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88

CCC111

休城社區
廣告天地

Ann:832-367-1124(蔡)Tam:832-713-5111(談)

協助低收入人士申請政府輔助。

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Star Learning

3528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99大華同一廣場）

832-999-4921

夏令營招生 (可選擇半天或全天課)

˙暑期 II : 7月6曰至7月31曰
˙暑期III : 8月3日至8月21日

˙(高 , 中, 小學) 數學, 英文閱讀, 自然科學 -輔導並做考前準備
˙赴國家級數學競賽MATHCOUNTS, AMC8/10, AIME的參賽準備

(詳情請至www.starlearning.com)

推薦獎金: 凡推薦您的朋友來
報名, 雙方皆可獲得$50 明星學院明星學院,,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幫助您的孩子贏在起跑點上..

夏令營地址: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832) 758-5886 (713)538-0048

Office for RentOffice for Rent

請電請電: Angela: Angela
281281--983983--81608160

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國際貿易中心小辦公室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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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二十年安裝經驗

星期三 2015年9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15

總行                 糖城分行                     布蘭諾分行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Houston, TX 77036    Sugar Land, TX 77478      Suite 600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713-771-9700             713-272-5028                    Plano, TX 75075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972-673-0188                             512-834-8886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Jack Kuo                                      Jason Lim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713-995-3201                    713-272-5021 
NMLS ID 1322729                               NMLS ID 1322799

Sally Li                 Catherine Liang
Lending O�cer, S.V.P.               Lending O�cer, S.V.P.
713-272-5027                713-995-3210
NMLS ID 1322786                               NMLS ID 1322755

星期三 2015年9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15

RL Building Supply Corp.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工廠直營店工廠直營店 ■■品種最多品種最多
■■價格最平價格最平 ■■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mail: rlbuildingsupplytx@gmail.com /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Tel: 713 - 671 - 0378 Fax: 713 671 0398 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Tel: 510 - 623 - 1037 Fax: 510 -623 -1047 4225 Christy at Fremont, CA 94538

正冠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美好居家生活美好居家生活 從正冠開始從正冠開始

避免層層轉包、品質有保障、打造貴族式生活夢想，
締造完美經典的藝術空間、建材與旗艦、引領市場未來

公司專營：
精品磁磚、馬賽克、石材外牆、石
英石櫥櫃面、櫥櫃等裝修材料，高
級瓷磚、花崗石、複合木地板、鐵
門、木門、浴室玻璃門、洗手盆等

 戰略合作夥伴：

冠軍地產、美國兄弟建築公司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11：00AM,6:00PM,

8：00PM, 10:30PM

99//1919((六六) Stafford Center) Stafford Center

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辣媽大賽頒獎晚會倒計時
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由專業老師為辣媽量身打造一台精采絕倫的表演秀

請支持辣媽的朋請支持辣媽的朋友們友們﹐﹐購票從速購票從速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陳鐵梅陳鐵梅 電話電話﹕﹕832832--803803--90189018

購票地址美南新聞購票地址美南新聞﹕﹕1112211122 Bellaire BlvdBellaire Blvd ﹐﹐HoustonHouston﹐﹐TXTX 7707277072
黃華黃華﹕﹕((832832)) 474474--06130613 笑琳笑琳﹕﹕((832832)) 420420--71007100

王福生王福生﹕﹕((832832)) 724724--62886288
網路購票網路購票﹕﹕http://www.famehall.com/http://www.famehall.com/

休士頓國劇社京劇折子戲專場演出
上週末盛大演出，風靡滿僑社

抗戰是誰打下來的?
兩岸爭抗戰史詮釋權 今年今年99月月1212日青年小提琴家日青年小提琴家Frank HuangFrank Huang

將帶領休斯敦交響樂團展開將帶領休斯敦交響樂團展開20152015--20162016年度序幕年度序幕（本報訊）本集播出時間
首播:9月 10日(週四) 晚間 7:

30~8:30(德州時間)
重播:9月11日(週五) 下午12:

30~1:30
美南國際電視台 55.5 頻道
網路直播: www.itvhouston.

com
現 場 直 播 電 話:

281-498-0109
主持人常中政
來賓
李堅強 (休士頓大學國際關係

及東亞政治副教授)
張連佑(休士頓榮光會前會長)
『常談天下事』 話題鎖定最新

發生的新聞時事及大家關心的社區
事務。主持人常中政為常安保險負
責人，他熱心社區事務，曾榮獲聯
邦國會議員社區服務獎及糖城義工
獎等多項表揚。觀眾們如希望發表
意 見 ， 可 利 用 電 郵 benefit-
max@aol.com 或 傳 真
832-550-2881 分享您的看法。網
友們也可以在網上同步收看，網址
是 www.itvhouston.com

（休士頓/秦鴻鈞）有三十年歷史的休
士頓國劇社，多年來一直積極參加各項僑
社活動，並且是休市京劇專業及各票友們
共同的家園。近年來更因為兩岸國劇界專
業人士的參與使其演出更具專業水平。像
上週六晚間在文化中心大禮堂的一場演出
，偌大的禮堂擠得水洩不通，座無虛席，

一些好段子唱罷，觀眾席立即響起如雷的
掌聲，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盛況空前。

首齣戲 「二進宮」 ，演的是明朝的故
事，寫定國王徐延昭和兵部侍郎楊波合謀
趕走李艷妃的父親，篡逆之人李良，兩人
帶兵入朝二次進諫，終獲得李艷妃的合作
，處死李良，一舉控制住局勢。該戲由休

市資深票友，有18年社齡的著
名建築師曹英泰飾演徐延昭，著
名會計師，投資顧問姚寧剛飾演
楊波，加上張玉仙飾演的李艷妃
，個個演來，絲絲入扣，唱功頗
佳，掌聲不斷。

該京劇折子戲，是由國劇社
名票友郭楓及伊朗裔英國人格發
（Ahaffar Pourazar）一起主持串
場。格發於八〇年中期在英國愛
上京劇，跑到北京戲校一頭鑽進
去學戲，坐攻多年畢業，攻武老
生，並隨名師專攻猴戲，如今在
LA，北京兩地以教京劇為業，當
晚的串場，除了與郭楓對答如流
外，還表演了一段 「淮南王」 ，

特殊的身段與武
功，獲得台下掌

聲連連。
第二齣戲是京劇界頗著名的

「四郎探母——坐宮」 ，該戲寫盡
了天下人子因戰亂離家，思親思鄉
之情，這也是許多台灣老一輩的外
省人，一輩子不忍卒聽該戲， 「坐
宮」 唱出了人子思念母親的真情，
由丁秦生飾演楊延輝，秦再錚飾演
鐵鏡公主，唱作俱佳，十分入戲。

另兩齣是由李志賢飾演佘太君
，來麗華飾演楊延輝的 「四郎探母
——見娘」 ，以及由虞曉梅，王桂
生，劉山川演出的壓軸戲 「狀元媒
」 ，其中王桂生是台灣 「大鵬劇校
」 科班出身的專業京劇演員，在劇
中飾演八賢王，而劉山川則是來自
北京 「人藝」 的話劇專業演員，飾
演狀元媒中之新科狀元呂蒙正，
「國劇社」 名票虞曉梅則擔綱演出

女主角柴郡主，皆不做第二人想。
還由北京京劇院著名教師趙萬金老
師執搥排演，休士頓國劇社的姚欣
植社長操琴，並特約北美名票盧德
先，李學忠兩位老師助陣文武場面
，當天參加演出的皆是休士頓國劇社的主 力演員。當晚的協辦單位是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及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本報訊）今年 9 月 12 日青年小提琴家
Frank Huang(黃欣)將帶領休斯敦交響樂團展開
2015-2016年度的序幕，同時在本月24日黃欣也
將成為 紐約愛樂樂團的首席並帶領這支世界頂級
的交向樂團掀開紐約2015-2016年年度開幕。

自從著名 的小提琴Glenn Dicterow宣佈退休
後，紐約交響樂團為了務色到一個強力的樂團領
銜在全世界小提琴的精英中進行了長期的大量的
篩選。終於在今年4月初紐約交響樂團的權力集
團以全票一致通過選定黃欣為交響樂團新任首席

。此消息於今年4月8日由紐約時刊發佈。
做為紐約愛樂樂團的新任首席Frank Huang

將是歷史上第一位取代了歐洲人，猶太人的亞洲
人。

這位出生在北京，成長在美國的青年提琴家
在世界的音樂樂壇上為中國人，為亞洲人贏得的
新的天地。

昨天剛剛從墨爾本結束演出回到休斯敦的黃
欣將在20號前參加休斯敦交響樂團的演出。

這場京劇藝術展這場京劇藝術展，，由名票郭楓由名票郭楓（（右右），），及伊朗裔英國人及伊朗裔英國人
格發格發（（左左），），主持串場主持串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由丁秦生飾演楊延輝圖為由丁秦生飾演楊延輝（（右右））及秦再錚飾演鐵鏡公主及秦再錚飾演鐵鏡公主
（（左左））的的 「「四郎探母四郎探母———坐宮—坐宮」」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右起右起））曹英泰曹英泰，，張玉仙張玉仙，，姚寧剛演出的姚寧剛演出的 「「二進宮二進宮」」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CC22中國影視 CC77故事天地

誠實信用
收費合理
備Supra Key

Texas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spector TREC #6298

832.434.4999 (手機)
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E-mail: richliu222@gmail.com

Richard Liu

白蟻檢查和處理執照SPCL#12608
霉菌檢驗執照 IESO #12128

www.expertbuildingprotection.com

碩士土木工程師

白蟻 地基 屋頂 泳池

水電 結構 空調 霉菌

專業房屋檢驗公司

☆買機票送上海江南團(九寨溝﹑雲南﹑桂林﹐$99)
☆黃石公園買二送一
☆加拿大﹑美加東團﹐美東團﹐美西團買二送一
☆郵輪旅行團﹕歐洲﹑其他國家均有

★★★精通國、粵、潮、越、東、英、法語★★★




本旅行社將為大家預計一個愉快的旅遊

9219 BELLAIRE BLVD., SUITE 146 HOUSTON, TX 77036
(德州第一銀行附近，百佳超級市場對面)

Tel:(713)271-4848 Fax:(713)271-0034愉快旅遊 D & L TRAVEL & TOURS

 

泰國泰國$$9999..0000七天七天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日本關東關西七天六夜
五星級酒店五星級酒店 包吃住包吃住 $$399399..0000

物超所值物超所值，，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信

832832--919919--83388338產品詢問：

批發熱線：732732--694694--31683168

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全免費安裝延續供應服務

強力排油煙機
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帶給您真正的潔淨廚房

·全自動高溫熱水清洗
·輕觸式數碼控制板

·專利節能熱水清洗系統
·全不銹鋼隱藏式油杯

·美國及加拿大電檢處註冊
·美國專利註冊電機熱清洗系統

全自動清洗全自動清洗ACAC830830型號型號
包安裝只需包安裝只需$$595595（（限時供應限時供應））

特約代理商

通用傳訊：Tel:281-983-0088 6515 Corporate Dr. #R Houston, TX 77036
床墊世界：Tel:713-777-1188 6121 Hillcroft ST. Suite#M Houston, TX 77081
家樂超市：Welfresh Market 4635 Highway 6. Sugarland, TX 77478
帝國健康器材：ComfortCity Inc. Inside Hongkong Market 11209 Bellaire Blvd, S# C-13 Houston, TX 77072

特價酬賓傾銷特價酬賓傾銷

www.accelaRH.com

新推出超值特價菜

$$55..5050(全天供應)

干逼軟殼蟹
金針雲耳蒸雞

釀三寶
西汁蝦球
羊腩煲

特 別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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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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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

Kirkwood

中美
Bissonnet

W
ilcrest

Boone 8

BeechnutN

Leawood

281-498-1280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超 值 套 餐

地址：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七天營業

例湯水果

八人和菜 $138.00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蜜桃蝦
姜蔥雙龍蝦
黑鹽牛肉
清蒸游水魚 (大)
炒青菜
炒三鮮

十人和菜$158.00
雪花海鮮羹
北京片皮鴨
琵琶豆腐
黑椒牛肉
姜蔥雙龍蝦
香橙骨
炒三鮮
蜜桃蝦
清蒸游水魚
蒜蓉炒菜

歡迎光臨
特價午餐 電話: (713) 988-5745$5.25

二人和菜 $19.95
三人和菜$35.95
四人和菜 $43.95
五人和菜 $52.95
六人和菜$62.95

明爐燒鴨
蜜汁叉燒

東江鹽水雞
新鮮游水魚
生猛龍蝦

隨餐附送
例湯、水果

菜色價格如有變更 以本樓公布為準

93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百佳超市同棟購物中心)

11AM-3PM 星期一公休

時菜牛肉
滑蛋蝦
五柳魚片
椒鹽茄餅
宮保雞
咕嚕肉
豉汁青口
酸菜肉絲
四季豆
椒鹽鴨下巴
等等......

特價
清蒸游水鱒魚
$10.95

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小瀋陽

地址地址：：98889888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58158 Houston TXHouston TX 7703677036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中國城黃金廣場內））七天營業：早10點至晚12點

西塔冷面
手抓餅
粘豆包

韭菜餡餅
手擀麵

純手工製作麵食純手工製作麵食本店招牌菜本店招牌菜

鍋包肉

溜肉段

尖椒幹豆腐

飄香東坡肉

Lucky Pot Restaurant
電話電話：（：（713713））995995－－99829982

啤酒活魚
東北酸菜燉骨頭

尖椒炒羊肚
風味羊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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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 224.2822或713.223.0332
Fax﹕713. 223.4666

Full Line Restaurant Supplies

KITCHEN DEPOT

STORE CLOSE OUT SALE
30% off all in-stock items*

*except refrigeration & cooking
equipment at 20% off
(Starting 9-1-2015)

歡迎來電
免費咨詢﹐免費估價

提供UPS郵寄和貨運服務

退休清倉大減價
多買多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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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朝霞

东晋安帝义颐六年袁盘踞在广州一带尧海盗出身的卢循和徐
道覆趁大将军刘裕北伐之机袁经过精心密谋筹划袁率领几十万大
军杀奔都城建康遥 一时之间袁东晋国内动荡不安袁外围的强敌也
伺机而动袁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荆州立刻遭受到三股敌人的包
围遥 叛逃到后秦的桓谦卷土重来袁荆州是桓氏家族的起家之地袁
根基深厚袁他一回来袁就招集了过去的部下两万人袁屯兵枝江遥后
秦将军苟林率领骑兵一万

人进驻江津遥两支部队对荆
州首府江陵形成了合围之

势遥来自西蜀的谯纵应卢循
之请袁也派两万大军顺流而
下袁星夜赶来遥 摆在荆州刺
史刘道规面前的袁是一个异
常严峻的形势遥

有人向刘道规报告说袁桓氏家族统治江陵几十年袁现在城里
的许多士兵和百姓都起了异心袁悄悄做好了另外的打算袁现在应
该紧闭城门袁严加防范遥 刘道规于是把将士们集合在一起袁当众
宣布说院野桓谦现在就在附近袁 听说先生们很多都有去投靠他的
打算袁我们这些从东方过来的文武官员足以应付各种事变袁如果
有打算去的人袁可以自由地走了袁我绝不禁止遥 冶当夜便打开城
门袁一直到早晨也没有关闭袁那些动过投降心思的人深受震撼袁
由衷敬服袁竟没有一个人离去遥

刘道规准备率部出击袁攻打桓谦袁苦于人马少袁无人守城遥正
在这时袁有人报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部众几千人从襄阳来援袁刘道
规大喜袁便要出城迎接袁手下人拦住他说院野动荡之际袁人人自危袁
鲁宗之此来袁情不可测袁应该先让他屯兵城外袁不能使他轻易进

城遥 冶刘道规听了袁连连摇头袁说院野人家以赤胆之心来援助我袁我
怎么能够以疑心来对待人呢钥 冶单人匹马前去相迎袁握着鲁宗之
的手袁并辔入城遥鲁宗之得此信任袁既感动又高兴遥刘道规就请鲁
宗之代为守城袁把他当成心腹之人袁自己则带领军队出城进攻桓
谦遥 手下的将领们还是不放心袁说院野咱们倾巢而出袁万一苟林攻
来袁鲁宗之能守得住吗钥 江陵城丢了袁咱们可就糟了遥 冶刘道规笑
着回答说院野放心吧袁桓谦是乌合之众袁一击即溃袁鲁宗之人虽少袁
但一定会全力坚守袁坚持几天没有问题袁到时咱们已经回来了遥 冶

将士们将信将疑袁 但见刘道规信心十足袁 也就不再好说什
么遥刘道规和桓谦在枝江会战袁果然如其所料袁很快将桓谦打败遥
后秦苟林趁刘道规大军出外袁 加紧进攻江陵城袁 鲁宗之亲自督
战袁苦苦支撑袁刘道规得到报告袁迅速回军袁将苟林杀退袁鲁宗之
不负信任袁确保城池不失遥 西蜀敌军还未到达袁就听到了失败的
消息袁半路上便打道回府袁荆州之围遂解遥

胜利之后袁 刘道规摆设
庆功宴袁慰劳下属袁正当饮酒
欢笑之时袁 有军士奉上了一
个大箱子遥 原来这是在占领
枝江时从桓谦大营里缴获

的袁 里边都是战事吃紧的时
候袁 江陵城里的士人百姓写
给桓谦的告密信袁 详细描述
了城里的虚实情况袁 有的还打算在桓谦攻城时做内应遥 诸将一
听袁气愤不已袁都请求追查出与敌人私通的人袁逮捕并杀了他们遥
刘道规淡然一笑袁 说院野荆楚之地多是桓氏过去的故旧袁 桓谦来
了袁这些人不忘旧主袁写信往来袁也是人之常情遥 冶随后命令将所

有书信付之一炬袁不再追究遥 一把大火袁让江陵城中许多提着的
心安稳下来袁无不对刘道规心悦诚服遥

时间不长袁战事再起遥 发动叛乱的徐道覆在建康受挫后袁率
领三万主力部队袁进犯荆州袁想以这里为基地袁同东晋王朝长期
对抗遥 此时鲁宗之已经回到襄阳袁江陵的部队比较少袁人们不免
再次恐慌起来遥 但是刘道规焚烧书信尧勇于信人任人之举袁已让
江尧汉地区的百姓心悦诚服袁深怀感恩之情袁尽管大敌来临袁却都
有了同仇敌忾之心遥许多百姓带着武器和干粮袁自发前来入伍参
军袁誓死守卫江陵城遥刘道规深受感动袁把数千民众编成民兵袁参
与守城遥

刘道规在军事上进行部署袁他分出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袁到
江陵外围打游击袁军事上完全自主袁可以相机而动遥 众人对他的
决定大惑不解袁本来部队就少袁又分兵出去袁不能直接指挥调度
他们袁万一他们看敌人势力强大袁退避三舍袁游而不击怎么办钥刘
道规一笑置之袁命令按要求从事遥

刘道规留下的部队实力很弱袁与敌人的第一次战斗就大败袁
城池的防守压力剧增遥 刘道规却从容淡定袁不慌不忙遥 就在敌人
全力攻城的当口袁 刘道规派出的游击部队拦腰横击徐道覆的部
队袁他们奋勇杀敌袁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袁趁此时机袁刘道规迅速
组织反攻袁内外夹击之下袁敌人溃不成军袁死伤一万多人袁徐道覆
仅坐一条小船得以逃命而去遥

荆州的胜利袁 稳定了全国的战局袁 东晋王朝最终平定了叛
乱袁刘道规功不可没遥

事后有人向刘道规提出自己的疑惑袁何以兵无精兵袁将无良
将袁却能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呢钥刘道规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院野信
人者袁人恒信之遥 冶

信
人
者
，
人
恒
信
之

宽容和博爱能够使人的心胸宽阔坦荡袁而仇恨会使人永远陷
于愤怒和狂暴的阴影里遥 如果一个人不能彻底改变自己常常仇视
他人的弊病袁就好像是戴着枷锁和脚镣攀登山峰袁不仅不会取得
成功袁还会有掉入万丈深渊之虞遥

耶稣的话野爱你的敌人冶袁这种境界袁我们也许很难达到遥 但
是袁莎士比亚所谓野仇恨的怒火袁将烧伤你自己冶却是我们完全可
以领会的遥

瑞典的罗纳先生袁一直在维也纳从事律师事务袁因为思乡心
切袁他回到了故乡遥 他认为袁以他在国外多年的律师生涯袁回到祖
国找份工作是件轻松的事遥 他把从业简历投给了国内的几家法律
咨询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袁 希望谋取一份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的工
作遥

大多数单位都例行公事

地回信说他们的单位已经满

员袁并不缺少他这样的法律人
士遥 正在他十分失望的时候袁
他又接到了一封回信袁信写得
很长袁 一张公文纸都写满了遥
他很高兴袁相信这一定是一份
录用他的通知书遥 他满心欢喜地阅读起来院野罗纳先生袁你对目前

国内法律界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袁尤其是我们公司袁最讨厌的就
是像你这样在国外呆了几年袁就以为自己可以从容应对国内事务
的人遥你实在很愚蠢袁你并不了解我们就邮寄来了个人的简历遥可
以告诉你袁我们不会录用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袁即使准备录用
国外归国人员袁我们也不会雇佣你袁因为你连起码的瑞典文都写
不好袁你的来信中充满了文法的错误袁实在可笑浴 冶

罗纳看完信袁气得暴跳如雷遥 这个回信的瑞典人竟然说他的
瑞典文写得不好袁他应该可以从他的简历中了解到袁他是毕业于
瑞典学院的学生袁瑞典文怎么能够不好钥 罗纳坚信袁这是一个非常
愚蠢无知的家伙袁这个人才真正不懂瑞典文浴 他的回信才满是文
法不通的低级错误遥

罗纳立刻拿起笔回信袁 他决定要加倍地羞辱这个狂妄的人遥
不录用也就算了袁他不能够容忍这种对他人格的侮辱遥 很快他就
将回信写好了袁他相信以他的犀利文笔袁这个人看了信以后会气
死遥可是袁当他准备将信投进邮筒的时候袁他又犹豫了遥他开始想袁
自己怎么判断人家说得不对呢钥 自己与人家素昧平生袁人家仅仅
是依据那封简历判断自己的袁人家一定有自己的原则袁或者说袁那
封信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擅自回复的袁是一个单位的意见遥 想到这
里袁他不禁为自己的冲动和愤怒捏了一把汗遥 幸亏没有把信邮寄
走袁不然袁这个单位的人该怎么看自己遥

回到家里袁 他静下心
来袁再次铺开稿纸遥 他这样
写道院野尊敬的先生袁你们公
司不需要我这样的人袁还不
厌其烦地回信给我袁并细心
指出我瑞典文方面的弱点袁
真是太感谢了袁这将非常有
利于我提高自己的瑞典文

水平遥我对于贵公司的了解不够袁实在很抱歉和惭愧遥我今后会接
受教训袁努力提高瑞典文水平袁并加深对贵公司的了解和关注遥 最
后袁 我万分感谢贵公司对我的帮助袁 并祝愿贵公司事业发达兴
旺遥 冶

把信投进邮筒以后袁罗纳像做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一样高
兴遥 他感觉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袁面对一次侮辱袁他却从中得到了
收获和教益遥

几天以后袁一辆轿车停在了他的家门口袁公司的董事长专程
来接他到公司袁他被公司正式聘用遥 原来袁那封回信正是这个公司
的录用试题遥 他们的理由是袁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宽容和博大的胸
怀面对无端的侮辱袁能够把仇恨化解为友谊袁这个人面对一切都
会从容应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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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陸川執導，趙又廷、姚晨、鳳小嶽、李

晨、唐嫣、李光潔、王慶祥、馮粒、吳軍、王德
順等主演的東方3D探險巨制《九層妖塔》（根
據小說《鬼吹燈之精絕古城》改編），將於
2015年國慶檔登陸全國院線。日前，片方發布
了最新壹組燃情歲月海報，這組海報以趙又廷
率領的“打怪男團”為核心，造型充滿年代
感，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胡八壹（趙又廷飾）
和王館長（李晨飾）之間的關系，兩人又是同
乘自行車又是共度晚餐，引來網友浮想聯翩：
“呼喚Shirley上線，妳家胡八壹已經被好基友
和小怪獸包圍了。”

電影《九層妖塔》中，胡八壹對手戲最多的
角色除了Shirley（姚晨飾），就是由李晨扮演的
王館長。胡八壹從部隊復員後被安排在圖書館工
作，當時親切接待他的正是王館長。從已經公布
的預告片和海報看，這位被網友戲稱為“鹵蛋”
的光頭館長對胡八壹關懷備至，兩人從最初的陌
生人，發展成了壹起吃西餐、騎單車、逛鼓樓、
跳爵士的好兄弟，王館長就這麽循序漸進地帶胡

八壹走出了昆侖險境留下的陰影，並逐步適應了
看似平靜的生活。

不過，王館長用“溫水療法”治愈了趙又
廷，但他的身份絕不僅僅是老大哥這麽簡單。因
為在電影中，他肩負著神秘的使命，而胡八壹正
是那個他命中註定要交托重擔的人。

李光潔飾演的韓九陽局長在《九層妖塔》中
戲份不多，卻代表著與王館長相對的另壹股不可
小覷的勢力。他曾親手將胡八壹送入險境，從探
索不明生物到開啟末世之戰，這個男人將情緒掩
藏在“冰塊臉”之下，他和王館長之間展開的心
理戰，也令胡八壹陷入去留兩難的困局中。

如果說王館長和韓局長承包了《九層妖塔》
中暗流洶湧的戲份，王凱旋（馮粒飾）的出現則
給整部影片增添了壹抹輕松的亮色。這個嗜槍如
命的“王胖子”在舞刀弄槍之余還有勁歌熱舞的
業余愛好，笨重的身體搭配壹首復古搖滾風的
《成吉思汗》，再加上華麗的造型，他和胡八壹
重逢那刻就充滿了喜感，後來果然成了冒險之旅
中的開心果。

曹保平解讀《烈日灼心》
否定“文藝片”概念

今年6月舉行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 由藍色星
空影業和博納影業聯合出品，曹保平執導，鄧超、
段奕宏、郭濤主演的國產電影《烈日灼心》拿下
“最佳導演獎”和“三黃蛋”影帝（最佳男演員獎）
共四尊金爵，成為最大的贏家。《烈日灼心》已經
登陸大銀幕。這部獲獎電影是否實至名歸，觀眾將
給出最終的答案。不過，在早前舉行的多場試映中，
《烈日灼心》的口碑雖然稱不上完美無瑕，但也獲
得了壓倒性的好評，被認為樹立了華語犯罪懸疑類
型片的新高度。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業內人士擔憂
《烈日灼心》會被觀眾自動劃入文藝片的範疇，最
終難以在票房上有所建樹。《烈日灼心》的導演曹
保平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他對“文藝片”的概念深
惡痛絕，認為這個詞生生被搞壞了。他坦言自己拍
的所有電影都是劇情片——追求強烈的人物關系、
明確的事件起點和終點，也會挑戰觀眾的認知。

《烈日灼心》改編自須壹瓜的小說《太陽黑子》。
電影保留了原著小說的人物關系——辛小豐（鄧超
飾）、楊自道（郭濤飾）和陳比覺（高虎飾）三個
懵懂青年因壹念之差成為水庫別墅滅門案的疑犯、

背負罪孽的亡命狂徒。為了贖罪，三人拼命工作，
做好人好事，還合力收養了壹個棄嬰作為他們共同
的女兒。但命運還是讓曾經參與水庫滅門案調查的
刑警伊谷春（段奕宏飾）盯上了他們，由此展開了
壹段鬥智鬥勇的警匪心理戰。

原著小說在結尾才揭曉了滅門案的真兇，而電
影卻在壹開篇就交代了兇手的身份。不少“原著黨”
認為，原著小說的敘述方式懸疑感更強。曹保平則
認為，原小說的敘事方式在電影的系統裏成立不了。
“雖然改編自小說，但電影要再造自己的系統。電
影觀眾和導演之間天生就有鬥智鬥勇的心理因素在
其中。原小說設置懸疑的方法是壹開始鋪線，最後
再揭曉結果，這對看書的讀者來說是可行的。但到
了電影裏，妳壹開始就告訴觀眾這三個人不正常，
又有壹個大案子。到了結尾妳再告訴觀眾案子就是
他們幹的，觀眾覺得妳傻！所以我改編劇本，第壹
時間就要拆這個扣。”事實上，曹保平不僅調轉了
原著小說的敘事順序，還在影片結尾甩出了壹個重
磅反轉劇情，不僅出乎意料，還有壹定的現實映射。
曹保平笑著告訴記者，電影結尾對於人物關系的改
編，就是要挑戰觀眾的認知底線。“100多分鐘觀
眾已經認為是這樣的，但它其實不是這樣的。這樣
會比較過癮。”除此而外，《烈日灼心》的結尾相對
小說要更加溫暖。曹保平也有自己的考量，“這個故
事本身已經夠狠，夠殘酷的。溫暖壹點會更好。”

《烈日灼心》裏演員的表演都非常到位，且不
論拿到上影節影帝稱號的鄧超、段奕宏和郭濤，連
片中扮演臺灣設計師的配角呂頌賢的表演也同樣可
圈可點。相比之下，原本是三個嫌疑人之壹的陳比
覺（高虎飾），在原著小說中戲份相當多，在電影
裏卻被設定為因意外毀容變傻，只會呆在魚排上看

孩子，表現的機會並不多。聯想到此前高虎因為吸
毒被抓，導致《烈日灼心》上映延期的事件，有不
少觀眾認為高虎的戲份或許是受了吸毒事件的影
響，被大刀闊斧地刪減和修改了。

曹保平告訴北京晨報記者，高虎的角色和戲份
基本上就是現在呈現出來的那個樣子，並沒有做過
多的刪減和修改。因為和辛小豐等其他幾個人物不
同，陳比覺雖然也是來自於原著小說，卻是編劇重
新寫的人物。“《太陽黑子》原小說的體量非常龐
大。主要關系線都有四五條，每壹條都很復雜。壹
部電影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取舍是必須要做的，
取舍與表達之間有很重要的關系。”曹保平說，劇
本階段做取舍的時候就已經打算拿掉陳比覺那條
線，但同時又不希望這個人物不存在。“那就要
用非常有限的幾場戲讓人物立起來，現在電影裏的
陳比覺是我們重新寫的人物。”

曹保平是壹個很註重個人表達的導演，他憑借
《烈日灼心》拿下上影節“最佳導演獎”之後說：
“我壹直覺得，好電影壹定要說些什麽。”正因為
如此，曹保平也通常被認為是文藝片導演。而和
“文藝片”密切相關的話題，就是“看不懂”和
“票房不好”。曹保平對“文藝片”、“文藝片導
演”的稱呼極其厭惡。出品人於冬在發布會上稱他
是拍文藝片的導演，曹保平也不惜公開反駁，因為
他認為“文藝片”三個字已經被搞壞了。“表達自
我的，叫作者電影。和商業投入關系不大的，是獨
立電影，與之相反的是院線電影。‘文藝片’就是
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詞，而且沒有標準。很多有情
懷、有表達、有劇情的電影，被大家認為是文藝片。
很多根本不是電影的，也被說成是文藝片。那就相
當於把好菜爛菜放在壹個筐裏，所以壹提‘文藝片’

我就冒火。”曹保平認為，自己拍的所有電影，從
《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狗十三》到
《烈日灼心》，無壹例外全都是劇情片。“從開始
拍電影，我就要求有強烈的人物關系，明確的事件
起點和終點。”

從早前的試映場來看，《烈日灼心》雖然有強
烈的導演個人表達，但也的確更像壹部商業元素十
足的類型片。如果非要給《烈日灼心》歸入某個類
型的話，曹保平認為勉強可以算是犯罪懸疑類型
片。“中國談不上成熟的電影類型。連校園青春
類型都算不上有，那些只是跟風，沒有形成內在的
規則、規律。犯罪懸疑在國外是壹個大的電影類型，
緊張刺激，有天然的商業元素。《烈日灼心》也不
止於類型，我壹直在努力走得更遠。”曹保平說，
牛×的、有追求的商業電影都不會止步於類型片的
範疇，永遠會在類型的基礎上進行更多的嘗試和改
變。“好萊塢偉大的地方不在於掙了多少錢，而在
於永遠不甘心。像《達拉斯買家俱樂部》，講的是
壹個人生命中最後的多少天，他能拍出壹個瘋狂喜
劇，多有情懷啊。妳能說這是什麽類型片？”

鄧超扮演的辛小豐和段奕宏飾演的伊谷春可以
說是《烈日灼心》裏最核心的兩個角色。他們壹個是
潛逃了7年之久的水庫滅門案嫌疑人，搖身壹變成為
努力工作、熱心助人的“拼命三郎”協警，被派出所
前所長稱作是“壹把風吹發斷的快刀”；另壹個是心
思縝密、火眼金睛的刑警，直覺準得驚人，從未放棄過
對滅門案真兇的追查。曹保平形容說，辛小豐和伊谷
春，既有難以割舍的兄弟袍澤情，也有貓和老鼠的相
愛相殺。事實上，鄧超和段奕宏兩人最開始看上的角
色，都是辛小豐。鄧超在接受北京晨報記者專訪時直
言：“辛小豐這個角色讓我炸毛。”段奕宏雖然遺憾
沒演成辛小豐，但最後也愛上了伊谷春這個角色。
“我喜歡有風骨又復雜的人物。”段奕宏說。

《天眼傳奇》曝萌神海報
“四大天王”鬧翻十壹

由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漫畫大師蔡誌忠內地
首次執導，合家共賞的奇幻冒險
電影《天眼傳奇》將於“十壹”
國慶節上映！繼上周首次曝光預
告片之後，《天眼傳奇》收獲各
方好評，尤其是蔡誌忠的獨特畫
風以及首次改編《山海經》的故
事格外引人關註。

今日出品方中南卡通再次
強勢曝光導演蔡誌忠“狂想曲”
制作特輯及“四大天王”萌神海
報，引領片中眾萌妖鬧翻“十
壹”。作為最具上古傳奇性的
《山海經》改編，蔡誌忠奇特
清新的繪畫風格，相信不會讓
熱愛國漫的觀眾朋友們失望。
電影意在通過魔幻夢境般的
“天眼”傳奇故事，再現不少
獨具傳統中華文明的精神元
素，為觀眾打造又壹部國產走
心力作。

《天眼傳奇》導演蔡誌忠，
被譽為“通過漫畫將中國傳統
哲學與文學結合，作出了史無
前例的再創造”，善於用簡潔
生動的線條描繪完整漫畫，詼
諧的對白中卻蘊藏著俗世的哲
理，具有別樹壹幟的風格。此

次曝光的“狂想曲”制作特輯
中，蔡誌忠坦言從小向往《山
海經》的魔幻世界，裏面不僅
有奇珍異獸，更普及了數學、
物理、哲學和國學更有趣的知
識點，極具教育意義。

“狂想曲”制作特輯中，
蔡誌忠展現了電影絢麗的故事場
景和豐富的人物造型，讓觀眾提
前領略《天眼傳奇》中的精彩。
此次《天眼傳奇》中的主人公
“天眼”完美契合了《山海經》
故事，蔡誌忠坦言自己從選題
材、寫劇本、畫場景、人物造型
設定等前期準備就整整花了兩年
時間，到電影整體完成始末更是
耗時多年。蔡誌忠導演認為受歡
迎的漫畫必定是用心之作，更笑
稱自己擁有從兩歲到八十歲的全
年齡觀眾。

此次“四大天王”版角色
海報以接近門神的姿勢意在鎮守
壹方平安，詼諧的神情再結合圓
潤憨厚的身姿，呈現出喜感可愛
的視覺效果，著實討人喜歡。
“四大天王”源自中華傳統道教
文化中的：北方多聞天王、東方
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
廣目天王，它們手中所持的法器

是由自身的職能所決定的。
《天眼傳奇》避開了常規概念
中兇神惡煞的形象，以詼諧的
卡通化形成了壹種令觀眾無法
抵擋的反差萌。而除了這些萌
化人心的神仙角色，主人公
“天眼”在冒險旅途上，還將
遇到《山海經》中的倉頡、離
朱等經典神話人物。

電影《天眼傳奇》由浙江
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講
述的是少年“天眼”前往昆侖山
取得寶劍，融合《西山經》中的
華麗冒險故事。主角“天眼”被
設定擁有壹雙可穿越時空的翅
膀，導演蔡誌忠更將其定位成
“地球版阿凡達”。除此之外，
更為精彩的還有“桃花源”“三
星堆”等更多奇思妙想元素的加
入，在“十壹”勢必將獻給觀眾
壹場豐盛的動畫盛宴。

電影與小說系統不同，必須挑戰觀眾的認知

高虎戲份未刪？原本他的戲就不算多

商業考慮更多？我的電影都是劇情片

李晨教妳“溫水療法”治愈趙又廷

“冰塊臉”李光潔展心機馮粒耍貧

蔡誌忠譜寫新神話“狂想曲”
2歲到80歲都喜歡

“四大天王”鎮守平安
萌神領銜“十壹”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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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欣賞

影視世界文藝沙龍

遊輪、東南亞、旅遊部

1.代理全美及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2.香港﹑臺北﹑越南及東南亞特廉機票

3.中國北京﹑上海來回機票

－玻璃橋﹑黃石公園﹑
總統巨石公園﹑拱門
7天遊(New新)
＄368元起（買二送一）

－美西4－10天遊＄219元起
－美加東岸五﹑六﹑七﹑八天遊

＄309元起（買二送一）
- 加拿大洛磯山脈7天遊

＄419元起（買二送二）有
附加費及GDS加拿大稅

－夏威夷三島7 天遊
＄738元起

－奧蘭多迪士樂園4天三晚
＄299元起

美國本地旅遊團

（不包括機票）

((713713))774774--11171117
6901 Corporate Dr., #101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辦公樓）

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達凱旅遊
TRAVELNETTRAVELNET FAX: (713)774-1460

江南八日$49
$99北京九日

請來電諮詢出發日期

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
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凱 代理豪華遊輪專賣店

星﹑馬﹑泰十一日$1399元起
泰國風情六﹑七日$799元起
日本風情系列遊$1099元起

★專辦中國簽證
電腦訂位﹑經驗豐富
最低票價﹑最佳服務

全新中國特價團
●東北冰雪世界七天 399元
●桂林﹐龍勝﹐陽朔六天 199元
●七彩雲南超值七/八天 99/199元
●張家界鳳凰超值七天 99元
●海南/三亞/海口 五天 99元(不包括機票)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新推出
●●韓國韓國﹐﹐首爾首爾﹐﹐雪岳山雪岳山77天天 299299元元
●●日本日本﹐﹐東京東京﹐﹐大阪浪漫大阪浪漫77天團天團 199199元元
●●台灣台灣﹐﹐明譚明譚﹐﹐環島環島88//99天天 249249//299299元元
●●泰國泰國﹐﹐曼谷曼谷﹐﹐芭提雅芭提雅77天天 9999元元

越南柬埔寨7天/9天 $199元起

印度世界文化遺產之旅6天 $299元

阿聯酋三國异域之旅4天 $299元起

南非彩虹之旅6天 $299元

新馬泰逍遙遊10天 $599元

炫彩澳洲陽光之旅8天 $799元

環球超值行程
全 新

致諾電腦

諾致
713-981-8504(通中、英文)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59,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背後)

Zeeknox Inc. 致諾電腦 www.zeeknox.com
IBM/Lenovo 授權電腦金牌代理商
Dell 授權電腦方案合作夥伴

▲世界頂級網路通訊公司設計及IT服務經驗
▲休斯頓華人區實力最強的電腦網路公司

買電腦？一定要去致諾發展公司
1．性價比最高，價格真的便宜。
2．均為原裝正品現貨，無需等待1到2個星期的運輸。
3．免費中文調試，系統整理，殺毒軟體安裝。

我們為您提供最好的服務，最優的價格！

ＩＴ 服務
公司網路架設

致諾電腦

IBM/LENOVO
金牌代理商

個人電腦
維護修理

DELL 授權
電腦方案合作伙伴

LENOVO DELLLENOVO DELL
電腦、筆記本、服務器金牌代理
上市公司企業長期IT服務合約

公司網絡系統設計、安裝、服務器架設
醫療管理軟件、系統安裝、管理、ERP
軟件管理、辦公室遠程VPN連接訪問










為慶祝公司成立十週年回饋廣大商業客戶，
新安裝或升級公司網絡服務器，免費贈送價值
$2000美元IBM服務器（限第二臺服務器）

▲數十家上市公司、貿易公司及醫生診所簽約IT服務公司
▲多人擁有電腦、電子工程專業博士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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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爲什么此刻到遠古/歷史逆向而行/爲什么萬
物循環/背離時間進程/爲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傳
誦/爲什么帝國衰亡/如大夢初醒/爲什么血流成河/
先于紙上談兵/爲什么畫地爲牢/以自由之名噎噎冶
8月 8日下午袁著名詩人北島現身深圳海上世界胡
桃里音樂餐廳袁出席野第一朗讀者冶跨界詩歌活動袁
爲深圳讀者朗讀了長詩叶歧路行曳的叶序曲曳部分袁這
是他看重的近作遥

受到深圳讀者

熱烈追捧的北島先

生袁安靜袁溫和遥在
領取主辦方頒發的

野終身成就奬冶後袁
他發表感言院野詩人
最重要的是永遠保

持警惕袁永遠謹記
自己的身份袁不要
因爲榮譽尧金錢袁忘記自我遥冶和記者談到當下 80
後尧90後詩人的創作狀態袁他表示憂心院野他們中間
好多人不讀詩袁雖然他們也寫詩袁可是根本不認眞
讀詩袁不認眞讀袁就很難對詩歌有眞正的理解遥有些
年輕詩人寫詩也太隨意遥冶

在詩會開始之前袁北島先生在飯桌上和衆人聊
天袁提及他將登台朗讀長詩叶歧路行曳的叶序言曳袁他
説院野因爲這首詩是一個開始遥冶

2007年袁北島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聘請袁結束
近二十年的海外漂泊之旅袁定居香港遥香港詩人廖
偉棠曾撰文稱院野北島説他之前並沒寫過眞正意義
的長詩袁到香港後袁漸漸從多年動蕩中沉靜下來袁常
有想寫的冲動袁想弄明白過往的一切意味什么的冲
動袁在朋友激勵下袁他開始試着寫叶歧路行曳遥親歷的
重大歷史事件和漂泊的個人命運袁或平行或交織袁
成爲他新作的推動力遥兩年寫了 10 章袁大約 500
行遥中風突發袁寫作被中斷遥冶

叶歧路行曳發表于 2012年春季號叶今天曳野飄風冶
特輯袁次年袁北島以此詩獲得第 11屆華語文學傳媒
大奬野年度杰出作家冶提名遥主辦方給出的提名理由
是院野耶一座不設防的古城/惟有反抗的命運要要要/讓
心握成拳頭/向失敗者們致敬爷袁叶歧路行曳中袁我們
能看到詩人一如往昔的鏗鏘之音袁而紛繁的意象尧
子彈穿梭一樣密集的排比更推出雄渾的氣象遥相較
于短詩袁長詩無疑更是耶華山論劍爷袁非到一定功力
者不敢試水遥除技藝尧認識上的積累外袁語言如何把
握尧消化歷史經驗也是一個關口遥如何用詩的方式

來整理這段特殊歷史袁身爲詩壇老將的北島一定如
鯁在喉袁視之如一項必須爲之的事業遥冶

不少讀者關心北島先生的身體袁關心他被中斷
的長詩寫作袁8日中午袁和衆人餐叙的北島説話慢條
斯理袁語音清晰袁他微笑着説院野三年前我中風了袁現
在恢復得還不錯袁不過寫得少了遥中風影響了語言
能力袁包括語感袁詩歌的那種複雜性袁現在感覺難以
駕馭遥我現在寫的袁大多是短序袁比如剛剛出版的我
編的叶魚樂院憶顧城曳的序袁今年 7 月出版的叶北島
集曳三聯版小序遥冶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袁叶北島集曳三聯版小序中袁
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袁北島同樣使用了 野歧路冶一
詞院野我總體愚笨遥在七十年代地下文壇袁他們出類
拔萃袁令我嘆服袁幸好互相取暖袁砥礪激發遥我性格
倔強袁摸黑袁在歧路袁不見棺材不掉淚遥其實路沒有
選擇袁心是羅盤袁到處是重重迷霧袁只能往前走遥冶

北島先生還透露袁因生病減少寫作之後袁他開
始畫畫袁野這是另一種語言袁冶他笑稱袁野我的畫和我
的詩一個風格遥冶有無考慮在幾年後出一本詩畫合
集钥北島回答院野我畫得很慢袁兩三年後吧袁看能不能
辦一個畫展遥冶有慣于玩手機自拍的年輕記者追問袁
手機里有無保存畫作照片袁北島説野沒有冶遥

談及手機尧互聯網袁北島感嘆袁微博還沒用上
呢袁微信又出來了遥他説自己最近才剛剛用上微信袁
但朋友圈幾乎只限于家人袁完全是爲了聯繫方便遥
有年輕人問院野您不用微博尧微信這些袁不擔心和社
會脫節钥冶北島先生笑答院野就是要擺脫這些過多的
信息袁現在不是信息不夠袁是信息氾濫啊遥冶

66 歲的北
島依然忙碌院
講課袁寫作袁編
書袁籌辦野香港
國 際 詩 歌 之

夜冶袁他自言院
野要説吧袁這個
年齡該到做減

法的時候了袁我卻停不下來袁節奏還是快了一點袁要
慢下來才好遥也常常感覺體力不夠遥冶説現在也儘量
減少社會活動袁極少接受媒體專訪袁但有些是朋友
的邀請或介紹袁那也野沒辦法冶遥説到採訪袁他爲拒絶
了不少記者的專訪請求而過意不去院野眞的好抱歉袁
我嘴笨袁一直就嘴笨袁現在精力也不大夠遥冶和面談
相比袁他更願意筆談袁野那樣準確一些冶遥

談到當下 80後尧90後詩人的創作狀態袁他很關

注袁但輕輕搖頭袁表示憂心院野他們中間好多人不讀
詩袁雖然他們也寫詩袁可是根本不認眞讀詩袁不認眞
讀袁就很難對詩歌有眞正的理解遥有些年輕詩人寫
詩也太隨意遥冶

有詩人問院野目前大陸詩歌有口語詩風袁也有較
爲晦澀的講究隱喩的詩風袁您怎么看钥冶北島先生表
示袁沒有一個具體的語境袁這個問題很難作答袁很難
這樣去比較詩歌流派遥

近一個小時的餐叙氣氛非常輕鬆袁北島先生的
沉靜尧眞誠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遥這場愉快的談
話以簽名尧合影留念結束袁雖然北島先生笑眯眯地
説野我不是明星冶袁但深圳文靑的熱情比深圳盛夏的
陽光更熱烈袁一波一波的讀者涌上來袁北島先生十
分認眞袁每一本書都堅持一筆一畫地完成簽名遥

詩會開始袁輪到北島先生上台袁他直接讀詩院
野叶序言曳院爲什么此刻到遠古/歷史逆向而行/爲什
么萬物循環/背離時間進程/爲什么古老口信/由石
碑傳誦/爲什么帝國衰亡/如大夢初醒/爲什么血流
成河/先于紙上談兵/爲什么畫地爲牢/以自由之名
噎噎冶聲音清澈袁堅定遥

若時光倒流至 55年前袁北島先生還在讀小學袁
小學生第一次正式登台要要要説相聲院野登上操場講
臺袁我頭皮發麻袁腿肚轉筋遥擴音器吱嘎的交流聲給
我喘氣的機會遥我心中默念院耶就把台下當成一塊西
瓜地吧遥爷果然靈驗袁我口若懸河袁一發不可收拾袁把
聽衆都給逗樂了遥一周內袁我成了全校名人袁無數目
光迎來送往遥説來做名人並無特別之處袁就是鬧心遥
一周後再沒人多看我一眼院有失落袁也有如釋重負
的輕鬆感遥冶這段經歷記録于北島自傳性散文集叶城
門開曳袁多少表明瞭北島先生對於聲名的態度遥

詩會接近尾聲袁接過主辦方頒發的野終身成就
奬冶袁北島先生應邀發表了即興感言院野朋友們袁我事
先沒有準備發言遥得這個奬袁很高興袁就跟過節一
樣遥在我們所説的耶像排隊一樣爷的日子里袁偶爾就
像排隊加塞兒一樣袁我突然就擁有了一個時間的停
頓遥這時我會回視自己的生涯院我開始寫作的時間
是 1970年袁轉眼已經四十多年了遥經過這么多年袁
我認爲詩人最重要的是永遠保持警惕袁永遠謹記自
己的身份袁不要因爲榮譽尧金錢袁忘記自我袁他在一
生中都會面臨這些挑戰遥這也是我對自己的一種勉
勵遥冶

關於北島

原名趙振開袁1949年生於北京遥1978年在北京
創辦文學雜誌叶今天曳袁擔任主編至今遥自 1987年起
在歐洲和北美居住並任敎遥現與家人定居香港遥北
島是野文革冶後期興起的朦朧詩派的重要代表袁他最
著名的詩歌如 叶回答曳尧叶一切曳尧叶宣吿曳尧叶結局或開
始曳等袁曾經震撼了無數國人袁表達了在野文革冶中成
長的一代人信仰失落後的批判與否定尧懷疑與茫
然遥北島的詩歌冷峻尧思辨袁有很強的批判性和思想
能量袁總是在悖論與斷裂中探尋乃至拷問着人類尧
時代乃至自我的眞理與價値遥

北島的

詩歌創作始

于十年動亂

後期袁反映了
從迷惘到覺

醒的一代靑

年的心聲遥詩
人觀察世界的視角與衆不同袁他總是以一種挑剔甚
至是嚴苛的眼光來看待身邊的現實生活袁揭去其虛
僞的面具袁暴露出蒼白的本質遥北島以一種清醒的
理性精神袁對人性的扭曲和異化作出了自己的審
判遥在他早期的詩中袁呈現出一個野對抗的自我冶袁他
至死不渝地相信自己的追求是正確的袁不可妥協
的遥如這首著名的 叶回答曳院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
證袁/高尙是高尙者的墓誌銘袁/看吧袁在那鍍金的天
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遥冶野吿訴你吧袁世界/
我--不--相--信浴/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遥冶野我不相信天是藍
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
信死無報應遥冶這種句子帶有明顯的悲觀主義情緒袁
但其中包含的挑戰宿命的信念卻又堅定不移袁給人
一種絶望中誕生的勇氣遥這是北島詩歌最大的特
徵遥從這首詩中我們也可看出北島的早期袁仍然帶
有明顯的浪漫主義情結遥他的詩中充滿了個人英雄
主義的激情袁面對不合理的社會秩序袁表現出捨生
取義的氣概遥這首詩也許是北島流傳最廣的詩袁但
卻並非北島寫得最好的詩遥詩歌中還是有着幾許焦
燥的心態袁缺乏對歷史對人性的深入的反醒意識遥
北島與同期朦朧詩人相比袁具有更爲清醒的思

辯特徵遥但他對人生和歷史的思考袁又是通過直覺
性的意象表現出來的遥隱喩尧象徵尧通感袁野蒙太奇冶袁
這些藝術手法在他的詩中都得到比較廣泛的運用遥
他使用的詩歌意象瘦硬奇崛袁如重錘出擊袁撲面襲
來袁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遥並且他善於使用具有高
度概括性的悖論式警句遥

北島憂心“有些年輕詩人寫詩太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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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加速推進，位於該省東海岸一
線的海棠灣、清水灣、香水灣、神州半島等各大海灣正開發得如火
如荼，尤以建設五星級酒店為重。日前，三亞海棠灣同一天破土動
工了10家超五星級酒店。此舉引爆業界熱議：海南五星級酒店是多
了還是少了，一哄而上會否導致惡性競爭，海南這樣一個島嶼到底
能承載多少家五星級酒店？

海南將成 「五星級酒店島」
5月29日，索菲特大酒店、逸林希爾頓大酒店、喜來登大

酒店、豪華精選大酒店等10家高星級酒店在三亞海棠灣同時動工。
而此前海棠灣已有凱賓斯基酒店 、萬麗酒店、蜈支洲島中心大酒店
等3家五星級酒店開工。此外，皇冠假日大酒店和香格里拉大酒店已
經確定7月開工。

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已於2008年正式啟動，其廣闊的市場
前景吸引著許多企業前來投資高檔酒店。截至目前，三亞建成或在
建的五星級酒店已經超過30家 ，在與之毗鄰的陵水縣清水灣、香
水灣，數家五星級酒店和一家七星級酒店也在火熱地建設之中。位
於海南省萬寧市的石梅灣、神州半島也正在建設4家五星級酒店。海
口市多家五星級豪華酒店項目今年也紛紛上馬。這些酒店絕大部分
位於環境優美的海邊。

記者從海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獲悉，自從1995年海南首家
五星級酒店——海口寰島泰得大酒店營業以來，目前海南的星級酒
店已經達到259家，其中五星級酒店20家，四星級54家。加上正在
評定的五星級酒店，據預計，到2010年海南五星級酒店將達40
家，而5年內海南五星級國際水準的酒店將達到60家以上。

據有關統計，北京、上海的五星級酒店數量分別為52家、
36家。從五星級酒店所佔城區的比例來看，海南當之無愧是五星級
酒店密度最大的地區。海南一位負責酒店星評的官員曾表示，海南
是全國五星級酒店比例最大、度假酒店最多、頂級品牌最集中的區
域，幾乎全世界知名的酒店品牌都進來了。如此，不遠的將來，海
南將成為名副其實的 「五星級酒店島」 。

實際需求還是盲目擴張？
「雖早知 『國家海岸』 海棠灣是國際旅遊島建設的重中之

重，將來會有很多高星級酒店在這裡矗立。但今天看到10家超五星
同時在海棠灣開工的消息，還是嚇了一跳。」 日前，在天涯社區

上，網友 「看電影的老貓」 說： 「海棠灣已開工的五星
級以上酒店已有13家，未來還有幾家還不得而知。這麼塊小
地方能容納那麼多五星級酒店嗎，能有足夠的遊客量支撐嗎？」

對於高星級酒店數量的快速增長，有人認為這是由市場需
求決定的，海南的酒店市場並未飽和，還有繼續開發的潛力。

「其實酒店多了並不能表明接待能力就會過剩。」 一位業
內人士不認為這種現狀繼續下去會有多大危險，他認為，高星級酒
店的增長是與當地經濟增長發展同步的，任何投資商都不會盲目在
一個地方興建五星級酒店，海南尤其是三亞等地擁有一定的高端客
源，而且會越來越多。

海口正在開發的新埠島也將建設一家五星級酒店，負責這
個項目的海南優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策劃部負責人吳衛認為，海南
五星級酒店並沒有飽和，本地旅遊資源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
隨著國際旅遊島的建設，今後海南旅遊將越來越朝著高端發展，在
大量高端遊客的支撐下，五星級酒店入住率不是問題。

然而，不少業內人士擔心，海南目前的五星級酒店建設是
一種盲目擴張行為，會為酒店業的長期發展留下隱患。

「海南的五星級酒店肯定多了，特別是三亞，你看三亞那
些五星級酒店平時的開房率有多高？現在海棠灣還要建設五星級，
甚至超五星級、七星級酒店，能活下去嗎 ？」 三亞一位不願透露姓
名的旅遊從業者說。

網友 「呀喏噠123」 說，作為一名酒店從業人員，特別是在
海口的酒店從業人員，每年的淡季總是被迫無薪休假，扣效益工資
等，讓人心灰意冷。五星級飯店雙標不足400元一晚，會議、團隊
價更低，根本就回收不了成本，酒店沒錢翻新，房價衹能越來越
低，最後入不敷出，衹好關門歇業。

五星級酒店密集的三亞也 「在劫難逃」 。雖然每到 「十
一」 、春節黃金周，三亞五星級酒店房價往往暴漲，甚至出現萬元
的 「天價」 客房，但也僅僅衹是曇花一現，一到淡季，三亞某些五
星級酒店甚至賤賣到每晚200元。

海南省旅遊發展研究會副會長王建生說，一些發達國家在
建設五星級酒店方面，政府有全局性長遠規劃，並通過酒店行業協
會進行市場調查，發佈年度 「白皮書 」 來引導投資。而海南並沒有
一個完整和科學的規劃。目前，海南在酒店星級層次和區域分佈方

面都存在結構性失衡，為行業發展埋下了隱患。
警惕五星級酒店猛增 「後遺症」
無論海南的五星級酒店多了還是少了，這種一哄而上的擴

張行為還是讓人們擔心它將留下後遺症。有人擔憂：海南的酒店業
會成為海南的第二個 「爛尾樓」 嗎 ？

海南省旅遊協會旅遊飯店分會會長張會發告訴記者，海南
在建的近20家五星級酒店一般3－5年內建成，到時需要強大的高端
客源市場來支撐。而從目前的市場以及3－5年內市場預期看，這是
一種超前開發。

他說，從實際情況看，海南的五星級酒店除了 「黃金周」
處於供不應求狀態外，其他時間往往 「吃不飽」 。為了維持正常資
金鏈，五星級酒店往往靠降價來搶低星級酒店客源，這樣勢必造成
行業不良競爭，對酒店整體行業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王建生也認為，海南目前五星級酒店投資過多過熱，很可
能導致惡性競爭，出現行業整體虧損，繼而導致服務跟不上，影響
海南的整體旅遊形象。

網友 「sls0898」 說，酒店靠人去服務，海南酒店業人力資
源優勢在那裡？目前全國酒店業人力資源十分缺乏，而為酒店業專
門培訓人才的學校在海南並不多，遠遠達不到本地酒店業的需求。

張會發告訴記者，酒店業的從業人員招聘向來比較困難，
如果酒店效益不好，更無法用高薪聘請人才，酒店行業的吸引力會
再次降低，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五星級酒店的猛增無形中也是對資源的一種破壞。王建生
認為，土地是稀缺性資源，尤其一線海岸資源。國外投資商在海南
加大五星級酒店的投資速度和力度， 是一種 「圈地」 行為。 「誰搶
到地，誰就是贏家。」 投資商即便經營虧損，但其所佔的土地永遠
在昇值。與酒店不動產和土地的增值相比，經營性虧損可以忽略不
計 。他認為，對土地這種稀缺性資源，海南應該有所儲備，應該分
步驟、分階段地開發。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高檔酒店衹是建設國際
旅遊島的必備條件之一，海南首要任務是節約資源、保護好一流的
生態環境和提高服務水平。

海海南南：：還還能能承承載載多多少少五五星星
級級酒酒店店？？

著海南
國際旅遊島建設的加速推進，位於

該省東海岸一線的海棠灣、清水灣、香水灣、
神州半島等各大海灣正開發得如火如荼，尤以建設五

星級酒店為重。日前，三亞海棠灣同一天破土動工了10
家超五星級酒店。此舉引爆業界熱議：海南五星級酒

店是多了還是少了，一哄而上會否導致惡性競
爭，海南這樣一個島嶼到底能承載多少

家五星級酒店？

韓國電影《暗殺》在北京舉行發
佈會，導演崔東勳，主演李政宰、河
正宇出席助陣，因懷孕在韓國待產的
女主角全智賢也特意送上祝福VCR，
表達對影片上映的期待。

《暗殺》目前在韓國已收穫1250
萬觀影人次，位列韓影史第六。影片
背景與中國密不可分，大部分重頭戲
在上海取景，講述了韓國臨時政府特
工策劃刺殺親日派和抗日的故事。

導演崔東勳坦言，自己耗時9年
籌備《暗殺》，“我當時拍完《奪寶
聯盟》後突然產生靈感，為此查閱了
很多資料，這次在中國拍攝的經歷也
非常難忘”。

談到為何再度與全智賢合作，崔

東勳大讚對方很漂亮，同時也指出全
智賢在《暗殺》裏幾乎是素顏出演，
“我們不關注她是否漂亮，更希望她
呈現出颯爽英姿的一面”。

此外，談到喜歡的中國演員，崔
東勳如數家珍，直言有周潤發、劉德
華、葛優、陳道明、姜文等，並表示
未來計劃拍《奪寶聯盟2》，盼和更
多中國演員合作。

在片中飾演“賣國賊”的李政
宰透露，為了演好這個角色，自己
特意重新學習那段歷史。提到電影
裏變成老人受審的那場戲，他坦言
自己不僅減肥不少，還努力把健碩
的肌肉消掉。

不過，李政宰也表示片中沒機會

講中文十分遺憾，希望未來能拍有中
文臺詞的電影。提及第三次與全智賢
合作，他大讚對方努力，塑造的角色
也非常生動。

和李政宰一樣，河正宇也給予全
智賢很高評價，“這次她演得是暗殺
隊隊長，拍攝的6個月，她都槍不離
手，還把槍帶回家”。

另外，談到片中的中文臺詞，河
正宇大呼“太難學”，“不過我很想
學，中文非常有魅力，而且我喜歡吃
中國的東坡肉”。問到最想和中國哪
位演員合作，他直言是姜文，“他不
論做導演或者演員都很棒”。

據悉，電影《暗殺》將於9月17
日在中國內地上映。

全智賢因懷孕缺席新片宣傳

河正宇愛吃東坡肉

阿湯哥在北京秀中文
拍《碟中諜》近20年感情深

約翰尼·德普妻子遭指控

或面臨10年徒刑

主演湯姆·克魯斯(阿湯哥)今天現身
北京，宣傳新片《碟中諜5:神秘國度》
(以下簡稱《碟中諜5》)，他全程亮相
不到15分鐘，除了用中文講“你好”
、“謝謝”外，還直言拍攝該系列電影
已近20年，與戲中角色感情非常深。

阿湯哥拍危險戲份親自上陣

《碟中諜5》講述了阿湯哥飾演的
伊桑·亨特與其團隊一起遭遇到一個名
為“神秘國度”的組織追殺的故事。

作為中國之行的最後一站，阿湯哥
今天與導演克裏斯托夫·邁考利、女主
角麗貝卡·弗格森一同亮相，三人一露
面就引發全場尖叫，阿湯哥也不斷向影
迷揮手致意。

“這次整個中國之行都非常好，影
迷們都非常熱情。”阿湯哥透露自己明
天就要回好萊塢繼續拍攝新片。對於

《碟中諜5》，他直言這次充斥了很多
元素，“不僅有懸疑、動作、搞笑，還
能看到團隊作戰、情節逆轉，相信大家
一定會喜歡”。

從1996年第一部《碟中諜》面世
以來，阿湯哥飾演的伊桑·亨特已經伴
隨影迷近20年，他今天也感慨良深地
說：“這是一部經典的動作電影，很高
興能出演，我與角色的感情也非常深。
”

此次《碟中諜5》中，阿湯哥繼續
挑戰高難度動作戲，其中爬飛機等場
景都讓影迷捏了把汗，他坦言這些危
險戲份都是自己親自上陣，並未使用
替身。

麗貝卡·弗格森不捨離開中國

談到危險戲份，女主角麗貝卡·弗
格森也滔滔不絕，她直言這是自己出演

的第一部動作電影，而且不乏危險戲份
，“開拍前我接受了四到五周的訓練，
拍攝中我也一直和阿湯哥配合訓練，所
以很享受這個過程”。

另外，首次來中國的麗貝卡還表示
非常不捨，“真不敢想像這是中國之行
的最後一站，我從來沒來過中國，剛開
始有點緊張，但大家都微笑迎接我們，
讓我覺得非常溫暖，都不想回家了”。

和麗貝卡一樣，導演克裏斯托夫·
邁考利也是首次來中國，他坦言非常
興奮。

值得一提的是，克裏斯托夫此次是
第五次與阿湯哥合作，他透露兩人已頗
有默契。

據悉，電影《碟中諜5》將於9月8
日在中國上映。

今年5月，約翰尼·德普的妻子安
珀·赫德未遵守澳大利亞法規進行檢疫
，就讓兩隻愛犬入境，被發現後，當地
有關部門曾一度表示要對狗施行安樂死
，但最後雙方決定訴諸法律。

日前，安珀·赫德因與德普出席威
尼斯電影節，無法出庭，所以當地法院
允許此案延後至11月2日再開庭。據

悉，安珀·赫德被指控違法攜帶動物入
境，以及提交假文件這2項罪名，恐被
處以10年徒刑及10萬美元罰款。

此外，安珀·赫德的舉動惹怒了
澳大利亞網友，不少人認為她除了違
法帶狗入境之外，竟還提交造假文件
，希望法院能夠重判，“給名人一個
教訓”。



CC44 CC55臺灣影壇 七嘴八舌

˙家庭和飯店的首選品牌
˙優良品質
˙適用於烹飪炒飯，白飯，
春捲等任何米製佳餚

聯繫人：Llyn McEuen
電 話：713-525-9570
電 郵：Imceuen@ebrona.com

可到您喜歡的代理分銷商處購買經濟，營養，美味

靚苗米

星期三 2015年9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15 星期三 2015年9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15

七天二十四小時免費收看

廣告洽詢熱線：281-498-4310 傳真：281-498-2728
公司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網上同步收看及手機上網收看

網址：www.itvhouston.com

美南電視本周節目單

●● 免費高清頻道免費高清頻道 ●● 免費數位頻道免費數位頻道 ●● 免費中免費中、、英文頻道英文頻道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555555...555頻道頻道頻道

週一至週五
8：30pm-9：3

0pm首播

週二至週六
5：00am-6：0

0am重播

李崗監製的歷史紀錄片《阿罩霧風雲》，在各界高度

期待下，推出續集《阿罩霧風雲II-落子》，時空背景來到

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以大家所熟知的林獻堂及林祖密、

林正亨的生平為故事主線。

精采的 「幕後紀實」 影片，分享3名主要演員陳紹騏、

大地(林睦宸) 、蔡力允拍攝幕後的故事，其中，陳紹騏是

來自無垢舞蹈劇場的專業舞者，在電影《行者》中有不少

他的舞蹈身影；台日混血

的帥氣新銳演員大地同時

也是林家後代，在本片飾

演其曾祖父，透過鏡頭詮

釋充滿理想抱負的陸軍少

將；蔡力允則是創下網路

點閱高人氣的新星。

《阿罩霧風雲 II-落子

》自2008年開始籌備，

是一部用電影規格製作、

以霧峰林家為視角敘說台

灣百年歷史的戲劇重現紀

錄片 (Drama Documen-

tary)，呈現形式特殊，是

在台灣相當少見的拍攝手

法。

在演員的遴選與表演上

也不馬虎，除了請來《賽德克‧巴萊》演員蘇達、《吉林

的月光》演員王榆丹擔綱戲劇指導外，本次力邀外型與氣

質都跟林獻堂很相近的資深舞者陳紹騏加入，為挑戰不一

樣的演出，他甚至婉拒了一檔國外舞劇邀約。

有近20年舞蹈經驗並經常巡迴世界各地擔綱大型舞劇

主角的陳紹騏，對於動靜之間的微小動作都相當敏銳，特

別是在眼神與深刻情緒的揣摩上尤其精準，陳紹騏提到，

林獻堂是一個性格內歛的人物，常需為大局通盤考量，在

了解和揣摩的過程中，能深刻感受他做每一個決定的煎熬

與為難。

在日本出生、近年回台發展的大地(林睦宸) 是選角時意

外的收獲，原本家中並不支持他進入演藝圈，但這次演出

是家人支持下的決定，向來溫和謙讓、總是帶著微笑的他

表示，最困難的是要呈現曾祖父林祖密雄霸一方的氣勢。

廣告作品擁有網路高人氣、超過10萬網民點閱率的蔡

力允，在片中飾演與父親一樣、願意為理想與信仰奮鬥的

青年林正亨，他回憶，演出第一個角色出場的鏡頭時，導

演給他的第一個表演筆記是： 「太好看了，要更自然一點

」 ，因此花了一些時間重新理解這個角色，這次演出對他

來說是十分珍貴的經驗。

《阿罩霧風雲II-落子》集結多位舞台劇資深演員共同

參與演出，並邀請知名演員尹昭德、資深歌手蔡振南各自

擔任國、台語旁白配音。

而幕後卡司更是大師雲集，包括《色，戒》美術指導李

寶琳、以《豔光四射歌舞團》榮獲金馬獎最佳造型獎的陳

淑津，打造貼近時空背景的場景、造型和畫面，讓本片戲

劇呈現更加精采。這部以移民家族觀點講述台灣歷史的時

代鉅作，將於9月18日正式在全台上映。

李崗募資打造阿罩霧風雲李崗募資打造阿罩霧風雲II-II-落子落子

唱好李宗盛作品
林育羣包廂K歌

公視旗艦音樂節目 「那些年我們的歌，日前播出 『李
宗盛和他的女人』 主題， 「小胖」 林育羣為了唱好李宗盛

的作品先去KTV開包廂，閉關K歌2小時才來上節目。

李宗盛對台灣歌壇來說，是一位非常有地位的重量級音

樂製作人，他的作品造就了無數的巨星及獎項，尤其是在

描寫關於女人心情的

歌曲，每一首都深切

的打動人心。

為了詮釋李宗盛的

經典作品，公視 「那
些年我們的歌」 製作單位特別邀請娃娃金智娟、林育羣、

符瓊音現場演唱，一起來回味這些深刻描寫女人內心世界

的歌曲。

林育羣說， 「在節目中來唱李宗盛大師的歌，對我來說

其實有點壓力跟緊張，我要唱的每首歌都蠻有難度的，所

以，來上節目之前，就一個人先去KTV開了包廂，暖嗓，

唱了一、兩個小時，好過癮。」 主持人澎恰恰直稱讚小胖

： 「敬業！很認真！」 林育羣說： 「真的很怕唱大師的歌

漏氣！」
小胖深情演唱〈領悟〉，旋律起伏緊抓心弦，連在旁的

主持人澎恰恰、秀琴也忍不住跟著哼唱。

娃娃金智娟與符瓊音分別演唱〈忙與盲〉、〈17歲女生

的溫柔〉、〈我聽見有人叫你寶貝〉等，分享許多李宗盛

的多情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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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纪念抗战胜利袁还是裁军宣言袁都是以
历史为基座去开创和平未来袁是对捍卫世界和平信
念与决心的一次凝聚遥

9月 3日上午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遥 在此次
胜利日阅兵上袁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袁郑
重宣布中国将裁军 30万遥 这成为纪念活动中的重
要亮点袁也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袁 中国在此节
点袁 首次举办了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盛大阅
兵袁从历史维度和现实境况看袁都有着特别的意义院
当那些将士们的铿锵步伐震落历史帷幕袁当国共抗
战老兵组成乘车方队共同受阅袁历史和现实尧战争
与和平也在野纪念冶语境下交汇遥 而这种跨越 70年
的厚重回望袁也是拥抱未来的珍贵姿态要要要所有回

望袁都是为了铭记历史袁缅怀先烈袁珍爱和平袁开创
未来遥

而野裁军 30 万冶袁也与此意义相通院应看到袁这
是继 2005年裁军 20万后袁十年来中国军队首次裁
军遥 裁军历来都不仅仅意味着军人数量的精简袁而
往往含有多重意义遥

比如袁对外展示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和平
的愿望和信心袁释放对推动国际军控和裁军的积极
负责任的态度遥 特别是在当下这特殊时点上袁裁军
所展现的和平诚意和行动示范袁尤显特殊价值遥 习
近平在讲话中 18次提到野和平冶袁一方面用史实还
原历史袁强调中国抗战胜利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
作用曰一方面从民族历史传统尧现实发展等多方面
强调了中国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遥 此次裁军袁也正
是决心彰显遥

但对内袁 裁军并不代表和平防御力量的松懈袁
而是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袁 提升军队现代化能
力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袁军队改革其实已有实质
性举措袁如调整解放军审计署建制领导关系袁完善
政策制度等遥 可以预见袁裁军或只是军队更大改革尧

结构优化的一个序曲遥 这是捍卫主权尊严的必需袁
也是出于防御性国防策略尧 地区安全局势保障需
要尧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责任的需要遥

在大阅兵场合宣布野裁军 30 万冶袁是对和平发
展成果的一种展示袁也是对捍卫世界和平信念与决
心的一次凝聚遥 二战后的和平成果需要捍卫遥 正如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强调的袁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依然悬在人类头上遥
不同于 70年前袁 当下世界和平所受到的威胁

已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抗争袁而更兼有地缘
政治尧战后遗留问题等主权事务的摩擦袁暴发局部
的尧小范围的战争可能性并非没有遥 现代国际秩序
因经济尧文化等方面的深度交融袁对和平的维护尧对
和平力量的团结显得更为复杂遥 对于中国而言袁无
论是在处理主权问题袁还是具体争端上袁都需要平
衡智慧和捍卫和平的信念遥
从 70年前的二战胜利国袁 到今天的世界第二

经济大国袁中国人民的主权尊严在提升遥 在此背景
下袁习近平主席明确中国永远不称霸袁要更好地构
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袁 壮大世界的和平力
量袁这其实也是谱写历史袁这历史连着和平的未来遥
靡不有初袁鲜克有终曰前事不忘袁后事之师遥 无论是
纪念抗战胜利袁还是裁军动作袁都是以历史为基座
去开创和平未来袁而在野正义必胜浴 和平必胜浴 人民
必胜!冶这一反法西斯战争留存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
的信念指引下袁 中国势必会在更长的历史征程中袁
更好地扮演自身角色遥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

记忆袁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遥 走和平发展道
路袁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遥 中国
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

国防政策袁永远不称霸袁永远不搞扩张遥 中国倡导互
信尧互利尧平等尧协作的新安全观袁寻求实现综合安
全尧共同安全尧合作安全遥 这是中国向世界的一贯庄
严承诺袁更是始终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遥 这次裁减

军队员额袁充分彰显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
平尧共谋发展尧共享繁荣的诚意和愿望遥

当前袁国际形势深刻演变袁中国仍然面临多元
复杂的安全威胁院有的国家在涉我领土尧主权和海
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袁有的国家正忙于发展
军力尧扩军备战袁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袁各种分裂
势力日益猖獗并与国际反华势力遥相呼应袁维护国
家统一尧维护领土完整尧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
繁重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中国依然决定裁减军队员额
30万袁一方面是中国有能力有信心的表现袁表明中
国对维护国家主权尧 安全和发展利益充满信心曰另
一方面再次向世界昭示袁 中国始终不渝高举和平尧
发展尧合作的旗帜袁真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世
界和平与地区稳定遥

中国有着坚持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袁 和平尧和
睦尧 和谐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袁
野和冶文化源远流长遥从 2100年前的丝绸之路到 600
多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曰从充满灾难尧落后挨打的中
国近代史到抵抗外来侵略尧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史
噎噎中国历史跌宕起伏的历程向世人证明袁中华民
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尧称霸世界的基因袁中国
人民不接受野国强必霸冶的逻辑遥 中国隆重举行纪念
抗战胜利 70周年活动袁始终将野铭记历史尧缅怀先
烈尧珍爱和平尧开创未来冶这一鲜明主题贯穿始终袁
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袁而是为了以史为
鉴尧面向未来袁共同珍爱和平尧维护和平遥 得道多助遥
对中国纪念抗战胜利活动袁世界上坚持正义的国家
和人民都是理解和支持的遥 此次纪念活动袁有 30位
国家元首尧 政府首脑等外国领导人袁19位政府高级
别代表袁10 位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负责人袁100 多
位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出席袁17 个国家派出方
队尧代表队参阅袁就是最好的证明遥

事实上袁求和平尧谋发展尧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遥 即使在日本袁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守卫和平的行列遥 就在 8月 30日袁有 12万日
本民众在东京国会大厦外集会袁 要求废除安保法
案袁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遥 这是该国人民野国会 10
万人 全国 100万人大行动冶反安保法案抗议活动的
一部分遥 活动组织方说袁除东京袁全国超过 300个地
点当天也举行了抗议集会遥 朝日电视台 8月 22日
和 23 日的调查显示袁 赞成安保法案的被访者为
22%尧反对者为 55%遥

富国不意味称霸袁强兵不等于黩武遥 中国在纪
念抗战胜利大会这一神圣时刻宣布裁减军队员额袁
就是释放珍爱和平尧追求和平尧维护和平的强烈信
号和真诚愿望遥 中国发展壮大袁带给世界的是更多
机遇遥 我们真诚期待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

团结起来袁和中国人民一道袁为建设持久和平尧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遥

中共中央总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宣布院中
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万遥 对此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教授丛文胜大校表示袁 这并不是普通的精简裁员袁
而是全方位的改革袁是军队建设的野升级版冶遥
对于裁军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袁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袁 把军队搞得更加精
干尧高效袁是我军建设的既定方针遥 这次裁减军队员
额袁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袁精简机关和非战斗
机构人员袁调整优化军队结构遥
当看过阅兵仪式后袁 丛文胜表示自己很振奋袁

很激动遥 他表示袁这次阅兵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重要意义尧 重要作用袁
体现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主体作用袁坚定中国捍
卫二战的胜利成果袁维护二战后国际次序的坚定决
心遥 同时袁也提醒爱好和平的人们袁这是用无数献血
换来的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遥

习主席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袁对此袁丛文胜称袁此次裁员是按照国防军队建设
发展规律袁我们信息化程度越高袁需要的人力兵员
也就逐步裁减遥 同时袁十八大三中全会尧四中全会精
神都对军队改革尧 军队体制调整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遥 丛文胜还称袁此次军队裁员的目的是实现强军
目标袁这次改革是军队建设的野升级版冶袁并不是普
通的精简裁员袁这是全方位的改革袁不能单看人数遥
在这个时间点宣布也展现了中国的军力尧国防力遥

军事专家尹卓少将表示袁中国阅兵体现了二战
中国战场的作用袁我国的军备水平正努力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遥 同时袁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未来
的军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支持遥 军事学者倪乐雄也
指出袁兵不在多在于精袁军队的强大不是以人数来
决定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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