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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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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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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論壇》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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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探討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國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熱點議題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節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趣的觀眾不容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錯過這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重播時間為2月8日（週五）中午1點。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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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節目截圖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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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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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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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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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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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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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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7 日，河北省張家口市，在壹座農場裏，小豬跨越障礙比賽舉行，
迎接農歷新年。

朝鮮推出了多副宣傳畫，旨在鼓勵和推動貫徹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新年賀詞所提出的任務。韓國《中央日報》評價說，
這組色彩絢麗的宣傳畫，關鍵詞是“經濟”。據朝中社介紹，宣傳畫《高舉自力更生旗幟，打開社會主義建設新的前進道
路！》和《讓我們貫徹落實今年的新年賀詞任務！》，熱烈呼籲朝鮮全體黨員和勞動群眾，要狠抓勞動黨的新戰略路線，
發揮自力更生、堅韌不拔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所有戰線掀起革命高潮。今年 1 月 1 日，金正恩發表新年賀詞。他在 30 分
鐘左右的賀詞中，先後 38 次提到“經濟”，這個頻率，較去年同比增長超過八成。而這次朝鮮推出的宣傳畫，也將重點
放在了經濟話題上。
由貴州玉屏開往貴陽的 5639
次列車是輛綠皮 慢火車
。沿途群眾每天挑著籮筐上車，將自家出產的農作物帶到貴
陽、凱裏等地販賣，再坐著火車把生產資料和日用品帶回家
。時間壹長，不少乘客直接在列車上買賣貨物。春節將至，
蔬菜水果等農產品交易較往日更加紅火，列車上的 年貨市
場 洋溢著濃濃年味。

﹂

﹁

﹁
﹂

2019 年 1 月
28 日（具體拍攝時
間不詳），壹對雙
胞胎來自相同的子
宮，卻屬於兩個不
同的父親 ，神奇的
生育治療手術創造
了他們“夢想中的
家庭”。據英國媒
體 報 道 ， Calder 和
Alexandra 雖然是同
壹時間出生 ，但他
們嚴格來說不算親
兄妹，他們的父親
分 別 是 倫 敦 的
Graeme 和 Simon，
出現這壹原因都是因為體外受精技術的大力發展。Simon 和 Graeme 借助代孕母親
Meg Stone 的身體生下了自己的孩子。體外受精技術的驚人進步意味著這對同性
情侶能夠分別使壹個胚胎受精，並同時將其植入 Meg 的子宮。Simon 在接受采訪
時候說，“Meg 做了壹件了不起的事，她實際上是同時懷上兩個男人的孩子。多
虧了體外受精的奇跡，我們才能實現夢想”。

大話經濟

青年調查：9 成受訪者拿到年終獎

臨近春節，職場人普遍關心的問
題，除了何時能放假回家，大概就是
年終獎發多少了。年終獎是單位對員
工壹年來工作業績的認可，甚至影響

壹些人來年是否
跳槽的決定。妳
今年有年終獎嗎
？
上周，中
國青年報社社會
調查中心聯合問
卷 網 （wenjuan.
com） ， 對 2006
名受訪者進行的
壹項調查顯示，
90.5% 的 受 訪 者
今年有年終獎。
93.9% 的 受 訪 者
稱年終獎能給自
己帶來激勵作用。
今年 27 歲的王平（化名）在中鐵
某院央企任助理工程師，剛入職半年
，還在實習期。“2018 年我的年終獎

是 2 萬元，整個部門的最低水平”。
王平打算拿出 5000 元給自己換個好的
耳機作為入職禮物，再用 5000 元給爸
媽買些養生食品帶回去，剩下的 1 萬
元支付 2019 年的半年房租。
23 歲的張嬌（化名）是河北某民
營銀行的櫃員，2018 年得了幾萬元的
年終獎，她打算給家中父母留 2 萬元
，給自己買些平時舍不得買的衣服和
包，剩下的錢壹部分留作房租，壹部
分進行理財投資。
調查顯示，90.5%的受訪者今年有
年終獎。25.2%的受訪者年終獎為 5000
元~1 萬元，23.6%的受訪者為 1 萬元~3
萬元，17.1%的受訪者為 3000 元以下。
年終獎用途方面，61.4%的受訪
者用於購置新衣、禮品等年貨，
43.3%的受訪者用於旅行休閑，放松
心情，39.1%的受訪者用於過年回家

孝敬父母。
張嬌說，年終獎對她起到了壹定
激勵作用，“壹年到頭實在累，拿到
年終獎自然高興，來年會督促自己努
力工作，多勞多得。如果沒有年終獎
，難免會失落和委屈”。
王平認為，很多國企、事業單位
的年終獎趨於平均化，起不到實質的
激勵作用。他希望按照員工的績效發
放年終獎。
調查中，93.9%的受訪者表示年終
獎能給自己帶來激勵作用。交互分析
發現，年終獎對國有企業受訪者的激
勵作用較高(48.9%)，其次為合資企業
受訪者（48.3%）。
“員工普遍關註年終獎是根據什
麽發放的，是否合理科學。但現在有
的單位發放年終獎比較平均，員工幹
多幹少拿的都差不多。”天津社會科

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認為，
年終獎發放標準應和員工的工作過程
、實際能力相聯系。
對於年終獎的獎勵形式和內容，
59.9%的受訪者建議單位根據年度績效
評估結果，公平合理發放獎金，58.5%
的受訪者希望針對員工個人進行“扶
助”式獎勵，如車貼、房貼、深造等
。
張嬌希望年終獎能及時發放到員
工手裏，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則，“我
覺得年終獎的形式可以根據員工情況
‘量身定制’，比如旅遊、補貼等，
員工可以自由選擇”。
參與本次調查的受訪者中，在國
有企業的占 16.2%，在外商、港澳臺獨
資企業的占 20.2%，機關事業單位的占
12.7%，私營、民營企業的占 43.6%，
合資企業的占 5.8%。

2018 年度中国工業經濟平穩運行
由經濟日報社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共同編制的 2018 年四季度中經產業景
氣指數近日發布。中經產業景氣指數所
采集的具有代表性的行業或領域共 14
個，既包括煤炭、石油、電力、鋼鐵、
有色金屬、非金屬礦物制品、化工、汽
車制造、IT設備制造、醫藥、服裝等具
體行業，又涵蓋能源、材料和工業等綜
合性領域。
2018年，工業經濟總體運行平穩，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保持在合理區
間，工業結構持續優化，新動能成長較
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持續顯現，
實體經濟經營環境不斷改善。
2018年工業經濟雖然面臨壹定的下
行壓力和外部挑戰，但按照高質量發展
要求，迎難而上，有效應對了深刻變化
的外部環境。這表明，工業有足夠韌性
實現穩定運行，同時有足夠潛力繼續保
持長期向好態勢。
2018年全年工業景氣指數呈現出壹
定的回落態勢，但仍處於近五年景氣平

均水平之上，反映出工業發展的基本面
仍未改變。2018年壹季度工業景氣指數
溫和回升至 132.4，同比上升 5.8 點，環
比提高 1.3 點，但之後連續 3 個季度下
降 。 2018 年 四 季 度 工 業 景 氣 指 數 為
122.5，同比降低4.1點，環比下降4.4點
，但仍高於近五年(2013-2017 年)景氣平
均水平。2018 年全年 4 個季度工業景氣
指數均位於120以上的正常景氣區間。
分行業看，能源和材料產業景氣指
數均有所回落，而高技術制造業及消費
升級相關行業景氣度維持在較高水平。
2018 年 四 季 度 能 源 產 業 景 氣 指 數 為
122.7，比上季度回落 5.7 點，比上年同
期高 2.5 點，呈高位回落態勢。材料產
業景氣指數為 115.6，比上季度下降 7.2
點，比上年同期下降 6.5 點，回落至弱
景氣區間運行，但景氣指數仍在五年均
值之上。高技術行業中，2018年四季度
醫藥產業景氣指數為 145.7，位居制造
業 前 列 ； IT 設 備 制 造 業 景 氣 指 數 為
123.9，比近 5 年均值低 4.3 點，行業景
氣度有所下降，但仍在較高水平。同時
，受我國消費升級帶動，相關食品制造

業、農副食品加工業景氣度持續運行在
相對高位。
在工業平穩運行的同時，新動能持
續集聚、新興產業快速增長，帶動產業
結構不斷升級，工業經濟質量不斷提升
。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2%，增速緩中趨穩。從工業內部結構
來看，與產業結構升級、裝備更新改造
相關的裝備制造業以及符合產業升級方
向的高技術產業生產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其中，計算機、醫藥、專用設備等制
造業生產增速較快；有色、化工等高耗
能行業生產增速有所減緩。制造業增加
值比上年增長 6.5%，尤其是高技術制
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
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 11.7%、8.9%和
8.1%，分別快於工業5.5、2.7和1.9個百
分點。新能源汽車、智能電視、鋰離子
電池和集成電路等代表消費升級和產業
升級的新興工業產品產量也增長較快。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壹降壹補
”重點任務紮實推進。去產能方面，全
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 76.5%，鋼鐵、煤
炭年度去產能任務提前完成。企業資產

負債率不斷下降，2018 年 11 月末，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 56.8%。
去庫存和降成本不斷推進。企業成本繼
續下降，2018年1-11月份，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
84.19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21元。
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內部需求偏
弱、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工業生產者出廠
價格回落等因素影響，2018年工業企業
生產、銷售、利潤均有不同程度放緩，
企業庫存有所增加，用工降幅擴大，工
業經濟面臨壹定下行壓力。
2018年四季度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
入同比增長 7.1%，增速比上季度回落
2.1 個百分點。近年來壹直保持較高增
長速度的手機增速放緩，這可能源於對
5G 的預期以及市場逐漸飽和等因素。
國產手機品牌比如華為、小米等國際競
爭力在不斷提升。同樣的，2018年汽車
銷售量為 2808 萬輛，同比下降 2.8%，
為 28 年來首次下降。2018 年四季度汽
車制造業景氣指數為 119.9，比上季度
和上年同期分別下降 8.6 點和 15.6 點，
低於近 5 年均值 10.7 點。銷售量下降可

能源於購置稅優惠提前釋放購車需求、
高增長基數、來自環保的壓力以及居民
高負債等因素疊加所致。但我國汽車銷
量仍連續十年位居全球第壹，雖然銷售
總量短期調整，但自動駕駛等新業態蓬
勃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較快發展，汽
車行業呈現出高質量發展特征，仍有較
強後勁。此外，近期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環比下跌。這是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
影響，特別是國際油價下跌幅度較大，導
致國內石油、鋼鐵、有色等能源及原材料
行業價格不同程度下跌。由於銷售收入增
速放緩以及工業品出廠價格回落，2018年
四季度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0.7%，
比上季度回落15.1個百分點。
雖然 2018 年工業經濟運行出現壹
些波動，但我國工業體系健全、工業產
品門類齊全、工業經濟規模大，整體上
有足夠韌性應對各種內外部風險，工業
發展的基本面並未受到影響。隨著技術
創新能力提升，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工業發展質量持續
提升，尤其是新動能持續發力，工業經
濟平穩增長韌性將繼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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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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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至達拉斯高速列車項目將打造綠色環境帶
（本報訊）令人關注的休斯頓至達拉斯的
高速子彈頭列車的施工計劃目前仍在緩慢進行
當中。
這個未來全程行駛僅需 90 分鐘的項目將
在今年年末全面開工，儘管如此，項目開發商
已經開始著手進行相關的環境方面調查。
本週一，負責這個項目的德州中心公司通
過媒體表示，將與合作機構一家環境資源公司
一同來保護此次施工的環境狀況和生態系統，
打造一個綠色的高速列車線路。
過去十年時間，這家休斯頓所在的公司曾

經在全國施工，一共開發 5.8 萬畝的濕地，再
造14萬顆樹木，覆蓋290英里。
業內人士表示，作為德州人，這家公司深
深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自然生態的保護
至關重要，通過系統化對生態環境進行複原和
保護，提升當地的自然狀況，讓施工的鐵路沿
線成為一個和自然界野生動物相通的綠色走廊
，保證水的質量以及防止水患的發生。據預測
，此次施工項目每年將增加 1 萬個工作機會，
同時有1500個全職工作人員加入其中。

全美孤獨中老年人數逐步攀升
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逐步進入老年，美國約有 800 萬名 50
歲以上中老年人沒有近親陪伴，孤獨不但會對身體帶來負面影響
，社會成本與醫療費用也都隨之逐步攀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美國在內，全球都有一波嬰兒
誕生潮，這批 1950 年代前後出生的一代如今逐步進入銀髮世代
，老年化問題逐漸在全球顯現。
「華爾街日報」 曾報導，50 歲以上的美國中老年人中，每
11 人就有 1 人沒有伴侶或子女，以美國人口估算，大約有 800 萬
名中老年人沒有近親陪伴，這個數字未來只升不降。伴隨高負債
與退休金不足等財務問題，以及孤獨等社會因素，讓嬰兒潮世代
比他們的父執輩更無法早早退休。
嬰兒潮世代珍視個人價值，子女少、結婚次數卻比過往世代
多。美國人口普查顯示，超過 1/4 的嬰兒潮世代離婚或從未結婚
，約 1/6 獨自生活。芝加哥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嬰兒潮世代更

感到沒有朋友、被遺忘，或
與社會隔絕。
根據哈佛大學、史丹佛
大學與美國退休者協會
（AARP）的一項調查顯示
，缺乏社會聯繫的老人每年
花費的醫療保險達到 67 億美
元，主要用於護理設施支付
與住院照護。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研究員何特-朗
史丹（Julianne Holt-Lunstad）整理涵蓋 30 萬人的 148 項關於
孤單的個別研究顯示，孤單者罹患憂鬱症或失智症、認知能力下
降的風險較大，社會關係影響血壓與免疫功能，也影響病患是否
定期服用藥物。

報導說，老年人退休後減少工作的社交網絡，重聽、行動不
便也造成出席社交活動的障礙。此外，由於獨居，老人發病時也
更難立刻被發現送醫救治。
隨著獨居老人的人數不斷攀升，全美各地都有正式或非正式
的老人社團，透過政府機構、志工，或相互協助，讓孤獨老人的
生活能獲得照顧與關注，也透過社團參與社會活動，擴大生活圈
，降低他們的孤單感受。

政府部分停擺期間 美消費者信心降至18個月低位
總部位於紐約的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發布報告稱，美國 1 月
份消費者信心指數降至 2017 年 7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在美國曆
史上最長的政府停擺期間，消費者的樂觀情緒減弱。
此前，美國政府部分部門於 2018 年 12 月 22 日陷入停擺，
直到 2019 年 1 月 25 日才獲得臨時撥款恢復正常運行。報告稱，

1 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從126.6 降至 120.2，指標連續第二個月下
在 2013 年 10 月上一次政府停擺期間，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
降。
7.8點，至72.4點。
據報道，近幾個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整體上升到 18 年
此外，其他機構測算的指標也出現下降。密歇根大學的 1 月
來最高位。但在政府部分停擺 5 週及美國股市大幅波動之際，該 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和彭博消費者舒適度指數月度期望指標最
指數已經下滑。
近都跌至兩年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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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女神被叫胖迪？
不當演員想做這個
中天电视正在热播的《烈火
如歌》，由新生代戏剧女神迪丽热
巴与金钟影帝周渝民 (仔仔) 主演
，两人在剧中除了是身怀绝技的武
侠高手，还身兼「烧饼大厨」。
剧中饰演银雪公子的仔仔，
为了让女主角烈如歌 (迪丽热巴
饰) 离家后能自力更生，两人合开
了一间烧饼铺，并让如歌亲手学做
烧饼，剧中两人的烧饼做得又酥脆
有好吃，广受欢迎。私底下，迪丽
热巴竟然也是做菜高手！
迪丽热巴接受中天独家专访

时透露，她平常很喜欢下厨，不
只做菜给爸妈吃，也会做给剧组
人员吃。她说：「我自己还挺喜
欢做饭的，拿手菜有包子、饺子
、馄饨、汤饭、抓饭、拉麵、肉
酱义大利麵、滑蛋牛肉饭…等等
。」一开口就讲出一大串的拿手
菜，看来真的很会烧饭。
但她也坦言，这一两年来工
作量大增，拍戏拍不停，比较没
时间下厨了。不过在拍戏过程中
，一有机会还是会开伙，「在剧
组我也做过很多次菜，做的比较

多的话，就会分给剧组的小伙伴
。大家都说好吃，我也不知道是
不是因为客气。」说完忍不住哈
哈笑了几声。
迪丽热巴过去曾被爆料，在
剧组中「非常贪吃」，食量惊人
的她更被粉丝暱称为「胖迪」，
被问到如果不当演员，想从事什
麽职业？迪丽热巴的回答竟然也
跟「吃」有关，透露：「我很想
学做麵包，当个西点师。若是能
在戏裡演一个西点师的角色，应
该也很不错。」

《寒單》大賣有預兆？
胡宇威玩比大小贏到停不下來

楊貴媚和胡宇威在強檔賀
歲片《寒單》中飾演母子，他
們 演 出 不 同 默 契 ， 一 起 到 Yahoo TV《佼心食堂 》分享拍片
趣事。胡宇威放下偶像劇的男
神形象，在電影中和楊貴媚在
資源回收場討生活，他為戲特
別曬黑，只要沒戲時就跑到飯
店頂樓脫光助曬。主持人黃子
佼特別以「絕無冷場」形容
《寒單》，暗示當中還有許多
故事線值得延伸發展。
《寒單》以台灣傳統文化
「炸寒單」傳遞社會底層的人生
百態，胡宇威所演的角色在單親

家庭中長大，與茶室小姐小薰有
一段情，兩人還有床戲鏡頭。楊
貴媚爆料，當時跟導演要求拍床
戲時她要到場，不然媽媽怎麼會
半夜沒發現「兒子跟女朋友做愛
做的事」。她自行想像，如果要
拍續集，可以拍出媽媽不在場可
能是有了小狼狗。黃子佼吐槽她
只能與高捷配對，不然就是阿西
，聽得楊貴媚直翻白眼。
因為劇情設定要胡宇威親身
上陣「炸寒單」，他也接受了道
地儀式訓練，只是第一次站上轎
時，因擔心扛轎演員不知道他的
重量，有些害怕不安。他除了為

戲受傷吃苦，也下工夫苦練台
語，對在美國長大的他而言極
具挑戰性。楊貴媚稱讚，觀眾
透過大銀幕可以看到胡宇威眼
神、呼吸等細節，雖然沒有表
情，但可以感受到他的改變。
因為年節將至，《佼心食堂
》特別讓胡宇威代表 Call in 觀
眾與楊貴媚玩摸麻將比大小。
意外的是，胡宇威手氣超旺，
無論觀眾指定比大還是比小，
他都贏過楊貴媚，順利為觀眾
爭取到禮物。他連贏五把，黃
子佼對於胡宇威任意「忽大忽
小」大感意外，觀眾也起鬨要
胡宇威報樂透明牌。胡宇威真
的報出六個數字，黃子佼認真抄
下，強調等等就去投注。
他們接下來除了要繼續巡迴
跑宣傳外，楊貴媚希望過年時天
氣可以好一點，能讓她帶媽媽出
去玩。有網友請教有無招財撇步
，剛剛才連輸五把的楊貴媚坦言
自己沒偏財運，但聽過將媽媽給
的兩百元紅包連同紅包袋在放在
包包，可以帶來好運。胡宇威公
開好友羅宏正幫他「把一百折成
一萬」，他到現在都將這張「偽
萬元」百元鈔放在皮包裡，到目
前感覺還不錯。

《烈火如歌》近来剧情再掀
高潮，如歌将发现父亲是被自己
的大师兄所杀害，曾经最信任的
人竟然背叛了自己，迪丽热巴大
飙演技，将如歌心中的挣扎完美
呈现，喜爱她的观众一定要锁定
收看：每週一至週五晚间 8 点中
天综合台、晚间 10 点中天娱乐
台，《烈火如歌》在春节期间照
常播出。
2019 年中天电视将持续带给
观众最精緻好看的全新古装剧，
包括由杨幂与阮经天主演的《扶

摇》，在网路平台播出创下第一
天就破 3 亿点击的辉煌成绩；
「晨神」林依晨暌违 5 年再接演
古装剧，与张彬彬合作《小女花
不弃》谈姊弟恋，大受欢迎。
此外，在大陆超红的杨紫与
邓伦主演的《香蜜沉沉烬如霜》
，同样在网路平台先登场，史无
前例创下开播 15 分钟点击量破
亿的佳绩；由台湾女星陈乔恩与
台湾女婿陈晓主演的《独孤皇后
》等，都将在今年播出，喜爱古
装剧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台湾戏曲艺术节
15 档国内外演出
纷陈各剧种特色
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台湾戏
曲艺术节迈入第二届，15 档演出
囊括歌仔戏、京剧、日本雅乐、
国乐、客家戏、豫剧、传统掌中
戏等多元剧种，藉传统戏曲形式
表达对当代议题与在地关怀。
今年的台湾戏曲艺术节将于
3 月 28 日起跑，透过「戏曲台湾
」、「戏曲经典」、「戏曲未来
」三大系列，邀请国内外团队及
重量级的国宝艺师共襄盛举，国
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济民表示
，藉著每年以台湾在地故事为背
景推出的旗舰製作，连结与再现
土地及人民的历史记忆，也希望
能够经由这样的理念，就此一块
一块的完成属于「台湾」的故事
拼图。
在「当迷雾渐散」中，将融
合歌仔戏、京剧、音乐剧等不同
表演形式，并运用魔幻写实、戏
中戏的虚实交错手法，华丽演绎
出史实上雾峰林家、台语电影、
戏曲在时间长流上的激盪与交会
，同时展现对在地文史的关心。
旗舰节目外，女性相关的作
品也在这次艺术节占有一席之地
。国光剧团与新加坡湘灵音乐社
合作推出「费特儿」，结合京剧
的百年技艺、南管的千载清音及

现代 舞 ， 取 材 希 腊 神 话 及 十 七
世纪法国拉辛的费特儿形象，
显现女性在爱情与精神上的自
我探索。此外，由台湾布袋戏
界第一位女演师江赐美所创立
的真快乐掌中剧团也从女性创
作者的角度出发，以「一丈青
」讲述「水浒传」中少数的女
杰扈三娘的故事。
此外，台湾团队的节目还包
括秀琴歌剧团的歌仔新调「安平
追想曲」、同党剧团的「白色说
书人」、当代传奇剧场「英雄武
松」、台湾京崑剧团「良将与恶
魔：双面吴起」、台湾豫剧团的
「龙袍」、荣兴客家採茶剧团
「地狱变」、明华园戏剧总团的
「龙城争霸」、拾念剧集的「大
神魃˙世界之梦」，以及国宝级
布袋戏大师陈锡煌的家传戏码
「年羹尧传奇」。
另有来自香港西九文化区戏
曲中心製作的小剧场粤剧「霸王
别姬」、中国四川川剧院的经典
剧目「白蛇传」和「川剧传统经
典折戏专场」。而台湾国乐团今
年也将与日本「北之台雅乐会」
共同演出「雅正之乐－日本雅乐
的音乐风情」，再现雅乐的千年
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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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風雲》香港首映

全陣容主演齊聚

1 月 30 日 ， 現 實 主 義 反 腐 大 戲
《廉政風雲》在香港舉行首映禮，導
演麥兆輝，監制莊文強、黃斌，主演
劉青雲、張家輝、林嘉欣、方中信、
袁詠儀、吳岱融等全員到齊，組成超
豪華拜年團，為影片加油助威的同時
，也給觀眾們送上新春祝福。而影片
主題曲演唱者李克勤也親臨現場，用
歌聲讓觀眾提前感受電影的正能量氛

圍。
在《廉政風雲》香港首映禮上，
除了麥莊二位導演以及劉青雲、張家
輝、林嘉欣三位主演之外，在片中以
客串身份出演的影後袁詠儀也是第壹
次出席電影發布會。
當日下午，劉青雲、張家輝、林
嘉欣三位影帝影後更是現身維園采購
年貨，之前被當街拍到買菜的“市民

劉先生”劉青雲此番笑言：“之前也
會去買，看看這壹次會不會被人拍到
。”作為公眾人物，平時很難同時在
公共場合拋頭露面，所以當日三人也
是趁此機會大買壹番，除了挑選可愛
玩偶之外，還特地到花店購置蘭花，
為即將到來的春節以及全新力作《廉
政風雲》增添壹份喜氣的祝福。
活動現場李克勤驚喜登臺，為嘉

賓現場演唱電影的主題曲，收獲全場
喝彩。隨後各位主創上臺分享電影時
，繼《新不了情》之後時隔二十余年
與劉青雲再合作的袁詠儀開玩笑說，
跟劉青雲雖然相識多年，但也沒什麽
話說，“我們之間唯壹的交流是：妳
吃飯了嗎？吃了。”
電影《廉政風雲》近日發布的
“針鋒相對”制作特輯中，劉青雲、

周星馳終於
復出"演戲"了

《離奇大亨》浙江橫店殺青

民國市井人物鬥智鬥勇 中國式幽默無處不在
年
而
實
狀
字
之
演
“
報
壹

近日，院線電影《離奇大亨》在
浙江橫店影視城圓滿殺青。影片由長
影集團董事長趙彪任出品人，長影影
視傳媒總經理李鐵軍任總監制，孫影
、高連武擔任制片人，青年編劇導演
沐澤執導，姜波擔當策劃、宣傳負責
人，賈冰、姚櫓、秦衛東、孔維、姜
宏波、段博文、金士哲、周也、張子
棟、金釗、馬馳、李林峰等實力派演
員聯袂主演。殺青儀式上，長影集團
財務總監剛輝、文傳公司常務副總呂
英、長影影視傳媒總經理助理王冬等
領導出席，現場笑聲掌聲不斷。
電影《離奇大亨》聚焦民國時期的

上海灘，以多線敘事的手法講述了壹段
段關於命運無常、人性向善的幽默故事
，通過民國不同階層人物之間的鬥智鬥
勇，勾勒出壹副荒誕離奇的市井人物群
像，劇情環環相扣笑點不斷。
《離奇大亨》不同於以往市面上
呈現的以“爆笑 ”為核心立意的民國
喜劇，而是將故事重點立足在“離奇
”和“荒誕”兩個詞上，劇情看似天
馬行空，卻處處落地，觀眾能在這部
電影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找到共鳴。
電影在整體風格上充滿了舊上海
時期復古的浪漫主義又兼具中國傳統
百姓市井間接地氣的幽默味兒。編劇

兼導演沐澤表示：“相信我們這部電
影會非常迷人，就如壹首深情幽默的
詩，不動聲色的散發時代風情，故事
裏有滄桑歷盡依舊瀟灑落拓的大佬，
有投機取巧的狡黠者，有剛烈嫵媚寧
折不彎的女人，有淚水，有傷害，有
鮮血，有慘烈，更有苦盡甘來的團圓
，而這壹切都在無處不在的笑料中得
到展現！”
在殺青宴上，制片人孫影宣布電
影《離奇大亨》前期攝制圓滿結束，
隨即進入緊張的後期制作階段。院線
電影《離奇大亨》預計在 2019 年暑期
檔全國上映。

張家輝、林嘉欣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出
發解讀電影，全方位向觀眾介紹了他
們眼中這壹場守護人民利益的反腐之
戰。三位主演不僅對電影的整個劇情
及案件進行了深度闡述，更是首次講
述了他們各自眼中對方的角色，並分
享合作後的收獲。
據悉，犯罪動作大片《廉政風雲
》將於大年初壹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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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 力 ！ 奮 鬥 ！ ” 20
前，尹天仇喊出了平凡
偉大的小人物心聲。其
周星馳導演在拍戲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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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今日，《新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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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人》系列出新篇
《黑衣人
黑衣人：
：全球追緝
全球追緝》
》來襲

在當今的科幻電影中，外星人的
出現可謂已經是屢見不鮮了，但
2019 年壹部有關外星人的科幻經典
新作讓不少影迷興奮不已，十分期待
，這部電影就是《黑衣人：全球追緝
》（暫譯）。
“黑衣人”系列電影第壹部上映
於 1997 年，距今已經有 22 年了，?
黑衣人系列可以說是動作科幻喜劇電
影的開山鼻祖，電影上映後迅速風靡
全世界，讓全世界的影迷喜歡並愛上
科幻電影。在當時，本片科學幻想與
世界觀設定的十分新穎，再搭配上誇
張詼諧的美式幽默，使不少國內外觀
眾發出驚嘆“原來地球與宇宙的關系
是這樣的”。

而該電影如此成功壹定程度源於
威爾·史密斯與湯米·李·瓊斯兩位富
有魅力的演員，威爾·史密斯飾演的 J
探員搞笑卻沈穩，湯米·李·瓊斯飾演
的 K 探員經驗豐富、冷靜幹練，這兩
個人的搭配產生了不少笑點，如同冰
與火壹樣起到了恰好互補的作用。
除了優秀的演員，電影中黑衣人
組織的黑衣制服也特點鮮明，使人過
目不忘，組織全員身著黑色西服，黑
色代表著冷靜幹練的同時，也代表著
黑衣人的工作不能暴露在大眾的視線
之內，擁有著黑夜壹般神秘感。
同時電影讓大家大開眼界還有
J&K 組合在電影中所使用的炫酷裝備
。所有的武器全部科技感十足，火力

強大的重型機槍，四兩撥千斤的小型
手槍，還有能夠炫酷變形的超酷跑車
，這些高科技壹次次的刷新觀眾們的
世界觀。我們也不能忘記《黑衣人》
中最為出名的設備，就是那個壹個閃
光就能讓人失去記憶的記憶消除器。
雖然距第壹部上映已經過去了
20 多年，但是經典依舊散發著它的
魅力，首部《黑衣人》至今在豆瓣上
仍擁有 8.0 的超高評分，後續的第二
部，第三部也繼承了第壹部超高的質
量，三部每壹部都是經典之作。
而今年我們終於等來了該系列的
第四部《黑衣人：全球追緝》，黑衣
人的世界也終於開始延展，這次的組
隊換成了“雷神”特工 H 和“女武神

”特工 M。
在前不久《黑衣人:全球追緝》
全球首支預告片終於發布，我們從僅
僅兩分鐘的預告片中依舊可以看見不
少前作的彩蛋與致敬，在墻上的掛畫
中描繪的就是第壹部中最熟悉的黃金
搭檔 J＆K 與外星人激戰的場景。
科技裝備方面與前作壹脈相承，
記憶消除器、車內紅色加速按鈕、可
以隨地拆裝的激光槍壹個都不能少。
在前作中如同吉祥物存在的那些
愛喝咖啡的外星蟲子也在預告中出現
了，這次好像還多了幾個同伴。
雖然目前預告片中還沒有看到
J&K組合的真身，但卻看到了另壹位熟
悉的老前輩，看樣子這些年她也沒少為

黑衣人組織操心，已經熬白了頭發。
這壹切也讓我們十分放心，還是
原來我們熟悉的那個世界與那個熟悉
的黑衣人組織，這壹部的主創陣容同
樣也是無比豪華。《速度與激情8》的
導演 F·加裏·格雷執導，主演有克裏
斯·海姆斯沃斯，泰莎·湯普森等人，
而連姆·尼森則加盟飾演錘哥的搭檔。
《黑衣人：全球追緝》講述了克
裏斯·海姆斯沃斯飾演的年輕有為的
探員 H 與泰莎·湯普森飾演的 M 將攜
手破解迄今為止黑衣人組織遇到的最
大危機。新故事將是壹個更加全球化
的世界。諸多顛覆想象的高科技武器
與眾多稀奇古怪的外星生物都會壹壹
亮相。

《憤怒的小鳥 2》
發"豬年大吉"視頻
備受矚目的動作冒險動畫大電影
《憤怒的小鳥 2》今日發布“天降神豬
”祝福視頻與“豬年大吉”新春海報
，逗趣萌翻天的小鳥們與綠豬豬們為
中國觀眾送上新春祝福！時隔三年，
《憤怒的小鳥 2》即將於今夏 8 月 16 日
登陸北美。曾經為《冰雪奇緣》、
《冰河世紀 4》獻聲的喬什· 蓋德，為
《香腸派對》、《功夫熊貓 2》配音的
丹尼· 麥克布耐德，以及主演《惡老板
》而走紅的著名喜劇演員傑森· 蘇戴奇
斯悉數回歸繼續為影片傾情獻聲。電
影《憤怒的小鳥 2》不僅將延續第壹部
的歡樂趣味風格，還會增添諸多冒險
動作的情節，勢必燃爆 2019 暑期檔。

電影發布“豬年大吉”拜年視
頻 主角悉數回歸逗趣十足
電影《憤怒的小鳥 2》發布豬年祝
福視頻，為全國觀眾拜年祈福！熱盼
近三年的影迷們終於可以在大銀幕再
次見到憨態可掬的胖紅、飛鏢黃、炸
彈黑等壹眾小鳥，當然也少不了蠢萌
的反派綠豬豬們。視頻充分融入中國
元素，不但有喜氣洋洋的“豬年大吉

”祝福語，更是燈籠彩燈春聯煙花壹
樣都不少。綠豬豬們興致勃勃的以
“天豬散花”的方式為大家點燃祝福
，期待在新的壹年能夠更加神采飛揚
，豬事順意！同時發布的新春祝福海
報也洋溢著喜慶歡樂的節日氣氛。紅
色背景的映襯下，壹群憨態可掬的綠
豬豬們手捧紅包和祝福強勢霸屏，而
可憐的胖紅被壓在最下面，壹臉“生
無可戀”，令人忍俊不禁。

《憤怒的小鳥》票房口碑過硬
經典遊戲 IP 備受國內熱捧
2016 年改編自同名暢銷手遊的 3D
動畫電影《憤怒的小鳥》從籌劃到上映
壹直備受關註，依靠遊戲積累的超高人
氣、萌感十足的角色設置與逗趣的故事
情節，在全球收獲 3.5 億美元票房。胖
紅、飛鏢黃、炸彈黑首次組隊登陸中國
大銀幕就壹鳴驚人，刷新了遊戲改編電
影的中國票房紀錄。首日票房超 5300
萬，首周票房達 1.97 億，總票房突破
5.12 億。同時在各大平臺上獲得相當高
的評分（豆瓣 7.1 分，貓眼 8.7 分，淘票
票 8.9 分），更是得到網友的壹致熱捧

，表示對續集的期待。

續作北美定檔暑期 延續經典引
發期待
作為電影創意來源的壹個重要分
支，遊戲改編電影以往的表現壹直不
溫不火，但 2016 年的《憤怒的小鳥》
卻改變了這壹現狀，壹上映便引發全
球粉絲熱捧。當《憤怒的小鳥 2》宣布
北美定檔 2019 年時，引來無數粉絲的
期盼，正值遊戲誕生 10 周年上映，勢
必會再次掀起觀影浪潮。這壹次，電
影更新了制作班底，但原班配音人馬
喬什· 蓋德、丹尼· 麥克布耐德?、傑
森· 蘇戴奇斯均會回歸，還增加了美劇
《我們這壹天》、電影《黑豹》男星
斯特爾林· K· 布朗以及萊斯莉· 瓊斯等
新卡司，相信會為觀眾帶來更加熱鬧
逗趣的“豬鳥大戰”。
動作冒險動畫電影《憤怒的小鳥
2?》由圖魯普· 範· 奧爾曼、約翰· 賴斯執導
，喬什· 蓋德、丹尼· 麥克布耐德?、傑森· 蘇
戴奇斯、比爾· 哈德爾、彼特· 丁拉基、萊
斯莉· 瓊斯、蕾切爾· 布魯姆等演員配音，
將於2019年8月16日在北美上映。

史海沉浮
星期四
有人说广东男人没血性，人人都是
做生意的好手，精明、实干，惯于忍辱
负重、察言观色。但在抗日战争中，粤
军身先士卒，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与倭奴决一死战”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粤军第十九
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反击日
军。当时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向守
军下达了命令：“尽我辈军人守土御辱
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由于粤军顽强反击，迫使日军三次
增兵，并派出加贺号、凤翔号、航空母
舰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整个战役中，第
十 九 路 军 伤 亡 官 兵 8792 名 ， 日 军 伤 亡
3091 人，其中陆军伤亡 2242 人，占日本
陆军参战总人数 17%，相当于日俄战争辽
阳会战的伤亡率。
最值得一提的是江湾镇一带的战斗
，此战粤军不仅俘虏了日军少佐一名，
还击毙了一名日军大佐。
当时日军精锐第九师团第 7 联队在山
炮、坦克的支援下猛攻十九路军第第 61
师第 121 旅第 1 团。该旅官兵凭借坚固的
防御工事，顽强反击日军。日军第 7 联队
一线部队第 2 大队不仅无法取得进展，反
被守军团长梁世骥迅速派兵包围，成为
一支孤军。
在此情况下，日军第 7 联队第 2 大队
长空闲升少佐与旅团部和联队部都失去
了联系，旅团长前原宏行曾命步兵第 35
联队派兵解围，但没有成功。在失去外
援和补给的情况下，空闲升指挥的机关
枪中队陷入苦战。
2 月 23 日上午，第 121 旅旅长张励为
了巩固江湾防线，决定彻底歼灭空闲升
这股日军。张励抽调出两个步兵连和一
个机关枪连，由第 1 团第 3 营少校营长古
煌统一指挥，于下午 2 时从东葛家桥阵地
出击。在古煌的指挥下，突击部队迅速
向日军机关枪中队防线发起冲锋，但遭
到该中队残部的顽强抵抗。经过八次努
力，古煌终于率部突入日军阵地。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白刃和手榴弹互搏后，成
功歼灭了留在战壕内的日军，只有少部
分日军乘乱突围而出。
据日军战史记载，空闲升在抵抗时
，军刀折断，手枪又卡壳，他本人先是
胸部中弹负伤，接着又被手榴弹炸开的
弹片击中，倒在地上陷入昏迷，随即被
第 3 营上尉营附陈拔雄发现并俘虏，这也
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俘虏的第一名
日军少佐。但俘虏他的英雄陈拔雄，却
在当天晚上的战斗中牺牲。
在随后的战斗中，第 61 师又击毙了
日军第九师团第 7 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这
个林大八大佐，死后被追晋为少将，还
被日军吹捧成“军神”，但他仍然倒在
粤军枪口之下。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粤
军第 66 军、第 83 军赴上海抗日。9 月中
旬，粤军按照作战命令在刘家行一带抗
击日军第三师团。当时日军为了尽快攻
下粤军第 66 军阵地，以第 34 联队为主，
配属了三个炮兵大队，共有改三八式 75
毫米野战炮 20 门、九一式 105 毫米榴弹炮
4 门、三八式 120 毫米榴弹炮 8 门，对叶
肇的第 66 军狂轰乱炸。
日军本以为躲在战壕内的中国军早
被他们的炮火所杀伤，便没有在坦克、
装甲车的掩护下进行冲锋。结果遭到粤
军重机枪阵地的疯狂扫射，短短数日，
日军第 34 联队就损失一个大队的兵力，
按照第 3 中队长平井定大尉的报告记载，
第 3 中队自身战死 30 人、重伤 67 人、战
病（得疟疾）69 人，合计减员 166 人，整
个中队算抬担架、绷带所的警卫人员仅
剩 17 人。
在随后的战斗，日军又给第 34 联队
增加了一个榴弹炮大队，这个大队共有 8
门 150 毫米榴弹炮，同时要求师团主力一
起协力进攻粤军阵地。在日军海军航空
兵、地面重炮兵部队的火力覆盖之下，
粤军部队伤亡极大，最后不得不放弃阵
地。
但日军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刘家行
战役历时 19 天，光日军第 34 联队战死
472 人、重伤 825 人，合计伤亡 1297 人。
要知道，有的师团管辖的联队在华呆上
好几年都不一定能伤亡这么多，比如第
17 师团第 53 联队在侵华作战 5 年零 2 个月
，也不过就死 9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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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广东男人没血性
抗战中粤军
有多少将军血战殉国？

在南京保卫战中，第 83 军第 156 师
一部与教导总队第 2 团在光华门和日军王
牌第 9 师团第 36 联队展开惨烈的城门争
夺战，整个战斗日军第 36 联队战死 257 人
、战伤 546 人，合计伤亡 803 人，占整个
师团（4 个步兵联队）伤亡的 49.69%。
同时粤军也是南京保卫战中唯一一
支从日军正面突围成功的部队。整个突
围战，第 66 军、第 83 军先后突破日军第
16 师团第 38 联队防线，并在仙鹤门一度
包围日军上海派遣军集成骑兵部队（骑
兵第 3 联队、骑兵第 9 联队、骑兵第 17 大
队、骑兵第 101 大队组成，由森五六大佐
统一指挥）、独立野战重炮兵第 15 联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 2 大队第 1 中队，最
后在汤山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遭遇
，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险些丧命。
其中第 66 军第 159 师第 475 旅旅长林
伟俦因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保住了第 159
师建制，林伟俦在战后获得青天白日勋
章，他也是南京保卫战唯一一位获得青
天白日勋章的军人。
在之后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
衡会战中皆有粤军身影。尤其是长衡会
战，粤军第 62 军奉命救援第 10 军，日军
得知后命令第四十师团全力阻击第 62 军
。当时战斗打的十分惨烈，日军主力联
队第 234 联队伤亡巨大，尤其是第 3 大队
管辖的各个中队，有的中队仅剩三四人
，最多的不过只剩 24 人。最后日军第 234
联队长户田大佐直接举起联队旗（天皇
亲授），指挥联队参与部队与粤军进行
肉搏战，双方打的昏天黑地，激战八日
之久，第 234 联队几乎被粤军打的精光。
当时日军第十三师团长赤鹿中将得
知第 40 师团的惨况后，提出派出增援部
队营救第 234 联队。但第十一军司令官横
山勇中将没有批准。直到最后，日军占
领了衡阳，横山勇才下令第十三师团第
65 联队出兵救援第 234 联队。而第 62 军
虽未能救出第 10 军，但也确实尽了全力
，并不向网上所说那样，友军隔岸观火
，不动如山。
抗战中粤军牺牲了多少将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粤军光少将旅
长以上将官牺牲了七名。
罗策群，少将副师长，广东省兴宁
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6 期工兵科毕
业。
1919 年—1936 年先后担任排长、参
谋、团附、第 4 军工兵营营长、教导第 1
师第 1 团团长、第 3 师参谋长等职务。抗
战全面爆发时，担任第 66 军第 159 师第
475 旅旅长。淞沪会战中，罗策群升任第
159 师副师长。

南京保卫战中，第 159 师死守南京外
围阵地汤山、汤水镇 3 天之久，后撤入城
内休整。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罗策群率
领的第 159 师在突围到仙鹤门一带时，与
日军上海派遣军骑兵集成部队遭遇。
之后日军重炮直接近距离直射第 159
师，没有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伤亡巨大，
其中 159 师第 475 旅第 949 团团长黄纪福
、中校团附罗丕振、第 2 营营长邓雄英、
特务连连长谢瑞华先后阵亡。
见无法突围出去，罗策群亲自督战
，指挥部队向日军正中央冲击，可惜手
持步枪的步兵很难抵抗日军骑兵部队的
冲击。几次进攻下来，第 159 师未能突围
日军骑兵集成部队的防线，眼见战斗越
发激烈，而部队却停滞不前，如果等到
日军大部队围攻话，部队必定会被日军
包围歼灭。情急之下，罗策群举起马鞭
，大声呼叫道：“跟我来，几大就几大
，唔好做哀仔呀？”（广东话，意指死
就死，不要丢脸）话毕后，罗策群将军
带着身边的官兵又一次发起冲锋。由于
过于明显，冲锋时，罗策群不幸身中数
弹，殉国时年仅 43 岁。与罗策群一起阵
亡的还有第 159 师 477 旅副旅长谢彩轩上
校。
司徒非，少将参谋长，广东开平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6 期步兵科毕业。
1927 年—1936 年，先后担任第 15 军
教导团团长、第 19 路军特务团团长、补
充师第 2 旅旅长、第 5 军第 10 师师长、第
4 路军高级参谋等职务。
抗战全面爆发时，担任第 66 军第 160
师参谋长。1937 年 12 月南京保卫战中，
司徒非在率部突围时，在紫金山北麓岔
路口与日军第 38 联队第 1 大队遭遇，激
战中，队伍被打散，第 956 团团长蔡如柏
阵亡，司徒非随后也身中数弹而亡，时
年仅 45 岁。
姚中英，少将参谋长，广东省平原
县人。黄埔军校第 2 期步兵科毕业。
1925 年—1928 年，先后担任陈济棠
的第 11 师营长、团长等职务。抗战全面
爆发时，担任第 83 军教导旅参谋长。
1937 年“八 一三”淞沪会战中，姚
中英担任第 83 军第 156 师参谋长。1937 年
12 月南京保卫战中，协助师长李江与教
导总队第 2 团、第 87 师第 259 旅驱逐光华
门城门洞内的日军第 36 联队。12 日下午
，在唐生智下达放弃南京，全军突围的
命令后，姚中英主动指挥第 923 团担任断
后的任务，掩护第 156 师主力向太平门集
合。完成任务后，追赶师主力的时候，
遭到日军第 38 联队一部伏击，姚中英不
幸阵亡，时年仅 4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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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芳峻，少将旅长，广东省河源县
人，1922 年进粤军第 1 师当兵，1925 年 8
月，第 1 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4 军，钟
担任第 4 军第 11 师第 33 团第 3 营连长，北
伐战争结束后升任第 3 营营长。
1936 年两广事变后，广东军重新接
受国民政府改编，钟芳峻担任第 153 师第
459 旅少将旅长。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广东部队不断派到上海和南京战场参
加抗战，为此钟多次请缨出战，被上级
以驻守广东为由拒绝。
1938 年 6 月份武汉会战打响，日军第
21 军为了配合华中派遣军，在海军的支
援下于 10 月 12 日对广州开展登陆作战。
日军第 18 师团先后攻破第 151 师、第 153
师一部及独立第 20 旅防线。为了阻击日
军，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部命令钟芳峻的
第 459 旅防守福田镇。日军第 18 师团第
56 联队在炮兵部队炮火支援下，疯狂冲
击第 459 旅防线，面对日军炮兵、飞机不
断的炮击、轰炸，第一次上战场的第 459
旅伤亡惨重，仅一天全旅防线崩溃。当
时第 12 集团总司令余汉谋要求第 459 旅突
围，但钟不愿意突围，想继续带部队打
游击。可惜。余给钟下了死命令，务必
全旅突围。钟旅长认为打了败仗，对不
起国家，更对不起家乡父老，后拔出配
枪自杀成仁，时年 43 岁。
余子武，第 151 师少将副师长，广东
省台山县（今台山市）人，1927 年留学
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华学生队第 20
期骑兵科学习，1929 年 7 月毕业后，余子
武担任第 59 师参谋处上尉参谋。
七七事变爆发后，余子武率部随第
66 军第 160 师一起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
卫战、武汉会战等。会战后，余子武调
任第 151 师第 451 旅副旅长兼任第 902 团
团长。
1943 年 9 月，余子武所在的第 62 军
接受美式装备，为了学习武器的使用和
兵种联合作战指挥，余子武被选派去印
度兰姆伽训练中心将校班学习。
1944 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日军
第 11 军 8 个师团共计 20 万兵力对湖南第
九战区展开进攻。长沙沦陷后，日军第
68 师团、第 116 师团对衡阳展开攻势。第
62 军第 151 师奉命在衡阳外围作战。为了
阻止第 62 军增援第 10 军，日军第 40 师团
配合第 116 师团于 7 月 17 日对第 62 军展开
进攻。激战数日，第 62 军第 151 师伤亡惨
重，余子武在指挥部队反击时不幸中弹
牺牲，年仅 44 岁。1945 年 6 月 25 日，国
民政府追认余子武为陆军少将。
朱炎晖，第 185 师第 546 旅少将旅长
，字桂林，浙江省瑞安县人（今瑞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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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901 年 3 月 14 日出生。朱从小就
向往自己能够像岳飞、文天祥一样成为
爱国英雄。长大成人后，朱南下广州参
加革命军队。朱抵达广州后投入粤军第 4
军当兵。
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结束后，朱先
后担任连长、营长。1932 年一二八淞沪
抗战时，他率部与日军第 9 师团激战，作
战中身先士卒，在负伤的情况下仍然指
挥战斗，战后升任第 61 师第 361 团中校团
附。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朱炎晖担
任第 185 师第 546 旅少将旅长。1938 年武
汉会战时，朱的 546 旅防守黄龙山一带。
10 月 23 日，日军第 9 师团第 35 联队对第
546 旅发起进攻。在飞机、炮兵掩护下，
日军很快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团长沈廷
桢阵亡。而朱炎晖此时身患重病，但仍
然来到一线指挥部队作战。在朱的指挥
下，中国军队击退日军数次进攻。但日
军不断增兵，阵地又被突破好几处。
之后，朱率部撤至金牛镇内与日军
打起巷战，惨烈的作战中，朱炎晖不幸
中弹牺牲，年仅 38 岁。1987 年 8 月 12 日
，上海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林英粲，第 152 师少将副师长，字子
文，湖北省黄冈县人，1895 年 4 月 18 日
出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9 年毕业后担任北洋陆军第 2 师第 3 旅
第 5 团 2 营 8 连见习官。7 年后，林担任第
4 军参谋处中校参谋，1928 年担任 11 师第
33 团中校团附。
北伐战争胜利后，林升任第 59 师第
118 旅上校参谋长，后担任第 2 师参谋长
。两广事变后，粤军重新接受国民政府
改编，第 2 师改编为第 152 师，林继续担
任参谋长一职务。
1938 年的武汉会战结束后，林所在
的第 152 师在广西以西地区打游击战。
1939 年 1 月份，日军第 5 师团第 9 旅团第
11 联队为了肃清周边中国军队游击队，
对花县地区第 152 师发起进攻。第 152 师
在副师长林英粲指挥下奋勇杀敌，日军
连续被击退两次。第三次进攻时，中国
军队阵地被日军突破好几处，林见状，
亲自率部投入反击，他挥起大砍刀大呼
：“狭路相逢，勇者胜，弟兄们跟着我
冲啊！”随即投入白刃战中，很快日军
就败退了下去。
日军退兵不久，便出动大炮对第 152
师开展炮击，在阵地指挥的林英粲少将
当场阵亡，时年 45 岁。
粤军的历史
说到粤军的光荣，有个人不能不提
，那就是孙中山。
1917 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在同桂
系军阀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建
军机会：遭受桂系军阀排挤的广东省长
朱庆澜在离职前，将 20 营省防军交给孙
中山，而孙中山在广东军政人事上做出
重大妥协，换取地方实力派同意亲军改
编事宜。
于是，这 20 营广东省防军，就成了
孙中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也
就是粤军的前身。可以说，粤军是一支
比“黄埔军”资历更老的国民党“党军
”。
在随后的两年内，粤军逐步壮大。
但扩军后人员素质不齐，部队开始显现
旧军队腐化、骄悍的弊病。为此，孙中
山决定组建粤军第一师，师长由邓铿担
任，加强军事、政治训练，使之成为全
军模范。从第一师走出去的大批著名将
领，比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蔡廷
锴、蒋光鼐、余汉谋、薛岳等，皆以出
身 第 一 师 为 荣 耀。 因 此 该 师 被 被 称 为
“粤军之母”。
北伐前，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
，由李济深任军长，辖陈铭枢第 10 师、
陈济棠第 11 师、张发奎第 12 师、徐景唐
第 13 师、叶挺独立团。其中陈铭枢第 10
师、张发奎第 12 师、叶挺独立团 1926 年
起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因此第四军被
誉为“铁军”。
在抗日战争中，粤军依然在抗日第
一线作战，粤军出身的将领，比如薛岳
、叶剑英（曾担任第 4 军参谋长兼军官
教导团团长，抗战时任八路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叶挺
、张发奎等屡次带领大军大败日军，以
不朽功勋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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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极寒
下的美国

2019 年 1 月 30 日，美国中西部地区 北端的永久居住地阿勒特小镇还冷。
美国电视新闻网（CNN）1 月 31 日报
近日遭极端寒冷天气侵袭，不但造成学
校停课、企业停工，连多地基建也受到 道称，芝加哥 Metra 通勤铁路线的轨道 1
严重影响，诸如铁轨断裂、航班取消等 月 30 日“燃起了大火”。Metra 发言人吉
一系列问题频发。截至目前，美国全境 利斯（Michael Gillis）告诉CNN，火焰实
已有至少 12 人因严寒死亡。
际上来自沿着轨道运行的燃气加热器，作
这场席卷美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 用是给轨道保暖。此外，Metra 还使用管
极寒天气导致气温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 式加热系统和热鼓风机加热轨道。
水平，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的通勤、生活
“每年温度低于冰点时，都会使用
、出行，就连很多地方的邮政系统也暂 上述方式加热，”吉利斯称，美国其他
停运营，社会生活几乎陷入停滞。
铁路系统都有类似的装置；火车在燃烧
位于此次“极寒天气中心”的芝加 的轨道上运行是安全的，列车中的柴油
哥市在 1 月 30 日气温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 燃料只会在受压与过热的情况下爆炸，
，凛冽的寒风让人们的体感温度远低于 而不是明火。极度寒冷会导致金属冷缩
实际温度。据专家介绍：由于寒风影响 ，相连接的轨道存在分离可能。用火加
，在户外的人们就像身处零下 45 摄氏度 热则会使金属膨胀，让轨道再次回归原
的寒冬之中，目前芝加哥恐怕比全球最 位。极度寒冷导致的另一种可能，是铁

路开关点（railroad switch points）被冰
雪堵塞，加热系统可起疏通作用。
Metra 工程总监梅尔（John Meyer）
在铁路系统网站上透露，在 20 世纪 70 年
代铁路工作人员真的会放火——“我们
都习惯于携带一种被称为臭鼬油（含硫
原油）的东西，把它倒进一个两加仑的
罐子里，之后倒在铁轨上，然后直接扔
一根火柴。”梅尔强调，现在如果再这
么做会惹麻烦上身。
芝加哥的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几乎没
有乘客，最坚强的通勤者也都装备齐全
，他们用御寒衣物覆盖着几乎每一寸肌
肤，但即便如此，严寒仍会在几分钟内
在他们的睫毛和眉毛上结出冰晶。
中西部地区数十座城市的官员则致
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寒冷侵害，包括

无家可归者、老年人和居住在不怎么像
样的房子中的人。
截至目前，美国全境至少有 12 人因
极寒天气死亡。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在
伊利诺伊州有 1 名老年男子在外出试图
回家时摔倒，在室外几小时后被发现时
已经死亡；爱荷华大学工作人员于 1 月
30 日凌晨发现了 1 名 18 岁的学生倒在学
术大楼后，已不幸身亡。
在芝加哥地区，1 名男子被 1 台扫雪
机击中后不幸身亡；印第安纳州北部 1
对年轻夫妇驾驶越野车在结冰的道路上
撞车，导致 3 人身亡；而在密尔沃基地
区，1 名男子在车库中被冻死。
除了导致安全风险和对人们的身体造
成危害以外，极寒天气也给基础设施带来
了沉重的打击——交通中断、电力中断、

供水中断，多地居民都在叫苦不迭。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取消了数十
趟往返芝加哥的列车，芝加哥是美国最
繁忙的铁路枢纽之一，但几个打算前往
宾夕法尼亚的家庭在芝加哥联合车站排
队买票时却被告知所有车次都已取消，
直到周末才会恢复运营。
与电力线路不同的是，地铁通勤网
络中的 10 条柴油列车线路仍在运行，但
工作人员必须用火焰加热重要开关，并
时刻观察是否有铁轨断裂。
地铁系统发言人吉利斯解释称，当
钢轨开裂甚至是断开时，列车会自动停
止运行，直到改道或部分铁轨得到修复
。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由于一条轨道被
冻裂，列车不得不在几个小时内共用其
余轨道。

月薪 5000 在中国与美国生活水平对比
各个方面都超乎你的想象
说起美国，大家印象中肯定觉得这是一个
经济高度繁荣的国家，美国坐落在北美洲，是
一个有 50 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的国家
，算是当今世界上领土第三的国家了仅次于俄
罗斯和加拿大。我们从近代史来看，美国的经
济，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也成了当之无愧
的世界第一大国。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世界各国的游客都对
美国趋之若鹜，因为在交通以及经济各个方面
，美国都十分的发达，这也极大的推动了美国
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很多的人去美国，不仅仅
是为了欣赏美国美丽的风景，更加的是想体验
一下生活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可
以这样设想一下，在美国的月薪 5000 和在中国

的月薪 5000，生活有何差距呢？
在美国当地的人均月薪大概在 5000 元左右
，这已经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了。在美
国，一位普通的人，收入也就在 4000 美元左右
一个月，最低的标准也是在 2000 到 3000 美元之
间。其实美国人大多都是没有存钱意识的，他
们都是有钱就花。
先来看一下美国的物价，如果一个美国人
是每个月自己在家里面做饭的话，一个月大概
几百美金就可以解决这个月的吃饭问题。在当
地的超市售价，如果按照美元去消费的话，也
是要远远低于中国的物价的，当然在美国，如
果想去餐厅吃饭，价格还是要高一些。
现在大部分的人对于买车和买房都是有比较

大的我们反过来再看一下，国内 5000 元的月薪，
在一线城市如果不买车不买房的话，过得还是可
以的，在二三线城市相对会比较舒适一些。如果
你是月薪 5000，还要还各种车贷和房贷的话，那
么生活压力就比较大了。再来看一下两国的物价
，中国15的物价要比美国食物的物价还要贵。
不过有一件事情需要说明，在美国有关于
服务行业的消费都是非常高昂的，美国的普通
人每天都在吃着油炸的食物，在家里开着电视
玩游戏，而美国的富人则在健身房，请这厮教
学着，每天如何养生。所以照这样来看，美国
的人工服务费还是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如果你
想要在美国请个保姆或者是发个快递的话，那
么价格将会高出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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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豐銀行,,迎春納福龍獅獻瑞
恒豐銀行
迎春納福龍獅獻瑞,,喜迎己亥年

服務,服務至心」 的原則,在現有的服務
項目上,將一如既往的堅持提供最優質的
服務給廣大民眾, 同時,新的挑戰也同樣
是事業更上一層樓的契機。 恒豐銀行將
不斷地根據市場需求,推出創新產品及服
務項目,已達到使用者使用更方便更滿意

的效果 。
在目前報稅季節, 恒豐銀行在新春
之際,推出高利率退休帳戶, 本產品的推
出,希望能夠幫助民眾節稅,省稅。 如需
瞭解 IRA 帳戶詳情, 煩請致電恒豐銀行各
服務網點,或電話至 877-473-1888

圖為恆豐銀行大年初一舞龍舞獅，
圖為恆豐銀行大年初一舞龍舞獅，
祥獅高樓 「採青
採青」」 的畫面
的畫面。（
。（記者
記者
秦鴻鈞攝）
秦鴻鈞攝
）

從左到右 Anna Yan Liu / AVP/
Marketing, Donna Tai /VP / operation,
Henry Wu 吳文龍 Chairman 董事長
董事長，
，
Eleanor Kwan/ EVP/ COO, Jennifer
Zhou / VP/ PR manager

圖為恆豐銀行大年初一舞龍舞獅活動結束後全體總行員工與董事長吳文龍全家及 「台北經文處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
夫婦、
夫婦
、 「教育組
教育組」」 周慧宜組長及俞欣嫻秘書
周慧宜組長及俞欣嫻秘書（
（二排中至右
二排中至右）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春風十萬裡,九州新景開。 一年初
始,萬象更新。
在 2019 年農曆新年的第一天, 恒豐
銀行的新年舞龍獻瑞吸引了眾多賓客。
臺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夫婦,教育組周慧
宜組長一行一早便來到恒豐銀行拜年,並
同恒豐銀行董事及全體員工共同迎接新
年。
吳文龍董事長代表恒豐銀行向生活
在美南地區的華人僑胞拜年, 祝華人朋
友們,新春快樂!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恭
喜發財！

新年新氣象,剛剛進入 2019 年, 恒豐
銀行就已經邁開了新一年前進的步伐。
一月十九日,在拉斯維加斯每年一度的經
理管理會議上,在對當前經濟形勢分析,
以及以往恒豐銀行的業績成長剖析後,
吳文龍董事長對恆豐銀行對今年的展望
仍是不變的二大目標:控制資產品質的優
良和有效的控制成本。
吳文龍董事長提別強調說我們要瞭
解自身的實力及能力,盡心盡力地去完成
存放款客戶的需求和投資股東的期望並
盡全力使其滿意, 這是作為銀行經營者

的重要職責。
恆豐銀行作為在休士頓本地起家,
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在本地社區人士
、各工商企業強力的支持下展現了可喜
的業績,服務表現及對社區服務等各方面
被社區人士所肯定。 在 2018,恒豐銀行
年迎來了建行 20 周年, 總資產從創行時
的 1500 萬, 目前總資產已達到 16 億,資產
成長了 100 倍,已經成長為休斯頓排名第
四的社區銀行。
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面對新
的挑戰,恒豐銀行將秉持一貫的 「 以心

韓國瑜會不會選總統,, 僑胞猜猜看
韓國瑜會不會選總統
僑胞猜猜看,,
休士頓論壇週四開放 Call-In, 281
281-498
498-0109
面對柯文哲高居不下的民調支持率, 國
民黨是否會在勝選考量下, 徵召韓國瑜競選
2020 總統?
剛當選高雄市長的韓國瑜, 能否說服高雄市
民讓他角逐總統大位?
2020 總統大選, 國民黨是否仍是韓國瑜
一人救全黨?
本週四(2 月 7 日) 『休士頓論壇』 將在節

目中開放 Call-in 時段, 歡迎僑胞自由發表看
法,電話 281-49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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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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