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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 主持人鄭帥帥(左)與嘉賓談休斯頓體育比賽

節目介紹：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由本台特約記者鄭帥帥策劃主持，為休
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包括休斯頓火箭隊，太空
人隊。

播出時間：
德州人隊等球隊近期比賽回顧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
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重播時間為3月15日（週五）中午1點。

▲ 主持人鄭帥帥

▲ 嘉賓Chris Mouton與嘉賓周乃溟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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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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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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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只身高超過壹只身高超過11..88米的美洲鴕鳥出現在伍斯特郡伊夫舍姆米的美洲鴕鳥出現在伍斯特郡伊夫舍姆
高爾夫俱樂部附近高爾夫俱樂部附近，，布裏斯托附近布裏斯托附近Noahs ArkNoahs Ark動物園工作人員動物園工作人員
趕往現場查看趕往現場查看，，最後用裝載馬兒的車輛將它送至動物園為它並最後用裝載馬兒的車輛將它送至動物園為它並
找到了新家找到了新家。。據了解據了解，，這家夥應該是去年這家夥應該是去年1010月從位於伊夫舍月從位於伊夫舍
姆附近姆附近HarvingtonHarvington村莊的家中偷溜出來的村莊的家中偷溜出來的，，自行跋涉八公裏進自行跋涉八公裏進
入伊夫舍姆高爾夫俱樂部入伊夫舍姆高爾夫俱樂部，，並在這裏安了家並在這裏安了家。。動物園工作人員動物園工作人員
在球場抓它的時候可不容易在球場抓它的時候可不容易，，因為這只大長腿行走能力可達每因為這只大長腿行走能力可達每
小時小時6464公裏公裏，，因此工作人員為它取名叫因此工作人員為它取名叫LinfordLinford。。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140140歲誕辰將至歲誕辰將至 110110份珍貴手稿亮相展出份珍貴手稿亮相展出

為了慶祝愛因斯坦為了慶祝愛因斯坦140140歲生日到來歲生日到來，，希伯來大學公開展出他的希伯來大學公開展出他的110110
份手稿份手稿，，其中大部分從未展出過其中大部分從未展出過。。

瀕危冠冕狐猴端詳單反相機瀕危冠冕狐猴端詳單反相機
實力上演實力上演““壹臉懵壹臉懵””

壹只名叫壹只名叫““PoppyPoppy””的雌性冠冕狐猴好奇的觀察壹臺單反相機的雌性冠冕狐猴好奇的觀察壹臺單反相機，，壹壹
臉蒙圈臉蒙圈。。冠冕狐猴是馬達加斯加的壹種極度瀕危物種冠冕狐猴是馬達加斯加的壹種極度瀕危物種。。

節後外貿強勁增長說明了什麼

在國際貿易形勢復雜嚴峻的背景
下，如何“穩外貿”，是今年兩會代表
委員關註的熱門話題之壹。

從海關總署傳來的最新數據，卻使
人眼前壹亮。春節過後，我國貨物貿易
進出口增速大幅回升。2月中下旬，我
國進出口同比增長21%；3月上旬（截
至9日淩晨），進出口同比增長24.7%
，其中出口回升勢頭更加強勁，同比增
速達到39.9%。

“剔除春節因素後，2月份我國進

出口、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 10.2%、
7.8%和12.9%。”海關總署署長倪嶽
峰9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從前2個月數據來看，我國貨物貿
易進出口總值4.54萬億元，同比增長
0.7%，整體保持平穩。其中，出口2.42
萬億元，增長0.1%；進口2.12萬億元
，增長1.5%；貿易順差3086.8億元，
收窄8.7%。

“春節期間月度數據出現波動是正
常現象。從今年春節後外貿走勢來看，

我們對下壹階段進出口增長充滿信心。”
倪嶽峰說。

前2個月進出口數據的“亮點”，
也驗證了上述判斷——

從貿易方式看，我國壹般貿易繼續
保持增長，占比進壹步提升。前2個月，
我國壹般貿易進出口2.75萬億元，增長
3.9%，占我國外貿總值的60.5%，比去
年同期提升1.9個百分點。同期，加工
貿易進出口1.14萬億元，下降6.6%，
占比為25.1%，下滑2個百分點。

從貿易市場看，我國對歐盟、東
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場進出口繼續增長
，出口額分別為4447.5 億元、3217.2
億元、1546.4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7.5%、7%、3.7%；同期，我國對
“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口
1.28萬億元，增長2.4%，高出全國整
體增速 1.7 個百分點，占整個外貿比
重提升0.5個百分點。

從市場主體看，民營企業進出口繼
續增長。前 2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
1.84萬億元，增長4.4%，占進出口比
重達40.6%，比去年同期提升1.4個百
分點。民營企業仍保持出口第壹大市場
主體地位。

從商品結構看，機電產品出口占近

6成，鋼材出口增加明顯，原油、天然
氣和成品油等商品進口量增加，大宗商
品進口均價漲跌互現。前2個月，進口
原油、天然氣、成品油分別為8182萬
噸、1736萬噸、572萬噸，同比分別增
加 12.4%、18.5%、4.4%。大豆進口
1183萬噸，減少14.9%。此外，鋼材出
口1070萬噸，增加12.9%；汽車出口
15萬輛，減少5.3%。

值得關註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
告未對進出口增速設置目標，而是采用
了“促進外貿穩中提質”等表述，並從
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擴大出口信用保
險覆蓋面、加快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等
方面提出了具體舉措，同時強調推動服
務貿易創新發展、改革完善跨境電商等
新業態扶持政策。

“政府工作報告中促進外貿穩中提
質的表述，讓我們對未來更有信心了。”全
國人大代表、新華錦集團董事長張建華
說，今年要繼續創新外貿發展的新模
式、新業態，大力發展外貿綜合服務平
臺、跨境電商等業務，同時進壹步擴大
進口業務、優化進口結構，促進外貿優
化升級。

商務部部長鐘山在9日舉行的人大
記者會上也表示，今年穩外貿將重點做

好穩規模、提質量和轉動力三項工作。
他強調，要落實好穩外貿政策措施，為
外貿經營主體營造好的環境，優化國際
市場布局，鞏固傳統市場、不斷開拓新
興市場，重點鼓勵高技術、高質量、高
附加值產品出口，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
的地位，支持企業把創新優勢轉化為出
口的競爭優勢，推動我國外貿實現由大
到強的跨越。

去年以來，在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
的大背景下，我國頻頻推出改革開放重
大舉措，政策之密集、涉及領域之廣、
開放力度之大為近年少有，強有力地推
動外貿完成了預期目標。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
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表示，政府
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
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其
中，壹個新提法是更加註重規則等制度
型開放，以高水平開放帶動改革全面深
化。這將有助於推動中國外貿從高速增
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

接受采訪的多位代表委員表示，
隨著各項穩外貿政策效應的顯現，外
貿全年有望保持穩中有進、提質增效
的態勢，我國貿易強國建設將邁出更
大步伐。

美妝品牌相繼上線男士彩妝
如今，彩妝領域已不再是男性的禁區。伴隨著

市場需求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美妝品牌已將觸角伸
向男士彩妝領域。在粉絲經濟的作用下，號召力更
強的男明星的“帶貨”能力也逐漸受到彩妝大牌的
青睞。

男士彩妝需求高漲
BB霜眉筆唇膏位列前三
近日，壹條新聞引發網絡熱議：韓國男人化妝

已成日常。據報道，四分之三的韓國男士每周都要
進行至少壹次美容，唇膏、BB霜等化妝品銷量也
同比激增三成至16倍不等。這條新聞在微博引發
了網友熱議，參與討論的人很明顯劃分成正反兩方
陣營：反對者的主要擔心是性別界限被模糊，男人
女性化。而支持的壹方觀點則認為“愛美之心人皆
有之”，為什麼要拒絕呢？

其實，男士對彩妝需求的增長，不只是在
韓國，我國男性對外在美的追求雖然不及韓國那樣
誇張，但也是潮流趨勢。

去年8月，淘寶新勢力周發布的《18-35歲男
士潮流消費報告》顯示，我國男士“愛美”指數增
長趨勢顯著。男士彩妝需求高漲，BB霜銷量暴漲
160%，90 萬的男生會使用眉筆來整理自己
的面容；在2018年給自己買防曬霜的男生數量
翻了 8倍。最受男生歡迎的彩妝前三名是男士
BB霜、眉筆、唇膏。

多品牌相繼上線男士彩妝
主打“商務紳士風”
在市場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美妝品

牌將觸角伸向了男妝領域。近日，法國知名奢侈品
牌CHANEL也正式公布了全新男士彩妝系列預售

的消息，並率先呈獻了三款明星單品：粉底液
、眉筆、無色唇膏。這個系列走的是簡約黑色
路線，很“商務紳士風”。粉底液包含了 4個
色號，主打接近膚色的自然底妝，SPF25 的防
曬指數可以滿足壹般室內肌膚防曬需求。無色
啞光的唇膏主打保濕效果。眉筆則設計為帶有
螺旋刷頭式，便於調整眉形，並且同樣有多種
色號可供選擇。

與此同時，紀梵希品牌也在英、美、意大
利等多國官網上悄然上線了壹組男女通用的彩
妝系列產品。該系列包含了底妝棒、定型眉筆
、遮瑕筆等。

此外，日本彩妝巨頭POLA ORBIS也推出了
男士彩妝品牌 FIVEISM x THREE，這個系列不僅
包括了粉底棒、潤唇膏類的基本款，甚至還囊括了
眼妝、唇妝、甲油等整套全系列。

美妝領域男性從未缺席
其實在美妝的領域，男性的身影也並未缺席。

在這份美麗產業的背後，很多頂級化妝師都以男士

居多。而這兩年，找流量top的男明星做彩妝品牌
的代言也是潮流趨勢。例如，有著超高人氣的tf-
boys男團組合全部被大牌彩妝品牌鎖定；張藝興
拿下了Mac魅可中國區品牌代言人；蔡徐坤成為
歐萊雅品牌摯友；鄧倫擔任MAKE UP FOR EV-
ER中國區代言人；朱正廷成為完美日記首位唇
妝代言人；楊洋牽手法國嬌蘭，作為品牌代言人
，打造了“楊洋色口紅”（嬌蘭344號），壹度
成為網絡爆款等。

男明星與彩妝品牌合作推廣的形式不拘壹格，
有的是頂級規格的品牌代言人，有的是大使身份，
有些是品牌摯友。在去年某次彩妝屋開業時，
NARS就請來了男明星張涵予來為品牌站臺，被稱
為彩妝品牌最“硬核”的明星助陣，帶起了壹波網
絡話題熱度。

大牌們看中的既是這些所謂的“小鮮肉”作為
年輕人鮮明的個性，也是他們背後的流量及市場號
召力。不難預見，隨著男士彩妝產品線的出現，未
來“帶貨”能力更強的男明星或將越來越受到彩妝
品牌的青睞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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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界應針對流量造假、收視造假明星做一
個徵信記錄，使演藝界藝人和公司更守誠信。文
明是管理出來的，不能隨便流量造假，不能隨便
搞虛假宣傳，不能為收視率而採取不法手段。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演員鞏漢林

應 設 藝 人 徵 信 記 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對流量造假、學歷造假，凡是造假，一定
是一個嚴重污點。不管什麼人，都應堅決杜絕
造假，做人誠實是第一位，其他的都往後說。

全國政協委員、《甄嬛傳》導演鄭曉龍

做 人 誠 實 須 放 首 位

委 員 談 遏 流 量 造 假

一直以來，中國相關部門都在打
擊虛假票房。2017年3月1日開始實
施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規定，電影
發行企業、電影院等有製造虛假交

易、虛報瞞報銷售收入等行為，擾亂電影市場秩序
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
收違法所得，根據具體情況處以罰款，並可以根據情
節嚴重程度不同，對其採取責令停業整頓、吊銷許可
證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票房造假可被釘牌
�*
8�

親歷票房灌水 委員促用重典
GDP虛增誤導市場 或令“劣幣驅逐良幣”

���� �� ��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俞晝 兩會

報道）“春節的時候，我親身經歷了票

房造假的事情。”全國政協委員、湖北

省政協副主席郭躍進在11日上午的小組

討論中直言，他在手機上買了兩張電影

票，當時顯示影廳位置已經全滿了，結

果到了現場他才發現，連三分之一的位

置都沒坐滿。“像這樣偷票房、買收視

率等一系列數據造假的現象必須嚴懲不

貸，不然很容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的情況。”

會後，郭躍進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現在與網絡相關的服

務業領域，確實出現了不太誠信的
行為，例如買粉絲、買點擊量、買
收視率、刷票房等等。

加強監管 建立誠信
他續說：“近年來，國家在統

計執法上，進行了嚴格的督查，由
地方少數官員推動的數據造假已經
壓縮到很小的比例了，但是市場這
一塊，尤其是互聯網經濟領域，數
據造假卻依然屢見不鮮。”但在利
益驅使下，還是會有製片商想方設
法用一些旁門左道、虛假營銷、票
房注水等方式欺騙觀眾。

“雖然從表面上看，數據、流
量造假好像對人們沒有什麼切身的
危害，但事實上，這種觀念的滋長
和蔓延，會使從業者不能聚焦於作
品和藝術本身，也會造成虛增的
GDP數據，使市場投資主體作出錯
誤的判斷，形成資源的錯配。結果
好的電影因為票房低，沒人願意投
資；而一些低級趣味的電影卻因為
有很高的虛假票房，在資本市場上
獲得了更多的收益。”郭躍進表
示，這就需要增強市場主體的誠信
建設，在監管上則要提高水平和意
識，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郭躍進說，在一個誠信國家，
犯錯是能被原諒的，但主觀造假的

行為卻不被允許。當造假氾濫的時
候，僅僅靠教育是不夠的，必須靠
司法手段來杜絕這種行為。

“當演員，品行最重要，如果
一個有劣跡的藝人，觀眾看你這個
人都覺得假的時候，那你演什麼能
讓別人相信呢？”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演員張凱麗在全國兩會上的一
句話，第二天就上了熱搜，這也可
以看出，近兩年層出不窮的公眾人
物的負面報道，已成為全民關注的
事件，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

八卦氾濫 荼毒青年
張凱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現在一些明星的離婚案或是其他

醜聞，在網絡熱搜上總會存在十天
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這對於廣大
網民特別是青少年，是一個很不好
的引導，每天總是被這些八卦充
斥，相反一些國家大事，一些值得
關注的事卻被淡化。”

因此，張凱麗建議，有關部門
應該研究對策，優化對於網絡媒體
平台的管理細則，對其發佈的負面
新聞作必要的監管，不能再讓明星
八卦氾濫成災。此外，張凱麗還關
注到現在一些電影廠處在非常危
急、自生自滅的狀態。“如何擦亮
這些老廠的金字招牌，繼續能為國
人帶來更多的經典之作，這是需要
想辦法挽救的。”

■■有政協委員表示有政協委員表示，，必須嚴必須嚴
懲偷票房懲偷票房、、買收視率等數據買收視率等數據
造假行為造假行為。。圖為福州市民在圖為福州市民在
影院售票廳自助取票區打印影院售票廳自助取票區打印
電影票電影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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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賓施馬等球員在皇馬過去周日擊敗華
拉度列後紛紛表態支持主帥蘇拿利，但皇

馬主席佩雷斯仍決定易帥，據報他們表明會留下
其他職位予蘇拿利，好讓這位球會名宿能留在隊
中。另外根據前皇馬主席卡達朗透露，另一前皇
馬教練摩連奴本來也是佩雷斯的心水人選，但最
終因為幾名皇馬“大佬級”球員反對而作罷。

着手為今夏擴軍部署
在宣佈施丹回歸的記者會上，佩雷斯大

讚施丹是世界最佳教練，並表示雙方的命運
將再次連繫在一起。施丹在接受記者提問時
直言，上季尾後離開是因為球隊要改變：
“球隊當時已贏盡所有，所以我認為是時候

作出改變，我和某些球員也需要離開。”
當被問到這次回歸的期望，施丹表示目標是

要帶領球隊回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我明天便會
開始工作，首個目標是要以良好表現完結這個球
季；然後我會和主席佩雷斯談談，看看今個夏天
可做些什麼，我希望可以把皇馬帶回應該屬於我
們的位置。”

至於佩雷斯被問到今夏會為施丹買下什麼球
員時則表示，巴黎聖日耳門雙星基利安麥巴比與
尼馬均是他們的目標：“施丹是法國人，或者在
收購麥巴比方面來說，或許他可起到關鍵作用；
至於尼馬這麼出色的球員，自然也是我們的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過往曾執教阿積士、巴塞隆拿、
拜仁慕尼黑與曼聯等名牌球會的前荷
蘭國家足球隊名帥雲高爾，在12日宣
佈正式退休。

“想多陪太太 不能自私”
現年67歲的雲高爾日前在一個荷

蘭電視節目中宣佈了自己的決定，他
說：“我現在是一名退休人士了，說
實在我沒有興趣做什麼足球總監或評
述員。再者我曾和妻子承諾在55歲退
休，卻一直執教到65歲，我不能這麼

自私的，因為她22年前已為我放棄自
己的工作，並隨我四處定居生活，現
在我要和她好好享受沒有足球的日
子，她聽到後很開心呢。”

雲高爾在2015/16球季帶領曼聯贏
得英足總盃冠軍後被辭退，自此再無
執教其他球隊；這位荷蘭足球界殿堂
級人物，過往曾帶領阿積士贏得1995
年的歐聯錦標，也率巴塞及拜仁分別
贏得西甲及德甲冠軍；在國家隊層
面，雲帥在2014年曾帶領荷蘭取得世
界盃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皇馬隊長沙治奧拉莫斯因早前對阿積士的歐聯首
回合刻意拿黃牌“洗底”，及在次回合球隊大敗出局
期間拍攝紀錄片而備受批評。這位西班牙國腳12日就
於個人社交平台，以自問自答方式回應一切事件。他
表示：“可以肯定在首回合故意領黃是錯誤的，我要
負上200%責任，當初沒想過最後會有這（出局）後
果；至於那紀錄片，我只能說是因為合約訂明了，我
必須完成它。”

他又表示，球會內部沒有不和，大家也是為皇馬
這名字努力，自己與早前曾有輕微爭執的馬些路也已
冰釋前嫌。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重掌“艦隊”救駕
施丹：領軍殺回該屬位置

冠軍級名帥雲高爾榮休“洗牌”兼懶理大敗拍片拉莫斯“自辯”

■■施丹重返班拿貝球場施丹重返班拿貝球場，，任務是對球隊着手重建任務是對球隊着手重建。。
法新社法新社

■■沙治奧拉莫斯沙治奧拉莫斯（（右右））在歐聯在歐聯1616強次回強次回
合停賽合停賽。。 路透社路透社

■■主席佩雷斯主席佩雷斯((左左))宣佈易帥宣佈易帥，，施丹和太太一同出席記施丹和太太一同出席記
招招。。 法新社法新社

■■雲高爾於雲高爾於20102010年帶領年帶領
拜仁勇奪德甲冠軍拜仁勇奪德甲冠軍。。

路透社路透社

上季尾帶領皇家馬德里取得歐聯三連霸後急流勇退的施丹，12日落實回到

“銀河艦隊”救駕，據報簽約三年至2022年6月，年薪達1,500萬歐元。施丹在

記者會表示，希望把皇馬帶回“該處的位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
永淦）第二輪亞冠賽事12日已
率先進行，山東魯能主場迎戰
衛冕的鹿島鹿角，在一度落後
兩球下，憑意大利中鋒加斯安
奴柏利梅開二度逼和對手。魯
能重返亞洲賽場，連續兩場比
賽都以和局收場。

山東魯能今屆首仗作客FC
慶南，亦是以2：2握手言和。
對鹿島鹿角賽前，統計顯示魯
軍對日本球隊14次，戰績為7
勝1和6負，勝率達50％，是所
有中超球隊中最高的一隊。然
而面對該支上屆冠軍，魯軍開
賽僅14分鐘，已遭伊藤翔兩度
攻破大門，閃電落後0：2。

幸好5分鐘後日本守衛犯
手球，加斯安奴柏利操刀射入
極刑追近比分，主隊士氣大
振，41分鐘柏利禁區內起腳被
救出，輾轉間再獲隊友傳交射
成2：2。連同外圍賽在內，柏
利今屆已攻入5個亞冠入球。
易邊後雙方再無入球，結果魯
能在E組連續第二場平手，相
反鹿島鹿角則1勝1和，仍然領
先山東魯能2分。12日另一場F
組賽事，廣州恒大作客FC大
邱，結果1：3完敗。

柏
利
梅
開
二
度

魯
能
逼
和
鹿
角

■■魯能援將加斯安奴柏魯能援將加斯安奴柏
利慶祝入球利慶祝入球。。 法新社法新社

剛剛升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香港重劍“一
姐”江旻憓（Vivian），12日結束布達佩斯
重劍大獎賽返港。不過，被問及升任世界
“一姐”的感受，Vivian百感交集：“我覺
得我不配。”

在2019年連奪兩個重劍世界盃金牌，
但今次來到布達佩斯大獎賽卻“一輪遊”，
32強止步，令教練Octavian Petru Zidaru非
常不滿。“教練說我的排名什麼都不是，因
為我根本不會打劍，平日練習過的，我全都
做不到。”Vivian心情矛盾地說：“我有想
過自己可能升到世界第一，但現在，心情仍
然很奇怪。”她覺得，自己與心目中的世界
第一仍有很大距離。

江旻憓的下一個賽事，是3月22至24
日舉行的世界盃成都站，Vivian期望從錯誤
中學習，在未來的比賽有更穩定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江旻憓返港：我不配世界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
報道）中國田徑協會日前發佈了
《2018中國馬拉松年度主報告》。報
告顯示，中國馬拉松賽事規模持續增
加，產業帶動效應初現，影響力進一
步擴大。截至2018年底，中國境內舉
辦馬拉松及相關運動規模賽事（800
人以上路跑賽事、300以上越野賽事）
共計1,581場，年度總消費額達178億
元（人民幣，下同），全年賽事帶動
的總消費額達288億元，年度產業總產
出達746億元。

根據報告，截至2018年底，中國
境內舉辦馬拉松及相關運動規模賽事
（800人以上路跑賽事、300以上越野
賽事）共計1,581場，其中中國田徑
協會認證賽事339場，非認證賽事1,
242 場，累計參賽人次 583 萬，較
2017年 498萬的總參賽規模增長85
萬，增幅為17.07%。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馬拉松年
度總消費額達178億元，全年賽事帶
動的總消費額達288億元，年度產業
總產出達746億元，對比去年增長了

7%。對此，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
理中心主任于洪臣表示，馬拉松運動
對推動、提升和促進內地全民健身、
城市旅遊消費、經濟增長、城市知名
度和美譽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于洪臣指
出，馬拉松文化基礎薄弱，行業規則
意識尚未健全；行業監管的理念及方
法亟待更新；針對相關辦賽方出現的
違規問題處罰不及時；馬拉松項目競
技水平還有待提高等問題仍是中國馬
拉松發展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由廣東省友好
促進會文化委員會主辦的粵港澳
大灣區冠軍足球聯賽，12日下午
在東莞田心足球場舉行東部賽區
下半季賽事，由香港公民之友首
場作客對東莞電子科技學校，結
果主隊憑年輕力壯的優勢， 以
2：1獲勝。

賽事為配合國家的大灣區戰
略而創辦，通過足球來加強和促
進大灣區的民間交流，賽事採主
客制，將於6月產生總冠軍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粵港澳大灣足賽
公民之友惜負

■■江旻憓江旻憓1212日返港日返港。。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香港公民之友（黃衫）首場作客不
敵東莞。

■2018年全國累計參加馬拉松人次583
萬。 資料圖片

2018年馬拉松產業總產出7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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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每年的納稅季節已經
來臨，休斯頓地區的房價雖然能夠讓
大多數人承擔，但是休斯頓人仍感覺
房地產稅收過高， 一項新的資料
調查也再次證明這種感覺是正確的休

斯頓業主到底支付的房地產稅是高還
是低，取決於多種因素。

一項調查WalletHub結果顯示，
德州地產的實際稅率是1.83%，顯示
出德州在全美的地產稅率名列第六位

。
除此之外，研究還顯示德州平均

中價房屋的價格為15.15萬元，這個
數字在全美各州排名為37位。

研究顯示，德州房屋每年的地產

稅為2275美元，位於全美第15位。
德州是全美不需繳納收入稅的九

個州之一。
此次調查機構一共對比了50個州

，通過2013至2017的人口普查資料

來決定地產的稅率的高低。
同時，這項調查還依靠不同地區

的經濟，財物，金融和法律界的專家
進行的綜合評估。

德州房價偏低地產稅過高 全美各州排名第六位

據報道，埃塞俄比亞空難後，波音公司(BA.N)的737
MAX 8新機型遭多國停飛，在全球航空運輸業一石激起千
重浪，但許多航空公司已設法用其它機型作為替代，維持
航班正常，同時經濟困難意味著一些公司或許為此感到慶
幸。

就在世界各國政府和各大航空公司紛紛“抵制”
737MAX8客機之後，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不僅拒絕“下
架”這款飛機，她本人甚至在週二下午乘坐這款飛機返回
華盛頓以示力挺。美媒稱，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和隨行工
作人員於週二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737 MAX 8從德克薩斯

州奧斯汀飛往華盛頓特區。而就在登機前幾小時，趙小蘭
還對外界強調，如果確定MAX飛機不安全，她的部門將
停飛這款飛機。美國聯邦航空局代理局長丹尼爾•埃爾韋
爾（Daniel Elwell）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埃爾韋爾週二
下午發表聲明，美國聯邦航空局拒絕停飛最新的波音
737MAX8的決定進行辯護。埃爾韋爾稱，“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評估並未顯示飛機出現系統性能問題，也沒有下
令停飛飛機的依據。其他民航部門也沒有向我們提供足以
採取行動的數據。”

反對下架波音客機 美國交通部長趙小蘭親自乘坐
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 Reports)的民調數據顯示，

44%的美國人贊成美國總統川普為給修邊境牆籌資而實施緊急狀態的決定。
據報道，另有50%的受訪者反對川普實施緊急狀態的決定，其餘人表示

難以回答。本次民調於3月5日至6日在1000名美國人中進行。
2月15日，川普宣佈在邊界地區實施緊急狀態，以繞過國會使用約64億

美元修建與墨西哥邊界的圍欄。川普稱實施該措施，是因為有必要打擊犯罪
和非法移民。

2月底，美國眾議院投票表決取消川普關於實施緊急狀態的命令。目前根
據程序，該議案提交參議院審議。報道稱，參議院將在近日做出決定。目前
參議院共和黨有51席，民主黨有47席。

民調：超過40%美國人支持川普實施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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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界應針對流量造假、收視造假明星做一
個徵信記錄，使演藝界藝人和公司更守誠信。文
明是管理出來的，不能隨便流量造假，不能隨便
搞虛假宣傳，不能為收視率而採取不法手段。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演員鞏漢林

應 設 藝 人 徵 信 記 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對流量造假、學歷造假，凡是造假，一定
是一個嚴重污點。不管什麼人，都應堅決杜絕
造假，做人誠實是第一位，其他的都往後說。

全國政協委員、《甄嬛傳》導演鄭曉龍

做 人 誠 實 須 放 首 位

委 員 談 遏 流 量 造 假

一直以來，中國相關部門都在打
擊虛假票房。2017年3月1日開始實
施的《電影產業促進法》規定，電影
發行企業、電影院等有製造虛假交

易、虛報瞞報銷售收入等行為，擾亂電影市場秩序
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電影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
收違法所得，根據具體情況處以罰款，並可以根據情
節嚴重程度不同，對其採取責令停業整頓、吊銷許可
證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票房造假可被釘牌
�*
8�

親歷票房灌水 委員促用重典
GDP虛增誤導市場 或令“劣幣驅逐良幣”

���� �� ��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俞晝 兩會

報道）“春節的時候，我親身經歷了票

房造假的事情。”全國政協委員、湖北

省政協副主席郭躍進在11日上午的小組

討論中直言，他在手機上買了兩張電影

票，當時顯示影廳位置已經全滿了，結

果到了現場他才發現，連三分之一的位

置都沒坐滿。“像這樣偷票房、買收視

率等一系列數據造假的現象必須嚴懲不

貸，不然很容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的情況。”

會後，郭躍進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現在與網絡相關的服

務業領域，確實出現了不太誠信的
行為，例如買粉絲、買點擊量、買
收視率、刷票房等等。

加強監管 建立誠信
他續說：“近年來，國家在統

計執法上，進行了嚴格的督查，由
地方少數官員推動的數據造假已經
壓縮到很小的比例了，但是市場這
一塊，尤其是互聯網經濟領域，數
據造假卻依然屢見不鮮。”但在利
益驅使下，還是會有製片商想方設
法用一些旁門左道、虛假營銷、票
房注水等方式欺騙觀眾。

“雖然從表面上看，數據、流
量造假好像對人們沒有什麼切身的
危害，但事實上，這種觀念的滋長
和蔓延，會使從業者不能聚焦於作
品和藝術本身，也會造成虛增的
GDP數據，使市場投資主體作出錯
誤的判斷，形成資源的錯配。結果
好的電影因為票房低，沒人願意投
資；而一些低級趣味的電影卻因為
有很高的虛假票房，在資本市場上
獲得了更多的收益。”郭躍進表
示，這就需要增強市場主體的誠信
建設，在監管上則要提高水平和意
識，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郭躍進說，在一個誠信國家，
犯錯是能被原諒的，但主觀造假的

行為卻不被允許。當造假氾濫的時
候，僅僅靠教育是不夠的，必須靠
司法手段來杜絕這種行為。

“當演員，品行最重要，如果
一個有劣跡的藝人，觀眾看你這個
人都覺得假的時候，那你演什麼能
讓別人相信呢？”全國政協委員、
著名演員張凱麗在全國兩會上的一
句話，第二天就上了熱搜，這也可
以看出，近兩年層出不窮的公眾人
物的負面報道，已成為全民關注的
事件，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

八卦氾濫 荼毒青年
張凱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現在一些明星的離婚案或是其他

醜聞，在網絡熱搜上總會存在十天
半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這對於廣大
網民特別是青少年，是一個很不好
的引導，每天總是被這些八卦充
斥，相反一些國家大事，一些值得
關注的事卻被淡化。”

因此，張凱麗建議，有關部門
應該研究對策，優化對於網絡媒體
平台的管理細則，對其發佈的負面
新聞作必要的監管，不能再讓明星
八卦氾濫成災。此外，張凱麗還關
注到現在一些電影廠處在非常危
急、自生自滅的狀態。“如何擦亮
這些老廠的金字招牌，繼續能為國
人帶來更多的經典之作，這是需要
想辦法挽救的。”

■■有政協委員表示有政協委員表示，，必須嚴必須嚴
懲偷票房懲偷票房、、買收視率等數據買收視率等數據
造假行為造假行為。。圖為福州市民在圖為福州市民在
影院售票廳自助取票區打印影院售票廳自助取票區打印
電影票電影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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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福爾摩師奶》自開播便受到觀眾們歡
迎，劇集為以香港開埠初期為時代背景的

懸疑查案連續劇，講述一個女探長祖迪費查
（陳松伶飾）破案的故事。Ben笑言松松在劇
集中也有可能是自導自演的“兇手”，環環
相扣的劇情，需要大家緊隨線索，不到最後
都不會知道誰是真兇。

“不只是查案劇，劇集也講述人與人的
關係與彼此間的信任。”Ben說。他相信人
性本善，不會為了陰謀而大花心思去考量、
去騙人。松松更說人生漫長，高低起伏在所
難免，感情變幻亦多樣，需要演員從細微處
演繹，無論眼神、表情、感覺都要到位。被
問到松松同Ben之前演的戲口碑收視都如此
高，兩人強強聯手《福爾摩師奶》有否預計
到會如此受歡迎？他們兩個都異口同聲表示
事先沒想那麼多，只是接拍前得知有一眾優秀
的演員同有心的監製參與製作，所以便二話不
說參演角色了。松松指工作辛苦是在所難免的
事，“但團隊也好有心，有時一齊喝下午茶，有
湯水都有得分。”

Ben平常心面對風浪
Ben同松松相識二十年，卻是首次合作

拍劇，松松大讚Ben同以前一樣愛照顧人，
Ben聽到便回應：“大家出發點都是為部
劇好，互相照顧幫忙也是想劇集最後能
成功。”被問到如何令演藝的火苗能
一直燃燒、堅持走演員之路時，松松
直言背後有班好前輩作指導，他們

更會成為後輩正面的榜樣。面對人生高高低低起伏不定，Ben說自己有一
顆平常心，說：“沒有人一直都一帆風順、一直完美，正因有高低起伏才成

就現在的我。回顧出道三十年，正因為經歷過被嘲笑與被欣賞，演繹過好與壞的
角色，才感到心靈豐盛，不顧旁人流言蜚語才活得自在！”
兩人除了演藝事業，也有經營自己的生意，面對兩重身份，他們認為藝人是感性的投

入，生意是理性的轉換。Ben表示以前會想着自己一個人包攬所有的工作，但現在改變了，學會懂
得信任別人、欣賞別人，明白到人不會每樣事情都懂。

松松投身舞台劇圓夢
近年投身舞台劇的松松視此為實現兒時夢想，一套舞台劇完成下來需花大量時間排練，為求在音樂、舞蹈或表演

狀態能達標，演員需要身心投入，當中的艱鉅程度比拍戲更困難，松松說當遇到機會參與，自己又不再需要為生活擔
憂時便踏上追夢之旅，她說：“出演舞台劇一直是我的夢想，當真正實現時發現是唱與跳的挑戰，不過我仍然很開心
能得到出演機會。”

Ben卻直言自己未有勇氣踏出舞台劇之路，皆因舞台劇的準備與練習時間太長，他也坦言自己非能分心之人，而
舞台劇需要演員的唱跳功力，無疑是項極高難度的挑戰，所以遲遲未踏出舞台劇之路。

松松大部分時間都在內地工作，問到與老公長期分隔兩地會如何聯繫感情？松松大讚老公窩心，除了彼此
會定期抽時間出來見面外，老公也成為自己強大的後盾，只要她需要，老公便會義不容辭來陪伴，給她支持
鼓勵，有時候更會給予她一些表演的指導，可謂亦師亦友。

被問到兩人日後計劃北上抑或留港發展時，Ben直言未有機會北上，皆因自己的事業與家庭均在
香港，不過一切要看機遇，不排除日後有這個可能。而松松就說只要劇本角色需要自己便會回來
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鄭嘉穎與林峯相隔
十四年後再合作，在電影《P風暴》中為了周秀娜打到
上天下海。《P風暴》將於4月4日上映，為令《風
暴》系列電影觀眾有新驚喜，除今次演員陣容比前三
集更鼎盛外，動作設計上更有大突破，當中一場陣容
龐大的直升機打鬥場面，除了租借一架真直升機於高
空實境拍攝外，更斥資百萬（港元）打造像真度極高
的一比一玻璃纖維直升機，用作拍攝機艙內動作場
面。是次直升機拍攝不只對製作團隊帶來挑戰，對有
份拍攝的鄭嘉穎、林峯及周秀娜也是一大難題，因戲

中講述嘉穎為救周秀娜而跟林峯在直昇機上激烈打
鬥、林峯務求將對方推出機外更掉入海中，身處狹窄
的機艙環境中打鬥，兩人有瘀傷在所難免，但他們也
十分敬業。原來今次是嘉穎與林峯首次合作拍動作
戲，嘉穎說：“我同林峯認識了很久，但在動作戲上
來說是零，這次拍攝是第一次跟他有動作打鬥，阿峯
的身手不錯。”林峯也笑說：“今次多得嘉穎照顧
我，不過今次拍攝除了直升機內的打鬥，在監獄內也
有不少打鬥場面，差不多每天都打。”

周秀娜內心戲較多
繼直升機打鬥後，嘉穎、林峯及周秀娜最後更齊

齊因直升機爆炸跳下海，上演一場出水芙蓉戲碼，幸
好拍攝時正值炎夏，三位演員今次可謂上天下海拍
攝。周秀娜今次雖不用參與戲中的動作戲份，但有很
多內心戲：“今次內心戲較多，主要是在直升機內暈
倒、掙扎、掙扎過後醒過來，但也十分感激兩位男士
的照顧，因在直升機內真的十分狹窄，很容易被打
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歌唱家周詠琁早前與家人往迪拜度假，其間抽空去觀看
海豚表演，她更與海豚牽手跳舞、擁抱，最後還有嘴對嘴親吻了一下，感覺相當溫馨，能
跟海豚近距離親密接觸，着實是一次難得的體驗，周老師笑謂：“一開始是有點害怕
的，講解員先細心地給大家介紹海豚的習性，讓大家慢慢了解牠，閒時我很少有機會
能接觸深海世界，海豚是智商很高的動物，摸一摸牠們滑溜的皮膚，就變得很溫
柔，這次感覺真的是完全放鬆下來，亦感受到海洋的魅力。”周老師亦呼籲大
家攜手保護大自然，愛護海洋生物，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周詠琁周詠琁與海豚跳舞與海豚跳舞

花百萬打造一比一直昇機
鄭嘉穎林峯機艙內惡鬥

相識廿年 視彼此為榜樣
由陳松伶（松松）、黃智

賢（Ben）及陳煒領銜主演的

《福爾摩師奶》自播出起便帶

來不少熱話，松松與Ben兩位

老友首次合作，直言收到好的

劇本，與一眾有心的團隊在拍

攝過程中也合作得十分愉

快。被問到在演藝之路堅

持的秘訣，松松自爆皆因

有前輩幫助使她演藝之路

得以順利，松松與Ben更

互相視彼此為榜樣。

專訪專訪娛樂娛樂

■■陳松伶同黃智賢如陳松伶同黃智賢如
一對一對““活寶活寶”，”，一起一起
做訪問笑聲不絕做訪問笑聲不絕。。

■■鄭嘉穎落水救周秀娜鄭嘉穎落水救周秀娜。。

■■林峯務求將周秀娜推出直升機外林峯務求將周秀娜推出直升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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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白皮書》新舊成美合體！
楊丞琳曝當年糗事

據臺灣媒體報道 時隔
17年《愛情白皮書》翻拍，
“舊版成美”楊丞琳[微博]到
場力挺，她回憶，當時拍攝
17歲，壹路拍到成年18歲，
因為壓力大暴肥10公斤，當
年首映會上臺還摔了超大壹
跤，印象深刻至今。“新版
成美”由王凈出演，她也是
吃貨壹枚，被王傳壹[微博]爆
料：“抱她的時候很沈，跟
楊丞琳壹樣。”

該劇延續舊版，這次主
軸是“畢業後 5年故事”，
王凈飾演女主角成美，和張
庭瑚（飾演歐陽掛居）、宋
柏緯（飾演瞿守治）大學時
有復雜三角戀，步入社會
後，更出現霸氣老板王傳壹
（飾演邱庭）、魏蔓（飾演

孟京京），替愛情發展增添
變量。

王傳壹升格人夫，這次
和21歲王凈談戀愛，他說：
“片場很多人喊我壹哥，怕
年輕人覺得我很嚴肅，我前
兩天就跟王凈壹直講笑話，
想要拉近距離，但她都壹臉
茫然。”他現場示範“牛肉
面”笑話，全場只有壹個人
笑出聲，馬上被他說：“可
能年紀大的人才聽得懂。”

王凈擔綱女主角，問楊
丞琳是否放大鏡來檢視，她
連忙玩笑會用‘顯微鏡’顯
示，但她跟制作人劉瑋慈稱
贊：“自己當時是年輕演
出，她（王凈）年紀較長，
現在整個狀態壹定演得比較
成熟。”王凈則說，看到偶

像楊丞琳很興奮，人生第壹
張唱片就是買《雨愛》，看
她的戲長大。

王凈和張庭瑚有多場
親密對戲，被問有愛上他？
她說：“私底下相處太像
朋 友 ， 有 時 候 切 換 不 過
來 。 ” 她 和 林 柏 叡 因 為
《鬥魚》戀愛 ING，曾傳出
分手，但她在IG大方曬愛，
被問現在感情穩定，她馬
上向身旁王傳壹求救，王傳
壹笑說：“妳要長大了，想
清楚再回答。”王凈逼問
下，只簡單透露，現在就是
專心工作，拍戲大家都忙，
每天會聯系，就是聊聊問
候。男主角張庭瑚因為車禍
梨田，臉上縫了4針，不好
上妝因此缺席首映會。

王心淩《天國的嫁衣》有遺憾
15年後宣告圓夢了

王心淩日前應邀出席巴黎時裝周，她 15 年前拍
攝偶像劇《天國的嫁衣》，曾遠赴巴黎取景，近日
更傳出這部經典即將翻拍的消息。 15 年後，王心
淩再度舊地重遊，她透露當年最大的遺憾就是：
“沒能好好的在左岸喝杯咖啡。”也因此這次獲知
要前往巴黎工作，她行前就已經計劃好，壹定要彌
補當年的遺憾。

王心淩回憶，當時的拍攝行程非常趕，五天的拍攝
工作飛行日占去頭尾兩天，壹下飛機就開始工作，巴
黎夏天的日照時間又長，從淩晨四點天亮到晚上九點
才天黑，劇組連續趕工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導致她
當時雖是第壹次去巴黎卻印象模糊，連吃飯都是吃簡
單卻貴得嚇人的便當，她記得當時劇組吃的便當只是
米飯淋上醬汁，壹個就要價五百臺幣。忙碌的拍攝行
程更是讓她完全沒有機會品嘗任何巴黎美食，甚至沒
能好好地喝杯咖啡。

這次到巴黎時裝周，她特地和化妝師提前幾天抵達
巴黎，就是為了彌補當年的遺憾，享受悠閑的法式風
情，她笑說：“沒有任何計劃，悠閑的在左岸享受壹
杯咖啡，就是這次最重要的行程。”但她仍不忘跑遍
巴黎景點，像是巴黎鐵塔、莎士比亞書店、聖母院、
羅浮宮，也終於壹償當年宿願的在左岸享受咖啡下午
茶時光。她開心的說，巴黎的街道太適合拍照了，怎
麼拍都漂亮，更因為在異地，不用擔心被認出來，能
盡興地四處擺拍。

王心淩日前宣布 6 月將啟動全新“王心淩CYN-
DILOVES2SING 愛心淩 2019 巡回演唱會”，當年由他
演唱的《天國的嫁衣》經典主題曲《花的嫁紗》也是
演唱會上必唱的曲目，新巡演名稱將回歸王心淩演藝
生涯的初衷，除了歷年經典作品之外，大獲好評的新
專輯歌曲，也會巧妙的完整呈現。她返臺後馬上投入
密集開會前置，接著也要拍攝新巡演的視覺，她預告
將呈現滿滿創意和趣味，讓歌迷們看到海報不但勾起
興趣更會有想要聽歌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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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報道陳意涵剖腹產下兒子
“小初”，和導演老公許富翔升格當爸媽。
她7日曬出倒立照慶祝做完月子，12日就曬
出跑步照，讓眾多網友驚呼：“剖腹產的不
怕危險嗎？”

陳意涵穿著黃外套自拍，照片字幕記錄
跑了5.05公裏，全素顏露出圓溜大眼，咬下
唇微笑的表情十分可愛。她發文自我勉勵：
“當妳意識到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的
時候，妳會開始很珍惜且非常有效率的
去運用他~step 2。找體力（變慢……是進
步的開始） 。”

網友擔心女神觸犯產後禁忌，有人提
醒“剛坐完月子不宜跑步，可以做其他溫
和點的比如瑜珈”、“不會痛嗎”、“應
該是半年內不好運動”、“子宮恢復不是
要42天才算做完月子嗎？愛運動的妳讓我
們好佩服。”面對網友擔憂，陳意涵親
回：“不是乖乖做完月子就可以回到正常人
生了嗎？”

陳意涵產
後沒有公開兒
子照片，令網
友意外“居然不
曬 娃 。 ”她笑
回：“哈哈，等
他長大自己決定
肖像權喔！”神
回應大獲稱贊，
粉絲力挺“好喜
歡這個回答”、
“如果人人有妳這
覺悟，朋友圈會太
平很多。”

侯佩岑“虎媽”管教大兒子
Ian有樣學樣對弟超嚴格

據臺灣媒體報道侯佩岑出席家扶辦用愛包
圍受虐兒記者會，和老公育有4歲兒子Ian和1
歲的Ethan，侯佩岑現在看到孩童受虐的新聞都
會很心疼、憤怒，也不敢看新聞，目前也不會
讓小孩離開自己的視線。

侯佩岑說從小孩出生開始，精神緊繃，希
望自己退掉媽媽的身份，成為小孩的朋友。侯
佩岑強調身教很重要，在大兒子2歲時，自認
當時像“虎媽”，會嚴格要求Ian不要亂爬，要
洗手、不要亂摸，“我好像剝奪了他探索世界
的好奇。”現在Ian回家看到弟弟，會先說：
“哥哥先去洗手，妳先不要碰我。”

不論再忙，侯佩岑都會撥出時間和小孩聊
天、講故事，對於危險的社會事件，侯佩岑會
以說故事的方式讓小孩了解，母子還會玩故事
接龍，鼓勵小孩說出心裏的想法。侯佩岑說，
現在大兒子會從她的舉動，看出她的心情，
“只要壹個呼吸不對，小孩就會感受到我不開
心，而且放大很多倍。”

雙寶媽的她甜蜜的說，自己已經有4年半
都沒有睡飽，大兒子早上5點就醒，“昭告天
下，我起來了。”侯佩岑會早起做早餐，有時
淩晨3點多睡，6點就醒了。

林依晨不拘泥節日
喜歡與老公臨時起意小約會喜歡與老公臨時起意小約會

稍微被衣服的荷葉邊遮住，但還沒有。”對於即將
到來的白色情人節，她表示：“現在已經不拘泥節日，
日日都是好日。”反而喜歡臨時起意的小約會！”

林依晨被問及老公做過最浪漫的事，她甜笑說：
“好男人的浪漫方式都很實際，就是關心我吃飽了沒？
心情好不好？”而她與老公都喜歡潛水，她感嘆海洋汙
染嚴重，潛水時看到許多塑料瓶、廢棄物，她表示：
“為什麼要壹直去破壞地球，搞不懂。”

林依晨先前赴英國留學前，因向往當地，曾用品牌倫
敦巴士、大笨鐘等串飾串了條英國風手鏈，笑說：“最後
都成真！”也成為她的紀念品。她也欣賞品牌的幸運草、
馬蹄鐵等象征幸運的首飾，表示：“我希望能將幸運分享
出去，借由各種形式分享，也期望保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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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首曝“開局”版先導預告

由徐兵執導的年代獻禮大劇《新世界》
首度曝光“開局”版先導預告，孫紅雷、張
魯壹、尹昉、萬茜、李純、胡靜、秦漢、趙
崢等主演悉數登場，演繹了壹出波譎雲詭的
北平城中小人物命運變幻的人間大劇。電視
劇《新世界》借由金海、鐵林、徐天三兄弟
的人生選擇和命運轉變，及徐天和共產黨員
田丹的相識相知，講述了1949年建國前夕
北平城的22天裏發生的時代洪流變遷。

在“開局”版預告短短的壹分鐘時長
裏，和平解放前夕的北京城暗波洶湧，劇中
人物悉數亮相。撲朔迷離的劇情和復雜的人
物關系壹壹展現，組合成了壹副集結民國眾
生百態的“民國浮世繪”。通過緊張的節
奏、尖銳的矛盾沖突、激烈的情感展現，與
片尾的文字“距離北平和平解放還有528小
時”相呼應。劇中無論是眾星閃耀的主演陣
容，還是燃炸的劇情都無壹不體現出大劇品
質和史詩氣場。

隨著首支預告的曝光，《新世界》懸念
重重、險象環生的快節奏劇情也得以展現。
劇中主線人物金海、鐵林、徐天驚艷登場，
以三兄弟為主線的劇情齊頭並進，劇中的角
色關系漸漸浮出水面。作為“大哥”和京師
監獄獄長，孫紅雷飾演的金海目光如炬，戲
感十足；張魯壹飾演的保密局組員鐵林則穿

越人群，表情嚴肅；相較於兩位大哥的穩重
和氣場，尹昉飾演的徐天增加了動作戲，而
警察的身份也意味著他代表了正義。片中更
有尹昉打赤膊的壹幕，荷爾蒙爆棚。片中三
兄弟既有聯手克敵，也有大打出手，加上解
放前北平城的各方勢力滋擾，三兄弟走向成
迷。

除了男性角色，片中女性角色的表現同
樣搶眼，萬茜所飾演的田丹槍指敵人，巾幗
不讓須眉。作為“新世界”的代表者和引路
人，田丹也給三兄弟帶來了新的希望；李
純、胡靜則情緒飽滿，各自若有所思。令人
驚喜的是在預告片中壹閃而過周冬雨被擄劫
的鏡頭，據悉她所飾演的角色將是影響故事
走向的重要人物。在和平解放北平前夕的大
背景下，劇中人物關於家國大義與個人抉擇
的思考十分發人省醒。

但《新世界》雖然把故事背景選在了
1949年建國前夕，卻別出心裁的將小人物
作為故事的主角，用豐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
設計連接和刻畫小人物與大時代的關系。依
靠通過推進懸疑故事發展，探討人性的善與惡
。其中親情、友情、愛情等多重情感交織，
上到實權人物下到販夫走卒，各種危機四伏
。信息量之大，謎團之多，劇情之復雜，都
給影視創作帶來了壹次極大的突破與轉型。

《地久天長》定檔3月22日
於冬現場向院線求排片

在第69屆柏林電影節斬獲最
佳男女演員銀熊雙獎的《地久天長
》在京舉行定檔發布會。發布會由
許戈輝主持，導演王小帥[微博]攜
主演王景春、詠梅出席，影片發行
方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於冬到場
助陣。發布會上，片方首曝“四季
三餐”版預告片，宣布影片3月22
日全國公映，並於3月15日開始超
前點映。

擒熊歸來首度同框最默契“夫
妻”原來不相識

此次定檔發布會是王景春與詠
梅這對“柏林帝後”拿獎歸國後首
次同框。這對因在片中飾演夫妻，
壹舉奪得柏林電影節影帝、影後的
演員，原來之前並不認識。詠梅爆
料稱：“我看過《白日焰火》，景
春演洗衣店的老板，我只對這個有
印象，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王
景春也表示兩人屬於壹拍即合：
“基本上我們在拍第壹場戲之前，
就簡單的交流壹下。我們這個戲
就是演‘愛’，是生活了三十幾
年的夫妻的壹種默契，根本沒有
過多的設計和磨合。”導演王小

帥也表示，王景春與詠梅“完全不
是在演戲，而是生活在裏面。”

王小帥笑稱拍了部“3D電影”
還原最真實的年代烙印

當被問到是否擔心三個小時片
長會嚇退觀眾時，導演王小帥坦言
電影的核心還是人情，而這些人情
正是可以穿越時間，讓現在的觀眾
都能有共鳴的東西。王小帥還笑稱
《地久天長》是壹部“3D電影”：
“妳只要沈浸進去，是可以跟裏面
的角色同時呼吸，同時感受，就會
不知不覺的走過那麼長時間，走過
這些歷史，它就像立體的包圍妳，
所以我稱它是壹個3D的《地久天
長》。”

影片發行方博納影業集團董事
長於冬，也表示不擔心片長：“小
帥沒有以往電影的利器，而是用了
壹種原諒，跟這個世界和解，跟過
往和解。電影用三個小時鋪排情
緒，最後達到高潮，讓走進電影院
的每壹位觀眾都會掉眼淚，都會受
感動。”

於冬現場為《地久天長》求

排片
發布會上，片方曝光壹支“四

季三餐”版預告片，隨預告片，
《地久天長》也公布將於3月22日
全國公映。為了助力影片公映，於
冬現場為《地久天長》求排片：
“中國的電影院從2001年院線制
改革，那個時候只有1800張銀幕
，1100家電影院，就是在這樣壹
個基礎上，我們經過了長足發展，
電影院到了2018年已經達到6萬
張銀幕，壹萬家電影院。壹萬家
影院，壹家影院放壹萬塊錢，王小
帥的電影都過億了。真的拜托大家
，為這樣壹部好電影留足空間，每
天排兩三場，壹直掛到五壹節去。
壹家影院放壹萬塊錢，這就是目標
，拜托大家！”

電影《地久天長》講述了北方
工廠的兩家人本是摯友，但兩家的
孩子在水庫嬉戲時遭遇意外，其
中壹家人的兒子意外死亡，因此
改變了兩家人的命運的故事。影
片由王小帥執導，王景春、詠梅
領銜主演，齊溪、王源、杜江、
艾麗婭、徐程、李菁菁、趙燕國
彰等主演。

《人間·喜劇》曝新預告海報
艾倫王智演繹花花世界的暖暖溫情

由孫周執導，艾倫、王智、魯
諾領銜主演，任達華、金士傑主演
的喜劇電影《人間·喜劇》，今日
發布第二支預告片，同時曝光全新
海報及劇照。海報上，艾倫與王智
飾演的夫妻二人無奈地坐在逼仄臥
室床上，與漏水的天花板鬥爭；預
告片也接連呈現了這對平凡小夫妻
的生活窘境；壹系列劇照亮點頗
多，懸念重重，引人期待正片的上

映。《人間·喜劇》是艾倫和王智
繼《夏洛特煩惱》後的再壹次合
作，二人挑戰出演夫妻黨，演繹辛
酸又甜蜜的小人物日常，被網友調
侃為“大春和秋雅的婚後生活”。

慫夫悍妻攜手出擊
見招拆招應對老司機
海報上夫妻二人躺在擁擠的小臥

室床上，窗外是來勢洶洶的黑幫手
下，室內又是漏著
水的天花板。左下角
的計算器和賬單暗示
著窘迫的經濟狀況，
而床單上環遊世界的
美夢線路圖，飽含著
夫妻二人的平凡“小
確幸”，給危機四伏
的畫面增添了壹絲溫
情。預告片則更具象
地展現了這對小夫妻
面對的生活難題：交
不起房租，討不回薪
水，供不起家用……
這些雞毛蒜皮的瑣
事，在壹點壹點壓
垮這對平凡夫妻。
“我的事，都是小
事，照樣壓死人”，
醉醺醺的艾倫壹句
話道出千萬人心聲，
網友淚目之余直呼
“從預告片中看到了
自己”。

人生本就是酸中

帶甜，濮通和米粒所做的壹切都是為
了度過生活難關，過好平凡小日子。
《人間·喜劇》刻畫了小人物的真實
日常，生活除了煩惱外亦有點滴溫
馨，讓人笑過後更覺耐人尋味。此
外，任達華飾演的黑幫老大、金士傑
飾演的鐵公雞首富也給夫妻二人的生
活帶來不少麻煩，這對慫夫悍妻將會
如何應對“老司機”的刁難，更引觀
眾期待。

艾倫x王智二度合作
老搭檔擦出全新火花
在《夏洛特煩惱》中，艾倫和王

智的“大春x秋雅”組合給人印象深
刻。此次《人間·喜劇》中兩人再次
合作，不再是發生在校園裏純愛故事，
艾倫王智搭檔出演慫夫悍妻，將要共
同面對生活裏的柴米油鹽。酸中帶甜
的人生，同甘共苦的夫妻，艾倫和王
智在電影裏會擦出怎樣的新火花，小
人物將如何應對生活的重重阻礙，值
得期待。

電影《人間·喜劇》由萬達影視
傳媒有限公司、北京漢裕國際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出品，江蘇幸福藍海影業
有限責任公司、北京漫遊谷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時代星際影業(北京)有限
公司、鎮江市堅果殼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文心優品投資基金、奕齊影
業(上海)有限公司、凡魚傳媒(北京)
有限公司、上海茂友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寧洋影業(廣州)有限公司聯合出
品，3月29日全國上映，看艾倫王智
攜手演繹“夫妻同心，其利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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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場和25年前相同的電磁風暴連
接了兩個時空，貝拉（阿德麗安娜·尤
加特飾）不經意間改變了男孩小尼克
（胡裏奧·博希加斯飾）的命運，蝴蝶
效應就此開始。突然停擺並開始倒流
的時鐘、字卡“當蝴蝶煽動翅膀，將
改變過去和現在”與不同時空裏的壹
幕幕畫面，牽引著觀眾在平行時空裏
來回快速穿梭，猶如壹場“蹦極”般

的懸疑體驗。
心愛的女兒與幸福的家庭在貝拉

蘇醒之後全然消失，到底這些記憶真
實存在過，還是只是貝拉腦海裏的海
市蜃樓？貝拉又能否在緊迫的時間裏
將幸福找回？這些接踵而至的疑問迅
速包圍觀眾，迫不及待地想要與貝拉
壹同解答。不僅如此，壹幀幀快速切
換的“殺妻”兇案畫面充滿細節與反

轉，令這場原本就復雜的時空謎團變
得更加撲朔迷離、亦真亦幻。

與此同時，片方還發布了壹組人物
線索海報，透露了更多細節。在海報中
央的是角色清晰的形象，而在背後不同
顏色的色塊內，暗含著關於該角色的線
索：小男孩尼克趴在舊電視屏幕上面色
急切；臉頰還掛著眼淚的貝拉與幸福依
偎著女兒的貝拉形成截然對比，展現了

片中作為母親的貝拉受到最大的情感沖
擊點；而作為貝拉的丈夫戴維（阿爾瓦
羅·莫奇）的海報中，與之親密擁吻的
竟然是其他女人；貝拉的鄰居安赫爾
（哈維爾·古鐵雷斯）的背景中出現壹
具女屍；丈夫出軌？陌生女人是誰？鄰
居就是兇手？貝拉與女兒是否能再度相
擁？眾多疑問擴散開來。

要講述壹個有關“蝴蝶效應”、

“平行空間”的故事並不簡單。1 次
蝴蝶效應，2 條時間線，3 個平行時
空，15小時扭轉時空改變命運……如
此復雜的設定組合，導演奧裏奧爾·保
羅的新作《海市蜃樓》註定了劇情的
燒腦與細節的縝密。壹直擅長於鋪陳
線索的保羅導演，此次更是做足了海
量細節，等待觀眾去發現、解讀。電
影將於3月24日開啟超前點映。

《看不見的客人》導演
新作《海市蜃樓》
虛實反轉燒腦細節來襲

懸疑佳作《看不見的客人》的導演奧裏奧爾·保羅執

導的懸疑電影《海市蜃樓》，已定檔於3月28日在中國內

地上映。今日，片方發布了“虛實反轉”版預告片和人物

線索海報，時空交錯下的人物關系讓影片懸念升級。

據外媒消息，曾執導多部皇後樂隊
音樂錄影帶的魯迪·多爾紮爾（Rudi
Dolezal）在接受Page Six采訪時透露
， 樂 隊 的 經 紀 人 吉 姆·比 奇 （Jim
Beach）對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
續集很感興趣。多爾紮爾說：“我敢肯
定，他計劃拍攝壹部以‘Live Aid’為
開端的續集。”吉姆也是電影制作人之
壹。當《波西米亞狂想曲》推出後，全
世界又壹次愛上了弗雷迪·墨丘利和皇
後樂隊。演員拉米·馬雷克飾演了頗具
傳奇色彩的樂隊主唱弗雷迪·墨丘利，
而他與這位已故歌手驚人的相似之處也

俘獲了觀眾的心，電
影不但斬獲四項奧斯
卡獎，還在全球範圍
內獲得8.7億美元的
票房，躋身影史最賣
座的音樂劇情片。

值得壹提的是
，皇後樂隊的吉他
手布萊恩·梅，也曾
表示樂隊的故事可
能會有更多。在去
年 11月的壹次采訪
中，他談到了第壹
部電影，他說:“我
認為‘Live Aid’是
壹個很好的選擇。
誰知道呢，也許會
有續集。”

不過對於續集，
壹些粉絲並不贊同：
“續集拍什麼呢？病

重纏身的弗雷迪悲慘的樣子？”大家紛
紛對續集涉及的內容發起討論。

據悉，《波西米亞狂想曲》將於3
月22日登陸中國，於全國藝術電影放
映聯盟加盟影院專線放映，以2D/中國
巨 幕/IMAX/杜 比 全 景 聲/杜 比 影 院/
ScreenX多制式呈現。

同時“卡拉OK”放映版本也將首
次在中國大陸大銀幕上呈現。觀看
“卡拉OK”版本的觀眾將可以跟隨片
中演員的演出場面及銀幕上特殊的歌
詞呈現方式，和著皇後樂隊萬人同唱
經典曲目。

《波西米亞狂想曲》
續集正在籌備中？！

樂隊經紀人有意拍攝
以Live Aid為開端的續作

《驚奇隊長》上
周末中美同步上映後
，在北美開畫成績僅
次於《黑豹》和《鋼
鐵俠3》，創造了單
兵超英電影第三高的
首映紀錄，更是女性
超英電影之最，中國
票房也突破了6億人
民幣。截止發稿時，
MCU的21部電影，
全球範圍內壹共攬收
了179.8億美元的票
房。而去年年底上映
的DC《海王》也表
現不俗，讓華納全球
拿下了10億美元。

對於超英電影在
票房方面久盛不衰的
這壹現象，美籍韓裔
導演/編劇約瑟夫·卡
安今早發推說，“超
級英雄電影不會失敗
”，而新版《神奇四俠2015》的導演
喬什·特蘭克心挺大，他的回復絕了：
“等等，還有我。”

喬什·特蘭克導演的自嘲精神
不錯，福斯的這部影片，當年全美
壹共獲得票房 5600 萬美元（《驚
奇隊長》不到壹周就是它 3 倍了）
，全球票房 1.68 億美元，1.2 億美
元（數據來自 IMDb）的預算完全
無法回本，只能保住版權。據外媒
消息，算上宣發與廣告費用，新版

《神奇四俠》最終大概賠了 1 億美
元。

對於《神奇四俠 2015》的失敗
，許多人歸咎於導演特蘭克，因他
在片場上的表現古怪，很難合作，
經常和福斯吵架。此前迪士尼/盧
卡斯影業幾乎選定了特蘭克為《星
球大戰外傳：波巴·費特》的導演
，但沒官宣，甚至準備好了先導預
告片。最終該項目被斃後，傳出了
關於特蘭克工作態度的消息。

票房不理想的超英電影可不止

《神奇四俠》壹家，2017年轟轟烈烈
的《正義聯盟》全球票房獲得6.58億
美元，然而完全沒有達到華納的預期
。幕後問題不斷，之後的許多相關項
目也都落了空，《正義聯盟2》更是
遙遙無期。如今蝙蝠俠和超人都換了
人，我們也不可能再見到原班人馬集
結了。

相信在未來，我們還會看到更多
票房失利的超英電影，導演能不能都
有特蘭克這樣的好心態，那可就不壹
定了。

超英電影不會失敗?
神奇四俠導演:還有我

當年在片場和福斯吵架 影片賠了約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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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秋天,普宁县发生了一件

轰动一时的案子——一场蓄谋已久的盗尸诈控案

。

普宁知县兰鼎元善于分析案情,每每能够抓住

案中的关键环节,被百姓们赞为“断案高手"。 可

这件盗尸诈控案却让他十分头痛。

一日,有一个叫王士毅的广东人来到普宁县县

衙外击鼓告状,声称:自己的堂弟阿雄被人毒杀了。

阿雄的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给一个名叫陈天万

的人做妾，阿雄自然也就跟着母亲来到了陈天万

的家里。陈天万有一妻子许氏, 此人嫉妒成性, 竟

用毒药毒害了阿雄。据说阿雄死时十指弯曲, 唇齿

黑青, 死状相当恐怖。王士毅诉说时声情并茂,还流

下眼泪, 看起来 很是让人同情, 再加上他说完后,

还呈上诬告反坐的甘结 (旧时原告向官府保证所告

属实, 否则愿反坐的文书), 更是叫人不由地相信他

, 好像案子的真实情况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盖情

词似乎可信也”。

因为阿雄死后已经被匆匆下葬，于是蓝鼎元

带着仵作和衙役赶往坟地，准备重新验尸，谁知

挖开坟墓一看，奇怪的事发生了, 死者的遗体不见

了。尸体哪儿去了? 难道会自己走掉不成? 要断明

这起案件, 尸体是至关重要的证据。本来这是一

起 很简单的案子, 只要找出尸体, 验明死因就可以

,可是现在尸体不见了,案子似乎没有人们想得那么

简单。看到没有尸体，王士毅顿时喊叫起来：这

一定是陈天万听到风声，畏惧验尸，所以把阿雄

的尸体盗走，移尸灭迹！ 这时, 陈天万全家早已

吓得你看我,我看你,那么多人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

来，“举家相顾，骇愕不能出一语”。在坟地附

近围观的群众都开始起哄，嚷嚷着让县老爷把他

们立刻拘押起来，严刑拷打，查出真相！

王士毅的表现让兰鼎元很是怀疑。因为,他见

到空棺材,竟一点也不惊讶, 似乎好像是他意料之中

的事。并且,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事情都是王士毅

所说, 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话的真实性, 所有人

似乎都被王士毅牵着鼻子走。以兰鼎元多年的经

验和对案子的特有直觉, 他觉得这个案子决不像表

面那么简单。

于是,兰元鼎开始平心静气地从多方面展开调

查, 他小心查证,步步为营。后来查出阿雄生前曾经

患痢疾两个月,一直没见好转直至死去,而这很可能

就是阿雄的真正死因。兰鼎元把当天给他看病的

大夫叫来询问, 得知阿雄吃的药并没有问题。兰鼎

元又仔细观察陈妻许氏,见她腹大如牛, 需三四人搀

扶才能走路和坐下。一问才知道她已患了九年大

肚子病。这么一个自身难保的人，还有闲心和能

力给别人下毒吗？

如果是王士毅在撒谎, 那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

胆子,敢向官府递交甘结?他诬陷陈家的原因是什么

?他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是不是受人指使?如

果有,那么那人又是何方神圣?与陈家有何恩怨?他

意欲如何?一大堆的问题充斥着兰鼎元的脑袋,案子

到此显得越来越复杂,让人没有头绪。

兰鼎元思索良久, 他把自己假定成那个幕后黑

手,想:此人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是为财,还是为报仇?

兰鼎元越想越觉得王士毅可疑。于是, 兰鼎元传唤

死者的母亲林氏来, 并问道: 阿雄死的当天, 王士

毅有没有来过?林氏答道: 我叫他来,可他却怎么也

不来。兰鼎元又问:那第二天他来过吗?林氏说:来了

,但没有进我家门,而是径自到他表姐家去了。兰鼎

元问:他表姐有丈夫孩子吗?林氏说:有个儿子叫廖阿

喜,今年大约十五六岁。

兰鼎元问清楚后立即派人叫来廖阿喜, 问道:

二十八日那天王士毅到你家去干什么?廖阿喜战战

兢兢地答道: 我只是在路上碰到他, 他并没有到我

家来。兰鼎元又问: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廖阿

喜答:有,他问我阿雄尸体埋了没有?我告诉他说: 已

经埋了。他又问:埋在什么地方?我说:埋在后边岭上

。问完他便急忙走了。

听到这儿, 兰鼎元立即大叫道:偷尸者不是别

人, 正是王士毅!他是在诬告!于是令人给他带上夹

棍讯问：你可知罪？王士毅装作一脸委屈和无辜

的样子：不知小的罪从何来？蓝鼎元说：所有证

据都说明，你对阿雄的死亡原因并没有做过调查

，却对他埋葬的地点调查得很清楚，既然你信誓

旦旦说他是被毒杀的，就拿出证据来！王士毅还

在狡辩：阿雄的尸体被人盗走，就是证据啊，证

明陈天万心里有鬼，不敢让仵作尸检。蓝鼎元冷

笑道：我说你的‘罪’正在于此，分明是你盗走

了阿雄的尸体，嫁祸给陈天万！再不肯招，夹棍

伺候！王土毅见事情败露, 无法再隐瞒下去,这才承

认偷尸的事情,说:是我雇的乞丐,趁晚上夜深人静,

没有人注意, 将墓挖开, 偷走尸体。但再问他尸体

藏在哪里，王士毅却说不知道，似乎有所顾忌, 支

支吾吾, 不肯老实交代。

兰鼎元便喝令将王士毅责打三十杖, 然后宣布

: 给王士毅戴上枷锁, 游街示众; 陈天万一家及乡

里受牵连的人, 一律无罪释放。这会儿,前来观看审

讯的有几千人,大家都以为此案就此完结了，“欢

呼震天，罗拜匝地”。

而此时兰鼎元并没有松口气。他正眉头深锁,

谋划着什么。兰鼎元这么做,只是为了使那个幕后

黑手放松警惕,自己露出马脚。于是在游街还不到

半里时,兰鼎元忽然悄悄叫来一名身强力壮的役吏,

并对他说:“林才,你马上换上便装,以最快的速度赶

回城里,到东门旅店去。调查一下王士毅在那儿投

宿了几天,住在哪个房间,房间里还有没有其他人如

果有,就立刻绑来见我。”林才领命赶去, 很快便逮

住了讼师王爵亭。王爵亭大摇大摆地走进县衙,举

止从容,淡定,好像不知道此案似的,并一再声称与王

士毅素不相识,从来没见过他,更不知道什么尸体的

事情。 此 时王士毅也并不看他, 语 气很强硬,几

乎找不出什么漏洞。兰 鼎元暗自思忖: 天网恢恢

, 疏而不漏。 当初他们找人代书, 认保的时候, 王

士毅是绝不可能独自一人前去的。想到这里兰鼎

元立即命人秘密地将代书及保家传来, 这些人都说

王爵亭确实是与王士毅一同来的。可是,王爵亭还

是抵死不招认。 兰鼎元见此情状, 便给王爵亭纸

笔, 让他为自己写一份供词, 写完一看, 笔迹跟原

状纸上的完全一样, 这回是铁证如山了。于是,兰鼎

元命人给王爵亭带上刑具。 王爵亭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见事已至此, 才不得不供出实情。原来他

还不是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真正的黑手是老讼

师陈伟度,是他指使他们干的,偷尸后运到别处,埋在

乌石寨外。陈伟度果真是老奸巨猾,具体地点连王

士毅也没告诉,所以想要找到阿雄的尸体, 了结此案

, 就只得从陈伟度那着手了。 于是兰鼎元立即派

役吏连夜出发,四处侦缉,终于捕获了陈伟度。

陈伟度比王爵亭老练沉着十几倍，“老奸巨

猾，较爵亭深沉十倍”, 对付他可真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他口口声声喊冤叫屈,煞有介事地说道:陈天

万是我弟弟,这两个人心真恶毒,想陷我弟于死地,幸

亏遇到青天老爷,明镜高悬,辨明忠奸,还我弟一家清

白。如今他俩陷害我弟不成,又想嫁祸于我,若不是

包公再生,我兄弟俩必定含冤九泉啊!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 感情真挚, 兰鼎元心中也

不禁为之一动。然而再一看他两眼, 阴险狡黠, 目

光闪烁, 绝非好人。于是蓝鼎元干脆让他们三人在

公堂之上对质，王爵亭见陈伟度一推三二五，不

禁也生了气，指着他的鼻子骂说：当初, 在乌石寨

门楼中, 咱们三人商谋这件事时,你还特意援引杨令

公偷骨的故事,让我们偷尸越境。你说:这样做一则,

不怕官府验尸无伤;二则,移尸越境,远离家属, 不怕

暴露; 三则, 就算官府调查起来, 说被告人怕事情

暴露, 毁尸灭迹, 也合情合理。 而陈天万兄弟妻妾

、,乡保里邻, 都会依次受到刑罚; 四则, 尸骸找不

出来, 审判官也没办法定案。 我们是讼师,他们双

方都必定会用金钱来求我们,我们要发财,就在这一

招了。等我们的目的达到之后, 再找个说法让他们

把事 情压下去, 谁又敢说什么?等到事情摆平以后

, 仍不告诉他 们实 情, 阿雄的尸体终究是找不出

采,我们也就永无后顾之忧了。' 这些不都是你说的

话吗? 后来, 偷尸掩埋之后, 我们三人还痛饮了一

番, 以示庆祝, 你说我们做得神不知鬼 个觉,即使

是包公复活,也断不能查出真相。事到如今,你还有

什么好祝的? 既已遇到活包公, 你为什么还不从实

招供,只让我二人背这黑锅?

尽管如此，陈伟度倚仗着自己在谋划整个行

动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一页纸、一个字作为证据，

所以任凭蓝鼎元怎样审问，“尚哓哓不服”，不

肯认罪。

兰鼎元再次问他道:你说你不是此案的同谋,但

你的所作所为却前后不符。我问你,既然王爵亭,王

士毅是你兄弟的仇人,当然也就是你的仇人, 那你为

什么还在东门旅店跟他们一起吃饭呢?”陈伟度没

料到兰鼎元有这一招, 急忙应对道:这是偶然。

兰鼎元见其开始露出破绽, 于是紧逼不放, 接

着问道:吃一次可以说偶然, 连日在一起, 难道也是

偶然吗?陈伟度开始显出了些许慌张,说:普宁县城里

饭店少,不得不在一处。兰鼎元说:你们连日在旅店

商量, 我都已经知道了。 若是仇人相遇, 哪儿还有

这么多话好说？陈伟度此时调整了心态, 满不在乎

地答道: 因王爵亭他们诬害我弟弟, 所以我以好话

劝阻他们。兰鼎元又问道: 那你晚上为什么还跟他

们同睡?陈伟度对此矢口否认:这是没有的事。

兰鼎元见他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从其余二人那里

寻找突破口, 于是再次审问王爵亭,追问他 们夜间住

宿地点以及一些详细情形, 王爵亭说在城中林泰家

睡过。兰鼎元听后立即派人找来林泰父子, 并开始

个别讯问。 林家父子都说陈伟度、 王爵亭在其家

同宿三天, 丝毫不差, 由此证明陈伟度是主使无疑

。 有了林氏父子做人证, 此案更是铁证如山, 不允

许陈伟度再多做狡辩。于是, 兰鼎元再次提审陈伟

度, 并用夹棍刑讯,狡猾的陈伟度这才供出实情。

原来, 陈伟度与陈天万早年因祖传房屋分配的

原因, 结下了仇怨。这次恰巧阿雄病死,于是便心生

恶计,移尸陷害陈天万,一来可以报私仇, 二来可以

从中捞些钱财。 兰鼎元讯问移尸地点, 陈伟度交

代埋在乌石寨外下溪尾, 深三四尺的地方, 旁边有

一棵被砍了半截的树作为记号。审讯完毕,兰鼎元

将陈伟度扣押。一面通知潮阳县令,一面送文书给

塘边驻军长官, 请派兵士一同前往; 同时派差役押

着一千人犯, 前往该地寻掘尸体。到达下溪尾后,按

照陈伟度所说的半棵树处,掘地四尺深, 起出一个蒲

席包, 打开来看, 里面正是阿雄的尸体。

尸体抬回普宁后, 兰鼎元叫来林氏及陈天万前

来认尸, 证明这确是阿雄无误。 又令仵作检验, 死

者浑身上下, 都很正常, 没有中毒的痕逛。 王士毅

低头无言, 而此时那两位长于诡辩的讼师也没了声

音。陈天万看见陈伟度, 便失声哭诉道: 哥哥何至

于如此啊?咱俩都是本家兄弟, 有什么深仇大怨, 非

要置我于死地? 过去, 因祖业之事,我们争吵过, 你

当时就扬言要让我倾家荡产, 让我活不成。 当时,

我还以为你是一时气话, 并没有当真, 没想到你说

的竟然是真话。 今天如果不是你自己说出来, 我

真不知道这场大祸从何而起! 你我本是兄弟, 相煎

何太急啊!陈伟度面如死灰，一声叹息。

蓝鼎元下令，将王士毅、王爵亭、陈伟度三

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枷号四乡，游街示众，另

外制作木牌一方，在上面刻上他们三人的劣迹，

命乡民传擎偕行。围观的人们都拍手称快。

事后，蓝鼎元在《鹿洲公案》中回忆道，整

个“盗尸案”的审判过程中，他感到压力最大的

时候，是挖开墓坑，发现尸体不见了的那一刻。

王士毅的大呼小叫，“当场观者”的喧嚣叫嚷，

无形中都在逼迫他对陈天万用刑，“若将天万举

家刑夹，不得谓官之枉也”！但蓝鼎元却强调了

自己在人声鼎沸中的“澄心静气”四个字，内心

恪守一条原则，既然是审案，那么唯一的标准就

是证据是否真实、充分，绝不能为“围观群众”

的情绪所左右，因为撺掇蓝鼎元对陈天万夫妻用

刑的，和案情真相大白后拍手称快的，说到底都

是同一群人。

明清奇案之盗尸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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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一个heterogeneous的移民国家，相对

来说各个族裔的融合度比较高，“普世价值”称霸

主流文化；相对其他 homogeneous 的民族国家，

“习俗”这种概念并不常见。题主所指可能是生活

习惯上的差异，aka.｢独特的地方｣。根据地区差异

(Regional variations)，美国分为如下几个地区：新英

格兰地区(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区(the Mid-At-

lantic states)，南部地区(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中西部地区(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西海

岸地区(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其中西海岸地区

还可以分为太平洋沿岸各州(Pacific States)和山地各

州(the Mountain States)。国内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区

域差异，但区域内部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大致相同

（就好像中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

、西南等区域）。

1、“圣经带”(Bible Belt)：指的是美国东南及

中南部各州，包括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

那、阿肯色、田纳西、密西西比、肯塔基、亚拉巴马

、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等黑人比例较高

的州。由于该地区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徒，民风非常

保守，对宗教十分狂热，日常行事都要以圣经作为基

本准则，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比例(church attendance)

要远远高于美国其它地区。在美剧TBBT(生活大爆炸)

中，Sheldon就因为来自保守的南方Texas而常被大家

取笑他家乡和他妈妈的生活习惯。

2、每年3月17日的爱尔兰节日圣帕特里克节

(St.Patrick's Day)，芝加哥市内的芝加哥河都会被染

成绿色，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会举行大游行，全国各

地的人们也都会穿上至少一件绿色的衣服、裤子、

鞋子、包甚至帽子。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纪念爱尔

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节日，现在

也是爱尔兰的国庆节。由于绿色是爱尔兰的国旗颜

色，因此每逢每年的这一天，爱尔兰人和全世界的

爱尔兰后裔都会以穿戴绿色来庆祝此节日。圣帕特

里克节主要在美国北方各州较为盛行，因为南方各

州非裔人口比例高，爱尔兰后裔相对较少。

3、当美国人提到“软性饮料”(Soft drinks,不含

酒精的饮料)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词汇是不一

样的。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地区（以及少部分中

部地区）的人们使用"Soda"(苏打碳酸水)来指代软饮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们则使用"Pop"(汽水)，而南

方地区的人们则使用"Coke"(可乐)。

4、以硅谷湾区(Silicon Valley, Bay Area)为代表

的美国西海岸地区文化集中于technology与start-up (

科技与创业)，而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地区文

化集中于fashion, arts/entertainment, media (时尚, 艺

术/娱乐,媒体)。西海岸人民热衷于谈论运动、健康

、户外运动等体能特技(physical feats)话题，而东海

岸人民则更偏向于室内运动和爱美。

此外，还有一个“8/6 Phenomenon”(8/6现象)

，就是说在硅谷湾区能被评为8分的女人，到了纽

约就至多只能是6分了(因为湾区男人占多数，而纽

约是女多于男)。

5、说到民风自由、种族多样性非常高的加州

，就不得不提到加州令人蛋疼的交通。除了北加的

湾区尚有公共交通Bart系统 (类似于地铁，联结了

旧金山、圣约瑟、奥克兰、伯克利、萨克朗门托等

湾区主要城市)，加州其他地区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公

共交通。美国许多地区的公路最左道被规定为car-

pool，是给坐了两个人以上的汽车的专用通道。南

加城市洛杉矶市内的405号公路有“北美最大停车

场”之称，加州汽车的普及率和保有量可见一斑。

6、在美国，进门是否脱鞋也因地区文化不同

而异。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哥伦比亚特区，进门无

需脱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州，进门必须脱鞋。一

般来说，在1)鞋子是湿的或是脏的、2)室内的地毯

或地板较为贵重，这两者中符合任何一者进门必须

要脱鞋。

7、和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大陆的人们相比，来

自夏威夷岛的人们一般身上会有更多纹身(tattoo)。

这一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1）宗教保守主义在夏威夷岛屿的影响非常之

小，民风相对自由开放。

2）由于夏威夷岛的高度移民率，波利尼西亚

文化(Polynesian)、东亚文化和西方传统三者的融合

，为夏威夷地区的纹身文化提供了更丰富多样的图

案选择和发展方向。

3）军队的存在也同时促进了夏威夷地区纹身

文化的繁荣。

总的来说，越是民风开放、少数族裔人口比例

高的地区（诸如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冈州及南方的

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等），纹身文

化越是流行。

8、中国人讲普通话会有用词上的差别（比如

“窝心”这个词，在南方人口中是褒义词，表示温

暖安心；而在北方人眼里这是个贬义词，表示难受

烦心），美国人讲英语也会有差别。

由于这一点上用词的差别，在法国后裔主要聚

居的南路易斯安那州（尤以新奥尔良为甚）地区非

常盛行的著名菜肴Crawfish Étouffée (一种以焖炖贝

类和壳类动物为主菜、同时辅以米饭和其他酱料的

菜肴，最负盛名的这一款叫做"路易斯安那焖炖小龙

虾")，若是将此名字说给土生土长于北方五大湖区

域的美国人听，他可能会以为你在说一种不好的假

发呢。

9、在美国，一般的出行方式是坐飞机、大巴

或自己开车(roadtrip)，极少人会选择坐火车。现今

的美国铁路已经极少用于客运，相当多的地区甚至

都没有铁路或火车站，即便是在有铁路运营的地区

，坐火车的花费也往往高于坐大巴和飞机。相对来

说，东海岸的轨道交通要发达些，当然了跟中国那

是没法比，但跟公共交通几乎为0的中部和西海岸

比要好太多。在汽车高度普及的加州，有一个有趣

的说法：为了鼓励居民坐火车，政府允许居民自己

去购买一节火车车厢，然后放自己家院子里，随意

涂鸦成自己喜欢的图案。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车，

就联系政府，然后相关部门会拉来火车头将你家的

车厢拉到铁轨上，然后就可以坐只有一节的自家火

车粗门玩去啦〜

10、虽然惯例上大家都默认美国的官方语言是

英语，但事实上联邦法律(Federal level)并没有明确

规定美国的官方语言；仅是有28个州在州法律级别

立法规定了英语是de facto official language (事实上

的官方语言)。此外，在新墨西哥州和美属波多黎各

地区，西班牙语同样拥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因为新

墨西哥毗邻美墨边境，有大量的墨西哥移民）。

美国各州有哪些有意思的习俗?

别看我家宝贝姥姥和姥爷年纪大了，可是心不

老，八十多岁的人整天还是那么思维活跃，手脚灵

活。自从他们来了美国，宝贝爹妈就停了宝贝俩的

课后班，让他们放学就回家陪老人家们，一来省得

二老寂寞，二来么，俺们也省了送孩子上课后托管

班的钱，一举两得哈。可惜宝贝妈咪的计划虽好，

具体执行起来却总是不免扭曲变形。

就说上周吧，宝贝爹妈一回家，敏感的宝贝爹

就告诉俺：好像你妈神色不对，是不是孩子们惹她

生气啦？

还没等我详细观察，宝贝姥爷就过来了，一脸

的不乐意，开始细数我家宝贝的问题。宝贝妈咪这

个头大----得！我家的老小孩和小小孩又掐起来了。

这一对老小，平时挺好的，每当宝贝爹妈训孩子的

时候老人家们都护着，不让说，偏偏等我们一离家

，老的小的就开始互相不顺眼，一时好，一时吵，

小的不服老的管，就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老的看

见小的不听话，会等到我们回家在告状，天呐！宝

贝妈咪头疼啊，回家就当调解员，这个这个 . . .

. . .

【跟美国娃不能讲中国规矩】这次老人家生气

，究其原因，是觉得我家邻居孩子没规矩，没有跟

家里大人打招呼，随便在我家拿饮料和零食，这在

中国孩子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几乎每个中国家长

都会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随便要别人家的食物，想

吃什么要经过大人的允许，更不要说自己动手拿了

。

可是在美国，宝贝也是这个家的主人，他们的

朋友是不需要大人招待的，妈妈招来宝贝询问，得

知邻居孩子拿之前是问过宝儿的，宝儿同意了让他

自己拿的。也就是说，从程序上来讲，孩子们没有

做什么出格的事，一切都符合程序。但不符合宝贝

姥姥姥爷的规矩，眼看宝贝姥姥坚决不允许这种事

情发生，宝贝妈咪只好折中，告诉宝儿，以后小朋

友再想要吃的，至少宝儿需要跟姥姥说一声，然后

自己动手拿到餐厅的桌子上，再让他们“help your-

self”（自己拿），这才皆大欢喜。

【在美国娃是孩子的客人】惹得宝贝姥姥姥爷

不高兴的另一件事，就是宝贝带着小朋友不在老人

眼皮子底下玩，反而跑到楼上俩小自己的卧室玩，

所以姥姥坚决要求妈妈立下规矩，不允许孩子满家

跑，只能在客厅玩。

这让妈妈很为难，只好很委婉的跟老人家说清

，在美国，小朋友来家里玩，找的是宝贝，这些小

朋友实际上不需要家长来接待，他们知道跟家长打

个招呼就好，没必要跟长辈寒暄，这跟中国孩子接

受的教育很不一样，小朋友不跟对方家长说话会让

人觉得很不礼貌，不懂事。但原则上说他们是宝贝

的客人，不是姥姥姥爷的客人，他们在哪里玩，需

要我家宝贝来把握尺度，只要宝贝俩愿意，他们在

自己的房间招待客人，宝贝也没做错什么。毕竟我

家宝贝不是3岁孩子，他们已经是小小少年了，可

以独立交朋友，有自己的社交圈，更何况小朋友之

间可能有些故事是不愿意让大人知道的，我们只要

能确定他们安全，该放手的地方还是要放手的。

【请美国孩子吃饭餐桌礼仪不一样】话说我们

邻居家的孩子经常跑到我家来，小孩子不懂得不要

在别人家吃饭时间拜访的道理，经常是看见宝贝俩

吃饭小家伙们就止不住想尝尝。一开始我们还让他

们回家问一下家长，后来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也就

习以为常，懒得说了，有时对方父母接孩子来的时

候也看到他们正在我家吃饭，算是默许吧，如果不

是特别的邀请他们吃饭，宝贝妈咪也不会刻意给小

客人做特别的饭菜，就是我们吃的中餐，而对孩子

们来说，隔家饭香，他们也就是尝个新鲜，喜欢吃

什么，自己夹过来吃就好。

我们随意，不等于老人家也随意，刚开始的时

候他们不自觉的就像在国内一样要给孩子夹菜，生

怕小客人吃不好。弄得小客人不知所措。小客人不

会用筷子，有些菜叉子又不利索，宝贝妈咪索性叫

孩子们用手抓，哈！虽说看起来不雅，可我们在学

校跟同事吃饭都会看见美国同事用手抓饭，小孩更

不需要太讲究。这简直让老人家们眼睛都掉出来----

怎么可以在别人家的饭桌上用手抓面条吃？

但美国孩子有一条餐桌礼仪让宝贝家的老人们

非常满意----就是礼貌！吃饭前，他们会礼貌的谢谢

姥姥姥爷请他们吃饭，饭后会告诉老人家他们做的

非常好吃，他非常喜欢。当然，如果我没看见他们

剩在盘子里的几乎没有吃的饭菜的话，我会觉得他

们说的都是真的，可实际上，就是孩子们的礼貌而

已。中餐，特别是传统中餐不是美国孩子可以接受

的。

【美国孩子没有节约的概念】最让姥姥愤

怒的，是邻居小朋友的浪费。姥姥气冲冲的拿

来孩子剩下的盘子，里面躺着一个只吃了一口

的鸡翅！那可是老人家精心给我家贝贝做的，

老人家觉得小客人想吃也行，但你总不能吃一

口就剩下啊！浪费！坚决要求以后不让他来家

里吃饭了！

宝贝妈咪哑口无言，也许中国的新生代也比较

浪费，但宝贝姥姥这一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

国人，对浪费粮食是零容忍度。对宝贝俩，宝贝爹

妈绝对教育过孩子不可浪费，可是别人家的孩子 .

. . . . .，我管得着么？翻遍了记忆，妈妈也没发现

美国人教育过孩子节约粮食。但看宝贝学校的食堂

每天扔掉的大量食物，就知道美国孩子甚至他们的

父母都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浪费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这确实是整个美国社会的问题，不能光怪孩子。

宝贝妈咪不是圣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宝贝说，小

朋友们来我家吃饭只不过是尝鲜，给一点点就好，

喜欢的话他们会自己要，这样至少能够减少我们家

的浪费是不是？

旅居美国，华人家庭总是会遇到这样或是那样

的问题，入乡随俗就好。是不是？

中国姥姥PK美国娃
中美风俗“大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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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年初始, 恒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率領
董事會成員在臺灣召開了今年第一次董事會議。
此次臺灣之行, 也是達成二十年前銀行初建時許下

在臺灣開董事會的心願。
藉由這次臺灣開會之際, 吳文龍董事長回母校

高雄大同國小參觀, 看到原來近6000學生的大
同國小, 如今只有不到300名的學生, 同時由於教育
經費不足, 限制了學校的發展。 瞭解到自己曾經就
讀的大同國小現今的境況, 吳文龍董事長當即決定

捐出臺幣310萬,並將在未來五年,每年捐出兩萬美
金給高雄市大同國小,作為校務經費使用, 同時吳董
事長還將捐助4名學生來美國遊學, 以行動表達海
外遊子對家鄉對母校的養育及培養之恩的回饋。

吳董事長這一善舉得到了高雄市韓國瑜市長
的大力贊許,當天親臨表示感謝,並贈送今年農曆年

最火爆的印有自己頭像及高雄大發字樣的Q版紅包
並笑稱: 「這個外面買不到」 吳董事長表示,自己雖
旅居海外,但是非常關心自己家鄉的變化, 對於韓國
瑜市長所推行的雙語教學非常支持。

當日神力女超人許淑華還特別到場,特別合影
留念。

歡樂旅遊推薦歡樂旅遊推薦--20192019維京郵維京郵輪輪，，免費往返美國機票免費往返美國機票

資深郵輪顧問歡樂旅遊，除了代
理全國旅遊團之外，還直接代理各郵
輪公司產品，比如維京郵輪、水晶郵
輪Crystal, 和Gate 1等等。歡樂旅遊
不僅為遊客安排行程、郵輪、機票、
旅遊保險、交通、酒店、旅遊簽證，
更為遊客安排細緻的岸上觀光行程以
。

2019年，維京郵輪主要線路，現
贈送往返美國機票。若您是維京郵輪
的忠實客戶，我們還將送您 $200的折

扣。維京郵輪線路詳情如下：

飲水思源飲水思源，，回饋故鄉回饋故鄉
吳文龍董事長捐款吳文龍董事長捐款 回饋高雄國小母校回饋高雄國小母校

維京河輪 價格  
機

票 
價格包含 

多瑙河 8 天 $2499 起 5-8 月 

免

費 
機票、岸上觀光、WIFI 

萊茵河 8 天 $2899 起 5-8 月 

巴黎布拉格 10 天 $3999 起 7-8 月 

德國柏林布拉格 10 天 $3999 起 7-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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