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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风 采

Anna 鮑 (Anna Bao)
Nissan 業 務 代 表
休士頓最超值的優惠價格
2018 年 底 所 有 車 款 特 價 銷 售
最 低 價 格 ﹑最 高 品 質 ﹑最 好 服 務 ( 通 中 英 文 )
電 話 ﹕832
832-606606-9599 ﹐ybao@sterlingmccallnissan.com
地 址 ﹕12230 Southwest Freeway, Stafford, TX 77477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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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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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713-568-8889

WWW.CHINATOURUS.COM
中國簽證$170

太空中心門票$18

美東 美西 黃石 全年20%
OFF

2019 5月 東方快車外賓專列 新疆 西藏 古絲路
10/31-11/1 紐澳良萬聖節狂歡特別團$258/人
3/7 2019 巴西秘魯阿根廷嘉年華冠軍巡遊14天 $5400
1/6 2019 東北三省冰雪世界 $999

10 %

德州當地團

OFF

聖誕回國特優機票:原價$1899
上海 : $1250 (12/22-1/5 2019)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團（買一送一）
北京 : $1399 (12/23-1/6 2019)
特價機票總匯: 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北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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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行
糖 城 分 行
達拉斯區域分行
李 察 遜 分 行
布 蘭 諾 分 行
奧 斯 汀 分 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713-771-9700
713-272-5028
972-246-1277
972-301-5988
972-673-0188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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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廣播電視台

《體育報道火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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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節目介紹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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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台特約記者鄭帥帥策劃主持，為休斯頓觀眾報道最新的
體育賽事情況，包括休斯頓火箭隊，太空人隊、德州人隊等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球隊近期比賽回顧。
▲ 嘉賓Chris Mouton與嘉賓周乃溟

1. 掃二維碼(QR code)：

播出時間：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重播時間為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7月13日（週五）中午1點。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主持人鄭帥帥(左)與嘉賓談休斯頓體育比賽

▲ 主持人鄭帥帥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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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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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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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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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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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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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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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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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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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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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人齊聚首爾制作泡菜獻愛心場面壯觀

韓國首爾廣場，
韓國首爾廣場
，數千位來自各區政府
數千位來自各區政府、
、企業
企業、
、民
間團體和市民們共同慘與首爾越冬泡菜制作活動。據
間團體和市民們共同慘與首爾越冬泡菜制作活動。
悉，此次制作的泡菜將分發至各區生活貧困民眾
此次制作的泡菜將分發至各區生活貧困民眾。
。

用蓋制作罌粟花擺出和平鴿
比利時慶祝壹戰結束百年

實拍冰島瓦特納冰川
藍冰洞“
藍冰洞
“點冰成金
點冰成金”
”美到窒息

冰島冰洞到底能有多美？
冰島冰洞到底能有多美
？ 43 歲的 Sigurur William Brynjarsson 前
往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員，拍攝到壹組美到窒息的畫面
往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員，
拍攝到壹組美到窒息的畫面。
。據 Sigurur
Sigurur介紹
介紹，
，這
些冰洞是由冰川融水從冰川底部流淌形成的。
些冰洞是由冰川融水從冰川底部流淌形成的
。洞穴在夏天被淹沒
洞穴在夏天被淹沒，
，但在
冬天它會結冰。
冬天它會結冰
。 最底層的冰被稱為藍冰
最底層的冰被稱為藍冰，
，由於冰川的重量擠壓了冰的
所有氧氣，
所有氧氣
，因此變成了難以置信的藍色
因此變成了難以置信的藍色。
。 當陽光照射到冰川上時
當陽光照射到冰川上時，
，藍
冰洞就會散發出金色的光芒，
冰洞就會散發出金色的光芒
，猶如走進異度空間
猶如走進異度空間。
。

大話經濟

人民蔽大空頭或已認輸

巴菲特堅持做多中國市場
綜合報導 繼 11 月 1 日人民幣匯率
在跌至十年多來低谷後啟動反彈，上演
“大反擊”，11 月 2 日人民幣匯率繼續
強勢回升，48 個小時內，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從最低 6.97連升近十大關口，兩天大
漲 1000 點，升值幅度 1.3%。同時，這
更讓壹些人民幣大空頭壹夜無眠 ，接
連爆倉。與此同時，A 股也壹掃前期陰
霾，北向資金也大舉流入 174 億。
文章表示，目前，做空人民幣的成
本已經很高（做空成本已經創下逾兩年
半來最大的升幅），而再考慮到中國央
行百億央票出海在即和二個月前調整了
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後或
也會直接扭轉人民幣貶值的預期，抑制
人民幣空頭，換句話說，目前，人民幣
空頭的膽量和倉位都早已不比 2015 年和
2016 年的鼎盛時期的倉位了，甚至，據
CNBC 報道，壹位看空中國市場的知名

大空頭查諾斯（Jim Chanos）也在數周
前開始認輸了。
同時，中國官方也在近日再次釋
放人民幣穩定預期信號，國家外匯管
理局局長 潘 功 勝警告投資者不要做空
人 民 幣 ，“對於那些試圖做空人民幣
的勢力，幾年之前我們都交過手，彼此
也非常 熟 悉 ， 我 想 我 們 應 該 都 記 憶 猶
新 。 ” ，歷史數據表示，在過去 30 多
年裏，凡是看空或做空人民幣的最終都
蒙受了較大損失，所以，目前的市場數
據跡象可能正在表明，在近期匯率調整
壓力快速釋放後，人民幣大幅貶值可能
性已不大。
對此，壹家總部位於倫敦的資產管
理公司 Eurizon Slj Capital 首席執行官
Stephen Jen 表示，考慮到中國的經常
賬戶是“平衡的”，且人民幣對新興市
場貨幣的影響很大，所以，該機構認為

這二個理由表明人民幣不會再次出現大
幅度的下跌。
文章分析稱，對於美元接下去的走
勢，雖市場存在分歧，但華爾街更多的
還是表達了看空的觀點，並隨著美國經
濟刺激逐漸消退，雙赤字規模較大，美
元將受到負面影響，正如法國農業信貸
的分析，目前美元可能暫時達到了峰
值，做多美元的成本已經很高了，而
這種市場情緒的轉變無疑是讓壹些新興
市場的大空頭們在當前的點位沒有膽量
做空了。
而早在去年，羅傑斯就曾指出，美
國市場從 08 年以後就沒有發生過非常嚴
重的危機了，這就需要引起我們警惕了
，這是不同尋常的，因為，美國每 4-8
年就會出現壹次金融問題，另據美國福
布斯網站近期發表了題為《為什麼巴菲
特看準了中國》的評論文章，巴菲特說
：“中國在過去五六十年間所成就的壹
切簡直是個經濟奇跡，他們的經濟註定
有壹個美好的未來，就像我們壹樣。”
，而這更意味著巴菲特堅持做多中國市
場的看法。
不 僅 於 此， 雖 然 ， 在 近 期 人 民 幣
匯率下跌的背景下，壹些外國投資者
卻在不斷增持甚至是大舉買入人民幣

債券，這看似矛盾的現象的確正在發
生著，換言之，這類國際資金對人民
幣貶值完全鈍化，而據德銀在近期發
布的研報估計，2018 年流入中國內地
人民幣債券市場的外資將達 7000 億元
人民幣。
對此，據路透社報道稱，許多日本
投資者正在將中國債券加入其主流投資
選項池，與此同時進行的是，日本央行
近大半年以來重手拋售了大量的美國債
券（今年前 8 個月共計減持 359 億美元
美債），分析顯示，日本投資者出售的
部分美國國債正在轉向投資中國債券，
要知道，日本金融機構和投資者歷來都
被譽為擁有敏銳的投資嗅覺，對全球投
資者具有壹定風向標意義。
文章強調，值得壹提的是，中國央
行近期與日本央行簽訂了本幣互換協
議，也助推了更多日本投資者對中國市
場的投資進程在加速，這也是人民幣國
際化更上壹層樓的註腳，另壹面，人民
幣作為全球儲備型貨幣的國際地位也正
在進壹步上升，國際支付使用量更是創
下新高（據 IMF，截至 6 月底，人民幣
占比已連續四個季度上升，規模已經超
過澳元）。
而人民幣債券比美元債券更有投資

價值和吸引力的背後，恰恰表明他們對
未來美債價格和美元資產在美元信貸下
滑過程中的擔憂，我們也多次強調，此
刻，在中國以黃金為基礎的人民幣原油
期貨升級創造無美元化石油交易環境
後，如今，世界多國亮劍去美元化的行
動再次進入高潮，這在美國知名金融網
站 Zerohedge 看來，目前全球多國對美
元的不信任及去美元化的這壹進程正在
加速……甚至，目前這股聲音已經漂蕩
在美元大本營華爾街的上空了。
文章還指出，就在數周前華爾街金
融大鱷羅傑斯警告“美元衰落是不可避
免的歷史進程”之後，摩根大通量化部
門主管 Marko Kolanovic 也在他 10 月份
發布的最新報告中表達了對美元信用的
質疑，當前的美國（政府）可能正在成
為長期去美元化的催化劑。
比如，對於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
貨幣和匯率的多元化似乎是最佳選擇，
但美聯儲的加息周期可能仍會對其造成
影響，更會讓貨幣空頭投機者“蠢蠢欲
動”，他甚至壹針見血地指出，正是因
為美國當局（特朗普上任以來）的壹系
列經濟舉措和舉動，才使得美元的儲備
貨幣地位和國際支付使用量受到威脅，
這才是真正的幕後推手。

說句話就能存取款 烏鎮首家互聯網智能科技銀行炫技啦
綜合報導 “我要取款，1000 塊……”11 月 5
日上午，桐鄉市烏鎮鎮市民張小明來到位於農行烏
鎮支行取款，和以往插卡手動選擇按鈕取款不同，
他選擇了最新的“刷臉+語音”取款方式。很快，
刷了臉、說句話，隨著驗鈔機刷刷刷的聲響，
1000 元現金如數取出。“這個體驗還蠻新鮮的，
關鍵是就算忘帶銀行卡，也能通過刷臉和語音取錢
，實在是太方便了。”
張小明取現的農行烏鎮支行，是壹家全新的
智慧銀行網點，重新布置後於今年 10 月 23 日剛
面向市 民 開 放 。 壹 走 進 去 ， 就 會 感 覺 和 以 往 銀
行 大 不 同 。打破以往銀行櫃臺式布置，它更像
壹個銀行服務體驗店，沒有冷冰冰的防彈玻璃的
隔閡，從存取款等簡單業務，到購買理財服務等

其他金融業務，都能在不同的智能終端上自主實
現。“來過的客戶，反饋都很好。”烏鎮支行行
長洪波告訴記者。
據了解，烏鎮支行是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系統
第壹家運用最新金融科技成果，將刷臉、語音等最
新科技元素融入銀行服務，全國首家研發應用
ATM 智能語音交易，金融系統首家創新研發第壹
臺智能壹站清櫃臺，依托農行金融大腦，打造出全
新的互聯網智能科技銀行。
在烏鎮支行壹進門最醒目的位置擺放著三臺智
能壹站清櫃臺。“這壹個櫃臺可以辦理銀行絕大多
數業務，從存取款到轉賬到購買理財，包括對公業
務也能辦理，而不像從前對公和私人業務分不同的
櫃臺辦理。”洪波介紹，智能壹站清櫃臺是農行浙

江省分行在全國銀行業首創，是銀行網點服務客戶
方式革命性的變革。
“它融合了目前金融科技現金、非現金處理
最先進技術，內嵌現金高速清分機芯，如存款
100 萬元只需 25 分鐘完成，比櫃臺點鈔辦理少 30
多分鐘，且可零鈔、整鈔等多幣種存款。”洪波
說。正說著，壹位老奶奶走過來存錢，在現場服
務人員的幫助下，只見她將壹踏 5 元、20 元、50
元和 100 元等面值不同的鈔票同時放入驗鈔口，
很快就存好了。“以前機器上只能存 100，現在
都能存，而且壹次就能辦好，真是方便我們老年
人。”她笑著說道。
據洪波介紹，烏鎮支行櫃臺平均每天辦理 80
筆業務，智能壹站清櫃臺上超過 100 筆業務，網點

存貸款規模近 40 億元，有貴賓客戶 3400 名，在全
省農行系統的鄉鎮銀行裏算比較繁忙的。隨著來銀
行辦理業務的人越來越少，年齡結構越來越偏向老
齡化，如何重新將客戶吸引回來，提升服務水平改
善服務體驗是壹個大趨勢。
在這家充滿科技感的銀行裏，還有很多體驗十
分智能化。如客戶到達網點各展示類屏幕前，系統
自動比對人臉信息與後臺數據，生成客戶畫像，分
析客戶行為並推薦個性化金融產品，客戶可通過手
機掃碼就能購買，真正實現屏幕和客戶互動。如通
過智慧精準感知，實現停車智能識別、ATM 交易
語音識別，借助移動生態互聯，客戶還能在網點實
現掃碼購票、周邊商家線上產品展示購買、線上預
約線下處理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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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英瀚（左起）與陳振興、黃金寶退役後成功轉型。

■楊英瀚（左起）與陳振興、黃金寶退役後成功轉型。

■ 黃 金 寶（
寶（右
起）、陳振興同 ■ 黃 金 寶（
寶（右
楊英瀚周日將再 起）
、陳振興同
次並肩騎行。
次並肩騎行
。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黎永淦 ） 香港 “ 單車天王 ” 黃金寶 、

楊英瀚周日將再
次並肩騎行。
次並肩騎行
。

“山地車神
”陳振興，（
以及曾轉戰法國職業車隊的楊英瀚
周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永淦 ） 香港 “ 單車天王，”
黃金寶 、
將會故劍重逢
“路勁慈善單車錦標賽
2018”。3 位香港單，周日
“山地車神，
”參加
陳振興
，以及曾轉戰法國職業車隊的楊英瀚
車壇響噹噹的人物
7 日率先與傳媒會面
，其中剛退役的楊英瀚
將會故劍重逢，，參加
“路勁慈善單車錦標賽
2018”。3 位香港單
已轉型為學校體育推廣主任，以自身經驗去推動單車發展。

車壇響噹噹的人物，7 日率先與傳媒會面，其中剛退役的楊英瀚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已轉型為學校體育推廣主任，以自身經驗去推動單車發展。

由職業單車手轉型推廣體育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無遺憾
楊英瀚為圓夢賣
楊英瀚
瀚為圓夢賣
瀚
樓
楊英瀚為圓夢賣
楊英瀚
瀚為圓夢賣樓 無遺憾
瀚
由職業單車手轉型推廣體育
30 歲的楊英瀚是香港近年
現年唯一的職業單車手，他
10 月

2016 年加盟法國二級車隊 Delko 事業穩定後，計劃 1 至 2 年內與女 一範疇上為香港體壇出力。陳振
興目前則為香港單車總會山地車
Marseille Provence Ktm，一圓其 友共諧連理。
與 前 輩 黃 金 寶 及 陳 振 興 一 總教練。
底帶着亡妹遺物出戰台灣單車登山 歐洲夢。可惜其後他因為受傷，
3 位港隊名將周日便會再度聚
王挑戰賽（KOM）後，便結束 15 成就未能更上一層樓。“香港人 樣，楊英瀚退役後都想回饋體育
出生：1988年7月30日
2 年內與女 一範疇上為香港體壇出力
2016 年加盟法國二級車隊
Delko 事業穩定後，計劃 1 至首，參加“路勁慈善單車錦標賽
年30歲的楊英瀚是香港近年
界，目前正在大埔的孔教學院大
追不上歐洲頂級水平，但和二、
年車手生涯。曾為香港贏過亞運及
身高：1.64米
體重：56公斤
運動項目：單車
興目前則為香港單車總會
友共諧連理。
Marseille Provence Ktm，一圓其
唯一的職業單車手，他10月
2018”。賽事以元朗錦田繞道為
成何郭佩珍中學擔任學校體育推
三線其實差距不大，只是背後缺
東亞運獎牌的他坦言已無憾：“我
與 前 輩 黃 金 寶 及賽道，全程
陳 振 興 一 1.8總教練。
歐洲夢。可惜其後他因為受傷，
底帶着亡妹遺物出戰台灣單車登山
過往効力隊伍
2017 泰國Infinite AIS車隊(亞洲洲際隊)
公里，並設有隊際
廣主任，最近忙於為學校籌辦一
20 歲時已定下目標，如果到
30 歲 乏支持，這也是際遇問題。”
3 位港隊名將周日便會
樣，楊英瀚退役後都想回饋體育
成就未能更上一層樓。“香港人
王挑戰賽（KOM）後，便結束 15
計時賽（精英車手組及素人車手
支單車隊。他笑言尚在適應中：
他解釋，旅歐多年除了比賽
還沒有歐洲職業隊賞識便會退役，
2016
中國智美恆翔車隊(亞洲洲際隊)
出生：1988年7月30日
組）、公路繞圈賽（分齡組及公
“最不習慣是不能踩單車，但這
以外的使費，都是由自己負責。
現時機會已不大了，但我畢竟已盡
首，參加“路勁慈善單車
界，目前正在大埔的孔教學院大
追不上歐洲頂級水平，但和二、
年車手生涯。曾為香港贏過亞運及
2016 法國馬賽蘋果發展隊
身高：1.64米
體重：56公斤
運動項目：單車
開組）及容許 32018”。賽事以元朗錦田
至 6 歲小朋友參賽
是必經過程，不慣都要慣。”
“大約燒了多少錢？都有幾十萬
了力，沒有遺憾。”
成何郭佩珍中學擔任學校體育推
三線其實差距不大，只是背後缺
東亞運獎牌的他坦言已無憾：“我
2015 台灣阿塔騎高士特車隊(亞洲洲際隊)
的滑步車競賽等多個比賽項目，
而身為港協暨奧委會“奧夢
（人民幣）吧！為了籌集經費，
過往効力隊伍
2017 泰國Infinite AIS車隊(亞洲洲際隊)
廣主任，最近忙於為學校籌辦一 賽道，全程 1.8 公里，並設
20 歲時已定下目標，如果到
30 歲 乏支持，這也是際遇問題。”
旅歐多年
花掉數十萬積蓄 我連內地的住宅都變賣了，但這
2014 星加坡華僑銀行職業車隊(亞洲洲際隊)
成真”計劃項目發展幹事的“阿 首項賽事於清晨 4 時 45 分開始起
支單車隊。他笑言尚在適應中： 計時賽（精英車手組及素
他解釋，旅歐多年除了比賽
還沒有歐洲職業隊賞識便會退役，
2016 中國智美恆翔車隊(亞洲洲際隊)
2006-2013 香港單車代表隊
楊英瀚 15 歲開始為港出征， 犧牲都是值得的，所以退役後要 寶”，也有為楊英瀚退役後的路 步，預計所有比賽到中午完結，
現時機會已不大了，但我畢竟已盡 以外的使費，都是由自己負責。 “最不習慣是不能踩單車，但這 組）、公路繞圈賽（分齡
2016 法國馬賽蘋果發展隊
2013年退隊，1年後轉戰職業賽， 搵錢養家為上！”他又透露，待 途出謀獻策，並相信他也能在另 賽事已獲香港單車總會認可。

現

2015 台灣阿塔騎高士特車隊(亞洲洲際隊)
2014 星加坡華僑銀行職業車隊(亞洲洲際隊)
2006-2013 香港單車代表隊

了力，沒有遺憾。”

旅歐多年 花掉數十萬積蓄
楊英瀚 15 歲開始為港出征，
2013年退隊，1年後轉戰職業賽，

港協擬辦世沙運
料成本3
料成本
3
至
4
億
港協擬辦世沙運

“大約燒了多少錢？都有幾十萬
（人民幣）吧！為了籌集經費，
我連內地的住宅都變賣了，但這
犧牲都是值得的，所以退役後要
搵錢養家為上！”他又透露，待

料成本33至4億
料成本

■香港若成功申辦
2021 年世沙運
年世沙運，
，淺
水灣或成其中一個比
賽地點。
賽地點
。 資料圖片

開組）及容許 3 至 6 歲小朋
的滑步車競賽等多個比賽
首項賽事於清晨 4 時 45 分
步，預計所有比賽到中午
賽事已獲香港單車總會認可

港足再遇冤家

東奧之路難上難
港足再遇冤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郭 正 謙 ） 為 11 個小組，每組首名以及 5 支最佳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 7 日完 第二名球隊將可晉身決賽周，排在東
成分組抽籤，被分在 G 組的港足又遇 亞區第二檔的港隊位處 G 組，將與朝
上“冤家”朝鮮，加上要與新加坡及 鮮、新加坡及蒙古爭奪出線席位，相
蒙古爭奪出線席位，今屆賽事亦同時 信港隊同組最大對手仍是近年常常碰
為東京奧運（東奧）男足外圍賽，港 頭的朝鮮，要以首名姿態出線並非易
3 月展開，而在決
足將同時為亞錦賽及奧運資格奮鬥。
5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事，賽事將會於明年
郭 正 謙 ） 為 11 個小組，每組首名以及
賽周除日本之外的頭三位均可獲得奧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
7 日完 第二名球隊將可晉身決賽周，
運參加資格。 亞區第二檔的港隊位處 G 組，
分組 7 日塵埃落定，44
支參賽球隊將分
成分組抽籤，被分在
G 組的港足又遇

東奧之路難上難

上“冤家”朝鮮，加上要與新加坡及
蒙古爭奪出線席位，今屆賽事亦同時
為東京奧運（東奧）男足外圍賽，港
足將同時為亞錦賽及奧運資格奮鬥。
2018 年世界舉重錦標賽（舉重世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
錦賽）當地時間
6 日在土庫曼斯坦首
分組 7 日塵埃落定，44 支參賽球隊將分
都阿什哈巴德繼續進行。中國選手張

鮮、新加坡及蒙古爭奪出線席
信港隊同組最大對手仍是近年
頭的朝鮮，要以首名姿態出線
事，賽事將會於明年 3 月展開，
■張旺麗
賽周除日本之外的頭三位均可
包攬女子
運參加資格。

舉重世錦賽 張旺麗攬三金締新猷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 美國聖迭戈舉行。
身為首屆世沙運主委的霍震霆表示，國
協）會長霍震霆日前在一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香港若成功申辦
後透露，有意申辦 2021 年第二屆世界沙灘運 際奧委會將於本月底在日本舉行會議，屆時
2021 年世沙運
年世沙運，
，淺
動會（世沙運），並已去信港府尋求支持。 他除匯報賽事進展外，亦會提出香港申辦第
水灣或成其中一個比
對此，港協副會長貝鈞奇表示，一旦確認申 二屆賽事的意願。而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7 日
賽地點。
賽地點
。 資料圖片
在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政府近年積極支持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 3 億至 4 億 體育，相信當局不會不支持申辦世沙運。他
指，賽事可結合旅遊和體育文化，估計會有
（港元，下同）。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 美國聖迭戈舉行。
世沙運由五大洲奧委會組成的“國家奧 過萬遊客和運動員赴港。他強調一旦確認申
身為首屆世沙運主委的霍震霆表示，國
協）會長霍震霆日前在一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林匹克委員會協會（國家奧委會）”（Asso際奧委會將於本月底在日本舉行會議，屆時
後透露，有意申辦
2021
年第二屆世界沙灘運
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主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3億至4億。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
他除匯報賽事進展外，亦會提出香港申辦第
動會（世沙運），並已去信港府尋求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辦，首屆賽事將於
2019 年 10 月 8 至 15 日在
資料圖片

對此，港協副會長貝鈞奇表示，一旦確認申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 3 億至 4 億
（港元，下同）。
世沙運由五大洲奧委會組成的“國家奧
林匹克委員會協會（國家奧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主
辦，首屆賽事將於 2019 年 10 月 8 至 15 日在

是必經過程，不慣都要慣。”
而身為港協暨奧委會“奧夢
成真”計劃項目發展幹事的“阿
寶”，也有為楊英瀚退役後的路
途出謀獻策，並相信他也能在另

71 公斤級
旺麗包攬女子 71 公斤級別抓舉、挺舉
抓舉、挺
和總成績三金，並創造該級別挺舉和
舉和總成
總成績世界紀錄。
績三金。
績三金
。
本屆舉重世錦賽是中國隊解禁後首
資料圖片
次世界級大賽，也是東京奧運會首戰積
2018 年世界舉重錦標賽（舉重世
分賽，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舉重世錦
錦賽）當地時間 6 日在土庫曼斯坦首
賽前五日 10 個級別的比賽中，中國隊
都阿什哈巴德繼續進行。中國選手張
已獲得 12 金 14 銀 10 銅的佳績，高居金 中，她成功衝擊 152 公斤，將挺舉冠軍
旺麗包攬女子 71 公斤級別抓舉、挺舉
及總成績冠軍收入囊中，同時創造了該
牌榜和總成績第一位。
和總成績三金，並創造該級別挺舉和
級別新的挺舉和總成績世界紀錄。
抓舉比賽，張旺麗於第三次試舉咬
總成績世界紀錄。
■中新社
牙拿下 115 公斤，收穫金牌。挺舉比賽

二屆賽事的意願。而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7 日
在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政府近年積極支持
體育，相信當局不會不支持申辦世沙運。他
指，賽事可結合旅遊和體育文化，估計會有
過萬遊客和運動員赴港。他強調一旦確認申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3億至4億。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資料圖片

舉重世錦賽 張旺麗攬三金締新

本屆舉重世錦賽是中國隊解禁後首
次世界級大賽，也是東京奧運會首戰積
分賽，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舉重世錦
賽前五日 10 個級別的比賽中，中國隊
已獲得 12 金 14 銀 10 銅的佳績，高居金
牌榜和總成績第一位。
抓舉比賽，張旺麗於第三次試舉咬
牙拿下 115 公斤，收穫金牌。挺舉比賽

■
包
71
抓
舉
績三
資

中，她成功衝擊 152 公斤，將挺
及總成績冠軍收入囊中，同時創
級別新的挺舉和總成績世界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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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產生新的政治明星 未來再見
（本報訊）週二是美國期中選舉的揭曉日
，46 歲的民主黨眾議員貝托•奧洛克以極其接
近的選票最終輸給了根基牢固的現任共和黨參
議員泰德•克魯茲的參議院席位。但是，此次
選舉也讓不少選民看到，德克薩斯州已經產生
了一位政治新星，更多支持者則一致希望他能
夠在 2020 年角逐美國總統的選舉。
此次期中大選顯示出美國民眾空前高漲的
政治熱情，德克薩斯州參議員之爭又是美國中
期選舉中最受矚目的一戰。選舉前的周末，兩
黨的競選團隊出盡渾身解數作最後衝刺。由於
德克薩斯州近年的人口組成變化符合美國未來
三十年的趨勢，它又被譽為"美國的未來"。因此
，美國政治風向的變化備受關注。
克魯茲和奧洛克之爭，被普遍認為是此屆
美國中期選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戰。兩位候選
人募款數超過一億美元，遠遠超出州級選舉的

正常籌款額。其
中奧洛克通過平
均每筆低於 50 美
元的小額募款籌
得 7000 萬美元，
約一半來自於德
克薩斯以外的州
份。
兩人支持率
之接近，也讓人
感到意外。一向
被認為是深紅州的德克薩斯州自 1988 年起，就
沒有選出過民主黨籍的參議員。上世紀 90 年代
起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人在德克薩斯都以超
過兩位數百分比的得票率差距擊敗民主黨人。
特朗普是唯一的意外，他在這裡的得票率只比
希拉里高出了 9%，這讓民主黨看到了人口大州

德克薩斯成為關鍵搖擺州的潛質。
而一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奧洛克，藉由草
根競選活動，在德克薩斯州乃至全美掀起了一
股來勢洶湧的藍色浪潮。最新民調顯示，奧洛
克目前落後克魯茲 3 到 8 個百分點，差距曾小至
1 個百分點。奧洛克要在選舉中一舉爆冷，並非

毫無可能。
支持者認為，形象健康、充滿正能量的奧
洛克是以特朗普為首的政府的反面。正如他在
選舉後依然不屈不撓鬥志昂揚的演講，要繼續
為美國的未來而戰，要繼續為德州而戰，期待
未來再見。

期中選舉揭曉 美國國會“分裂”利好股市 為生計工作 更多美國人被迫延遲退休
德意志銀行首席國際經濟學家 Torsten Slok 表示，在最近結
束的美國中期選舉中，隨著民主黨接管眾議院，現在不得不看看

國會的僵局對政策意味著什麼。
（綜合報導）在美國，75 歲後還在工作 到 80 歲甚至 85 歲與預期壽命延長有關。
至於對市場的影響，國會分
變得越來越尋常。他們在機場整理行李車、
作為腦力勞動者，他們能夠繼續做老師
裂歷來利好
賣衣服或在超市當收銀員，而他們的同齡人 、律師或醫生，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調
股市，預計
早已退休。
整工作時間表。
將再次看到
報道稱，在一個醫療費用可能高達數萬
專家稱，“問題在於，還有另外一些美
同樣的格局
美元、迅速耗盡一輩子積蓄的國家，醫療保 國人繼續工作純粹是因為經濟原因。人們忘
，現在預測
障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
了，將近一半美國人沒有私人退休儲蓄”。
政策走向還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雅各
報道稱，這些高齡工作的老人中，很多
為時過早，
布•柯克加德說，美國老年人繼續工作這一 是 2008 年金融和房地產危機的受害者。柯克
正密切關注
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與其說是一個好消息， 加德說：“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工作。
對市場有影
不如說是一個壞消息”。
”
響的政策變
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繼續工作
化，對市場
來說，重要
和許多公司產生影響。
的是貿易政策、醫療保健政策、移民政策和
移民政策對於勞動力供應、勞動力市場緊張以及持續的工資
財政政策會發生什麼變化。
上漲壓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政策將對美國國債的發行產生影
貿易政策對通脹、GDP 和許多個股都很
響，也可能對長期利率水平產生影響。
重要，同樣，醫療保健政策也會對醫療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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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英瀚（左起）與陳振興、黃金寶退役後成功轉型。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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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李準基、佘詩曼、衞詩雅、陳家
樂及湯怡等 7 日出席時裝品牌活動，李準基於店舖二樓靠窗向樓下
過百粉絲飛吻打招呼，還興奮起舞，引得馬路兩邊的粉絲歡呼大

射
四
力
魅

叫。李準基讚同場的阿佘是個有型的女演員，站在一起都好緊張，
忘記主動打招呼，但能令他緊張，證明阿佘魅力四射！

活動上，李準基表現親民，以英語向大家打招
呼，也很開心粉絲到機場接機，由於有段長時

阿佘有份角逐“電視劇最佳女
配角”，但她指當日於內地有活
間沒跟粉絲見面，感覺好美妙和開心，更答謝粉絲的 動，怕未能趕及回港出席，原本她
支持說：“I love you！”現場粉絲也回應他“love 們有個“延禧群組”常有聯絡，她
都還對吳謹言說想見見她，現可能
you”。李準基之後跟身旁的佘詩曼握手和抱抱。
都未必有機會碰面。
李準基受訪也讚香港粉絲的熱情令他好感動，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黎永淦 ） 香港
“ 單車天王 ” 黃金寶 、
至於《延禧攻略》的成
他亦很掛念大家，所以都有計劃辦粉絲見面會，不
“山地車神”陳振興，以及曾轉戰法國職業車隊的楊英瀚
，周日
功，阿佘坦言有聽聞會以原班
過先在日本和韓國舉行，香港、泰國及台灣等地則
要明年才做見面會。至於他剛拍完劇集，現正看新 人馬再攜手演出，但卻未知是拍
將會故劍重逢，參加“路勁慈善單車錦標賽 2018”。3 位香港單
劇本，也準備粉絲見面會。李準基表示今次赴港行 續集還是古裝，不過所知拍攝
地點，應該不會拍時裝的。
色匆匆，沒機會去想去的地方，只外出吃飯逛了一
車壇響噹噹的人物，7 日率先與傳媒會面
，其中剛退役的楊英瀚
會，但可惜街道和店舖都關了燈。他說：“我是看 會否加片酬？阿佘說：“這
已轉型為學校體育推廣主任，以自身經驗去推動單車發展
。
要公司去處理，其實大家都
香港電影長大，有想過來香港住，唯有下次再抽時
希望可以原班人馬聚一聚，
來遊逛。”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問到有否看過阿佘的演出？李準基表示沒正式 一齊再演出不同的角色。”
看過，但活動前有看她少許片段：“她是個有型的 問會否不想再演奸角演回正
女演員，剛才站在一起都好緊張，忘記主動打招 派？阿佘笑說：“最好大置
呼，但能夠令我緊張，證明她魅力四射！”訪問尾 亂，觀眾都要新鮮！”那不
聲，李準基特別用廣東話向大家說：“下次再見， 如演“被欺負”的角色？
阿佘笑答：“我媽咪一定
我愛你！”
不會看了，因她不喜歡我
阿佘望《延禧》角色大置亂
被人欺負，她喜歡看我欺
佘詩曼 7 日一身紅色低胸裙性感亮相，她笑言也 負人，所以她從不來探
只是少許性感，至於穿厚底鞋主要是男主角李準基 班 ， 不 想 看 到 女 兒 辛
苦，免得掛心！”記者
很高。
阿佘剛從北京、南京回港，於活動後又飛昆明出 叫阿佘快點認識男友，
席另外的活動，她笑言仍享受“延禧”效應，為她帶 到 時 就 可 以 有 人 來 探
來賺錢機會，笑問是否賺夠在各地置業？她表示也不 班 ？ 她 即 笑 說 ： “ 好
是這樣，不過都已很開心。提到 9 日舉行的華鼎獎， 呀！好呀！”

■阿佘聽聞《延禧

■ 黃攻金略寶（
寶》
（原
右班 人 馬 會
再攜手演出。
再攜手演出
起）、陳振興同 。
楊英瀚周日將再
次並肩騎行。
次並肩騎行
。

阿
■李 準 基 讚
的
型
有
佘是個
。
員
演
女

■衛詩雅以一襲紅
色低胸裙現身。

由職業單車手轉型推廣體育

■會上簽署川港電影產業合作備忘
錄。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吳怡然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由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峨眉
2 年內與女 一範疇上為香港體壇出力。陳
年30歲的楊英瀚是香港近年 2016 年加盟法國二級車隊 Delko 事業穩定後，計劃 1 至電影集團及成都文旅旅遊營銷管理有限
公司承辦的“川港兩地影視文化交流
興目前則為香港單車總會山地
唯一的職業單車手，他10月 Marseille Provence Ktm，一圓其 友共諧連理。
日”7
日在香港舉行。是次活動四川省
與 前 輩 黃 金 寶 及 陳 振 興 一 總教練。
底帶着亡妹遺物出戰台灣單車登山 歐洲夢。可惜其後他因為受傷，
政府特別邀請了香港演藝內地發展協進
3 位港隊名將周日便會再度
王挑戰賽（KOM）後，便結束 15 成就未能更上一層樓。“香港人 樣，楊英瀚退役後都想回饋體育
會（內協會）的代表出席，希望可以在
■ 李準基稱很
首，參加“路勁慈善單車錦標
年車手生涯。曾為香港贏過亞運及 追不上歐洲頂級水平，但和二、 界，目前正在大埔的孔教學院大
兩地的影視製作上作文化交流，同時四
掛念港迷。
掛念港迷
。
2018”。賽事以元朗錦田繞道
東亞運獎牌的他坦言已無憾：“我 三線其實差距不大，只是背後缺 成何郭佩珍中學擔任學校體育推
川省政府亦歡迎港人到當地拍攝電影、
電視劇或進行合作計劃。
廣主任，最近忙於為學校籌辦一 賽道，全程 1.8 公里，並設有隊
20 歲時已定下目標，如果到 30 歲 乏支持，這也是際遇問題。”
7日出席的嘉賓包括：中央政府駐港
計時賽（精英車手組及素人車
他解釋，旅歐多年除了比賽 支單車隊。他笑言尚在適應中：
還沒有歐洲職業隊賞識便會退役，
聯絡辦副主任楊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
現時機會已不大了，但我畢竟已盡 以外的使費，都是由自己負責。 “最不習慣是不能踩單車，但這 組）、公路繞圈賽（分齡組及
秘書長王銘暉，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
開組）及容許 3 至 6 歲小朋友參
“大約燒了多少錢？都有幾十萬 是必經過程，不慣都要慣。”
了力，沒有遺憾。”
長房方，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文部副部
的滑步車競賽等多個比賽項目
而身為港協暨奧委會“奧夢
（人民幣）吧！為了籌集經費，
長朱挺，峨眉電影集團董事長韓梅；而內
首項賽事於清晨 4 時 45 分開始
我連內地的住宅都變賣了，但這 成真”計劃項目發展幹事的“阿
協會的會長成龍、副會長汪明荃、秘書長
王祖藍、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吳思
步，預計所有比賽到中午完結
楊英瀚 15 歲開始為港出征， 犧牲都是值得的，所以退役後要 寶”，也有為楊英瀚退役後的路
遠、資深電影人張同祖、徐小明等都有出
賽事已獲香港單車總會認可。
2013年退隊，1年後轉戰職業賽， 搵錢養家為上！”他又透露，待 途出謀獻策，並相信他也能在另
席。會上，內協會秘書長王祖藍與峨眉電
影集團董事長韓梅在各嘉賓見證下，共同
簽署川港電影產業合作備忘錄。
王祖藍透露四川省將會邀請香港電
影、電視製作團隊拍節目宣揚四川省。
問到祖藍今次交流是否大大增加業界人
排，由早到晚不停叫不停講，把 稱：“最難是控制輪椅車，要在
士北上就業機會，他說：“之前諮詢文
聲 終 於 出 事 ， 她 表 示 ： “ 喉 嚨 狹窄地方轉彎很有難度，但這部
件我們已表達意見，希望不要將港澳台
痛，要少說話養聲，免得影響稍 電影很有意思。其實菲律賓人、
的電影、電視演藝人、幕前幕後納入境
後的內地演出。”
南亞裔人、印度人等對香港貢獻
外人士的限額中，但現在仍是諮詢階
很多，但在香港電影文化沒有一
段。”祖藍稱“內協會”早在香港人常
秋生學唱菲律賓歌
席位，所以有機會拍他們的故事
去工作的地方如北京、橫店設立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
謙 ） 為 11 個小組，每組首名以及 5 支
秋生在《淪落人》中飾演傷 是很值得。”
處，四川省是繼兩處地方外的第一個省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份邀請他們，看中他們電影、電視的製
7 日完 第二名球隊將可晉身決賽周，排
健人士，要坐輪椅演出，令他感
受到坐輪椅的苦況：“好慘，沒
亞區第二檔的港隊位處 G 組，將
成分組抽籤，被分在 G 組的港足又遇
作能力，歡迎他們到四川拍攝，宣揚四
有尊嚴，腳不能動，手腳經常抽
鮮、新加坡及蒙古爭奪出線席位
上“冤家”朝鮮，加上要與新加坡及
川文化和景點。
筋，大小二便要人幫，諗起都
蒙古爭奪出線席位，今屆賽事亦同時 信港隊同組最大對手仍是近年常
驚，拍前有與傷健人士見面，但
為東京奧運（東奧）男足外圍賽，港 頭的朝鮮，要以首名姿態出線並
一坐上輪椅便知是什麼一回
事，賽事將會於明年 3 月展開，而
足將同時為亞錦賽及奧運資格奮鬥。
事。”秋生提到與一位菲律賓小
姐 Crisel Consunji 做對手，對方本
2020 亞洲 U23 足球錦標賽外圍賽 賽周除日本之外的頭三位均可獲
身是歌手，和男友開學校，但很
分組 7 日塵埃落定，44 支參賽球隊將分 運參加資格。
聰明，雖然第一次做戲，但不用
他教已演得不錯。秋生笑言：
“她有教我唱菲律賓歌，但我沒
■王祖藍
王祖藍((左)以“內協會
內協會”
”創會成員身份出席
創會成員身份出席。
。
天分，一句都唔識。”
■秋生跟一位菲律賓女士做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問到拍攝最難的地方，秋生
手。

現

出生：1988年7月30日
身高：1.64米

體重：56公斤

運動項目：單車

過往効力隊伍

2017 泰國Infinite AIS車隊(亞洲洲際隊)
2016 中國智美恆翔車隊(亞洲洲際隊)
2016 法國馬賽蘋果發展隊
■ 兩位人氣演員現身街
2015 台灣阿塔騎高士特車隊(亞洲洲際隊)
頭進行剪綵儀式。
頭進行剪綵儀式
。

2014 星加坡華僑銀行職業車隊(亞洲洲際隊)
2006-2013 香港單車代表隊

旅歐多年 花掉數十萬積蓄

姜皓文剃毛演變性人 惠英紅要少說話養聲

港協擬辦世沙運
料成本33至4億
料成本

■香港若成功申辦
2021
年世沙運，
，淺
■年世沙運
黑仔笑言有紅姐在場便
很淡定。
很淡定
。
水灣或成其中一個比
賽地點。
賽地點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 ） “ 香 港 亞 洲 電 影 節 HKAFF
2018”6 日晚舉行開幕典禮，由惠
英紅、姜皓文（黑仔）演出的《翠
絲》，及黃秋生、葉童所演的《淪
落人》被選為開幕電影，其他演
員葛文輝、李燦琛等均有出
席，黑仔太太也有來支持。
黑仔和紅姐一起接受訪
問，黑仔笑言：“本身很緊
張，但有紅姐在場便很淡
定。”黑仔在片中演繹變性人
故事，女性造型曝光後獲網民
讚賞，黑仔笑言：“自己看女
生都是先看腳，所以焦點放在
腿上，還特別剃去腳毛，穿
衣會好看一些，現在的剃
毛機方便快捷，不會痛的，
我又早晚敷面膜，看起來更靚
仔，現在都持續有做面膜。”
紅姐近日忙着為舞台劇綵

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港
協）會長霍震霆日前在一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後透露，有意申辦 2021 年第二屆世界沙灘運
動會（世沙運），並已去信港府尋求支持。
對此，港協副會長貝鈞奇表示，一旦確認申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 3 億至 4 億
（港元，下同）。
世沙運由五大洲奧委會組成的“國家奧
林匹克委員會協會（國家奧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主
辦，首屆賽事將於 2019 年 10 月 8 至 15 日在

拓兩地影視製作文化交流
川港簽電影產業合作備忘錄

楊英瀚為圓夢賣
楊英瀚
瀚為圓夢賣樓 無遺憾
瀚

美國聖迭戈舉行。
身為首屆世沙運主委的霍震霆表示，國
際奧委會將於本月底在日本舉行會議，屆時
他除匯報賽事進展外，亦會提出香港申辦第
二屆賽事的意願。而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7 日
在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政府近年積極支持
體育，相信當局不會不支持申辦世沙運。他
指，賽事可結合旅遊和體育文化，估計會有
過萬遊客和運動員赴港。他強調一旦確認申
辦，必定會合情合理地使用資金，世沙運
“不會豪華”，初步估算成本為3億至4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足再遇冤家

東奧之路難上難

舉重世錦賽 張旺麗攬三金締新猷

2018 年世界舉重錦標賽（舉重世
錦賽）當地時間 6 日在土庫曼斯坦首
■秋生跟一位菲律賓女士做對手。
都阿什哈巴德繼續進行。中國選手張
旺麗包攬女子 71 公斤級別抓舉、挺舉
和總成績三金，並創造該級別挺舉和
總成績世界紀錄。
本屆舉重世錦賽是中國隊解禁後首
次世界級大賽，也是東京奧運會首戰積
分賽，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在舉重世錦
賽前五日 10 個級別的比賽中，中國隊
已獲得 12 金 14 銀 10 銅的佳績，高居金
牌榜和總成績第一位。
抓舉比賽，張旺麗於第三次試舉咬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港協副會長貝鈞奇。
。
牙拿下 115 公斤，收穫金牌。挺舉比賽
資料圖片

■張旺
包攬女
71 公斤
抓舉、
舉和總
績三金
資料

中，她成功衝擊 152 公斤，將挺舉
及總成績冠軍收入囊中，同時創造
級別新的挺舉和總成績世界紀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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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靜自曝兒子將求學
曬兒女溫馨互動日常表不舍

2018 年 11 月 8 日
伊能靜在自己微博發長
文，講述兒子將要外出上
學 ，自己與女兒米粒的不
舍。她寫道：“做完早飯，
想 到妳還有壹年半就要離
開 ，坐在廚房掉眼淚。去讀
書以後，我和妹妹大半年才
能見到妳。”“妹妹跟妳在
房間玩，會不讓我們進去，
說，米粒跟哥哥壹起、壹
起 ，媽媽去。”“妳走，她
會問哥哥呢？哥哥呢？看到
妳們相親相愛，媽媽欣慰的
充滿感恩。”“那天妳離
開 ，妹妹第壹次光腳跑到電
梯前抱妳大腿，不讓妳走，
我喊她，米粒妳沒穿鞋！她
擡頭 看 要 進 電 梯 的 妳 ， 最
後 ，我用媽媽牌自制餅幹，
才把她哄回來。（啊！真是
吃貨米。）”“她那麼小，
也知道不舍嗎？”最後她表
示：“我們很愛妳，願妳不
管將來飛去哪裏，都知道，
有人很愛妳。”伊能靜還曬
出了壹張與兒子女兒親親的
照片，看起來十分溫馨。
網友紛紛表示：“我們
這今個降溫呢，讀到妳寫的
文字，暖到了！”“這就是
濃濃的血脈親情，與家庭教
養也密不可分。”“彼此相
擁的感覺真幸福！”

Thursday, November 08, 2018

B7

14 年感情生變？
桂綸鎂自曝婚姻觀
稱還沒確定答案

接手 Ella 經紀不到 2 個月

團隊被賴斯翔氣到出走
Ella 陳嘉樺離開華研唱片後，經紀由老公賴斯翔
全權打理，原本夫妻同心齊力斷金，讓人欣羨，但近
期卻傳出賴斯翔諸多 「不懂卻裝懂」 的行徑，不但拖
累 Ella，讓已有工作默契的執行經紀與助理憤而辭
職，圈內也六續傳出賴斯翔的離譜行為，賴斯翔頓時
成了 Ella 的豬隊友。據了解，Ella 的同事原想藉著在
電影圈的人脈，將 Ella 推往電影圈發展，因此與賴斯
翔鉤通，但同事表達 Ella 需先試鏡，賴斯翔卻以 「我
老婆是 Ella 耶，應該是居本先拿來，要不要演出由我
們抉定」 而斷然拒絕，讓工作人員大嘆： 「資深如張
震都得試鏡，何況在電影圈仍需努力的 Ella。」
此外，據居組透露，Ella 拍攝明年賀歲電影《大
三元》時，賴斯翔更公器私用，將居組配給 Ella 的保
母車當成自家車使喚，趁 Ella 拍戲時，要司機載他去
按摩及剪頭髮，讓原本想趁拍戲空檔，回保母車休息
的 Ella，只能在路邊休息。同時間，《大三元》居組
原欲請 Ella 演唱電影插曲，賴斯翔堅持 「歌曲版權不
能給華研唱片」 ，過多要求，讓居組嫌麻煩，此事因
而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S.H.E 拍攝出道 17 週年的單曲〈十七
〉MV 時，3 個女生忙著變裝，回顧出道以來的點滴
心情，眾人看著種種場景輪番登場，心中滿是感觸，
賴斯翔在旁陪伴卻犯了片場的禁忌，人高馬大的他將
腳放在裝有攝影器材的箱子上，遭工作人員制止，因
片場有壹不成文規定，不能坐或踏在裝有攝影鏡頭的
箱子上，就怕因此拍攝不順或當機，賴斯翔雖聽從規
勸，卻也反嗆： 「怕什麼，我有的是錢。」 對此，賴
斯翔回應說： 「的確有被制止，制止我的就是Ella。」
處事圓滑如 Ella，雖深知老公賴斯翔的問題，也
了解老公與助理、執行經紀間的衝突，站在她的立場，
只能順從老公的壹切抉定。據了解，Ella 人緣好，也
由鏡文學與華文創聯手監製，有心打造
成臺版《黑鏡》的 「驚悚居場」 ，頭炮《打
掃》6 日下午在新北市貢寮開鏡，女主角溫貞
菱飾演壹位有潔癖的女孩，而且性格極為壓
迫執著。她坦言不擔心入戲太深會走不出
來 ， 「我都會先想怎洋進去角色，離不離得
開等拍完再說吧！」
《 驚 悚 居 場 》 將 會 集 合 7 部 30 分 鐘 短
片，居本來自鏡文學去年的故事大綱徵
件，在經過評選後選出這合改編成影視
作品的原創故事。搶先開鏡的《打掃》
是當初徵件的特優作品，由《銷售奇姬》
《白米炸彈客》導演卓立執導，溫貞菱
飾演片中有潔癖的女主角。溫貞菱透露，
她的戲分相當吃重，絕大部分都是獨角
戲，儘管對白不多，但很多時候都要表

深諳交友的道理，雖曾私下挽留執行經紀及助理，
但最後仍尊重工作人員抉定，而與 Ella 交情頗深的
工作人員則私下透露： 「很怕 『姐夫』 的囂張行
徑，Ella 會被做死。」 但也有熟識 Ella 夫妻的工作
人員表示，賴斯翔不至於沒有禮貌，應該是不懂
圈內規矩。

現女主角飽受壓迫。
短片《打掃》率先開鏡拍攝，導演卓
立率領居組與女主角溫貞菱、鏡文學總
經理董成瑜及金牌監製葉如芬出席開鏡
典禮。
「我覺得最難的是這個角色前後的壹致
性不能太高，每個間隔的呈現要有所不同，
而且要在 4 天的拍攝期間完整呈現角色的心理
狀態，這是最難的挑戰。」
壹開始溫貞菱就對這個居本表現出高
度興趣， 「多數找我演的都是心理狀態比
較複雜，或是精神有點問題的角色，我希
望 能 在 這 25 到 30 分鐘篇幅裡可以多呈現我
的面向。」
被問到自己有沒有潔癖，溫貞菱笑說沒
有屋子壹定要壹塵不染的那種潔癖，但是她

桂綸鎂與戴立忍愛情長跑 14 年，前陣子爆出情變，桂綸鎂出席活動語帶
玄機未正面回應，而她接受《VOGUE》雜誌專訪時提到婚姻觀，似乎也在回
應外界睜大眼睛看他們何時要結婚的情況，“什麼叫做應該？就像我也經常
在想結婚這件事情，結婚是什麼？我到現在還在想，還沒個確定的答案。”
桂綸鎂繼續表示：“大家會說在壹起久了，總要有個結果，而這個結果
往往就是，應該要結婚了吧，可是什麼叫做結果呢？在壹起也是壹種結果
啊，我們兩個在壹起，這已經是結果了嘛。當然，也有可能不在壹起，走上
各自的生命旅途，不知道那時候會有什麼心情，但都無所謂啊，就好好在現
在這個當下去享受、感受就好啦。”
對於愛情長跑 14 年，桂綸鎂也提到：“維系我們之間感情最大的，是互
相尊重，在任何事情上互相尊重，然後互相學習與理解，我講的學習是因為
我們都在不停的變化，也都在時間之流中經歷著生命與成長，妳會有改變，
他也會，而壹個關系如果要持續，妳們就必須相互的理解與學習。。。或許
無法清楚的說明妳到底喜歡他什麼，但妳們的心裏就是會清楚知道，妳們的
愛與被愛。”
對於身為藝人，要時刻註意自己的形象，桂綸鎂也表示，不會隨波逐流
因網路聲浪而改變，“我不會因此覺得沮喪或者高興，也不會刻意順著大家
去改變，只是覺得去了解不同人的想法是很有趣的事情。”並表示自己只會
為了角色調整狀態。

臺版《黑鏡》開鏡拍攝
溫貞菱不怕入戲太深走不出

無法忍受有些食物拌在壹起吃，或是離開家
好幾天的話，就壹定要為心愛的娃娃 「蓋棉
被」 ， 「但以前國高中時還蠻常用打掃家裡
來紓壓的。」
導演卓立在看到居本後，對於女主角飽
受壓迫、有強迫癥的心態描寫，腦中馬上浮
現林奕含事件，坦言看完後心裡相當不舒服。 「雖
然居本裡並沒有任何壹部分直接描寫或是影
射林奕含，但我直覺就是會想到她。之後有
壹場戲，女性觀眾應該壹看就會知道我在講
什麼。」
電影圈金牌監製葉如芬也出席了開鏡儀
式，她表示雖然平時少涉獵短片、影集等領
域，但這種類型的影視作品是趨勢。《驚悚
居場》設定為 30 分鐘的短片， 「我們每集預
算預計在 250~300 萬元左右，這在臺灣的創

作者來說算是蠻豐沃的。7 組導演中，有拍過
居情長片的陳宏壹與卓立算是資深組，其餘 5
位都是新生代導演。
《驚悚居場》暫定在明年上半年亮相，
葉如芬透露已與部分電視臺、中華電信、凱
擘等平臺洽談播出。葉如芬也表示，未來她
不排除選出其中 3 到 4 部短片集合成壹部長
片 ，在院線上映， 「我們可以突破形式，由
臺灣自己投資、自己製作，不見得非得仰賴
HBO、Netflix 等外來力量。臺灣既然有很好
的 IP 和創作團隊，希望可以做出壹番成績。
這次是《驚悚居場》，以後還可以延伸不同
系列的居場，像鏡文學今年徵件的就是《懸
疑居場》，未來還可以做《愛情居場》、
《喜居居場》之類，臺灣創作力量豐富，改
編影視 IP 應該大有可為。」

中國影視

星期四

2018 年 11 月 8 日

Thursday, November 08, 2018

B8

《風味人間》“少年與海”連拍三天才膘魚成功
受本報專訪時坦言，這是壹個永遠的話
題，有的觀眾會希望直接上吃的，把人
物都刪掉，有的觀眾則認為只停留在吃
喝層面太淺薄，應該多展現人文精神，
“我們有時候會被撕扯，眾口難調。”

片中壹種食材介紹完成後，主人公
說著家鄉話、拿著食物的定格場面讓人
印象深刻。張平說，這個“亮相”是節
目組的精心設計，“活著的文化有兩種，
壹種是吃的東西，壹種是說的語言，所
有主人公用家鄉話說壹遍食物，也是這
部片子的特色。”
由陳曉卿擔任總導演的美食紀錄片
《風味人間》前晚在騰訊視頻和浙江衛
視開播。在第壹集《山海之間》中，除
了有西班牙火腿、奶桶肉等美食，還展
現了年輕漁民用罕見的“鏢法”在海上
逆浪追捕旗魚的場面。截至昨晚網絡播
放量已達 1.7 億，網絡評分 9.4 分。昨
日，該集導演張平在接受新京報獨家采
訪時表示，“這集勞作比較多，後面要
播的美食更加咨意。”
大閘蟹
荷蘭人有點不理解我們食不厭精
第壹集剛開始，就把鏡頭對準了浩
渺的草原，繼而接連展示了羊肉、馬肉
馬腸、火腿等肉類美食。當記者問張平
為何選擇“重口味”肉類開篇時，她笑
稱那是記者喜歡吃肉，所以才只註意到
這些，實際上，在第壹集中出現了碾轉、
烙饃、大閘蟹、絨螯蟹、羊肚菌、冷筍、
火腿、攪團、禿黃油拌飯、奶桶肉、大
黃魚、馬肉馬腸、旗魚、土豆攪團等十
多種美食，包含了肉類、碳水、山珍、
河鮮等品種。對張平而言，每壹樣美食
都是親生的，都是選了又選，“各花入
各眼，美食是特別主觀的感受，每個食
物都有自己的擁躉。拍的時候我就在想，
吃攪團長大的和吃碾轉長大的，對事物
偏好肯定不同。”
第壹集中出現了壹個非常應景的食
物，大閘蟹。鏡頭捕捉到了太湖大閘蟹
的生長故事，也聚焦了荷蘭最大淡水湖
艾瑟湖裏作為入侵者的大閘蟹的命運。
其中，荷蘭的漁民家庭壹臉正經地告訴
觀眾：“我們真的沒吃過大閘蟹，因為
拆蟹肉太麻煩了！”
這壹段讓屏幕前不少網友都“氣憤”
了的場景，導演張平說，在拍攝這個片
段的時候，攝制組也經常有“暴殄天物”

的感覺，“當地的大閘蟹捕撈上來規格
非常大，有些個小的，他們看不上眼就
丟回去了，我們就覺得荷蘭人好奢侈，
這麼好的東西就隨隨便便丟回去了。”
張平告訴記者，中西方對食物的看法不
太壹樣，西方人很少有“鮮”的概念，
“比如我們吃魚頭，實際吃的是滋味，西
方人喜歡吃肉，大塊的，沒有刺，但越是
嫩的魚肉，刺越多。所以在吃大閘蟹這件
事上，荷蘭人有點不理解我們。”
火腿
片中切片師世界各地飛
片中介紹完皖南火腿後，鏡頭壹轉，
來到了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中西部小
鎮。兩地氣候相似，生產方式卻不同，
不同於國內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火腿
生產，西班牙大多是大規模的流水線工
廠制，其中看到工人推著壹輛小車，在
掛滿了密密麻麻大火腿的地窖中穿行的
鏡頭，很多網友都感到震撼。張平告訴
記者，火腿在東西方都很受認可，是比
較 典 型 的 因 為 保 存 而 更 精 彩 的 食 物。
“我們希望展現出‘在地美食’，就是

這個食物在這個地方吃是最美妙的，在
選擇食材上也是希望可以體現出食材的
個性化對待。”
當地還有壹種職業，是專門負責切
火腿片的切片師，花樣百出地挑動手中
壹把廚刀切割火腿給客人品嘗。張平說，
切片師也是需要執照考核的，片中的切
片師是頂級切片師，經常世界各地飛去
切火腿，“好的切片師帶給客人的體驗
也不同，壹盤火腿他會兼顧到不同的部
分，味道也不壹樣。”

當地漁民都特別熟。據說他是當地唯壹
的90後鏢手，年輕壹輩只有他會鏢魚。”
在張平看來，這個小孩很特別，他就想
當鏢手，不像很多年輕漁民，可能外出
務工不太順利又回到港口，“他壹開始
就上的當地的水產專科學校，從小看他
爸爸鏢魚，就想站上鏢臺。”
不少網友從“捕魚少年”身上感受
到了農耕時代消退的時代感，張平說，
“喜歡這種生產方式的人可能會自得其
樂，但實際上也很孤獨。”

捕魚少年
這個孩子為榮譽而戰
不少網友表示被片中出現的捕魚男
孩給帥翻了，“這明明就是《老人與海》。”
片中，壹位年輕漁民手拿魚鏢站在劇烈顛
簸的小船上，找尋旗魚的蹤跡，最後鏢
到旗魚的場景驚心動魄。據張平介紹，
出海鏢魚的場景壹共拍了三天，“這個
孩子是為榮譽而戰。”張平坦言，能找
到這個男孩真的是運氣，“我們先搜索
到他師傅的信息，鎖定了成功港。然後
委托臺灣的團隊調研，恰好臺灣團隊和

小貓出鏡
攝影師抓拍小貓小狗路過鏡頭
除了有美食、主人公，第壹集中出
現在鏡頭中的小貓和小狗也成功搶鏡。
對此，導演張平表示，片中的小貓大部分
都是主人公的貓，“有壹次我們拍攝時，看
到壹只好小的貓，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就
那麼看著我們拍攝大部隊轉場，像視察壹
樣，很有意思。有小貓小狗路過鏡頭的時
候，攝影師都會抓拍下來。”
對於片中“美食”和“人物”應該
如何分配比重的問題，陳曉卿此前在接

《破夢遊戲》首映 多次元 PK 高能上演
由韓琰執導、園子溫（日本）監制，宋威龍、
陳都靈、張宥浩、蓋玥希、曹曦文、高聖遠、呂紹
聰、佟大為等出演的電影《破夢遊戲》於 11 月 4 日
在北京舉行“多次元 PK，點燃不醒城”全球首映
禮。活動當天，導演韓琰、監制園子溫（日本）、
制片人柴濤，主演宋威龍、陳都靈、張宥浩、蓋玥
希、曹曦文、高聖遠出席首映禮為影片助陣，全面

點燃“不醒城”。據悉，影片講述了少女江函（陳都
靈 飾）為找尋父親死因，無意間墜入名為《萬夢千
魂》的虛擬遊戲世界並與南極（宋威龍 飾）、壽司
（張宥浩 飾）等人開啟了壹場冒險“破夢”之旅。
為營造出全息遊戲《萬夢千魂》的 3D 場景，
劇組特地在重慶搭建 10000 平方米的拍攝場地，其
中融合了具有東方色彩的懷舊復古街道，在視覺上

營造了強烈的“中國風&賽博朋克”沖擊力。除了
這些硬件條件，劇組還特意找來了日本“鬼才導演”
園子溫擔任監制，為電影保駕護航。首映禮現場，
監制園子溫表示能參與電影的創作很榮幸，並大贊
導演韓琰的勇氣和才華，“在日本，很少有年輕導
演敢對賽博朋克這類題材進行創作，而導演在創作
過程中也很有耐心。今天看到電影成片，我很驚訝
於它的高質量。”導演韓琰則表示拍攝的初心是自
己對賽博朋克影片的喜愛，“《銀翼殺手》對我的
影響很深，在拍攝過程中我也融入很多比如漫畫、
二次元音樂等很燃很青春的元素。”除此之外，韓
琰也透露選角具有影片自己的風格，“原本賽博朋
克的女主角都是比較強硬的，但我認為也可以是看
似柔弱實則韌勁十足，所以選擇了外表清純的陳都
靈來飾演江函。”基於這些極具中國特色和影片風
格的元素，電影《破夢遊戲》完整地傳達出了自己
的態度。
電影《破夢遊戲》將故事設定為壹場“破夢”
冒險之旅，影片中正邪對決是推動故事發展的主線。
刀光劍影裏，每壹步都隱藏著殺機。因此不論是在
《萬夢千魂》的虛擬世界裏，還是退出遊戲回到現
實，“正”與“邪”兩個陣營的對決從未停息。首
映禮當天，現場也上演了壹場關乎尊嚴的大 PK：
曹曦文作為“正”的代表單挑“邪”的代表蓋玥希、
高聖遠。在影片中，曹曦文是熱血刺激、英姿颯爽，

美食紀錄片
行業要抱團取暖
目前該紀錄片口碑流量雙贏，陳曉
卿曾表示，在他看來，全世界的東西只分兩
種，壹種是好東西，壹種是差東西，“很差
的東西放在互聯網上還是會很差。”
之前大家看美食紀錄片習慣於“壹
邊看片壹邊網絡下單”，張平告訴記者，
她朋友在看片後已經下單了片中介紹的
巴楚菇，“這種蘑菇很貴，我朋友買好
小的壹袋，個頭都沒我們拍攝的大，就
幾兩，有幾百塊錢。”張平介紹，這種
蘑菇的產量很低，而且沒有辦法人工栽
培，“我們也擔心，片子火了，買的人
多了，會對當地生態造成影響，因為當
地人如果過度采摘，沒有等蘑菇完全成
熟，實際也是對生態的壹種破壞。”
從“舌尖”到最近火爆網絡的《人
生壹串》，近年來美食紀錄片也成為壹
大熱點。陳曉卿坦言，美食紀錄片從量
上有非常大的增長，而且也是多樣態的，
他甚至看到過給餐廳定制的美食紀錄
片。“我覺得都很好，我從來不會說任
何壹個美食紀錄片不好。同在江湖中，
俱是可憐人。紀錄片已經是非常邊緣的
壹個產業了，大家如果還不團結的話，
還不相互攙扶、抱團取暖的話，早凍死
了，妳看不起我，我看不起妳，凍死都
是活該的。能夠做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積德的事情。”
如今在眾多網友心中，“陳曉卿”
的名字和“美食紀錄片”直接畫了等號。
而在談及拍攝《風味人間》的動力時，
陳曉卿半開玩笑道，“養家糊口”，他
坦言，自己更想拍社會類紀錄片，更熱
愛拍特別有詩意的自然界的紀錄片，去
跟動物打交道。“但是這兩類的紀錄
片，不足以讓我養家糊口，所以只能先
拍壹點讓大家喜歡的，攢點兒錢再拍更
有價值、更有意義的片子。”

蓋玥希是風情萬種、電力十足，兩人間的 PK 壹時
間難分高下。原本火藥味很濃的 PK 環節卻因為高
聖遠的模仿而畫風大轉，變得趣味橫生。雖然曹曦
文和蓋玥希的動作是兩個極端不同的風格，但高聖
遠使出渾身解數，求生欲“爆棚”。惟妙惟肖的模
仿火花四射，引得臺上臺下笑聲不斷。現場，高聖
遠更是被下屬蓋玥希當眾“投訴”只知道布置任務，
卻不知道給員工發紅利，儼然壹個“黑心老板”。
逗趣無窮的正邪對決最終演變成 Boss 吐槽大會，
令人忍俊不禁。
作為“破夢”闖關的主導者，南極、江函和壽
司在壹起經歷了很多的生死瞬間，從彼此陌生成為
人生摯友，也相互見證了對方的改變。南極慢慢卸
下了高冷的假面，對江函、對壽司盡全力保護；江
函慢慢拋棄了柔弱的性格，成長為壹個勇敢堅韌的
雙刀打女；壽司慢慢從懵懂無知的程序人，逐漸成
長為默默守護友情和愛情的暖男。不僅是人物角色
的變化，作為演員，宋威龍、陳都靈、張宥浩的首
次合作也同樣充滿驚喜和成長。在首映禮現場，宋
威龍直言很喜歡南極這個角色，戲裏所有的打戲都
是自己來，“雖然很辛苦、也受了傷，但吃過的苦
對我來說都是幫助。”陳都靈則表示，江函是壹個
女英雄式的人物，從她的身上感受到了女孩的力量
和成長。作為壹起經歷了生死的搭檔，宋威龍陳都
靈 在 首 映 禮 現 場 上 演 了 經 典 武 打 動 作 pk， 帥 氣
十足；作為默默守護江函的程序人，壽司張宥浩在
現場也是體貼備至——貼心地餵陳都靈吃壽司，將
“暖男”屬性搬運到現場。首映禮現場星光熠熠，
有熱血有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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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的 PG13 版《死侍 2》有了新消息。影片
正式定名為《死侍往事》（暫譯。Once Upon
a Deadpool），將從 12 月 12 號開始有限上映，
壹直持續到聖誕夜。
據悉，《死侍往事》的大部分鏡頭來自於
《死侍 2》，但是經過了重新剪輯，符合 PG13 級
別的暴力和臟話限制要求。另外，還會加入壹組
新鏡頭，這組鏡頭是瑞恩·雷諾茲和壹個小型攝制
團隊在壹天內迅速拍攝完成的。
看上去福斯在聖誕節前推出 PG13 版《死侍 2
》就是為了掙正在放寒假的學生的錢，但也不是完
全這樣。瑞安·雷諾茲向外媒表示，每張售出電影
票中的1美元都將捐獻給“F-ck癌癥基金會”。
“不過在這個特定的期間和活動中，我們臨
時給它起了個新名字，Fudge 癌癥基金會。” 雷
諾茲說道。雖然聽上去像是在開玩笑，不過這個
基金會是真的，這個活動也是認真的。
外媒分析，福斯拍攝 PG13 版《死侍 2》，也
是為了爭取影片在中國的上映機會，以及加入漫
威電影宇宙的可能。迪士尼和漫威的領導正密切
關註著，想著可能將其納入他們未來計劃的方案
。
編劇確認，新版《死侍 2》確實面向更年輕的
觀眾，但老粉絲也會喜歡。“我認為這個版本不
僅會對孩子有吸引力，對喜歡‘死侍’的人仍然
有吸引力。這個版本有足夠的顛覆性，有趣又充
滿創造力，只有死侍才能做到。”

PG13 版《死侍 2》確認上映日期
美國電影市場交易展會
把脈行業風向標

2018 年美國電影市場交易展會
（AFM）的香港影視座談會上，香港
貿發局洛杉磯代表盧逸峰與香港亞洲
電影投資會顧問郭兆龍和《狂獸》導
演李子俊，分享香港影視投資的現況
。三位談及在香港拍片的挑戰，以及
近年中國投資電影萎縮等讓籌資更加
困難的因素。但是總體對未來香港電
影業發展還是保持樂觀，認為香港電
影的獨特藝術風格、動作、幫派電影
，還是具有全球吸引力。因《狂獸》
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兩項提名（新晉導
演與最佳動作指導）的李子俊與郭兆
龍都表示，回歸電影基本的故事才是
重點。
座談會也介紹了幾個其他籌款的

通道，包含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等。
該會的顧問郭兆龍表示，香港亞洲電
影投資會是香港電影節的壹環，旨在
提供電影人與投資者、發行商等壹個
配對平臺，最早在電影籌備階段備有
劇本、甚至僅有前期綱要就開始。每
年選出 20 到 25 部作品，但不壹定要
是來自香港地區或亞洲的內容。
今年是第九年美國電影市場交易
展會，除了這場討論內容、籌資與電
影人的座談會之外，更帶來幾部香港
電影參展，包含王微執導的《貓與桃
花源》、錢嘉樂導演的《黃金兄弟》
、與袁和平執導的《葉問外傳：張天
誌》等。
往年美國電影市場交易展的活動

反映著當下電影潮流，但今年第 39 屆
的會展在諸多因素影響下面對許多不
確 定 性 ， 從 電 影 公 司 Tang Media
Partners 收購的 Global Road Entertainment 崩盤的時事、到近年在線播
放平臺的躥升影響傳統院線發行策略
等，都影響這個獨立電影交易的市場
活動。
不過在美國國內票房相較 2017 年
回升壹成的情勢下，定論市場冷卻還
為之過早。今年有來自 28 個國家、超
過 70 家電影公司首次以買方的身份參
加美國電影市場交易展，其中九家來
自中國，其他還有來自中國香港、日
本、意大利、韓國、加拿大、德國、
西班牙等。

《冰雪奇緣 》
2
改檔提前公映

賺錢同時做慈善 爭取中國上映機會

迪士尼《冰雪奇緣 2》確認
北美改檔，影片從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檔期提前近壹周，將
於 11 月 22 日北美公映。改檔
之後，《冰雪奇緣 2》暫時還沒
有同天遭遇的電影強敵，11 月
15 日北美會上映《王牌特工 3
》，不過也相差了壹周。
但也沒有幾部影片敢於和
《冰雪奇緣 2》硬碰硬地上映，
2013 年《冰雪奇緣》北美公映
，累計收入票房 4 億美元，全
球票房 12 億美元，是當年的現
象級動畫電影。影片的主題曲
《Let It Go》火遍全球，至今
仍然是傳唱度極高的歌曲。這
還不算，片中艾莎公主的那件
連衣裙在全球熱銷，成為眾多
小女生夢寐以求的禮物。據悉
，艾莎公主連衣裙的銷售收入
並不比電影票房差多少。
《冰雪奇緣 2》的幕後制作
班底延續了前作陣容，由珍妮
弗·李與克裏斯·巴克聯合導演
，劇本由珍妮弗·李創作完成，
她的編劇代表作還包括現象級
動畫《瘋狂動物城》與《無敵
破壞王》。

史海沉浮
星期四

2018 年 11 月 8 日

Thursday, November 08, 2018

B10

苏东坡：
我自横刀向天笑
笑完我就去睡觉

现在如果让你去海南呆三年，估计
你跑得连鞋都掉了，因为你的美梦要开
始了。
而苏东坡贬海南的三年（公元 1097
年 4 月一公元 1100 年 7 月），无异于一
场恶梦。
那是苏东坡最后一次被贬，因为他
离开海南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数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原因很
简单——朝中那些讨厌他的人，一直很
关心他的生活，一有机会就上下其手。
对于东坡这个人，他们内心是嫉妒
的，而且那股无名之火，烧到了极点。
“有才华了不起吗？”
“如果有天涯海角，让我踢你一脚”。
对于被踢到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
东坡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有些困难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岭南天气卑湿
，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
而他刚好是一个怕湿热的人。
他被贬到了海南儋州，这个地方古
称“儋耳”，就是说那旮旯的人，耳朵
都很大。
此外，儋州有 20 多个少数民族，是
全国方言最多的地区之一，东坡初到，
需要过一段没有语言的生活。
关键儋州没有肉吃，这对于一个著
名吃货和肉欲狂来说，断难忍受。要知
道，他多年前就写过刷屏的《猪肉颂》
，全国群众口水指数直线上升，纷纷提
着篮子往菜市场跑。
年过六旬的他，在《闻子由瘦》一
诗里抱怨道——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见黄鸡
粥。
士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
……
为 了 打 发 时 间， 他 养 了 一 条 名 叫
“乌觜”的小黑狗（不是为了吃狗肉）
，天天在微博晒狗。
公元 1097 年 8 月 17 日，他的微博内
容是这样的——
“余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
猛而驯。
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
人皆惊，戏为作此诗”。
老苏还是那样，一贯有生活情趣，
善于苦中取乐。
然而寂寞还是经常袭来，让他回忆
那些遥远的人和事。
他寂寞，他孤独，他无助，他叹息。
所幸，他还有茶。

入夜的儋州
，没有华灯璀璨
，只有月光光，
心慌慌。入睡前
，人们都躺在床
上数伤痕。
当然，也有
外出排遣的人。
月光下，一
个老汉光着膀子
，露出浓密的胸
毛，正在小溪边
上舀水，哗哗哗
，哗哗哗，那是
一条再普通不过
的小溪。
一个晚归的
农民大哥正巧路
过，听到有动静
，以为是野猪，
拿起锄头就要自
卫。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个人，农
民兄弟把锄头放
下了。
老汉抬起头
笑了一下，笑声
爽朗，划破夜空
，就像这岛上只
有他一个人。
“老头，你在弄啥哩，”农民不解
地问。
“嘿嘿，晚上睡不着，舀水哩，”
老头回答。
原来，东坡那天失眠了，很想喝茶
消磨时光。茶很多，可是泡茶的水没有
了，马上出来找水。
很多人可能认为囚徒在瞎编，喝茶
，随便弄点水泡上不就行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人，一辈子也只能拿
茶水解渴了，别谈精神上的享受。
东坡对茶的喜爱，不是一星半点儿
的。
他对水质、水温的苛求，是其他饮
茶人远不能比的。
他认为，煮沸过度则“老”。
最好的水温应该是这样的，“蟹眼
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
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是不
是很有画面感？）
那晚从野外归来，他一边生炉煎茶
，一边坐听茶壶里发出的“松涛之声”
。

茶煮好后，他忍不住豪饮三碗，结
果当天晚上就严重失眠。
他索性坐到椅子上，听打更之声，
盼窗外鱼肚白。
如果说李白做梦都在喝酒，那苏东
坡做梦都在……喝茶。
一个是酒鬼，一个是茶鬼。
东坡一辈子写的茶诗，有 100 多首
。
别人敲陌生人的门，一般是讨饭，
他是讨茶——
《浣溪沙》
“酒困路长睢欲睡，日高人渴漫思
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睡前睡后，他是要喝茶的——“沐
罢巾冠快晚凉，睡馀齿颊带茶香”；
晚上加班，他是要喝茶的——“簿
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乞取
摩尼照浊水，共看落月金盆倾”；
做梦时，真的也在喝茶——“十二
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
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
他是大宋旅游协会的名誉副会长，
走过很多城市乡村。每到一地，首先就

是找茶喝。
嘉木、叶嘉
、瑞草、灵草
、灵芽、雀舌
…… 他 像 熟 悉
自己的鼻子一
样熟悉各种茶
料。
他总觉得，
茶是他生命中
最默契的一位
朋友，悄悄给
他安慰，滋润
着他的身心。
他是在恩师
欧阳修家里爱
上喝茶的。
那 是 公 元
1058 年 夏 天 ，
父亲带他和弟
弟到京城拜访
欧阳老师。
那个时候，
欧阳修的声望
如日中天，名
片上印的是，
“翰林学士，
龙图阁学士，
权知开封府”
苏东坡的人生地图
（正部长级）
，而且一年后即官拜枢密副使，是朝廷
炙手可热的人物。
而苏门三才子那时还只是普通读书
人。
但有“文坛组织部长”的之称的欧
阳大人，还是破例在家中接待了他们。
还亲自给他们父子三人倒茶。
当时喝的茶，名为藏青砖，是欧阳
老师多年的珍藏。
看着父亲跟欧阳老师拉家常，东坡
边做笔记，边品茶。
欧阳老师很帅，评点天下人物事件
，犀利到位又幽默诙谐。这让他感觉投
缘，如沐春风。
“这一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他微笑着想。
他记住了欧阳老师，也记住了老师
家的好茶。
据说，藏青砖茶后来成了他的最爱
。每当遇到烦心事，喝一口，立马神清
气爽。
他一生都追随着欧阳老师，不管为
人，还是从政。
跟老师一起喝茶谈人生体会，令他

轻松惬意。
还有人说，东坡后来在湖北黄州泪
流满面地怀古，写下不世名作《赤壁赋
》之时，他手里端的，不是酒，而是一
大杯浓浓的青砖茶。
在喝茶方面， 藏青砖是他的初恋
。
茶还可以治病。
36 岁那年（公元 1073），东坡到杭
州做通判，经常感到身心俱疲，不得不
向组织上申请病假。
回到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朋友们都劝他去看医生，他却一个
人默默在家里喝浓茶。几天之后，他的
病就好了。
他高兴地约朋友郊游，并在石壁上
题诗一首——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
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
作为文字大师，他也很难说清对自
己有多爱茶。
实在要写，就这么写吧，“自古佳
茗似佳人”。
有人说，这是古往今来吟茶第一名
句。
天天和佳人腻在一起，“松风竹炉
，提壶相呼”，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品茶，何尝不是在品自己？
我就是要盛开，不管清风来不来。
对煮茶和饮茶用具，东坡也很挑剔
，认为“铜腥铁涩不宜泉”。
在宜兴暂居时，他还设计了一种提
梁式紫砂壶，后人将之命名为“东坡壶
”。
“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玑
珠”。他觉得，一个人要喝好茶，必须
身体力行，自己冲泡。
通 过 精 心 的 煎、 揉 、 焙 、 凉 、 晒
……培养与茶的感情。
东坡本爱热闹，几度沉浮碰壁后，
不得不收敛自己外放的心，忍受各种寂
静和清苦。
茶的透明、润泽、剔透，慢慢过渡
到他身上，让他更冷峻，更克制。
茶让他一生保有平静之心和向上之
气，让他对现实生活有超然物外的想像
和描述。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疗愈系大
师，喝完茶，什么都想通了，无非是
——
我自横刀向天笑，笑完我就去睡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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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亲历万圣节
美国的万圣节是今天（2018 年 10 月 31 日），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开始，商家就有了浓郁的万圣节氛围，有各种南瓜，雕刻的，没有雕刻的，大的，小的，塑料的
，自己种的，总之，当你看到各种南瓜排队亮相的时候，你就知道——万圣节快到了！
万圣节又叫诸圣节，起源于不列颠凯尔特人，在每年的 10 月 31 日，他们相信这是夏天的终结，冬天的开始，这一天是一年的重要标志，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凯
尔特人在夏末举行仪式感激上苍和太阳的恩惠。当时的占卜者点燃并施巫术以驱赶据说在四周游荡的妖魔鬼怪。主要流行于撒克逊人后裔云集的美国、不列颠群岛、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当晚小孩会穿上化妆服，戴上面具，挨家挨户收集糖果等。
这是一年中最“闹鬼”的时候，各种妖魔鬼怪、海盗、外星来客和巫婆们纷纷出动。在中世纪，人们穿上动物造型的服饰、戴上可怕的面具是想在万圣节前夜驱
赶黑夜中的鬼怪。万圣节和中国的中元节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份孩童的俏皮。原先的万圣节比较严肃，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万圣节越来越趋向喜乐和欢快，已然变成
孩子们的节日，甚至很多大人也会穿着各种妖怪的服装陪着孩子们沿街要糖。
那么万圣节和南瓜灯有什么关系?

南瓜灯源于古代爱尔兰。传说一个名
叫Jack的人，是个醉汉且爱恶作剧。在万
圣节当日，他设圈套将魔鬼困在一棵树上
，他不许魔鬼下来，直至恶魔答应永远不
让他住在地狱。Jack死后，因他不相信神
，他不能进天堂，而魔鬼也不让他入地狱
，为了协助Jack找到回人间的路径，魔鬼
给了他一块燃烧的炭，Jack将这燃烧的炭
放在他以大红萝卜雕刻成的一个灯笼内，
这第一个“Jack的灯笼”，帮助积找寻他
的路径回爱尔兰，但他从没找着，于是他
永远带著灯笼流浪人间。在古老的爱尔兰
传说里，这根小蜡烛是在一根挖空的萝卜
里放着，称作“Jack Lanterns”，而古老
的萝卜灯演变到今天，则是南瓜做的
Jack-O-Lantern了。据说爱尔兰人到了美国
不久，即发现南瓜不论从来源和雕刻来说
都比萝卜更胜一筹，于是南瓜就成了万圣
节的宠儿。
今天我们早早就准备好一大袋糖果，
把家里大门打开，户内户外灯火通明，坐

等小区孩子们的到来，当你听到门口叮当
铃声响起的时候，就会看到门外站着几位
“小妖怪”，他们有的头上带着南瓜，有
的穿着巫师的黑色长袍，有的带着各种奇
怪的头饰，八岁九岁的孩子们正是“淘气
”的时候，他们兴奋地拿着各种装糖果的
容器，甚至把家里的枕头套也拿了出来，
挨家挨户要糖果，而每个散发糖果的人们
，也很开心等待着这些孩子们的到来。
家里的糖果发得差不多了，我们驱车
来到了最著名的“鬼屋街”，那里基本上
居住着美国当地白人，沿街的住房和商家
早早打扮成各种“鬼屋”，主人们笑哈哈
地坐在门口台阶上，身旁放在一个大盆子
，里面装满了各种糖果，期待着孩子们的
光临。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
这真是给孩子们大闹天宫的特权，仿佛在
对暗号，既然是索糖的暗号，孩子们便一
个个理直气壮地不断要求，送糖的人则一
边回答“Trick or treat"，一边乐呵呵地发

糖。
就这样，一个门口一个门口经过，孩
子们的口袋渐渐饱满，他们中有十几岁的
高中生，打扮得比较潮和酷，到底是长大
了，不是扮演僵尸就是扮演吸血鬼，虽然
脸上画着各种恐怖的妆容，涂着黢黑的嘴
唇，但慵懒的眼神暴露了他们的淡定，他
们不像小孩子那样对糖果充满了欲望和兴
趣，他们只是对cosplay充满了兴趣。
那些年纪小的孩子呢，自然是兴奋无
比，有一位头上戴着布鳄鱼头饰的小男孩
，胖胖的身躯在人群中穿梭来穿梭去，身
上即便是穿着短裤，脸上也留着汗，胖嘟
嘟的脸庞上闪烁着满足的笑容，我猜想他
一定拿到了不少糖。
遇到一群小伙伴，其中一个男孩子大
抵认为自己没啥好装扮的，可是又不愿意
如平常一般行走，干脆拿了一个纸箱子套
在了头上，就这样一路”招摇过市“，也
是很开心。待少年长大，想必一定记得这
个有趣的夜晚吧。

再看送糖的人们，他们精心装扮了自 ，晚上我亲自送了糖，也跑去看了孩子们
己的商店，房子，院子，早早备好糖果， 要糖。
人群中有几位中国孩子跟在大人的后
坐在门口静候着孩子们的到来，我宁可把
他们称为“爱的施与者”，“甜蜜的给予 面，也提了小篮子跑去要糖果，对于孩子
者”，相信在他们幼小的童年，一定讨了 们来说，这份快乐已经超越了民族，宗教
不少糖果，所以在他们成年后，心甘情愿 信仰和国界，他们只是满足于扮演各种神
话中的人物，并且要来让自己感觉到很满
把这份美好再送给眼前的天真。
很少看到美国的街道如此多的人，这让 足的那份甜蜜和自信吧！
在美国你能看到千人华人旗袍秀，听
我倍感惊奇，每个人都装扮得很可怕，但脸
上都笑嘻嘻，认识的，不认识的，见面都会 到老外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你也能看到
打招呼。我问：会不会有人扮鬼吓唬别人？ 中国的孩子在美国文化中的融合。这恰恰反
先生说：不会啊，吓坏了怎么办？就是让孩 映出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内涵。我们在保有
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和外界不断地交织融合
子们觉得好玩而已。
原来在万圣节，他们如此近距离接触 ，我们的根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我们身在哪
鬼魂，自己变成鬼，也是逗个乐子罢了， 里，面对怎样的文化，我们明白自己要什么
很不错啊。
，只要拥有一颗感恩，快乐，简单的心，
没有商家借此做任何推销，没有挣钱 就是最好的。
的营销，有的就是“带你玩”。
回家路上，蓦然回首看到灯光下一棵
这是一个很简单，快乐，有趣的万圣 金黄色的银杏树，闪闪发光。这一片鬼屋
节。
街上的人影绰绰，静静离我远去。人生恍
今天是我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万圣节 若如梦，今夕是何年，而我又在哪里？

关于美国风俗文化你了解多少？
我们常见美国人握手和亲吻。美国的风
俗习惯，第一次和男性和女性见面时，仅仅
是握手，亲吻是好朋友之间的身体语言。亲
吻的方式是：同性之间，脸接触对方的脸，
然后空中亲吻；异性之间，可以亲吻对方的
脸颊。父母亲吻孩子，吻孩子的额头和小脸
蛋。微笑、眼光的接触，这在和美国人打交
道时很重要。微笑的眼光和问好的语言在公
共场所意思是一样的。如果对面一个陌生人
走来向你微笑，你也向他微笑，他就会说
‘嗨’或‘你好’，这只是一种礼貌，并不
表示他会停下来和你交谈.中国传统老盯着人
看是不礼貌。而美国人看你不正视他的眼光
会以为你躲躲闪闪不诚恳，认为你不可信赖
。所以当你和美国人对话的时候，要保持眼
光接触。
美国的元旦举国关注的是时代广场倒计
时活动，那个时间点几乎震撼全美所有人的
新年心的。美国的除夕和新年活动，很多是
在外面的，所以除夕的商业活动也还很繁盛
，餐馆、酒吧、街道都会有热闹的人群，一
般都会延续到倒计时后才逐渐回家。
美国地域宽广，各个地区元旦当日都会
有不同的庆祝活动，街景、商区继续很繁华
的。美国人普遍比较乐观和开朗，赶上节日
，容易就普遍地展望美好的未来了。美国总
统也会在新年发表讲话，当人们美国人民对
此关注度不大。不过美国新总统特朗普1.21
日履职，今年元旦是他第一次主持在位的新

年，不晓得这位比较独特的美利坚领导人，
是如何面对他的民众，如果延续他竞选时
“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誓言的。
服饰礼仪
总体而言，美国人平时的穿着打扮不太
讲究。崇尚自然，偏爱宽松，讲究着状体现
个性，是美国人穿着打扮的基本特征。跟美
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对方在穿着打扮上的
下列讲究，免得让对方产生不良印象。
(1)美国人非常注重意服装的整洁。
(2)拜访美国人时，进了门一定要脱吓帽
子和外套，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礼貌。
(3)美国人十分重视着装细节。
(4)在美国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皮裙。
(5)在美国，一位女士要是随随便便地在
男士面前脱下自己的鞋子，或者撩动自己裙
子的下摆，往往会令人产生成心引诱对方之
嫌。
(6)穿睡衣、拖鞋会客，或是以这身打扮
外出，都会被美国人视为失礼。
(7)美国人认为，出入公共场合时化艳妆
，或是在大庭广众之前当众化妆补妆，不但
会被人视为缺乏教养，而且还有可能令人感
到“身份可疑”。
美国习惯是准备两枚戒指，一枚是男方
求婚用的求婚钻戒，另一枚则是婚礼上双方
互换的结婚戒。男生的结婚戒款式通常会较
简约，女生的结婚戒就通常会与求婚戒去做
搭配。基本上，当女生接受求婚后，就会将

求婚戒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当作是昭告天下
她接受另一半的求婚与承诺的象征。而有些
女性也会在婚后将求婚戒与结婚戒一同佩戴
在左手无名指上。
美国婚礼除了主角新人，新郎与新娘两
人都会有各自的伴郎团与伴娘团，会协助新
人张罗婚礼大小事务，尤其是首席伴郎
(BestMan)和首席伴娘(Maid of Honor)，身
负着各种派对的重责大责任，且还要在婚礼
上致词。伴郎团与伴娘团的人数会相互对应
，所身穿的礼服也会相互搭配。
美国地广人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一般美国人都独自居住在一栋房子里，所以
运输东西、收拾院落、维修东西等等都需要
一辆非常实用且可以拖拽的车辆，皮卡设计
简单但是又十分特别，属于是轿车和商用车
的混合体，它的前半部分是独立的密封空间
，后部分是隔离的车厢，装卸货物特别便利
，这也更利于美国人修缮房屋，运用材料、
修葺花园、拖拽割草机、铲雪车等等。
美国人经常搬家，不高兴了，带上全家
拉上行李就会到另一个城市或是另一个小镇
去过上一段日子，又或者假期来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也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皮卡车更适
合美国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在我国说道皮卡
都觉得跟说农用车一样，没面子，但是美国
的皮卡不仅有强劲的动力，还有轿车般的舒
适，且比轿车载货更多，更拥有适应各种不
良路面的性能。美国的皮卡配置齐全，轿车

当中的各种配件和配置，在皮卡上都能找到
，可谓是安全兼顾了舒适。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的皮卡不仅仅是拥有轿车的舒适，而
且很多皮卡还会将作为与床进行整合，旅途
中累了将车子停到安全地带就可以在驾驶室
内休息，休息够了继续赶路，非常适合美国
人的生活习惯。
美国红酒对于人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至少小编身边的酒友真的很少讨论关于美
国红酒的事情，但是这不能表明美国红酒文
化就没有参考价值，相反，美国红酒文化也
同样具有学习的意义。美国是世界上第四大
葡萄酒生产国，仅次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
牙，有着悠久的葡萄酒历史和丰富的葡萄酒
文化。自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后，美
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迅速。作为世界上第四大
葡萄酒生产国，美国的葡萄酒文化不仅丰富
，而且独特。
美国橡木桶
法国橡木桶赋予葡萄酒更多烘烤和面包
的香味，而美国橡木桶带给葡萄酒香草和椰
子的香味。一般来说，在酿造霞多丽（Chardonnay）和黑皮诺（Pinot Noir）葡萄酒时
，酿酒师会选用法国橡木桶，酿造出的葡萄
酒口感会更加柔顺，香气更加浓郁。而对于
丹魄（Tempranillo）和梅洛而言，更适合使
用美国橡木桶，其独特的质地和风格能更好
地展现葡萄酒的风味和香气。
其次，美国橡木桶价格较法国橡木桶而

言更低，这也是美国酿酒师选择国产橡木的
一大原因。
由于美国人在行为举止上较少约束自己
，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很随便。他们说
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对人的态
度也随便。不了解他们的人以为美国人放纵
粗鲁，不成体统，上，这是美国人的随便习
性。反映在英语语言使用上，美国人对它的
“为我所用”态度，常地些墨守成规的老派
文人痛心疾首；而那些广泛地浒于民间的不
规则表达法，更使不少语法学家徒叹无奈。
至于语言中含蓄地表现社会等级观念的词语
，美国人常常不屑一顾，置之不理。也可能
由于美国人对清规戒律缺乏重视，他们的纪
律观念比较淡薄，这常使行政官员和执行
纪律的人感到头痛。有一种说法，说是英
国人认为遵守规章是种乐趣，而美国人则
把强硬要求他遵守某种规定看作是对他的
不敬、甚至侮辱。美国党校里，学生纪律
松散；美国家庭里，父母管教孩子不严；
美国军队里，士兵自由散漫更是远近闻名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教育还算成功，
美国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为好父母、好
公民，美国的军队也偶尔能打些胜仗。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解释
：美国人热爱自由，不愿被人强行控制
，然而在真正行使自由权利时，他们仍
受法律观念约束，有分寸地在自己的权
限范围内“自由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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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醫師聯盟上周六辦講座
-- 「如何成為一名美國執業醫生
如何成為一名美國執業醫生」
」

B12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在美國醫生是個好職 成功經驗，以及他們是如何引導自己的孩子進入
當天講座的醫生及講題分別是： 劉娜醫生 作用
業嗎？如果成為一個醫生？什麼性格的人適合學 美國頂尖醫學院。講座醫生並還在答疑時間回答 ： 醫學職業介紹
范志勇醫生： 牙醫學院的申請及牙醫就業
醫？怎樣培養孩子學醫的興趣？一項由 「北美華 聽眾問題，及聽眾提出遇到過的申請案例，並具
閆超華醫生： 如果申請醫學院
前景
人醫師聯盟」 （簡稱 ANACP )所舉辦的公益講座 體分析和講解。
沈四九醫生： 父母在孩子申請醫學院中的
： 「如何成為一名美國執業醫生
」 於上周六（11 月 3 日）上午十
時起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為
大家揭開美國醫學職業的神秘面
紗。
北美華人醫師聯盟是北美最
大的華人醫生組織之一，主要由
在美國各州執業的優秀華人醫生
組成。聯盟的宗旨之一是幫助華
人社區的年輕一代尋求更好的職
業發展，同時為那些有誌於從事
醫學事業的學生帶來幫助。
在北美華人醫師聯盟休斯頓
年會之際，聯盟將與休斯頓中國
人活動中心聯手，舉辦大型公益
講座。內容將包括：如何幫助孩
子深入了解醫學行業，在美國讀
範誌勇牙醫博士，
範誌勇牙醫博士
，DDS, M.D.
閆超華醫學博士，
閆超華醫學博士
，M.D., Ph.D.
沈四九醫學博士,, M.D., Ph.D
沈四九醫學博士
劉娜醫學博士，
劉娜醫學博士
， M.D.
醫學院的不同途徑，如何準備報
牙醫，
牙醫
，
休斯頓大型牙醫連鎖診所。
休斯頓大型牙醫連鎖診所
。
神經內科醫生，
神經內科醫生
，
俄亥俄州
Salem
病理科醫生及教授，
病理科醫生及教授
，
休斯頓
Methodist
兒科醫生，
兒科醫生
，
自行開業，
自行開業
，
休斯頓中國城
考醫學院，醫生的職業規劃，如
於德州大學醫學中心休斯頓牙學院畢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Center。
。
畢業
醫院。
醫院
。
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貝麗兒科。
貝麗兒科
。
畢業於湘雅醫學院，
畢業於湘雅醫學院
，於
何成為一名牙醫以及牙醫的就業
業並完成牙醫培訓。
業並完成牙醫培訓
。
於山西醫科大學，
於山西醫科大學
，
於匹茲堡
，
先後於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Hershey
先後於賓州州立大學醫學院
/Hershey
Texas
A&M
大學附屬醫院完成住院
前景等等。將邀請在北美執業的
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 完成 醫學中心和德州大學安德森腫瘤中心病
醫培訓。
醫培訓
。
優秀華人醫生來分享他們個人的

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

理系完成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理系完成住院醫及專科培訓
。

歡樂旅遊親自帶隊::日韓賞櫻
歡樂旅遊親自帶隊
日韓賞櫻12
12天粉紅之旅
天粉紅之旅
3/26
26--4/5 買一送
買一送一
一，原價：$230
23000，11
11//25 前報
前報名
名：特價
特價$$1750
1750//人（包機
包機票
票，團費
團費，
， 小費
小費）
）

2019 年的春天，歡樂旅遊將帶您去日
本和韓國觀賞美麗櫻花的同時，與您一起
尋覓早春生機盎然的氣息。出發日期是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一共 12 天。
此次的日韓團，我們將贈送您買一送一的
特價活動，團費$1750/人起，報名優惠截
止日期是 2018 年 11 月 25 日，速來歡樂旅
遊報名，機不可失！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832）
786-8288，
我們的地址
是休斯頓中
國城敦煌廣
場豆腐村樓
上 C326 室。
韓國首站
，我們將到
達韓國首都
首爾。若您
是韓劇迷，對南怡島一定不陌生。從《冬
季戀歌》到《來自星星的你》，這裡一直
是熱播韓劇青睞的取景地，而且它也是首
爾人歡度週末的地方。春可賞花，夏天綠
樹成蔭，秋天火紅的楓樹和金燦燦的銀杏
交相呼應，冬天則是賞雪玩雪的勝地。之
後，我們將帶大家前往著名的雪嶽山國家
公園。由於積雪長年不化，岩石像雪一樣

白，因此被稱為雪嶽。除了以上景點之外
，我們還將參觀神與寺、大院陵、光明洞
窟、三八線、景福宮、東大門綜合市場、
明洞等景點。
首爾旅遊團結束之後，我們將前往日
本東京。當我們深入到東京的街頭巷尾，
您會驚奇地發現傳統的神社、建築與摩天
大樓有機結合，繁忙的市中心不時出現綠
茵與河流，博物館，美術館與購物中心融
為一體，讓文化，藝術，科技這些概念真
正深入進了生活之中。之後，我們將前往
箱根參觀天然火山造就樂大湧谷和蘆之湖
，并乘坐登山纜車參觀這裡的自然景觀。
名古屋城，這裡是賞櫻的好去處。至於京
都，無論那個季節都有著無可爭論的美麗
。這裡有供奉商業興旺狐狸神的伏見稻荷
大社，景色美麗的令人摒息的清水寺，賞
櫻的勝地——蘭山，京都作為著名旅遊景
點，絕對不會令您失望。日本的最後一站

是大阪
，這裡
是日本
最有名
的“吃貨天堂”，讓人眼花繚亂的美食為
市井氣息濃厚的大阪增添了很多人氣。大
阪的寺廟也屬歷史古蹟，如大阪城，天王
寺等。日本旅遊團，將分別到達東京、箱
根、名古屋、京都、大阪。
3 月~4 月，氣候適宜，新綠抽出嫩芽
，櫻花開始含苞欲放，生機勃勃，是令人
雀躍的季節。若您也打算放鬆一下，帶著
家人去日韓踏春，請盡快聯絡歡樂旅遊吧
！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832）786-8288
，我們的地址是休斯頓中國城敦煌廣場豆
腐村樓上 C326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