他選手的距離，到16公里處
比第3位的日本選手岡田久美子快了約3分鐘。

最後4公里，兩位中國選手穩中求勝，最終均
以1小時29分15秒完賽，雙雙打破劉虹在2010年
亞運會上創造的1小時30分06秒的賽會紀錄。楊
家玉憑藉身位相對靠前收穫冠軍。岡田久美子以1
小時34分02秒獲得季軍。

中國男子競步四連冠
男子20公里競步，比賽開始後王凱華和日本

選手山西利和交替領先，半程和18公里處兩人用

時相同。最後兩公里衝刺，在激烈的競爭中王凱華
逐漸擺脫山西利和，最終以1小時22分04秒獲得
冠軍，山西利和則以1小時22分10秒位列第2，另
一名中國選手金向前以1小時25分41秒獲得第3
名。中國隊實現該項目亞運4連冠。 ■中新社

中國女排於29日的亞運8強戰中，以直落
3局輕取菲律賓殺入準決賽，將與日本爭入決
賽。

有曾春蕾無預告下缺席的中國隊，面對菲
律賓一如預期打得輕鬆，只花了22分鐘便先贏
一局25：15。到第2局國家隊也一直保持領先，
並僅花了19分鐘以25：9再下一城。到第3局中
國女排已是予取予求，終再贏一局25：7，以直

落3局殺入準決賽。
至於29日較早時間開賽的8強戰，中國隊

對手日本以直落3局擊敗哈薩克。而泰國在主力
查楚昂於第2局傷出下，仍以直落3局淘汰越
南；泰國準決賽對手則是韓國，後者以同樣局
數勇挫東道主印尼。最後港隊29日則出戰9至
12名排位賽，最終不敵印度只得第11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小將擔大旗小將擔大旗 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

國家隊20公里競步雙衛冕

輕取菲律賓輕取菲律賓 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 ■■丁霞丁霞（（左左））與朱與朱
婷在比賽中婷在比賽中。。

法新社法新社



BB55體育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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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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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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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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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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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Aetna plans, and Marketplace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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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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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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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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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Meet Dr. Beth Yip “I consider it a privilege to be allowed 
to help take car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I view myself as a 
partner with the parents and patient 
and derive great satisfaction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I love working with 
kids, a simple smile or hug will brighten 
my day.”  
 
   ~Beth Yip, M.D., co-managing 
physician, Pearland Clinic

Appointments: 713-442-5437 (KIDS)

Dr. Yip is a board-certified pediatrician who completed her medical degree,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Harris County Medical Society and 
Texas Pediatr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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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魏因施泰格施魏因施泰格
入選拜仁名人堂入選拜仁名人堂

俄羅斯上演俄羅斯上演““英雄種族英雄種族””
障礙挑戰賽障礙挑戰賽



BB66香江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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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5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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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亞運港隊分別派出鄭俊樑及陳晞
文出戰男女子RS：X項目，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則參加新增的RS：One混合
賽，24歲的鄭俊樑面對國家隊及韓國隊的
好手畢錕及李泰煥一直不落下風，到第8
場賽事時已升上第二，雖然最終未能追過
畢錕仍屈居第二，不過首戰亞運能夠獲得
一面銀牌已是相當滿意的成績。

何鈞傑 李皓晴乒球混雙摘銅
而陳晞文則與奧運銀牌得主、國手陳

佩娜鬥得難分難解，爭取衛冕的她更在第
8場賽事進佔第一，可惜其後無以為繼被
陳佩娜連贏6場，不過陳晞文大幅領先第
三名的泰國選手下鎖定一面銀牌，加上馬
君正及何允輝在RS：One亦穩佔第二
位，港隊提前一日鎖定三銀，對這支以年
輕選手為骨幹的隊伍而言可說是圓滿結

局。
以三面銀牌完成今屆亞運，香港隊總

教練陳敬然表示已經達標，大讚四名運動
員表現出色，為兩年後的奧運打下強心
針：“首度參與亞運已獲銀牌，我相信可
以激勵鄭俊樑更加努力備戰東京奧運，而
陳晞文所面對的陳佩娜是奧運獎牌得主，
不過她一直未有放棄奮戰到最後，而馬君
正及何允輝在新增的項目表現出色，他們
代表新一代港隊參賽能力，我相信他們
在未來會更加成功。”亞運滑浪風帆項目
於31日進行最後一日賽事。

至於乒乓球混雙方面，何鈞傑/李皓
晴於四強以0：4不敵國家隊為港隊增添一
面銅牌；場地單車30歲大師兄高肇蔚在
男子個人追逐賽得“梗頸四”無緣獎牌。
另外，香港跳高“女神”楊文蔚以1米
80、第5名的成績結束亞運之旅。

未到印尼之前，記者對印尼的初
步印象就是一個東南亞島國，處於地
震帶，熱帶氣候，飲食以酸甜的口味
為主。來到印尼之後，才了解到印尼
也有分雨季和非雨季，晚上雅加達的
天氣比夏天的香港要涼爽得多，飲食
更是以辣食為主。令記者最為另眼相
看的是，印尼人原來對音樂充滿熱
情，音樂素養更是非常之高。

由於記者本人有玩樂隊，對音
樂談不上有深厚的了解，但有些微
的認識。首次對印尼音樂有所感
覺，是在亞運會的開幕式上，體育
場內正上演各種類型的文化表演。
自從看過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後，對
於其它運動會的開幕式已沒有什麼
感覺，不過印尼亞運會開幕式的音
樂成功引起記者注意。仔細傾聽，
音樂類型原來極之豐富，有印尼傳
統特色的世界音樂成功與流行音樂
的搖滾樂相融合，奏出磅礴大氣的
音樂，極為震撼。
第二次喜歡上印尼人的音樂，

是在朋加諾體育中心的文化商業街
上（下圖）。每天下午到晚上都會
有現場樂隊和DJ表演。若在附近，
記者總會百忙中抽十分鐘的時間前
去觀看表演。台上表演的樂隊功底
扎實，旋律動聽，節奏感豐富，讓
人不經意地便會跟隨節奏跳舞，記
者對印尼的音樂更是多了一份欣
賞。
記得有一次在的士上，與印尼

“的哥”暢談歐美搖滾樂，令記者
十分驚訝的是，這名中年“的哥”
最喜歡的金屬樂隊居然是美國傳奇
金屬樂隊Metallica，讓人震驚印尼
人音樂素養之高。通過這次印尼之
旅，記者對印尼人對待音樂的熱情
和態度由衷地敬佩。

■■李皓晴李皓晴（（左左））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和何鈞傑獲得乒乓混雙銅牌。。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大文集團特派記者張銳 攝攝

■■陳晞文不敵陳晞文不敵
國手陳佩娜屈國手陳佩娜屈
居亞軍居亞軍。。
奧委會圖片奧委會圖片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鄭俊樑首次參加亞

運奪銀
運奪銀。。奧委會圖片

奧委會圖片

■■中國選手楊家玉中國選手楊家玉（（左左））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和中國選手切陽什姐在
比賽中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中國選手王凱華中國選手王凱華（（前前））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雅加達亞運會29日進行了男女20公里競步比
賽，中國選手王凱華、楊家玉分別以1小時22分
04秒和1小時29分15秒的成績奪冠，實現了中國
隊在這兩個項目上亞運金牌的再次包攬。
從1986年亞運會首次設立女子10公里競步，

到2002年亞運會升級為女子20公里競步，女子競
步冠軍均被中國選手包攬。當天決賽開始後，兩名
中國選手楊家玉和切陽什姐很快處於領先，5公里
處就已經拉大了與其他選手的距離，到16公里處
比第3位的日本選手岡田久美子快了約3分鐘。

最後4公里，兩位中國選手穩中求勝，最終均
以1小時29分15秒完賽，雙雙打破劉虹在2010年
亞運會上創造的1小時30分06秒的賽會紀錄。楊
家玉憑藉身位相對靠前收穫冠軍。岡田久美子以1
小時34分02秒獲得季軍。

中國男子競步四連冠
男子20公里競步，比賽開始後王凱華和日本

選手山西利和交替領先，半程和18公里處兩人用

時相同。最後兩公里衝刺，在激烈的競爭中王凱華
逐漸擺脫山西利和，最終以1小時22分04秒獲得
冠軍，山西利和則以1小時22分10秒位列第2，另
一名中國選手金向前以1小時25分41秒獲得第3
名。中國隊實現該項目亞運4連冠。 ■中新社

中國女排於29日的亞運8強戰中，以直落
3局輕取菲律賓殺入準決賽，將與日本爭入決
賽。
有曾春蕾無預告下缺席的中國隊，面對菲

律賓一如預期打得輕鬆，只花了22分鐘便先贏
一局25：15。到第2局國家隊也一直保持領先，
並僅花了19分鐘以25：9再下一城。到第3局中
國女排已是予取予求，終再贏一局25：7，以直

落3局殺入準決賽。
至於29日較早時間開賽的8強戰，中國隊

對手日本以直落3局擊敗哈薩克。而泰國在主力
查楚昂於第2局傷出下，仍以直落3局淘汰越
南；泰國準決賽對手則是韓國，後者以同樣局
數勇挫東道主印尼。最後港隊29日則出戰9至
12名排位賽，最終不敵印度只得第11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小將擔大旗小將擔大旗 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為東京奧運注強心針

國家隊20公里競步雙衛冕

輕取菲律賓輕取菲律賓 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中國女排四強鬥日本 ■■丁霞丁霞（（左左））與朱與朱
婷在比賽中婷在比賽中。。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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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明否認誹謗前夫 羅霖坦言無力養兩名兒子

平平收收202000萬劇萬劇酬酬？？

香港文匯報訊藝人羅霖與劉坤銘在
2013年離婚，三子的撫養權歸羅霖所
有，但近日羅霖大呻沒收過任何贍養
費，離婚後由她獨力養家，故有財政壓
力。劉坤銘於是發聲明稱一直支付三子
的學費，已按照離婚協議和法庭的頒
令，將有關房產、現金及部分資產轉移
給羅霖，並非如前妻所言由她單方面承
擔大部分費用，並就羅霖誹謗之事宜，
保留一切法律上的權利。
羅霖29日發聲明回應前夫劉坤銘，

否認不斷作出失實的言論誹謗對方，以
及利用孩子作個人宣傳。她表示：“自
離婚以來，本人一直獨力並且盡心盡力
照顧三個孩子，同時亦鼓勵兒子要多與
父親聯繫，本人從沒有破壞他們父子之
情。劉先生可能因為一年只見兩個大兒
子一次，又沒有足夠地關愛他們，所以
才會令他們之關係比較疏離。”

羅霖續指劉坤銘從沒轉移物業給
她，對方除支付兒子的教育費外，並沒支
付兒子的贍養費，更未有按時交兒子學
費：“在離婚案件中，法庭的確已為雙方
作出財產上的處理。物業方面，劉先生只
是放棄對本人母親及姊姊名下的物業作出
申索，劉先生從沒有轉移物業予本人。現
金方面，除了本人取回劉先生之前所欠本
人之欠款外，本人從沒有從劉先生身上取
得其他金錢作己用。至於孩子方面，劉先
生於法庭頒令中原承諾負責支付三個兒子
的所有教育費用，可是後來劉先生多次未
有依時支付大兒子美國留學的學費和宿
費，迫使本人代他先支付。其後本人多次
向劉先生追討不果後才迫不得已入稟法院
控告他藐視法庭。由於本人因此已花了一
大筆律師費而大大加重我經濟上的負擔。
為了可以和平地及盡快解決事件，最後
雙方同意劉先生需向本人支付之前他拖欠

的教育費，之後他只需負責支付兩個大兒
子的部分教育費及小兒子的全部教育費。
兩個大兒子的大部分教育費及三個兒子
的全部生活費都是由本人支付。多年來本
人因此已花了大約500多萬（港元）。”

解釋“零贍養費”之意
羅霖亦希望前夫可和兩個大兒子一

起生活，負責兩子的所有教育費及生活
費：“劉先生除了支付兒子的教育費
外，沒有支付兒子的贍養費。本人之前
向傳媒用‘零贍養費’這個字眼就是這
個意思。如果這對劉先生造成不便或不
安，本人對此表示遺憾。本人現在實在
無力支付兩個大兒子的部分教育費及全
部生活費，所以希望劉先生為了孩子的
最佳利益着想，可以和兩個大兒子一起
生活，並負責他們的所有教育費及生活
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 多年來退居
幕後的姚煒，日前罕有地出席活
動，更與女兒趙式芝（Gigi）亮
相，兩母女更首次一同穿上旗袍
拍照。
當年姚煒飾演《金大班的最

後一夜》，將金大班一角發揮得
淋漓盡致，姚煒也是自《金》而
愛上旗袍。拍照當日，姚煒特別
選上一身松花綠配上黛紫色花樣
的旗袍，魅力不減當年。Gigi則
穿上一套海棠紅的旗袍，兩母女
走在一起，高貴大方。其間姚煒
更為女兒作悉心打扮，見Gigi雙
耳空蕩蕩，便設法弄來一雙耳
環。問及兩母女各自喜愛哪位明
星穿旗袍？姚煒想了很久，說出
林黛，再想想就說了張曼玉，然
後自小於外國讀書的趙式芝爽快
地說：“春麗穿旗袍最好看”！
身為媽媽的姚煒反一反眼說不知
道她在說誰，場面搞笑。

原來她曾於18歲時，偷偷穿
上了媽媽的戲服，“當時跟媽媽
的身形差不多，就試穿了她戲內
的旗袍，雖然走路很辛苦，但感
覺很美，也很值得。”後來Gigi
留學期間每逢聚會或派對都會穿
上旗袍，這讓她覺得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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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玲透露偉仔拒拍嘉玲透露偉仔拒拍
電視劇電視劇、、真人騷真人騷。。

■■張梓琳的張梓琳的
一雙長腿相一雙長腿相
當吸睛當吸睛。。

■■美國女星美國女星Dakota FanningDakota Fanning出席活動出席活動。。■■剪短頭髮的徐子淇更見青春剪短頭髮的徐子淇更見青春。。

■■趙式芝趙式芝 ■■姚煒姚煒

作為品牌首位全球形象代言人的宋慧
喬，29日為“雪花秀人參之旅”展覽揭
幕，吸引逾百名粉絲到場支持。
活動開始前，喬妹接受傳媒訪問。她

身穿白色上衣和黑色長褲，左手無名指戴
戒指現身。喬妹先以韓文向傳媒打招呼，
時隔3個月再度赴港的喬妹說：“想不到
這麼短時間內可以再來到香港，感到非常
開心。”

被譽為360度零死角的喬妹，有何保養
秘訣？喬妹透露自己空閒時會盡量不化妝，
私人時間見朋友，亦都盡量少化妝。生活習
慣方面，喬妹說自己30歲以前“什麼都會
吃”，而30歲以後就開始控制。喬妹的健
康秘訣是低鹽料理配合運動。她每日都會在
家跑步，定期做瑜伽，天氣好時就去家附近
公園散步。
喬妹認為美麗需要內、外均衡，但自

己在平衡工作與私人生活上，做得不夠
好，將來會在此方面多加努力。自己平時
會“想正面的事情”，工作上遇到問題都
會盡力解決，如此心情都會變得“美
麗”。而喬妹之後再換上粉色裙，再與嘉
玲、阿佘等出席活動，她親切地向現場粉
絲揮手打招呼。

喬妹喬妹靠素顏加戒口靠素顏加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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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霖希望前夫可和兩個大兒子一起羅霖希望前夫可和兩個大兒子一起
生活生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喬妹換上喬妹換上
粉色裙再亮粉色裙再亮
相相。。

佘詩曼拍戲很辛苦，問她
在護膚方面會不會多花

時間？阿佘自認很注重護
膚，每日護膚時間也要花一兩小
時，更坦言生活中最大的開支是
用在護膚上。而在活動中可見阿佘
的心口上有數撻紅印，她即回應是
因會場的燈太熱被照到，所以就有
點敏感泛紅。
最近《延禧攻略》大熱，阿佘

笑言很多人見到她亦會稱她做嫻妃
娘娘：“昨（28日）晚從北京坐飛
機回來，有空姐在送餐時附上紙寫
住‘嫻妃娘娘，你用完餐後可否跟
我們後宮合照？’”阿佘笑言大家
都很入戲，更承認自《延禧攻略》
播出後，多了工作機會。問到阿佘
會否藉此加價？阿佘即指這就交給
經理人決定。
有報道指阿佘平收200萬元人

民幣接拍《延禧攻略》？阿佘
說：“拍劇時台前幕後都做得好
開心，套劇話題亦好hit，話題好
hit時自然會有褒有貶的消息，聽
完自己笑下就算啦。”那價錢是
否不適合？她說：“這種事無論
多麼荒謬，只要有人相信就會變
成真。”她更指只要角色好玩、
受歡迎，已經很開心。

問到有傳最近在劇中飾演瓔珞
的吳謹言“耍大牌”，阿佘直言也
有聽過這事，但對詳情不了解，但
覺得吳謹言為人友善。問到之後是
否繼續拍宮廷劇？她說：“比起之
前是多了人找我拍古裝劇。（興趣

都是拍古裝劇？）吊下你們的癮
先。”
另最近舊愛鄭嘉穎結婚，問她

有否恭喜對方？阿佘則說：“早排
不是香港，未有機會見到她。（會
不會發短訊恭喜她？）這個這麼重
要的事要當面講。（會請她吃
飯？）應該是她請我吃飯啊。”

嘉玲不迫偉仔做任何事
身穿金光閃耀晚裝裙的劉嘉玲

分享平時日常的護膚心得，指平時
會做運動也會勤補充水分，亦會做
好飲食管理。問到老公梁朝偉會不
會護膚？她說：“有呀。（是不是
你逼他的？）我沒有逼他呀，我沒
有強迫他做任何事，他這麼大個人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啦。”
她更補充，在工作上也不會逼

迫偉仔，因偉仔有足夠的經驗去決
定自己做什麼。問到有傳內地有人
找偉仔演乾隆，嘉玲隨即承認說：
“不只找他拍乾隆，還有好多電視
劇、真人秀，但通通都推了，因為
偉仔覺得電影製作好一些，而且以
前是無綫拍過太多劇，有恐懼
感。”但現在片酬更高，也不接？
嘉玲即笑言指偉仔曾說“有錢沒有
命使”，就算看到嘉玲拍很多戲也
沒“心動”，嘉玲也表示曾跟偉仔
說過內地拍劇會把演員照顧得好
好，但偉仔依然不想拍。

徐子淇29日以智行基金會親善
大使身份出席活動，剪短了頭髮的
她更見青春。

阿佘阿佘話荒謬話荒謬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美婷，實習記

者 劉悅）韓國女星宋慧喬29日聯同劉嘉玲、佘詩

曼、李徐子淇、張梓琳、泰國女星Pancake及美國

新星Dakota Fanning出席韓國護膚品牌活動。隨大

熱劇《延禧攻略》播出，劇中演員都成為話題所在，

其中阿佘被指她以200萬元（人民幣）超平價錢接拍

《延禧》，阿佘29日否認其事，並直指荒謬。

嘉玲揭偉仔對拍劇有恐懼感

■阿佘認為幾
荒謬的事都有
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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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於晏否認跟許晴譜姐弟戀
想戀愛重感覺合適就好

據報道，電影《邪不
壓正》首映禮前晚舉行，
導演姜文及男主角彭於晏
來港出席宣傳，英皇集團
主席楊受成、藝人陳家樂、
湯怡、衛詩雅及洪卓立等
齊來捧場。對於網上傳出
和許晴姐弟戀的緋聞，彭
於晏否認，稱不可能。不
過他表示壹直想戀愛，主
要看感覺合不合適。

《邪不壓正》最近入
圍第43屆多倫多國際電影
節，姜文表示獲知消息感
覺很好也很期待。至於彭
於晏能跟姜文合作，他稱
對方對表演及每個環節要
求均很嚴格，要做到最
好，正如自己演戲也想做
到最好，即使不能做到
100 分，但也會努力過。
此次只有彭於晏壹位演員
來港宣 傳， 他 坦 言 不 清
楚安排，可能是其他演員
都在很遠的地方，不過大
家已經到過 20 多個城市
去宣傳，香港是最後壹站
。

談到之前被內地傳媒
拍到他跟49歲女演員許晴
約會，兩人又在戲中有床

戲，因此傳出姐弟戀，36
歲彭於晏回應跟許晴的緋
聞：“不可能，都是宣傳
的照片，網上的不在乎真
實，最重要是快！”會否
是年紀上的問題？他答
稱：“沒有就是沒有，我
們是很好的朋友，拍戲時
都很專業地把戲拍好，大
家不用多想！”選老婆要
看年紀嗎？他表示不知
道，得看感覺，他亦不諱
言壹直都想拍拖，還看感
覺有沒有合適的。要什麼
條件，是否很挑剔？他笑
說：“還好吧！也沒什麼，
談得來就好了！”

彭於晏蓄須現身面帶
憔悴，他解釋因來港前還
在拍戲，淩晨四點才抵港
沒怎麼睡過。不過他瘦了
是因拍電影需要，以求角
色形象跟過往有所突破。
而這趟來港他感覺很高
興，因為幾乎每年都有
作品在港跟大家分享，
之前在港拍戲學到很多技
能又認識到很多朋友，香
港等同他另壹個家。提到
曾於《破風》合作的陳家
樂最近人氣急升，彭於晏

也大贊對方很帥，也覺得
他很努力，希望能再次合
作，而前晚首映禮後，他
跟家樂壹大班人齊齊去吃
飯敘舊。

陳 家 樂 想 為 衛 詩 雅
做媒

陳家樂與衛詩雅前晚
壹齊捧場看《邪不壓正》
首映，陳家樂更特意來
撐“兄弟”彭於晏場。
提到彭於晏在戲中有背
面全裸的演出，陳家樂
說：“那麼正嗎？以為
他只是練上身，那我要
好好眼去看了，他好適
合衛詩雅！”衛詩雅被
問是否喜歡彭於晏？她
定了神才答：“會看看，
他很健碩，又是好認真
的演員，每次演出都準
備得好好，其實家樂之
前問我會否喜歡他，要
不要去介紹，相信沒女
孩子會不喜歡！”另外
問陳家樂會否也肯大尺
度演出？他表示劇本適
合為角色是可以的，然
而 他 自 問 非 彭 於 晏 的
“優質股”，要再練結
實壹點才能見人。

小S裸背秀蠻腰性感熱舞
下壹秒女兒闖入反應搞笑

綜藝天後小S（徐熙娣）工作滿檔也不忘經營
生活，最近多在臺灣和家人相處，不久前替小姑
慶生，在餐廳對許老三機會教育的對話大獲好
評。她27日又在社交網站，PO出在家和私人教練
跳舞的練習片段，正當大家正因她協調性超高的
舞姿驚嘆時，大女兒壹聲不響淡定亂入，超違和
畫面笑翻眾人。

小S上傳的影片僅短短24秒，畫面中，她穿著黑
色鑲白邊的兩截式運動衣，露出結實美背和小蠻腰，
白皙辣腿超吸睛，和前方帶頭的老師隨著音樂舞動，
從鏡中投影還可看到她忘情陶醉的模樣，師生節奏同
步率100%，妖嬈舞姿非常搶鏡。只是，她正跳得
忘我，大女兒冷不防開了門走進來，連老師都被這突
如其來的“意外”嚇了壹大跳。

短短幾秒內，小S雖和老師持續舞動身姿，註意
力仍不斷往亂入的女兒身上飄去，只見其女只是淡定
地撇了壹眼鏡子，便悠然走到自己的書桌前，完全不
受影響。這壹幕，她疑似看到寶貝亂入，還不小心笑
出聲來，影片曝光，讓網友全笑到歪，不少人都把焦
點放在愛女身上，直呼：“被女兒開門嚇到XD”、
“姐姐怎麼有辦法這麼淡定”、“其實女兒反應才是
亮點吧”。

小小愛會站了！
江宏傑曬視頻誇贊：我們的驕傲

福原愛和江宏傑婚後生
下壹女小小愛，壹家三口
幸福美滿，不時在網上分享
生活點滴，女兒現已10個月
大，開始學會站立、走路階
段，江宏傑近日就在社交媒體
PO出小小愛的最新萌照，忍
不住直呼：“妳長得跟媽媽壹
模壹樣”。

江宏傑在微博曬出女兒的

近照，只見小小愛戴著兔耳朵
發帶、圍著粉紅色圍兜兜，壹
雙圓滾滾的大眼睛直視著鏡
頭，加上肉都都臉頰，幾乎是
媽媽福原愛的翻版，萌度破
表，難怪連江宏傑都表示：
“好吧~不得不承認，寶貝妳
長得跟媽媽壹模壹樣。”

另外，江宏傑日前也在
臉書 PO 出壹段小小愛扶著

嬰兒床站立的視頻，
語帶得意寫下：“今
天給大家看我們家超
超超超超可愛的寶貝”
，還補充打 Tag“妳
是我們的驕傲”，滿
是為人父的喜悅。影
片中，小小愛才10個
月大就已學會慢慢站立
，江宏傑則在壹旁不斷
喊 “ 愛 拉 醬 ” 、
“ 卡 哇 依 ” ， 語 調
還 刻 意 裝 可 愛 ， 引
來 大 家 笑 虧 “ 終 於
聽 到 傳 說 中 與 女 兒
對 話 的 高 八 度 假 音
”、“女兒控”。

黑
人
自
曝
佩
服
範
瑋
琪
：

上
壹
秒
天
後

下
壹
秒
慈
母

據臺灣媒體報道，陳建州（黑人）和
範瑋琪（範範）婚後育有雙胞胎兒子飛
飛、翔翔，範範25日結束“在幸福的路上
2018巡回演唱會成都站”，黑人表示，範
範因擔心兒子，要他及兒子留在臺灣；演
唱會結束，她隔天搭最早班機返臺，他佩
服範範兼顧事業及為人母的角色，“上壹
秒是天後，下壹秒是慈母。”

黑人得知演唱會現場全場歌迷大合
唱，覺得很感動，他說：“很心疼她要
承受萬人演唱會的壓力，但她非常享受過
程，這也是我對她最崇拜的地方。”

範範歌手兼人母
黑人表示，即便已為人妻、人母，唱

歌壹直是範範的夢想，她花很多心思教育
兒子，勞累時會唱歌抒發，他說：“還好
她有辦演唱會，不然我日子很辛苦，她會
‘吃飯，睡覺，罵建州’。”

夫妻倆有共識壹定要有壹方陪兒子，
他日前出席活動，壹回家就和在成都的範
範視訊，他以灰姑娘形容自己，時間到就

得回家帶孩子，不然會被打成原形，“我以最快時間整
理好自己，活動結束要沖回家，怕老婆要視訊，她看到
我不在家，我就倒黴，在Party裏再帥都沒用。”

他說，範範對他從不動手，會忍住氣用“眼
神調度”，而範範對他好的方式，就是逛街時會幫
他添購時尚單品及潮服，但他因體重過重“塞不進
去”，讓範範火大、嚴厲對他說：“妳不要這麼自
戀。”190公分的他表示，過去體重曾101公斤，積極
健身後現為87.4公斤，他甜蜜的說：“減重都是為了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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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斤的包貝爾當導演是什麼體驗？
《胖子行動隊》發布會 女神克拉拉淚灑現場

動作喜劇電影《胖子行動隊》在京舉行發布
會。電影導演兼主演包貝爾，主演郭京飛、克拉
拉、辣目洋子、許君聰亮相。片中包貝爾飾演壹個
290斤的胖子，文章則是300斤，兩個人每天都要
花三個小時特效化妝，到卸下來的時候都是全身大
汗淋漓，皮膚也發生過敏。說到這件事，眾主演都
表示心疼，克拉拉更是現場落淚，郭京飛戲稱開拍
那天讓他等了六個小時，看到這個場景也原諒導
演了。包貝爾則犀利反擊，電影的後期特效預算，
全都花在給郭京飛“磨皮美顏”上了。影片將於9
月30日正式上映。

主創變身“時尚大咖” 秀特工裝備

包貝爾鼓勵胖子實現夢想和價值
《胖子行動隊》此次冠以FATshion Show的

時裝秀主題，將整場活動變成特工裝備秀場。發布
會還邀請模特扮成《007》、《碟中諜》、《王牌
特工》等熱門特工題材影片的“人氣特工”形象登
上T臺，而這些經典特工每組都分為胖瘦兩版，喜
感十足。隨後《胖子行動隊》特工代表，郭京飛、
克拉拉、辣目洋子、許君聰也攜帶影片中的專屬特
工裝備登臺展示，“總設計師”包貝爾更是手拎板
磚隆重登場，引得現場觀眾爆笑不斷。

電影《胖子行動隊》是包貝爾的電影導演處女
作，回憶起這次導演經歷，包貝爾用有趣、累、復
雜、責任、勇氣這些詞來形容。他在現場還分享了

此次的創作初衷：“我壹直覺得胖胖的人很溫暖，
我覺得自己也是壹個胖子，這次其實是想借由胖子
這個載體，體現從自卑到自信的過程，同時我也想
鼓勵那些因為體重而自卑的人，努力實現自己的夢
想和價值。”

包貝爾爆料“胖子妝”艱難幕後故事
克拉拉現場灑淚：心疼導演太敬業太辛苦
當談到作為演員在拍攝過程中的困難之處，包

貝爾表示最辛苦的便是特效化妝，發布會當天曝光
的“胖子妝”特輯也完整地展現了文章與包貝爾的
“增肥”過程。此次兩人的“胖子妝”采用了頂級
特效化妝技術，為了達到真假難辨的300斤視覺效

果，不僅遠赴美國采購矽膠材料，更提前采用3D
建模技術為主演量身定制胖妝，皮膚與矽膠的貼合
部分做的比紙張還要薄。

另外文章和包貝爾需要負重200斤演繹“重
磅特工”形象，已經達到特效化妝的極限。回憶
起在片場拍攝的往事，包貝爾提到克拉拉曾在殺
青時落淚，問及原因，克拉拉再度現場灑淚：
“他拍戲的時候臉上貼著胖裝，真的非常辛苦，
很心疼他。”

發布會現場各位演員還談起跟導演合作的感
受，女神克拉拉用“命中註定”來形容兩人的
關系，“第壹次和導演見面是同時出席壹個活動，
坐在同壹張桌上，此次合作覺得導演很有親和力，
很有熱情也很認真。”

郭京飛則開玩笑說自己對包貝爾“又愛又恨”，
畫風突變，兩人開始在臺上互懟比紅，不過最後用壹
句非常正能量的話，表達了自己對導演的祝福：
“在這樣浮躁的社會中，包貝爾壹定會帶著自己的
堅持成功。”郭京飛還表示：“第壹次在這種場合
講這麼正經的話。”

吳尊: 就是因為林瑯天是個另類的反派
我才會出演《武動乾坤》

由深藍影業、優酷、悅凱影視、北
京世紀夥伴文化、閱文影業、尚暉影視
聯合出品，張黎執導，楊洋、張天愛、
吳尊、王麗坤領銜主演，柳巖、索笑坤、
釋小龍聯袂主演的東方英雄傳奇大劇
《武動乾坤》正在熱播。其中的主演之
壹吳尊最近的行程也是被排的滿當當，
在剛剛出席完壹場活動的間隙中，接受
了多家媒體的群訪，對於《武動乾坤》
中自己扮演的反派角色和壹些大家普遍
關心的問題進行了解答。

問題1：最近也在追這部劇嗎？當
時怎麼接下林瑯天這個角色？

吳尊：我最近都有稍微再看，加入
有時間，因為這壹枕資都在國內，晚上
有時候回到酒店就打開電視，因為我還
是很喜歡從電視看，因為我覺得從手機
看的話感覺少了很多，因為我們場面啊，
就是後期我覺得做的很不錯，就是用電
視看比較爽快壹點。

那當時為什麼會接下林瑯天這個角
色，我覺得最重要的壹個原因，就是因
為我覺得這個角色是對我來講是蠻有新
鮮感的，他這個角色從這部劇的壹半到
最後，他其實變的蠻反派的壹個角色，
反差非常大，那我覺得像我自己本身有
機會接這種反派角色，其實很難的，可
能戲來邀約壹百部，壹百部都是那種好
角色。所以當我看到他是這樣子類型的
角色，就立刻吸引我了。

問題2：這次造型有點特別難駕馭，
試妝後有沒有拒絕？

吳尊：我覺得《武動乾坤》的造型，
可能壹般人看的不適應吧，但是我自己
本身當然壹開始看的也不適應，可是我
覺得我很喜歡，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
然後我之前拍過很多古裝戲，我對那種
傳統的古裝造型，我真的看膩了，我不
想要那種好像幹幹凈凈飄來飄去的那種，
女生會很喜歡，我自己本身會比較喜歡
不壹樣的，我也覺得這個造型蠻男人的，
尤其是最後變成魔的時候，有胡子什麼
的，我其實是非常喜歡的。

問題3：在這部戲裏有很多眼神戲，是
有專門去練習嗎？眼神殺超厲害。

吳尊：那在戲裏面的壹些演法，因
為我這個角色不屬於那種動作比較大比
較誇張型的，所以導演也跟我說了很多
時候是要靠眼神來把這個角色琢磨好，
所以其實都要很投入，壹些小細節啊，
把情感帶出來。

問題4：這次的角色，人物性格前
後反差很大，表演時妳認為最難的地方
在哪裏？

吳尊：我覺得這個角色比較難得地
方可能是他是壹個劇，那它這個劇可能
很很長，那妳在每壹個階段是什麼樣的
心情，尤其是我這個角色，從前面到最

後，他的心情的那壹種復雜度，有時候
入魔了，有時候可能在壹場戲裏面妳會
突然間笑，可能突然間發瘋，突然流眼
淚，每壹個點的，每壹個臺詞那種感情
都要很投入，才可以把這個角色演的出
來，所以要下很大的功夫，然後我覺得
也壹直跟導演在溝通，每壹天投入這個
角色，我還記得那時候自己的生活變的
比較不開心了，甚至在拍戲的時候。

問題5：這部IP劇有很多原著粉，
平時會關註網友對自己角色的評價嗎？
為了貼近人物本身，做了哪些功課呢？

吳尊：這個IP劇我覺得它有很多粉
絲，可是導演在我自己本身的角色，可
以說整個劇裏面我的角色改變是最大的，
所以我也沒有看原創，我也沒有真正去
看壹些看劇的人的評論，當然有時候公
司會發給我看，我覺得最終還是自己相
信自己，那時候表演的時候的那壹種感
情是真實的，我覺得這最重要，妳要說
服得了自己，去演出這個角色才是最真
誠的，每個人大家有不壹樣的看法，我
覺得最重要還是要自己沒有去做壹些，
我覺得在演的時候很真實的自己的壹些
情感的釋放吧。

問題6：妳覺得這次的林瑯天的角
色，和之前的角色相比，帶給妳什麼樣
的新鮮感受？拍戲中有哪些讓妳印象比
較深刻的事啊？

吳尊：我覺得這個角色跟我之前的
角色來比，當然反差蠻大的，之前也沒
有演過這麼壞的壹個角色，我的壞在大
家眼中看起來很壞的，然後還有有時候
會有點瘋的這樣子的角色之前都沒有嘗
試，甚至他的造型也是我之前沒有嘗試
的，大家看了會驚訝的造型，對我來講
是蠻有新鮮感的，也是我很想要嘗試的。

我覺得拍整補戲印象比較深刻的有
時候會是那壹種，因為這部戲到了後半
段，很多時候都是我壹個人在跟其他的
主角對決，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片場，我
也不太敢跟他們聊的太開，因為壹拍的
時候大家都是要很投入，然後跟他們的
那壹種情感可能就是要跟他們對抗啊什
麼的，所以有時候會比較孤獨壹點，也
會自己壹個人。

問題7：這次飾演的是壹個大反派，很
多觀眾表示有點不習慣妳演反派，您的
外貌完全無法想象是反派，自己有沒有
擔憂過？

吳尊：我覺得我這個角色雖然是演
壹個大反派，然後可能大家沒辦法想象
到，可是我覺得導演選我，我覺得還是
蠻適合的，它雖然是壹個大反派，大家
討厭不起來個人，他這個角色是大家看
起來的反派，可是它是很相信他做的事
情，他對他做的東西覺得說是不是壞的，
他是載幫助整個每個人，他覺得成就大

事必有犧牲，每個人他們對犧牲的領域
不壹樣，有些人他們會覺得說，比如說
我會覺得說，可能犧牲十個人會換來每
個人的幸福，那有些人會覺得說，可能
我寧願十年要熬這個苦，也不想要犧牲
這些人。

問題8：之前對於林瑯天那些吐槽
妳有註意到嗎？會不會有些介意？接角
色前有預料到會被吐槽嗎？

吳尊：我現在可能因為沒有去關註
人家寫我什麼東西，所以可能我的公司
也不敢給我看壹些人吐槽我的吧，可是
我蠻想看的，因為我也沒有看到，所以
我不會去介意的，我從來不介意人家怎
麼說我，我覺得我自己本身當時在演的
時候有努力，有盡力這最重要，假如大
家有給壹些建議，這個是我很想聽的，
因為可能在我接下來他們是可以幫助到
我的，去體會壹些我之前沒有體會到的
壹些錯誤，我覺得是非常棒的，假如有的
話我也很想知道。假如有看到有壹些吐槽
的，妳們也可以發進來，讓我看壹下。

問題9：在這部劇裏對身材有要求
麼？在劇組裏是怎麼鍛煉的？另外妳是
易胖體質還是怎麼吃都不會胖的？最胖
或最瘦的時候多少斤，平時如何保持身
材的，分享下經驗吧。

吳尊：我在這部劇裏面呢，其實要
脫衣服的戲有，都是臨時的，那壹天我才
知道要脫衣服，因為導演他們都沒有說，
在劇本裏面也都沒有講，所以是沒有做好
什麼準備，唯壹的準備他們說下壹場戲要
脫衣服，我就在那邊趕快做壹些健身的動
作壹些運動，所以我覺得自己本身可能也
壹直有在維持，所以那還好，所以不會說
突然間好像要拍個沒有穿衣服的戲，身材
就是沒臉見人的那壹種。

我最胖跟最瘦，我都是壹樣啊，我
都從來不減肥的，我什麼都愛吃，我很
貪吃的，可能我是很好動吧我覺得。所
以比較不容易發胖。然後自己本身也是
壹個健身房的老板，所以怎麼樣也要做
壹個好榜樣，所以自己本身又很愛運動
和健身，所以才不容易身體會走形。

問題10：這兩年您參與的影視作品
不是太多，平時主要忙些什麼？對於接
下來的演藝之路，有沒有什麼打算呢？

吳尊：我自己本身其實作品不是太
多，因為我覺得可能我自己本身給自己
太多限制了吧，因為自己有家庭，然後
也會有壹些時候是我沒辦法接戲的，也
會影響到我覺得接戲是壹種緣分的，也
是壹個有經營壹些自己的創業那壹塊，
然後也要留壹些時間給自己的健身房，
面包房啊，所以我可能只能做個平衡，
就是說當然我沒辦法在某壹塊非常的專
註，我唯壹可以非常專註的為了犧牲每
個事情就是自己的家庭。

比如說我可能
有壹半的時間放到
家庭那壹塊，然後
其他的可能在我事
業上，就會分，我
自己的健身房，面
包房還有我演藝事
業，當然假如有好
的機會看願不願意
去犧牲接這些工
作，到最後還是要
看緣分。

問題11：尊哥，
nei nei 和 Max 有
沒有看妳出演的這
部作品？

吳尊：nei nei
和Max有稍微看壹
下下，MAx 好喜
歡，他覺得這部戲
有很多魔力，那種
什麼後置的效果，
所以他很喜歡看，
neinei 她看到我之
後的造型沒辦法接受，她會覺得說為什
麼妳是這樣子的。

問題12：平時在劇組裏會做保養麼
？比如敷面膜，擦防曬霜等，很多網友都
說妳皮膚特別好，在皮膚護理方面，有
什麼心得？

吳尊：在劇組裏我覺得基本的保養
會做，因為我們長時間在化妝，有壹些
有胡子什麼的，這些對皮膚有時候也蠻
傷的，可是導演他也希望我在這個戲裏
面是那種比較男人壹樣，比較粗礦壹點
的，比較黑壹點，皮膚也要比較粗壹點，
所以沒有真正的像女生這樣子保養，我
覺得是很簡單的保養了。

問題13：生活中尊哥是壹個擅長表
達自己感情的人嗎？

吳尊：我在生活中，我覺得我是蠻
擅長表達自己的感情的，我覺得我自己本
身很註重溝通，我也很喜歡可以讓人家了
解我，因為我這個人不喜歡有誤會還是什
麼的，我喜歡很多事情都講清楚，所以我
應該是壹個怎麼說呢，有什麼想法，有什
麼事我都願意去分享的那壹種。

問題14：這壹次和張黎導演合作有
什麼收獲嗎？在片場對那場戲印象最深
刻呢？

吳尊：這壹次哪場戲印象深刻，我
覺得我自己本身有壹場戲在這部戲的比
較後半段的有壹場情緒蠻激動的壹場戲，
那場戲也有蠻多臨演的，演完了之後呢，
我看到有壹個臨演他也在那邊感動了，
流眼淚了，所以我覺得那場戲其實演的
還蠻生動的，看到臨演他也這麼投入
的，所以我覺得還蠻爽快的。

問題15：林瑯天為什麼想要當超級
英雄？怎樣理解“成就大事 必有犧牲”
這句話？

吳尊：我覺得林瑯天這個角色他想
當英雄他覺得說他是壹個孤兒，從小被
人家看不起，他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
也很努力的想要證明給大家看，可是壹
步壹步的被人家打壓，沒人人家信任，
到最後也被壹魔把它帶歪了他要走的這
條路，去造成壹些誤會在他跟靈動身上，
導致他最後逼不得已的要走上壹條錯的
路。當然他所做的壹些行為在我自己本
身來看，我當然是不太認可的，可是我
覺得有時候演戲就是這樣子，妳要怎麼
樣找很多理由去說服自己，讓自己去相
信這個角色在這個情況會去做這些事情，
當妳能說服自己的時候，才可以真正投
入的時候，所以在演的時候呢，我真的
是覺得說，我就是應該會這樣子做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少會讓我演這樣子的角色，
因為之前演過的角色都是那種英雄好人，
這種都是自己生活長非常認可的壹些個性，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就在這壹點。

問題16：這次出演了比較反面的角
色，還有沒有更想要挑戰的角色？

吳尊：我當然有很多角色想要自己去
嘗試的，現在當了壹個爸爸，有時候會看
壹些好萊塢片，有爸爸角色的壹些片子，
看的很感人，然後自己也會想要嘗試，比
如說像好萊塢有壹些電影，好像自己的女
兒被綁架，怎麼把自己的女兒找回來啊，
還有像印度片《摔跤吧！爸爸》這種比較
感人的，有壹些運動元素的我也非常想，
但是這種東西都靠緣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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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小莫入膽小莫入！！
《鬼修女》曝新劇照

幽靈修女如影隨形幽靈修女如影隨形
忽然出手猝不及防忽然出手猝不及防

《招魂》系列衍生片《修女》曝光壹批最
近劇照和電視預告，“鬼修女”如同幽靈壹般
無處不在，而且總喜歡藏在身後、遠處等視覺
盲區，然後忽然冒出來嚇人壹跳。

《鬼修女》故事發生年代在《安娜貝爾》
之前，壹名不斷被恐怖往事糾纏的年輕修女
（泰莎·法梅加飾）陪同神父前往羅馬尼亞的
修道院。因曾有壹名修女神秘死亡，他們受梵
蒂岡派遣，開始展開調查其死因。在這過程中
，他們發現壹些秘密，令他們危在旦夕......

《修女》由《招魂2》的制作人彼特·薩
法蘭和“招魂宇宙”的靈魂人物溫子仁擔任聯
合制片。另外，溫子仁也是編劇之壹，他與好
萊塢著名恐怖片編劇加裏·多伯曼（《小醜回
魂》《安娜貝爾》）聯手執筆。

此次溫子仁只編不導，轉而由《聖魘》的
導演柯林·哈迪執導，表示希望能帶出不壹樣
的感覺。演員方面，由《招魂》系列維拉·法
梅加的妹妹泰莎·法梅加擔綱主演（《美國恐
怖故事》），德米安·比齊爾（《八惡人》
《異形：契約》）飾演神父，喬納斯·布洛凱
（《她》）飾演村莊的當地人Frenchie，英格
麗·比蘇（《托尼·厄德曼》）飾演修女Oana
。

影片將於9月7日美國上映。

湯姆·哈迪日前透露自己簽了
三部《毒液》電影的合約，這也意
味著將於10月5日在北美公映的
《毒液：致命守護者》或將成為三
部曲的開篇。

湯姆·哈迪日前在接受 Total
Film采訪時透露他已經簽下了三部
《毒液》電影，他談到：“在這件
事上我願意做任何事情，我已經簽
了三部電影，所以這是壹個非常開
放的案例，我們要看看觀眾的反應
。我覺得這是壹個非常棒的角色，
我很喜歡扮演他們，這就好像開胃
菜，對於索尼來說，是獨立創造的
毒液詩篇。“

《毒液：致命守護者》將向觀
眾簡述毒液的起源故事，湯姆·哈
迪飾演的記者艾迪·布洛克在壹次
深入調查中被外星生物寄生，因此
變得性格狂躁，還具備了毀滅性的
超能力，是壹個極度危險的分子。

該片將由魯本·弗雷斯徹執導
，湯姆·哈迪(《蝙蝠俠：黑暗騎士
掘起》《敦刻爾克》)、米歇爾·威
廉姆斯(《馬戲之王》)、裏茲·阿邁
德(《星球大戰外傳：俠盜壹號》)
、斯科特·黑茲和瑞德·斯科特聯袂
出演，將於10月5日北美公映。

"毒液:致命守護者"
或成三部曲開篇？
湯姆哈迪確認已簽三部電影

奧斯卡影後娜塔莉·波特曼
主演的新片《光之聲》首曝先導
預告，該片已經入圍威尼斯電影
節主競賽單元，並將在稍後的多
倫多電影節展映。

先導預告追隨娜塔莉·波特
曼的背影，她在觀眾的喧囂聲中
緩緩走上舞臺；哥特風的造型，
黑色羽毛翅膀，與《黑天鵝》造
型有幾分相似。

《光之聲》是威尼斯電影節
最佳處女作獲獎導演布拉迪·科
貝特（《戰前童年》）的第二部
作品。由娜塔莉·波特曼和裘德·
洛主演，聚焦女主角從青春期到
成年期跌宕的人生軌跡；既是壹

個引人入勝的傳記故事，也是對
影響壹代人的文化變革的回望。

這部電影始於1999年，年少
的姐妹塞萊斯特（拉菲·卡西迪）
和埃莉諾（斯黛茜·馬汀）在地震
中幸存下來。這對姐妹根據她們
的經歷撰寫並演唱了壹首歌，將
痛苦通過藝術的方式宣泄出來，
同時也無意中開啟了職業生涯。

姐妹們吸引了壹位充滿激情
的經理（裘德·洛）的註意力，
迅速走紅，名利雙收。塞萊斯特
成為大明星，而埃莉諾則成為創
作者。

影片的後半部分背景設置在
2017年，31歲的塞萊斯特（娜

塔莉·波特曼）已經成為母親，
有壹個正值青春期的女兒（拉
菲·卡西迪，她在該片中壹人分
飾兩角）。不幸的她醜聞纏身，
事業艱難前行，這時又遇到壹個
可怕的暴力勒索。已經習慣了從
混亂中汲取養分的波特曼表現得
很勇敢，而作為父親的裘德·洛
既可愛又令人不安。

正如塞萊斯特在壹首歌中所
唱的那樣：“我是壹個個體，活
在公共的世界中。”《光之聲》
講述的是娛樂圈的真實恐怖故事
，也是關於每個人當下的故事
——個人和公共的界限似乎已經
溶解。

黑天鵝歸來！
娜塔莉波特曼新片曝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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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

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

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

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

态度的一个缩影。后面的故事我们都

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

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

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最近好几波谈论中国南北差异的

话题，都很娱乐化。要么北方人见到

南方大蟑螂然后惊呆了，要么南方人

看到北方人上菜市场然后惊呆了。

这些见诸习俗、风物、个性的表

象，之所以一次次上了热搜榜，无不

证明和强化了南北方的界（对）限

（立）。

这条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它

虽然是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划分的，但

却相对精确地表达了南北差异。它是

中国旱作、水田分界线，也是亚热带

与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等

温线几乎与它重合。

但是，这些“惊呆了”在最爱君

看来，都很廉价。被娱乐化的南北差

异除了让人很肤浅地笑一下，你还指

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吗？相反，

一些严肃的话题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

代却被忽略了。

比如，同样基于这条分界线而存

在的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中国历史基本是从中原所在的北

方开始书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用

两个字就可以写完南方——蛮夷。有

意思的是，到后来，谈起经济和社会

发展，南方已有十足的底气反过来鄙

视北方。

一直到现在，北方多数地方还活

在“我们祖上阔得很”的余荫里，而

更加务实的南方则吹响了新一轮的发

展号角，意欲进一步扩大对北方的经

济领先优势。

这就让我们更有理由正视历史：

从什么时候开始，北方经济就被南方

追上并反超呢？原因又在哪里？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

重大的历史课题。1950年代，史学家

张家驹写过一本书，专门谈这个问题

。后来不时还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但

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性的成果出现。

这不奇怪，因为没有新意嘛。一

提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如何

破坏凋敝，南方经济如何强势崛起，

此消彼长，南方就超越北方了，论证

完毕。

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线性。

先来驳斥两种谬论：

第一，很多人引用明人于慎行的

话说：“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

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

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害战争多

在江北。”中心思想是，战乱导致了

北方经济的衰落。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二，还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

期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经济不弱于

北方，隋唐以降南方经济更不逊色于

北方，故历史上并不存在经济重心南

移一事。这种观点很标新立异，但这

是真的吗？

至少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

北方“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

六”，而南方仍然地广人稀，火耕水

耨，生产力落后得很，跟北方不在一

个层次上。

东晋政权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乱，

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经济实力此

消彼长的两个重要节点。这足以说明

，战乱频仍的北方，经济实力并未衰

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

然优势明显。

这也不奇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况且经济是有弹性的，只要伸张有

度，不可能一下断裂。

唐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河北一带

，属“极富之地”。北宋年间，河北

一带经历与契丹的多次战争，经济却

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领先优势。河北

产的绢等纺织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

都是全国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绢

1000万匹，皆取自内库，其中一些来

自两浙地区的绢，遭到了金人赤裸裸

的嫌弃。他们嫌浙绢轻疏而退回，所

收几乎全是河北精绢。可见，河北经

济发展质量之高，江南地区远不能望

其项背，连少数民族政权都很懂。

陕西同样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

地。入宋以后，在宝元年间（1038—

1040）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之前，

据苏轼说，是“中户不可以亩计，而

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

。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农家

者，多于府库也”。这是典型的藏富

于民有没有？

其实，南北方的纳税数据最能说

明北宋时期，北方经济仍优于南方。

当时，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

，人口多出北方两倍多，而负担的税

额仅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

最富裕的四个省份，税额也都大大低

于河北、陕西。北方的财政负担比南

方沉重得多。

经济越发达，税负就越重。这几

乎是古代中国征税的通则。就跟明清

两代重重剥削江南一样，北宋重重剥

削北方，这就能看出其时北方经济发

展程度高于南方。

是的，战争可以一时摧毁一个地

区的繁荣，却无法一世消灭这个地区

的发达。

只要假以稍微稳定的局面，这些

原本繁荣发达的地方就表现出它们的

潜在优势，在战后迅速修复经济，实

现强力反弹。

从东汉到北宋，北方经常在战乱

与和平的循环中守护它的经济优势，

而相对安稳的南方则默默扮演了追赶

的角色。

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那时的北

方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经济烂熟，发

展缓慢，但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南

方则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发展势头迅

猛，但毕竟块头还小，想要超英超美

还需时日。

北方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

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环境的破坏。

尽管出现过手工业的精品，但无

可否认，农业是北方经济长期碾压南

方的杀手锏。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

》将全国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其中黄

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土质最为

膏腴，南方的荆、扬二州最为贫瘠。

土质的沃与瘠，决定了当时农业

生产水平的先进与落后。

秦汉时期，农业的精耕区仍在黄

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这一带

是帝国的粮仓。

就粮食亩产而言，以粟米为例，

北方到唐代已臻顶点，此后宋至清均

未达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

方对农业的过度倚重，导致过度开发

，严重破坏了植被与环境，最后遭到

了大自然的报复。

北方发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

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北方人不放过任

何一块可耕种的地方。数百年来的滥

垦滥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植被。自

唐以降,陕北黄土高原上水、旱、风、

雹横行肆虐。此时,正是关中、中原贫

民源源不断涌入陕北黄土高原辛劳垦

荒之日。

人祸招致天灾，进而影响农业生

产与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一个人与自

然互相伤害的故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

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

，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

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宋代以后，

这一地区的湖泊急剧减少，农田灌溉

都成问题，北方的农业优势便日渐难

以为继。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黄河水患造成

的恶果。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仅使

中游地区的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而且

使下游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易

溢、易决、易徙。自西汉到民国，黄

河决口超过1100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来

一次，其中唐代以后决口更频繁。再

好的农业基础，也经不起这么高频率

的摧残。

相较之下，南方发展得晚，长期

未开发，则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至

少在自然环境这一块，受到的破坏没

有老农业区黄河流域那么深重，其受

到的自然报复程度也就没有北方那么

严重。

随着北人南迁，兴修水利，改良

农具，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成为南

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在南方驶

入了发展快车道。

南北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差异，决

定了二者的后劲截然不同。如果要给

天灾找人为因素，那么，这无疑与历

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

切相关。

北方长期作为政治重心，在传统

的耕战政策指导下，发展农业的目的

是养兵立军，且赋税往往征之过甚，

这就导致了必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

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

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由此确

立。南方经济则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

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

调也多折为钱绢，相对自由的市场经

济由此产生。

南方最终依靠商品经济实现了弯

道超车，整体碾压北方。打个比方，

北方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与受益

者，南方则宣告了市场经济的胜利。

传统中国，士农工商，阶层井然

。这套秩序，北方人贯彻得很到位。

北方人骨子里是重农轻商的，当人口

增多，土地减少时，他们会通过走西

北、闯关东等开荒种植的方式拓展生

存空间，而不会在经济形态的多样性

上下工夫。

南方人灵活、务实得多，他们从

来没有囿于稼穑一行，以赢利为目的

的种植业在南方备受青睐。南方人不

以“仁义”与否来评判你是君子还是

小人，而是以会不会赚钱、能不能赚

钱来判断一个人的贤与不肖。工、商

两业，尤其是商业利润高，越来越受

到南方人的推重。至迟到唐初，商业

在南方已有凌驾于诸业之上的趋势。

顾炎武说，苏州地区“农事之获

，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

获，利二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

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

；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

为之”。可见，在南方，聪明人都奔

着高利润的商业去了。

宋代的商业繁荣，南方比北方突

出。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

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

，茶叶是显著的例子。宋代每年投放

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

，就让北方相形见绌。北宋的工商税

收中，盐、茶、银、铜占了很大的比

重。不好意思，这四项产品大部分或

全部都出自南方。

长江在宋代开始发挥出交通大动

脉的效益，干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仅

数目超过黄河，繁荣程度也凌驾其上

。此时，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繁

盛，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

路的写照。

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士人参与

政治话语权的加重。南方士人在唐宋

之际历次改革运动中的作用一次比一

次大，反过来印证了经济重心逐步南

移的趋势。

唐中叶的永贞革新，领袖王叔之

、王伾分别是南方的越州和抚州人。

改革很快失败，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

力量还不够强大。到了唐末五代，南

方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入宋以后，范

仲淹、欧阳修、蔡襄、杜衍、余靖这

些名臣，都是南方人。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参与的

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

西、福建士人。这表明江南经济文化

的发达不仅限于三吴及少数沿江平原

，而是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

大地区。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

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

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

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

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

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

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以后南北两方虽有明清长达数百

年的稳定发展期，但北方经济再也无

法走出南方的阴影，直到今天。

总之，北方经济的衰落，属于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南方经济

的崛起，以及反超北方经济，则是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900多年前为何南方经济反超北方



美国专家列举了20种美国人最常

用的示意动作和身势语，建议大家要

要善于观察，对你周围发生的情况要

感觉敏锐，以免发生误解。要敢于提

问题。比如和别人交谈，当谈到通过

示意动作或身势语来传递信息的时候

，你如何辩别什么是粗鲁的示意动作

，什么是得体的示意动作？或者如何

辩别什么是粗俗的示意动作，什么是

粗鲁的示意动作？

1、握手

北美人在见面时握手相互致意，

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学会握手时要紧

紧地有力握一下。

2、目光接触

当向人致意或和人交谈时，北美

的小孩就已知道要正视对方。如果不

看着对方，这通常被认为是羞怯或者

是缺乏热情，或者――甚至更糟――

是懦弱。

3、挥手

北美人不论是在向人打招呼还是告

别，或者只是要引起离他较远的人注意

，他们举臂，张开手，来回摆动。

4、召唤

北美人要召唤别人通常是先挥手

以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把手转过来

做向内舀的样子。美国人还有一种召

唤人的手势，那是伸出食指（手掌朝

着自己的脸），将该食指向内屈伸。

5、表示胜利的“V”字形的手势

用食指和中指形成V字形，这差

不多在全球都可理解为示意“胜利”

或者“和平”。

6、“O.K.”的手势

北美人经常并热情地炫示这个手

势：拇指和食指构成环形，其他三指

伸直。

7、竖起大拇指

这个在北美以及许多别的国家里

非常普遍的手势常被用来无声地表示

支持和赞同：“干得好！”、“O.K.

”或者“棒极了！”以及其他十几种

表达用语。

8、“钩住他们的双角”

大多数得克萨斯州人会识别这个

手势（举起拳头，把食指和小指直）

为得克萨斯大学的集合集号，因为它

象征该校的标志和吉祥物，著名的得

克萨斯长角公牛的长角。

9、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正常的社交情况下，北美人站

在一起时，一般相互间隔30英寸左右

，大约为一臂之遥。这个间距被认为

是使个人感到“舒适安逸的范围”。

10、碰触

北美人不喜欢碰触。好朋友之间

会偶尔碰一下对方的前臂或肘部。非

常好的朋友之间也许甚至会把一个手

臂围着对方的肩膀。但是点头之交决

不会拥抱。

11、接吻

北美人通常只是给爱人和母亲亲

吻。有时在亲近的女亲属之间亲吻。

但是两个男人很少亲吻。

12、祝酒

北美人偶尔礼节性地举杯或碰杯

相互祝酒。但是在婚礼上，男傧相所

要承担的几乎就是祝酒。

13、挤进已有人就坐在两排座位间的

狭通道

允看体育比赛或在剧院里，北美人

通常是脸向前，背朝着已就坐在观众，

侧身在两排座位间的狭通道挤过去。

14、“我看见一位漂亮的姑娘”

北美人要表示这个信息是频频扬

眉毛，或者吹口哨。

15、吹口哨

北美人向漂亮女人吹口哨，但也

在运动场上作为喝彩的形式，或者在

一场杰出的演出，又拍手又吹口哨。

在这些场合，吹口哨都表示赞扬。

16、点头和摇头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上下点头表

示“是”，左右摇头表示“不”。

17、“请你听电话”

北美人要表达这个信号先握拳，

然后把拇指和小指尽量伸直来模拟一

架电话听筒，再把这个手势放在耳边

。但这并不是全球公认的信号。

18、表示长度等

如果你问一位北美人“6英寸有多

长？”，他或她会伸出两个食指，把

两指相距约6英寸以表示这段间距。

19、敲门

在北美人的家里，通常将浴室门

半开着。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没有人

在用浴室。

20、最后，把拳头向上击向另一只手

的手掌

可以看到一个北美人随意甩动双

臂，无意识地把一只手的拳头击人另

一只手的手掌中去。

这里给你20条忠告，使你知道什

么是粗鲁的示意动作，什么是得体的

示意动作。记住这些你就可以改变你

的称号，从“无知的外国人”改为

“有学问的外国人”。

“美国通”的20个手势寓意

1. 在波士顿的芬威球场上看一场棒球

赛

据留学360介绍芬威球场是一片神圣

的土地。这里的座位十分接近赛场，以至

于观众可以听到棒球的击球声在这个有

103年历史的棒球场上保持了很多传统：

记分板仍然由手工操作；37英尺长的有

“绿色怪物”之称的左外野全垒打墙困扰

了投球手整整七十年；排队买芬威弗兰克

热狗就像给洋基队喝倒彩、用Sharpie标

记右外野方向的界外标杆那样成为了传统

的一部分。你会在第七局时站起来和观众

一起唱“带我去看棒球比赛”，在第八局

时一起唱尼尔· 戴蒙德(Neil Diamond)的

《亲爱的卡洛琳》。

不要错过的事：芬威公园官方之

旅会分享的传奇故事，向你展示右外

野上丑化了佩斯基标志杆上的签名，

还会为你提供一个坐到“绿色怪物”

墙上去的机会。

2. 聆听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

使纳什维尔在1925年获得了“音

乐之城”的美称，并沿用至今。如今

，纳什维尔在音乐产业工作的人口人

均密度，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

要高。乡村音乐名人堂和博物馆都在

这里，每年该行业的名人为了美国乡

村音乐协会奖而在这里聚集。

在这个小镇里可以到130多个音乐

场所里感受乡村音乐，这些音乐场所

还包括世界闻名的百老汇上的廉价小

酒吧。出现在电视连续剧《纳什维尔

》里的蓝鸟咖啡屋，就是加斯· 布鲁克

斯(Garth Brooks)被发现并被国会唱片公

司签下的地方。想要在你住的地方附

近寻找音乐现场，可以免费下载“纳

什维尔现场音乐指导应用”。

3. 在旧金山乘坐缆车

1869年，在看到马在湿鹅卵石地上，

沿着旧金山陡峭的杰克逊大街，艰难地拉

着马车前进的时候，发明家安德鲁· 史密

斯· 哈乐迪(Andrew Smith Hallidie)灵光一

闪，想到了一个蒸汽动力、缆索驱动的铁

轨系统。四年后，旧金山的第一辆缆车开

始在马路上行驶。游客可以在免费开放的

缆车博物馆查看第一辆辆车，看看地下滑

轮系统是如何工作的。或者也可以跳上一

辆人工缆车，朝着当年的马前行的方向，

行驶在杰克逊大街上。需要有两个人制动

刹车，尤其是在陡峭的大街上。黄铜钟钟

声响起之后，公共交通缆车上的二重奏总

是为旅程增添不少趣味。

不要错过的事：沿着海德街的渔

人码头一直到伦巴底街，观看“世界

上最弯曲的街道”。在加利福尼亚街

上有：诺布山、唐人街以及金融区。

4. 在纽约康尼岛上吃热狗、坐过山车

纽约的康尼岛是一个传奇的海滨

游乐场。1918 年建造的摩天轮、1927

年建造的“龙卷风”过山车至今吸引

着游客。去年6月，“霹雳”过山车正

式运营，这是在“龙卷风”建成之后

康尼岛上第一个主要的过山车。游客

还可以看马戏团表演、在“滑雪球”

或者其他游戏里碰运气。

不要错过的事：“美食胜”的吃

热狗大赛已经是一个传统，于每年的6

月4日举行，现在还会在ESPN2上直播

。六月底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人鱼游

行会吸引成百上千的“美人鱼”及

“美男鱼”。他们使用服装和道具在

大街上游行展示他们的艺术才能。

5. 在肯塔基州体验波旁威士忌和马的

王国

肯塔基州的意外人口老龄化要感谢该

州标志性的灵丹妙药——威士忌酒。十八

世纪初，农民不再种植玉米田，而是开始

制造威士忌酒，然后顺着密西西比河水运

到下游。前往新奥尔良的漫长旅途将木桶

里的威士忌酒催熟了，使液体呈现出一种

琥珀色，口味顺滑，后来这种酒就被叫做

波旁威士忌。2014年是国会宣布波旁威士

忌是“美国唯一的本土精神”50周年。游

客可以从俄亥俄河出发，穿过乡村的“波

旁威士忌，马和历史地区”，在马场踱步

，见见退休了的马冠军。

不要错过的事：参观酒厂、威士忌

博物馆，和波旁巧克力店；体验一次波

旁航班；在路易斯维尔的银币威士忌酒

吧听约翰尼· 卡什的唱片；在肯塔基州马

公园观看50多种马；游览农场。

6. 在亚利桑那州游览科罗拉多大峡谷

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任何言语

都无法形容其瑰丽壮阔，那么这个地

方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游客可以从

洛杉矶坐直升飞机进入大峡谷的偏远

边缘地带，欣赏壮丽空旷的景色。在

南缘，徒步旅行者可以往下沿着短却

陡峭的之字形路，来到“光明天使小

道”上的蜿蜒科罗拉多河，或者往上

沿着边缘走容易的“时光隧道”。2013

年新的游玩方式是沿着东部边缘骑骡

游历大峡谷，牧人常常停下来为游客

解说大峡谷的故事和细节。

不能错过的事：在旺季，乘坐免

费巴士前往大峡谷村参观今年建成一

百年的历史悠久的小屋：隐士居和了

望台。在村落里可以参观光明天使历

史文物室的展览。夏季，印地安人舞

者们会在印地安古屋外提供免费的舞

蹈表演。

7.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体验爵士

乐

在进入芝加哥和纽约市的俱乐部

之前，爵士乐起源于新奥尔良市的友

谊赛。游客可以手捧一杯甜茶或从路

边摊买的雪球刨冰，漫步在皇家大街

上，聆听传遍几乎每个角落的爵士乐

或者布鲁斯。只有在新奥尔良才能找

到主题为爵士乐的国家公园，因而在

新奥尔良爵士国家历史公园停下来看

一场爵士表演也一定能让你难忘。

不能错过的事情：有“新奥尔良

的夜莺”之称的罗宾· 巴尼斯建议前往

蒙特莱昂酒店享受周五晚上的爵士乐

，在那里，你可以在乘坐旋转木马的

时候一边品尝鸡尾酒，一边欣赏爵士

乐。温莎酒店的马球俱乐部休息室和

斑点猫音乐俱乐部也是好去处。

8. 在亚利桑那州游历墓碑镇

美国老西部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枪

击案就是于1881年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

墓碑镇。1993年这个故事被搬上好莱坞

的银幕，电影《墓碑镇》的故事发生在

OK围栏上。如今这个保存完好的煤矿新

兴城市，每天在原先OK围栏的地点模拟

枪击战，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级的历史景

观。附有解说的电车之旅能带游客前往

其他的历史景观，包括靴山墓园，其中

一个亡命牛仔就是葬在那里。对一些不

感兴趣的人来说，墓碑镇也许是个游客

陷阱，但是它却被评选为今年的十大最

好的“真正的西部”小镇之一。

不能错过的事：直奔历史悠久的

“水晶宫酒馆”而去，这是墓碑镇最

早的酒吧之一。在以道克· 豪乐迪的女

友命名的“大鼻子凯特的酒馆”里，

你可以穿上那个年代的西部牛仔服，

在酒吧后拍照留念。

9. 在加利福利亚州亨廷顿海滩冲浪

摇滚乐队“沙滩男孩”让我们相信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片海，那么每个人都

会像加利福尼亚人那样冲浪。该乐队将

抒情的歌词及和反应南加州随心所欲的

冲浪文化良好和谐地结合起来，他们的

歌声迷倒了20世纪60年代的人。从木质

冲浪装备、到比基尼、再到拖鞋凉鞋等

。这股怀旧风依附于整个南加州的冲浪

活动。奥兰治县注册的年度“最佳XX奖

”中，亨廷顿海滩码头被评为长年最受

欢迎的地方。亨廷顿海滩又被称为“美

国的冲浪城市”，拥有10英里的沙滩，

全年优惠，每年举办50多场冲浪比赛，

是世界闻名的冲浪胜地。

10. 在俄亥俄河或密西西比河上乘坐观

光船

顺着美国最早的探险家曾经游历过

的水路而下，感受美国的历史。这就是

大文豪马克· 吐温在19世纪中期经过三角

洲、峡湾和石灰岩峭壁时曾经体验过的

经历。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在河上的

生活的小说提供了灵感。当游客停留在

美国传奇性的港口城市，如孟菲斯、新

奥尔良、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圣路

易斯等，就会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这些

河流是如何塑造了美国历史。

不要错过的事：在密西西比河上

，“美国皇后号”主题航行强调感受

美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从棒球传奇到

南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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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汀台中姐妹市

協會於8月 19晚上與龍

門客棧聯合主辦台灣美

食示範教學及盛大的貴

賓晚宴，席開11桌, 一百

多人參加.該活動係由僑

務委員會指導，休士頓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協導

，由2018年美南地區台

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

來自台灣黃寶元及梁語

宸兩位名廚擔任講座，

龍門客棧主廚協助, 準備

了七菜一湯的宴客全席,

吸引奧斯汀市議員Sabino Renteri,

退休德州州議員 Elliott Naishtat, 奧

斯汀國際姊妹市成員, 主流佳賓以

及百位僑界熱愛烹飪僑胞參與。

僑務委員會為推動台灣美食

國際化及行銷台灣美食品牌形象

，每年都會遠赴世界各地辦理台

灣美食廚藝巡迴講座，今年美南

地區台灣美食巡迴講座德州奧斯

汀是首場，主辦單位姚東權會長

感謝僑委會以及休士頓僑教中心

邀聘名廚到奧斯汀推展台灣美食

，這是奧斯汀台中姊妹市協會第

三次主辦相關活動，希望能讓海

外僑胞在異鄉傳承記憶味道。

本次主秀黃寶元老師有亞洲

廚神之封號，他說 「一盤菜，一

個故事。」 通過對食材成長的了

解，對食材的熟悉，會對食材更

有一份情感，會把食材特點淋漓

盡致的發揮出來

，充分詮釋食材

的精神，讓食材

更有靈魂，讓美

食進入另一層面

的意義。精通中

西餐及台灣特色

廚藝的他，運用當地素材來製作

出有台灣風味的美食，展示自己

拿手酒香醉雞、五味鮮蝦、橙汁

地瓜、麻辣鮮木耳、蘆筍煙燻鮭

魚，同時與另主廚梁語宸助理老

師和龍門客棧主廚們共同完成流

金映月蒸鮮蝦、八珍鮮時蔬、錦

繡蒸海鱸、醬蘆筍鮮干貝、芙蓉

蒸蛋海鮮羹、白蘭地椒香牛柳、

海鮮上湯。梁語宸老師也展現了

他用西瓜雕花的技巧. 讓在場貴賓

大開眼界.

中美佳賓及與會僑胞聚精會

神仔細記下名廚提點的關鍵技巧

，並紛紛表示感謝僑委會舉辦這

項活動，除了推廣台灣美食之外

，更傳遞台灣精神和美食故事，

讓大家可以在異鄉傳承記憶味道

，交流廚藝，與會者一邊觀看示

範教學一邊享用台灣美食，氣氛

熱絡溫馨, 主流佳賓品嘗到了平時

難以見到的正統臺灣宴客美食, 及

幾位名廚藝也 都讚賞不已, 對臺灣

美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這次的”名廚上菜”貴賓晚宴

的成功,主辦單位姚東權會長除了

感謝黃寶元和梁語宸兩位大廚的

辛苦, 也謝謝龍門客棧主人, 陳媽

媽及主廚們的全力佩合, 還有在幕

後幫忙的義工們. 謝謝大家為 2018

美中美南臺灣美食巡迴展的第一

站奧斯汀劃下完美的開展.

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奧斯汀台中姐妹市協會
台灣美食饗宴佳評如潮台灣美食饗宴佳評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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