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美NO.1 AUDI DEALER

現存800臺新車供你選購

大量優質歐美日二手車 歡迎查詢

請聯繫：TONY CHAN 281-650-1428 精通國、粵、英語

全新2016車系

TONY CHAN

奧迪車種，全球存量之冠，售後服務，保證滿意。

奧迪

CC88

CCC111

休城社區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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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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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6日 Wednesday, January.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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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8：00PM, 10:30PM

二十年安裝經驗

地毯 $1.99 /呎＆up

複合地板(8mm) $2.49 /呎＆up

複合地板(12.3mm)$2.99 /呎＆up

塑膠地板 $3.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5.99 /呎＆up

花崗石 $14.99 /呎＆up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353-6900
832-877-3777

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毯、實木樓梯、精細木工、
浴室、廚房更新、櫥櫃、花崗石、大理石、屋頂翻新、內外油漆...

Design & Remodel

全場
$25元起

9403 Bellaire Blvd., #59, Houston, TX 77036（金誠銀行右側） 微信號：haishenguoji

經營各種野生淡幹海參：
阿拉斯加紅參，墨西哥肥仔刺參，
美國八角參，北極參，珍稀腰參等。
所有海參以出廠價批發，以批發價零售。

海參國際

全美包郵全美包郵；；直郵中國直郵中國

美國野生海參廠家直銷 歡迎代購和團購歡迎代購和團購

832832--655655--31383138 281281--753753--38813881 網址網址：：www.haishenguoji.comwww.haishenguoji.com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相慈報導黃相慈報導

休士頓新科市長Sylvester Turner宣誓就職 演說令人激賞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聖誕節即將
來臨，若不想每年都過的一成不變，來個特別
的佳節驚喜，不如試著給聖誕老人寫封信吧！
加拿大郵局提醒，想收到聖誕老人愛心卡片祝
賀的小朋友們，盡快在平安夜前投遞，錯過又
要再等上一年了。

「HOHOHO，Merry Christmas！」聖誕節
除了闔家團聚，同時也是兒童的快樂天堂。
「聖誕郵局」於70年代創立，歷時已40年，但

卻是近幾年來才開始廣為流傳。為了遙寄聖誕
老人遙寄最親切的問候聲，給予孩子期待的溫
馨大禮，聖誕郵局每年提供接受聖誕信件服務
，以聖誕老人名義，回信給小孩們，讓各地孩
童們，可有個最難忘的耶誕回憶。

聖誕郵局主要由德國創始，陸續在芬蘭、
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與英美文化國家等處運
行，大多數由當地的郵政機構營運。每年絕大
多數信件來自兒童，這是最好時機向聖誕老人

許願，要求玩具、糖果或其他物品；也有的小
孩會在信件中畫圖，表達和平、健康、學業進
步和家庭美滿等非物質願望。對許多成人來說
，也可藉由史方式向遠方的親朋好友傳遞聖誕
祝福，也有的人認為聖誕郵局的耶誕郵票和郵
戳具視覺美觀及意義，作為收集目的。

民眾郭太太表示，不少人都不相信真的會
收到回信，但她的女兒就真的收到聖誕老人的
回信， 「滿滿的文字內容，文章前有打印的手
寫體，後面又有特別註明(PS)，還有真人手寫字
體」，這樣的聖誕卡片回應，Ellie吳說，女兒
收到開心得不得了，表情非常興奮。

家住盛安東尼奧的 Ellie也說，去年小姑到
芬蘭遊玩，也請當地聖誕村的聖誕老人寫信給
女兒，原以為只是玩笑話，沒想到女兒真的收
到一大型包裹，當天陪她拆包裹時，她永遠都
計得孩子臉上的笑容， 「這比買什麼昂貴的禮
物都有意義多了」。

不過想寫信的
小朋友要注意了，
郵政人員表示，往
年郵局年底假期季
投送的郵件高達百
億件，寫信給聖誕
老人的信件也超過
百萬件，大部分聖
誕郵局回覆信件免
費，但也有少數需
附回郵信封，建議
民眾把回信地址詳
細填妥，聖誕郵局
使用多種語言，可
用中文書寫。

加拿大郵政局
建議，有興趣的民眾，只需在地址欄上寫Santa
Cluas，North Pole，HOHOHO，Canada，附上

回覆地址，投入郵箱即可。

【本報訊】休士頓第62任新科市長Sylvester Turner正式官方就職典禮4日上午於Jones Hall舉行。Sylvester Turner在典禮上宣誓就職，並承諾多項政見將一一兌現，包括為人詬病的道路坑洞
破損將在24小時內搶修；Sylvester Turner發表宣誓就職演說， 「人因夢想偉大，永不放棄」 (Dream big and never give up)，期望帶領休士頓不只邁向多元大城市，還要具有獨特的城市特質，激勵
人心的就職演說贏得全場掌聲喝采。

浩大就職場面吸引眾多主流浩大就職場面吸引眾多主流
媒體到場採訪媒體到場採訪。。

新科市長新科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發表發表
激昂的就職演說激昂的就職演說，，全場鼓掌喝全場鼓掌喝
采采。。

市長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左一左一))帶領現任市議帶領現任市議
會成員進行全體宣誓會成員進行全體宣誓。。

新科休士頓市長新科休士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左左))在女兒在女兒Ashley(Ashley(中中))陪同下就職陪同下就職
宣誓宣誓。。

在休士頓交響樂伴奏下在休士頓交響樂伴奏下，，CarverCarver
High SchoolHigh School舞蹈團帶來具多元族舞蹈團帶來具多元族
裔特性的舞蹈表演裔特性的舞蹈表演。。

20162016市長就職吸引不市長就職吸引不
少政商名流和市民熱少政商名流和市民熱
情參與情參與。。

美國總統歐巴馬五日宣佈嚴格槍支管制的行政命令
（休士頓/秦鴻鈞綜合報導）亞利桑那州，康涅狄格

州，加利福尼亞州大規模射殺暴力事件造成 多人死亡 –
致命的槍支武器是造成美國許多人死亡的關鍵因素。儘
管經過國會七年的延宕 -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1月5日上午
10點針對槍枝暴力宣布總統行政命令，進行槍枝管制行
政措施的特別公告; 他的槍控演講通過ABC，CBS和
NBA電視台實時向全美轉播。當奧巴馬總統在演講時談
到了許多無辜的孩子，有些年齡小於5歲，被槍打死，他
有非常強烈的情緒反應，他激動的流下了眼淚。在眼淚
順著他臉流的90秒內，他不斷的用手擦淚。他試圖說服
美國人民認真地考慮人們的安全，社會區的安全和年輕
一代的安全。他真誠地關心和愛護人民的安危的情感，
深深感動很多應邀站在他身後的受害者的家人。

在遏制槍支暴力的講話時，奧巴馬引述美國民權鬥

士馬丁．路
德 ． 金 恩
（Martin Lu-
ther King）
博士的話，

呼籲美國人民認識到有必要處理槍枝暴力。奧巴馬說：
「我們對槍控的確有一種急迫感。用金恩博士的話說，
我們現在有必要感到槍控強烈的急迫感，因為人們正在
無辜的死亡。」 奧巴馬說， 「我們每年有數萬人死在槍
口下」 ；並對美國開槍濫射和自殺案例遠多過其他國家
的現象加以譴責。

他強調他將採取一連串行政行動來處理槍械暴力問
題，以避過國會堅決反對加強槍械管制的立場。在奧巴
馬履行最後1年職務時，他以展現行政權來獨斷終止 「槍
械暴力的禍害」 ，而這種作法充滿政治與法律風險。

經由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在白宮呈交給
他的建議案，他將專注在規範槍械的出售以及限制非法
購槍。具體作法包括從嚴修改對槍械販賣商的規定、擴

大對購槍者的背景調查，並取締 「人頭購槍」 ，也就是
潛在嫌犯請他人代購槍枝的行為。白宮將很難為禁止個
人購買槍支，但會每天24小時，每週七天加強背景檢查
系統本身，因此可以標記槍支銷售。
奧巴馬承認，這些措施 「無法解決美國的所有暴力罪行
，無法防止所有的開槍濫射事件，也無法使所有槍械免
於落入罪犯之手」 。但他說， 「這些措施卻可能挽救某
些美國人的性命」 ，避免這些人的家人心碎。

他呼籲人們努力不斷投票管制槍支; 他希望人們知道
，槍支管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就像女人的投票權
，許多高難度的立法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成功。但是當人
們不斷地投票支持槍支管制，美國國會將致力於槍支管
制立法。他還敦促州長，議會成員和官員支持槍支管制
措施。此外，奧巴馬總統還敦促國會每年花費 5億精神
健康服務，減少精神異常人員造成的無辜傷亡。他也呼
籲國會資助已經實施的槍支法的書籍。

他在講話中贏得了許多的掌聲。演講結束後，在他
離開舞台前，他擁抱所有受害者的家人和一些觀眾。

（休士頓| 秦鴻鈞）成立二十二年的美南福
建同鄉會，在2015年---該會歷史上具有重大
意義的一年，美南福建同鄉會在會長和所有理
事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終 於 有 了 自 己 的
家--------在休市西南區中國城 「安良工商
會」 樓下,成立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館，並於2016
年元旦日當天，舉行隆重的開館慶典，中國駐
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暨美國政界精英，包
括美國國會議員Al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以及休士頓新當
選的大休士頓區，不分區市議員 Mike Knox，
以及休士頓各兄弟社團的代表，大家歡慶一堂
，美南福建同鄉會也是休士頓地區第一個擁有
自己會館的社團。

美南福建同鄉會會長黃穗熙首先致開幕詞
，對大家冒著嚴寒的天氣與會，他代表福建同
鄉會表達由衷的謝意。黃會長說：福建同鄉會
成立於1995年，有22年歷史，是休士頓最悠
久的社團之一，在歷屆會長及理事的努力之下
，我們創建休士頓第一個同鄉會館，就為了提
供同鄉們一個學習，聯誼，交流，大大增強福
建同鄉凝聚力的場所，也希望該會館的成立，
為增進中美發展作出貢獻。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也在儀式
上表示：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福建同鄉會

開館是休士頓華人社區的一
大喜事，也是團結鄉親的重
要貢獻。福建人一向以愛國
愛鄉，敢拼，會贏，中華文
化表現出色著稱，希該社團
不斷加強社團聯系，凝聚兩
岸同胞情感。李大使也提到
去年九月，習近平主席來美
作國是訪問，簽五十項協議
，為中美雙邊政治互信，經
貿投資，人文交流，取得更
高進展，巨大推動新型大國
關係的構建。福建是中國離
台灣島最近的省份，去年
11月，兩岸領導人66年來
首次會面，並且兩岸領導人
熱線也於去年12月30日正式啟動。希兩岸同胞
堅持反對台獨，共同致力中華民族的發展。

當天與會的政界代表也紛紛在儀式上致賀
詞，國會議員Al Green 的代表譚秋晴女士向該
會會長及七位副會長祝賀，恭喜他們找到新的
家，在美南社區大放光彩。德州州議員吳元之
以中文向大家祝賀。他說他的家來自福建，他
的父親當天也在現場，他老家在福建安溪，是
個很美的地方。而休士頓不分區市議員Mike

Knox也不忘秀幾句中文，向大家問好及道賀。
該會在常務副會長唐宗法宣讀省僑辦賀詞

及理事林昕宣讀市僑辦賀詞後，揭幕儀式正式
開始，由總領事及貴賓，會長，常務副會長主
持。

該會常務副會長唐宗法最後致結束語表示
：剛剛過去的2015年，是本會歷史上具有重大
意義的一年。一年來，在各位前輩親朋的關心
支持下，我們美南福建同鄉會邁上了一個全新
的台階。在新的一年裡，我們定當堅持弘揚中

華傳統美德，傳遞和諧正能量，本著服務廣大
旅美鄉親和建立兩岸關係橋樑的宗旨，與各位
朋友一起，建設我休士頓華人同胞嶄新的明天
。

當天前往觀禮的休士頓兄弟社團有廣東同
鄉會，山東同鄉會，湖南同鄉會，東北同鄉會
，安徽同鄉會，中國人活動中心，瀋陽同鄉會
，華夏中文學校，旅美專家協會，休斯敦華裔
聯盟，川渝同鄉會，河南同鄉會等，也分別由
會長或代表出席，場面極為隆重。

美南福建同鄉會元旦日舉行會館開館慶典
同鄉會成立22年，2015年終於圓夢有了自己的家

（（左起左起））儀式司儀美齊儀式司儀美齊，，福建同鄉會副會長兼財務長林福建同鄉會副會長兼財務長林
起湧起湧，，常務副會長唐宗法常務副會長唐宗法，，會長黃穗熙會長黃穗熙，，中國駐休士頓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事李強民總領事李強民，，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代表譚秋晴代表譚秋晴，，休巿市休巿市
議員議員 Mike Knox ,Mike Knox ,及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在揭幕儀式上合及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在揭幕儀式上合
影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圖為總領事李強民（（前排右五前排右五））與該會正與該會正，，副副
會長及理事在儀式上合影會長及理事在儀式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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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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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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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來敲門》改編自嚴歌苓所著小說《繼母》，該劇由馬進執導，蔣雯麗、孫淳
領銜主演。該劇講述了穿著時髦、思想前衛的後媽江路，與丈夫宋宇生組成“半路
夫妻”，兩人的感情遭到了雙方家庭的強烈反對，最終江路通過自己的良苦用心
終於贏得了家人的尊重的故事。

明洪武年间的一天,京城突降大雪,气温骤降遥 几天后的早朝上,
明太祖朱元璋铁青着脸对着一干文武官员吼了起来遥
原来,突降大雪后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微服私访,在京城内转了

大半天,是越看心越沉遥京城应天府本属江南,气候温暖,可突然间一
场百年难遇的大雪降临,冻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百姓遥 朱元璋忍着
怒气,等官员们向自己汇报遥 可谁料一连几天过去了,文武百官上朝
还是国泰民安的那一套遥 朱元璋忍不住了,因此这天的早朝上,从丞
相开始挨个儿大骂了一通遥
百官战战兢兢地听着,其实,有些官员想禀告的但不敢遥 怎么禀

报?说万岁啊,突降大雪冻死了许多乞丐遥 别忘了朱元璋就当过乞丐
的,依朱元璋那多疑刻薄的脾气,搞不好就要被杀头,所以这次百官
不约而同:装不知道骂死不吭声遥
朱元璋骂够了,脸色这才缓和了些,说:野朕自登基的那天起,就发

下过誓言,天下百姓皆朕骨肉遥 却没想到一场大雪就平白冻死这么
多人遥 来人,传朕旨意:选一空地为无家可归的百姓修建房屋遥 冶
皇帝在盛怒下降旨,哪个敢拖延遥 从工部尚书到应天府尹,忙得

恨不得劈成两人用遥 也就半年多点儿时间,房子盖好了,总共有二百
六十套遥朱元璋亲率百官前来参观,非常满意遥下旨重奖工部尚书等
人遥 跟着就昭告那些在应天府无家可归的人,都来这里居住,一分房
租不收,能干活的国家负责安排活儿干,虽管饭但没有工资遥 老弱病
残的国家养活起来遥

顿时,应天府的老百姓们都欢呼雀跃,纷纷颂扬朱元璋的仁德,
百官也跟着喊野千古第一仁君冶遥一片颂扬中,唯有刘伯温不言不语遥

这天,刘伯温求见朱元璋,先把朱元璋捧了一通后,跟着话锋一
转,说道:野万岁仁德,古今第一遥 只是有句话臣不知当说不当说遥 冶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野有话就直说,不必拐弯抹角遥 说吧,是不是

想劝朕,仁德不宜滥用?不然恐怕以后会难以治理啊?冶
刘伯温说:野正是遥老子曾言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爷,如今我大明初建不久,根基尚浅,国库空虚,正应无为
而治,与民休养遥 此仁德事,不可多为遥 冶
朱元璋听完,嘿嘿一阵冷笑,说:野果然高论遥无为而治,说得好遥现在朕就告诉你,朕要做有为君主,让天下

百姓都安居乐业,而我大明官员,也需有为奋进,想做无为官?在朕这里是行不通的遥 冶说到这儿,哼了一声,又
道,野你退下吧,不必再说了遥 冶

又是几天过去了,这天早朝上,朱元璋突然又下建房令,让刘伯温亲赴华亭县,为那里无家可归的百姓修
建房屋遥 刘伯温只得接旨遥
也就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刘伯温修建完房屋后,回到应天府遥哪料当晚,就被朱元璋叫到了御书房内,朱元

璋问道:野刘爱卿此去华亭县,那里民生如何?冶
刘伯温摇头说道:野华亭民生艰辛,多有贩儿卖女,乃至饿死者,臣痛心不已遥 冶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野那你还坚持无为而治吗?冶
刘伯温偷看了眼朱元璋,低声说:野是!无为,并非是不作为遥而是为官者不要乱发号令,让百姓自己想办法

自己养命遥 虽看似残忍,其实是最大的仁慈遥 冶
野一派胡言! 冶朱元璋气得差点没给刘伯温一个嘴巴,野百姓都已卖儿卖女了,你却还要不作为遥 冶
野万岁! 冶刘伯温也有点急了,野臣是说该救济的必须要救济,但不能事事都要由官府督办遥仁德不可滥施,

不然必会国虚民懒遥 到那时一旦有变,国将不国遥 冶

朱元璋怒不可遏,咆哮起来:野仁德惠民,严苛责官遥 你跟朕
多年,没想到朕为百姓盖房屋,你却认为是朕在滥施仁政! 冶

刘伯温一愣,有点儿异样地看了眼朱元璋,莫名地一股寒
意涌上心头要要要万岁这是话里有话,莫非噎噎

朱元璋停止了咆哮,喘了半天气才说道:野好了,你退下吧
明日正式复命时还是少说话为好遥 冶

就这样,转过天的早朝上,刘伯温向朱元璋复命,果真是简
单扼要遥 朱元璋听完,下旨重赏刘伯温和华亭县令遥 赏赐完毕
后,朱元璋扫视着百官说:野朕年少时,孤苦无依,深知百姓生活
艰难遥如今虽当上了皇帝,但年少时的情景却常入梦中遥冶说到
这儿,突然声调提高了许多,野传旨下去,我大明各地各县,都要
为无家可归的百姓建造房屋,让他们有栖身之所遥 冶跟着一指
工部尚书和刘伯温说,野此事由你俩全权负责遥 冶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建房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遥可还没

俩月, 各地消息就纷至沓来遥 工部尚书和刘伯温顿时就咧了
嘴遥 行动起来的还真不多,不是野我们府条件不符合冶,就是野俺
们县有困难,没法解决冶,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俩字要要要没钱!

工部尚书和刘伯温慌忙向朱元璋禀告遥 朱元璋说:野依爱
卿的意思,该如何解决呢?冶
工部尚书小心翼翼地说:野依臣愚见,这无非是各地官员的

借口,令其自行解决便可遥 冶
朱元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说:野爱卿在应天府建造房屋

时,可曾遇到这情况?冶
工部尚书突然一哆嗦,说:野应天府建造房屋时,款项皆由

应天府尹负责,臣不太清楚遥 冶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野既然如此,不如爱卿好好想想,看看

能否想得起来遥冶说到这儿,看着刘伯温说:野刘爱卿可有什么办
法?说来无妨遥 冶
刘伯温把头一低, 突然撩衣服跪倒在地说:野臣罪该万死遥

华亭县民生艰难,官库空虚,没办法建造房屋,臣便自作主张,虚
报说已盖完房屋,其实根本就没盖遥 冶

朱元璋看着刘伯温,说:野所以你回来后,才给朕说什么无为而治,仁政不可滥施遥 冶
刘伯温点了点头,说:野是,不入民间不知百姓苦,臣不想再扰民尧害民遥 故欺君罔上,臣死罪! 冶
朱元璋叹了口气说:野这些事朕早已知道了遥 而且你和华亭县令,还把朕的赏银都分给了华亭县的百姓

你们既然心有百姓,朕就不责罚你们了遥 冶说完,朱元璋转向了工部尚书,问,野你想起来了吗,还要想多久啊?冶
如今的工部尚书,已吓得浑身颤抖,面如白纸,扑通也跪下了,号哭道:野臣死罪,臣死罪! 冶
朱元璋脸色铁青地喝道:野你和应天府尹,借为百姓建房之名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为朕不知道是吗?如

今撞了南墙才知是死罪遥 好,朕成全你们,来人! 将工部尚书尧应天府尹俩人打入死牢,待秋后问斩遥 冶
第二天,早朝上朱元璋下旨停止野盖房运动冶,令刘伯温代替自己巡查全国遥倘若发现有借盖房之名贪污尧

扰民的官员,一律拿下遥
最后,朱元璋声色俱厉地喝道:野朕最忧者,就是怕我大明百姓,无衣尧无食尧无住所,尔等既然当上我大明

的官员,就应替朕分忧,不可成为贪官遥 如若不然,朕宁肯背负暴君骂名,也定要尔等性命,杀尽天下贪官! 冶
就这样,本是一场野盖房运动冶,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整饬吏治尧打击贪污的长期斗争遥 但不论怎样,逼着

官员为穷苦百姓盖房子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有朱元璋这一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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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獸大作戰曝“紅果”海報
萌叔年獸PK蘿莉沙果

由寧浩擔任出品人、張揚導演的合家歡動畫電影

《年獸大作戰》，匯集了雷佳音、周冬雨、陳赫、陶

虹、郭濤、郭子睿、劉儀偉、沈騰、張壹白、王迅、

郝雲、謝娜、熊乃瑾等眾多實力偶像明星，通過真人

表演配音完成。該片今日曝光了壹款“紅果”CP版海

報，年獸“大紅”和沙果兩人亦敵亦友，看似親密無

間卻又暗藏玄機。據悉，電影《年獸大作戰》將於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壹登陸全國院線。

此次《年獸大作戰》曝光的“紅果”海報以兩個

水晶球為承載主體，上半部分以偏冷的藍色為基調，

展現的是氣急敗壞的年獸正奮力追逐調皮可愛的沙

果。萌叔年獸高大圓潤的身軀和蘿莉沙果瘦小的身材

更是形成鮮明逗趣的對比。“紅果”海報下半部分則

和之前激烈對抗的氛圍不同，雙眼緊閉的沙果正被充

滿溫暖微笑的年獸摟入懷中，如父親般呵護。整幅海

報上下部分完全對立，但卻和諧而緊密，萌叔年獸和

沙果之間的關系也在對抗和友情中撲朔迷離。

關於年獸和沙果之間奇妙的人物設定，編劇邢愛

娜表示：“在壹開始的劇本創作中，我們設計的是壹

個小壞蛋去折騰壹個大壞蛋，這兩種人物性格對撞起

來會很有趣。”但隨著劇本的調整，影片去掉了“壞

蛋”的角色屬性，但仍然保留了年獸和沙果“怪咖”

的性格部分。影片中年獸暴躁易怒、沙果冷傲孤僻。

對此，張揚導演表示：“年獸和沙果帶著不同的情感

問題內心的缺失，歪打正著的走到了壹起。” 而萌

叔年獸和蘿莉沙果相遇後經歷了怎麽樣的遭遇，又產

生什麽樣的情感關系變化，只能等影片上映後壹探究

竟。

電影《年獸大作戰》由北京壞猴子文化產業發展

有限公司、東陽壞猴子影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西藏

壹格萬象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華蓋映月影視文化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壹影業有限公司、麥特影視文

化傳媒（天津）有限公司、天津貓眼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北京正在發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聚合影聯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上海玉辰影視文化工作室（郭濤

工作室）聯合出品。電影將於2016年2月8日大年初

壹暖萌上映。

由明道、應采兒、張檬、謝依霖領銜

主 演 ， 錢 楓 、 矢 野 浩 二 、 金 恩 聖

（小五）、田源聯袂出演；金馬獎金牌

編劇周智勇執導的愛情爆笑喜劇電影

《戀愛教父之三個“壞”家夥》將於2016

年1月15日上映。

談到戲中角色與自己是否有共同點，

明道坦言：“現實中的我太懶了，我的

情緒是比較穩定的，但是戲裏的這個角

色情緒浮動很大。我能夠詮釋這個角色

的原因就是，我有時候會講壹些令人不

舒服的話，比如前壹陣子我有壹個男性

朋友失戀了，問我‘該不該等她’，我

回答說：‘趕快離開她吧，她在騙妳’。”

但其實自己都不是惡意的，只是不知道

要如何表達。

明道曾出演過多種類型的角色，如癡

情暖男，霸道總裁等形象深入人心。被問

到“跟以往的角色相比，這次的角色有些

‘渣’，喜歡演渣男還是暖男”時，他笑

言自己演戲的時候只是在傳達這個有趣的

故事，並不會去定義這是個渣男還是個暖

男。“每次我演角色前都不會去定位這個

角色，如果那樣的話就太具象了”。

電影《戀愛教父之三個“壞”家夥》

由南海影業、銀來影業、澳娛文化聯合出

品打造，影片片尾曲由令人無法抵擋的

“情歌王子”張信哲傾情獻唱。

明道自曝私下很懶
演戲時只傳達故事不定位角色

陳坤從摸金範兒到電影節範兒到電影節範兒
FIRST征片啟動

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組委會正式

宣布新壹屆大使為演員陳坤。隨之，

這個被業內譽為“處女作發源地”的

影展第十屆影片征集也撒野啟動，征

片時間為2016年 1月1日至5月15日。

據悉，征片開始當日，影展官網全新

上線，並首次開通線上報名入口，報

名者可直接登錄 FIRST 影展官網，完

成註冊報名。

陳坤在FIRST找到“驕傲”
回望陳坤的電影職業生涯，入行

十六年，早期的銀幕形象多是像《巴

爾紮克與小裁縫》、《理發師》中，

在大時代波瀾裏顛沛流離的小人物。

之後，不管是《畫皮 2》中俊逸多情

的霍心，還是《讓子彈飛》的大反派

小角色，再加上這次《尋龍訣》中的

驚艷出演，他始終在自我審視，重建

不同人物。

這背後，我們能真實地揣測到支撐

他的內心標準和力量，雖然於這個行業

的主流價值觀而言，陳坤顯得有些“偏

執“，曾在最炙手可熱地時候休整，接

片頻率也不高，可這正是他修行的壹部

分，置身於簡單的情境，關照自我的使

命狀態，弱化主觀與客觀的狹隘，讓生

命不攀附於任何潮流而獨立存在，與風

暴保持著壹定距離。如今他做了新的選

擇，成為FIRST大使，在某種程度上可

以說，FIRST符合他的價值判斷和陳坤

經常提到的“驕傲感”，而他自己也深

深期待和這個年輕的影展毫無顧忌的撒

點野。

作為壹個與主流電影潮流保持著

恰當距離和關系的年輕影展，在日復

更叠的電影創作環境下，繼徐崢、秦

海璐、鄧超、黃渤後，FIRST將如何借

助新任大使的身份、價值取向和辨識

度，度量自身位置，建立紐帶，為電

影創作者、觀眾、市場所組成的產業

鏈條運轉，提供原生的信心和動力，

將成為新壹年度值得持續關註的發展

方向。

征片首次開啟在線報名通道，獎項
變更

征片伊始，組委會發布了年度征片

海報，為即將來襲的影片征集大潮預

熱。有趣的是，在此之際，第九屆入

圍影片的集中展映也剛剛結束，期間，

觀眾與到場嘉賓對於這批主動探索類型

敘事、具有獨特個人表達風格的影片給

予了熱烈反饋及評價。這些個案構成的

集體創作趨勢印證著青

年電影在當下電影產業

環境中的重要價值，同

時也可以壹窺FIRST的選片維度。

其中部分影片在其他國際電影節平

臺上亦有建樹，像最佳影片《告別》亦

在第2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亞洲未來

“單元、第33屆意大利都靈電影節獲

譽；最佳導演獲獎影片《黑處有什麽》

入選第66屆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

短片《吉日安葬》獲得釜山、金馬等多

項提名。

當去年的青年電影風潮方興未艾，

FIRST新壹年的選片工作已經拉開大幕，

期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更多風氣之作，攜

帶多元主題、風格、語言探索的影片匯

聚西寧，FIRST將通過嚴謹的評價體系

為業界繼續輸送新銳力量。

據悉，2016年FIRST青年電影展依

然將延續自主報名、選片人、選片機構

並行的選片體系，與往年不同的是，

FIRST官網於1月1日零點全新上線，線

上報名通道也同步開啟，屆時可直接在

線提交報名資料。

另據影展組委會介紹，FIRST競賽

單元的獎項設置，將打破青年和學生的

單元劃分，攏納為統壹的主競賽單元，

獎項設置為10個。自2015年1月1日之

後制作完成的劇情片、紀錄片、 實驗

片、動畫片及短片等均可報名，無年齡、

國籍、身份限制，其中參展的劇情長片

必須是導演的前三部作品。具體請參見

FIRST官網查詢詳細信息。

隨著征片工作的全面開展，新的電

影版圖已經點亮，期待FIRST呈現更多

佳片力作。

明道生活中很懶：
會說令人不舒服的話

談演戲：只是傳達故事
不定位角色

“紅果”CP海報曝光
高圓年獸“抱追”瘦小沙果

當萌叔年獸遇上蘿莉沙果
“怪咖”兩人組遭遇命運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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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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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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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天 99元
●上海八天 49元

經典亞洲游特價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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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上海往返
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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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米 莉·狄 金 森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個）的世界，于我，本是 陌生的世

讀詩 詩 澀難 雖界。我 不多，她的 ，晦 懂，有的

機靈頑 卻 讀輕鬆 樂然 皮，我 偏偏只能 快 、通

淺顯 類俗 一 。然 覺而，越是陌生，便越是 得好

艷麗時 們 訪奇。逢春日 ，我 拜 了她的出生

地———麻州西部的安姆斯特城（Amherst）。

一 花卉和自然

爲 們 經 鄉以 我 住的地方已 是很“ 下”了，

號 開 還沿着二 公路往西 ，才知道 有比我們更

鄉 鄉 樹葉剛剛掙下的 下。春日里， 扎着 長要

來 樣 紅 黃出 的 子， 的 的居多；也有很多高高

低低的丘 車 點陵，汽 忽上忽下，甚至有 超重

覺 剛剛讀過和失重的感 。 艾米莉?狄金森一

關 詩 總 覺 壓些 於死亡的 ， 是 得有些 抑 鬱和

悶 過 經 過。看 她的居住地，在她曾 忙碌 的花

園中徜徉，大約是節令的魔力，她的人，她的

詩 驟 帶 氣 溫， 然都 上了春天的生 和 存。

兩 謙安城街道 旁的房子都很低矮、 恭，相形

氣之下，狄金森家的房子很高大、 派。艾米

莉? 夠 敎 爲狄金森能 受到良好的 育，因 她的

親當 鎮 頭 師父 年是 上的 面人物，著名的律 ，

擔 過馬任 薩諸 議員 國國會議塞州的州 和美

員。

一直知道艾米莉? 離狄金森 群索居，想

叢 處 實象中，她的家一定是在 林深 。其 ，她家

離鎮 幾 鐘中心很近，步行 分 即可；唯一的特

別 處 鄰之 ，就是她家和毗 的哥哥家，都是以

高大的松樹爲籬 從笆，把房子 大街上遮擋

結廬 無車馬住，多少有了些“ 在人境，而 喧”

時 雖 較東的况味。艾米莉的 代，安城 然 部的

頓 遠 卻 許 躍波士 偏 、保守， 也有 多活 的學術

會和社 生活。春意盎 時 難讓然的 候，更 人想

象她的孤寂和落寞。

確實 舊 傳記 寫艾米莉 也不是如 的 里描

樣 獨 間煙的那 孤 怪癖、全然不食人 火。2004

年出版的《艾米莉? 園狄金森的花 》一書，描

詩述了 人生活的另一面：艾米莉十分熱衷于

園藝，寫詩 養 種之外， 花 草是她的另一主要

職業 書 羅 經“ ”。 中 列出了艾米莉曾 侍弄過或

採 過 數 數者 摘 的花草， 一 ，有六十 種六 之多。

詩狄金森三分之一的 歌、一半的信件中，都

熱情地提及過她 歡最喜 的野花，從普通的花

雛 龍膽 溫卉如 菊和 ，到她 室里那些珍奇的栀

子花和茉莉花。

對園藝 瞭 夠狄金森 的 解，使她能 在描述

經驗時 選擇適當 號自己的 ， 的象徵符 ，用不

來 愛與 與惡 與同的花 象徵 恨、善 、死亡 永生。

紀 給 種按照十九世 的花卉字典，她 每一 花都

下了具體 義 將 愛的定 ， 朋友、家人和 人與不

對應 來 並 詩同的花卉一一 起 ， 在 歌中 運大量

爲 喩 類別 詩用花卉作 比 和 。她的 歌，在朋友

間 發 時 朶“ 表”的 候，大部分是用一 別花 起

來 將，或者是 詩藏 間在花束中 ，不同花卉的

選擇 傳達 種，本身就 着一 信息。

園 來如今的花 ，看起 不大，草地有些稀

養 緑 發疏，和那些靠化肥催 的 得 假的草地相

顯比， 得有些消瘦。零零星星的小花小草，也

顯 風得有些弱不禁 。

轉過 墻 側 園一面 去，房子的另一 是花 ，

經 這 勞 園艾米莉曾 在 里 作；花 中央，是一株

極 極壯 樹 來 長老 的白橡 ，看起 比艾米莉生 的

還 經 這年代 要古老。艾米莉一定曾 在 棵樹下

來去，也一 從 隱 樓 閨定 她 居的 上的 房，眺望

過這 樹 樹 風 從 園棵 和 後的 景。 花 方向轉過

來 側 蘭，房子的另一 ，是一株醒目的玉 花，正

開 樣要盛 的 子。

舊 樣我家 居的院子里，在差不多同 的位

樣 樣壯置上，也有一棵差不多同 老同 的橡

樹 門 蘭；那所房子 口也有一株玉 ，比眼前這

開 約 個 兩一株略大些，也比它 得大 早 一 天的

光景。相同 樹 將過的花和 ，一下子就 往 詩的

人拉回了今天。

遠離 會二 社

時 親擁艾米莉生活的 代，她父 有的土地

幾 畝 兩大概有十 英 。眼前的 家院落，加起來

夠這 邊 處 鄰似乎不 么大：旁 很近 ，就是 家的

捨 對 裝飾房 ， 面一家 很花哨的小旅店，大概

專門是 爲了來 訪詩 開設探 人的客人而 的，半

圓 寫形的招牌上 着 Amherst Inn（安城旅

極店），初初一看， 像是 Her Inn（她的旅店）。

時 經 個 眞艾米莉在少年 代也曾 是 天 快樂的

學小姑娘。上 的時候， 機 靈她 智 巧，善於模

寫 優 績仿， 作很 秀，也很用功，成 也很好。她

學 豐 數學 學的科目也十分 富： ，化 ，天文，修

辭 學 學 無，生理 ，古代史，文 ， 所不包。

愛 親 親 遠艾米莉深 她的父 。但是，父 永

務 會 業不在家：他忙着他的公 和社 公益事 ，

對 貢獻 經濟 給家庭的 主要是 供 ，而不是感情

親 爲支持。母 也不能成 她感情的支撑。艾米

莉的父親 見過 親兩只 她母 次就向她求婚，因

爲這個女性符合自己的理想：沉默寡言，被

動 內 親膽， 向，善良。艾米莉的母 小怕 沒事，

見 無有主 ， 法和丈夫和孩子交流。她身心都

長不健康， 年憂鬱 遠 滿 對，永 充 了 死亡的焦

慮 個 親。她的三 兄弟、母 和很多表兄弟姐妹

結 們 個都死于肺 核，在她 生活的那 嬰年代，

兒 從 個存活率也很低。 她那 忙碌、冷漠的丈

夫那里，她也得不到安 連慰，就 艾米莉也不

從來 沒 個 親同情她：“我 就 有一 母 ……”

籠 親 給 個死亡 罩着艾米莉的母 ，也 整 家

氣庭蒙上了沉重的死亡 息。1850年，艾米莉

歲 時 親 醫二十 的 候，她的母 病倒了。 生診斷

説 經 卻她的病是急性神 痛，有些人 相信 嚴是

重的憂鬱 體虛引起了她的身 弱。她的病况，

讀 愛 狀和我 到的 默生夫人的 况很類似。

學 親 體由於哥哥在上 ，母 身 又不好，艾

擔 許 該 親 擔 義米莉就承 了 多本 由母 承 的 務。

親 喪 來寫朋好友的婚 嫁娶等，都是由她 信。

從 來 與 絶 躱此，她越 越 世隔 ， 在自己的 間房

里，和外部 聯繫 變 寫世界的 ， 成了 信，寫詩。

長她一生中唯一的 途旅行，是 1855 過年去

華 頓一回 盛 DC 訪問 擔 國會， 她 任 議員的父

親。

當 與 絶 還然，艾米莉 世隔 ，主要原因 是

在于她自己。

獨艾米莉的生活逐步走向孤 。首先，她

體狀 惡 斷 長的身 况 化，不 地咳嗽和 期的喉

學 們 認痛，使她一次又一次退 。我 今天可能

爲 無 輕 時喉痛 足 重，但一百多年前，肺病是

代病，是不治之症。艾米莉?狄金森的性格在

歲 發 變她二十二 那一年 生了很大 化。她尋找

種 參 動 儘各 藉口不去 加任何社交活 ， 量迴避

從一切人。她 1858 開 隱年 始完全 居，那一年

她二十八歲。從 獨 獨那以後， 往 來就已經成

了她的生活方式。

歲時 連 來訪到她三十 ，甚至 老朋友 ，她

躱進 間 動範圍都要 自己的房 。她的活 也逐步

縮 離開 親小：“我不 我父 的院子去任何人家，

鎮 從 開也不去 上。” 那以後，她就 始只穿白衣

服，只在黃 時 門 連昏 在家 口散步，最後 散步

躱 來 時也不去了。她 在家里， 客人 ，只 爾從偶

門簾 樓 曬臺里或 上的 晃一晃身影， 醫即使 生

給 許 遠她看病，她也只允 他在她 遠 過時走 ，

觀匆匆地 察一眼。

遠離 囂 壓喧 的人群和家庭生活的 力，使

艾米莉? 夠狄金森能 秘密地在自己的“鬼屋”

詩 發 內里，用 歌充分 掘自己的 心世界。她用

傷 馴 達 內 與“受 的 鹿”的形象，表 了 心 來生俱

傷的 害和痛苦。

艾米莉? 寫過狄金森生前 一千七百多首

詩 開發 卻 許，公 表的 只有六首。 多景仰她的

説 尋 無 這人 她是有意 求籍籍 名， 是有些拔高

爲 給 詩尋了。 了 自己的 找知音，她于 1862年

將自己的詩 給 瑪寄 了托 斯? 亨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請 評價）， 他 詩自己的

氣歌是否有生 （alive）。亨金森是個戰鬥英

學 過 個雄，而在文 上，充其量不 是 三流文人。

歡他喜 她的詩，但並不能完全懂得 詩她的 歌

眞 內 覺的 正 涵。他只是 得她的詩 與衆太 不

並 議 遠 發 這同， 建 她永 不要 表。 大約是狄金

發森生前 表不多的主要原因。

艾米莉? 寫狄金森十分尊重亨金森，她

給 風 總 謙亨金森的信件， 格 是十分 恭、仰望，

爾 發偶 有旁人向她索稿，即便她有 表之意，

爲 勸 罷也都因 他的 阻而作 。只是在她于

1886年去世後，她的妹妹才促使亨金森和

貝爾梅 ?盧米斯?托德（Mabel Loomis Tood）

編 詩 詩 馬一起 印了她的第一本 集。 集一出，

們 愛 過 來上受到人 的喜 。不 ，今天看 ，艾米

莉? 與狄金森一生 世隔絶 沒 聲 發， 有名 和 表

擾 對 創的困 ， 她的 作反而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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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分之二冤

1、认真洁面令肌肤变得湿润、细腻

清洁，也是防止皱纹产生的重中之重。因为外部环境的

恶劣，很多废气和尘埃很容易附着在肌肤上，而电脑屏幕的

辐射也是一大隐患。这些脏东西都会让肌肤失去原有的弹

性，容易滋长皱纹。所以，一定要注意清洁，可采用合适自己

肤质的洁面产品清洁皮肤。清洁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蒸汽仪

来达到湿润面部扩张毛孔的目的。

2、多用富含维他命的美容化妆品

从维 C的美白，到维 E的抗氧化与衰老，以及目前最热

门的各种维 A衍生物，这些都可以让肌肤更清新更明亮。所

以应选择经常涂抹富含不同维他命成分的营养霜，给肌肤

以丰富的营养。

3、去除角质后外加按摩，淡化皱纹线条

如果角质增厚势必影响美观，且易出现皱纹。所以去角

质也是防皱的关键一步。在护肤过程中，须加上皮肤的美容

按摩，热敷，让皮肤皱纹的线条淡化，并确保保养品更好地

渗透，从而改善整个皮肤状况。

4、重点保养眼部

长时间看小说，上网玩电脑，熬夜看韩剧，通宵达旦狂

欢，开心是开心了，不过，最受罪的可算是眼睛了。通常情况

下，眼睛过度疲劳易使眼周产生皱纹，并出现黑眼圈、眼袋、

浮肿等问题。所以应该加强眼部的按摩，涂抹眼霜，为眼部

解除疲劳、提供营养。

5、额头、眼角和唇角防皱纹，多做预防保养

岁月无情，它总会在人们的额头、眼角、唇角等处留下

无情的皱纹。而且通常说来，这些皱纹一旦产生，即使加倍

努力也很难去除，所以在皱纹产生之前应注意在这些部位

着重使用防皱的化妆品，尤其应该针对性地选择预防性眼

霜，以及眼部卸妆液，防止第一条皱纹产生。

6、用防皱彩妆，鲜亮的同时阻击皱纹

现场市面上已出现了很多具有防皱功能的彩妆，这对

于喜欢每天靓妆扮美的女士来说是彩妆品中最好的选择。

像露华浓、如新新推出的几款都不错。

7、化妆时要记着保护易受伤害的双唇

嘴唇不像一般的皮肤一样有皮脂腺分泌油脂，以保持

润湿，同时嘴唇属于粘膜部位，只含有少量黑色素，不足以

防止阳光的伤害。所以唇也极易受到来自环境污染的浸害，

令双唇干燥、开裂和产生皱纹。这时，除记得时常涂含防晒

因子的护唇膏外，还要切记在化妆时保护双唇。推荐使用富

含滋润成分或是合有防晒成分的唇膏或唇彩。

8、睡觉前进行手、脚保养

漂亮的手脚也是美女的重要标准，因此要记得给它们

提供足够的营养成分。

干燥的空气和去油性较强的碱性皂都是手脚护理的天

敌，它们极易造成肌肤的老化和角质层的增厚，令手脚龟裂

粗糙而且手指变得越来越粗，表面皮肤越来越发皱，影响美

观。由于手脚几乎没有皮脂腺分泌，所以，清洁皮肤时要尽

量选择微酸性的保湿型沐浴乳，甚至以水清洁，清洁完成再

趁湿润涂上保湿滋养型手足霜。

9、认真对待干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的保养

干性皮肤由于皮肤比较干燥，肤质白皙，毛孔细小不明

显，所以极易产生细小皱纹。而敏感肌肤则毛细血管浅，皮

肤薄，对外界刺激比较敏感。所以，在护肤要有针对性。当买

来护肤品，稍感不适时，应尝试专用化妆品。譬如，敏感皮肤

应选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去角质膏或口者喱进行分区护理。

如果特别敏感的肌肤则不适合用去角质。

10、秋冬的紫外线一样催生人生第一条皱纹，别忘了涂防晒

霜

现如今，男生也怕长皱纹！尤其是阳光中的紫外线最会

催人老了，把人晒黑虽说只是夏天的故事，但秋冬的阳光一

样催生黑斑和皱纹。不要犹豫，一年四季坚持涂防晒霜可以

确保皮肤迟一点与皱纹交手。

11、要防皱纹，你就躺着睡

躺着睡觉可以预防皱纹哦。而趴着睡时，脸会受到压

迫，肌肤也会因而产生皱褶，时间一久，皱纹也就无可避免

的滋生了。记住：为了预防皱纹，最好还是经常变换睡觉的

姿势。

12、充足的睡眠

与正常的作息

以维持体内的

新陈代谢

皱纹是面

部皮肤衰老的

表现，皮肤衰老

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睡眠是重

要原因之一。正

常人需要的睡

眠时间随年龄

而不同，成年人

每天需要睡眠

7-9小时。睡眠

不足，尤其是长

期睡眠不足的

人，面部极易出

现皱纹。如果睡

眠时，用晚霜增加皮肤的营养，提高睡眠的作用，防皱效果

将更佳。

皱纹显老 5岁 12个方法轻松抗老
文章导读：一条脖子上的细纹你可能并不在意;笑容绽放的脸上多了几条鱼尾纹，你也因为心情好而蛮不在乎，殊不知，这些细纹就是你逐
渐衰老的征兆。抗击皱纹，从现在开始并不晚，小编总结 12个妙招，消灭催人老的皱纹困扰。

2015北美大盤破110億美元
10部電影超兩億

《星戰7》本土票房破6.5億
周末將超《侏羅紀》《奪寶奇兵5》確定重啟

迪士尼CEO官方證實

《深水地平線》曝新照
馬克沃爾伯格奮力呼叫

《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刷新票

房的步伐停不下來了！在昨日超越

《復仇者聯盟》成為北美影市票房排

名第四的影片後，《星戰7》今日票房

突破了6.5億美元的大關，距離目前年

度冠軍《侏羅紀世界》還差不到100萬

美元。

有外媒預測，影片有望在本周末

本土票房超越《侏羅紀世界》的6.52億

美元和《泰坦尼克號》的6.59億美元，

成為北美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影片。

而在此後，《星戰7》在本土的唯壹對

手就是以7.61美元高踞北美票房榜首的

《阿凡達》。有外媒分析，《星戰7》

目前上映僅僅兩周，在下映前很有可

能沖破《阿凡達》這壹影史紀錄。

全球票房方面，《星戰7》的票房

增長依舊迅速，壹天之內突破13億美

元，以13.31億美元的成績暫列影史全

球票房榜第八的位置，即將超越《哈

利· 波特與死亡聖器（下）》的13.41億

美元和《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的

14.05億美元。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將於1月

9日在中國內地開畫，屆時中國影市必

將再次助推其全球票房數字的增長。

《星戰7》最後將會定格在影史票房榜

的哪個位次，到時才能見分曉。

截止到當地時間2015年12月30日

，北美票房已經首次沖破了110億美元

（折合人民幣約714億），較去年增長

了6.9%，這也是近五年來最大的壹次增

幅。在《侏羅紀世界》以及《星球大戰

7》等等票房大鱷的帶動下，北美大盤

終於迎來了新的突破。

2015年，北美影市上共有10部電影票房

的本土票房超過了2億美元，這些票房收割機

對110億做出了最大的貢獻。詳情如下：

No.1 【環球】《侏羅紀世界》-

$652,270,625

No.2 【迪士尼】《星球大戰7：原

力覺醒》- $600,949,526

No.3 【迪士尼】《復仇者聯盟 2

》 - $459,005,868

No.4 【迪士尼】《頭腦特工隊

》 - $356,461,711

No.5 【環球】《速度與激情 7

》 - $353,007,020

No.6 【華納】《美國狙擊手》 -

$348,797,073

No.7 【環球】《小黃人大眼萌》-

$336,045,770

No.8 【獅門】《饑餓遊戲：嘲笑

鳥（下）》- $267,244,461

No.9 【福斯】《火星救援》 -

$225,099,234

No.10 【迪士尼】《灰姑娘》 -

$201,151,353

《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從12月

18日開始在北美公映，所以留在2015

年賬面上的票房只有不到兩周，但即便

如此也已經斬獲6億，排名2015北美票

房榜的亞軍。另外值得壹提的是《美國

狙擊手》，這部電影雖然是2014年聖誕

節就上映了，但是直到2015年1月16日

才口碑爆棚大幅擴映，並壹舉打破了壹

月份周末票房紀錄。影片99.6%的票房

都是在2015年獲得的。

從《美國狙擊手》稱霸1月份以來

，北美市場就在不斷的破紀錄中度過：

《五十度灰》打破2月周末票房紀

錄；

《速度與激情7》打破4月周末票房

紀錄；

《侏羅紀世界》打破6月周末票房

紀錄；

《精靈旅社2》打破9月周末票房紀

錄；

《星球大戰7：原力覺醒》打破影史

周末票房紀錄等等……

雖然迪士尼風頭正勁，但是今年的

票房大贏家依然是環球。依靠著《侏羅

紀世界》《小黃人》《速度與激情7》等

影片，環球今年的票房成績超過了24億

，是去年的兩倍還多。環球今年的總成

績占到了北美總票房的21.6%，是各大公

司的冠軍；排名第二的是迪士尼，占比

19.2%；華納排名第四，占比14.1%，排

名第五的是20世紀福斯，占比11.3%。

《奪寶奇兵5》的制作消息壹直

未曾間斷過，多到讓觀眾開始懷疑

這部影片是否真的存在。如今，大

好消息來了，迪士尼的CEO親自證

實，最新壹部"奪寶奇兵"正式啟動！

迪士尼CEO Bob Iger向觀眾透

露，《奪寶奇兵5》確定正式啟動。

盡管這壹次，仍然沒有太多新消息

，但總算是“板上釘釘”了，Bob的

原 話 是 ： “ …and Indiana Jones,

which will be coming.”萬千影迷仍

不放心，影片的核心靈魂斯皮爾伯

格到底是否再拾起執導筒？答案壹

如既往的“未知”。此前，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在為其新片《間諜之橋

》做宣傳的時候，向外媒記者透露

，或將與哈裏森· 福特共同合作《奪

寶奇兵5》，二人似乎都有較為積極

的參與態度。

“奪寶奇兵”系列票房都有不錯

成績，如果此次《奪寶奇兵5》斯皮

爾伯格能回歸執導，哈裏森· 福特繼

續出演，觀眾們會期待嗎？最好別

像《終結者：創世紀》壹樣給經典

系列劃了個句號。

近日，《娛樂周刊》上發布了馬

克· 沃爾伯格主演的電影《深水地平線

》（Deepwater Horizon）的最新劇照：

沃爾伯格扮演壹名鉆井臺工作人員，在

火災現場奮力呼叫，場面慘烈。

《深水地平線》由《超級戰艦》導

演彼得· 博格執導。彼得和沃爾伯格曾

合作《孤獨的幸存者》，取得不俗口碑

。該片根據2010年發生在墨西哥灣的

特大漏油事件改編，極具警示意義。

2010年5月5日，美國墨西哥灣發生原

油泄漏事件，各個國家向美國運送設備

及人員來幫助美國盡處理原油汙染問題

。

電影中，馬克· 沃爾伯格扮演了壹

個鉆井平臺副經理，他的英雄行為對遏

制這場災難起到了很大作用。曾主演過

《傀儡人生》的約翰· 馬爾科維奇、

《速度與激情7》的庫爾特· 拉塞爾、

《移動迷宮》裏的迪倫· 歐布萊恩、以

及熱門美劇《處女情緣》的吉娜· 羅德

裏格茲都加盟了這部電影。

據悉，《深水地平線》將在2016

年9月30日登陸北美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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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尹炳世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28日在首尔进行野慰安妇问题谈判冶袁达成一致意
见遥日方将向韩国即将发起成立的慰安妇受害人援助基金出资 10亿日元(约合 5380万元人民币)遥韩
方表示袁若日方切实履行责任袁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解决遥
慰安妇问题是韩日历史之争的头号热点袁也是韩日最常发作的外交麻烦遥分析人士普遍相信袁美国

对推动韩日达成上述协议起了关键作用遥
韩国受害慰安妇援助团体 28日对协议的最初反应是强烈谴责袁这促使舆论认为袁韩日慰安妇问题

的完全解决仍然需要时间遥 然而两国协议会为韩国政府提供缓和对日态度的理由袁这使两国官方关
系翻开新的一页成为可能遥
人们会很自然联想到东北亚的外交格局袁猜测美国力促韩日达成慰安妇协议的战略用心遥 韩日如

能野解决冶慰安妇问题袁中韩在历史问题上野联手对日冶的基础就会被削弱袁日本或能更集中地同中国
野死磕冶遥
这种分析未必没有道理袁但这件事的战略意义很可能被放大了遥在对日历史问题的斗争中袁中国一

直是主角袁中日斗争长期是野主战场冶遥韩国民间野反日情绪冶很大袁政府则受到来自民间及美国不同方
向的压力袁经常野为难冶遥
然而韩国政府无论怎样缓和对日关系袁它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要求是有底线的遥 两国就慰

安妇问题达成协议袁只能视为两国的野局部历史协议冶袁而不可能标志着韩国今后对日本政府关于历
史的表现不闻不问遥
中国针对日本政府否定历史的斗争首先是道义上的袁这是中国作为当年受害国的自然反应袁也是

我们作为大国的一份责任遥 这与其他国家采取什么态度关系不大遥
同样袁反对日本政府就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采取模糊甚至抵赖态度袁在韩国也首先

是道义袁处在外交利益之上遥韩日协议不会扩大成韩国周边战略的大调整袁日本受到的道义压力未必
就会减少袁一旦日本首相有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大动作袁韩国社会断不会答应遥
韩国在中美日韩这个圈子里实力最弱袁因而各方都愿意对它示好袁尽量争取它袁现在是韩国开展东

北亚外交最顺手尧成本最低的时候遥 很长时间以来袁韩国一直希望往中美及中日的野中间靠冶袁美国对
此接受了袁中国也应予理解遥
中国全面崛起为东亚最大力量袁我们必须承受由此而来的一些外在压力袁而不能指望在现实地缘

环境中能有各方都为中国崛起热情鼓掌的好事遥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对华最强硬袁这当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它对中国崛起不服气的脸色袁因而与韩日的单纯历史之争有所不同遥
总之韩日 28日协议是两国之间的大事袁但它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就小多了遥日本从韩国野减负冶增

加不了它与中国斗争的筹码袁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历史问题的态度袁它就过不了中国这一关遥同样也
过不了韩国这一关遥 而东北亚这一关袁对日本来说将越来越是它的野世界关冶遥

深圳光明新区 20日发生堆土滑坡严重事故袁 造成
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受损袁85人失踪遥城
市建筑废料堆土滑坡造成如此大的损失袁 十分罕
见袁也令人痛心遥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袁也是中国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袁这起事故仿佛一下子剥去了这座城
市的光鲜袁暴露了其内在管理的野一团乱絮冶遥 今年
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震惊世人的危化品仓库爆
炸事故袁 那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精华位置的悲剧故
事遥
再往远点说袁今年元旦前夜上海市中心发生骇人
听闻的踩踏事故袁事发地点外滩是这座中国第一大
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地袁它几乎就是现代中国的
野脸冶遥 京津沪深袁这些年在不应发生的大型灾难和
事故单子上都榜上有名遥
中国现代化的粗糙被这些事故反复验证袁它们可
谓展示了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野原形冶遥一次次安
全生产大检查不断开展袁然而隔段时间就会有新的
惊人事故发生袁给整个社会野防不胜防冶之感遥 仿佛
那些对安全生产的强调乃至严厉的追责都不管用袁
重大责任事故以它们自己的逻辑与节奏上演着袁羞
辱着我们的努力遥
真的如一些人所说袁我们对责任事故的追责依然
太轻袁从而导致各地领导们对安全野重视不够冶吗钥
不能不指出袁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遥 如果撤几个地
方官就能阻止新的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话袁那么事
情就好办多了遥 大不了在地方官中多抓几个野倒霉
蛋冶袁哪怕其中有些人做了野替罪羊冶袁这对整个社会
来说也是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遥
然而当我们一再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时袁说明中
国摆脱重大责任事故真是很难的一件事遥
就深圳这件事来说袁我们回过头来要问袁为什么

在城市规划中对大规模渣土堆放的选址不考虑更

周全些呢钥为什么渣土堆与厂房和宿舍楼不离得更
远些呢钥为什么对这样的渣土没有有效的安全防护
措施钥 还有袁渣土堆的安全性为何没有得到及时评
估呢钥
把这些问题全都在事故不发生的情况下予以解

决袁是可以做到的袁但那将意味着更高的建筑垃圾
处理成本遥 中国各地重大事故发生都有成因袁消除
那些成因的大部分袁严格说也能做到袁但同样需要
付出更多成本遥
最大的问题在于袁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下决

心共同支付那部分新增的安全成本袁我们对安全的
要求还达不到对经济生活野一票否决冶的强度遥事实
上大多数人还允许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程度

野生产风险冶袁以侥幸态度看待它们的野低概率冶袁大
多数人实际在追求财富与安全之间的某种野最佳平
衡冶遥
中国必须大幅增加安全生产的成本袁不断提高安

全的基础条件袁降低各种事故发生的概率袁而且这
一切要由法律作出严格规定袁全民认真执行遥 举个
简单例子袁要从人们不横穿马路袁行人和骑自行车
的人不闯红灯开始做起袁从各种交通工具坚决不超
载做起遥所有建筑到了使用年限必须拆除或做特别
加固袁全部电梯按照规定开展维修袁街头不达标的
食品摊坚决取缔袁这些都是安全的源头遥
当所有地方政府以这样的标准进行监管袁中国绝

大多数人也建立起这种水平对安全的自觉重视时袁
中国的国民经济就会从内在结构上对安全倾斜袁中
国的野安全生产运动冶就将跨上新的台阶遥
现在的安全生产准则是从上向下强制推行的袁是

舆论带头摇旗呐喊的袁它的真实社会基础仍比较虚
弱袁尤其是没有得到现实经济法则的支持遥 因此除
了追责袁中国社会还需要有更多的内在变化袁我们
要让安全生产从一句口号尧一面旗帜变成我们现实
生活中的真实价值袁用它来支配我们的全部行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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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玲火辣騷胸 激凸事業線搶鏡

 


































范瑋琪淚唱舊情 林心如自爆夢聚前男友范瑋琪淚唱舊情 林心如自爆夢聚前男友

（綜合報道）41歲的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

最近頻頻在微博自PO賀新年照片，而且不是嬌

俏可愛，就是性感動人，每每打動許多網友的心

。

最新一組照片是她和朋友一起聚會的畫面，

只見她穿著粉色系風騷透視裝，胸前搭配黑色薄

紗，直接透出34C事業線，深V凸起吸引所有人

視線，對照其他包緊緊的友人，用超級誘惑人形

容也不為過。

童心未泯的她還留言說： 「有小小朋友和大

人的聚會，許多氣球和大火鍋，好不好呀？」 雖

然照片裡出現許多菜色和鮮肉，但都不若她胸前

風景令人嘴饞。

同時她的前男友言承旭，近來先是傳出跟林

志玲 「世紀復合」 有望，又爆與小模張熙恩牽拖

交往，日前更被拍到夜會林心如進入對方香閨，

感情世界叫人霧裡看花，不過日前有人爆料，現

年39歲的言承旭酒後吐真言，曾在一次酒醉後向友人自爆： 「媽媽老了，我想結婚生子。」 現在大

家就等著，他想結婚的對象到底是誰了？

（綜合報道）范瑋琪（范
范）將在9日推出新專輯【范范
的感恩節】，第二波主打《很
久很久以後》唱出分手情人再
次相逢時的遺憾，范范在錄音
室還曾唱哭到無法自拔。這次
MV特邀李康生與林心如詮釋一
對有緣無分的情侶，為了力挺
范范，李康生不顧舊疾新傷而
拍攝，讓范范自稱差點擔心到
「胃痙攣加尿失禁」 ，還勞煩
大導演蔡明亮前來探班，讓她
直呼坐立難安！

李康生雖頸部舊疾復發，

但一入戲仍專業十足，他聽聞
范范在旁大喊 「尿失禁」 ，還
風趣地笑虧： 「妳小孩包尿布
嘛，如果妳尿失禁，可以包大
人啊！」 而他對於林心如也相
當期待，表示對《還珠格格》
裡的紫薇特別有感覺，還對林
心如搞笑地說： 「雖然妳最後
嫁給了爾康，但我的名字是小
『康』 ，也有一個 『康』 字，
也算有緣分！」

MV描述李康生工作中巧遇
前女友林心如，面對舊情人已
為人妻、為人母，突如其來的

相逢只能徒留尷尬。回憶的劇
情中，兩人親密地 「前胸緊貼
後背」 倚靠，或是臉貼臉互送
戒指，開拍前林心如還 「先禮
後兵」 地詢問李康生： 「你今
天脖子不舒服還 『狂野』 的起
來嗎？」 李康生即回： 「當然
沒問題」 ！而面對 「舊情人」
的主題，林心如大方表示曾幻
想過無數次在夢中與前男友相
聚；李康生則坦承一直與前女
友保持聯絡；而范范已為人母
，只好害羞地避談。

李康生李康生（（左左））與林心如為范范ＭＶ飾演一對有緣無分的情侶與林心如為范范ＭＶ飾演一對有緣無分的情侶。。

李康生李康生（（左左））與林心如為范范Ｍ與林心如為范范Ｍ

Ｖ飾演一對有緣無分的情侶Ｖ飾演一對有緣無分的情侶。。

林心如林心如（（左起左起）、）、李康生與范范面舊情人的處理方式大不同李康生與范范面舊情人的處理方式大不同。。


	0106WED_C1_Print
	0106WED_C2_Print
	0106WED_C3_Print
	0106WED_C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