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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Bellaire City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
Deadline
截稿時間: 9/30

Representative 業務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ent's Signature 客戶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uston Yellow Pages AD as below. Please SIGN the proof & return with payment befor deadline, Thank You

□ OK as is 正確無誤      □ Correction 需修改

V:\#YP黃頁\YP Notice黃頁通知\YP-Notice黃頁廣告通知.pdf

Tel: 281.498.4310ーFax: 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today-america.comーAccounting@scdaily.com

休 士 頓 黃 頁
Houston Yellow Pages

� 休 士 頓 美 南 日 報 發 行 �

▋ Please confirm your ad about the address, phone number, 
company name and the contents.

▋ If everything is accepted, please sign your name then Email to 
ad@scdaily.com or Fax 281-498-2728  the ad to us.

▋ If any revision necessary, please revise on the ad directly Email or 
Fax back to us. 

•  請仔細核對您的黃頁廣告稿地址、電話號碼、公司名字、內文。

•  若無需修改，請簽名後 E-mail至 ad@scdaily.com 或 傳真 281.498.2728回覆。

•  若需要修改，請直接Email修正稿，或將稿件改過後傳真回來。
    修改以二次為限 (如本報有誤則不在此限)。

【本報完稿回覆後如10日之內未回傳則以定稿來論】
謝謝您的合作！

Client's Name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 廣告尺寸                                          Price 價格                                                   Note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休士頓黃頁廣告稿如下: (請圈選□確認)簽名後寄回此稿, 並且同時支付全額廣告費用 , 
   否則該訂單視為無效 （恕不接受口头订单）, 謝謝！

C10-MODERN DRAPERY 新世紀窗簾. (HC)

832-228-5858 (C)

2018 YP 1/2 Page 455.00

changrong_j@yahoo.com

C10-MODERN DRAPERY 新世紀窗簾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锦和锦和 Duck & BaoDuck & Bao
KatyKaty 第一家小笼包第一家小笼包﹑﹑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供应道地川菜供应道地川菜
电话电话﹕﹕((832832)) 913913--32263226
地址地址﹕﹕510510 S Mason Rd Katy, TXS Mason Rd Katy, TX 7745077450

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
Thursday, September 12, 2019

錦
和

Katy第一家小籠包、北京烤鴨
供應道地川菜

地址: 510 S. Mason Rd, #H, Katy
電話: 832-913-3226

DUCK & BAO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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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現場面對面》
講述由美南新聞舉辦的第23屆舉辦的新年園遊會。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重播時間為9月1日（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由總導演高曉慧，藝術總監季家錦，範幕雪，和電視欄目主持人
鄧潤京聯合講述由美南新聞舉辦的第23屆舉辦的新年園遊會。這
一期的節目內容：休士頓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這次園遊會的
演出是多元化的，有不同的社區一起參與，以國際性的歌舞文化
表演迎接新春。活動集吃喝玩樂於一體，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
士熱烈參與。

9/9/2018 -9/15/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9 10 11 12 13 14 15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華一絕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游在中國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6/2019

中國遠征軍 (重播)電視劇《大鏡門》 第37~40集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22~26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37~40集 中國遠征軍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城市一對一 中華醫藥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海峽兩岸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22~26集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中國文化

現場面對面 (重播)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中華情 現場面對面 (直播)

中華情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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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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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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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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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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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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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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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四       2019年9月12日       Thursday, September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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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星期四       2019年9月12日       Thursday, September 12, 2019

安徽濉溪考古發掘安徽濉溪考古發掘
全國最大面積古釀酒作坊遺址全國最大面積古釀酒作坊遺址

英國夫婦翻修老房子英國夫婦翻修老房子 意外發現維多利亞時代文物意外發現維多利亞時代文物

英國普利茅斯英國普利茅斯，，當地居民當地居民AliceAlice和和Ben CrawfordBen Crawford在翻修他們喬治王在翻修他們喬治王
時代的老房子時候時代的老房子時候，，意外發現墻後的有壹口秘密的歷史悠久的井意外發現墻後的有壹口秘密的歷史悠久的井，，井中井中
不僅有水不僅有水，，還有少許維多利亞時代文物還有少許維多利亞時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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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大漲 賣場銷售稱“早買早省錢”

近期，黃金價格已經漲到近幾

年來的最高點，白銀價格也在兩個

月內漲幅也已超過20%。其中，金

價自5月底以來已經從每盎司不到

1300 美元，接連突破 1400 美元和

1500美元整數關口。

與此同時，市場對於購買和投

資貴金屬的情緒不斷攀升，作為避

險資產的黃金持續受到追捧。

對此，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

為，近期國內金銀價格迎來猛漲主

要有兩方面原因：市場投資的避險

需求和貨幣政策寬松的預期；黃金

價格猛漲態勢不會持續，單邊強勢

上漲缺乏基礎。

購買金飾客流沒明顯變化
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記者走

訪了北京多家黃金賣場。

在菜百的黃金飾品專櫃，壹對

上了年紀的夫婦正在購買金鎖。

“今天足金的價格是415元，我前

幾天過來看才402元，今天買這麼

壹件又多付了好幾百元。”大爺有

些懊惱的說道。

在飾品專櫃的壹位銷售顧問對

記者表示，近期購買黃金飾品的客

流量還算可以，沒有因為價格的上

漲而有太明顯的變化。那些購買黃

金飾品送人的顧客，還是會買下所

需商品。如果是買來自用的顧客會

比對壹下漲幅，但多數顧客在徘徊

壹個星期左右後仍會回頭來買，畢

竟壹般單件金飾價格短期內不會有

特別大的變化。

記者在實地探訪了菜百、周大

福、六福珠寶以及周生生和老鳳祥

等黃金賣場和黃金飾品專櫃後發

現，大多數銷售顧問認為雖然每周

內金價會有小幅波動，但長期看金

價肯定還是會漲，並勸記者看到喜

歡的飾品“早買早省錢”。

在銀飾櫃臺，記者觀察到賣場

中多是小飾品與銀質碗筷等。據了

解，8月31日，菜百的投資基礎銀

價是4.52元，銀質飾品碗筷等商品

價格每克在13元左右。

另外，當日，除菜百足金飾品

金價是每克415元，周大福、六福

珠寶以及周生生、老鳳祥等金店足

金飾品金價均在每克457元上下浮

動。不過，這些商家都有相應的優

惠減免和折扣。

根據中國黃金協會發布的數據，

2018年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1151.43

噸，連續6年保持全球第壹位，其中

黃金首飾消費量736.29噸。2019年上

半年，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523.54噸，

其中黃金首飾358.77噸，同比增長

1.97%，繼續保持穩中有升態勢。

與黃金飾品專櫃不同，記者在

多家賣場的黃金投資專櫃上觀察到，

此類櫃臺前的客流量相對較少。

菜百的壹位投資專櫃銷售顧問

向記者介紹道，8月31日菜百的投

資基礎金價是每克354.20元，這是

投資金條的價格，飾品金條的價格

是每克398元，購買相應金條還要

加手續費。

至於近期購買金條的顧客數量，

該銷售顧問表示，由於近期金價上漲

比較快，漲幅比較大，有顧客詢價徘

徊，也有詢價後立即購買的。總的來

說，前幾個月購買的數量比較多。

“金條是保值的，不論近期漲

跌如何，長期來看肯定不虧。”上

述銷售表示，並透露，有壹批比較

專業的人，專門盯著定價。

金價猛漲態勢不會持續
對於近期金銀上下遊的情況，中

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研

究員劉向東對記者表示，從上遊來

看，金銀礦的開采產量相對穩定，但

下遊的避險需求大幅度增長，供求關

系失去平衡，因此推動價格上漲。只

要外圍形勢不出現大的好轉，避險資

金就會繼續推高金銀價格，除非外部

環境出現大幅改善，資產生成器發生

轉化，否則很難逆轉市場現有的投資

偏好。

他同時指出，當前黃金價格上

漲是對國內國際不確定性風險增加

做出的避險需求。

“當前因有效的投資渠道和高

收益的資產較少，而且應對不確定

性預期的增加使得更多投資者偏向

投資黃金等避險資產，而世界上的

去美元化也使得各國央行增加了黃

金儲備，從而推高了國際市場金銀

價格。”劉向東進壹步表示。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錕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國內金

銀價格迎來猛漲主要原因有兩方面：

壹是市場投資的避險需求；二是貨幣

政策寬松的預期。多個主要發達經濟

體與美貿易問題擴大，同時英國無協

議脫歐風險大增；美國十年期與兩年

起期國債利率倒掛，預示著經濟衰退

風險。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各國不

得不降息加以應對，導致貨幣貶值而

引起金銀價格上升。

對於金銀價格未來走勢，王錕

表示，猛漲態勢不會持續，震蕩向

上持續時間會長壹些，預計要到各

個不確定因素塵埃落定。

卓創資訊貴金屬分析師張偉持

有相似觀點。他表示，金銀價格強

勢上漲或不會持續太長時間。近期

金銀價格大漲主要是兩方面原因，

壹方面是全球債券收益長短期限出

現倒掛，引發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擔

憂。另壹方面，全球貿易形勢愈發

嚴峻，這是造成經濟衰退擔憂的另

壹個關鍵因素。這兩方面的因素激

發市場避險資金湧入金銀市場推升

價格。但是隨著央行寬松舉措的介

入，將對經濟形勢有所托舉，並促

使風險資產價格回歸，從而令金銀

價格出現階段性的回撤調整。另外

，貿易形勢瞬息萬變，不確定性同

樣對金銀市場人氣構成拖累，金銀

單邊強勢上漲缺乏基礎。

上海邁柯榮信息咨詢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徐陽認為，總體來看，

黃金上漲的趨勢將會持續，而白銀

則可能會受到經濟整體的影響而有

所拖累。

他對記者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

全球央行壹直在購買黃金，導致黃金

需求居高不下，而對於白銀來說，由

於其也是工業原料的壹種，因此，白

銀上漲更多的是因為金價的帶動。

世界黃金協會發布的2019年第

二季度《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

各國央行繼續擴大外匯儲備中的黃

金儲備量趨勢仍在延續。今年第二

季度，各國央行共購入224.4噸黃金，

加上第壹季度的數據，上半年的央

行購金總量達到了374.1噸。

張偉表示，目前金銀供需基本

面對金銀價格影響不大，金融因素

仍是主導中短期價格走勢的關鍵。

國內對於金銀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首

飾和工業方面，隨著價格的不斷刷

新高位，會抑制部分剛性需求，但

會對投資需求有壹定提振效果。金

銀價格的上漲，會對上遊生產企業

業績產生提振，相關題材的上市企

業股價也會相對強勢，但上述影響

只是單純的隨著金銀價格而被動波

動，並不會產生明顯的引導性。金

銀價格的走勢仍需關註全球經濟增

長前景、利率環境、地緣政治等因

素。中長期看，仍有進壹步上漲的

空間。

綜合報導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在過

去10年間，中國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領

域的最大投資國，從2010年至2019年

上半年以7580億美元的投資額位居榜

首。

這份《2019可再生能源投資全球趨

勢》報告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法蘭克

福學院—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氣候與可持

續能源融資合作中心和彭博新能源財經

合作出版，並獲得德國聯邦環境、自然

保護與核安全部的支持。

報告顯示，同期，美國以3560億

美元可再生能源投資額位居第二，日本

以2020億美元排名第三；歐洲可再生

能源投資額為6980億美元，其中德國

貢獻最多，達1790億美元，英國則為

1220億美元。

報告指出，過去十年間，全球可再

生能源產能（不含大型水電）從414吉

瓦（GW）增長至1650吉瓦，即2019年

年底水平預計將達到2010年的四倍。

在此期間，太陽能的投資額達到了1.3

萬億美元，占全球2.6萬億美元可再生

能源投資總額的壹半。到2019年底，

全球太陽能發電容量預計將達到2009

年水平的26倍以上，即從25吉瓦增長

至663吉瓦。此外，2018年壹年，全球

可再生能源產能投資達到2729億美元

，是化石燃料發電投資的3倍；當年的

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全球發電總量的

12.9%，減少了2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

報告同時指出，10年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競爭力

也日益增強。自2009年以來，光伏平準化度電成本下降

81%；陸上風電下降了46%。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 安德森（Inger

Andersen）表示，過去10年間可再生能源發展“火箭般

”的增速表明，“投資可再生能源就是投資可持續和可

盈利的未來”。

“但我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洋洋自得。要知道，過

去10年間，全球電力行業的碳排放量增加了約10%。很

明顯，如果我們要實現全球氣候和發展目標，還需加緊

步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英格· 安德森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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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回家
流失日本被成功追索 17日國博首秀

據介紹，今年3月初，疑似中國
流失文物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現

身日本東京文物拍賣市場，引發各方
關注。國家文物局立即啟動流失文物
追索預案，並與公安部綜合研判會
商，確定了通過外交努力和刑事偵查
相結合方式進行追索的工作策略。3
月8日，上海市公安機關正式立案偵
查。

經查明，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的
拍賣委託人和實際持有人周某（上海
居民）有重大犯罪嫌疑。其後，國家
文物局與公安部聯合展開工作，經過
5個月的努力，文物持有人同意將該
組青銅器上繳國家並配合公安機關調
查。

8月23日，周某隨公安機關工作
組一同回國配合調查。同日深夜，流
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抵京。經
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研究鑒定，該組
8件青銅器被整體認定為國家一級文
物。

填補春秋曾國考古空白
研究表明，這組青銅器為中國

湖北隨州地區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
族墓葬出土文物，經過銹蝕產物分析
與銹蝕層性狀的觀察等，可判斷其為
近年來被盜掘出土。整組青銅器包括
1鼎、1簋、1甗、1霝、2盨、2壺，
品類豐富，鑄造精緻、保存完整，8

器均有銘文，多達330字，蘊含着豐
富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曾伯克父”
器物群為目前考古發現所未見，對於
研究春秋時期歷史文化、曾國宗法世
系以及青銅器斷代與鑄造工藝具有重
要的學術價值。

成文物追索返還新案例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是中國近年來在國
際文物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
跨國追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
物。文物的成功回歸，是文物部門與
公安機關、駐外使館通力協作，選取
最優追索工作方案共同努力的結果；
是中國依據相關國際公約，在日本政
府的配合協助下，實現的流失日本文
物回歸，為國際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領
域貢獻了新的實踐案例。

600餘件回歸文物將亮相
另據介紹，中國文化和旅遊

部、國家文物局將於9月17日在國家
博物館舉辦“回歸之路——新中國成
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
作成就進行全景式展覽。屆時，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將與新中國成立以來回
歸的國寶級文物伯遠帖卷、中秋帖
卷、五牛圖卷等600餘件回歸文物同
場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文物

局10日舉行發佈會稱，通過外交努力和刑事偵查相結合的方

式，成功追索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目前，這組

文物已回到祖國懷抱。文物局表示，這組青銅器為中國湖北隨

州地區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係國家一級文

物，這組重量級文物將於17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回歸之

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上獻上回歸

後的“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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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
報道）伯遠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圖
卷、圓明園獸首、秦公晉侯青銅器、青
銅虎鎣、王處直墓浮雕、龍門石窟佛
像……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文化部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將
於9月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回
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
物回歸成果展”。這將是中國首個全景
式展現流失文物回歸工作歷程的展覽，
參展文物一共600多件，來自12個省
市、18個文博單位。

記者從10日舉行的國家文物局新聞
發佈會上獲悉，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
來，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
贈、搶救徵集等方式，中國已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
國家文物局於今年年初成立策展團隊，精
心遴選了25個最具代表性的流失文物回
歸經典案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流失文物回歸的歷史性成就進行全面總結
與展示。

珍貴視頻首次亮相
“屆時，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作為今年

最新的追索返還工作成果，將在展覽中予
以重點呈現，為廣大社會公眾獻上回歸後
的‘首秀’。”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
會文物司（科技司）司長羅靜透露，展覽
中還將展示一段非常珍貴的視頻，是周恩
來總理接受民主德國總理歸還“義和團旗
幟”和《永樂大典》的視頻。這一視頻拍
攝後從未公開播出過，此次首次亮相。

“伯遠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圖
等廣為人知的國寶級文物，很多人可
能並不知道，都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實施的搶救徵集文
物工作，而重回祖國懷抱、進入公共
館藏的。”羅靜說，展覽通過流失文
物回歸的獨特視角，讓觀眾感受新中
國成立70年來，國家崛起的腳步以及
民族奮進的鼓點。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龔志勇10日
在參加國家文物局新聞發佈會時表示，
2017年以來，公安部先後3次聯合國家
文物局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和文物部門開
展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截至2019
年8月31日，3次專項行動已累計偵破
各類文物犯罪案件1,677起，打掉文物
犯罪團伙 352 個，抓獲犯罪嫌疑人
2,870名，追繳文物1.3萬餘件。其中，
跨國跨境追繳被盜流失文物是公安機關
打擊文物犯罪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成功追回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中國成功追回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價值
歷史價值

鑄有“曾伯克父甘婁”之名的青銅器此前從未有發現，這批春秋早期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不但對此前的曾國墓葬考古發現有着重要的補充印證作
用，也對研究曾國宗法世系、禮樂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藝術價值

銘文眾多。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330字，其中簋器蓋對銘共
100字，壺器蓋對銘共48字，銘文的字形筆畫圓滑，字體遒勁飽滿，佈
局錯落有致。每器均帶有自名，蘊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

科學價值

鑄造工藝極為精緻。通過X光照相技術可以看出，所有青銅器都為範鑄
成型，鼎、甗耳部為直接鑄造，簋、盨、壺等則先鑄出器身，同時耳部
鑄造出銅榫，然後再安裝器耳活塊範，鑄造器耳，體現了中國古代高超
的青銅器鑄造工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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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排中國女排
郎 平 率 16 球 員 為 奧 運 練 兵

出征世界盃出征世界盃

港足兩蛋負伊朗 麥柏倫三仗不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足球

代表隊10日晚在大球場主場以0：2不敵“亞
洲一哥”伊朗，於“2022卡塔爾世界盃暨
2023中國亞洲盃聯合外圍賽第二圈”C組2戰
僅得1分，主帥麥柏倫上任後領軍3場仍未打
開勝利之門，不過港隊在全場近1萬4千名球
迷吶喊助威下，表現已有交代。

與首輪作客柬埔寨相比，港隊10日晚正
選陣容作出3個變動，唐建文、羅梓駿、羅拔
圖均正選上陣。門將一職繼續由葉鴻輝擔綱，
場上則罕有地派出7名後衛，羅素、艾里奧及
丹尼合作守中路，左右翼衛為羅梓駿及唐建
文，羅拔圖及徐宏傑則推上中場，一心“泊大
巴”死守。

面對世界排名前列的伊朗，港隊開賽後已
囤重兵後半場。防線在葉鴻輝統領下，未有予
對方太多埋門機會。11分鐘客軍阿斯蒙及美迪
托拉比連環攻門，均被葉鴻輝救出。17分鐘港
隊獲得首次埋門機會，可惜夏志明送前稍欠準
繩，羅梓駿來遲一步，未能起腳射門。

港隊未能開紀錄，轉頭伊朗即憑一次幸運
攻勢，由阿斯蒙接應隊友回傳第一時間抽入。
換邊後港隊於54分鐘再被安沙里法特近門撞
入，落後到0：2，最終亦以這比分落敗。由於
同組柬埔寨主場以0：1不敵巴林，港隊因得失
球差吃虧，暫時位居C組榜末。

完場後全場大部分人仍未散去，港隊也繞
場一周向球迷致謝，場面令人感動。

10日出征的運動員共有 16
人，分別是：朱婷、張

常寧、劉曉彤、李盈瑩、劉晏含、
袁心玥、顏妮、王媛媛、鄭益昕、
楊涵玉、曾春蕾、龔翔宇、丁霞、
姚迪、林莉及王夢潔。

根據國際排聯的規則，在此前
確定的25人大名單範圍內，此次世
界盃參賽球隊將不再需要提供整個
賽事的14人名單，而是每場比賽前
提供該場比賽的14人名單。因此，
除了這次隨隊前往日本的16名隊員
外，25人的大名單中其他運動員理
論上也有可能臨時增援。

嚴陣以待 朱婷五月回歸
與往屆女排世界盃不同，本次

比賽與奧運會參賽席位無關，中國
隊已在此前進行的奧運預選賽中提
前拿到東京奧運門票。不過對中國
女排來說，今次日本一役仍是在東

京奧運會前最重要的一次國際大
賽。故中國女排嚴陣以待，在全國
排超聯賽結束後就開始集訓，主攻
手朱婷也於5月結束留洋生涯加入
國家隊的集訓。

本次世界盃分3個階段進行，
中國隊第一階段將在橫濱進行5場
較量，隨後轉戰札幌和大阪。中國
隊在第二和第三階段將比較密集地
遭遇與美國、巴西、塞爾維亞和荷
蘭隊的幾場硬仗。

4年前，中國女排在強手如林
的世界盃奪得冠軍，那也是郎平自
2013年重掌女排帥印後，帶領球隊
所奪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同時也
是女排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後，
時隔11年再奪世界三大賽冠軍。

而在勇奪世界盃冠軍後的次
年，中國女排更是一鼓作氣，在里
約奧運會中登上冠軍頒獎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 國

女排 10日

上午離開

北京前往

日本，準備參加本周六揭幕的

2019年女排世界盃，為明年

的東京奧運練兵。4年一度的

女排世界盃共有12支隊伍參

加，郎平率領的中國女排這次

是以衛冕冠軍的身份參賽。比

賽將採用單循環賽制，在中國

隊爭奪冠軍的路上將遇到美

國、巴西、塞爾維亞等勁敵的

挑戰。

主場作戰的男籃世界盃，中國隊以
2勝3負的戰績最終位列M組第2，由於
在4支17-32位排位賽小組排名第2的球
隊中淨勝分墊底，因此，球隊只名列本
屆世界盃的第24名。若想入圍東京奧
運，中國男籃只剩明年6月的奧運落選
賽最後一條途徑。

據中新網消息，本屆世界盃將產生
7個直通東奧的名額（東道主日本隊自動
獲得參賽資格），剩餘25隊中的前16隊
將獲得參加落選賽的資格，故排名第24
位的中國男籃剛好以一名之差被排除在
外。

東京奧運落選賽將有24支隊伍參
加，除本屆盃賽產生的16隊外，還將有

歐洲、美洲、非洲、亞太區各兩支隊伍
參賽。如果中國男籃想要參加落選賽，
那麼只能爭取亞太區的2個外卡資格，
外卡資格將通過世界盃過後FIBA公佈的
各國球隊排名決定。根據目前的亞太區
世界排名，若無意外，亞太區僅次於已
獲直通資格澳洲和伊朗的中國隊應可獲
得參賽資格。

落選賽的24支球隊將分為4個賽
區，每個賽區的第一名將獲得另外4個
參加東京奧運的名額。對於中國隊而
言，要從強手林立的落選賽中殺出重
圍，其難度遠遠大於本屆盃賽的小組賽
和17至32名排位賽，進軍東京奧運希望
渺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籃需憑外卡參戰東奧落選賽

女排世界盃中國隊賽程
（以下均為北京時間）

【第一階段賽程】

9月14日

9月15日

9月16日

9月18日

9月19日

【第二階段賽程】

9月22日

9月23日

9月24日

【第三階段賽程】

9月27日

9月28日

9月29日

14：00

11：30

14：00

14：00

18：2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中國VS韓國

中國VS喀麥隆

中國VS俄羅斯

多米尼加VS中國

中國VS日本

中國VS巴西

美國VS中國

中國VS肯尼亞

荷蘭VS中國

中國VS塞爾維亞

阿根廷VS中國

中國軍團滬大師賽捷報頻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

報道）2019桌球上海大師賽開賽僅兩
天，不僅衝出了戰勝世界排名前16選
手的黑馬、業餘賽冠軍張翼，中國球
手更是在各場次對決中捷報頻傳。

在前一晚的比賽中，丁俊暉和肖
國棟分別以6：2戰勝趙劍波和馬奎
爾。丁俊暉在賽後回應有幾成把握結
束自己兩年的冠軍荒的問題時表示，
“冠軍荒，是你們一直在計算，我沒
有在計算，還是希望盡快結束吧。”

而10日上午的比賽，梁文博發揮
水準，憑借出色的長枱表現為自己創
造了機會，最終以6：4淘汰了世界排
名第13位的冰咸。全場比賽持續了三

個多小時，梁文博成功晉級第二輪。
至於10日下午的比賽，沙比以3：

6不敵利索夫斯基，無緣8強。而威廉
士對梅菲的比賽，雙方鏖戰至5：5後，
梅菲上手拿下56分，給了威廉士機會，
但威廉士打至29分後錯失良機，最終梅
菲以6：5拿下比賽晉級8強。

■中國女排於上月初提前奪得東京奧運參賽資格。 資料圖片

■■郎平領軍中國女排全力衛冕世界盃郎平領軍中國女排全力衛冕世界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建聯在中國男籃不敵尼日利亞後神情
失落。 新華社

■■丁俊暉無懼丁俊暉無懼
冠軍荒冠軍荒。。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夏微記者夏微 攝攝

■■朱婷於今年朱婷於今年55月結束留洋生涯回歸國家隊月結束留洋生涯回歸國家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梓駿羅梓駿（（右右））飛身攔截飛身攔截
伊朗的列沙伊安伊朗的列沙伊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復任正選的羅拔圖復任正選的羅拔圖（（中中））力抗對手力抗對手
埋門埋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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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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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回家
流失日本被成功追索 17日國博首秀

據介紹，今年3月初，疑似中國
流失文物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現

身日本東京文物拍賣市場，引發各方
關注。國家文物局立即啟動流失文物
追索預案，並與公安部綜合研判會
商，確定了通過外交努力和刑事偵查
相結合方式進行追索的工作策略。3
月8日，上海市公安機關正式立案偵
查。

經查明，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的
拍賣委託人和實際持有人周某（上海
居民）有重大犯罪嫌疑。其後，國家
文物局與公安部聯合展開工作，經過
5個月的努力，文物持有人同意將該
組青銅器上繳國家並配合公安機關調
查。

8月23日，周某隨公安機關工作
組一同回國配合調查。同日深夜，流
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抵京。經
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研究鑒定，該組
8件青銅器被整體認定為國家一級文
物。

填補春秋曾國考古空白
研究表明，這組青銅器為中國

湖北隨州地區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
族墓葬出土文物，經過銹蝕產物分析
與銹蝕層性狀的觀察等，可判斷其為
近年來被盜掘出土。整組青銅器包括
1鼎、1簋、1甗、1霝、2盨、2壺，
品類豐富，鑄造精緻、保存完整，8

器均有銘文，多達330字，蘊含着豐
富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曾伯克父”
器物群為目前考古發現所未見，對於
研究春秋時期歷史文化、曾國宗法世
系以及青銅器斷代與鑄造工藝具有重
要的學術價值。

成文物追索返還新案例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表示，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是中國近年來在國
際文物市場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實施
跨國追索的價值最高的一批回歸文
物。文物的成功回歸，是文物部門與
公安機關、駐外使館通力協作，選取
最優追索工作方案共同努力的結果；
是中國依據相關國際公約，在日本政
府的配合協助下，實現的流失日本文
物回歸，為國際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領
域貢獻了新的實踐案例。

600餘件回歸文物將亮相
另據介紹，中國文化和旅遊

部、國家文物局將於9月17日在國家
博物館舉辦“回歸之路——新中國成
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
這是中國首次對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
作成就進行全景式展覽。屆時，曾伯
克父青銅組器將與新中國成立以來回
歸的國寶級文物伯遠帖卷、中秋帖
卷、五牛圖卷等600餘件回歸文物同
場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文物

局10日舉行發佈會稱，通過外交努力和刑事偵查相結合的方

式，成功追索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目前，這組

文物已回到祖國懷抱。文物局表示，這組青銅器為中國湖北隨

州地區春秋早期曾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文物，係國家一級文

物，這組重量級文物將於17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回歸之

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歸成果展”上獻上回歸

後的“首秀”。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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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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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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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
報道）伯遠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圖
卷、圓明園獸首、秦公晉侯青銅器、青
銅虎鎣、王處直墓浮雕、龍門石窟佛
像……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文化部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將
於9月17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回
歸之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流失文
物回歸成果展”。這將是中國首個全景
式展現流失文物回歸工作歷程的展覽，
參展文物一共600多件，來自12個省
市、18個文博單位。

記者從10日舉行的國家文物局新聞
發佈會上獲悉，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
來，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訟、協商捐
贈、搶救徵集等方式，中國已促成了300
餘批次、15萬餘件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
國家文物局於今年年初成立策展團隊，精
心遴選了25個最具代表性的流失文物回
歸經典案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流失文物回歸的歷史性成就進行全面總結
與展示。

珍貴視頻首次亮相
“屆時，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作為今年

最新的追索返還工作成果，將在展覽中予
以重點呈現，為廣大社會公眾獻上回歸後
的‘首秀’。”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
會文物司（科技司）司長羅靜透露，展覽
中還將展示一段非常珍貴的視頻，是周恩
來總理接受民主德國總理歸還“義和團旗
幟”和《永樂大典》的視頻。這一視頻拍
攝後從未公開播出過，此次首次亮相。

“伯遠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圖
等廣為人知的國寶級文物，很多人可
能並不知道，都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通過中央人民政府實施的搶救徵集文
物工作，而重回祖國懷抱、進入公共
館藏的。”羅靜說，展覽通過流失文
物回歸的獨特視角，讓觀眾感受新中
國成立70年來，國家崛起的腳步以及
民族奮進的鼓點。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龔志勇10日
在參加國家文物局新聞發佈會時表示，
2017年以來，公安部先後3次聯合國家
文物局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和文物部門開
展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截至2019
年8月31日，3次專項行動已累計偵破
各類文物犯罪案件1,677起，打掉文物
犯罪團伙 352 個，抓獲犯罪嫌疑人
2,870名，追繳文物1.3萬餘件。其中，
跨國跨境追繳被盜流失文物是公安機關
打擊文物犯罪工作的重點之一。

■■中國成功追回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中國成功追回八件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銅組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曾伯克父青銅組器價值
歷史價值

鑄有“曾伯克父甘婁”之名的青銅器此前從未有發現，這批春秋早期曾
伯克父青銅組器不但對此前的曾國墓葬考古發現有着重要的補充印證作
用，也對研究曾國宗法世系、禮樂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藝術價值

銘文眾多。每件青銅器均有銘文，一共多達330字，其中簋器蓋對銘共
100字，壺器蓋對銘共48字，銘文的字形筆畫圓滑，字體遒勁飽滿，佈
局錯落有致。每器均帶有自名，蘊含着豐富的歷史信息。

科學價值

鑄造工藝極為精緻。通過X光照相技術可以看出，所有青銅器都為範鑄
成型，鼎、甗耳部為直接鑄造，簋、盨、壺等則先鑄出器身，同時耳部
鑄造出銅榫，然後再安裝器耳活塊範，鑄造器耳，體現了中國古代高超
的青銅器鑄造工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娛樂新聞6 ■責任編輯：何佩珊

黎諾懿太粗生粗養
妻特設“入屋條例”

入行近30年需求突破
蓋鳴暉接受粵劇改變

人生中曾“撞板”令人受傷

Sammi： 年紀越大火氣收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

《花椒之味》改篇自張小嫻原著小說

《我的愛如此麻辣》，由鄭秀文

（Sammi）、 賴雅妍與李曉峰演繹

來自香港、大陸及台灣一段同父異

母三姊妹的溫情故事。Sammi本身

跟父母關係密切，但她也坦認以前

自己性格火爆，令他人受傷，不過

隨年紀越大都收了火，更稱現在她

都不懂再“着火”（發脾氣）了！ 鄭秀文戲中演大
姐角色，與兩

位妹妹投緣，電影拍完更成
為好友。Sammi坦言拍這齣戲

很好玩，在於怎樣去處理戲中性
格內斂的角色，情緒要一直處理在收

起的狀態下呈現出人物的內在感覺及立
體感，真的很不容易。在電影末段一場舞

火龍的戲，Sammi 直言自己就將情緒全
“崩”了出來，主要是戲中一直存在對父親的鴻
溝於這刻和解，將自己一直憎恨對方的狀態修復
了。Sammi沒使用聲嘶力竭的方法去演繹，只執
着於那千分之一秒，將對父親釋懷的感覺表露出
來。她說：“我知道很多觀眾看到這場戲，也跟
我有同一樣的感受，都忍不住落淚了。”Sammi
指還有一場她三姊妹在喪禮後相擁痛哭，結果停
機後三人仍哭着停不下來，要花了十幾分鐘才將
情緒平伏：“因這是真實的情感，不可能一cut
機就停到，我沒這種功力，真實的情感不會說眼
淚要收就收！”

Sammi認為親子關係中都包含了愛與恨及
互相的不理解，但終究都是出於關心對方，奈何
不懂表達，令兩代之間發生很多碰撞及摩擦。她
說：“我們很多時面對最親的人明明可以好好
說，出來卻是很差的語氣，所以電影中亦道出是
如何在一些壞了的親情關係中，彼此諒解，以同
理心去和解、原諒，就在親人在生時，做到有話
好好說，即使之間有憎恨也盡量去理解和解，畢
竟人過身了再做什麼也沒用，到時風光大葬亦沒
意思。”

自己又能做到“有話好好說”嗎？Sammi
思考了一會說：“我有好大進步，年紀越大都收
了火，對好多人與事的看法，跟廿幾歲時並不一
樣，過去人生中經常撞板，試過因為自己沒有好
好說，令他人受傷，但通過撞板便知道以後要改
變，這幫到人又幫到自己，不過我都可以再溫柔

一點，以前自己性格太火爆又急躁，現在要我火
爆都難，收了火，都不懂再着火了！”

父母的經驗啟發到自己
Sammi本身是個孝順女，跟父母關係密

切，在家中她也是一個直白的人，對父母很熱
情，採用西式的相處：“我父親就像我人生的
榜樣，他克服了人生很多的困難，即使在身體
狀況不好時仍懂得用正面思想思考人生，這些
都很值得我好好學習。”Sammi更自言在家中
是一團火，對家人熱情如火，從小已跟父母什
麼都談，私人感覺和煩惱父母都會知道。直到
長大後，自己亦開始分析父母的教導。她說：
“每個父母親都未必是完美，而且會有自己的
看法，長大了回望，未必同意他們的人生觀，
但會去尊重每個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他們人
生經驗對子女都會有所啟發，成為自己的座右
銘。”Sammi讚揚父母親說：“媽媽今年八十
歲，依然喜歡學習，現仍會打開書學英文，她
只讀到中三，就因為好學，她跟賓傭姐姐都溝
通得很好，甚至會傾心事，她又愛玩手機緊貼
時事，不會與時代脫節。至於父親擁有一份堅
毅，我的堅毅亦來自父親，他還有藝術細胞，
喜歡收藏古董，亦愛字畫和音樂，我可能都是
得他的遺傳。”

賴雅妍跟家人為小事吵架
賴雅妍表示跟媽媽的關係像戲中角色一樣，

有時因為太親近反而起衝突。她解釋：“這不是
不愛對方，不是不關心，只是用了罵的方式，其
實都是關懷，要是能夠好好說，就不會起紛
爭。”但還好她跟家人只是為小事情吵小架，她
指知道很多觀眾看完這部戲後會想第一時間致電
給父母來個問候，跟家人擁抱一下，這電影就是
讓大家去釋懷，在撕裂的家庭狀況裡面可以重新
找回一種愛，找回家的感覺。

■■蓋鳴暉蓋鳴暉■■ 戴祖儀倒立時被逼供如何使用獎戴祖儀倒立時被逼供如何使用獎
金金。。

■■ SammiSammi
與賴雅妍投與賴雅妍投
緣緣，，拍畢電拍畢電
影後成為好影後成為好
友友。。

■■ SammiSammi
指其堅毅指其堅毅
來 自 父來 自 父
親親。。

鄭秀文：
化 妝 ： Ｒicky Lau from

Zing Make up
School

髮型：Joey Hui from Hair
Culture

Styling： Tang Lai from
Formz.

服裝鞋履：
GANNI、 Zadig & Voltaire
@ithk、 Charles&Keiths

場地：The Park Lane Hong Kong a Pullman Hotel

賴雅妍：
化妝：謝易珊
髮型：劉冠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黎諾懿、麥美恩、鄧佩儀（Glo-
ria）、許文軒、戴祖儀及黃庭鋒，

10日出席TVB節目《長命不老》記
者會，Gloria與戴祖儀即場示範使用
倒立機，剛貼中港姐三甲贏了廿萬
（港元，下同）獎金的祖儀，倒立
時被逼供如何使用獎金，她笑言會
用8萬8給諾懿祈福。

談到養生之道，黎諾懿表示好
注重飲水，只飲鹼性水：“家裡有
部水機淨化氯氣，因我太太皮膚敏
感，未裝水機前試過皮膚發紅及一
塊塊，醫生話是甲醛毒，現在所有
敏感症狀都沒有，好彩沒遺傳給兒
子。”諾懿笑言自己粗生粗養，以
前會飲用自來水：“同太太拍拖時
她還以為我開玩笑。”他笑指如果
兒子粗生粗養，太太一定不放過
他，並自爆以前太太要他遵守的入
門規條，例如不能穿外出衣服上
床，入門前脫鞋及要洗手，現在

“入屋條例”就變鬆了一些。

鄧佩儀19歲開始養生
Gloria 表示由19歲開始已養生，

經常飲杞子紅棗茶、戒吃煎炸辛辣食
物、及戒醬汁，只間中飲珍珠奶茶，
出於飲食會影響皮膚及身體狀態，如
果亂吃東西真的馬上爆瘡及欠光澤。

問到若與男友約會怎辦？她笑
說：“我會揀破戒日至去約會，若果
男友夠愛我，相信可以包容這習
慣。”雖然“揀飲擇食”，但Gloria
卻未有因此而經常下廚，笑言外賣食
物都可以很清淡，最愛吃清淡的米
線，她又說：“我已經有7年沒吃過
辣，一年最多兩次火鍋，都是用清湯
而且不沾醬，若果同朋友出街食飯，
如果那食物不夠健康，我會齋飲不
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粵劇名
伶蓋鳴暉的鳴芝聲劇團為慶祝婦女委員會
25周年，將會假新光戲院舉辦多場慈善折
子戲，並會加開早場，演出四套折子戲，
其中兩日要演四場戲，每
日戲曲不同，對蓋鳴暉而
言也很辛苦。

她坦言：“一定有試
過發台瘟，腦裡空白一
片，幾秒完全想不起任何
事，遇到這情況，我通常
胡亂找些對白或歌填下
去，要較執生，幾秒先回
魂，希望不要太狼狽，一
般情況觀眾不知我唱錯，
只有自己和樂師知。”

蓋鳴暉於明年便入行
30年，她指30年來沒停過
唱戲，很值得紀念的事
情，也要自我反省，高處
不勝寒，要知道創業難，

守業更難，必須突破自己做得更好，她
稱：“粵劇是較為傳統藝術，不可以太過
誇張和離題，我也看過不少新派的話劇和
舞台劇式粵劇，好多時在佈景上多用

LED、投射效果，年輕人都喜
歡看新鮮事物，但長者觀眾依
然喜歡保留傳統一面，不是太
追求華麗佈景，所以我接受2
至3成的科技效果，其他應該
保留下來。”

說到為吸納年輕戲迷，李
居明會把經典劇目改編，試過
注入“同性戀”元素，蓋鳴暉
稱 ：“ 他簡直前衛，我接受
到，作為演員要接受到改變，
況且情節不過火，只是略過一
下，人間包含好多情，不可不
面對，做戲只是一種表演程
式。我沒有所謂，做演員是要
豁出去，最重要是不猥瑣，健
康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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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星林哲熹凭藉著电视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爆红，更

入围了本届金钟奖最佳男配角

奖，他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虽

然大家都说自己爆红，但自认没有

想像中那麽夸张。回忆起当时曾实

地去医院实习，透露病患和他分享

服药的心情，林哲熹坦言听到病患

诉说，心中相当震撼，因此在饰演

罹患思觉失调症应思聪这个角色时

，把病患过的痛苦与纠结情节一一

演出，感慨「病患们只能走一步算

一步，活一天算一天。」

在金钟奖入围公布当下，

林哲熹与经纪团队正在开会，

还拍下影片记录自己当下反应

，他笑说如果没入围，就纪录

自己失落的样子，「不论开心

或难过，仅想记录自己重要的

瞬间。」他爸妈当时人在义大

利游玩，也不理会时差，得知

儿子入围立即传了讯息：「你

是我们的骄傲」，让林哲熹收

到简讯后红了眼眶。他透露，

《与恶》的主演温昇豪也有传

讯息给他互相恭喜，2 人皆以

《与恶》入围金钟奖最佳男配

角奖，「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参

与金钟盛会！」

至于有无开始研究强运法

宝？林哲熹笑说自己没有特别

去研究穿红内裤等增强得奖运

的方式，认为这样反而会更有

压力，「一切交给评审。」自

己也还没梦到没有得奖的梦，

近期反而趁工作空档，休了出

道3年以来第一段长假，甚至兴

起想去冰岛看极光的念头，只

因为年初看到了韩星河正宇的

访问，深受他「走路哲学」的

影响，透过身体的感受，把被

自己遗忘的嗅觉、疲倦等生活

感官透过走路重新唤醒，体悟

到万事万物都要从最根本基础

思考的重要性。

林哲熹入圍金鐘男配不認爆紅
爸媽這樣說讓他眼眶紅爸媽這樣說讓他眼眶紅

新片《陪你很久很久》9

日记者发布会，邵雨薇、蔡瑞

雪两大美女担纲，与李淳展开

一场清纯三角关係。北一女毕

业的蔡瑞雪初次尝试演戏，以

正妹房东的特殊角色登场，跟

演活《楼下的房客》「颖如」

一角的邵雨薇尬戏；而李安导

演次子李淳初次扛男主角，痴

情男形象与《目击者》中的阴

沉大不相同。

邵雨薇、蔡瑞雪、李淳 9

日来到台北育达商职，引来台

下粉丝尖叫声不断，不少男生

向蔡瑞雪挥手告白。李淳回忆

拍片过程，最有趣的是跟高中

生玩枕头大战，「她们有点太

冷静，」所以要用一点撩妹金

句逗学生笑，邵雨薇笑说：

「他们后来全都玩开了。」李

淳还不小心吸进枕头的羽毛，

算是拍片比较辛苦的地方。

发布会上跟同学们玩起摺

纸飞机，三位主角到台下互射

纸飞机，并挑出三位同学上台

分享在纸飞机上写下的感谢，

邵雨薇唸出「亲爱的，谢谢你

们陪我很久很久，从我小时候

不懂事，现在我成年了，也遇

到对我很好的人，爱你们！」

温馨的话语说出平常难为情对

父母的谢意。

新片《陪妳很久》
邵雨薇、蔡瑞雪比美

姚爱寗有双圆滚滚、灵气

的大眼，亮丽的外表，让她一

出道主演电影「共犯」就抓住

观众眼球，拥有一出生就是要

吃演员这口饭的本质，大学时

期还多达 5 间经纪公司上门询

问签约，她自认慢熟、怕生，

一口气回绝邀约，但她的爸妈

却与她持反对意见，成为她踏

上演艺之路的推手。

姚爱寗透露小时候爸妈就

栽培她学多种才艺，举凡跳舞

、芭蕾、画画、爵士鼓，还当

过孩童模特儿、走过秀，但她

都蜻蜓点水的学习，主因是太

懒，直到大学接触摄影，才开

始找到此生兴趣，她目前有 6

台相机，先前拍摄「带我去月

球」时，还特别准备了几卷底

片，边拍电影边纪录，恰巧角

色也需要，因而让她越玩越深

入，有缘的是，由于她热爱摄

影也认识了川岛小鸟，进而开

启了日本这块市场。

姚爱寗在日本拍摄不少广

告、戏剧，在当地小有人气。

她透过川岛小鸟认识有村架纯

，私下进而成为好友，她形容

对方是安静温暖、善解人意的

人，她透露有村架得知她到东

京深造时，还主动约和咖啡，

照顾来自异乡的她，让她备感

窝心，目前她们仍保持联繫，1

年至少见一次面。

此外，姚爱寗前阵子与日

本女星大原樱子合作日剧「溼

透侦探 水野羽衣」，因戏成为

好友，日前大原樱子到台湾拍

摄宣传短片，姚爱寗善尽地主

之谊，带著她嚐了台北正宗黑

糖珍珠奶茶、青蛙撞奶，一直

很注重环保的她提到，和製作

团队讨论在买珍奶的桥段时，

还加入宣导自备环保杯和吸管

，让她相当满足。

姚爱寗5公司抢著要
爸妈成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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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未來等妳》
眾主創分享成長感悟

劇集《誰的青春不迷茫之我在未來等妳》

在北京舉辦了觀影會。主演李光潔、費啟鳴、

孫千、張植綠現身觀影會，分享了各自對青春

成長的感悟。

《我在未來等妳》根據劉同同名小說改編

，由薛淩執導，李光潔，費啟鳴，孫千，辛雲

來，徐婕，張植綠主演，講述了壹個37歲的

自己對話17歲的自己雙視角青春的故事。37

歲的郝回歸（李光潔飾）中年失意，諸事不

如意，機緣巧合回到了1998年，成為了正處

在青春迷茫期的17歲自己——劉大誌（費啟

鳴飾）的班主任，兩個自己展開了壹段奇妙的

師生旅程，從不同的視角看待青春和成長的煩

惱與遺憾。

談及劇中獨特的“雙視角”模式，劉同

表示靈感來自於《誰的青春不迷茫》中自己

的日記。當時，看到每篇日記後面都是30歲

的自己寫給曾經的自己的話，頓時萌發了

“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以前的我的假想”，於

是就有了37歲的郝回歸遇到了17歲的劉大誌

的設定，從17歲“正經歷”和37歲“回首望

”的兩個不同的視角，闡述了青春的煩惱、

成長的遺憾。

《我在未來等妳》中，雖說李光潔和費啟

鳴共同飾演了壹個角色，但二人卻體驗了截然

相反的出演經歷。起初，出於劇本、題材等方

面的擔憂，劉同認為邀請李光潔出演幾乎是件

不可能的事，甚至還在見面前壹度喝酒壯膽，

沒想到李光潔非常痛快的答應。另壹位主演費

啟鳴的定角之路卻十分坎坷，雖從照片上來看

“很劉大誌”，第壹次試戲臺詞沒有錯壹個字

且演技還可以，但因其頂著網紅的帽子，還是

讓劉同發出質疑：“不能用網紅”。很久之後

再次試戲，零基礎的費啟鳴突破自己、精準地

還原了劉大誌，並用努力和專業征服了現場所

有人，劉同也給予了充分認可：“突破了以往

的觀念”。

談到青春，李光潔表達了自己的認知：

“曾經認為青春迷茫仿徨、壹無是處，甚至想

問為什麽要拍青春片。我沒有青春過，17歲就

長這樣了，拍完後逐漸意識到，有了青春的迷

茫和仿徨，才有了現在的堅定和勇敢”。被問

到跟大誌是否相像，費啟鳴不忘自我調侃：

“無畏和熱血的沖勁跟大誌很像，只是我17歲

的時候沒有劉大誌瘦，那時候正是我發胖的年

紀。”

至於二人共同飾演同壹個角色，劉同給出

答案：“他們真的好像，接觸了之後覺得他們

很簡單，再加上李光潔比費啟鳴高，符合角色

的設置。”

《流浪地球》的導演郭帆應邀來到觀

影會現場，與同在流浪劇組的李光潔進行

了互動。李光潔表示《流浪地球》就是自

己的青春，拍完就老了，並且現場蹭郭帆

的熱度，發布《我在未來等妳》“流浪地

球版預告片”，郝回歸太空指導劉大誌數

學題。在現場，郭帆也分享了自己對這部

劇的看法：“現在也會成為過去，要珍惜

現在，珍惜這些觀眾，珍惜我們每壹次的

見面擁抱。”

《老酒館》戲裏戲外 都是講究
正在播出的《老酒館》收視持續

攀升，北京本地收視率已經破8。

《老酒館》導演劉江在接受采訪時坦

言，當初在看到《老酒館》劇本時，

自己壹下子就被擊中了：酒館雖小，

卻濃縮了百態乾坤，“我看到了懸

疑，看到了浪漫，看到了人生百味，

看到了民族大義，雖說劇中講的是過

去的故事，但它關照了當下，反映的

是我們今天需要的東西——做個講究

人，做個有情義的人。”

在劉江導演看來，《老酒館》

的格局非常大，“它既是線性的，又

是單元的，每個人物是獨立的，是獨

特的傘性結構。”初看《老酒館》大

綱，壹個個人物小傳映入劉江的眼

簾：寬厚仁義的陳懷海、英姿颯爽的

谷三妹、快嘴仁心的說書人杜先生、

抗日好漢老北風、鐵骨錚錚的東北義

勇軍馬旅長……在劉江眼中，《老酒

館》就是壹幅《清明上河圖》：“每

個人物身上都有閃光點，都是講究人

，講情義、俠義、大義。”

戲中人物講究，戲外的演員更

講究。首次與陳寶國合作，劉江直

言：“不能更佩服！我會經常跟我

身邊的朋友說，為什麽寶國老師能

紅40年？他太認真了，這是實打實

的真心話。”600多場戲的臺詞，

陳寶國第二天到現場脫稿演，“壹

個字沒變，但是全是自己的語氣。

這可不是記性問題，它是壹個融會

貫通的問題，是功底的問題，功夫

已經下到那了。”不僅如此，有時

候陳寶國的嚴謹與細致令本身就很

細心的劉江都自嘆不如：“我的習

慣是會想得很細，結果發現，寶國

老師比我想得還細，而且很多地方

是他提示我，要不然我都差點走岔

了。”比如劇中陳懷海叢林復仇的

情節，人物從城市到荒無人煙的山

林中，劇本中沒有過多去描寫復仇

的心理，但陳寶國自己提出來在當

時那種殘酷的生存環境下，人物性

格會變得冷酷而敏感，可謂壹語道

醒夢中人。

“每個演員都在片場拿出看家

本領來演，作為導演妳不需要用多

余的精力去說別的，就看好演員齊

聚壹堂，錦上添花。”回憶拍攝過

程，劉江說，不但陳寶國

場場脫稿走戲，程煜與秦

海璐也是如此，其他演員

同樣毫不懈怠，83歲高

齡的老戲骨牛犇為了表現

出角色的硬氣，堅持在落

雨成冰的天氣中赤腳走路

。演員寒青與王曉龍在劇

中飾演的是壹對聾啞患難

兄弟，從接到角色任務開

始，他們壹個裝啞巴不說話，壹個

裝聾子聽不見，泡在特定環境裏體

驗生活，足足堅持了兩個多月，成

效十分顯著。如此兢兢業業的演員

班底讓劉江欽佩又感激。

除了戲裏戲外的講究人，《老

酒館》在制作上同樣不含糊。雖然

執導年代劇的經歷並不豐富，但劉

江導演在拍攝《老酒館》時，從前

期的布景搭建、人物造型設計，拍

攝時的鏡頭調度、影調把控，到後

期現代化風格的音效配置，事無巨

細，親力親為。由於無法在大連取

景，只能在天津影視城搭景，幕後

團隊包下來整個影視城全部改裝，

以編劇高滿堂記憶中的興隆街為靈

感基礎，嚴格遵循歷史中大連城市

建築的風格進行設計，甚至細化到

了每條街道。劇中塵土飛揚的土路

，都是在影視城水泥路的基礎上鋪

上了沙子產生的效果。

劇中陳懷海在原始森林復仇的

情節，為了最大限度地還原細節真

實，劉江帶領攝制組特意到牡丹江

旁的原始森林中取景，“我們是住

在農場裏面，每天從農場到拍攝場

地開車壹個小時，走路半個小時，

然後才到我們要拍攝的地方。林子

每天下午不到四點就沒有光了，只

能收工，工作強度相當大。趕上下

雨，道路泥濘，真是拍得非常艱

苦。”篇幅很短的幾場戲足足拍了

20多天，劇組上下都精疲力竭，劉

江卻直言：“很值得，在哪兒也拍

不出那種原始森林的效果。”

電影《攀登者》：攀登主流大片新高度
海闊心無界，山高人為峰。

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在每壹個

懷有偉大夢想的中國人心中，總

會有那麽壹座夢想的山峰，無論

多高多險，都會讓人傾盡全力而

去攀登、去征服。

兩次登頂珠峰
鑄就攀登精神
作為世界第壹高峰的珠穆朗

瑪峰壹直是攀登者心中的聖地，

而與攀登珠峰有關的“小人物”

和“大事件”更是枚不勝舉。然

而，有那麽壹群攀登者，在那個

特殊的年代，與登頂珠峰結下了

不解之緣，寫就了壹段感人至深

的傳奇歷史和英雄事跡。

上世紀50年代，英國和瑞

士登山隊先後從尼泊爾境內的

南坡成功登頂珠峰。但在中國

境內的北坡，始終無人自此登

上世界之巔，以至於人們得出

結論，想從北坡攀登這座“連

飛鳥也無法飛過”的山峰，

“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於外界認為的不可能，不

屈艱難、勇於挑戰的中國人在

1960年從“人類無法逾越”的珠

峰北坡成功登頂珠峰，第壹次讓

五星紅旗飄揚在世界最高處。遺

憾的是，由於缺乏登頂的影像資

料，國際上始終對我國成功登頂

珠峰存在懷疑之聲。

為了破除“1960年中國人是

否登頂”的爭議，在體育領域彰

顯形象和民族精神，寄托國人對

於祖國的美好希望，時隔15年

後，中國登山隊於1975年再次向

珠峰發起沖刺，第二次完成了北

坡登頂這壹不可能的任務。

這壹次，中國登山隊還實地

勘測出屬於中國自己測量珠峰的

“中國高度”，在“不可逾越”

的巖石路段首次安放了被稱作

“中國梯”的金屬梯，並將書寫

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登山隊”的

紅色覘標豎立在珠峰頂上，成為

中國登山隊北玻登頂珠峰的“鐵

證”。

他們懷揣著赤子之心，肩負

著祖國的重托，用血肉之軀承受

著超越生理極限的挑戰，創造了

壹段不朽的雪峰傳奇，詮釋著堅

韌不屈、迎難而上、勇攀高峰的

攀登精神，正是這種攀登精神成

為中國精神的壹部分，展現了篤

定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意誌，增強

了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創作時代精品
勇攀文藝高峰
如今，攀登精神沒有隨著時

間流逝而淡漠，而是歷久彌新

，得以傳承和發展。每壹位中

國人都是攀登者，每個人都肩

負不同的使命，懷有不同的願

望，在各行各業攀登著屬於自

我的夢想高峰，展現著永不言

棄的中國精神。

作為“文藝攀登者”的上海

電影（集團）有限公司，用心用

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推出謳歌

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

品力作，精心創作出影片《攀登

者》。

該影片以1960、1975年中國

人兩次從珠峰北坡登頂的真實歷

史事件為背景改編而成，用“影

像的力量”追憶英烈致敬英雄，

弘揚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凝聚

了上影幾代人堅守高質量創作的

心血。

為了真實再現中國登山英

雄們勇登珠峰的事跡，從劇本

創作，到演員挑選，再到實際

拍攝，創作團隊到西藏親身體

驗、實地取景，力求以最真實

的畫面、最真摯的情感、最真

情的語言去還原那段令人難忘

的歷史，讓影片真正成為壹部

講述攀登精神、傳承攀登精神

、弘揚攀登精神、踐行攀登精

神的文藝精品，壹部經得起人

民評價、專家評價和市場檢驗

的精品力作。

《攀登者》填補了國內登

山題材影片的空白，以東方敘

事的美學風格，講述了共和國

幾代登山人的英雄故事。致敬

登山英雄，也是在致敬新中國

不斷前行中的各行各業的攀登

者。壹個民族的復興、國家的

強盛，需要所有人向著同壹個

目標努力攀登。

正是借助文藝創作等多種形

式，讓中國人的攀登精神能夠壹

代代傳承下去，能夠在壹次次時

代變革中歷久彌新，成為我們民

族基因和精神族譜的重要組成部

分，深深融入中華民族每壹個人

的血脈和靈魂，成為中國人民豐

富的精神滋養。

新時代新發展，勇攀新高度
70年來，中國橋、中國路讓

“天塹變通途”，讓中國有了

“當驚世界殊”的“中國跨度”

，攀登上了世界橋梁建設高峰；

70年來，中國高鐵、中國超

級計算機跑出了世界第壹的“中

國速度”，讓中國攀登上了世界

速度建設的高峰；

70年來，中國探鉆、洋底下

潛鐫刻下壹個又壹個“中國深

度”，讓中國攀登上了世界科技

發展的高峰；

70年來，神舟飛天、嫦娥探

月讓中國有了航空航天的“中國

高度”，攀登上了世界探索宇宙

的高峰……

壹項項中國成就，壹個個中

國標準，壹次次中國發展，無不

呈現著偉大的中國式創新，彰顯

著偉大的民族攀登精神！

在新時代，我們必須永遠保

持攀登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狀態和壹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為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奮勇前進。

因為懷有偉大夢想精神的中

國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

總能登頂；路再長，走下去，定

能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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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故事發生在1862年的倫敦近

郊，主要圍繞James Glaisher(埃迪· 雷

德梅恩飾演)展開。他是壹位頗有抱負

的年輕科學家癡迷於氣象預報的想法

。可是他無法為自己的熱氣球探險提

供資金，也沒法說服同事讓他帶著自

己的研究壹起升空。於是James設法去

見了Amelia Rennes (菲麗希緹· 瓊斯飾

演)，壹位喪偶但是具有超無畏冒險才

能的經驗豐富的飛行員。

影片通過他們的初次飛行旅程慢

慢展開（這段旅行中，他們出乎意料

地攀升到了3.8萬英尺或者是11580米

），中途閃回到各自的家庭生活。對

於 Amelia 包括壹個不贊同她的妹妹

（菲比· 福克斯飾演），還有她已故丈

夫（文森特· 佩雷斯飾演）的悲劇故事

；而James則包括壹個挑剔責備的父親

（湯姆· 康特奈飾演），不斷和日益嚴

重的癡呆作鬥爭。

對於那些想要對影片單個細節進行

剖析和價值評判的人，可能對於這壹點

感到奇怪，那就是雖然雷德梅恩的角色

是基於同名的真實歷史人物，而影片中

的遠征也的確發生過，但是瓊斯的角色

則是合成的，她並不是那次旅程中

Galshier的同伴。那這是否會從本質上

讓《熱氣球旅行家》變成騙局？還是說

，這種性別互換僅僅是推動熒幕性別平

等的壹個手段，也許會讓壹個歷史故事

具有更廣泛的吸引力，而不僅僅是用電

影敘事來講述？每個人對此的看法可能

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壹致。

正如標題所寫的，《熱氣球飛行

家》講述了壹個相對簡單並且中規中

矩的故事，但確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哈伯用壹種在有趣人物細節上慢慢著

色的方式構思了這部影片，此外值得

贊揚的是，影片並沒有將壹段可以預

見的浪漫關系強加給主角。

從技術層面上來說，《熱氣球飛

行家》也非常靠譜。在大銀幕上呈現

故事時，影片采用了大量特寫鏡頭來

迎接和展示個人表現力的強大力量。

在這裏，瓊斯和雷德梅恩彼此間的熟

悉和給對方的支持，加上他們各自的

卓越給這部影片帶來壹種宣泄式的釋

放效果。攝影師George Steel與哈伯合

作帶來了壹部視覺上精美的影片，將

自然主義色調和先進的三維動畫技術

完美融合。

剪輯Mark Eckersley幫助制作了壹

系列令人坐立難安的場景。在完美串

聯的電影片段中，有壹個場景是飛行

家們在17000英尺（5181米）的高空遇

到壹大群遷徙的蝴蝶；還有壹個場景

是凍傷的Amelia爬上不斷上升也不穩

定的熱氣球頂部，想要松開關鍵的地

方釋放出氣體，好讓熱氣球下降。

在某些觀眾看來，《熱氣球飛行

家》的核心冒險內容可能有點老套，

但它的確稱得上是壹部演技精湛的影

片，還有許多緊張刺激和驚險的場景

。相比於審查這個精心制作的小故事

，觀眾可以做的可能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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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迷人的冒險故事改編自令

人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這趟創紀

錄的熱氣球之旅的發現之壹是了解

大氣層的不同層次。《熱氣球飛行

家》由湯姆·哈伯擔綱導演和聯合編

劇，將《萬物理論》（2014）的團

隊埃迪·雷德梅恩和菲麗希緹·瓊斯

再次組合，收效明顯。

憑借其主演親切和藹的魅力和

獨特吸引力，影片和刺激的體驗

式效果相連接，很大程度上就是

壹趟適合電影的感官之旅。而亞

馬遜工作室當時是將其作為待售

劇本買下，並希望在被流媒體的

在線平臺打敗之前有限上映，這

樣的策略就顯得有點匪夷所思。

當然對於很多喜歡單純懷舊娛樂

的粉絲來說，《熱氣球飛行家》

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

自從加拿大華裔男星劉思慕當選

漫威首部華裔超英電影《尚氣》男主

後，壹直備受爭議，網友甚至直言劉

思慕“太醜”，這次選角體現了長期

以來好萊塢對亞裔角色的刻板印象。

日前，《尚氣》導演德斯汀· 克裏

頓在多倫多電影節接受外媒采訪時透

露了選擇劉思慕的原因。“他很棒，

”克裏頓簡潔地說道。“當那個正確

的人出現時，這變成壹個無法定義的

事情。每個人意見達成壹致，大家真

的都很興奮。”

另外，克裏頓還被問“驚奇隊長

”布麗· 拉爾森是否有可能出現在《尚

氣》中，畢竟克裏頓和拉爾森此前曾

多次合作，包括《玻璃城堡》《少年

收容所》，以及即將北美上映的《正

義的慈悲》。

“我覺得，永

遠有位置留給拉爾

森。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看吧。”他

回答道。

當被問及如何

塑造電影角色之類

的東西時，克裏頓

回答道：“對我來

說，塑造任何東西

都是壹樣的——我

通過角色，尋找故

事；我通過觸動我

的事情，來探尋主

題。”

漫威影業還招

募了《神奇女俠

1984》的美籍華裔

編劇達夫· 卡拉漢

姆擔任《尚氣》編劇，希望可以讓影

片達到《黑豹》的高度，讓大家熟悉

這位“融合了亞洲與美國亞裔主題的

新英雄，由亞洲與美國亞裔影人共同

打造”。

克裏頓來自於夏威夷的茂宜島。

目前公開資料並未透露他的種族，不

過外貌上來看偏東亞。

《尚氣》導演透露為何選擇劉思慕
湯姆· 漢克斯主演

新片《鄰裏美好的壹

天》今天正式亮相多

倫多電影節，海外評

分網站口碑也隨之出

爐。截止發稿時，該

片的爛番茄新鮮度高

達100%，19個權威媒

體評價“全鮮”。me-

ta均分80，基於8個媒

體評分，其中7個為正

面評價，1個中立，零

差評。從這個成績來

看，該片很有可能會在頒獎季上大有

作為。該片將於11月22日在北美上映

。

湯姆· 漢克斯的表演壹如既往的飽

受贊譽，被認為是扮演羅傑斯的“最

佳人選”，而他的表演也精準展現出

了人物的“迷人魅力”。

女導演瑪麗埃爾· 海勒執導的這部

影片“令人舒適“。然而這種“舒適

感”可能並非所有人都會喜歡，

《Time Out》就指出影片有些“天真

”和“無聊”了。

《鄰裏美好的壹天》不是壹部傳

記片，湯姆· 漢克斯奉獻了精彩的演出

。瑪麗埃爾· 海勒創作了壹部動人且迷

人的電影，關於心事，她為我們上了

壹堂課。漢克斯和馬修· 瑞斯，以及蘇

珊· 卡萊布· 沃森和克裏斯· 庫柏的表演

令人信服和驚嘆。這部電影適合任何

年齡的觀眾。對於認為羅傑斯的電視

形象只是壹種表演的人們來說，事實

並非如此，漢克斯展現出了壹個為取

悅所有人而盡心竭力的人的本質，它

真的是壹部令人愉悅的電影！

"鄰裏美好的壹天"表演精彩
漢克斯新片多倫多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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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军"的由来，最艰难的地方成就骁

勇善战军人

公元640年，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

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辖下部队即称

安西军。

"安西军"是大唐帝国的精锐部队，

其兵力最盛时为两万四千余人。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为进一步拓展西域。皇帝任命阿史那社

尔为昆丘道大总管，契苾何力、郭孝恪

为副大总管，征发铁勒、突厥等部十余

万骑兵，进讨龟兹。次年龟兹都城被攻

下，唐军主力追歼残敌，郭孝恪负责留

守，但因大意被该国国相那利引兵袭击

而亡，郭孝恪成为了第一位战死的安西

都护。郭孝恪虽亡，但这次战争唐军大

胜，不仅攻灭了龟兹，还擒杀了焉耆国

王，逼服了于阗等国，威震西域。安西

都护府也迁到了龟兹城，同时唐军在龟

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地修城、驻军

，安西四镇就此形成。

历史中的"安西军"到底有多牛？

初唐时期，安西都护府的两任都护

都是将军出身，虽然长期只有数千兵力

镇戍，但安西军战斗力极强。郭孝恪所

任都护时，时常以两三千人的兵力深入

焉耆等地作战，也屡战屡胜。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

与大食古乌孙扶植傀儡政权阿了达为拔

汗那国王，并击败了正牌国王遏波之，

后者向安西都护府求救。时任安西都护

府巡察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说"不救则

无以号令西域"，随后得到安西军指挥

权，统率万余精兵长途进击。安西军向

西挺进上千里，一路攻克上百个据点，

并在当年十一月攻克阿了达都城。此后

，张孝嵩传檄诸国，大食、康居等八国

莫敢与之争锋，安西军声威大震。

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以高

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一万安西军进讨

小勃律（今克什米）。

诗人岑参当时就在安西军中，对高

仙芝所部，著有诗词描述"都护新出师

，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

光；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

官军，天威临大荒"。

安西军得令后潜行百余日，过疏勒

，翻葱岭，越播密川，突然出现在了天

险连云堡城下，城内敌军根本没想到唐

军如此迅速，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使安

西军取得"杀五千人，生擒千人，馀并

走散，得马千馀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

"的战果。

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安

史之乱爆发。中原军队久废军事，缺乏

战斗力，难与安禄山的军队抗衡。为了

平定叛乱，数万安西军精锐被派往中原

，只有数千人戍守西域。

安西军精兵投入到平叛战场上后，

立即显示出了强大战斗力。在收复长安

一战中，叛军以精骑冲击唐军，使唐军

主力不得列阵。这时李嗣业"袒持长刀

，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

之后，安西军"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

斧堵进，所向无前"。此战，安西军与

友军配合，"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

，填涧壑死几半，贼东走，遂平长安"

。之后，安西军又收复了东都洛阳。

大唐漠北最后的安西军，最后的荣誉，

所有军兵连升七级

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安

史之乱爆发。中原军队久废军事，缺乏

战斗力，难与安禄山的军队抗衡。为了

平定叛乱，数万安西军精锐被派往中原

，只有数千人戍守西域。

当时吐番觊觎西域已久，趁着唐朝

边防兵力抽调，内部大乱，出兵攻占大

唐连接西域的甘肃地区，掐断了西域与

中原的唯一联系。

东望是长安，西看是唐土，中间是

敌军，这便是当时安西军的处境。

公元766年，数千孤军开始独守西

域。

为了在当地宣示大唐主权，舞军民

士气，"安西军"铸币"大唐建中"。

大唐建中的钱币铸字，是要告诉更

多的人，这里还是大唐领土，我们仍是

大唐子民。

而古代的钱币铸字，一般都是"国

号/年号"加"通宝"之类的用词，唯有"大

唐建中"铸币是例外，它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铸有国号加年号的钱币。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郭昕

联合李元忠派遣使者绕道回朝奏事。

公元781年，即建中二年，西域秘

使才与长安联系上。

本以为"安西"、"北庭"早已失守的

德宗皇帝，满朝文武这才知道，西域还

没丢，将士们仍在戍守大唐边境，闻者

无不沧然落泪。

德宗皇帝对安西军进行了隆重嘉奖

，封李元忠为 北庭大都护，郭昕为安

西大都护，所有军兵连升七级，这在大

唐帝国是前所未有的封赏，这也是安西

军最后的荣誉。

孤悬西域抗敌42年后，永不投降，

最后的安西军全军覆没，白发苍苍的将

士一生都没有等来援兵。

公元790年，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

沦陷，残兵从城里逃出，变成流民。此

时西域只剩龟兹和西州。

龟兹和西州，两城互为犄角，互相

运送军费，共同地域强敌。

公元 791 年，西州沦陷。这便是

《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影片的开

头故事，最后一次运送军费，就发生这

两城之间。

公元808年，吐蕃军队举倾国之兵

进攻安西都护的门户重镇龟兹，最后大

唐将士全部战死，安西都护府灭亡，西

域被吐蕃占领。

安西四镇已经孤悬异地42年，精壮

的安西军早已战死阵亡，此时郭昕所率

领几千名安西军，是由一群须发皆白，

以及安西军遗孀妇孺组成的安西军，虽

然他们已经不再矫健，但颤抖的双手依

然举起了刀枪……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安西军为大唐

守卫边境，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

境

中与吐蕃展开了持久战，最后的安

西军全部将士以身殉国。孤悬西域的安

西军，一生都没有等来援兵。

《长安十二时辰》里，第八团在烽

遂堡与敌军鏖战，220人在援兵不至，

弹尽粮绝的困境下，只有9人存活下来

。

最后郭昕在战斗中战死，以身殉国

，安西军与大都护郭昕用铁和血，诠释

了他们对大唐帝国最后的忠诚。

在历史上，"安西军"被誉为大唐帝国

军队的荣耀，而大都护郭昕也被后世誉为

勇猛作战和爱国之躯的"铁血郡王"。

至此，安西军，结束了悲壮的历史

进程。

孤军抗敌半个世纪
大唐帝国最精锐
部队——安西军

安西军，《长安十二时辰》里，张小敬所属第八团的原型。

在《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短短16分钟的影片，却看得许

多人热泪盈眶。全军覆没的安西军，写尽了大唐荣耀。

"安西军"，一支在中国历史上既辉煌又悲壮的铁军，它在创

造过举世的辉煌之后，悲壮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今天我们

来聊一聊"安西军"背后的故事。

望着宁远城下后金将士中炮哀号倒

地，努尔哈赤没有克制红夷大炮的利器

，只好无奈退兵返回沈阳。

1626年，努尔哈赤在兵败宁远的郁

郁中病死，八皇子皇太极登上汗位。继

承汗位的皇太极带几位贝勒进入后宫，

逼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殉葬。阿巴亥

含着泪要求诸王：恩养自己的儿子多尔

衮兄弟。

皇太极没有背弃诺言，第二年就封

多尔衮为贝勒。多尔衮天生就是为战争

所生，极具军事才能，17岁随皇太极

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

“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

18岁多尔衮带后金率军绕道从长

城龙井关（河北省迁西县）进入明朝边

境，围攻北京城，败袁崇焕、祖大寿援

兵于广渠门外，又歼山海关援兵于蓟州

。此后名震明军，明军将领皆恐遭遇多

尔衮。

20岁多尔衮随皇太极攻打大凌河

城，多尔衮亲率骑兵在队伍的最前方奋

勇冲锋，几次险些被城墙上密集的炮火

击中而亡。事后，皇太极严禁多尔衮亲

自冲锋。大凌河城之战后明军在关外的

精锐已不复存在，加速了明亡清兴的历

史进程。

1631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多尔衮

受命掌吏部。多尔衮经过皇太极的提携

培养，已开始显赫朝廷。

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等人率军

远征蒙古察哈尔余部，蒙古末代大汗与

太后献传国玉玺投降，多尔衮带回元代

玉玺献给皇太极。

皇太极获得玉玺，自感是真龙天子

，称帝，改国号“大清”，封赏开疆扩

土的功臣，多尔衮战功赫赫，晋封为和

硕睿亲王。

清帝国的创建者皇太极始终把夺取

山海关作为灭明的首要任务，可惜壮志

未酬身先死。

1643年，皇太极突然驾崩，最高权

力一下子出现真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

，皇室内部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皇

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与十四弟睿亲王

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双方发

生尖锐对立，剑拔弩张。

最终代善召集亲王、贝勒和大臣商

议拥立六岁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

朗、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政，以调和矛

盾，兼顾多方的利益，平息了爱新觉罗

家族内部的皇权之争。

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北

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吴三桂请降摄政

王多尔衮，清军兵不血刃占领这座——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梦寐以求的“天

下第一关”。

吴三桂与清军万马驰腾大败李自成

部，李自成逃回京城，几日后从阜成门

西逃。

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紫禁城已被

毁，只剩太庙和武英殿。在武英殿内，

摄政王多尔衮传谕为崇祯帝发丧，赢得

了前明官员和汉族族人士对清政府的支

持。三个月后，迎年仅六岁的顺治帝迁

都北京，揭开清王朝全新的一页。

顺治帝迁都北京，带来大批人马，

特别是八旗贵族极其家属。朝鲜使者目

睹：“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

柴草之难，比米价尤甚……”

多尔衮开始放下伪装，将直隶省的

荒地清查，下令“清查无主之地，安置

满洲庄头”。可怜百姓被从故园赶出，

即断衣食之源。

与圈地同时，出现一些无地可耕的

汉人投身于八旗之下为奴的现象，称作

“投充”。圈地和投充直接导致，汉族

百姓纷纷逃亡。多尔衮开始了一意孤行

的高压政策。

1645年，农民军连战失利，李自成

死于湖北之九宫山。这时多铎的军队攻

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

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

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

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

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

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

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

抗争。

1647年，《大清律》颁行全国。同

年，罢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

。此时，多尔衮权势急剧膨胀，他一人

独掌八旗中的正白、镶白、正蓝三旗，

头衔也升为“皇父摄政王”。

在多尔衮掌权期间，睿亲王府前每

日都是车水马龙，大小官员往来穿梭，

这里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

。

多尔衮每天召集百官来府议事

，然后再将已决之议拿到朝廷去走

个过场。后来他嫌跑来跑去太麻烦

，干脆将皇帝发布谕旨的玉玺搬回

府中。

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

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

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任人唯亲

，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

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

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

己的王府前候命。

1650年 12月，39岁的多尔衮因狩

猎坠马身受重伤，卒于喀喇城，也就是

河北承德市郊。多尔衮无子，以弟弟多

铎的第五子多尔博为嗣，袭亲王，俸视

诸王3倍。

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联名追论多

尔衮的罪状，清算多尔衮一派。顺治帝

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追夺一

切封典，毁墓掘尸。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给睿忠亲王

多尔衮平反，特旨让多尔博仍然承嗣睿

忠亲王，所以多尔博支系就再次移到睿

亲王脉下。

第二代和硕亲王淳颖。如松第三子

。乾隆三十六年袭封修龄所遗奉恩辅国

公。乾隆四十三年特旨承袭复封之和硕

睿亲王。嘉庆五年去世。

第三代和硕睿亲王宝恩。淳颖第一

子。嘉庆六年袭封和硕睿亲王。嘉庆七

年去世。

第四代和硕睿亲王端恩。淳颖第四

子，宝恩之弟。嘉庆七年袭封和硕睿亲

王。道光六年去世。

第五代和硕睿亲王仁寿。端恩第一

子。道光六年袭封和硕睿亲王。同治三

年去世。

第六代和硕睿亲王德长。仁寿第三

子。咸丰七年考封二等镇国将军。同治

四年袭封和硕睿亲王。光绪二年去世。

第七代和硕睿亲王魁斌。德长第四

子。光绪二年袭封和硕睿亲王。民国四

年去世。

第八代和硕睿亲王中铨。魁斌第一

子。民国四年袭封和硕睿亲王。1936年

去世。

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清算，睿亲王一

脉一共传了八代十三位睿亲王，后七代

没有一个被夺爵或受罚，可见是认清了

形势，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

大清王朝——从跋扈到低调的睿亲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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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生经历给予我们不一样的人

生见解，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让你悟性

大开，瞬间感到自己成长了？我想很多

人对第一份工作都记忆犹新吧，第一份

工作的紧张、兴奋和期待，终于可以自

己赚钱了，哪怕只是在餐厅打工、后厨

帮忙，新人永远打着鸡血，用心完成每

个任务。米叔很怀念那时的自己，尽管

赚的不是大钱，但每天充满着成就感。

我的第一桶金是在一个很小的甜品

店赚到的。那个时候我才高二，每小时

只能赚5美元。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有

重大意义，也让我喜欢上了在餐厅工作

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只是做汉堡或者端

盘子，但是学到的东西非常多，亲身经

历后，很多道理变得更加清晰和实用。

首先，外行人看到成功者都认为他

们的行业满满都是利润，赚钱特别简单

。但其实每行都有潜规则，就餐厅而言

，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每个人都需要

团结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前进，那

就是“让顾客满意”！每个人都时刻准

备着，给顾客最周到的服务，这种感觉

太棒了，特别有成就感！即便每个人都

忙的马不停蹄，不管多累都要保持微笑

。在工作虽然累，但却是绝对的值得！

1. 我学到了怎么优雅地搞定难缠的

客人

如果你在餐厅工作，你不得不面对

那些相当难搞的客人。有几次，客人预

定了周六晚上的位子，但是自己迟到了

一个多小时，我就把位子让给了其他客

人。结果，我不得不站着听这些迟到的

客人对我尖叫大吼。你只能全程保持微

笑，然后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不管你到

底情不情愿，也只能这样。

2. 学会同时处理很多任务

在餐厅工作，你必须学会同时做很

多事情。在同一段时间里，你得接订单，

整理餐巾纸，带客人到洗手间，倒水，告

知厨师客人有什么忌口的等，总的来说，

做好所有事情，同时微笑微笑再微笑，这

是一个餐厅工作者的自我修养。

3. 学会了不要太计较自己的错误

在餐厅工作肯定有犯错的时候，有

时甚至会影响到顾客和同事。你可能会

忘记点菜，或者把盘子上的装饰放错了

，或者让客人坐到了错误的位置。别人

肯定会冲你发火，学会道歉，然后尽量

不要再犯就好啦。尽快让自己从内疚和

低落情绪抽出来，把精力放到下一个任

务上。

4. 学会了对其他服务人员要有耐心

如果你经历过只能靠小费生活的日

子，你就会明白，当你对别人的服务很

满意的时候，一定要给小费！同时，我

也明白了，如果餐厅的上菜速度慢，或

者是搞错了订单，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

，所以不要对你的服务员鬼吼鬼叫的。

5.了解到准时和努力在工作中的重

要性

你的同事有可能会迟到，他们闹钟

可能没响，或者前一晚上宿醉。这个时

候，你必须给他们代班，把他们的工作

也做好。而且，面对餐厅高峰期很忙时

，你仍可以看到有人在偷懒、磨洋工。

每个人选择不同的生活态度，而我从别

人身上吸取到了经验。从经历中，我明

白了努力工作，准时上班的重要性，不

仅仅是对公司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

对于在餐厅工作，Kitchn杂志的编

辑和撰稿人们也说出了很多自己学到的

宝贵经验。

6. 头脑清楚

在餐厅工作非常考验人的头脑。作

为服务员，你是顾客，经理，主厨之间

的连接点。在餐厅工作，随时随地都要

保持思路清晰，搞清楚到底要做哪些事

，分清轻重缓急。也许很多人认为餐厅

服务生的职位没有含金量，但是每一份

小岗位的背后都有大秘密，不断地提炼

和总结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拥有清晰

的思路。

7. 宽容与耐心

俗话说众口难调。作为一个服务员

，你要学会面对各类客人，包括“澳客

”，即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的客人，习惯

于与各种反应的人交流、应对客人们各

类要求，而且还要保持宽容和耐心。这

样的经历也会让你对为你服务的工作人

员更有耐心。

8. 高效

绝对不要空着手走来走去，走到哪

就清理到哪，或者把用过的餐具放到特定

的地方。拿你该拿的小费，有时候没有人

能确定到底谁犯了错，所以不要吓坏了。

9. 专注主要的事情

在餐饮行业工作，你会学到什么叫

带着激情工作，但是不要吹毛求疵！在

自家的厨房里，你很容易在一点点小事

上面纠缠不休。可是，作为一个专业的

从业人员，必须快准狠！适应性和组织

能力是关键！

10. 磨练自己

在餐厅工作，你可能会面临着无尽

的噪音，厨师的各种要求，不断的加班

，客人的语言障碍，来自客人的各种荒

谬的要求。 说起来，在餐厅工作兴许

对你将来做家长很有帮助，因为都面临

着相似的问题，只要把客人换成孩子就

行了。

11. 了解劳动市场

在美国餐厅工作的经历影响了我对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看法。并且我对薪资

公平和美国移民政策产生了意见。我曾

经在公司，电视行业，纸媒等其他行业

工作过，我觉得，很难找到比餐厅工作

人员更努力、更有创造力的人。在餐厅

厨房工作让我大开眼界，也是我生命中

最宝贵的、也是最困难的经历之一。

12. 团队精神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饭店工作一

段时间。这样他们才能了解，只有通过

紧密的团队合作，才能把食物端上桌！

13. 节省时间的小窍门

我曾经在厨房、面包店、咖啡店工

作过，也做过服务员。对我来说，最大

的收获就是如何提前准备食物来节省时

间。一般这些小窍门都是从大厨那里传

下来的，真的对我自己做饭帮助很大！

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取取经吧。

14. 尊重的重要性

做服务员的经历让我明白，要尊重

身边的每个人，特别是向你提供服务的

人。因此，现在我对酒吧、餐厅其他地

方的服务生都特别尊重、友好，深知他

们的不易，每次也会给予他们应得的小

费。每次看到朋友或者其他人对服务生

态度不好，我真的忍不了。在餐厅工作

还有一点好处。有时候，你会站在那削

土豆或者炸鸡块，或者处理虾，长达几

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会分享自

己的故事，恋爱经历、家庭狗血故事等

，这个过程特别有趣和温暖，人与人之

间就是这样慢慢走近的。

15. 交际手段

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厨师脾气都

很大，所以和他们打交道你可要小心了

。有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们哪里做错

了，相信我，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餐厅工作，我学到了很多管理人员的

沟通技巧。对于我这种爱冲动的人来说

，是特别宝贵的一课。

这些小感悟都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

积累的，随着时间和经历的丰富，我们

变得更加饱满和立体，对待身边的人也

更包容，因为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深

知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美国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你，
为什么去餐厅打工让你受益终生？

当你听到最早来到美洲的朝圣者和

印第安人在1621年和谐共享的“第一次

感恩节晚餐”时，（印第安人一般指当

代万帕诺亚格人的祖先）故事一般是这

么讲的。

朝圣者们从英国梅弗劳尔出发，登

陆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后

来，在1620年有了一个好收成。所以普

利茅斯州长威廉· 布拉德福德举办了一

个宴会来庆祝丰收，邀请了一批“美国

本土的盟友，包括万帕诺亚格首长马萨

索伊特”。宴会持续了三天，据编者

Edward Winslow称，州长派了四个人作

为“猎鸟团”来准备盛宴，而万帕诺亚

格的客人带来了五只鹿。

从那时起，故事就被延续了下来，

美国人在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庆

祝感恩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万

帕诺亚格部落的历史保护官员Ramona

Peters告诉我们——隐藏在395年前“第

一次感恩节”的秘密。

我们知道主流媒体和学校里教的故

事是编出来的，那么万帕诺亚格人的故

事版本是什么呢？

是的，的确是编造出来的。是亚伯

拉罕· 林肯使用了朝圣者和印第安人一

起开心地享用食物这一主题。他试图在

内战期间使人们冷静下来，这的确是一

个很好的团结的故事。

那么这是政治的事情了？

是的，是为了公众关系。不得不说

这也是挺聪明的做法，让人们坐下来一

起吃晚饭。在内战时期家庭被迫分离了

。

那么真实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定了一个条约。那时我们的首

长和移民里第一个总督定了个条约。他

们在船上就选举出了一位官员，他们有

他们的宪章，他们仍在英国国王的管辖

下——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

不能以船上那些人的名义来定条约，所

以他们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条约——英

国和万帕诺亚格国。

条约说了什么？

基本意思就是我们让他们留在这，

我们会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敌人，他们保

护我们面对我们的敌人。2011年美国本

土1美元硬币纪念了万帕诺亚格部落和

普利茅斯殖民地移民之间的1621个条约

。这大概就是一个我们照看对方后背的

协议。后来，我们创造了法律，创造了

一个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的系统。

1621年宴会的万帕诺亚格人版本又

是什么？

你一定听过印第安人帮助他们种玉

米的故事。那是他们第一个丰收，他们

那时候正在庆祝，计划一个他们自己的

感恩节。那有点像阿拉伯国家庆祝时会

像天空放枪一样，普利茅斯人也这样做

。

他们庆祝时放枪，这一举动使我们

警觉，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瞄准谁

。所以我们集结了90个战士，去看看他

们是不是抓了我们的人。他们并不知道

，那其实是一次探查。通过翻译我们知

道他们是在庆祝，所以我们就在旁边扎

了几天营来确保他们说的是真的。

在这几天里，男人们出去打猎和收

集食物，如鹿、鸭子、鹅和鱼。而船上

的幸存者只有23个人，你可以想象他们

当时的恐惧——你的邻居全副武装虎视

眈眈地盯着你。他们面对新的土地、新

的生物、甚至是树都很脆弱——在当时

的英国根本没这么多树。

他们刚刚来到时候这条海岸线和现

在大不相同，很多东西他们都不敢吃。

所以他们是非常脆弱的，是我们保护了

他们，不仅仅是提供帮助。你可以从他

们的航海日志上看出他们总是很紧张，

不幸的是，他们一紧张就变得非常有侵

略性。

所以朝圣者并没有邀请万帕诺亚格

人坐下来吃火鸡喝啤酒吗？

然并没有，我们这样说吧，人们的

确一起吃过饭，但不是被描述成“第一

次感恩节”那次。这是我们的家园、我

们的领土，我们经常在他们的村庄里走

来走去。他们行为的差异，他们如何吃

，他们是如何准备东西的，这是一个很

大的两种文化的相互结合的时段。

有点像今天，如果你在公海的船上

，突然看到另一条船，你会很开心地挥

手，每个人都非常友好，那是因为他们

当时是脆弱的，需要依靠对方。那时候

，英国人真的很依赖我们，尽管他们已

经礼貌地不能再礼貌了，其实他们还是

把我们看做野蛮人。

所以你们的确有时候一起吃饭，但

并不是传说的感恩节大餐？

是的，我们在那停留了几天。另一

件事是我们一年中感恩的仪式不止一次

：不同的季节，为绿色的玉米感恩，为

某种鱼的到来感恩，鲸鱼的到来，第一

场雪。我相信在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

传统，这并不是英国人带来的概念，我

认为人类只要有感恩之心都会很正式地

表示感谢。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认为那是印第安

人和朝圣者们友好的感恩节宴会。大家

并没有深究162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那时候人们必

须很努力才能获得食物。

我还记得我在大二时感恩节快来了

却不能回家——太远也太贵了——周围

人在说着印第安人，我说是的，我们是

万帕诺亚格人，而他们居然不知道！我

们甚至没讨论是什么样的印第安人，我

还是希望至少美国人能多了解一些这些

历史的。

那么，今天的万帕诺亚格人是像美

国人那样庆祝感恩节，还是作为美国人

来庆祝呢？

是的，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人

的感恩节中惨杂着很多基督教元素，人

们会祷告会围在桌子旁说说他们今天想

感谢什么。在我们万帕诺亚格人家里，

我们会做烟草。

根据传统，我们会感谢我们人类的

第一个母亲——地球母亲。不幸的是，

我们被困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中，这种朝

九晚五的时间表，我们不能花时间来过

传统的持续四天的感恩节。

西方第一个感恩节到底发生了什么

？刨根问底

你认为感恩节是一个积极的事情吗？

作为一个概念，衷心的感恩是非常重

要的。我作为一个人，重要的是要学会感

谢。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存在的状态，你想

生活在一个感恩的状态，这意味着你使用

了你的才能，你的创造力，你发现了他们

，并在感恩中培养他们。

那你家里会做什么来庆祝感恩节吗？

是的，我们会联系家庭成员，和朋

友一起吃饭，在周六我们会一起去跳舞

来庆祝。

第一个感恩节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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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第三期Hello WorldHello World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機器學習在石油行業
的應用 - 壓裂設計優
化和產能預測

Speaker

孫博士
Senior Data Scientist

Speaker Bio
John Sun holds BS, MS, and
PhD, all in petroleum
engineering.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as a Senior Data
Scientist at Noble Energy. His
recent focuses are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s in oil and gas industry.

大數據在休斯頓能源
行業的應用

Speaker
陸峻
Data Science Manager

Speaker Bio
陸峻現任Enterprise Prod-

ucts 大數據 data science man-
ager。

他在EP新成立的大數據組
和團員成功攻克了業界熱交換
器損壞預測的難題。陸峻曾在
Kinder Morgan就職多年，負責
軟件開發。他帶領的團隊開發
了Kinder Morgan terminals的所
有內部軟件，低成本優質的產

品為Kinder Morgan增加強大的競爭能力。陸峻本科畢業於Texas A
&M, 同校數據分析碩士學位。他將為大家分享在休斯頓多年的工作
經驗，對能源界的大數據應
用做一些簡介。
講座地點：
CUBIO Innovation Center7707 Fannin St. Ste200 Houston, TX 77054

講座時間：
Sept 21st, 2019 2:00PM - 5:00PM

活動主辦：

聯系人員：(408) 242-7113 江嶽Johnyue

協辦單位：
CAPST - 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COPA - 中國海外石油協會暨校友會
SPA - 華夏學人協會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糖城和
Riverstone 交界處的 「糖城廣場 」 最近
十分紅火，不僅生意人看好此地段,連買
家們也趨之若鶩，尤其近期糖城人更爭
相走告，因為一家非常高檔的足療店
「Wei Foot Relax 」 就在明天（九月一
日 ）正式開張。該店不僅裝潢精美，美

崙美奐，還請到非常專業的（多為男性
）腳底按摩師父，讓保養您的健康從腳
開始。

經常作腳底按摩的人，都深深了解
「足療」 對我們健康的重要性，它不僅
可緩解疲勞，去痛止痛，還可治療頸椎
，腰椎，四肢麻木疼痛。並可去頭痛，

偏頭痛；放鬆心情壓力，增強免疫力；
促進體內排毒；幫助血液循環，足療、
腳底按摩是現代人預防保健最重要的選
擇，不僅可去除長期工作的辛勞，消除
心理的壓力，讓您在足療的過程中，重
新調整步履，迎向更重大的人生挑戰。
足療令您 「養精蓄銳」 ，重拾青春和滿
滿的精力。所謂 「預防勝於治療」 !

「 Wei Foot Relax 」
的地址：4899 High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 TX
77459, 預 約 電 話 ：
281-937-8000， 或上網
： www.weifootrelax.com
預約。

糖城廣場足療店糖城廣場足療店 「「Wei Foot RelaxWei Foot Relax 」」 99月月11日隆重開幕日隆重開幕
腳底按摩腳底按摩，，每小時僅每小時僅$$2525元元,,慶祝新開幕慶祝新開幕，，再給再給4040%% 折扣折扣

位於糖城廣場二樓的位於糖城廣場二樓的 「「Wei Foot MassageWei Foot Massage 」」 。。

圖為圖為 「「Wei Foot RelaxWei Foot Relax 」」 美崙美奐的室內美崙美奐的室內
按摩床位按摩床位。。

FREE EVENT . 70 SEAT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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