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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每次抽獎時使用您的免費 Advantage Club 卡積極玩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如官方規則所示），您才有機會獲勝。 不包括撲克室遊戲。 每人限領一(1) 
份獎品。 免費老虎機自獲勝之日起 30 天內有效。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獎品可能有所不同。 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產品和品牌名稱均為 Louis Vuitt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Louis Vuitton  不是本次促銷活動或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的讚助商或附屬機構。 優惠不
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活動和日期可能會發生變化。 Coushatta 支持負責任的遊戲。 致電 877.770.7867。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由路易斯安那州
的 Coushatta 部落擁有和經營。 一些例外情況適用。 Coushatta Advantage Center 提供官方規則。 訪問 ccrla.com 了解完整的活動信息。

I-10 exit 44  •  800.584.7263   •  ccrla.com

® ®

免費 遊戲 贈品

2晚奢華的贈品
 10次獲勝機會！

在每次抽獎時玩您最喜歡的老
虎機或桌面遊戲，您就有機會獲勝。

3 月 4 日 & 25 日
每小時幸運獎 7pm-11pm

贏得奢華的 Louis Vuitton 設計師
名牌包高達 10,000 美元免費老虎機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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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休城工商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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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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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 東莞報道）

“久別之後踏上這片熱土，非常激動！”23日到25日，香

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在廣東進行考察。此次參訪團

規格高，由香港中聯辦組織，成員由25日18家主流媒體高

層組成，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擔任顧問。在行程最後一站，擔任參訪團團長的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總編輯兼大公報社長、文匯報社長李大宏接受香港媒體聯合採訪

時表示，這次參訪團來到廣東，親身感受到廣東上下“聚焦新發展激發新動能”的新氣

象，發現和發掘到大灣區建設的很多新機遇，大家都倍受鼓舞，也感慨萬分，深感“時不

我待，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把過去三年因為疫情耽誤的時間奪回來”。

看到機遇也看到差距 港須急起直追
港媒高層參訪團在廣東考察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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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香港
傳媒高層人士大
灣區參訪團來到
深 圳 比 亞 迪 考

察。對於剛剛榮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
量冠軍的這一國產汽車品牌，參訪團
成員對其技術創新經驗深感興趣。走
進比亞迪展廳內，一面5米多高、證書
擺得密密麻麻的專利牆引來參訪團成
員的陣陣讚嘆。這面專利牆上所掛的
專利證書來自不同國家，除了中文
外，還有日文、韓文、英文、法文等
多種文字，足以體現比亞迪全面推行
“技術為王 創新為本”的發展戰略。
工作人員介紹，這些還只是“冰山一
角”，是從比亞迪3萬多件專利中精挑
細選出來的。據了解，截至2021年4
月，比亞迪在全球累計申請專利約3.2
萬項、授權專利約2.1萬項。

在展廳內，停放着幾款比亞迪最
新型的電動車，參訪團成員饒有興致
地向工作人員詳細諮詢汽車性能，還
有不少參訪團成員直接坐上駕駛座，
手握方向盤，親身體驗新車的舒適
度。一輛紅色流線型車身的紅色概念
超級跑車成為現場目光焦點，引來參
訪團成員不斷拍照。

旁邊還有一面牆，專門展示了為
比亞迪作出突出貢獻的技術工程師的
照片和簡介，足以看出比亞迪公司對
科技人才的尊重和愛惜，給參觀者留
下深刻印象。據悉，比亞迪所在的深
圳坪山區，匯集了華先醫藥、深圳北
芯等一批“製造業單項冠軍”、國家
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是深圳
的產業強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黃寶儀、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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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展廳內，一面5米多高、掛滿證書的
專利牆引來參訪團的驚嘆。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李大宏表示，參訪團此行親身感受到廣東的新氣
象，發現和發掘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很多新機
遇。 大公文匯記者 黃洋港 攝

25日上午，參訪團來到深圳河套合作區參
觀。透過玻璃幕牆，參訪團成員看到

緩緩流過香港和深圳之間的深圳河。河畔一側布滿
農田的是香港新界，另一側是高樓林立的深圳河套
片區，一河兩岸的景色差異給觀者帶來奇特的錯位
感。有參訪團成員忍不住感慨，廣東高質量發展不
斷在加速，香港也應該趕緊動起來。

對內地飛速發展感到意外又驚喜
“在河套看到深圳高樓大廈和香港魚塘濕地的

強烈對比，給我很大的衝擊。環境保護當然重要，
但目前是香港已經對自己太多制約，反而影響了發
展。”參訪團成員、《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表
示，廣東提出“再造一個新廣東”，各方面大項
目、措施都“嘭嘭聲上”，香港應該要急起直追。
“香港過去是討論太多、行動太少，思考太多、遠
見太少。”他認為：“目前香港的速度還是太慢
了。我覺得香港的心態有一些故步自封、自我感覺
良好。香港如果能與廣東同步發展，會有很大空
間。”

對灣區內地的飛速發展感到意外又驚喜，是不
少參訪團成員的共同感受。參訪團成員、《香港經
濟日報》總編輯曾世明表示，這次參觀比亞迪看到
企業擁有很多技術專利，是很直觀的體驗。“士別
三日當刮目相待。內地發展非常迅速，而很多香港
市民過去三年都沒有來過內地，應該親身過來感受
一下，這個跟看媒體報道是不一樣的。”

參訪團成員、香港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副
總監張秀雲更直言，以前自己對東莞的印象就是遍
地加工廠，想不到東莞都有散裂中子源這樣的高科

技，感覺大灣區內地各個城市都在科創方面不斷發
力，“內地在發展方面的決心值得香港借鑒，目標
確定之後就各界一起努力，香港為什麼發展速度慢
了，就是因為有太多不同的聲音。”

當然，看到存在差距，更看到希望和信心。張
秀雲認為，香港具有“一國兩制”、國際視野的獨
特優勢，如何用好香港人才、資源、國際化的優勢
去進行創造很重要。此外，香港還可以發揮聯通海
內外的橋樑作用，將科研成果帶出去、引進來。大
灣區各地確定各自定位，加強分工合作就一起能把
事情做好。

粵港優勢互補定能創更大奇跡
李大宏對此也表示認同。他說，曾經，香港人

在獅子山下創造了香港奇跡，改革開放之後深圳人
又在蓮花山下創造了深圳奇跡。如今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在高質量發展的新機遇之
下，粵港兩地緊密合作，優勢互補，一定能夠創造
出新的更大奇跡。

李大宏表示，人文灣區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中的重要篇章。媒體人應該積極參與其中，發揮各自
優勢，搭建更多平台，採集和發布對港澳年輕人在灣
區內地各城市創業、就業、學業有用的信息，講述他
們創業發展的成功故事和奮鬥精神，凝聚社會各界對
加快大灣區建設的共識和信心，吸引更多人參與到大
灣區建設中，讓大灣區的發展速度更快一點，質量更
高一些。

作為參訪團團長，李大宏對香港中聯辦為此次
港媒高層廣東行活動所做的大量周密細緻的工作表
示感謝，也向廣東省領導，以及廣州、深圳、東莞

三市的領導和有關企業、項目負責人，為參訪團行
程所做的精心安排致以誠摯謝意。

他說，這次參訪活動行程很順利很圓滿。而這
只是一個開端，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與同行們一起
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再走一走，更期待到祖國內地的
其他省市多看一看。香港傳媒人將利用好香港對外
傳播的獨特優勢，向內地、香港乃至海外講好中國
故事、大灣區故事和廣東故事。

日前在中聯辦春茗活動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主任鄭雁雄邀請香港傳媒“多到內地走一走、看
一看”，希望大家踴躍參團訪粵。2月23日，由18
家香港傳媒高層人士組成的參訪團從香港出發開始
三天行程，先後到廣州、深圳、東莞等地參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會
見參訪團時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
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
略。粵港澳大灣區的生動實踐，為三地媒體新聞宣
傳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素材、更為廣闊的舞台。希望
香港傳媒界的朋友繼續關心關注廣東發展，多提寶
貴意見建議，大力宣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部
署和工作進展，真實反映大灣區給三地群眾特別是
年輕人創新創業帶來的實實在在好處；同時積極面
向國際社會加強宣介推廣，以全面、真實、立體的
報道，向世界展示大灣區良好形象和發展前景。

推動推動 「「臺美教育倡議臺美教育倡議」」
休士頓僑界捐助路易斯安那州休士頓僑界捐助路易斯安那州XavierXavier大學大學 「「華語教學計畫華語教學計畫」」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了慶祝松年學院邁
入第二十年的里程碑，世界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
博士號召他的優秀學生，萊斯大學低音大提琴教

授Timothy Pitts,張廖莉
娜老師指揮的台聲合唱
團，亞悅三重奏、孫詠
薇教授、李採倩、曾思
婷、溫雅如老師、楊明
等演奏家，於上周六
（三月四日）晚間，在
休士頓浸信會大學Dun-
ham Theater 舉行了一
場盛大的慶祝松年學院
20週年募款音樂會 ，一
晚上嘉賓如雲，全場幾
乎客滿，大家細心的聆
聽音樂家們為我們呈現
的難得的音樂盛宴。
在 「福爾摩沙青年大使
室內樂團」 在音樂會前

演奏暖場之後，節目正式開始。由李采倩打擊樂
及曾思婷的鋼琴合奏 「漁舟凱歌」 、 「奪豐收」
精彩開埸後，曾獲2015及2014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鋼琴五重奏第一名的鋼琴雙碩士鋼琴家楊明，一
口氣演奏了三首鋼琴曲 「桃花過渡」 、 「望春風
」 、 「採茶歌」 ，熟悉親切的曲目，令觀眾融入
其中，大呼過癮。接著，由現任教於休士頓基督
教大學的女高音孫詠薇博士演唱普契尼的歌劇
《杜蘭朵公主 》中的《主人，請聽我說》及選自
歌劇《蝴蝶夫人》中的《美好晴朗的一天》，並
由 音樂博士 「亞樂三重奏」 創始人、 「休士頓福
摩沙青年大使室內樂團」 的指揮陳奕伶鋼琴伴奏
、 「亞樂三重奏」 大提琴手吳箴大提琴伴奏，令
全場觀眾沈醉其中，過癮極了! 接著，由 「松年學
院」 長笛課老師溫雅如吹奏伯恩的 「大波蘭舞曲
」 ，加上陳奕伶的鋼琴伴奏，令觀眾大呼過癮。
上半場的壓軸是由張廖莉娜指揮、楊明鋼琴伴奏
的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演唱 「噗仔聲加催落」
（台語）、 「綠島小夜曲」 （中文）、 「十八姑
娘」 （客語）、 「豐年祭」 （原住民語）。熟悉
親切的歌聲，加上演唱者手勢、表情隨歌聲變化
，令全場觀眾融入其中，過癮至極。m

在中場休息後，下半場一開場，即由國際知

名小提琴家林昭亮率領，小提琴演奏家阿魯韻波
利揚、安昭炫、熊若谷，及低音提琴家提姆西匹
茲共五人演奏泰勒曼的D 大調四小提琴協奏曲，
作品TWV 40:202 ，包括：慢板、快板、緩版、快
板，及演奏 「並非如此」 （蓋西文原曲/ 朱利安米
隆改編）、 「遺忘探戈」 （皮亞佐拉原曲/ 朱利安
米隆改編 ）及 「自由探戈」 （皮亞佐拉原曲/ 朱利
安米隆改編）令觀眾大開眼界，大呼過癮！台灣
之光，世界級小提琴家林昭亮演奏的小提琴為
1715年史特拉瓦里名琴 「提香」 ，以及當今製琴
大師山姆. 茲格曼多維茨於2000年為其特別製作
的小提琴。他多次獲葛萊美獎提名，企鵝唱片指
南 「三星帶花」 評鑑，也是2000年《音樂美國 》
雜誌評選為年度器樂演奏家。

節目最終，由所有演奏者及嘉賓登台合影 。
包括：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伉儷、斯坦福
市市長Cecil Willis , 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松年
學院董事長陳美芬、院長許勝弘及贊助商宋明麗
等多人。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上周六晚舉行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上周六晚舉行2020週年募款音樂會週年募款音樂會
包括小提琴家林昭亮曾思婷等國際著名音樂家及合唱團參與演出包括小提琴家林昭亮曾思婷等國際著名音樂家及合唱團參與演出

為感謝休士頓僑界捐助路易斯安那
州 Xavier 大 學 (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XULA)3 年共 8 萬美元之
「華語教學計畫」 ，駐休士頓辦事處羅
復文處長特於會議室主持公開儀式，由
捐贈人代表E&amp;M基金會董事長王
敦正博士、賴賢烈先生、趙婉兒女士、
葉宏志先生、金城銀行(由林懿明執行長
代表)及 Crown Mark Inc等僑領及僑商
企業贈款予Xavier大學校長Dr. Reyn-
old Verret及國際長Dr. Yu Jiang；駐處
教育組楊組長淑雅陪同休士頓各大學重
要貴賓，包括休士頓大學城中分校校長
Dr. Loren Blanchard、 副 校 長 Jay
Zambrano、休士頓大學國際長 Mi-
chael Pelletier、聖湯瑪斯大學國際長
Dr. Hans Stockton 及萊斯大學國際長
Dr. Adria Baker等人觀禮，活動熱烈圓
滿。

羅總領事首先致詞表示台美於
2020年12月簽訂 「教育合作瞭解備忘

錄」 ，推動 「台美教育倡議」 ，以擴大
語言交流合作；感謝僑界先進支持我政
府之政策，在辦事處規劃下促成轄內各
州之華語拓點，未來教育組將做為橋樑
，持續深耕台美大學間華語教學合作計
畫。

Xavier大學V校長於接受贈款後指
出，該校係全美唯一天主教傳統非裔大
學(HBCU)，授予包括藥學博士在內的
50多個學士、碩博及專業學位，辦學目
的在於促成社會正義與協助學生經社地
位向上流動。對事處及臺裔企業家及個
人之臂助，內心極為感動，將努力打造
Xavier 大學為路易斯安那州之華語教學
示範點。

聖湯瑪斯大學國際長 Dr. Hans
Stockton介紹渠所任職學校與臺灣文藻
外語大學共同設立美南地區第一個華語
中心，除選送學生赴台研習華語，並首
創全美執法人員之 「警用華語」 課程，
會後樂願與同屬天主教的Xavier大學意

見交流。休士頓大學國際長Michael
Pelletier為退休美國職業外交官，任內
曾派駐非洲、中東、亞洲各國，一年餘
前以美國駐馬達加斯加大使乙職退休。
渠認為語言為關鍵能力，休大將選派學
生於本年暑期赴台研習華語，期盼來年
與我大學進一步合作等語。

捐贈儀式後，羅處長特以午宴款待
與會貴賓，席間各校貴賓與經文處人員
、僑領熱烈互動。尤其休士頓大學城中
分校校長Dr. Loren Blanchard 曾擔任
Xavier大學教務長，與現任校長為舊識
，兩人在休士頓重逢，談笑之間，增添
許多溫馨氣氛。嗣V校長一行赴聖湯瑪
斯大學參訪華語中心，獲該校校長Dr.
Richard Ludwick偕史漢傑國際長及中
心主任葉耀元教授接待，分享與臺大學
合作成立中心之經驗。稍早V校長一行
在經文處張家華組長陪同下赴佛光山中
美寺拜會，外賓對佛教寺院精緻文化 讚
嘆不已。

路易斯安那 Xavier
大學生物及生物醫學科
學、普通生物學、物理
科學及化學學科在全美
最具價值學校名列前茅
，培育諸多知名校友包
括全美第1位非裔勞工
部長Alexis Herman、現
任美國聯邦眾議員Troy
Carter、前美國空軍四
星 上 將 Bernard Ran-
dolph及紐奧爾良市現任
市長LaToya Cantrell 等
。校長Dr. Reynold Verret自2015年起
接任，為路州重要高等教育機構主管。
渠於2022年11月應教育部邀請赴臺訪
問，期間就華語教學校對校合作與國立
成功大學進行實質討論。

Xavier 大學所在之紐奧爾良市為全
美10大城市之一，2022年與臺南市簽
署姐妹市協定，據以展開在教育、商務

及文化等面向之合作。國立成功大學係
南臺灣最具代表性之頂尖大學，其與
Xavier 大學將共同推動校對校華語教學
合作，厚植城市外交之實質交流，增進
臺美雙城兩校關係。

日期：2023年3月7日
發稿單位：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電子郵件：shuya@mail.moe.gov.

tw

圖為所有演奏者及貴賓於節目結束後登台合影圖為所有演奏者及貴賓於節目結束後登台合影。。((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羅總領事復文羅總領事復文((中立者中立者))見證僑界王敦正董事長見證僑界王敦正董事長((
右右 33))等捐贈等捐贈 XavierXavier 大學華語教學計畫大學華語教學計畫，，由由
Reynold VerretReynold Verret校長校長((左左55))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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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22月月88日日，，越南最大鯰魚美國總代理越南最大鯰魚美國總代理Jim HuaJim Hua在鳳城海鮮在鳳城海鮮
餐廳設宴招待世界名人網總編輯餐廳設宴招待世界名人網總編輯、、好友好友Ben ZhangBen Zhang、、裴習梅裴習梅，，
巧遇巧遇MyValuePowerMyValuePower華裔市場代表黃琛和年輕地產經紀人華裔市場代表黃琛和年輕地產經紀人。。越越
南鯰魚出產自湄公河南鯰魚出產自湄公河，，特別適銷美國各大餐館和超市及批發商特別適銷美國各大餐館和超市及批發商
，， 歡 迎 洽 談 美 國 獨 家 分 銷 商歡 迎 洽 談 美 國 獨 家 分 銷 商 GoldenGate One AmericaGoldenGate One America，，
713713--358358--976976。。

20232023年年22月月1414日情人節日情人節，，Thai Cuisine Ramen KingThai Cuisine Ramen King泰日餐廳惊泰日餐廳惊
現休斯敦貓王現休斯敦貓王Houston ElvisHouston Elvis模仿秀為觀眾演唱情歌模仿秀為觀眾演唱情歌。。開業以來開業以來
，，泰日餐廳經常邀請著名樂隊駐唱泰日餐廳經常邀請著名樂隊駐唱，，常常使得餐廳爆滿常常使得餐廳爆滿，，獨樹獨樹
一幟一幟。。

20232023年年22月月1515日日，，AREAAAREAA休斯敦休斯敦20232023首次月會邀請風水大師首次月會邀請風水大師
、、萊斯大學教授萊斯大學教授CC LeeCC Lee主講主講20232023兔年運勢兔年運勢，，剛剛當選為哈里剛剛當選為哈里
斯郡第斯郡第44區專員幕僚長的區專員幕僚長的Alice LeeAlice Lee代表專員向代表專員向AREAAAREAA創會會創會會
長林富桂長林富桂、、新任會長新任會長Victor LeeVictor Lee頒發賀狀頒發賀狀，，希望在新老會長和希望在新老會長和
會員們的努力下會員們的努力下，，讓會務更加興旺發達讓會務更加興旺發達，，蒸蒸日上蒸蒸日上。。

20232023年年22月月1616日日，，MyValuePowerMyValuePower市場代表黃琛受邀參加德州旅市場代表黃琛受邀參加德州旅
館業協會館業協會THLATHLA組織的休斯敦組織的休斯敦、、達拉斯達拉斯、、奧斯汀奧斯汀、、聖安東尼奧聖安東尼奧
各地旅館業主各地旅館業主200200多人在德州首府奧斯汀舉行的多人在德州首府奧斯汀舉行的LobbyLobby大會大會，，
為旅館業稅收專款專用對參眾兩院議員遊說為旅館業稅收專款專用對參眾兩院議員遊說。。華裔旅館業翹楚華裔旅館業翹楚
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也不忘在與參眾議員見面的時候特別要求兩分鐘也不忘在與參眾議員見面的時候特別要求兩分鐘
就就SBSB147147法案違憲不讓非公民購買法案違憲不讓非公民購買Real PropertyReal Property表達自己的關表達自己的關
注和反對注和反對。。

20232023年年22月月1717日日，，最近在最近在YotubeYotube阿芳秀好房火得不行的著名黑阿芳秀好房火得不行的著名黑
馬房地產經紀人受邀來到馬房地產經紀人受邀來到WinnieWinnie小鎮的數百畝農場參觀做客小鎮的數百畝農場參觀做客，，
直播美國牧場農村生活直播美國牧場農村生活。。阿芳在通脹肆虐阿芳在通脹肆虐、、經濟低谷時仍然在經濟低谷時仍然在
房地產租賃房地產租賃、、商業地產買賣等各領域全面開花商業地產買賣等各領域全面開花，，與她的勤奮努與她的勤奮努
力力、、學又專攻學又專攻、、眼光獨到眼光獨到、、服務貼心有很大的關係服務貼心有很大的關係。。

20232023年年22月月1818日是一個美夢成真的日子日是一個美夢成真的日子，，CYGA AcademyCYGA Academy董事董事
長長Cece YangCece Yang迎來了自己多年籌備新建的多語言學校盛大剪彩迎來了自己多年籌備新建的多語言學校盛大剪彩
開幕的時刻開幕的時刻。。 7676區剛剛當選的州議員區剛剛當選的州議員Dr Lalani SolemenDr Lalani Solemen和平安和平安
里旅行社里旅行社 StacyStacy、、好運招牌好運招牌 Jamy LiJamy Li、、糖城糖城 Hampton InnHampton Inn 大旅館大旅館
Michael YehMichael Yeh等好友均與休斯敦各大媒體前往祝賀等好友均與休斯敦各大媒體前往祝賀。。 CYGACYGA 學學
院是一所獨特的男女混合私立國際學校院是一所獨特的男女混合私立國際學校，，為為 1212 個月至個月至 1212 年年
級的學生提供服務級的學生提供服務。。通過社區協作通過社區協作、、認知利用和靈活的日程安認知利用和靈活的日程安
排排，，打造最佳的定制化和基於項目的學習體驗打造最佳的定制化和基於項目的學習體驗。。

20232023年年22月月1919日日，，一對夫妻在休斯敦美術館最新開展的一對夫妻在休斯敦美術館最新開展的《《空無空無 禪畫禪畫》》
None Whatsoever: Zen PaintingNone Whatsoever: Zen Painting前駐足前駐足，，兩個盲人過橋給了他們無窮多兩個盲人過橋給了他們無窮多
的想像的想像。。

20232023年年22月月1919日日，，世華婦女企管工商協會第世華婦女企管工商協會第3838屆年會在屆年會在Lam BallLam Ball
餐廳宴會廳盛大舉行餐廳宴會廳盛大舉行，，何真再次當選為新一屆會長何真再次當選為新一屆會長。。圖為部分來圖為部分來
自中國大陸的優秀女企業家也紛紛加入理事會自中國大陸的優秀女企業家也紛紛加入理事會，，變成會員變成會員。。一些一些
男士也受邀見證好友和另一半的成就男士也受邀見證好友和另一半的成就。。

【美南新聞泉深】說唱明星Bun B (實名Bernard Freeman)
帶領美國南部說唱團隊於 2023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晚上在休斯
頓的 NRG 體育場舉行的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的舞
台上表演了一場南部城鎮接管音樂會（H-Town Takeover)的
嘻哈音樂。

這是一場美國南部說唱歌手全明星在休斯頓牛仔節的舞
台上嘻哈表演。 Bun B 知道他今年在牛仔競技表演的賭注很
高，想創造出席觀眾的最高記錄。去年的南部城鎮接管音樂
是同類節目中的第一位，有十多位表演者參與其中，包括
Chamillionaire、Paul Wall 和 That Girl Lay Lay。它吸引了近
74,000 名觀眾，展示了休斯頓嘻哈音樂的魅力。

今年的南部接管音樂會將地圖擴展到多個州，包括路易
斯安那州、田納西州和密西西比州。本次出場的說唱歌手的
名單一直是個秘密，在周五晚上的演出之前，Bun B只透露
了幾個名字——Juvenile、Mannie Fresh。但提前炒作將其置
於首日門票銷售之冠，最終人數為74,573 人，高於去年，也是
目前休斯頓牛仔節觀眾最多的一場音樂會。

當晚最大的驚喜是達拉斯本地人艾麗卡·巴杜（Erykah Ba-
du)，之前人們不知道這位女明星出場。她演唱了兩首歌曲：
《繼續》（On and On）和《蒂龍 》（Tyrone），她在這一個
小時的表演中最讓人們充滿激情和活力。

該節目以馬裏奧·埃利、裏克·弗萊爾、卡爾文·墨菲和 JJ 瓦
特等人的視頻介紹拉開序幕。 Bun B 戴著黑色牛仔帽，身穿
UGK 雨披，外罩一件流蘇夾克。伴隨著《裝滿口袋的石頭》
（Pocket Full of Stones）和《被扔掉》（Get Throwed）的熱情
歌唱，從眾多歌手中首先出場。 Bun B在舞台上擁有輕鬆的魅
力，並且擅長帶領人群完成肢體語言。

該節目按州分為幾個部分。田納西州的代表是爵士·法
（Jazze Pha）和特拉（Tela），他們表演了溫文爾雅的熱門單曲
《肖納夫》（Sho Nuff），8Ball & MJG 也加入了他們的說唱行
列，他們用自己的《太空時代的皮條客》（Space Age Pimpin）
大肆鼓舞觀眾士氣。

威嚴的大衛·班納 (David Banner) 代表了密西西比州，裏爾·
弗利普 (Lil Flip) 也加入了《像皮條客一樣》（Like a Pimp）的
行列。大 K.R.I.T. 將 Bun B 帶回《鄉村肖納夫》（Country Sho
Nuff) 的音樂舞台。

這場嘻哈音樂會是參加演出人員最多的一場休斯頓牛仔節
音樂會，演出人員有數十人。

亞特蘭大說唱歌手特立尼達詹姆斯（Trinidad James）身穿
紅色皮革和白色流蘇，在《金碧輝煌 》（All Gold Everything）
演唱期間表現得活潑、熱情。

他敦促人群：“慶祝你自己！”
路易斯安那州歌手丘比特（Cupid）用兩首排舞歌曲《穿上

你的靴子做》（Do it With Your Boots On）和派對主打曲《丘
比特洗牌》（Cupid Shuffle）讓人群在場上舞動。

當成千上萬的人聽從他的命令時，他命令道：“下來，下
來，跳你的舞吧！”

最後一輪都是德克薩斯州的嘻哈歌手，寶貝查理波依
（Chalie Boy）的《我看起來不錯》（I Look Good）； 大邁克
（Big Mike）的《哈文唐斯 》（Havin Thangs）；Bun B在演唱
《大皮條客》（Big Pimpin）期間又進行了一次獨唱。迷你平板
汽車也登場，歌手說如果沒有迷你平板車遊行，那就不會是休
斯頓！這些帶有突出輪輞的糖果色汽車被稱為“斯旺加斯 ”
（swangas），說唱歌手 Slim Thug 和 Killa Kyleon 甚至都在車上
兜風。

在最後合唱 UGK 的《國際球員贊歌-我選擇你》之前，一
段視頻紀念 DJ Screw、Pimp C、Big Hawk、Bushwick Bill 和其
他人。

Bun B 帶說唱歌手在休斯頓牛仔節嘻哈表演 吸引7萬5千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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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泉深】3月
5日晚，中國知名科創服務
機構海角科技在德克薩斯
州休斯敦舉辦了一場面向
在美華人的創新創業信息
分享會，中國旅美專家協
會參與協辦。中國旅美專
家協會資深顧問、著名律
師徐建勳和來自新材料、
生物醫藥、信息技術、高
端裝備等重點科創領域的
叁十多名嘉賓出席了本次
活動。海角科技合夥人、
副總經理嚴翔中主持了本
次活動，團隊對到場賓客
表示了熱烈歡迎。

會上，徐律師代表中
國旅美專家協會作簡短嘉
賓致辭，對海角科技團隊
來美國考察表示熱烈歡迎
，並表示在當前的中美關
系令人擔憂的情況下，合
作和發展仍然是大趨勢。
希望海角科技在目前的態
勢中找到更多的合作機會
，共同助力中美科創融合
當好橋梁。此外，清華校
友會理事陳華標先生也上
台作分享，陳博士講述了
與海角科技2年來的合作故
事，陳博士的親身講述也
讓參會嘉賓對海角科技的
科創業務有了進一步了解
。

海角科技成立於 2010
年，是全球領先的人才項目整合服務商，下設“海角人力”、“歸心科創”、“歸心私募”叁家公司，專注於
國內外高端獵聘和科技項目投資，提供諮詢、落地、孵化、投資全流程服務。公司總部位於中國杭州，下設7
家分公司，並在新加坡、英國、美國東部等地設立了8家辦事處。此外，海角科技已全面啓動全球人才服務市
場，現有團隊規模百人以上。

本次休斯敦活動是海角科技團隊美國行的重要一環。此前，海角團隊已經前往了新加坡和英國，美國是海
角科技海外行的第叁站。而海角科技的海外之行還在繼續，進一步對接國內和國外的優勢資源，進行項目洽談
、投融資、科技諮詢、崗位諮詢等一系列服務，實現合作共贏。

“群英彙聚·共商未來” 海角科技休斯敦科創見面會成功舉辦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也是如此，在人生的旅途
之中，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大課題，有上車也有下車的時候
，不同站有不同的風景。無論貧富貴賤、種族、職業，上至總統
下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對終點做好生前計畫、
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之事，似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然而，隨著時代演變，
更多人會以豁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許多人對生
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
一百多萬人，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
才考慮，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生前計畫」。為善終做好
規劃，就如同好的財務規劃一般，既減輕自己與家人的負擔，也
能避免不須要的麻煩。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斯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
墓園，我們請到其中的吳玉玲顧問來為民眾談談，為什麼 「生前
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助我們降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吳顧問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
要，許多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後代子孫，
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
葬業而言是每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著，
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
做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
葬禮進行預先計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以幫助到
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
還可以減輕家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
確保是自己想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孫之間有差
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
意。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

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去使用這
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
們不必同時擔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死後的幾天
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
才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
務之前支付所有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了家人的
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
本的上升，喪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前付款時，
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
格為2,000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
多付錢。以當前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通貨膨脹
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
計畫，到使用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
例如像:爸爸會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
材嗎？媽媽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
嗎？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
多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先
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內進
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您的孩
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葬禮通常是在
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的。為了保護您的
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
前計劃自己的葬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
容，不僅可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
且可以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禮應如何安
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
他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
禮細節決定。家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憶過世親
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受的心情。
今年最好的特惠，僅在3/11開放日有效

在休斯頓，許多家庭給予橡林紀念園殯儀館和墓園(Memo-
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最受華裔人士中意的風水寶地，也是既有
墓地、又有殯儀館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條龍式
服務。

Memorial Oaks將於3月11日(星期六) 10 AM–2 PM舉辦清
明節VIP新墓產發布會，對公眾開放參觀，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
優惠，至少 16% Off生前計劃墓產優惠，48個月0%利率，無需
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12% Off。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優惠
只在開放日(3/11)有效，先到先得，請把握機會。立即致電預約
：832-494-6710(吳玉玲)。
Memorial Oaks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清明節清明節VIPVIP新墓產發布會新墓產發布會:: 33//1111
今年最好的優惠今年最好的優惠 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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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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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英雄”冠軍大激鬥
卡斯米路領紅魔爭“破荒”捷比亞盼助喜鵲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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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卡素預計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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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志達）坦哈
格在曼聯開啟新時代，而艾迪賀維2021年
接掌兵符後將紐卡素打造成爭四強隊，兩位
從未在英格蘭賽場贏得錦標的教練今仗決賽
只有一人能笑到最後。
坦哈格去年接手曼聯不久，便大刀闊斧

將兩位老大哥C朗拿度和哈利馬古尼貶為後
備，鐵腕治軍成功重建球隊。中場核心般奴
費南迪斯憶述坦哈格剛來到“紅魔”時的一
幕，“他剛來時在我們的訓練課上，他就要
求我們‘一是你去做到它，否則你就出局、
不會上場。”
今年53歲的坦哈格則在今場決賽前表

示：“這是贏得獎盃的好機會。球迷們真的
在期待，我們要全力以赴，為他們贏來榮
譽。”
45歲的艾迪賀維談到這場大戰則顯得相

當感性，他談到已在2012年離世、一力帶大
他的母親安妮，“在我職業生涯的困難時
刻，確實給了我力量，這個周末她會在那裏
（溫布萊球場）支持我，我能感覺到。我只
是希望，一如既往，我能讓她感到驕傲。”

坦
哈
格
鬥
賀
維
「
剛
柔
」
之
戰

今個冠軍對雙方來說都別具意義，曼聯自
2017年後已再未嘗過捧盃滋味，這同

時亦將是坦哈格去年接掌兵符後的首個錦
標。自沙特阿拉伯石油資本2020年收購紐
卡素後，球隊穩步上揚並成為今季聯賽爭
四勁旅，現在還迎來挑戰1954/55年足總
盃以來首項本土錦標的機會，將有望為他
們的獎盃櫃增添一項隊史新的榮譽獎盃。

雙方頭號前鋒拉舒福特與米基爾阿米
朗固然重要，然而卡斯米路和捷比亞也是
舉足輕重。自從卡斯米路去年加盟後，曼聯
猶如找回定海神針，防守表現顯著改善，有這位
巴西大將在陣的比賽，“紅魔”過去16場都保持不
敗；而他停賽的3場中，就曾以1：3大敗給阿仙奴，而且守而優則攻，上
月比賽就曾取得2入球3助攻表現。捷比亞則勝在發揮穩定，全季6個助攻更
是紐卡素的側擊發動機。

對手門將臨危換人福仔磨刀霍霍
鋒線方面，紐卡素頭號射手阿米朗日前剛與紐卡素續簽了3年

半合約，他說：“加盟以來我在紐卡素就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我感到很受到歡迎，覺得自己是這個大家庭的一部分，所以
我很高興留在這裏，我將繼續在球場上付出一切。”至於
“福仔”拉舒福特則是狀態火熱近6仗入了6球，有望
趁對手“鋼門”尼克普比停賽由今季首次把關的卡利奧斯
臨危受命而開殺戒。

兩軍各有利好和不利因素。曼聯方面，短短一星期內接連於英超
對陣李斯特城以及在歐霸盃激戰巴塞隆拿，球員體力消耗不輕；坦哈
格可喜的是球隊狀態出色，接連淨勝列斯聯及“李城”穩守聯賽榜第
3位，務求以高昂的士氣來沖淡疲累。紐卡素則有一星期充足的時間
休息，不過剛戰0：2負於利物浦連續3場失分後跌出積分榜前五，整
體走勢有放緩跡象，“紅魔”料可有機可乘。

本屆英格蘭聯賽

盃即將上演終極對決，由劍指石

油資本時代首個冠軍的紐卡素，火併爭破

6年錦標荒的“紅魔鬼”曼聯。兩軍鋒將固

然是焦點所在，曼聯前鋒拉舒福特入球頻

頻，紐卡素的米基爾阿米朗也剛續新約；而曼

聯核心卡斯米路和“喜鵲”右閘捷比亞，這兩位

扮演“無名英雄”角色的中後場支柱，也是能左右捧盃機會的重

要基石。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賀維賀維((左左))與坦哈格一決高下與坦哈格一決高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卡斯米
路在陣的比賽，
曼聯過去16場都
保持不敗。

資料圖片

▶捷比亞今
屆聯賽盃 6次披
甲，為紐卡素貢獻
了2個助攻。

資料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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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朗剛與
紐卡素續約。

資料圖片

X GAMES中國滑雪巡迴總決賽25日在吉林
北大湖滑雪度假區落幕，冬奧冠軍蘇翊鳴憑借第
二跳得到的91.67分奪得冠軍。

X GAMES是由全球體育巨頭ESPN獨立運
營的國際體育賽事IP，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極限
運動以及冰雪運動的賽事，2019年1月正式落地
中國。

該賽事採取積分制賽制，前3站巡迴賽以選
手成績排名給出相應積分。在總決賽中，巡迴賽
排名靠前的選手再進行最終角逐。

經過前3個分站賽的激烈爭奪，全國總積分
排名前13位的單板滑雪高手來到吉林北大湖滑
雪度假區的地形公園——奧迪北大湖地形公園舉
行的決賽圈。

在24日進行的總決賽預賽輪比賽中，蘇翊
鳴兩輪比賽均出現失誤摔倒。但25日的總決
賽，蘇翊鳴首輪得到83.67分暫列第一。第二輪
比賽，蘇翊鳴發揮出色得到91.67分的高分擴大
了領先優勢。雖然第三輪在嘗試更高難度時失敗
摔倒，但他仍憑借超90的表現領先第二名12分
奪冠。姜鑫傑79.67分獲得亞軍，榮格76.33分獲
得季軍。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2023三項
鐵人亞洲盃”25日晨於香港大美督圓滿結束。比
賽吸引了近2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參賽，是
次賽事獲得世界三項鐵人聯盟及亞洲三項鐵人聯
盟認可，是2024巴黎奧運計分賽之一。東道主港
隊共派出20男7女出戰精英組別，備戰9月的亞
運及年中其他賽事。

25日晨的精英賽事以半奧運距離方式舉行，
運動員先進行750米游泳，其後踩20公里單車，
最後5公里跑步衝線。男子精英公開組共50人參
賽，競爭激烈，奧地利代表Lukas Pertl率先衝過
終點，以57分13秒奪得一面亞洲盃金牌，兩位
國家隊代表王楠賀與馬雲祥分居第2、第3位。港
隊代表奧斯卡做出57分28秒取得第6名，成為名
次最高的香港選手。

女子精英公開組方面，34人參賽，國家隊代
表林鑫瑜以1小時02分28秒奪冠，隊友陸美伊以
2秒之差居亞，奧地利的Therese Feuersinger以1
小時03分04秒獲得第3名。港隊的彭詩雅做出1
小時04分40秒成績，取得第13名。

三鐵亞洲盃 國家隊女將攬冠亞

◆奧斯卡（左）名列男子公開組第6，是港隊排名
最高的選手。 三鐵會供圖

冬奧冠軍蘇翊鳴家鄉吉林奪冠

▶▶蘇翊鳴以蘇翊鳴以
9191..6767 分獲分獲
得冠軍得冠軍。。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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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许光汉、林柏宏、王净合演的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

家人的那件事》，近日卖破1.5亿台币，成为截至今年为止最

卖座的国片，而片中除了主要角色演员表现得可圈可点外，

饰演毒贩“阿狗”的金马男星张再兴，更是整部片中的最关

键角色，除了要疯癫的高速飙车外，更有一场戏必须整个人

躺进“停尸间冰柜”中，让林柏宏与许光汉在日前受访时都

赞叹不已。而张再兴近日就接受《TVBS新闻网》专访，分

享了躺进停尸间冰柜的感受及轶事。

张再兴透露，自己当初在接演时，导演程伟豪完全保密

到家，自己只拿到了两张纸的剧本，纸上多是三角形符号与

角色状态，完全没有对话内容。他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拍

摄内容，“导演就要我开车然后一直笑，然后跟王净追逐，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演什么”。

另外，张再兴最重要的一场戏，是许光汉与林柏宏必须

到殡仪馆认尸的桥段，张再兴透露，到现场知道自己要躺进

冰柜时，赶紧向造型老师借了4条红线绑在手脚上：“因为

我小时候看港片林正英大哥抓鬼，都用红线把人牵回来，我

就请造型老师帮我绑红线打死结，想说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被

拖走了，至少还可以靠红线找到我。”

张再兴表示，当天殡仪馆其实还是正常营业的状况，并没有

完全清空，因此那一区其实放满了真正的“大体”，他透露，冰

柜内是完全畅通的，并没有隔板，因此他与真实大体距离非常近

：“我感觉拍了好久，但其实没有，只是心脏跳得很快，然后被

拉出来时必须闭气，我真的是先在外面吸了一大口气就在里面憋

著，但其实那里面的味道就类似冷冻柜打开的那种味道。”

不过惊人的是，张再兴在拍完该场戏后，准备要穿上衣

服离开，却发现左手和左脚的红线不翼而飞，“我就赶快问

造型老师说真的有帮我打死结吗？造型老师说有，还一直问

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让张再兴哭笑不得的笑说：“阿我

有怎样是还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唷！”

最后，聊到与程伟豪导演的合作契机，张再兴坦言，当

初是受邀上导演的Podcast，相谈甚欢后才有了合作机会，张

再兴表示，自己在拍摄时完全把自己交给导演，“我那时候

拍真的完全空掉，剧本就两张纸，导演就要我笑，笑到最后

真的有点尴尬，所以信任导演真的很重要”。不过，张再兴

笑说，自己拍完停尸间冰柜的戏后，导演程伟豪立刻冲过来

握住他的手道谢：“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导演这么热情的啦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目前仍上映中。

【死拜托活拜托刘冠廷演警察】

为了让《关于我和鬼变成家

人的那件事》呈现出多元类型的

丰富样貌，许光汉在片中使出十

八般武艺，包括跳钢管舞、枪战

与肉博拳击。导演先是笑说当初

是死拜托、活拜托，都要请到刘

冠廷去演那个追著裸奔许光汉的

警察，为的就是让在《诡扯》里

一脱惊人、戏里裸奔并得到金马

奖的刘冠廷，能把“裸奔戏”的

精彩接力棒亲传到许光汉的手中

。导演更透露刘冠廷其实私底下

是一个很 nice 的人。

提到在片中客串的大咖，导

演也力赞炎亚纶带著支持的角度

力挺这部带有同志议题的电影让

他很感动。聊到戏里有许光汉痛揍炎亚纶的戏，看起来又凶

又暴力，不过导演澄清：“没有啦！怎么可能真打？那一定

是借位的啊！”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合作的所有演员都很有趣，好像

是当他们决定要来跟我合作就知道：这次演戏可能会有一

些要挑战的部分，也会先好奇我会想要怎么拍某一场、某

几场戏？会很紧张，想说我会不会出一些让他们意想不到

的招（笑）？那果然在这沟通的过程里面，就会被 shock

到。尤其越主角的越是。但他们也都很努力去达标。”程

伟豪导演如是说。原来演员想要和这位导演合作也是不容

易。

【程伟豪导演渐进式脱掉男神演员偶包有一套】

聊到《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男主角许光汉，

程伟豪导演坦言：“其实他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很愿意接受挑

战的人，所以在他愿意接演的那个时刻、在你丢任务给他的

时候，他就已经在等著任君差遣了。小到连造型上面、很基

本但是要贯穿全片的... 譬如说晒黑，白肉底的他就要做到很

勤快定时定量一直去晒。包括为角色很努力健身、做非常大

量的运动，一天要吃五餐，他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就这

样为了拍戏的三个月期间，许光汉的晒、练日课都做到全勤

状态。

“包括裸奔和打架。”导演透露到，其实就连跳钢管和

武打的部分，许光汉也都是练了全部。当然这过程中还是有

程伟豪身为导演的循循善诱：“我是慢慢引导型的，一开始

先问他‘我们找了一个不错的钢管舞老师，不然你去上一下

钢管课好不好？’让他试试看

，接下来循序渐进、慢慢加料

说‘既然你做得到，那要不要

多练一点？’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心理准

备，让我们像是重训的过程那

样一个一个累加他受训练的量

。”

【金马奖动作指导盖章认证：

许光汉运动细胞太好！】

“开拍电影，到现场之后，

许光汉什么都愿意试试看。有

时候她也会问‘这样真的够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自己

会开始要求表演的质量。毕竟

这一次《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

的那件事》含括到不同的动作

表演，各自都会有不同的技术层面，飞车、钢管、枪战，打

架... 这些戏要好看，关键还是明星。我们的动作指导洪昰颢

是金马奖常胜军，昰颢就有说许光汉是他少数合作过的演员

里面，运动细胞太好的前几名。他做动作的时候，就算有很

多细节，许光汉只排练过一次就可以打到位、打的对位，包

括被打的时候的状态呈现。可能是他平常真的有在运动吧。

”

导演对自己的演员评价如此之高有时只是恭维，但程伟

豪接著又透露：“我都跟许光汉开玩笑说‘来啊、我们一起

弄个台湾甄子丹啊！我觉得你好像可以！’但他有时候会回

我说‘才不要，那很累耶～’可是其实他真的打得非常非常

的好。”

【电影赶拍，遇到好演员事半功倍】

程伟豪导演更提及片尾最后一场武打戏，许光汉需要跟

一堆武行大套招，因场地租借时间快要结束，当时拍超赶：

“我们能拍的 take 不多，我直接对他说‘拜托要麻烦你

（好好打）了’结果一上戏，许光汉啪啪啪啪！他就把那一

整大段拍掉了。而且在那之前，我们已经拍一整天了。这次

拍《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真的是好险有碰到身手

很好的演员，武打质感也很好。不知道为什么，他摆一些样

子都会很漂亮，连拿枪姿势的感觉都很好。”

由许光汉饰演钢铁臭直男警察吴明翰的《关于我和鬼变

成家人的那件事》，故事描述他意外与林柏宏饰演“死掉的

gay”毛毛冥婚，人鬼殊途的两人纠缠在一起后，展开一段荒

唐爆笑又感人催泪的旅程。电影全台上映中。

專訪導演程偉豪

發夢打造 「台灣甄子丹」
全因《我和鬼》演員身手太好

今年 38 歲的台灣導演程偉豪每部片都備受影迷期待，其所推出的第5號電影作品《關於我

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是由許光漢、林柏宏與王淨所主演，講述一位直男警察 「吳明翰」 撿到

紅包、被迫跟同志鬼 「毛毛」 冥婚的 「婚姻生活」 故事，最後毛毛幫吳明翰破案、吳明翰則是幫

毛毛完成遺願，電影好笑又感人。

金馬男星躺停屍間冰櫃
身旁全是大體 手腳綁紅線靈異結局超展開

3/10 上映的最新重口

味台片《黑的教育》Bad

Education 已抢先在金马影

展与金马奖获得佳评与佳

绩，并有朱轩洋获得第59

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的

肯定。另外宋柏纬所饰演

的“韩吉”与蔡凡熙饰演

的“王鸿全”角色亦有精

彩诠释演绎，被视为是金

马遗珠。导演柯震东认为

三位演员在戏里的角色都

很难：“我原本看到九把

刀的大纲，还想说这些角

色应该不是很难诠释，然

后越细聊剧本跟角色才发

现每一个都不好演。例如

张博伟要怎么演到‘连我

都不想要跟他当朋友？

’”

朱轩洋饰演片中“高

拐高中生张博伟”，坦言

最难的地方是“决定接演

角色的瞬间”，因为在看到角色设定的时

候，也认为张博伟是个连柯震东都不想跟

他当朋友的人：“我觉得要演戏就是要理

解角色，理解角色的过程其实也像是在交

一个新朋友。我要跟张博伟当朋友、就要

去理解他的个性，还有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子的人？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些都是满大

的挑战。”至于答应演出的关键点，则是

朱轩洋认为“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了解这样子的人在

想什么了。”

作为《黑的教育》的男主角，蔡凡熙

则认为最难的地方是“不能生气”。蔡凡

熙说：“跟他们两个在拍戏过程中，角色

那么鸡巴，拍到让人发火但又不能发。在

天台时有几段，我不小心太凶，就要再

（重新拍）一个，因为导演说太凶了。”

一边拍一边忍著的蔡凡熙，只能把满腔情

绪憋到最后！

至于宋柏纬则认为韩吉一角最难的是

角色的“摇摆”不定感：“韩吉很摇摆在

两个朋友之间，明明觉得三个好像是兄弟

，但中间又要忍住怒气的表演非常难。”

虽然在戏里惹得兄弟之间彼此不爽，但演

员之间都认为彼此很专业，不会把不爽的

心情带到戏外。

《黑的教育》是一群高中毕业生做出

蠢事的连环过程，问四帅高中时做过什么

屁事？柯震东直呼：“我离高中好远喔！

”但仍分享自认比较屁的行为是“装大哥

”、“装厉害”甚至“假装认识很多黑道

”，但校庆的时候会有外人进校，大家就

会把柯震东推出去挡，柯震东只好跟他们

约在一个地方：“但我从来没有出现（笑

）。”问柯震东有没有因此遇到有人在门

口堵他？新导演老神在在：“那个时候应

该就是喊喊而已。”并坦言当时自己念书

的学区没有这么凶狠的角色，而且他在高

中时期就已经长很高到180、还90几公斤

，比较壮，看起来也不好惹。

朱轩洋回忆自己的高中时期，不会偷偷

喝酒也没打架闹事：“我就是不爱去学校，

这已经是我最坏的样子。类似翘课这样。”

至于毕业那天，朱轩洋记得自己是回家睡觉

：“我国小、国中和高中毕业的时候，都是

会先回家先睡觉、想舒缓难过的情绪。想到

大家之后不会再见，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我会先自己内心消化一阵子。”朱轩洋自认

从国小就开始练“习惯离别”这件事，所以

现在已经很习惯了：“反正还是会遇到新的

朋友，而且之后我们可能还是会一起合作，

大家都会变成更好的自己。”朱轩洋看著在

《天桥上的魔术师》合作过的宋柏纬，两人

在《黑的教育》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现，果

然所言不假。

男主角蔡凡熙则说自己做过最叛逆的事

情，顶多就是偷骑摩托车、骑给教官追。另

外蔡凡熙也爱睡觉。一聊开才知道包括柯震

东、朱轩洋和宋柏纬的高中阶段都有著把上

学时光作为补眠睡觉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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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不同的是，

《深海》在最後半小時將故事的現實一面全

面鋪開，並沒有像《少年派》一樣，給了一

個開放式結局，所以它的內核註定就是悲劇

的，沒有更多的解讀，這是一次真正的救贖

，一次對抑鬱症，對人生未來充滿迷茫的孩

子的救贖。

我不能理解有些網友說的看不懂《深海

》講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故事，其實故事很簡

單，但要共情很難，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體

會過那樣無助的難，很多被幸福包圍成長起

來的人，可能真的無法理解，小女孩會對自

己母親的執念那麼重。

要知道小孩子只會對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心心念念，而參宿

對媽媽的想念恰好就表明了在媽媽離開了之後，她就再也沒得

到過所謂的母愛。即使繼母表面上對參宿並不糟糕，但她對參

宿的遠還談不上愛，只有淺淺的關照。

電影中的父親，原本可以拯救參宿，但或許是因為對前妻

仇恨的投射，亦或是覺得參宿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姑娘，他對

參宿的感情非常單薄，即便是老師、醫生都直言參宿的心理出

現了問題，父親處理的方式卻是讓參宿多笑笑，以為抑鬱症不

是病，以為孩子自己會好起來。

壓垮參宿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父親和繼母對弟弟的愛，參宿

並不討厭弟弟，甚至可以說弟弟的存在給了她即將瀕臨深淵的

生活許多安慰，所以在參宿的夢境裡弟弟是一隻愛吃棒棒糖的

可愛小海獺，這隻小海獺還會送參宿自己最喜歡的棒棒糖。

但父親和繼母對弟弟的愛，讓她總想起母親在身邊的時候

，那時候自己也擁有許許多多的愛，會有被記住的生日，而現

在自己像是家裡的第四者，完全無法融入父親、繼母和弟弟一

家的生活中。

她能做的只是配合父親和繼母的表演，在他們想到自己的

時候，適時的配個尷尬的笑臉，參宿喜歡笑，但她的笑並不是

發自內心的快樂，而是為了儘量不讓其他人造成負擔。

參宿的懂事是讓人心疼的，因為懂事，所以內心的痛只能

忍着，壓抑自己最需要的部分，最後被執念吞噬，執念的代表

就是那件紅色的外套，外套承載了母親的愛，所以她總是把那

件外套披在身上，在分不清現實和幻覺的時候，躍入深海。

由此，她開啟了一段夢幻之旅，跟隨海精靈見到了傳說中

的深海大飯店。

現實生活有多灰暗，奇幻夢境就有多絢爛。這個夢境是參

宿的編織和想象，通過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或遇到的一些事

務產生的聯想。所以前面看似凌亂、沒有章法的設定，最後是

神來之筆，一切都有源頭。

深海大飯店裡的海獺老金、阿花、糖豆，對應着父親、繼

母和弟弟；深海大飯店的老闆是不顧一切跳海救她的小丑南河

；黑色海精靈是參宿的心結，紅色「喪氣鬼」是參宿的執念

……真相被揭開的時候，童話映照現實，更加刺痛人心，所以

最後半小時的情緒張力才會那麼大。

這部動畫讓我開始佩服田曉鵬導演對人性的洞察，因為他

知道人的傷痛是不容易被治癒的，南河的出現，對參宿來說只

是一個「微亮的瞬間」，他給參宿打開了人生中的一點光亮，

告訴她，他希望她今後的每一次笑都是真心的。

南河能體會到參宿的痛苦，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那

個不被理解的小丑，他扮演着小丑，試圖討好所有路過的人，

能夠賞識他的畫作，但現實是殘酷的，在遊客遍地的遊輪上，

並沒有人駐足他的攤位，更別提欣賞。

他對參宿的祝福是發自內心共情的，不是為了煽情平添的

一句話，解讀一下，他真正想對參宿說的是：在今後的生活中

不想笑的時候，可以選擇不笑，別讓笑容來偽裝自己。

放在春節檔的《深海》，既不是喜劇，也不是合家歡，對

於一部動畫來說，春節喜氣洋洋的氣氛下，它雖然有些格格不

入，但因為2022年每個人都有過難的時候，所以更容易理解電

影想要傳達的：「世界有時是灰色的，但總有些光亮，雖然只

有一瞬間，但也值得你活下去。」

作為觀眾，打破我心理防線的是導演在電影結束後，提醒

觀眾的那句「醒醒吧，散場了」，他試圖在告訴我們，電影也

是夢，別被電影帶給你的情緒所影響，回到現實生活中去吧！

《深海》的出現就是用夢境和現實的反差來警示人們，解

讀出多種現實問題：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傷害、正視抑鬱症、給

孩子多一些理解和愛等等。它存在的意義並非只有畫面美妙那

麼簡單，它的美好在於中國動畫終於開始有態度，不為了符合

市場而擰巴了。

因為票房失利，田曉鵬導演在直播里說以後會為了資本負

責，但私心希望田曉鵬導演自私些，做一些他認為對的東西，

而不是做一些他認為對的市場，中國動畫要越來越好，需要動

畫導演們去一次次破局！

誤解《深海》
是中國動畫電影
最大的悲哀

慢慢悠悠，《深海》終於破8億了，不容易，靠
實力，靠口碑，沒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宣發，能有這樣
的成績，雖並不令人滿意，但也足以有所安慰。

《深海》是我春節檔的第一選擇，一部分原因
是對田曉鵬導演抱有足夠的期待，一部分原因是
《深海》的預告片實在難以讓人忘懷，這樣的畫面
感，說是開創了中國動畫新的先河也不為過，水墨
粒子，絕絕子。

因為《深海》提前開了點映場，所以在電影正
式上映前，口碑就已經解禁，口碑迅速兩極分化，
一部分認為這是中國動畫的一次全新嘗試，脫離了
當下中國動畫電影被困神話IP的困境，用一個完全
原創的故事，書寫了一段神奇的旅程。

很多網友將《深海》比作中國版《千與千尋》
，但事實上，《千與千尋》的借鑑只是動畫的表象
，更多的是對《千與千尋》的一次致敬，它故事的
內核更像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用一個極其美
妙的幻夢，串聯起一個悲劇的內核。

據國家電影局 2023

年 1月全國電影劇本(

梗概)備案、立項公示

，電影《葉問外傳：

張天志2》正式立項備

案，黃子桓編劇。備

案單位為天馬影聯影

視文化（北京）有限

公司。

影片講述張天志開

辦小朋友的詠春武館

，希望與兒子低調過

活，一次因拯救徒弟

而得罪了惡勢力九龍

城寨，被職業殺手和

全城幫派圍剿追殺，

更禍及了無辜的身邊

人，張天志最終以身

犯險，獨自闖入九龍

城寨以武行正道，打

倒邪惡的根源。

編劇黃子桓曾參與創作葉偉信執導的《葉問》系列四部

曲，袁和平執導的《葉問外傳：張天志》等多部武術電影，

與甄子丹、張晉、古天樂、黃百鳴等港星有過多次合作。

《葉問外傳：張天志》由張晉、柳岩、楊紫瓊等出演，曾於

2018年12月中國內地上映，累計票房達2.31億人民幣。

中華武術重出江湖
《葉問外傳：張天志2》立項

3月1日，據國家電影局2023年1月全國電影劇本(梗概)

備案、立項公示，《愛情神話》續集《愛情神話2》正式備案

立項，編劇為前作編劇兼導演邵藝輝，備案單位為麥特影業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上獅影業有限公司。

影片故事講述了單親媽媽王鐵梅失業搬家，認識了鄰居

女孩小葉。小葉表面陽光內心抑鬱，兩人成為密友。而圍繞

王鐵梅的男人：前夫不時添亂，女兒的鼓手老師似乎充滿新

的可能。面對愛情與生活的闖入者，兩個異鄉女人在思考與

成長。

電影《愛情神話》由徐崢監製並領銜主演，邵藝輝編劇

、導演，馬伊琍、吳越、倪虹潔、周野芒、黃明昊等主演，

講述幾個好友在上海發生的極具煙火氣的愛情故事。該片

2021年12月24日在國內上映，最終收穫2.6億票房，豆瓣評

分高達8.1分。

據悉，《愛情神話2》將於2023年春天上海開機。

《愛情神話2》立項
講述單親媽媽的愛情抉擇

3月1日，國家電影局發布關於2023年1月全國電影劇本

（梗概）備案、立項公示的通知。《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

》備案立項，由徐克擔任編劇，備案單位為中影電影。

影片故事講述了蒙古大軍在成吉思汗帶領下西征滅金，

並欲南下滅宋，中原武林各門派高手混戰其中，以郭靖為代

表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集結中原武林力量，力守襄陽。

早在2014年，徐克在拍攝電影《智取威虎山》後，曾計

劃開拍電影《神鵰俠侶》三部曲，並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可

惜因資金及各種問題，最終未能如願拍攝。有消息稱，徐克

版《射鵰英雄傳》計劃拍攝三部。立項消息曝後，影片角色

選角成為網友熱議的焦點。據悉，除了這部立項的新片，徐

克還有《智取威虎山前傳》也已於2022年立項。

《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
選角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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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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