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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
電
洽 (346) 998-8000

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
@ University Center, Katy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可步⾏⾄凱蒂亞洲城及
休斯頓⼤學凱蒂校區

請洽詢

3%優惠貸款
⾸付
⽅案 *

1房1衛 / 2房2衛 23萬起

微信洽詢:

安居.度假.投資.短租

JOSIE LIN

JosieLinTeam@gmail.com

*

個別客戶適⽤之利率依貸款審核結果決定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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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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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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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由本台特約記者鄭帥帥策劃主持，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包括休斯頓火箭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隊，太空人隊，德州人隊等球隊近期比賽回顧。

節目介紹：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播出時間：

▲ 主持人鄭帥帥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重播時間為10月11日（週五）中午1點。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主持人鄭帥帥(左)與嘉賓談休斯頓體育比賽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 嘉賓Chris Mouton與嘉賓周乃溟

《文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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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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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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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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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聞面對面》

3. 下載Apps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 掃二維碼(QR code)：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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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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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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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美中時間

00: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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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10/7/2018 -10/13/2019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7

8

9

10

11

12

13

中國文藝 (重播)

空姐新發現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養生堂 (重播)

00:30-01:00

行之中國

01:00-01:30

中華民族 (重播)

01:30-02:00
02:00-02:30

3. 下載Apps收看：

華夏新紀錄 (重播)

王者歸來 (重播)

中華一絕 (重播)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Chinese Class

04:00-04:30
04:30-05:00

開門大吉 (重播)

美南大咖談

中華一絕 (重播)

03: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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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重播)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中國文化

02:30-03:00
03:00-03:30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重播)

幸福帳單 (重播)

05:00-05:3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重播)

中國大舞臺

05:30-06:00
06:00-06:30

武林風 (重播)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司馬白話 (重播)

電影藏密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07: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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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8:30

海峽兩岸 (重播)

08:30-09:00

今日關注

09:00-09:30

今日亞洲

09:30-10:00

經典電影

美南大咖談

檔案

中國民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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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華民族 (重播)

功夫

大鵬秀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華醫藥 (重播)

13:30-14:00

這裡是北京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緣 (重播)

現場面對面 (重播)

生活 (重播)

14:00-14:30

城市一對一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電影藏密
幸福帳單

空姐新發現

電視劇《頃城之戀》 第17~21集

記住鄉愁 (重播)

14:30-15:00
15:00-15:30

蜜蜂花園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今日關注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歲月留聲

開門大吉

王者歸來

16:00-16:30

美南大咖談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重播)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17:30-18:00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18:00-18:30
18:30-19:00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中華一絕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20:00-20:30

生活 (重播)

現場面對面

20:30-21:00

城市一對一

體育報導 (直播)

中華醫藥

外國人在中國
武林風

中國文藝

電視劇《中國遠征軍》 第15~19集

21:00-21:30

海峽兩岸

21:30-22:00
22:00-22:30

健康之路

22:30-23:00

五味草堂

23:00-23:30
23:30-00:00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

中華民族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司馬白話
養生堂

華夏新紀錄
檔案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功夫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Updated as:

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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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制衣服來了！
紙制衣服來了
！紐約舉行廁紙婚紗大賽 件件做工了得

智能機器人與人同坐 開會
智利議會舉辦技術創新演示活動

民眾樂享國慶假期 暢遊
暢遊“
“水上森林
水上森林”
”

江蘇省揚州市淥洋湖濕地公園的“
江蘇省揚州市淥洋湖濕地公園的
“水上森林
水上森林”
”遊人如織
遊人如織，
，水杉
水杉、
、池
杉等樹木構成了壹幅幅秋日畫卷，眾多遊客在大自然中盡情享受美麗秋
杉等樹木構成了壹幅幅秋日畫卷，
色，休閑放松
休閑放松，
，歡度假期
歡度假期。
。

﹁
﹂

大話經濟

黃金周看消費：

物價怎麼走？民眾能吃上便宜豬肉嗎？

旅遊、購物、出行、嗨吃……隨著國慶長假來
臨，節日消費需求集中釋放，大眾消費市場成為主
要陣地。2019 年國慶假期的物價形勢將如何？民眾
不可或缺的豬肉價格會不會降？如果遭遇了消費欺
詐，又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記者發現，假期前夕，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已
出臺了壹系列舉措來保障國慶消費市場平穩。為了
讓妳過好這個假期，國家可是下足了力氣。
黃金周物價走勢如何？
國慶是居民消費的旺季，保持物價平穩事關人
民群眾的基本生活。今年國慶期間，生活必需品市
場供應情況和物價走勢備受關註。
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強化生活必需
品保供穩價。促進生豬產能加快恢復，做好進口和
儲備調節等工作，增加牛羊肉、雞肉等禽肉市場供
應，保障節假日等重要時段食品市場供應及價格穩
定，密切關註部分關聯產品價格變化，防止物價聯
動上漲。
據商務部監測，9 月以來，各地生活必需品市
場供應中，肉類、雞蛋價格有所上漲，漲幅趨緩，
蔬菜、水果價格小幅回落。
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2019 年第 39 周(2019 年 9
月 23 日—9 月 29 日)，“農產品批發價格 200 指數”

為 111.90，比前壹周降 0.75 個點。其中，28 種蔬菜
周均價環比跌 1.3%； 6 種水果周均價環比跌 5.7%
，為連續 14 周下跌，富士蘋果、鴨梨、菠蘿和巨
峰葡萄環比分別跌 10.4%、9.8%、8.2%和 3.5%。
近期，發改委、商務部、財政部等多部門出臺
了壹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增加農產品生產供應，發
放價格臨時補貼等，著力保障市場供應，促進物價
基本穩定。官方強調，國慶節期間，物價有望繼續
保持平穩運行。
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和重
點群體基本生活。各地要按照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
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及時足額發放價格臨時
補貼。此前，發改委在 8 月 29 日表示，為減輕物價
上漲對困難群眾生活影響，各地及時啟動社會救助
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向符合條件
的生活困難群眾發放價格臨時補貼，已累計發放金
額約 24 億元。
對於國慶期間的物價走勢，發改委新聞發言人
孟瑋表示，國慶節期間，物價有望繼續保持平穩運
行。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繼續密切監測重要民生
商品市場價格變化，根據需要及時采取相應調控措
施，保持物價基本穩定。
商務部表示，為保障節日市場供應，將加強產
銷銜接，拓寬貨源渠道，積極增加生活必需品特別

是豬肉以及牛羊肉、禽肉、雞蛋、水產品等供應， 發展的政策舉措。國慶期間，“夜貓子”們可以
適時投放中央和地方儲備凍豬肉和牛羊肉，確保節 嗨起來了。
日市場供應穩定。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加快發展流通促進
商業消費的意見》，提出要活躍夜間商業和市場
豬價有望保持穩定
。鼓勵主要商圈和特色商業街與文化、旅遊、休
豬肉是重要的“菜籃子”產品。國慶期間豬肉 閑等緊密結合，適當延長營業時間，開設深夜營
市場需求增加，豬價會不會有所回落？民眾能吃上 業專區、24 小時便利店和“深夜食堂”等特色餐
便宜豬肉嗎？
飲街區。
今年 3 月以來，受多重因素影響，豬肉價格開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北京、上海、天津
始持續上漲，很多人擔心“吃不上”豬肉了。為控 、重慶、成都、濟南、三亞、長沙、廈門、南京、
制豬肉漲價態勢，近期，中央國家部委和各地方政 西安、南寧等地出臺相關政策舉措。其中，北京推
府采取了多項“真金白銀”硬措施。另外，商務部 出 13 項重磅舉措打造“夜京城”，在藍色港灣、
會同有關部門分批次向市場投放中央儲備肉，增加 世貿天階等多地打造夜京城“商圈”。
市場供應，目前已經有 3 萬噸的豬肉投放市場。
黃金周期間，多個新壹線城市的景區迎來夜間
商務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部門開 旅遊消費熱潮。美團大數據顯示，國慶期間天津景
展第三次中央儲備凍豬肉投放工作，此次共向市場 區的夜間遊玩產品銷量預計同比增長超 2 倍，增速
投放中央儲備豬肉 10000 噸。9 月 19 日以來，累計 超越壹線城市，是國慶黃金周全國新晉夜間旅遊熱
投放中央儲備凍豬肉 30000 噸。據統計，此前共向 門城市榜第壹。鄭州、北京、沈陽、長沙分別位居
市 場 投 放 中 央 儲 備 肉 3 個 批 次 ， 總 計 投 放 豬 肉 排行榜第二至第五，增速均超過 1 倍。
20000 噸、牛肉 2400 噸、羊肉 1900 噸，目前部分地
區也陸續開展了地方儲備肉投放工作，市場供應總
消費者遭遇欺詐如何維權？
體有保障。
國慶假期正值商家“金九銀十”的銷售旺季，
另據農業農村部監測，2019 年 9 月 23 日—9 月 “返券”“折上折”“積分抵現”等促銷方式更是
29 日，豬肉批發市場周均價每公斤 36.45 元，環比 五花八門，購買商品時如何“避坑”？中消協提示
漲 0.2%，漲幅比上周收窄 1.8 個百分點。
，消費者應事先掌握想購買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情
國慶假期至未來壹段時間的豬價走勢如何？商 況，做到明辨商家打折行為，理性對待各類優惠促
務部表示，國慶前夕，在市場機制發揮主體作用的 銷。虛假折扣或強制交易保留好相關證據以便及時
前提下，中央和地方通過促進產銷銜接、增加儲備 維權。
投放等多種方式加大肉類市場供應，肉類市場供應
需要註意的是，無論是出行旅遊、聚會吃飯還
總體充足，價格高位趨穩。下壹步，將繼續加強市 是購物消費，都應及時向商家索取並妥善保管購物
場監測，密切關註肉類市場供求變化，會同相關部 發票、小票、電子交易等有效憑證，發票都是唯壹
門適時儲備投放，保障肉類市場供應。
的付款憑據。
農業農村部此前發文稱，近幾天部分省份生豬
中國消費者協會提示，壹旦發生消費糾紛
價格開始有所回落，預計國慶節期間生豬價格將總 ， 要 積 極 與 商 家 協 商 ， 協 商 不 成 應 通 過 向 當 地
體保持穩定。此外，今年年底前生豬產能將探底趨 行 政 部 門 ， 或 就 近 向 消 協 組 織 投 訴 ， 依 法 維 護
穩，豬肉市場供應有望逐步穩定和恢復，價格會逐 自身權益。
步回落到合理水平。
中國消費者協會還指出，黃金周期間，很多消
費者喜歡到旅行目的地購買旅遊紀念品或其它高價
夜間消費熱潮來襲
值商品，如果需要選擇旅遊紀念品應到正規商家選
2019 年國慶旅遊市場或延續火爆，攜程發布 購，不輕信商家的誇大宣傳，對於不熟悉的高價值
的報告預測，預計 2019 年國慶旅遊人次有望達到 商品應三思而行，從正規渠道購買。此外，要謹防
近 8 億。值得壹提的是，當下，夜間經濟也成了 不法商家以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國慶的名義，推
新的消費增長極，各地陸續出臺鼓勵支持夜經濟 銷假冒偽劣產品。

■責任編輯：何佩珊
育國
新新
聞聞■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
體
世界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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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跨度雙層懸索橋武漢通車

長江幹流沿線大橋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截 至 2019 年
30 日，長江幹流沿
96 座大橋已建，
大橋在建。

郭正謙）連續兩屆亞運勇奪跳馬金

牌，石偉雄期望更上一層樓，於明年東

京奧運發光發熱。這位香港“體操王子”

在德國舉行的世錦賽取得好開始，以第三名

上海（包括跨越江蘇）：

晉身跳馬決賽，周日將為奧運資格而戰。不

楊泗港長江大橋全長4.13公里 主跨1700米

2座已建，其中上海長江大橋是
■鄒敬園無緣雙
崇明區境內的過江通道，位於萬
槓決賽。
槓決賽
。 法新社
入海口，為上海的標誌性建築之

過，中國國家隊選手則多次出現失誤，孫
煒、肖若騰相繼在鞍馬比賽中掉下，但均
能進入個人全能決賽。雙槓衛冕冠軍

江蘇：

鄒敬園則因低級失誤，無緣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通訊員 洪芬 武漢報

槓決賽。
道）武漢第十座跨長江大橋——楊泗港長江大橋
8 日正

式通車，該橋為世界最大跨度雙層懸索橋，全長 4.13 公

文軒及吳翹充則未能晉級。

里，大橋主跨 1,700 米，具有主跨跨度大、通行能力

■孫煒在鞍馬比賽
打頭陣。
打頭陣
。 法新社

大、基礎規模大、設計荷載大、設計結構新、使用功能
新、建造技術新等特點，在國內外橋樑界創造諸多“第
■ 石偉雄以第
一”。

設計方中鐵大橋院集團黨委
書記田道明介紹，楊泗港
長江大橋是武漢市第十座長江大
橋，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開工建
設。由於武漢長江江段上大橋密
集，在長江中設置主塔，會影響
到航道運輸，給行船帶來不便，
設計方綜合考慮最終採用 1,700
米懸索橋一跨過江方案。1,700
米主跨在全球橋樑中位居第二，
在雙層橋樑結構橋樑中位居世界
第一。

主橋總荷載超 10 萬噸

三名晉身跳馬
決賽。
決賽
。
資料圖片

200 頭成年大象的重量，中鐵大
橋局楊泗港長江大橋項目經理羅
瑞華介紹，懸索橋“千噸級”鋼
樑的整體安裝在國內尚屬首次，
大橋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首
片鋼樑架設，僅用短短 36 天時
間，49 片“千噸級”鋼樑全部架
設完成，完成一跨過江。

石偉雄去年於印尼亞運衛冕
成功，今年更取得首面世

界盃金牌。愈戰愈勇的他來到競
爭更激烈的世錦賽繼續狀態大
勇，於跳馬資格賽首次試跳以
“李世光跳”取得 14.966 的高
分，其後於第二次試跳“李世光
跳 2”雖因落地不穩只得 14.366
分，不過這名港隊好手最終仍能
以 14.666 分排在資格賽第三位躋
身決賽。而另外兩位港隊代表詹

可抗 18 級大風

力爭直接躋身東京奧運
世錦賽前三名將可直接躋身
明年的東京奧運，石偉雄今次除
為個人首面世錦賽獎牌而戰，亦
希望可率先奪得東奧入場券。不
過世錦賽強敵林立，石偉雄要創
造歷史踏上頒獎台並非易事，雖
然里約奧運金牌得主李世光意外
於資格賽落馬，不過決賽仍有韓
國梁鶴善及俄羅斯達拉路恩等好
手，其中梁鶴善於資格賽更是以
近乎完美的 14.933 分晉級，而達
■8 日，長
拉路恩則是上屆世錦賽全能及自
江上首座雙
由體操冠軍。
層懸索公路
中國國家隊方面，在
7 日的
自由操資格賽，林超攀和肖若騰
大橋—
大橋
——武
分別以 14.933 分和 14.833
分排在
漢楊泗港長
第二名和第四名，闖入決賽。不
江大橋正式
過，在隨後鞍馬比賽中，中國兩
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
。

懸索橋是受風力影響最大的
橋型，而楊泗港長江大橋主跨
1,700 米，跨度較大、結構相對
新華社
輕柔，穩定性要求嚴格，因此中
鐵大橋院集團將大橋按照 120:1
的比例縮小，通過風洞實驗對大
“今天（7日）比賽沒有預期 席很近，我在做動作時，看台上突
橋抗風性能進行實際檢測。經過 然傳出銅鈴聲，可能受這個影響
的那麼好。鞍馬上的失誤，這在家
裡訓練時是沒有過的。我回去得想
周密的計算和反覆模擬，實驗結 了。這個聲音出現得很快，我也不
主跨：1,700米，在雙層橋樑結構中跨度世界第一
一下是怎麼回事。這個失誤對團隊
果顯示大橋可經受得住自然界 18 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就是滑了。誰
和我個人全能的成績都有影響。爭
也賴不上，只能怪自己。”肖若騰
級大風。
車道：主橋雙層雙向12車道，公路橋樑通行能力世界最大
取後天的團體決賽上不要出現這樣
另據介紹，大橋上層兩側各 說。“後來我不停地調整。每次比
的失誤。”孫煒說。
拉力：大橋主纜設計張力6.5萬噸，吊索設計拉力500噸，主纜鋼絲強度等級世界
設一條 2 米寬的人行觀光道，共 賽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這個時候
同樣“掉馬”的還有去年世 堅持自我，相信自己非常重要。爭
最高
有 8 處休息觀光區，供市民停留
錦賽鞍馬冠軍肖若騰。“沒想到會 取在團體和單項決賽中有些改
欣賞江景。
發生這種情況。鞍馬場地距離觀眾 變。”肖若騰說。
■新華社
荷載：設計荷載10.5萬噸，世界最大
大橋下層設有兩條非機動車
道，每側 2.5 米寬，這也是長江
基礎：錨碇基礎採用直徑98米的圓形地下連續牆結構，圓形橋樑基礎世界最大
大橋上首次設置非機動車道。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層 每 側 還 設 有 1.5 米 寬 的 人 行
道，供行人遮陽避雨。

13 座已建， 8 座在建，其中南
大橋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
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
名選手相繼出現失誤，從器械上
陰長江公路大橋是中國第一座跨
掉下，其中包括去年世錦賽鞍馬
千米的特大型鋼箱樑懸索橋。
單項冠軍肖若騰。打頭陣的孫煒
也意外“掉馬”。

安徽：
國手多次失誤
“掉馬”
9 座已建， 2兩人
座在建，其中蕪湖

橋採用低塔斜拉橋橋型，主跨
31
吊環比賽，中國隊發揮欠
佳，無人進入決賽。由於中國選手
是中國重載橋樑跨度發展的里程

都不是跳馬單項選手，所以均選擇
湖北（包括跨越江西與跨
一跳，無單項決賽資格。而在中國
隊強項雙槓比賽中，肖若騰和孫煒
南）：
分別以 14.966 分和 14.800 分列第
29 座已建， 13 座在建，其中武
四和第六名，進入決賽。2017 年
大橋是新中國成立後修建的第一
和 2018
年兩屆世錦賽雙槓冠軍鄒
兩用長江大橋，1957 年 10 月 1
敬園因出現低級失誤，僅名列
16，無緣決賽。最後的單槓比賽，
車運營；九江長江大橋是中國
林超攀以14.433分名列第六，進入
90 年代中期長江上規模最大的
決賽。孫煒以14.333分位居第十，
鐵路兩用橋樑；西陵長江大橋
與決賽失之交臂。個人全能方面，
900 米的鋼箱樑懸索橋，是三峽
肖若騰、孫煒闖入決賽。中國隊以
紐工程前期準備工程的關鍵項目
總分第二名晉級團體決賽。

國手頻失誤 決賽敲警鐘

王雅繁津網晉級 大威一輪遊

中鐵大橋院集團副總工程師
徐恭義介紹，楊泗港大橋的建設
斯圖加特體操世錦賽 7 日結
堪稱超級工程，其中多個環節都
束男子資格賽，中國國家隊以總
成績第二名晉級團體決賽，但中
是在橋樑建設中首次涉及，主塔
國選手頻頻出現低級失誤，為團
塔基有
15.4 萬立方米，相當於 8
體和單項決賽敲響警鐘。
個籃球場的面積，12
層樓高的體
在 7 日的資格賽中，孫煒在
積；錨碇達到
30 多萬立方米，
多個項目中都是打頭陣出場，並
是主塔基礎的兩倍；大橋主橋總
在大部分項目中表現穩定，闖入
荷載達到 10.5 萬噸，比現代航母
雙槓和個人全能的決賽，但在鞍
戰鬥群總重量還重；單根主纜拉
馬比賽中從器械上掉了下來。
力達到 6.5 萬噸，相當於可以吊
起 1.5 艘遼寧號航母，其所用鋼
絲長度可繞地球3圈半。
楊泗港長江大橋所用鋼樑每
個節段重達 1,050 噸，相當於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聰 天津報道）
2019 天津網球公開賽正
賽 7 日在天津國際網球
中心開打，首輪比賽，
25 歲的中國選手王雅繁
2：0 擊敗美國名將戴維
斯；七個大滿貫單打冠
軍得主、美國名將雲露
絲威廉絲（大威）苦戰
三盤，最終仍以 3：6、
6： 4、 3： 6 不 敵 瑞 典
“一姐”佩特森，遺憾
止步首輪。
2019 天津網球公開
賽包括女子單打和女子
雙打比賽，於 10 月 7 日
至 13 日舉行，總獎金為
50 萬美元，冠軍可獨享

大橋創多個世界之最

280 積分。首輪比賽，
美國名將大威對陣比自
己 年 輕 15 歲 的 瑞 典 新
星。經過 2 個小時的鏖
戰，大威因體力下滑，
不敵敢打敢拚的瑞典
“一姐”，從而遺憾地
輸掉本場比賽。
首日進行的其他幾
場比賽中，衛冕冠軍加西
亞在先丟一盤的情況下逆
轉擊敗俄羅斯選手波塔波
娃，中國“金花”楊釗煊
以 1：2 不敵前美網冠軍
斯托瑟，哈薩克選手普丁
塞娃決勝盤搶七戰勝澳洲
選手沙爾瑪，海瑟沃森
2：0淘汰烏克蘭選手邦達
倫科。

■中國選手王雅繁在比賽中回球
中國選手王雅繁在比賽中回球。
。

重慶：

31 座已建， 11 座在建，其中魚
■肖若騰在鞍馬比賽意
外“
掉馬”。
掉馬
”。 41.6
路透社
大橋寬度
米，是長江上最

江大橋，大橋形成“兩邊跑汽車
跑輕軌”的景觀；朝天門長江大
長 552米，為世界跨徑最大的拱
園壩長江大橋是國內最大的公共
城市輕軌兩用大橋，為重慶主城
景觀。

四川：

12 座已建，6 座在建，其中合江
橋建成時為世界跨度最大鋼管拱

李喆遭淘汰 中國選手滬大師賽盡沒

■李喆賽後接受傳媒採訪
李喆賽後接受傳媒採訪。
。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
道）8 日，2019 上海勞力士大師賽繼續男
單首輪角逐，中國選手李喆不敵法國選
手普利，而去年的亞軍哥歷不敵盧布列
夫。雙打方面，祖高域搭檔克拉吉諾維
奇擊敗今年法網冠軍拿下首輪勝利。
繼張之臻和張擇之後，懷揣粉絲希
望的最後一位正賽外卡中國選手李喆出
現在 8 日的比賽中。首盤較量，李喆頗
具優勢，但仍被對手逼至搶七，好在最
終以 7：6（4）有驚無險拿下。但接下
去的兩盤被對手 6：4，6：4 逆轉。至
此，中國選手已全部止步首輪。賽後，
李喆接受採訪時表示，“一直到最後，
自己技戰術都貫徹得不錯，但對手水平
還是比我高很多的。今天的比賽我沒有
輸給自己，只是輸給了對手，還是欣慰

■資料來源：百

的。”
雙打賽場，祖高域搭檔同胞克拉吉
諾維奇，聯手出戰。作為賽會男單頭號
種子，祖高域 7 日凌晨剛剛結束上一站賽
事抵達上海，然而這並未影響他們 8 日的
比賽，以 6：3，3：6，10：3 擊敗今年法
網冠軍克拉維茨和米耶斯。
賽後，祖高域接受採訪表示，“很高
興能夠回到中國，這裡很多人支持我，一
直希望盡可能和球迷互動，2008年我在這
裡和上海結緣，這裡讓我賓至如歸。” 談
及傷病，他直言，目前不會感到疼痛，但
自己會時刻警醒，注意康復訓練，以保證
正常比賽。對於梅利的復出，祖高域表
示，很高興看到他的回歸，畢竟他是網球
運動最偉大的球員之一，說再見為時尚
早。

洛里斯因傷告別 2019 年賽場

新華社

英格蘭超級聯賽球隊熱刺日前
宣佈，在本月5日比賽中左臂受傷的
門將洛里斯今年內都無法恢復訓
練。這位法國國腳只能和賽場道聲
“明年見”。
在熱刺作客 0：3 不敵白禮頓
的比賽開始僅 3 分鐘，洛里斯在試
圖封鎖柏斯高哥斯的傳中時倒地。
洛里斯的這次撲救不僅沒有解除險
情，更讓馬奧比輕鬆頭槌破門，而
且他左臂在落地時受傷。他隨後被
擔架抬出場，甚至還吸上了氧氣。

熱刺比賽當日確認洛里斯肘關節錯
位，日前則在對其傷情進行進一步
評估後表示，洛里斯的傷勢無須手
術，不過“我們的隊長韌帶受損，
在 2019 年 結 束 前 都 無 望 回 歸 訓
練”。
除了熱刺的比賽，這次受傷意味
着32歲的洛里斯還將缺席法國隊10
月和11月的各兩場歐洲國家盃外圍
賽。他代表法國國家隊出戰已超過10
年，是去年的世界盃冠軍隊成員。
■新華社

■洛里斯要明年才能復出
洛里斯要明年才能復出。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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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曖昧房東上演英雄救美

世界最大跨度雙層懸索橋武漢通車
古天樂 送 蛋 糕
楊泗港長江大橋全長4.13公里 主跨1700米

補祝宣萱生日

長江幹流沿線大橋分
■古天樂向好友
宣萱送上蛋糕。
宣萱送上蛋糕
。至
截

2019 年
30 日，長江幹流沿
96 座大橋已建，
大橋在建。

上海（包括跨越江蘇）：

2座已建，其中上海長江大橋是
崇明區境內的過江通道，位於萬
入海口，為上海的標誌性建築之

江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通訊員 洪芬 武漢報

13 座已建， 8 座在建，其中南京
大橋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
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
陰長江公路大橋是中國第一座跨
千米的特大型鋼箱樑懸索橋。

道）武漢第十座跨長江大橋——楊泗港長江大橋
8 日正
香港文匯報訊 由古天樂、張繼聰、宣萱、顏卓靈領銜主演的懸疑電
式通車，該橋為世界最大跨度雙層懸索橋，全長
4.13 公
影《犯罪現場》，將於本月上映，終極預告日前曝光，一眾演員大晒
冷，男女主角古天樂和宣萱（Jessica）的雙人海報終於登場。二人對上
里，大橋主跨
1,700 米，具有主跨跨度大、通行能力
一次合作已是 17 年前，是次戲中將會有感情線，二人飾演曖昧的房東和
大、基礎規模大、設計荷載大、設計結構新、使用功能
租客，當中更會有英雄救美的情節。

安徽：

新、建造技術新等特點，在國內外橋樑界創造諸多“第

9 座已建， 2 座在建，其中蕪湖
橋採用低塔斜拉橋橋型，主跨 31
是中國重載橋樑跨度發展的里程

一”。

早

前二人為電影拍攝海報時，工作人員特 覺有事發生），但係 end up 係冇嘢，好多戲
意為 Jessica 準備蛋糕，補祝生日。突然 的感情線，或者拍拖都係，拍咗（了）就冇
收到蛋糕的 Jessica 非常驚喜，她邊吃蛋糕邊說 （沒有）咗好開心好特別嘅感覺，永遠最特別
計方中鐵大橋院集團黨委 200 頭成年大象的重量，中鐵大
出生日願望：“希望大家健健康康、開開心
係好曖昧嘅（的）時候，但佢又冇其他戲嗰種
心！”當
Jessica 在攝影室看到工作人員捧着蛋
咁明顯，套戲最特別係呢個（是這個）地方，
書記田道明介紹，楊泗港
橋局楊泗港長江大橋項目經理羅
糕向自己走來時，她不禁興奮
高 呼 ： “Oh 劇本寫得好好，拍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得意，當
長江大橋是武漢市第十座長江大
瑞華介紹，懸索橋“千噸級”鋼
My God ! 我扮睇唔到（裝看不到）！”
你以為有嘢嘅時候，其實冇嘢發生！”

設

湖北（包括跨越江西與跨
南）：

橋，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開工建 樑的整體安裝在國內尚屬首次，
29 座已建， 13 座在建，其中武
全場齊唱生日歌
設。由於武漢長江江段上大橋密
大橋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首
大橋是新中國成立後修建的第一
集，在長江中設置主塔，會影響
片鋼樑架設，僅用短短 36 天時
一眾同事包括古仔、導演馮志強為她唱生
■8 日，長
兩用長江大橋，1957 年 10 月 1
日歌後，一同合照留念。Jessica
表示非常驚
到航道運輸，給行船帶來不便，
間，49
片“千噸級”鋼樑全部架
江上首座雙
車運營；九江長江大橋是中國上
喜、意想不到：“因為已經過了正日，所以想
設計方綜合考慮最終採用
1,700 設完成，完成一跨過江。
層懸索公路
不到他們會準備，再加上人年紀愈來愈大
，好
90 年代中期長江上規模最大的
米懸索橋一跨過江方案。1,700
大橋—
大橋
——武
少會去慶祝生日。” Jessica 吃着蛋糕笑說：
可抗
18
級大風
鐵路兩用橋樑；西陵長江大橋是
米主跨在全球橋樑中位居第二，
“好味呀！好肥呀！”更滿足地說：“大家可
漢楊泗港長
在雙層橋樑結構橋樑中位居世界
懸索橋是受風力影響最大的
900 米的鋼箱樑懸索橋，是三峽
以平靜地，簡簡單單食住蛋糕咁過（吃蛋糕這
江大橋正式
第一。
橋型，而楊泗港長江大橋主跨
樣過）已經好開心。”
紐工程前期準備工程的關鍵項目
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
。
多 年 沒 有 接 拍 電 影 的 Jessica，
次拍攝
1,700今
米，跨度較大、結構相對
新華社
主橋總荷載超
10 萬噸 輕柔，穩定性要求嚴格，因此中
《犯罪現場》時重遇不少相熟的演員及幕後班
重慶：
底 ， 包 括 相 隔 17 年 再 度 合 作 的 老 拍 檔 古 天
中鐵大橋院集團副總工程師 鐵大橋院集團將大橋按照 120:1
31 座已建， 11 座在建，其中魚
樂，Jessica 笑指戲中古仔演的汪新元很怪，跟
徐恭義介紹，楊泗港大橋的建設
的比例縮小，通過風洞實驗對大
大橋寬度 41.6 米，是長江上最寬
他真人差不多，都是少說話。二人在戲中演
堪稱超級工程，其中多個環節都
橋抗風性能進行實際檢測。經過
包租婆及租客，關係曖昧，Jessica 津津樂道
江大橋，大橋形成“兩邊跑汽車
是在橋樑建設中首次涉及，主塔
周密的計算和反覆模擬，實驗結
地說：“他們最正的地方就是表面上無嘢
跑輕軌”的景觀；朝天門長江大
主跨：1,700米，在雙層橋樑結構中跨度世界第一
（沒有事情），喺空氣裡面會
塔基有 15.4 萬立方米，相當於
8 果顯示大橋可經受得住自然界 18
長 552米，為世界跨徑最大的拱
feel層樓高的體
到好似有嘢會發生（但是感
曖昧。
個籃球場的面積，12
級大風。
租婆及租客，關係
■宣萱爆古天樂戲
車道：主橋雙層雙向12車道，公路橋樑通行能力世界最大
■二人在戲中演包
裡外都少說話。
園壩長江大橋是國內最大的公共
積；錨碇達到 30 多萬立方米，
另據介紹，大橋上層兩側各
城市輕軌兩用大橋，為重慶主城
拉力：大橋主纜設計張力6.5萬噸，吊索設計拉力500噸，主纜鋼絲強度等級世界
是主塔基礎的兩倍；大橋主橋總 設一條 2 米寬的人行觀光道，共
景觀。
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方
荷載達到 10.5 萬噸，比現代航母 有 8 處休息觀光區，供市民停留
力申（小方）8
日到電台接受訪問，將
戰鬥群總重量還重；單根主纜拉 欣賞江景。
荷載：設計荷載10.5萬噸，世界最大
四川：
於下月出戰四十五公里慈善環島泳的
力達到 6.5 萬噸，相當於可以吊
大橋下層設有兩條非機動車
他，談到備戰情況時表示，他自三月
12 座已建，6 座在建，其中合江
起 1.5 艘遼寧號航母，其所用鋼 道，每側 2.5 米寬，這也是長江
基礎：錨碇基礎採用直徑98米的圓形地下連續牆結構，圓形橋樑基礎世界最大 起開始正式練水，但自己低估了大海
橋建成時為世界跨度最大鋼管拱
絲長度可繞地球3圈半。
大橋上首次設置非機動車道。下
海水的難度，每日練習仍覺不夠，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此有點後悔。他坦言以前覺得游海水
楊泗港長江大橋所用鋼樑每
層 每 側 還 設 有 1.5 米 寬 的 人 行
新華社電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 《誰先愛上他的》參加評選。
春節檔單日票房的新紀錄；三部重點
■資料來源：百
就像行路般簡單，直至正式落海游，
個節段重達 1,050 噸，相當於約
道，供行人遮陽避雨。
學院（以下簡稱影藝學院）7
日宣
影片 8 天的票房分別為 22.23 億元、

大橋創多個世界之最

佈，將有 93 部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影片參加第 92 屆奧斯卡獎最佳國際電
影評選，動畫片《哪吒之魔童降世》
將代表中國內地參評。
影藝學院在今年 4 月將此前的奧
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更名為最佳國際電
影獎，以更好地體現這個獎項的國際
代表性。此前，該獎項參評影片數量
最多的是 2017 年的 92 部。加納、尼
日利亞和烏茲別克斯坦今年首次有影
片參評。
根據影藝學院的聲明，楊宇執導
的動畫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將代表
中國內地參評，該片的內地票房超過
49 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國香港
選送了動作片《掃毒 2 天地對決》參
評，中國台灣則選送了愛情喜劇片

50.5億元創國慶檔電影票房新紀錄

三部華語電影將與韓國影片《寄
生蟲》、西班牙影片《痛苦與榮
耀》、日本影片《天氣之子》、英國
影片《馭風男孩》、挪威影片《外出
偷馬》等激烈角逐。
另外，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
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8 日數據顯示，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我國電影票房為
50.5 億元，創同期歷史新高，比此前
的同檔期記錄增長 86.42%。新中國
成立 70 周年重點影片《我和我的祖
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位
列檔期票房前三名。
數據顯示，國慶檔 8 天觀影人次
為 1.35 億，亦創同期歷史新高；國慶
節當天電影票房達 7.96 億元，創下非

19.75 億元、8.23 億元。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孫向
輝表示三部影片在藝術創作上的創新
進取精神得到了觀眾的高度認可，也
顯示了檔期所展現的民族情感與全社
會高漲的愛國熱情相得益彰；而與以
往的宏大敘事不同，此次三部重點影
片以散發着濃濃生活氣息的藝術特
色，贏得了觀眾的喜愛。“今年國慶
檔三部重點影片是中國電影人對新
中國 70 華誕的莊重致敬，創作者通
過類型化創作和藝術創新，與觀眾
強烈的愛國情和昂揚的精神氣形成
巧妙共振，擴展了獻禮片的題材寬
度，提升了主旋律的創作高度，實
現了為民族立心鑄魂、為人民抒寫
放歌的責任擔當。”她說。

■《哪吒之魔童降世
哪吒之魔童降世》
》

郭 富 城 獲 選 倫 敦 影 展“ 焦 點 影 人 ”
■《 麥 路
人 》聚 焦
香港的基
層生活困
境。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麥路
人》獲邀成為第 4 屆倫敦東亞電
影 節 （London East Asia Film
Festival）的閉幕電影。男主角郭
富城被選為倫敦東亞電影節的
“焦點影人”（Actor Focus)。大
會並精選郭富城四齣不同形態演

出的電影作品，包括《踏血尋
梅》、《父子》、《寒戰》及
《麥路人》，於影展期間舉行影
片分享及作閉幕呈獻。
城城得知消息，感到十分高
興，他表示：“這是對電影上映之
前，給予很大的鼓舞，我衷心希望

好戲有好報，透過電影的語言令大
家關注一些社會議題。”至於得知
獲選為今屆倫敦影展的“焦點影
人”，城城也感到很開心，希望親
赴倫敦出席是次電影交流盛會，並
參與電影《麥路人》的歐洲首映兼
閉幕電影分享盛會！

未習慣游海水 方力申眼睛舌頭腫脹

《哪吒之魔童降世》將代表中國
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獎

先後出現眼睛發炎、脫水及嘔吐等情
況，困難重重，日前他嘗試游三十公
里，並嘗試在大海中進食，食物凍了
難食之外，全身又出現痠痛，眼睛及
舌頭都腫了，最後要用了近六小時才
完全消腫。
問到可有信心完成四十五公里賽
事？小方說：“都有信心，希望可以
在十二個鐘內完成，打破以往有參賽
者用十二個半鐘游四十五公里嘅紀
錄。”他又謂做藝人都沒有如此的好
勝鬥心，反而今次環島泳就好有鬥
心，並自嘲已有十五年沒游水，有社
交媒體後已沒着過泳褲游水，因自知
肥底，免得未落水，別人見到他中年
發福已擰轉面，不如收起來。

方力申

台灣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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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創投會議公布
40+8 件企劃強勢齊發
2019 金 马 创 投 会 议 （Golden Horse Film Project Promotion
）今年共有来自 15 个国家地区的
电影企划计 382 件报名，最终共
有 40 件全新企划脱颖而出。而从
2017 登 场 即 大 获 好 评 的 WIP
（Work in Progress）单元，旨在
协助已经或即将拍摄完成的电影
寻找后製资金、发行管道及各种
合作机会，则有 8 件企划入选，
类型多元精采可期。
本届入选企划强棒尽出，包
括「未来无恙」导演贺照缇的纪
录片「睏寐之际」，同样纪录片
出身的苏弘恩则挑战剧情片「猎
人兄弟」，「我的蛋男情人」导
演傅天余的「本日公休」，「市
长夫人的秘密」导演连奕琦的
「走出科学」。曾入围金马奖最
佳新导演的李中和王传宗，分别
带来「我只是一个理科老师」、

「大婶出任务」。
以「翻滚吧！男孩」获得金
马奖的林育贤协同北村丰晴带来
爱情小品「青春 18X2」。两位金
马奖最佳动画得主袁建滔和宋欣
颖，分别带来充满童趣的「小虫
虫大冒险」与改编日本真实案件
的「恶女」；刘育树、林于竣和
庄永新从经典漫画「诸葛四郎」
而来的「英雄的英雄」则将以
3D 动画回归大银幕。 参与亚洲
「十年」计划的台日港三地新锐
邹隆娜、木下雄介、黄飞鹏，皆
以最新长片企划：「山下无名」
、「上帝的重力论」、「低等生
物」入选。
深刻的社会观察，依然是一
大亮点。黄骏杰的「亲爱宝贝」
聚焦代孕女子意图夺回小孩的转
变，陈怡良的「今天起，我不交
房租了！」描述危楼裡的寄居生

活，杨麒的「耻」则是男孩与男
人围绕慾望和暴力的寓言。今年
香港导演也有志一同，李骏硕的
「强悍女」、陈志发的「铁屋呐
喊时」、黄浩然的「搵翻未来」
、罗嘉骏的「无人认领」均以深
刻的人道精神，省思东方明珠的
过往未来。
承接今年台湾类型电影的爆
发力，许多新锐导演不约而同锁
定类型片，包括苏文圣「百万人
的推理」、洪子烜「96 分钟」、
柯孟融「咒」、洪昇扬 「蓝色
火星」、林冠甫「活尸快跑」、
刘易「气」、杨婷琪「姑获鸟」
、卢信谚与殷振豪「迴阴」、蔡
怡芬与郝芳葳「阴阳界」，涵盖
了悬疑、动作、惊悚、科幻、恐
怖、功夫、爱情，全方位触动观
众感官神经。
金马电影学院近年成绩斐然

李安之子
李淳裸奔遊街

李淳的新片「陪你很久很久
」守護在邵雨薇身旁，大展純情
的一面，今天試映會後，有穩定
交往對象的李淳，分享對女友做
的貼心不是透過做 1 件事，而是
互相陪伴，坦言兩人常聊工作，
「為彼此生活中最重要的區域，
往前推進」。
近年因為拍戲當空中飛人的
李淳要如何陪伴在女友身旁？他
無奈笑稱：「說實話（維持感情
）很辛苦、不容易。」只能靠
「信任」，他說：「嘴巴上說很
容易，但要在行為上做出來。」
片中和邵雨薇談情說愛，女友是
否會介意，他表示：「這個工作
很難免，自己心裡有個分寸就好
。」
而邵雨薇在片中被李淳愛護
著、不求回報，雖然李淳不認為
有這樣的人存在，但邵雨薇則投
反對票，她說：「我有一個國中
同學，每天早上都會幫我搬椅子

、特別打掃我的座位、陪我走路
回家，但他都說是順便，我也沒
有想太多，就這樣被照顧了 3 年
，直到高中，他才跟我說他喜歡
我 3 年。」
電影浪漫，笑料也不斷，一
場李淳、胡緯杰和一大群臨演在
校園裸奔追著王家梁的戲，大家
花 15 分鐘用絲襪和膠帶在重點
部位做防護措施，邵雨薇聽到用
絲襪做防護還好奇詢問：「我以
為是用嬰兒襪。」讓全場大笑，
李淳也開玩笑反駁：「是聖誕襪
。」至於防護措施似乎沒什麼用
，李淳說：「有流汗就不黏了，
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同場戲
的胡緯杰也補充：「後來我們就
甩來甩去。」李淳笑稱那場畫面
很有趣，形容被一大群裸男圍著
，各個形狀都有。而當時拍攝正
好是下午 2 點，操場地板超燙，
他腳底板還差點燙傷，笑說「我
為了藝術詮釋付出所有」。

賴孟傑加碼爆料這場裸奔
戲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原
本預計是分開拍攝的兩個鏡頭
，卻因李淳的情緒相當到位，
一時忘了「下面」還未做防護
措施，便直接將褲子脫了，讓
與他對戲的王家梁就這樣親眼
目睹到「小李淳」本尊，李淳
則是大方表示：「因為導演當
時沒喊卡，就繼續演下去，反
正大家都是兄弟，看一下也沒
關係。」王家梁則是事後驚魂
未定地說：「從來沒有被這麼
多裸男包圍過，當下其實我比
他們還害羞，這經驗實在太深
刻了，一生一次就夠了！」當
時拍攝有向警察申請場地，在
一旁等待的邵雨薇直說：「他
們很像穿『國王的新衣』，很
隨性，看的人比較害羞，我都
不知道要看哪裡了。」李淳卻
大方回應：「想看哪就看哪吧
。」該片將於 10 月 25 日上映。

，学员在各大影展颇有斩获，在
无保障名额情况下，历届学员包
括张腾元关注新移民议题的「徘
徊年代」、曹仕翰紧扣男孩成长
题材的「南方时光」、颜佑龙的
马来西亚企划案「在世外桃源涂
鸦的日子」都获得入选。
今年的入选企划也彰显了多
元民族及文化样貌，法国的
「Vanished Days」 （ 导 演 Morgan SIMON）改编二战真实故事
；新加坡导演巫培双「天堂鸟」
以实验监狱为命题；澳门的「日
漫夜长」（导演林键均）及马来
西亚的「双栖动物」（导演梁德
辉）皆以移工生态为主轴；马来
西亚及香港合拍的「失踪」（导
演庄仲维）、香港与印尼合拍的
「冰上的女人」（导演周隼）则
有颠覆类型的企图。「深夜食堂
」製片远藤日登思协同导演东伸

治带来少女漫画家的励志故事
「草莓老师与我」，台湾与英国
合作的「莎莉」（练建宏导演）
则描述养鸡大妈的跨国网恋。
为拍摄或后製中的电影提供
媒合协助的 WIP 企划，本年度入
选的包括廖明毅以 iPhone 拍摄的
「怪胎」；以「返校」甫获金马
奖最佳新演员提名的曾敬骅主演
的同志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导演柳广辉）；曾入围金
马奖最佳短片的柯贞年、入选金
马电影学院的陈永錤，还有从剧
场跨足银幕的陆慧绵，分别带来
首部剧情长片「无声练习曲」、
「恶之画」、「迷走广州」；
「角头」系列，则推出「角头前
传-回头太难」（导演姜瑞智）
乘胜追击。另外还有两部纪录片
入选，包括黄胤毓的「绿色牢笼
」以及卢盈良的「神人之家」。

台北、釜山影視
合拍簽約交流會
創造跨國合作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于 10 月 6
日下午于韩国釜山亚洲电影市场
展举办「台北-釜山 影视合拍签
约交流会」，会中由台北市电影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总监饶紫娟
与釜山电影委员会总监金辉共同
签署影视合作备忘录。透过在亚
洲电影市场展这样的国际平台，
双方正式宣佈未来两地影视产业
及人才交流的计画，包括拍片资
讯的分享、电影教育及训练合作
、製作及拍摄申请上的协助、两
地创作者的交流及勘景协拍阶段
的补助，希望藉此创造更多跨国
合作的拍摄机会。
交流会吸引了超过百人共襄
盛举，亚洲电影委员会会员包括
柬埔寨、印尼、日本、约旦、韩
国、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
纽西兰、菲律宾、俄罗斯、新加
坡、台湾、泰国、乌兹别克、越
南及蒙古出席外，更邀请到「双
子 杀 手 」 美 国 勘 景 经 理 Trish
Gray、李良玉製片、台北电影节
总监李亚梅、林正盛导演、徐汉
强导演及演员施名帅等台湾及国
际影人到场支持，共同见证台韩
影视合作开创新未来。
自从创立 11 年以来，台北
市电影委员会已经协助摄製超过
5000 部电影，包含跨国製作勘
景、拍摄及行销超过 800 部，在

扶植台湾影视产业上不遗馀力，
更在去年设立国际影视摄製投资
计画，为台北吸引更多国际合製
电影，促进台湾影人与国际交流
的机会。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暨总监饶紫娟在致词时表
示：「自从加入亚洲电影委员会
的一员后，釜山电影委员会一直
是本会最坚强的盟友，我们持续
地为两地的电影产业努力，今天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可以带领双
方走向国际合作的新时代，并希
望藉由这样的开端，促成亚洲电
影委员会在未来会员们之间的共
同合作，横跨更多国家的拍摄协
助及影视资源交流，创造更多的
资金及国际合製片的机会。」
釜山电影委员会总监金辉也
同意饶总监的见解并补充道：
「本会与台北市电影委员会之间
的友谊悠久及深厚，随著台湾与
韩国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这次
的签约意义十分重大，也希望未
来能在亚洲电影委员会看到更多
的合拍签约发生。」
「台北-釜山 影视合拍签约
交流会」在双方共同签署合作备
忘录及互相致赠纪念品后告一段
落，现场众多影人在享用美食的
同时，把握这短暂却宝贵的时刻
互相交流，并期待未来国际合作
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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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國女排》發布特別視頻

郎平驚鴻壹瞥
雖然中國女排和阿根廷女排的比
賽還沒有進行，但中國女排以十連勝
的傲人成績提前宣告女排世界杯衛冕
成功，成為首個女排世界杯“五冠王
”!這將是她們自 1981 年首奪世界冠軍
之後，38 年來獲得的第十個世界冠軍
。由導演陳可辛執導，許月珍、張壹
白監制的電影《中國女排》昨天第壹
時間推出“女排世界杯特別版視頻”
慶祝女排姑娘奪冠。視頻逼真再現了
中國女排奪取世界首冠的榮耀時刻，
“鐵榔頭”郎平的風采重現大銀幕。
中國力量!
向中國女排致敬
38 年冠軍之路從未止步
郎平主教練此前接受采訪時說，
中國女排的每壹次出征只有壹個
目 標 ，就是“升國旗，奏國歌”。
隨著 9 月 28 日 中 國 女 排 擊 敗 塞 爾 維
亞女排，本屆女排世界杯冠軍正式
誕生。中國女排成為首個女排世界
杯 “ 五 冠 王 ” ，也拿下她們的第十
個世界冠軍!38 年，中國女排拿下 5 個
世界杯冠軍、2 個世錦賽冠軍、3 個奧
運會冠軍，輝煌戰績，振奮著每個國
人的心。“鐵榔頭”郎平，作為中國
國家隊主力拿下 4 個冠軍，作為主教
練帶領中國隊 3 次奪冠，是當之無愧
的“功勛人物”。

祖國 70 年華誕之際，女排姑娘將
用沈甸甸的金牌為祖國母親獻上壹份
大禮。數千萬觀看直播的球迷見證了
這壹激動人心的時刻。電影《中國女
排》“女排世界杯特別版視頻”也在
比賽結束後的賽事直播中第壹時間正
式曝光，為女排奪冠喝彩，向中國女
排致以中國電影人的敬意。
神還原!
“鐵榔頭”驚鴻壹瞥
半個世紀的傳奇重燃銀幕
“女排世界杯特別版視頻”再現
了 1981 年中國女排奪下首冠的激情瞬
間：拼盡全力地扣殺、奮不顧身地撲
救、血肉之軀築成網前的銅墻鐵壁!頗
具年代感的蓬松燙發，經典的白色隊
服，讓人瞬間穿越回八十年代，連比
賽時女排對戰的走位都 1:1 還原，畫
面逼真，難分真假。視頻中，初出茅
廬的郎平驚鴻壹瞥，怒吼、跳躍，神
形兼備，昨日重現。風雲激蕩，歷史
傳承，這熊熊燃燒了半個世紀的女排
傳奇終於要被搬上大銀幕。
電影《中國女排》講述幾代中國
女排的奮鬥歷程，再現她們頑強拼
搏、為國爭光的歷史瞬間，勾連起跨
越 30 多年的熱血記憶，詮釋中國力
量。自定檔以來，《中國女排》備受
矚目，誰來演？怎麼拍？任何訊息都

牽動觀眾的心。稱霸排壇的王者之師
讓每個中國人為之自豪，也是振興中
華路上濃墨重彩的壹筆。究竟有哪些
“全民記憶”會在銀幕上煥發新生，
令人期待不已。
金牌班底!
陳可辛首戰春節檔
女排精神振奮開年
“中國女排”堪稱國民級超級
IP，電影制作自然是“金牌班底”。
導演陳可辛是首位達成金雞、金像、
金馬“三金大滿貫”的導演，多部作
品被奉為影史經典;陳可辛與配合默契
的金牌監制許月珍、編劇張冀再次聯
袂，也讓觀眾對《中國女排》的品質
信心倍增。三位曾“合夥”打造了
《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兩部現
實主義影片，憑借好口碑取得不俗票
房，橫掃“三金”十三項獎項，叫好
又叫座。而即將公映的國慶檔巨制
《我和我的祖國》總策劃張壹白導演
以監制身份加盟更是如虎添翼。相信
這個全新組合會給觀眾帶來更多驚喜。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女排成為國
際體壇的標桿，女排精神不僅激勵著
每個中國人，更是中華民族精神、中
國力量的縮影。這貫穿了幾代中國人
的“團魂”，將在 2020 年大年初壹燃
燒銀幕，激情開年。

《妳是兇手》定檔 11.22
塵封十年懸案重現
由王昱執導、戢二衛監制，王
千源、宋佳、馮遠征、李九霄領銜
主演的犯罪懸疑電影《妳是兇手》
將於 11 月 22 日全國上映!
今日，影片發布定檔海報預告
，預告中壹段綁匪變聲錄音牽出兩
起橫跨 10 年、完美復刻作案手法的
綁架案。海報中，王千源、宋佳、
馮遠征身披雨衣在人海中追尋著那
個壹手策劃兩起綁架案的真兇。

10 年前，白蘭(宋佳 飾)女兒鈴
鐺被綁架並意外身亡，重案組警官
陳浩(王千源 飾)許諾孩子母親壹定
將兇手繩之以法。無奈經過漫長的
追查卻壹無所獲，陳浩帶著遺憾離
開警隊。10 年後，陳浩偶然間發現
新線索，身患絕癥的白蘭重拾希望
，決心為女尋兇，兩人展開調查並
發現了罪犯留下的蛛絲馬跡。與此
同時，李愛軍(馮遠征 飾)外孫女也
遭人綁架，綁架手法跟 10 年前如出
塵封十年懸案重現，王千源宋 壹轍，面對狡猾的嫌犯，陳浩和白
佳踏上尋兇之路懸念十足
蘭能否抓到兇手，壹償夙願…
本次曝光的定檔預
告中，壹段綁匪變聲錄
音、橫跨 10 年、40 萬贖
金、兩起作案手法完全
相同的綁架案，種種相
同點為這起懸案埋下巨
大的懸念。喪心病狂的
綁匪無情勒索，讓痛失
愛女的白蘭陷入絕望，
同時也讓李愛軍歇斯底
裏地吶喊。陳浩背負著
對白蘭的遺憾和愧疚，
重新踏上 10 年前這段未
走完的尋兇之路，在廢
棄停車場、魚市暴走追
兇的他，拼盡全力只為
兌現 10 年前對白蘭許下
的承諾。

十年兩起作案手法完全相同的綁架
案，將電影裏陳浩、白蘭、李愛軍
三個人物的命運緊緊串聯起來。定
檔海報中身穿雨衣的三個人置身於
人海中，三種眼神將三個人的角色
內在情感傳遞得淋漓盡致——身患
絕癥的母親白蘭在自己最後的日子
裏下定決心查出真兇給女兒壹個交
待;李愛軍在外孫女被綁架後也不
敢停下尋找的腳步;陳浩則帶著愧
疚在茫茫人海中尋找真兇。盡管三
個人的遭遇不盡相同，卻都有著同
樣的執念——找出真兇，終結這起
跨越 10 年的綁架案。
影片中，王千源、宋佳、馮遠
征、李九霄四位實力派演員強強聯
手同臺飆戲。王千源在本次曝光的
定檔預告中內心戲動作戲兩不落，
將角色內心的愧疚通過難度極高的
追兇動作戲全部釋放，聯手警員王
星星(李九霄 飾)全力追捕綁架案真
兇。除此之外，片中宋佳更是素顏
出演絕癥母親白蘭，將壹個絕望母
親詮釋得淋漓盡致，預告片中白蘭
手上針管中血液倒流的畫面，盡顯
這個角色為女尋兇路上的“至狠時
刻”。人藝戲骨馮遠征展現了自己
炸裂演技，失去外孫女的李愛軍經
歷了從慌張、愧疚、絕望、歇斯底
裏的壹系列變化。壹眾實力派演員
在這部電影中的對手戲，無疑是影
片的最大亮點!
全實力派同臺飆戲
《妳是兇手》由王昱執導、戢
，王千源宋佳馮遠征人 二衛監制，王千源、宋佳、馮遠征
海追兇
、李九霄領銜主演。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中餐廳 3》驚現“最怕”三連

林大廚迎特殊顧客

由湖南衛視傾力打造的青
春合夥人經營體驗節目《中餐
廳》第三季第十期已播出。本
期的節目中不僅有著菜單意外
被劃、珍珠無故丟失兩大懸案
，還迎來了合夥人們實力吐槽
驚現“最怕”三連、店長黃曉
明扣工資、加獎金改變經營理
念，主廚林述巍親自為特殊顧
客確認菜單……如此跌宕起伏
的情節分分鐘讓觀眾為他們捏
了把汗。
收視領跑不同圈層
討論熱度居高不下
《中餐廳 3》播出至今，
微博熱搜強勢破百，105 個話
題彰顯爆款實力。節目播出當
晚，《中餐廳 3》也迅速席卷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全網的討
論 熱度持續爆發，#中餐廳是
誰劃錯了菜單#、#楊紫原名楊
旎奧#、#蘇有朋重回中餐廳#
等熱搜詞強勢霸榜微博熱搜。
在競爭最為激烈的周五黃金檔
時段，《中餐廳 3》收視領跑
不 同 圈 層 ， 00 後 同 時 段 排 名
所有頻道第壹，份額超 11%，
70、80、90 後忠實追看，00 後
超 50%。
觀眾們對店長黃曉明改變
經營理念這壹做法也都發表了
各自的看法：“曉明哥笑的壹
臉憨憨樣，脾氣也太好了吧”
，大廚林述巍為麩質過敏的顧

客專門做菜的種種細節也收獲
了大家的壹致好評：“林大廚
真的很認真而且經驗豐富，是
中餐廳之福”。此外秦海璐對
小輩們的照顧與關愛、楊紫吐
露自己心聲誇獎店長時的真性
情、仝卓和王鶴棣在後廚壹直
認真工作的態度……也換來了
網友紛紛為節目點贊。
劃單事件引發“最怕”三連
合夥人看熱鬧不嫌事大
由於菜品出現了誤劃的現
象引發了中餐廳劃單懸案，並
且出現了店長黃曉明、大廚林
述巍、 大 堂 經 理 楊 紫 三 大 嫌
疑人，林大廚表示自己晚上
比較閑瘋狂承認錯誤覺得是
自己劃的單，於是引發了黃
曉 明 發 出 壹問：《中餐廳3》最
怕什麼？——最怕大廚說自己
閑。以往閑下來的林大廚不
僅嫌客人少，還悠閑地想喝
杯茶，這次還增加了劃單新
項目，著實是讓人招架不住。
接下來海璐姐立刻接著這壹
話題回答：《中餐廳》最 怕
店長說：“我有壹個想法” 。
從壹開始的以物易物到改
變各種經營理念，店長黃曉
明的想法總是分分鐘讓其他
合夥人“頭大”。不僅如此
，海璐姐又拿出了“最怕”
系 列 的 最 後 提 名 —— 她 的 必
殺絕技：財務索票殺，壹連

串的“有票嗎”簡直魔性十
足。
《中餐廳》迎特殊顧客
林大廚定制料理接受考驗
這壹期的節目不僅迎來了
壹位吟唱的國際中華美食愛好
者——喜歡烹飪對中國菜有著
濃厚興趣並且想見壹下主廚的
超模，還迎來了壹位麩質過敏
體質對食物有著特殊需求的顧
客。這位顧客早在前壹天就特
意詢問中餐廳能否滿足他的需
求，得到林大廚信心十足的肯
定答復之後來就餐時還特意提
供了中文版的過敏清單。面臨
著定制料理的挑戰，林大廚事
無巨細從菜籽油開始就仔細確
認它營養配比，還親自去詢問
這位客人的過敏物質和點菜需
求，最終確認了壹份中餐廳特
制的蘑菇醬炒飯，並且得到了
顧客的美味認可。
《中餐廳 3》在經歷了店
長改變經營理念和兩大懸案之
後，不僅讓觀眾淚點與笑點齊
飛也讓合夥人們的關系愈發緊
密。在下壹期節目中，合夥人
們不僅迎來了最狂野的壹次休
假日，還等到了中餐廳老朋友
蘇有朋帶著高難度任務回歸，
這壹次合夥人們又將面臨怎樣
的挑戰？周五(10 月 4 日)晚 22:
00 湖南衛視《中餐廳 3》帶妳
壹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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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消息，據外國媒體報道，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下壹部新片來了！
《騾子》還在回味，他導演的《理查
德·朱維爾的歌謠》已經定檔：華納宣
布該片將於今年 12 月 13 日北美上映，
沖奧斯卡頒獎季。這部片子復活重新開
始運作後進度蠻快的，89 歲的東木老爺
子辦事很利索。
保羅·沃爾特·豪澤（《我，花樣女
王》）和山姆·洛克威爾（《三塊廣告
牌》）主演，改編自 1996 年亞特蘭大
奧運會爆炸案的真實人物、事件：保安
理查德·朱維爾從英雄變成了嫌疑人，
被錯誤指控，十數年後郁郁而死。
奧運會期間，朱維爾發現了壹個裝
有管狀炸彈的背包，隨後發出警報並幫
助清理該地區。然而炸彈還是被引爆了
，造成壹人死亡，多人受傷。
朱維爾最初被譽為英雄，但隨後，
執法機構認為其實是他放置了炸藥，他
們將“朱維爾可能是該事件疑犯”的信
息泄露給了《亞特蘭大憲報》的壹個記
者。從此朱維爾的生活翻天了，他變成
了頭號疑犯。FBI 兩次搜查他的家，媒
體把他描繪成壹個超重的失敗警察和媽
寶男，他被很多人痛恨，也成了深夜笑
料。
88 天後，FBI 洗脫了朱維爾的罪名
，並和相關機構向他道歉，但他的名聲
損失已無法挽回，生活還是每況愈下。
2007 年，朱維爾死於與體重有關的健康
問題，年僅 44 歲。
豪澤飾演朱維爾，洛克威爾飾演他
的律師。凱茜·貝茨、奧利維亞·王爾德
、喬·哈姆也出演，影片 6 月開拍，如今
已殺青。

年近 90 歲的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創作力依舊旺盛，他導演的新片《理
查德· 朱維爾的哀歌》（暫定名）發布
首款預告，影片聚焦 1996 亞特蘭大奧
運會爆炸案，首先發現爆炸物的保安
理查德· 朱維爾被誤會為嫌疑人，導致
人間悲劇。影片將於 12 月 13 日北美上
映，有望沖擊奧斯卡頒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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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

被誤解的美國英雄
聚焦奧運爆炸案

89 歲老東木新片定檔

劍指奧斯卡頒獎季

《我,花樣女王》男星保羅· 沃特·
豪澤扮演被冤枉的保安理查德· 朱維爾
，山姆· 洛克威爾（《三塊廣告牌》）
則扮演朱維爾的辯護律師。
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1996 年亞
特蘭大奧運會爆炸案發現者保安理查
德· 朱維爾從英雄變成了嫌疑人，被錯
誤指控，數年後郁郁而死。

奧運會期間，朱維爾發現了壹個
裝有管狀炸彈的背包，隨後發出警報
並幫助清理了該地區。然而炸彈還是
被引爆了，造成壹人死亡，多人受傷
。
朱維爾最初被譽為英雄，但隨後
，執法機構認為可能是他放置了炸藥
，他們將“朱維爾可能是該事件的疑

犯”的信息泄露給《亞特蘭大憲
報》的壹個記者。從此朱維爾的
生活翻天了，他變成了頭號疑犯
。 FBI 兩 次 搜 查 他 的 家 ， 媒 體 把 他
描繪成壹個超重的失敗警察和媽
寶男，他被很多人痛恨，也成了
深夜笑料。
88 天後，FBI 洗脫了朱維爾的罪

名，並和相關機構向他道歉，但他的
名聲損失已無法挽回，生活還是每況
愈下。2007 年，朱維爾死於與體重有
關的健康問題，僅 44 歲。
《理查德· 朱維爾的哀歌》原本有
望由喬納· 希爾和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
奧主演，後來兩人都確認不會再出演
，會擔任該片制作人。

愛德華諾頓:我想拍的是黑暗綠巨人
"想要諾蘭蝙蝠俠的感覺""凱文費奇小心眼"
三獲奧斯卡提名的愛德華· 諾頓
，在近日與《紐約時報》的對話中，
聊到了自己當年與漫威影業的分歧。
當年拍 2008 年版《無敵浩克》的時候
，諾頓本想要的是黑暗、粗糲的感覺
，“就像諾蘭導演《蝙蝠俠》三部曲
那種”，但結果沒成型。
“我本來提的是兩部電影，壹部
起源故事，壹部是浩克作為清醒的夢
想家，如何面對幻覺和征程，”諾頓
說。“漫威當時表示，‘我們就是想
拍這樣的電影！’結果他們根本不想
。”不過諾頓表示，他當年拍片的過
程還是挺開心的，和凱文· 費奇當時
關系也不錯。
兩人關系惡化是在 2010 年，當
費奇表示諾頓不會出現在《復仇者
聯盟》中，還說諾頓很難搞。“我
們決定不再讓愛德華· 諾頓出演
《復聯》中‘綠巨人’壹角，這絕
對不是出於金錢方面的考慮，而是
想要尋找壹位既能展現創造力，也
能和我們其它團隊成員好好合作的
演員，”費奇在當年的聲明中曾提
到。
“這麼說話其實挺小心眼的，”

諾頓認為，“這是為了維護自家的品
牌之類的吧，他們沒想拍長、黑暗、
嚴肅的綠巨人電影，不過現在都並不
重要了。”
諾頓接著說，“我們拍完之後對
於下壹部影片進行了積極的討論，看
了看需要花的時間，我不想參與了。
我想要的片酬，真的是會比漫威想給
我的要多，但這並不是我當年不願意
再拍《綠巨人》電影的原因。”“凱
文想要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他應該
是娛樂產業做商業計劃最成功的制片
人之壹，只不過最後成片和我在格調
、影片水平上的預期都不同，我不想
再花時間了。”
諾頓還對於自己去年在吐槽大會
上（布魯斯· 威利斯那壹期）的發言
進行了解釋，當時很多觀眾認為他是
攻擊了漫威——“我想跟妳壹樣（指
威利斯），我也拍了部動作電影叫
《無敵浩克》，妳知道哪兒出錯了麼
？我想要更好的劇本。”
而諾頓則想要澄清，“我這是嘲
諷我自己呢，結果大家都說‘愛德華
這是在 diss 漫威’，根本不是，我明
明是在吐槽我自己。”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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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神”白起之死——一场咎由自取的轮回
白起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大将军，少
年时勤奋好学，文武双全，性格内向而
坚韧，长大之后独闯咸阳，谋求官差。
秦昭王十三年，魏冉推荐白起任左庶长
，领兵攻打韩国的新城，第 2 年升任左
更，又攻打韩、魏二国。
伊阙之战是白起第一次独立指挥作
战，斩杀韩魏联军 24 万人，此后白起
一发不可收拾，历经大小 70 余战，战
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
升到大良造，封武安君。白起被誉为秦
国的战神，但是对山东六国来说，却是
实实实在在的死神，六国提起白起，无
不闻风丧胆：他三次伐楚，攻鄢时，决
水灌城淹死居民数 10 万；他攻魏于华
阳斩首 13 万军士，他与赵将贾偃大战
，沉降卒 2 万人于河中；长平一战，更
是杀赵国军队近 40 万人！
历史记载，白起一生征战沙场三十
余载，攻六国城池大小 90 余座，共歼
灭六国军队 165 万人。更令人称奇的是
，白起一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而且经
常以少胜多。据清朝梁启超考证，整个
战国时期，战死的人数有 200 多万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白起的“杰作”。秦始
皇能统一中国，有人说是秦昭王的功劳
，也有人说是商鞅的功劳，其实归根到
底，还是白起的功劳。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白起算计敌人能随机应变，计出不尽，
奇妙多变，名震天下，然而却不能对付
应侯范睢给他制造的祸患
公元前 265 年，魏冉被免去相国一
职，由范睢代相。
白起身为秦国最高武官大良造，在
军事系统内部有着崇高的威望，在魏冉
退出之前，自然而然属于魏冉一派的领

军人物。秦昭王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
，为了真正控制大秦的军政大权，便不
遗余力的打击魏冉一派的余党，提拔那
些自己亲信的将领，于是，白起与秦昭
王之间的矛盾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打长平之战，秦昭王不得不重
用白起，常平一战，全歼赵军 40 余万
人，赵国国内一片恐慌，白起又乘胜拿
下 17 城，直逼赵国国都邯郸，赵国指
日可破。白起本欲乘胜灭赵，他兵分两
路，一路由王龁率领，进攻皮牢，一路
由司马梗率领，攻占太原，而白起自己
，率军围攻邯郸。

赵国形势异常危机，平原君的门客
苏代向赵王献计，愿意冒险赴秦，以解
燃眉之急，赵王已经无计可施，只好
“死马当作活马医”姑且让其一试。
苏代带着厚礼来到咸阳，他并未拜
见别人，而是直接到相府参拜范睢。一
方面挑拨范睢与白旗的关系，声称白起
如果灭赵，功劳定在范睢之上，对范睢
来说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他指出赵国
已经十分衰弱，根本无足畏惧，如果秦
王同意议和，将献出六城。苏代添油加
醋的描述，还真把范睢给说动心了
白起从军队的基层一路杀上来，已

经被封了武安君，定位上，与范睢一文
一武，并无冲突，他与范睢以前也并无
过节，更不会没事找事的去招惹范睢，
他们两个好比两头在同一草场两边吃草
的公牛，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根本不会发
生冲突。可是，苏代的挑拨就像是在两
头牛之间扬起了一块红布，势必会分割
高低。范睢率先起了杀机，而白起对此
还一无所知
在范睢的建议下，秦昭王下令白起班
师回朝，这让白起心生不满，称病退隐。
很多人认为是范睢造成了这一切，
可如果仔细琢磨，倘若秦昭王没有这个

心思，他又怎会放弃这个灭赵的良机？
他心里渴望灭赵，但是灭赵的人不该是
白起，白起的功劳已经太高，再高下去
，除了王位，真没有可赏的了，而且白
起手中掌控了大秦的所有军队，任何一
个君主面对这样一个属下都不得不防。
于是，他趁着范睢谏言的时机，强令白
起撤兵，并收回兵权。
可是没多久，秦昭王又打算灭赵。
五大夫王陵久攻不下，还损兵折将，秦
昭王不得不命范睢去请白起“出山”。
从邯郸撤军时，白起是假意有病，可当
范睢请白起时，白起身体确实不好，不
能走动。秦昭王撤换了军队统帅，由王
龁继任，可是面对楚、魏、赵三国联合
，伤亡惨重。于是，秦昭王又派范睢去
请白起，这也是最后通牒了，谁知，这
次白起更过分，连见都不见，不但刺激
了秦昭王，也伤害了范睢的自尊心，毕
竟范睢当时是相国啊，敢这么对他的人
也只有白起了
恼羞成怒的秦昭王下令免去白起的
所有爵位，贬为庶民，流放阴密。此时
的白起有病在身，无法行走，秦昭王就
命人将白起遣送出咸阳，不准他留在城
内。可在此时，范睢又进谏谗言，说白
起心生不满，要是跑到其他国家，肯定
会成为大秦的祸患！这也触动了秦昭王
的猜忌，派使者在咸阳城西 10 里的杜
邮赶上白起，赐死白起。
白起死前，发了最后、也是唯一一
次感慨：我早就该死，长平之战，投降
的几十万赵军被我欺骗，将他们活埋，
仅这一点，我就实在该死！说完就拔剑
自刎了
一代杀神，就此谢幕，以极其悲壮
、而悲剧的形式。

西夏遗民，
他们都是西夏人后裔
夏尔巴人，西夏人的后裔。西夏灭
亡后，他们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逃亡，一直
到接近珠穆朗玛峰。在那里，他们靠自己
的智慧一直繁衍着。
现在，他们是什么样的呢？还崇拜
像珠峰一样洁白的白色吗？
美国著名探险家——约瑟夫· 洛克，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写手，1930年，他
登上青藏高原的一座雪峰时说：“我被这
雄壮奇丽的景色征服了，这黄河西边的高
山，从来也没有外国人来过。
我一个人单独在山顶上呆了一会儿，
陷入了深思冥想之中，并很容易地理解了
为什么藏族人如此膜拜这些雪峰，为什么
将他们看作纯洁的象征。”
这段话让人联想到藏族人的同时想
到了同样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党项人，以及
党项人的一支后裔夏尔巴人。
1227 年，随着西夏最后一位皇帝李
睍在兴庆（今宁夏银川）出城投降，西夏
在蒙古军队的铁骑下正式宣告灭亡。
此时，离1038年西夏立国已经189年
。西夏是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
权，国灭了，党项人去了哪里？这个问题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探寻
直到 1882 年英国学者巴卜尔首次在
其《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一书中，披露

了西夏民族失踪的假说之后，经过中国几
代学者 100 多年的研究考证，西夏遗民终
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但因为时间的漫长，后来的学者们
给出的关于西夏遗民的答案，也都是一个
很广泛的概念，即是西夏遗民有一部分留
在了今宁夏本地、内蒙、甘肃、四川、西
藏、青海以及河北、河南、安徽等地。
总之，不是被回化、蒙化、藏化、
汉化就是被其他民族化了，也就是说融入
中华民族中了，很难分清了谁是谁了。在
这“很广泛”的基础上，专家们又进行了
一些“细分”，给出了一些相对精确的答
案
大约有这么几种说法和几个地方：
1.唐古特人（也叫唐古忒、唐兀人、
唐兀惕），即元朝时蒙古人对党项人称谓
，但后来这个称谓渐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
当地藏族诸部；
2.木雅人，主要分布于四川贡嘎山周
围的康定、道孚、九龙、雅江等地区。具
体说法是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在经过
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的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
，首领叫“西吴王”（西夏王），使用古
党项语，而藏语的“木雅”一词原是指西
夏国都兴庆府地。3.夏尔巴人，居住在中

尼边境，属中国的未识别民族
之一，主要依据是夏尔巴人的
一些传说、经书以及生活习俗
。
还有一些具体说法是：在北京
的居庸关、河北的保定地区也
发现有西夏文碑，说明部分西
夏后裔进入汉族地区并逐渐汉
化，在河西一带、江浙地区均
有记载证明有西夏后裔存在。
其次，在陕北米脂、横山等地居住
着许多拓姓居民，他们有可能是西夏党项
拓跋氏的后裔。
另外，陕西西安一个叫李培业的人
保存着一份与西夏有关的“李氏家谱”，
并声称自己是“西夏皇族直接后裔”，后
经学者们确实，其家族确与西夏党项人有
关，但他们已经成了“汉族”。
唐荣尧先生最早提出的也是一个假
说，即是成吉思汗百年之后，王子阔端通
过凉州会谈，西藏从此纳入元朝版图完成
统一。
而那时候，从银川平原逃亡的甘孜
、阿坝、昌都一带的西夏后裔成为了元朝
政权的主要整治对象，开始了对西夏后裔
的屠杀，无奈之余，西夏后裔又开始了新
的迁徙，向西、向西、一路向西，他们走
近了珠峰，走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当年党项人亡命天涯，夏尔巴人
的祖先很可能是为了躲避当初蒙古人和西
藏人的追杀，而把自己的姓隐瞒了。到现
在，西藏的夏尔巴人都有一个传统，把自
己的姓要记在心里，只是名说出的给外人
听。
夏尔巴青年男女要是相爱，到结婚
时，双方的家长才会问彼此姓什么，夏尔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Affiliated wlth Memorial
Hermann Southwest Hospital 美國內科專業證書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心肺、胃腸、肝臟、過敏、咽喉炎、鼻炎、皮膚、
甲狀腺及風濕等疾病。現有NB-UVB機，特效治療皮膚頑症(牛皮癬/濕疹/神經
性皮炎/蕁麻疹/白癜風)。

D03-FA_YiZhouMD周藝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巴人的姓氏只有这个时候才说的。
夏尔巴人至今还保留着给亡去的祖
先送‘寒衣’的习惯，当地人也叫‘鬼节
’，而周围的藏族人或尼泊尔人却不这样
。”后来，这种说法后来逐渐得到了西夏
学专家的认可。
樟木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
木县下辖镇，位于绿色的大峡谷，海拔
2300米，作为党项人后裔的夏尔巴人在逃
亡的路上选择了这里。
夏尔巴人长得很漂亮，脸部轮廓分
明，高鼻梁，深眼窝。不论男女老幼，上
身穿一件白羊毛织成的氆氇做的对襟褂。
妇女腰间围一条从后拢向前面的腰裙，男
子腰间别着一把腰刀。他们总是在说说笑
笑，性格很开朗。
夏尔巴人的房子，大多是新建的二
层楼，外墙刷得很白，室内清洁、宽敞、
明亮，有的家里还有缝纫机、半导体收音
机，在那个时候，算是现代化的家当了。
在农家门前有妇女坐着在编织竹器
，房屋四周是菜园子，稍远处是一片片玉
米地，山野遍地开满各种鲜花，其间有牛
羊放牧。
1904年，英国军队从樟木口岸登陆西
藏，一路烧杀抢掠，贪婪者要掠夺布达拉
宫罕世珍宝，边陲樟木的夏尔巴人激怒了
，最先参与到抗击侵略者的军事行动中，
他们保家卫国，用流血牺牲争得了尊严。
而以经商为荣的夏尔巴人多年来，在
边境樟木、在尼泊尔一直充当着“民间大
使”的角色，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开创了
中尼两国经济贸易来往的先河，中尼两国
的友谊由此而绵长。
立新村和雪布冈村是夏尔巴最大的
村落，他们自称祖先是从“西夏”来的、

是东方来的、是从四川阿坝和青海那些地
方来的。
夏尔巴人信仰藏传佛教，婚姻习惯
和陕西甘宁一带的一样，这是他们的身份
披上西夏后裔的又一个例证。
夏尔巴男女都穿白毛线织成的镶黑边
的短袖外套，白色是他们最尊贵的颜色，
这和当年西夏建国后，皇帝李元昊仍然继
承羌族对白色崇拜，只允许自己及以后的
帝王穿白色长袍一样
也和至今生活在四川西北地区众多
的羌族对白色崇拜一样，而且他们角逐的
碉楼和其他形式的民居顶部还保留着供奉
白石头的风俗。
而学界对夏尔巴的解释是，“夏”
是东方或来自东方的意思，“尔”是语气
词，相当于汉语中的“的”，巴是“人”
的意思。
据《新唐书》记载，西夏的祖先党
项族原居四川松潘高原。藏族一直认为党
项族为藏族的一个分支，藏语里党项称为
“米酿”，是藏族姓氏来源之一。
而西夏古都今内蒙古额济纳（黑水
城）系是党项语，在藏族现代语中黑水也
可翻译成曲那，至于“额”，在安多一带
方言中在说话时总有一点呃这样的语调。
现在应该回到我们在文章开始时引
用近的约瑟夫· 洛克那句话上了，为什么
藏族人如此膜拜雪峰？答案只有两个字：
智慧。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创下了“两个之
最”：成功攀登珠峰人数最多；无氧登
顶珠峰人数最多。他们在人类攀登珠峰
史上功不可没，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这，一定是他们智慧的生存，也一
定是他们对白色的另一种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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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美国警察如何保命？
这十一种情况你最好知道下

当你开着心爱的车儿，在美国落日
的余晖中飞驰时，后面突然响起了警笛
声。你确认过眼神之后波澜不惊地
Pool over，优雅地打开车门，下车后和
警察目光对视。你微微一笑，想优雅地
点根烟压压惊，在伸进夹克口袋里掏万
宝路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却扫到了几米
外出现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的警察举枪动
作。在你回过神来之前——你已经回不
过神来了，因为你会登上了当地报纸次
日的头条：“手无寸铁平民因为可疑动
作被警方击毙。”
这并不夸张，事实上，仅 2018 年美
国就有 992 个人被警方击毙，其中的 47

人都是手无寸铁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大部分警察在录像记录的证实下都符
合“规定动作”，所以不用承担任何责
任。
先不管舆论上各种天花乱坠的正反
观点，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做
到“完全配合”而避免类似的惨剧发生
在自己身上。
那么，遭遇美国警察后如何做才能
保命？这十一个状况你有必要提前知道
：
1. 首先说个总体，（任何场景下
），你都要保持平静和冷静。
警察在你眼里只有一种形象，而你

在警察眼里却有
很多种“可能”
，你可能是学者
，商人或议员，
但在警察眼里，
你除了自身的形
象外，也可能是
枪手。所以，保
持平和，冷静礼
貌地和警察沟通
十分必要。
2. （ 开 车 被 拦
下）在车里坐好
，把手放在方向
盘上，或者至少
全程让警察看到
。
当你开车被拦下
，把手好好放在
前方是最明智的
选择，否则会被
认为有藏匿致命
武器并准备使用
的嫌疑。
3. （ 开 车 被 拦
下）不要和警察飙车。
不要幻想你能甩掉警车全身而退，
除非你开的是 UFO，否则就别做傻事了
。再说逃逸的话，罪行会进一步升级。
4. （面对面）别跑。
抱着侥幸心理，话说到一半扭头就
跑的行为完全拿命在赌博，你跑的再快
能快过警车？能快过直升机？不过通常
来说你要么被拦截的警察扑倒制服并扭
伤手腕，要么就是被本来应该进入大腿
的子弹命中心脏——因为你有潜在的可
能性对公众造成威胁，不然干嘛要跑。
5. （面对面）不要主动碰触警察
。

以“套近乎”或者别的乱七八糟理
由的勾肩搭背甚至搭肩膀的行为都是十
分愚蠢的。你会被认为有“锁喉”、
“裸绞”、“反关节”等攻击动作的前
奏，当然了除非你蠢到把手放到警枪上
面，否则直接待遇大多会被举枪警告或
者擒拿制服。
6. （任何场景）拿文件时的动作
幅度不要太猛。
无论是在车里拿驾照，还是在站在
路边拿 ID，你都要慢慢来，不要从兜里
掏个东西动作都搞得好像要掏枪一样，
再配合着烈日下紧皱的眉头——效果好
极了。
7. （任何场景）永远不要在警察
面前把手突然伸进口袋里。
原因同上条。警察会对你的疑似
“掏枪”行为做出标准的反应动作的
——比你更快的出枪。不同的是，他出
的可是真枪。
8. （任何场景）不要和警察争吵。
受荷尔蒙控制的人类，争吵往往会
不经意间过渡到肢体接触上，从而引起
上面第 5 条的后果，所以请避免和警察
争吵。如果他对你的执法做出误判，那
么最好的办法是回家后向当地警局进行
申诉，毕竟一切都是记录在案的。
9. （任何场景）不要拒捕——哪
怕你是无辜的。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面前的警察
要请你回警局喝咖啡，无论你有多么的
愤怒都不要拒捕。如果你是无辜的话最
后肯定会没事，但是如果拒捕的话就有
可能遭到暴力对待甚至枪击。
10.（任何场景）无论你有多害怕
，请服从警方指示。
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因为相当
数量的警察枪击案中，中枪者都事后被
查出其实“手无寸铁”。导致警察开枪

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正确地执行警
方指示。
比如 2016 年著名的 Daniel Shaver 事
件中，手无寸铁的 Daniel 在地上爬行并
且边哭边乞求警察不要开枪。警方大声
要求他把手举高，但是他还是把手甩到
了后背。
警察警告他说，“你再做出类似的
动作，我就会开枪，明白吗？”他说明
白。但几秒之后他又把手挪到了腰带附
近。于是 5 发子弹立即射出，Daniel 当
场毙命。
事后无论舆论怎么说，法庭还是判
决这位警员无罪，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
怀疑 Daniel 当时想掏枪，所以正确地执
行了标准动作并保护了自己、警员同时
以及在场的无辜群众。
所以无论你当时心情如何，如果你
完全服从警察的指示，你就可以安全地
回家，这才是在外面所有的现状改变之
前最重要的事情。
11.（额外场景）不懂英语的话。
另外，如果你完全不懂英语，连“Sorry officeer,I don't speak English, can I
call somebody for help?（对不起警官，我
不会讲英语，我能打电话让人帮忙吗？）这
句话都说不利索的话，千万不要在警察不了
解你要做什么之前埋头掏东西。
其次，警察通常会拿一张印有许多
语言的单子让你去选，然后打电话给专
人协助翻译。而你是亚洲面孔就更简单
了，因为大概率是“中、日、韩”这三
种语言。所以只要你别大喊大叫或乱动
乱摸，就不会有问题。
这 11 种情况是我十年美国生活能
想到的，如果你的遭遇超出了这些情况
，麻烦你留言分享出来，也许可以帮助
看到的人免遭损失也不一定。

为什么我们对越亲的人越没有耐心？
美国人的回答太深刻了
本文作者为美国人 Alex Lickerman
M.D.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世界难
题，美国人也一样存在），越是对亲近的人
，我们的态度就越差。一般的看法是“亲人
之间的相似性导致彼此相轻”，但我并不认
同。
我觉得，对亲人没耐心，态度差，不
是因为我们厌倦了亲人身上的优点（举例：
我真受不了，你怎么对谁都这么好！），而
是经历时间的考验，我们对亲人身上一直存
有的“缺点”慢慢不能继续容忍。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痛苦的记忆远
胜于快乐。我们和亲人朝夕相处，时间久了
，家人的“缺点”在我们心中引发的不快，
就会胜过家人的“优点”给我们的感动。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对亲人好
一点，在做不到时往往有很深的负疚感。当
然，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厌倦配偶到想要离
婚的地步，也没有受不了孩子想把他们送给
别人收养的程度，更不会因为烦父母就切断
和他们的联系。
那么，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对亲人更有
耐心呢？
请试试以下方法：
1. 时常思考如果生活中没有了亲人会
怎样。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懂得感恩。只有感
受到“失去”的可能，才会有感恩的心。研
究显示，想象自己失去身边真实具体的人，
可以激起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事实证明，设
想一个人可能从我们的生命中离开的原因，

在脑海中模拟完全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最
让人们受触动。
写下亲人最让你感动的事，每天早晨
花一点儿时间（几分钟就好），想象自己可
能会（或有天一定会）失去他们。当我们对
亲人的离去有画面感时，会对想象的情况产
生更多情感的反应。比如，想象一下失去另
一半后的生活：生活变得苍白空洞；再没有
他/她与你同床而眠；餐桌对面再没有他/她
和你边用餐边聊天......
想象爱人不在时自己必须更改日程起
居，带入画面来想象。想象自己一个人看电
影，一个人休假，一个人参加家长会，等等
等等。常常这么做，便会形成习惯。只要坚
持做，就可以让自己始终保持感恩的心。
2. 创造机会，和其他人一起陪家人沟
通、交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常说，你
是怎样的人，就会和怎样的人在一起。
然而，你是否注意过，你和家人在一
起时的感受和言行，与你和朋友在一起时很
不一样，而和同事或老板在一起时又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面，而我们在某一个
时刻呈现哪一面更多取决于我们身边的人，
而不是自己。
当你和家人、朋友同处一个场合时，
朋友更像是“外人”，这时你会对朋友格外
地礼貌和周到。同时，有家庭以外的人在场
，亲人们往往本能地“抱团”，呈现出一种
和谐、温暖的亲情关系。这绝不是刻意表现
，而是一种微妙的感受。你也可以在这样的
场合更多地看到并欣赏亲人身上好的一面。

简言之，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你和亲人之间
的化学反应会变化，而且通常都是往好的方
面。
3. 必要时离开家人，独处和思考。
这样做，不是为了让自己默默恢复
“接纳”亲人的心力，而是为了获得全新的
视角。一个人出门走走，接触外面的人与环
境，让新的经历和遇到的人唤醒那个更大气
的你，使你能从更大的视角看待今天的生活
，更易于发现亲人的闪光之处并欣赏他们，
从而客观地看待亲人让你烦躁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对陌生人比对亲人更好？
除了上面专家的话，下面我们也看看普通美
国网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Sheila Makena, Push Factor 网站
创建人:: :: 活出真理
很可能是因为，和陌生人在一起时，
你可以随意表现自己。他们不像亲人那么了
解你，因此遇到新的朋友时，我们感觉很自
在，可以表现自己想要表现出的那一面性格
，尤其当你知道以后不会再见面的时候。
2、Safi Siddiqui非常好的问题。
在我看来，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被他
人喜欢的愿望。人们希望被欣赏和尊重。这
个想法扎根在大家心里。迄今为止的好几代
人，都教育孩子出门在外时要有最好的表现
。而很多人都明白，最容易收获尊重的方法
就是首先尊重他人。
另一方面，人们和父母在一起时感觉
很放松自在，往往就不顾客气和礼貌的社交
礼仪了。其实，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是：
如果亲人对自己过于客气和正式，大多数人

要么会怀疑发生了什么事儿，要么会感到生
气。尽管如此，人们渴望在所有大大小小的
事情上被人尊重，这一点始终不变。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成功的人际关系一
定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牺牲和为对方着想的心
。
3、Kavitha Rajasekaran, 每个人都渴
望接受并给予爱
每个人都会是别人眼中的陌生人。我
们对陌生人表达善意或对他们更好，是因为
我们成长的环境教育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
假定陌生人应该是好人，因而把自己性格中
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们。
此外，陌生人一般不会和亲人一样说
（批评/论断）我们，因此和陌生人在一起
时，我们感到更自在。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对陌生人友
善是因为：有时在新的地方我也会是陌生人
，我希望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我。
4、Ishan Khatri, 爱让我们活着。
陌生人 = 大海。深度未知、具有未知
的威胁或难以想象的潜能与惊喜。
为了确认这些未知，我们保持礼貌和
谦卑，然后慢慢用我们的量器来量度。
亲人 = 淡水湖。深度已探明。我们司
空见惯，最不懂得珍惜。
5、Josh Manson, 心碎了，胶水粘起
来。
我们对陌生人更好，是因为他们没有
伤害我们。而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和已经成
为我们生命一部分的人，都曾在人生的某个
阶段给我们带来了伤害，因此我们对他们在

情感上有所保留。
其实，归根到底是信任的问题。我们
说谎或保留情感的原因是缺乏信任。我们要
么不相信亲人能好好地回应我们的真心话，
要么担心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我们自己。因
此，对最亲的人说谎、掩饰，只是不想让他
们不安；而对陌生人说谎，是为了让他们对
我们有好感。
因此，我们对陌生人更好，是因为希
望他们对我们有好感。已经对我们有好感的
人，最后往往就得不到我们的关注了。我们
会感觉反正他已经挺喜欢我了，就不需要给
他那么多关注了。
因为亲人伤害过我们，为了避免再次
受伤，我们常常不愿意为他们做事。我们对
亲人还不够信任，所以做不到对他们好。而
和陌生人一起时，因为未曾被他们伤害过，
我们就好像试水一样，除非陌生人伤害到自
己，否则我们会一直对他们友好。
陌生人真的就不会论断或伤害我们吗
？下面的这位小哥似乎不这么看。
6、Ammar Zahid, 社交大师
我认为，原因是我们知道亲人永远不
会离开我们。我们不害怕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
陌生人会论断，而在今天的世界，没
有人喜欢被他人论断。这正是很多人难以和
陌生人加深了解的原因。
我从来不让陌生人或不太亲近的人知
道我真实的生活，但会让亲人知道。
我不一定对，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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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休斯頓韓國文化節贊助商的風采
2019
休斯頓韓國文化節贊助商的風采：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
和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Group（
Group（AMA
AMA）
）

繽紛韓國文化節，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商家大優惠
金秋十月的休斯頓，炎炎夏日仍未
褪去，一年一度盛況空前的韓國文化節
在 10 月 5 號在休斯頓市中心的 Discovery Green 舉行。今年的 2019 韓國文化
節已經是連續舉辦的第 11 屆了，歷史
悠久。隨著移民定居休斯頓的亞裔人口
越來越多，文化節的規模也越辦越大，
並從韓裔逐漸向其他亞裔及非亞裔社群
擴大影響力。現場所見就是人從眾，不
同族裔不同膚色的參加人數高達 40,000
人。

文化節除了有精彩的表演、美食外
，更是商家籍著文化節的規模和影響力

向各族裔社群宣傳企
業、產品和服務的大
好時機！休斯頓知名
的 RE/MAX United 聯
禾 地 產 和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Group （AMA） 把 握
住這個難得的機會，
聯手成為本屆韓國文
化節的主要贊助商，
繼續秉承“共贏”的
理念，在 2019 韓國文
化節上宣傳推廣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
城 和 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
在這屆韓國文化節活
動 並 延 至 10 月 底 ，
Katy Asian Town 凱蒂
亞洲城的商家會提供
各種優惠，例如：
Phat Eatery- Free
Roti Canai；Jia Restaurant- 15% off purchase； Eight Turn
Crepe- 10% off purchase；Soju 101- Buy 1 cocktail soju
get 1 free； Panntea- Buy 1 set get 1
set Free； 另 外 Share Tea， Square
Root, Glow cosmetics 及 Tony Moly &
It's Skin 韓國品牌化妝品，也是周末逛
街吃飯美容的好去處！

AMA 協 辦 韓 國 文 化 節 ， 助 力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發展
說起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
，它是率先在 Katy 大學城商圈崛起的購
物 飲 食 娛 樂 廣 場 ， 是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首個運作的大型商業地產項目
，現隨著 AMA 聯亞營銷聯盟集團歷時
兩年的持續多個市場推廣活動，越來越
多不同族裔的人知曉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能在短時間內達到如此高
的知名度，是離不開 AMA 營銷聯盟集
團的廣泛人脈、各族裔主流媒體的持續
關註，以及大量人力物力的持續投入。
就如這屆的韓國文化節，AMA 為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的商戶派發宣
傳單張，並在各大主流媒體全方位多角
度進行宣傳， 包括各大中文、韓文、印
度、越南等的傳統報紙雜誌，以及 Wechat, Facebook 等等社交媒體，務求將

信息傳達到各個人群和各個角落。而這
些 營 銷 活 動 ， 都 是 AMA 免 費 為 Katy
Asian Town 凱蒂亞洲城的商家提供的
！
說起(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集
團的誕生，它是聯禾地產的負責人
Josie Lin（林承靜）女士憑著不局限於
單一端的服務意圖， 進而延伸與其他服
務提供商和零售商進行整合，期待打造
共贏圈這個理念而創建的平臺。 AMA
被稱之為“共羸圈”，主要使命有兩個
：
1．將現有的生意和特許經營主與
有抱負的特許加盟者或未來企業家聯繫

讓合適的人互助企業蓬勃發展。 Josie
的目標是為會員創建一個龐大的關係網
絡。 “我們正在與值得信賴的個人和公

司建立真正的聯繫。” Josie 說：“我
們的合作夥伴創建了業務渠道，通過聯
合起來，他們可以花更少的精力營銷自
己的產品和服務。”

起來
2．為零售會員和合作夥伴提供綜
合業務支持
AMA 的所有會員都受益於免費的營
銷諮詢，零售商會員從 AMA 提供的營
銷和品牌推廣，諮詢以及經 AMA 過濾
的可靠供應商中獲益，商店、餐館和服
務提供商可以成為這一級別的會員。而
產品與服務提供商這一級別的會員，運
用他們在公共關係，人力資源，營銷，
業務運營，物流，財務管理和房地產交
易方面的專長提供服務。
加入 AMA，意味著獲得了接觸合格
客戶的機會，並從簡化的營銷平臺中受
益。 Josie 解釋說，所有這些都是為了

不含清理費
Excluded Clean-up

自 2019 年 初 成 立 至 今 ， AMA
Group 已 經 為 凱 蒂 亞 洲 城 “ 風 味 亞 洲
“的整體形象宣傳，打造了包括凱蒂亞
洲城歡樂慶新年活動 Katy Asian Town
LunerFast， 歡 樂 母 親 節 活 動 Cuddle
Your Mommy，商家媒體宣傳等一系列
的 營 銷 活 動 。 透 過 不 同 的 行 銷 活 動,
AMA Group 將更有效地整合資源, 利用

現有優勢, 開展整體的營銷企畫項目。

AMA 籍 著 韓 國 文 化 節 宣 傳
Grand West Condos 蒂 凱 佳 苑 ，
眾多諮詢興趣者眾
近 期 AMA Group 為 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打造了樣板房室內設
計精英大賽，並即將於 10 月中旬開放
樣板房給大眾參觀。 Grand West Condos 蒂凱佳苑位於休斯頓新地標,，凱蒂
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 所在的凱蒂大
學城生活圈內的唯一可獨立擁有的住宅
項目，現在首次置業人士更可以 3%首
付，即$7,000 就可擁有一房一浴單位!
A 期已預售了三分之一以上!
AMA Group 將會繼續策劃更多的營
銷活動，吸引更多的夥伴加入， 更多的
服務商家加入合作夥伴(CS Partner)的
行 列, 更 多 的 零 售 商 家 成 為 AMA 會 員
(AMA Member) 。參與加強 AMA 集團
的品牌陣容, 不僅有免費整合行銷的機
會, 還有更多的資源幫助你的生意成長!
敬請關註我們的微網站 ，並添加聯
禾地產的微信 ，獲得詳細的資訊。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中國城辦公室
：
電話：713-630-8000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RE/MAX United 聯禾地產凱蒂亞洲城辦
公室：
電話：346-387-9452
地址：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郵箱：josielinteam@gmail.com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集團
電話：346-298-3466
郵箱：team@asunitedmarket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