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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臨床經驗30年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大研究生畢業
●北京中醫內科針灸專科畢業
●原北醫科大第一醫院多年主治醫
●全美NCCA中醫針灸執照﹐德州執照

馬順梅 LC 00203佟大山 LC 00143

代煎中藥

針灸 方脈
跌打 推拿

各種痛症﹑頸椎病﹑坐骨神經痛﹑面神經麻痺﹑肩周炎﹑中風後遺症﹑
各種過敏症﹑戒煙﹑戒酒﹑減肥﹑增加腫瘤病人體質﹐減少化療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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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專治﹕
˙女性不孕症（原發﹑繼發）卵巢功能早衰
˙女性各期的月經不調（青春期﹐生育期﹐

更年期）﹑痛經﹑子宮內膜異位症﹐
習慣性流產﹑盆腔炎﹑輸卵管堵塞等
引起的不孕症

˙子宮肌瘤﹑子宮癌﹑卵巢腫瘤手術後﹐
產後及剖腹產術的中藥調理

˙女性亞健康疲勞綜合症﹑失眠﹑盜汗﹑
骨質疏松﹑關節痛﹑更年期綜合症

男性專治﹕̇ 各種男性不孕症﹑早瀉﹑陽萎﹑
性功能低﹑房勞傷﹑精液不液化﹑
膿精症畸﹑前列腺炎﹑睪丸炎

˙男性亞引起疲勞綜合症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100 Houston,TX 77036（敦煌廣場內）
Tel:(713)271-0488(O)Cell:(281)250-3788 Cell:(713)259-1818

●特製多種阿膠人參膏茶
●行動不便可上門服務



403 W. Grand Pkwy S, Katy, TX 77494

植牙：$1299

中文：
651-343-2258

Jessica

設備精良 環境優雅 服務親切

Dr. Dat V.Pham,DDS

your Gent
le Caring Dental Team!

      

隆重開張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保健牙齒笑口常開的大家庭

牙齒全科：
˙人工植牙，微型植牙，最新3D Cone Beam

CT電腦斷層，保證植牙精準
˙牙齒美容矯正，美容烤瓷貼面

(Luminees)漂白
˙補牙，鑲牙，假牙
˙根管治療，牙冠，牙橋
˙口腔功能重建
˙牙週病治療
˙口腔外科/拔牙及手術智齒拔除
˙一般及深層洗牙
˙兒童牙科

英文：
281-402-8188

包括三維掃描，不含牙冠，牙橋。

免費咨詢植牙問題

牙齒矯正：$4500

CC22廣 告

C2位置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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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3廣 告

（1）高血糖及其併發症 血糖偏高、糖
尿病及其併發症
（2）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衰弱、腦萎
縮、抑鬱症
（3）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功能下降引
起的易感冒、易疲勞，及由此引發的
免疫系統疾病。

輔助治療
失眠及失眠後遺症
˙短暫性失眠
˙短期性失眠
˙頑固性失眠
˙及失眠引起的後遺症

適用症狀

失眠、緊張 不用愁！

7天讓你不再依賴安眠藥!

《靈芝安神膠囊》
免疫、安神雙重功效，中老年人、青年學生都可服用！

成份
取材于中科院黃山基地赤靈芝，高濃縮萃取其多糖精華，增強細胞分裂能
力，促使腦幹分泌出內源性睡眠因數繼而促使人體自然入眠，從根本上保
證人體根據睡眠規律自然入眠

作用
機理

迅速改善人們紊亂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及全身各系統，達到治療、強
身的目的。從根本上走出 「藥越吃越多，失眠病越治越重」的怪圈。

經大量臨床試驗表明，該產品具有改善睡眠、安神養氣、提高
免疫等生理功能，且無任何毒副作用。2001年經國家衛生部
專家組驗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產保健品批准證書》。

每瓶40美元 (60粒)SINO-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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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海鮮酒樓常備各種生猛游水海鮮

地址﹕11215 Bellaire Blvd.(位於香港城商場)
訂座電話﹕281-988-8898

精心承辦婚禮、壽宴、社團等各類型宴會

二樓大型豪華宴會廳，大型舞台，可容納百餘席

天天茶市 正宗粵菜 港式點心

此優惠只限堂食，Party、假日除外。

珊瑚蝦、帶子、彩龍魚、游水石蟹、貴妃蚌、刀蜆、龍躉斑

歡迎預訂全年酒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席﹑﹑社團聚餐社團聚餐

（誠徵﹕企檯﹑出納﹐有意者面洽）

星期六 2017年5月27日 Saturday, May 27, 2017



CC44體育消息

特
約
經
銷

從 業  2 2 載
鑄 就 好 品 牌

貝 佳 天 然 藥 業 地址：3203 Pomona Blvd., Pomona, CA 91768
免費
洽詢

909.839.2880 週末 909.967.6779
全美營養學會會員企業，擁有強大的 FDA 法規、營養學、醫學專家陣營，生產 100 多種保健品，暢銷全球，請上網或親臨各地特約經銷商選購

休士頓 燕窩城 713-776-2888、713-534-3233 金荷 713-772-2999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東方中藥 713-774-5558 燕補堂 713-772-7888 達拉斯 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達
福出國人員 469-586-8195 陽光禮品中心 972-758-9588 百草堂 972-519-8488，469-233-7751  燕窩城 972-235-3888，972-527-9888（Plano）奧斯丁 恒豐 512-719-3864

貝佳藥業 

父親節
大酬賓

購任何產品

一療程送極品靈芝 1 瓶
兩療程送極品靈芝 2 瓶 

好產品 效果卓著

伊美寶
營養卵巢·改善更年期症狀

消除月經不調 / 潮紅 / 燥熱 / 盜汗

買 5 送 2
一療程

買 10 送 5
兩療程

買 5 送 2
買 10 送 5

明 眼 素
改善眼疲勞 / 怕光 / 流淚

預防視網膜黃斑病變

◆ 下 降 血 糖 峰 值
10% 清除神經末稍
觸電感，保護腎臟
和眼睛，預防糖尿
病併發症
◆補充糖友全面營
養 改善糖友細胞能
量供應，提高免疫力
◆ 安 全 無 副 作 用 
全植物精緻配方，
無西藥副作用

◆葉黃素含量最高 
還含有大量 Bilberry
等，抗氧化，增進眼
球調節能力，減少視
力退化與眼疲勞
◆受眾廣泛效果好 
有效改善學生 / 電腦
族視力減退、怕光、
乾澀，預防老年視網
膜病變与青光眼

【成功見證】●聖地牙哥曾先生患
糖尿病，早晚服用西藥二甲雙胍，
後改為服用加強型糖尿淨，僅晨服
一粒二甲雙胍，晚餐不吃主食，飯
後走路，空腹血糖恢復為 108 正常
值。曾先生說此產品預防併發症，
提供全面營養，是他長期服用的動
力。●浙江于旭東醫生感謝加強型
糖尿淨，服用一療程就減少神經
末稍觸電感，視力清了，腎不脹痛
了，繼續服用。

【成功見證】●上海
閔行張先生眼睛乾澀
畏光，有飛蚊症，服
用明眼素半年，明顯
好轉。●邁阿密楊先
生發現明眼素葉黃素
含量高，配比科學，
服 用 後 眼 疲 勞、 乾
澀、視力減退大為改
善， 又 能 看 電 視 劇
了。

【成功見證】●洛杉磯天普
市丁女士 49 歲，已五個月
沒來月經，盜汗不止，服用
伊美寶後不盜汗不潮紅，月
經又神奇地恢復了。●北
加州王女士更年期症狀嚴
重，失眠、盜汗、煩躁，試
過其它產品都無效，試用伊
美寶一月多，睡得好情緒也
好了。●洛杉磯鄭女士五十
歲，荷爾蒙水準和經期正
常，來電說這兩年堅持吃
伊美寶，狀況比同齡人好很
多，續訂一療程。

◆天然療法 伊美寶為美國主流最暢銷、
植物雌激素配方，內含愛荷華州非轉基因
大豆異黃酮，及“歐洲女人之根” 黑升
麻、當歸、紅果等二十余種珍貴成分，無
副作用
◆雙向調節 伊美寶雙向調節子宮平滑
肌，呵護卵巢，有效改善月經不适，及更
年期症狀潮紅、燥熱、盜汗、心悸、失眠、
骨質疏鬆
◆受眾廣泛 35 歲後服用伊美寶美容養
顏，調節經期不適；45-50 歲左右服用恢
復月經，預防乳腺、 卵巢、子宮癌；絕
經後服用延年益壽

美國特效產品 美國特效產品 美國特效產品

糖尿淨
下降高血糖峰值 10%
消除神經末稍觸電感

加
強
型新美髮美甲錠 

美國專利產品，養發，護膚，潤甲
骨精華
消除關節疼痛 / 骨刺 / 骨質疏鬆
心血通
打通血管，改善胸悶 / 心絞痛
益腦靈 
益腦補腦，預防中風 / 老年癡呆
貝佳腎寶 
補腎珍品，護腎、排毒、利尿
納豆溶栓
防血栓效果棒，降血壓、血脂
天然蝦青素 
護眼明目，抗氧化，抗衰老
肝好膠囊 
排毒養肝，消除口幹口臭口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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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逃稅上訴早前被駁回維持可緩刑了
事的21個月監禁，他在足球場上的宿敵C．
朗拿度日前也被指涉漏稅800萬歐元之嫌，

有可能被罰款。不過，26日天最新消息指，
西班牙財政部一分報告顯示，這位皇家馬德
里神鋒於2011至2013年間的漏稅涉額可能
高達1,500萬歐元，若罪成有可能面臨高達5
年監禁期。然而財政部亦提到，C朗可通過
補交稅款及補齊海外資產的申報等方法來減
輕處罰。

葡足公佈洲際盃名單
C朗心情似乎沒受影響，26日還上載了

和女友佐珍娜洛迪古絲的恩愛照，有指女方
肚子微微隆起，惹來有身孕猜測。另C朗和
前鋒拍檔拿尼、後衛比比跟中場摩天奴等去
夏歐國盃冠軍功臣及摩納哥中場新星貝拿度
施華，都入選了葡萄牙國足26日公佈備戰
今夏洲際國家盃的大軍名單，但中場連拿度
辛捷士和歐國盃決賽入球功臣艾達盧比斯則
缺態落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志達

今個英超球季“四大皆空”的曼城26日
宣佈不與基捷基治、沙格拿、捷西斯拿華斯和
卡巴尼路4位已年過三十歲的冠軍功臣續約，4
人今夏可自由身離隊。

2011年加盟以來隨隊兩奪英超錦標和兩
捧聯賽盃的法國左閘基捷基治，為球隊上陣
203次入3球，今夏正式離隊。另一法國閘
位國腳沙格拿3年前從阿仙奴投効曼城以

來，贏得一次聯賽盃，跟他同期“入城”的
阿根廷門將卡巴尼路，今季在一號門將哥迪
奧巴禾冇態時正選把關表現穩定，全季上陣
27次。至於西班牙翼鋒捷西斯拿華斯効力曼
城4年，也有1個英超冠軍及兩個聯賽盃錦
標，共上陣178次貢獻8入球38個助攻，但
自哥迪奧拿去夏掌帥後上陣機會大減。

■綜合外電

懶理漏稅可判監
C朗晒幸福

曼城清洗四員冠軍老將

■C朗女友的肚微微隆起，令人懷疑她是否
有身孕。 網上圖片

這場賽馬會傑志中心挑戰盃吸引近
2萬8千名球迷入場欣賞，場面

熱鬧。熱刺正選陣容包括洛里斯、艾
歷臣及孫興民等球星，當中以孫興民
最為活躍，不時大顯腳法博得全場歡
呼，他更於17分鐘禁區外妙射得手打
開紀錄；4分鐘後熱刺藉雲遜贊臣再入
一球成2：0。

雙方雖然實力有差距，不過傑志
卻絕非捱打，艾里奧的頭槌僅被對方
護空門救出，而辛祖亦有兩次射門可

惜未能命中目標。
換邊後雙方均作出多個調動，熱

刺換入皇牌射手哈利卡尼時更是全場
哄動，而這名英格蘭國腳亦不負眾
望，於尾段射入一球盡顯功架。

至於傑志的努力亦於89分鐘獲得
回報，新加盟的盧卡斯接應艾力士頭
槌二傳建功破蛋，補時階段熱刺再有
小將加西亞史達寧射入，最終熱刺以
4：1大勝傑志並取得賽馬會傑志中心
挑戰盃冠軍。

中國國羽輕取印度 闖蘇盃四強
在26日進行的2017年蘇迪曼盃

世界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8強賽
中，中國隊（國羽）以3：0輕鬆戰
勝印度隊，順利晉級四強。

首場混雙比賽，世界排名第二的
中國隊組合魯愷∕黃雅瓊以2：1逆轉
擊敗印度隊組合蘭基雷迪∕蓬納帕。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混雙的兩位選手
在本場比賽都有男雙和女雙的兼項，
其中蘭基雷迪還不到17歲。

魯愷在賽後接受記者採訪時
說：“這是我第一次打淘汰賽第一
場比賽，對方也是我第一次交手，
我對他們整體的節奏和速度不了

解，所以第一局打起來比較拘謹，
第二局我們調整戰術，加強了搶和
抽壓，所以相對來說比第一局
好。”為中國隊拿到第一分，黃雅
瓊說：“淘汰賽和小組賽完全不一
樣，和單項賽相比壓力更大。不過
能為大家拿到第一分還是很開心
的。”

第二場男單比賽，由里約奧運
會冠軍諶龍對陣印度名將斯里坎
特。此前雙方四次交手，諶龍均獲
全勝。此次比賽諶龍仍毫無懸念地
以21：16、21：17獲勝，為中國隊
獲得第二分。

男雙比賽中，中國隊派出狀態
穩定的奧運冠軍傅海峰∕張楠組
合，迎戰印度隊蘭基雷迪∕謝蒂組
合。首局開賽傅海峰∕張楠優勢明
顯，以21：9輕鬆取勝。第二局開賽
後傅海峰∕張楠一度落後對手，此
後他們連續得分以11：8反超，進而
擴大優勢，隨着蘭基雷迪殺球失
誤，中國組合以 21：11拿下第二
局。最終，中國隊以總比分3：0橫
掃印度隊，順利晉級準決賽。

27日的準決賽，中國隊迎戰日
本隊，後者以以3：1淘汰李宗偉領
銜的馬來西亞隊。 ■新華社

去年快速冒起的香港賽車手
劉錫輝（Edgar，右圖）獲邀代表
KEO Racing車隊參加法國“勒芒
之路”（Road to Le Mans）賽
事，駕駛43號Ligier JS P3戰車，
將於下月邁出職業生涯由虛到實
的一大步。由打機車神轉為專業
車手，6月15日至17日，他將參
戰於法國傳奇的拉薩特賽道舉行
的“勒芒之路”，期望能在兩場1
小時的比賽中勝出，成為世界頂
級原型跑車車手。

Edgar於上季“亞洲勒芒衝刺
盃”第三回合賽事代表車隊駕駛
Ligier JS P3，令人留下深刻印

象，其後更被邀請入隊，夥拍日
本車手森義治，為爭取勒芒之路
的勝利而戰。這位現年26歲的香
港新星，於2014年藉由參加著名
賽車遊戲《Gran Turismo》進入
GT學院車手培訓計劃，並從北美
賽區超過400,000名的參加者中脫
穎而出，經過多輪淘汰賽，打入
最後12強，躋身在英國銀石賽車
場舉行的決賽。

隨着在日產GT學院模擬器上
的成功，劉錫輝不懈努力，向所有
人證明了從賽車遊戲跳躍轉戰真實
賽車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香港打機車神殺入法國勒芒

■諶龍在男單比
賽輕鬆勝出。

新華社
■ 混 雙 組 合 魯 愷

（右）/黃雅瓊為國羽
贏下第1分。 新華社

福建克旭暉 前景樂觀
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賽事26日晚假修

頓室內場館上演兩場比賽。首仗標準福建以65：
52勝旭暉，4戰3勝躋身前四、打入季後賽的前
景相當樂觀。而次仗，永倫則以77：79不敵東方
龍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龍舟障礙賽接受報名
Red Bull Dragon Roar龍舟障礙賽將於7月

15日在香港屯門黃金海岸新咖啡灣泳灘進入決賽
日。賽事將於6月2日截止報名，公開及混合組
的決賽日參賽名額將以抽籤形式決定。另外，主
辦單位還分別於5月28日及6月4日在愉景灣及
中環舉行兩天體驗賽，詳情登入賽事網頁www.
redbull.hk/dragonroar。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爭 銅

短訊

亞洲柔道錦標賽
26日在將軍澳單車館揭幕。圖為
中國隊選手盧童娟（上）在銅牌
大戰中與韓國對手糾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攝

■■熱刺孫興民（左）表現落力兼有一球進賬。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有球迷舉牌表示希望熱刺右閘基爾獲加留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 攝

傑志
雖負猶榮贏掌聲

拚精銳拚精銳熱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熱刺、傑志贏盡掌聲！英超

亞軍熱刺雖然剛完成漫長的球季，不過於26日晚在香港大球場對

傑志的表演賽中仍然精銳盡出，孫興民、哈利卡尼、艾歷臣及迪

利阿里等球星悉數登場，而傑志儘管以1：4不敵對手，但面對強

敵亦創造出不少威脅攻門，表現絕不失禮。

美南版■責任編輯：周文超 2017年5月27日（星期六）2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黃祖申194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六歲跟隨父母去
了台灣，之後加入美國國籍。黃祖申出生在空

軍世家，在台灣讀的是空軍學校。因為受家庭的影
響，他對中國近代史有濃厚的興趣。到四川大學讀書
之前，黃祖申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讀了三年，後來還曾在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旁聽過三
個月。四年前，經過台灣四川同鄉會的介紹，認識四
川大學的陳廷湘教授，決定要拜他為師。

為了入學即場表演功夫
當黃祖申向川大申請讀博士的時候，陳廷湘

教授和學校都有顧慮。“畢竟這麼大年齡了，我
們擔心他的身體承受不了。”陳廷湘回憶道，黃
祖申一聽大家擔心他的身體狀況，急了，當即給
大家表演了一段功夫，以證明他的身體很棒。最
終學校經過權衡，同意接受黃祖申為歷史文化學
院的博士生。他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方向

確定為《國民黨政府空軍建設》。
“目前，大陸還沒有學者系統研究抗戰時期美國

援助國民黨空軍建設的情況，老黃的這份研究可謂是
填補這個領域的空白。”陳廷湘教授說，讓他非常感
動的是，每次上課黃祖申都會坐第一排，做筆記非常
認真。在他的帶領下，有些學習懈怠的同學也不好意
思了。

黃祖申這四年博士讀得真不容易，他的右眼青光
眼非常嚴重，2013年入學的時候右眼青光眼損壞率
達70%，現在的損壞率已經達97%了。據陳廷湘說，
黃祖申在讀書期間回台灣做過一次心
臟手術，但他依然堅持查閱資料，通
過郵件與老師交流。

由於黃祖申研究的領域在大陸基
本上還是空白，所以在大陸沒有現成
的資料供他參考，他經常自己掏錢到
美國、台灣等地查閱資料。

一年一度的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25
日於上海揭曉，今次評選中首次出現了童話作品《小飛
魚藍笛》而且一舉奪得年度好作品優秀獎的第一名，另
有9部作品獲得佳作獎，19部作品獲得入圍獎。

隨着網絡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網絡文學已
被越來越多的讀者所接受。今屆獲得冠軍的作品《小
飛魚藍笛》是評選中首次出現的童話題材網絡文學，
評委們一致認為它的清新風格在一眾“穿越文”和
“宮鬥文”顯得格外脫俗。

上海網絡作協會長陳村表示，這次參評的網站和作
品均為歷年最多的一屆，共有16家網站協辦，參評作
品達148部。從作品篇幅來看，重點推薦的62篇作品
中，30萬字以下的短篇共13部，其佔比為歷屆最高，
而短篇作品的得獎率也為歷屆最高，這都反映出網絡文
學發展欣欣向榮。■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廣西梧州市蒼梧縣人和龍舟隊26日在西江黃
金水道潯江梧州段成功挑戰“一小時一艘龍舟行
駛的最遠距離”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並創造了新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一小時13,518米。

一小時來回划行13518米
當日上午9時30分許，隨着一陣鏗鏘的鼓

聲，龍舟隊隊員們整齊劃一地猛力揮槳划水，江
面上激起陣陣水花。合着嘹亮的口號聲，狹長的
龍舟如離弦之箭在水面上飛快前行。10時30分
許，龍舟在一小時內用一個來回划行了13,518
米。

此次挑戰的隊員共計22人，參賽的龍舟使用
傳統龍舟，長18.3米、寬1.2米。按照健力士公司
有關規則，為確保參賽龍舟不受影響，不允許有

其他龍舟隊陪同划行，要求順水、逆水滑行各
50%，在規定的一小時內連續划行10公里以上即
為挑戰成功。此前是國外運動員創造了龍舟一小
時划行10公里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梧州市體育局局長馮建中說，蒼梧縣人和龍舟
隊是本地一支自發形成、實力強勁的龍舟隊，隊員平
均年齡38歲，都是來自蒼梧人和片區的農民，在往
屆的龍舟大賽中都保持着前三的好名次。

該龍舟隊隊員李東強說：“我從小就開始接
觸龍舟，全隊也為今次的挑戰準備了很長時間。
儘管今天水位有點上漲，但挑戰成功感到非常開
心！” ■新華社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26日進行論文答辯，75歲的黃祖申成為全場焦點。在

完成了《國民政府空軍建設》的博士論文後，黃祖申順利取得學位。黃祖申的導師陳廷

湘評價說：“他的博士論文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盲審環節得到了專家的一致認可！”

■《華西都市報》

川大75歲博士生
詮釋活到老學到老

廣西龍舟隊破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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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童話《小飛魚藍笛》網絡文學折桂

■■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創造了新的創造了新的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7575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瑪堪代表性傳承伊瑪堪代表性傳承
人口述史人口述史》》採用文字和採用文字和
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
成書成書。。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攝攝

■■黃祖申黃祖申2626日參加博士論文答日參加博士論文答
辯辯，，並順利獲得學位並順利獲得學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龍江省
非遺保護中
心為“伊瑪
堪”傳承人
贈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攝

記者26日從
黑龍江省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中心獲
悉，代表黑龍江省
赫哲族“伊瑪堪”
歷史和文化的書籍
《伊瑪堪代表性傳
承人口述史》出
版，首次採用文字
與視頻影像相結合
的方式，借助人工
智能（AR）增強
現實技術，展示出

赫哲族瑰寶“伊瑪堪”的藝術魅力。
“伊瑪堪”是東北地區赫哲族獨特的

說唱藝術，是一種古老的民間說唱文學，
被譽為“北部亞洲原始語言藝術的活化
石”，於2011年被聯合國列入“急需保護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該書歷時三年整理而成，記錄了六位
“伊瑪堪”傳承人與“伊瑪堪”的淵源和
歷程，兼在腰封上特意製作了“伊瑪堪”
傳承人表演的視頻影像資料的“伊瑪堪
APP”二維碼，生動呈現了赫哲“伊瑪堪”
的魅力和風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實習記者吳千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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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太極研究學社(ITCA)是由唐堯風先生於1992
年所創立。其宗旨在發揚太極拳，利用太極拳運動，提升學員身心健
康。今年暑期舉辦第二十屆唐堯風老師太極夏令營，新舊同學又可藉
此機會聚集一堂，交流學習太極拳的經驗和心得。

太極夏令營將於6/3–7/29擧行。每星期六上午 9-12時在Rich-
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Cafeteria (250 Richard Montgomery Dr.
Rockville, MD20852)分組上課。課題包括養生法，楊式太極短拳、長
拳、太極劍，推手，太極研習，及瑜伽。由太極研究學社多位資深老
師指導。

歡迎喜愛打太極拳的朋友報名參加，無論有無太極拳經驗均可。
詳 情 請 參 閱 網 站 http://www.itcadc.org 或 與 張 惠 蕙 Vivien
(301-530-4880), 鍾悠利 Julie (301-384-2367)聯絡。

太極研究學社太極
拳夏令營即將開始

 











【華府新聞日報訊】河南省副省長徐濟超
和河南省外事僑務辦公室副主任郭俊峰一行6
人，於5月14日至15日到訪華盛頓，受到大華
府河南鄉親的熱烈歡迎。

由徐副省長率領的河南省科技代表團是在
參加完在加州硅谷舉行的“鄭洛新國家自主創
新示範區開放合作推介會暨2017中國河南直通
硅谷創新創業大賽北美賽區啟動儀式”後到訪
華府的。代表團成員包括：鄭州市科學技術局
局長文廣軒、河南省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常林
朝、洛陽市科學技術局局長任常山等。

5月14日和15日，紐約美東河南同鄉會
與大華府河南同鄉會聯袂設宴歡迎代表團一
行。

歡迎會上，徐濟超副省長即席發表講話，

他說，首先，能在大華府見到這麼多河南鄉
親，感到非常高興。你們長期僑居海外，在促
進家鄉經濟，支援家鄉建設，以及人才培養等
方面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重要作用。家鄉能有
今天的發展，都有大家的貢獻。在此，我代表
省政府對各位鄉親表示感謝。你們因為常回
去，對家鄉的情況非常了解。這些年河南發展
很快，機遇也非常好，應該說未來前景廣闊，
也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機會和舞台，希望今後
我們能夠開展更多領域的溝通與合作。

特地從紐約趕來的美東河南同鄉會會長張
福印先生在致辭中說，紐約有3個有利河南發
展建設的產業項目並已經向省政府遞交了合作
備忘錄，希望在家鄉鄭州建立產業小鎮，以帶

動河南和鄭州經濟更上一層樓。
大華府河南同鄉會會長張樂女士也即席

致辭，對代表團一行表示熱情歡迎，並簡單介
紹了在大華府地區，尤其是華人中的各種頂級
資源和科技創新體系。她代表大華府的河南鄉
親轉達了願意為家鄉經濟發展和人文進步貢獻
力量的強烈願望。

出席歡迎會的各位河南鄉親為徐副省長一
行送上了良好的祝願，預祝他們在北美各項交
流都大有收獲，更祝願祖國和家鄉不斷進步，
欣欣向榮！

河南鄉親歡迎河南省副省長徐濟超一行訪問華府河南鄉親歡迎河南省副省長徐濟超一行訪問華府

【華府新聞日報訊】逍遙游俱樂部於今春四
月組團，作廣西貴州19天消遙游。

旅游起點自廣西南寧，經龍洲，名仕，到中
越邊界友誼關，德天瀑布，靖西，鵝泉，田陽，
巴馬，東蘭，天峨，入貴州荔波，小七孔橋，大
七孔橋，都勻，凱裡，西江苗寨，梵淨山，青岩
古鎮，至貴陽。再西行至百裡杜鵑，安順，黃果
樹瀑布，睛隆，馬鈴河峽谷，龍宮，興義，萬峰
林，萬峰湖，返回貴陽。全程三千余公裡。

游覽6個峽谷，5個古鎮，2個溶洞，5次泛
舟，14個大小城市。看到廣西及貴州最貧窮的少
數民族的生活現況，也去了明代徐霞客游記中贊
賞的黃果樹瀑布及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處
峰成林」的興義萬峰林。

這次旅游非同尋常，走的路線，別的旅游團
不走；去的景點，偏遠而別致。看到了貴州的公

路建設，對旅游業的重視及推廣，及貧窮百姓生
活的改善。

王永平先生倦游歸來，在華盛頓新聞上發表
旅游見聞，連載數周。

趣味俱樂部有幸請到王先生來暢談有趣的觀
感，並展示許多難得一見的照片。竭誠歡迎你來
與我們分享。

會後還將介紹下次旅游計劃的信息，愛好旅
游的朋友，勿失良機。

主持嘉賓：王永平
時 間： 5月30日，12:30 pm
地 點 ： Upper County Community Recre-

ation Center,
8201 Emory Road, Gaithersburg,

MD 20877

趣味俱樂部趣味俱樂部
活動信息活動信息 話題話題8484::春游黔桂春游黔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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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新聞日報訊】台灣金曲獎歌
手黃昺翔、王宏恩與客家流行樂團吉娜
罐子5月25日晚間7時在華府Hill Center
藝文中心舉辦 Hello Taiwan 流行音樂演
唱會，將台灣最酷勁的流行音樂帶給美
國樂迷。

金曲獎全能創作才子黃昺翔於2015
年推出首支 MV-唯有想念， 無論詞、
曲、編曲到錄音、混音全部一手包辦，
樂器從吉他、貝斯到爵士鼓、鋼琴無所
不精！

原住民歌手王宏恩是金曲獎常勝
軍，曾包辦多項金曲獎最佳作詞、作曲
和演唱人獎，也是台灣最佳方言男歌
手。

吉那罐子樂團和主唱楊淑喻引領台
灣客語流行音樂潮流，以老式搖滾樂呈
現客家風情，並榮獲2016年台灣原創流
行音樂客語組大獎。

2017 Hello Taiwan 華 府 演 唱 會 資
訊：

時間：５月２５日（星期四）晚間
７時至９時

地點：華府 Hill Center 藝文中心
(Hill Center at the Old Naval Hospital, 921
Pennsylvania Ave., SE , Washington, DC
20003)

票價：預購12元，現場15元。
網 站 ： http://www.hillcenterdc.org/

events/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

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4201 Wisconsin Ave., N.W., Wash-

ington, D.C. 20016
Tel: （202） 895-1850 Fax: (202)

362-6144 Email: usa@mofa.gov.tw

台灣金曲獎歌手台灣金曲獎歌手 55//2525
華府華府Hill CenterHill Center演出演出

 











【【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府新聞日報訊】】華夏合唱團華夏合唱團20172017 音樂會將於六月十日在蓋城舉辦音樂會將於六月十日在蓋城舉辦，，敬請廣大音敬請廣大音
樂愛好者光臨樂愛好者光臨，，免費入場免費入場。。

時間時間：：六月十日六月十日（（星期六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下午三時至五時Time: JuneTime: June 1010, Saturday,, Saturday, 33pm-pm-55pm,pm, 20172017
地點地點（（LocationLocation）：）：1616 Kent Gardens Cir, Gaithersburg, MDKent Gardens Cir, Gaithersburg, MD 2087820878
華夏合唱團華夏合唱團，，原名蓋城合唱團原名蓋城合唱團。。成立於成立於19851985年年，，是大華府地區資歷最深的音樂團體是大華府地區資歷最深的音樂團體

之一之一。。三十二年來三十二年來，，謡中華音樂文化推介到美國社會作了不少的貢獻謡中華音樂文化推介到美國社會作了不少的貢獻。。曾曾1414度舉辦個別度舉辦個別
演唱會演唱會、、無數次在華府正式演出無數次在華府正式演出，，也是每年海華文藝季民謡藝術歌曲演唱會創始合唱團之也是每年海華文藝季民謡藝術歌曲演唱會創始合唱團之
一一。。同時謡推動華人僑胞的團結同時謡推動華人僑胞的團結，，聯袂大華府地區其他合唱團聯袂大華府地區其他合唱團，，曾在曾在19951995、、20002000、、20032003、、

20152015等年主辦或合辦了多場大型抗日紀念音樂會等年主辦或合辦了多場大型抗日紀念音樂會。。
華夏合唱團目前約有華夏合唱團目前約有 4040 位來自兩岸三地的團友位來自兩岸三地的團友。。團長由楊華擔任團長由楊華擔任，，副團長是王喜副團長是王喜

彬彬。。指揮陳詩綸博士自指揮陳詩綸博士自20132013年秋季任教於華夏合唱團年秋季任教於華夏合唱團。。陳指揮出生於台灣台南市陳指揮出生於台灣台南市,, 20112011年年
從馬裡蘭大學取得樂團指揮博士學位從馬裡蘭大學取得樂團指揮博士學位,, 精通鋼琴及小提琴精通鋼琴及小提琴,, 他設館授徒之餘他設館授徒之餘，，亦擔任華夏合亦擔任華夏合
唱團及華盛頓亞美愛樂樂團的指揮唱團及華盛頓亞美愛樂樂團的指揮,, 其高超的音樂造詣及對藝術追求的認真其高超的音樂造詣及對藝術追求的認真，，點燃了團員點燃了團員
對合唱藝術的熱愛並樂在其中對合唱藝術的熱愛並樂在其中。。華夏合唱團歡迎愛好音樂的朋友加入我們的大家庭華夏合唱團歡迎愛好音樂的朋友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謡舒謡舒
發心靈及享受合唱藝術而高歌發心靈及享受合唱藝術而高歌。。電話電話:: 楊楊 華華（（240240））364364--47924792,, 王喜彬王喜彬（（240240））543543--65256525
華夏合唱團網址華夏合唱團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huaxiachorushttps://sites.google.com/site/huaxiachorus8585//

華夏合唱團華夏合唱團20172017 音樂會音樂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蒙郡有很多非常有用的
方案用以提高長者的安全.

我們創建了一個蒙郡, 保護受侵害老年人及
弱勢成年人, 工作組（EVAATF）. 組織成員包
括：蒙郡,州檢察官辦公室，蒙郡警察局, 郡政府
衛生和公衆服務部, 蒙郡消防,救援處和辦公室及
郡律師。

不應錯過的長者安全論壇(六月十四日（星
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於洛城老人中心.
地址 : 1150 Carnation Drive, Rockville)

為記念“世界老年人虐待,意識日” . 蒙郡
和洛克維爾市將會在洛城老人中心,六月十四日
（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舉辦一個特別的
長者安全論壇，論壇提供了很好的社交機會, 並
可分享如何保護自己的重要資料.且大家也會玩
得開心！

論壇有展覽和介紹：為老年人服務的資源,
科技,，個人和財務安全;音樂娛樂，並有抽獎及
免費盒裝午餐。那裡我們還可以把過期或未使用

的處方藥交給警察.
透過論壇, 你會了解到怎麼去發覺老人被虐

的訊號和你應該怎做。
以下是最常見的幾種受虐老年人類型:
忽視：缺乏基本衛生.沒有足夠的食物,乾淨

及合適的衣服.房子雜亂無章或失修。
財務剝削：受害者給予非常特殊的服務費,

或禮品給護理和陪伴者.不正常的銀行戶口活
動，或消費習慣改變。

身體/性虐待：解釋不足的燒傷，切口，傷
口，黑色和藍色瘀痕，受傷，或染上不明原因的
性傳染病。

你應該做的：如果你關注到有這些類型的虐
待，應聯繫：成人保護服務, 電話240-777-3000
或蒙郡危機中心240-777-4000.

你不需要證明這些受虐行為曾經發生過, 讓
專業人士去調查你的懷疑。在緊急情況下或如危
及生命,撥打 911.

蒙郡長者資訊蒙郡長者資訊((六月號六月號) :) :
如何保護我們自已及我們關心的人如何保護我們自已及我們關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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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樁慘絕人寰的恐怖襲擊事件，而
且事件又是發生在歐洲！
一 個 名 叫 薩 拉 曼·艾 貝 迪 (Salman

Abedi) 的亡命之徒選定在英國的曼徹斯特為作
案地點，他選在著名的美國女歌星艾麗阿娜·福
葛蘭狄(Ariana Grande)於曼徹斯特體育場所舉行
的一場演唱會剛剛結束，大批的年輕粉絲離去之
際，瘋狂的艾貝迪在公共大廳裡引爆了人肉炸彈
，造成了包括8歲小孩在共有22人慘死、59人重
傷的慘劇，當英國警方公佈了調查報告後，舉世
同悲，人神共憤！

曼徹斯特是一座充滿了創新與叛逆精神的城
市，這座城市擁有世界上第一個免費的公共圖書
館，也擁有第一條現代化的客運鐵路專線，這一
次發生的襲擊事件真是太恐怖了，那一顆奪命的
炸彈實在是太沉重、太令人悲戚了，所以所以英
國將這一次的恐怖襲擊的危險度定位為最高級
別 (Maximum) ，英 國 女 首 相 首 相 泰 瑞 莎·梅
(Theresa May) 傾全國之力量，動員了國家的軍

隊、特勤人員和
地方的警力戮力
同心來偵辦這一
恐怖的事件。

雖然目前還
沒有確切的證據
證明行兇者是伊
斯蘭國（ISIS）的聖戰組織（Jihadists）的一員恐怖
份子，但是那一位在英國出生的敘利亞裔惡棍身
攜具有致命殺傷力的自製炸彈，選擇了一個他認
為能夠造成大規模傷亡的襲擊地點，隱匿在毫無
防備的小孩子和青少年之中痛下毒手，他所做出
的自殺與他殺行為就是道道地地的恐怖份子行
徑，那絕絕對對是不可以被原諒的！

翻開過去這幾年來歐洲所發生的一樁又一
樁的血腥襲擊事件歷史，從巴黎、柏林、尼斯到布
魯塞爾，傷亡的情況一次比一次嚴重，一次比一
次不可預測，在這些慘案中不知造成了多少個家
庭的支離破碎以及國際社會的動盪不安，讓人驚

心動魄，惶惶不可一日。然而最不可思議的是，在
每一次的慘案發生之後，伊斯蘭國恐怖組織都會
主動的跳出來"宣稱"(Claim)是他們的所做所為，
他們時時唯恐天下不亂，處處與世界為敵的心態
實在太可惡了，這種公然向世人挑釁和挑戰的行
為令人髮指，難道世界各國政府對付他們就像是
對付北韓的金三胖一樣，只能乾瞪眼、徒呼負負
而束手無策嗎？！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城市都不缺乏一些心態
不健康、既孤獨又對世界充滿仇恨和敵意的個人
和團體，在科技昌盛、互聯網絡與社群媒體四通
八達下，他們接受了豐沛的恐怖資訊，給了他們
一個可以引起社會恐慌、製造出恐怖襲擊的機會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會伺機採取非法的暴力行動
，警方和情報機構若在平時不積極的對這些個體
或與其相關的人進行密切關注和調查，那就會有
更多與曼徹斯特相似的悲劇事件再度的發生。

毫無疑問的是，每一次的恐怖襲擊事件都反
映了政府機關在監管上的失敗，當歐美各國一再
的出現致命的襲擊時，那是乎就變成了一種恐怖
襲擊的常態，因此痛定思痛，當我們身處人群眾
多的公共場所時就應該提高警覺，眼觀四面、耳
聽八方，隨時隨地做好自我防備的工作，至於政
府機關，對於反恐的政策和舉動當然是到了去改
弦易轍的時候了！

曼徹斯特是一座充滿了創新與叛逆精神的城市曼徹斯特是一座充滿了創新與叛逆精神的城市，，這座這座
城市擁有世界上第一個免費的公共圖書館城市擁有世界上第一個免費的公共圖書館，，也擁有第一條也擁有第一條
現代化的客運鐵路專線現代化的客運鐵路專線，，亡命之徒選定在這個城市製造了亡命之徒選定在這個城市製造了
慘絕人寰的襲擊事件令人髮指慘絕人寰的襲擊事件令人髮指，，那一顆奪命的炸彈實在是那一顆奪命的炸彈實在是
太沉重太沉重、、也太令人悲戚了也太令人悲戚了，，難道世界各國政府對付恐怖份難道世界各國政府對付恐怖份
子就像是對付北韓的金三胖一樣子就像是對付北韓的金三胖一樣，，只能乾瞪眼只能乾瞪眼、、徒呼負負徒呼負負
而束手無策嗎而束手無策嗎？！？！

在美國看天下 天下皆是新聞‧新聞另有天下 李著華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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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顆炸彈太沉重那顆炸彈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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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開羅傑如果撇開羅傑••艾爾斯糜爛的私生活不談艾爾斯糜爛的私生活不談，，他在新聞界的卓越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在新聞界的卓越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在媒體經營主導了近半個世紀在媒體經營主導了近半個世紀，，羅傑羅傑••艾爾斯在媒體大亨梅鐸的支持下艾爾斯在媒體大亨梅鐸的支持下，，一手創一手創
建了福斯電視新聞台建了福斯電視新聞台，，才短短的五年就把原本首屈一指的有線電視新聞網才短短的五年就把原本首屈一指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CNN打敗打敗
。。就事論事就事論事，，羅傑羅傑••艾爾斯的確是創建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媒介實體艾爾斯的確是創建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媒介實體，，他所鍛造出來他所鍛造出來
的的Fox NewsFox News右翼媒體在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和共和黨之間親密無間的合作方右翼媒體在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和共和黨之間親密無間的合作方
式已經獲得了成功式已經獲得了成功，，並讓川普能夠扭轉劣勢並讓川普能夠扭轉劣勢，，反敗為勝反敗為勝，，然而羅傑然而羅傑••艾爾斯的個人艾爾斯的個人
行徑不啻說明了權力使人腐化和墮落行徑不啻說明了權力使人腐化和墮落，，這真的是很令人悲哀的事啊這真的是很令人悲哀的事啊！！

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台牛耳的福斯電視新
聞台(Fox News)最近噩耗頻傳，一手掌控該台新

聞政策路線與行政人事大權的羅傑·艾爾斯
（Roger Ailes）在被指控性騷擾去職後，竟然在面

臨官司訴訟之際驟然逝世，由於他在媒體
界與政壇上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所以他的
突然離世震撼各界。

對於羅傑·艾爾斯的驟逝，我除了心懷感
傷之外，更是感到無比的遺憾。由於羅傑·
艾爾斯在生前各界對他褒貶不一，使他在
身亡之後已經無法再為自己的"清白與操守
"辯解，他將與性侵犯者的入土。

說真的，羅傑·艾爾斯如果不是被福斯
電視台內眾多的女主播和女記者強力揭發
指控，在他的職場生涯中迫害了許多的女
性，這一位美國保守派媒體教父在新聞界
的令名美譽將永久的被各界大書特書，我
相信他也不會因為失業鬱鬱寡歡，心神不
寧而摔跤去世的。

如果撇開他的糜爛的私生活不談，羅
傑·艾爾斯在新聞界的卓越貢獻真是無與
倫比，他在媒體經營主導了近半個世紀，在
媒體大亨梅鐸（Rubert Murdoch）的支持下，
一手創建了福斯電視新聞台，才短短的五
年就把原本首屈一指的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打敗，從此讓 Fox News名利雙收，使
得他在電視台內呼風喚雨,不可一世。

正因為羅傑·艾爾斯的權勢過大，他竟然
對福斯電視台內的美麗女主播和女記者潛
規則性侵犯，就連該台的當家美麗女主播
梅根·凱利（Megyn Kelly）都難逃他的魔掌,
由於指控他的人多達十多位，梅鐸花錢消

災，為他支付賠償金外，最後也不得不以壯士斷

腕的决心把他趕出福斯電視新聞台，羅傑·艾爾
斯的行徑說明了權力使人腐化和墮落，這真的是
令人很悲哀的事。

有人把羅傑·艾爾斯定位為"偉大的愛國主
義戰士"，認為他
創辦領導福斯新聞頻道拯救了美國，但是也有人
認為羅傑·艾爾斯的右翼保守思想其實是在毒害
美國，並把福斯新聞台視為美國社會的毒瘤，但
是福斯新聞台卻是川普的擁護和捍衛者，在去年
的美國總統選戰中，羅傑·艾爾斯更為川普強力
操刀，淋漓盡致的發揮了媒體的力量，使川普能
夠扭轉劣勢，反敗為勝，川普上任美國總統以後，
處處與媒體為敵，罵遍了 CNN、ABC、NBC、
CBS、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等主流媒體，唯
獨只有鍾愛Fox News，如此可見羅傑·艾爾斯之
能耐！

不過更有許多人認為羅傑·艾爾斯是道道
地地的‘黨派特工’，他曾經為共和黨的多位保守
派總統候選人包括雷根和老布希等人超刀，他隻
手操控Fox News，無時不刻在散佈美國民眾的
不滿情緒和流言以為保守派開展政治活動提供
了助力支持，然而就事論事，羅傑·艾爾斯創建了
一個前所未見的媒介實體，他所鍛造出來的Fox
News右翼媒體在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和共
和黨之間親密無間的合作方式已經獲得了成功，
當羅傑·艾爾斯去世的時候，華府已經在政治異
類的川普以及保守的共和黨的統治之下............
。

好友唐如麟兄與王香彬嫂近日從芝加哥搬
遷到康乃狄克州定居，芝加哥台大校友會草創時
期的會長黃承經與孫先正伉儷特別設宴歡送，並
且邀請了現任芝加哥台大校友會會長陳子坤醫
師以及曾經擔任過校友會會長的劉又明醫師、劉
康黎醫師、李錦邦工程師和我一起作陪，我特別
在歡宴上贈送了一幅精裝於相框中的報紙給唐
如麟與王香彬夫婦留念，那是我專訪如麟兄的一
篇文章，我希望他們永遠銘記往他們曾經住過芝
加哥，並且在這裡做出過卓越的貢獻。

唐如麟與王香彬伉儷都是傑出的台大校友，
早年負笈來美深造,唐如麟取得耶魯大學工程力
學( Engineering Mechanics )博士學位,是一位學
有專精的製罐專家,由於精研製罐學術,又具有三
十多年從事製罐工業研究開發的實務經驗,所以
英美主流媒體曾尊稱他是製罐業界裡「專家中的
專家」( experts' expert )。王香彬則是修得了食品
博士學位，曾在本地食品公司擔任研發部主管，
這一對博士夫婦學識淵博，以專業在美國主流社
會頭角崢嶸，真不愧為華裔之光！

在我專訪唐如麟時，他對我說:「罐裝飲料在
世界各地的消費量很大，尤其在美國，飲料罐的
消費更是驚人，平均每人每年飲用1000 個罐裝
飲料，以全美國三億人來計算，總共每年要用掉
3000億個罐頭,如果在製造每一個飲料罐的成本
上，降低一分錢，全美國每年生產飲料罐的成本，
就可節省30億元。」

曾經擔任過美國著名的 American Can Com-
pany 與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要職,並且曾

在 Crown Cork and Seal Company擔任製罐研發
部高級主管，負責該公司在全世界的飲料罐及罐
蓋的研發及推展事務，是公司裡不可或缺的「關
鍵人物」( key person ),為Crown打開了國際市場
的大格局。

「製罐業的確是一門相當專業,資金又巨大的
科技行業，與一般人想像中的行業有很大的不同
。」心思敏捷,但說話非常嚴謹的唐如麟博士說:
「這些年來，由於製罐業的競爭相當的激烈，再加
上經濟的不景氣,所以美國的許多中小型製罐公
司紛紛關閉或被大公司合併,目前全美只剩下
Rexam PLC、Ball 與 Crown Cork and Seal Com-
pany 三家大公司屹立不搖，但是如果純粹就技
術而言,與世界各國相比較，美國的製罐業還是
最先進、最科技的，由於製罐成本偏高，曾經迫使
許多大的國際企業，如“可口可樂”飲料公司自己
來研發製罐以試圖減少成本，但是其結果是,成
本反而更高，唐如麟表示：「或許很多人並不知道
，一罐"可口可樂"汽水的成本中，罐子的包裝成
本比汽水本身的成本還高，但是可口可樂公司如
果自己去製罐的話，不但成本更會提高，而且製
罐的技術更是遠遠不如製罐公司的精良，所以"
可口可樂"不得不仰賴製罐公司。」

唐如麟說:「不過"可口可樂"公司也很聰明，他
們與美國三家大的製罐公司都有交易，以便從競
爭的標價中獲得更低更好的製罐價錢。”

根據唐如麟博士精確的計算,飲料罐的成本
主要是材料的費用，其中鋁皮費用約佔成本的百
分之六十以上，加工只佔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

節省材料是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今後消費市場
上的飲料罐，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還要薄，而且生
產飲料罐的速度，也因為技術的改良而一天比一
天快速，在此雙重要求下，製罐公司仍然要生產
出安全、可靠、方便，而且美觀的罐頭，那的確是
一大專業的挑戰。

在廣大的消費市場上,各種不同型式與形狀的
飲食品金屬瓶罐頭、錫箔紙或塑膠瓶罐包裝的產
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可以讓消費者賞心悅目的
選購,那些具有特殊外表造型的飲食品由於創意
十足,再配合上廣告文宣的大力傳播而達到了產
品促銷的目的,因此「罐頭的外衣」與產品的行銷
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唐如麟表示,各種質料的
包裝各有特色，如瓶裝罐，雖然成本較高，而且又
笨重，但是依然有消費者喜好，所以像啤酒、紅酒
或其他烈酒等飲品都是採用瓶裝罐,至於像塑膠
包裝，由於基於環保的考量，將來恐將會有減少
的趨勢，鋁製包裝品由於便於回收（ recycling）,
易於環保，所以較受歡迎。

「金屬罐整體而言，可分食品罐及飲料罐兩大
類。」唐如麟表示,食品罐通常多為「三片罐 」(
3-Piece Can )，由罐身、罐蓋及罐底三片組合而
成,材料通常是馬口鐵( Tinning )，這種鐵皮兩面
鍍有錫，可以防鏽、防蝕、亦無毒素,其製作方法
也從早期的錫銲、膠粘等等進步到今日的電銲法
,而開罐方式也從早期的依靠"開罐器"開啟演進
到今日的"易開罐"( Beverage can )，給消費者帶
來很多方便。至於飲料罐幾乎全為「兩片罐」(
2-Piece Can )，罐身與罐底是由一片簿鐵皮擠壓
拉伸而成，填充飲料後，再加上罐蓋。在北美洲，
一般多用鋁材，便於
回收。「兩片罐」的優
點，除了沒有接縫、
便於印刷、美觀、大
方之外，在製作方面
，則省材料，更適合
於高速生產。

在談到製罐的設
計製作技術，唐如麟
博士說：「一般人以
為製罐沒有什麼技

術，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瞭解以後，才會真正體
會到製罐的難處, 例如，目前市場上的「兩片罐」
飲料,像可樂或啤酒罐等，它的厚度和人的頭髮
厚度差不多,大約為 0.003 英吋，所以飲料罐厚
度的精密度要求非常高，不僅如此，還要在極快
的速度下生產，每分鐘生產超過3000個飲料罐，
而且生產線是採取一貫作業全自動化,在這樣要
求下，要生產一個好的飲料罐，的確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因此在研發過程中，要用到一切的先進
科技：如電腦模擬、材料力學、熱傳導、電腦設計、
6-sigma，自動化等等,此外對於新的產品，如各
種型式的罐頭、罐身的美觀等等，也要有突破的
發展。」

唐如麟也表示:「製作更輕更薄的罐頭，固
然可以節省大量的材料費，但是在投入新的製造
設備及新的生產綫時，卻需要再投資一大筆的經
費,因此如何在這"省錢"與"花錢"予盾的資金情
結之間，尋到最佳的獲利平衡點，才是業界思考
和研析的徵結點。」

在論及當前金屬罐的現況以及今後發展的趨
勢時表示,由於中國大陸具有龐大的市場潛力，
世界各國的製罐廠紛紛投入大陸市場。

「今後生產飲料罐的發展，除了更輕更薄以外
，也將趨向於"罐型"的轉變，而今日消費市場上，
已漸漸出現不同形狀的"異型罐"與" 金屬瓶"等
等。」唐如麟娓娓道出他的睿智的觀察與專業心
得，只可惜這一位為罐頭製新衣專家現在已正式
退休，不過他在這個行業裡的卓越貢獻與非凡成
績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啊！

在廣大的消費市場上在廣大的消費市場上,,各種不同型式與形狀的飲食品金屬瓶罐頭各種不同型式與形狀的飲食品金屬瓶罐頭、、錫箔錫箔
紙或塑膠瓶罐包裝的產品琳琅滿目紙或塑膠瓶罐包裝的產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美不勝收,,可以讓消費者賞心悅目的選可以讓消費者賞心悅目的選
購購,,那些具有特殊外表造型的飲食品由於創意十足那些具有特殊外表造型的飲食品由於創意十足,,再配合上廣告文宣的大再配合上廣告文宣的大
力傳播而達到了產品促銷的目的力傳播而達到了產品促銷的目的。。專門為罐頭製新衣的華裔唐如麟博士專門為罐頭製新衣的華裔唐如麟博士
是製罐業界裡是製罐業界裡 「「專家中的專家專家中的專家」」( experts' expert )( experts' expert )，，數十年以來數十年以來，，他他
以學識和專業在美國主流社會頭角崢嶸以學識和專業在美國主流社會頭角崢嶸，，真不愧為華裔之光真不愧為華裔之光！！

為罐頭製新衣的人為罐頭製新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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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弟女兒彈尤克裏裏文藝範十足歐弟女兒彈尤克裏裏文藝範十足
原來也是個左撇子原來也是個左撇子

網易娛樂5月25日報道 5月25日晚，歐弟老婆

曬女兒彈尤克裏裏的照片，並寫道：“小左撇子坐

在媽媽腿上彈尤克裏裏。”照片中， jojo戴著太陽

帽，低著頭有模有樣的在彈奏，十分可愛。

網友看到此照片後紛紛圍觀並留言道：“左

撇子聰明！“好文藝的壹枚女子。”

5月25日晚，林誌穎曬壹對雙胞
胎兒子的萌照，並寫道：“幫媽米澆
花的小寶貝們！”照片中，兄弟倆身
穿壹紅壹灰短袖，蹲在地上，壹個手
拿灑水壺給花澆水，另壹個在旁邊看
著，畫面呆萌可愛。

此照片曝光後，網友紛紛留言稱
：“好可愛懂事的雙寶！”“真是太
萌啦，兩個小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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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媒體

《中時電子報》

5月25日報道，

小S和熒幕“宿

敵”林誌玲合作

演出電影，日前

林誌玲和蔡康永上小S主持的

綜藝節目，節目中小S和林誌

玲PK廚藝，小S壹邊做菜壹邊

拷問林誌玲感情，林誌玲意外

松口說：“最近有心動的感覺

”。小S追問是否有做菜給男

友吃，她笑說初戀男友曾品嘗

過她的手藝。

小S愛開林誌玲玩笑，強

調自己在電影中才是第壹女主

角，林誌玲忍不住問：“妳攻

擊我的話哪壹句是真心的”？

沒想到小S直接說：“妳的眼

睛沒有靈魂”。話壹出口被蔡

康永罵很過分，但小S解釋她

曾和林誌玲私下聊過，會說眼

睛沒靈魂，其實是因為林誌玲

的保護色太重。

此外，林誌玲和言承旭和

情纏14年，復合傳聞沒斷過，

近日發現他們除了共用經紀人

，也共用同壹個攝影師周孫豪

，兩人眼光壹致。

藝人隋棠經常在社交網站分享生活點滴，幸福家庭令人稱羨。她24日曬

出丈夫把女兒抱在懷裏的照片，父女倆窩在沙發上對視而笑，雖然照片中沒有

任何附註，但溫馨氛圍已足以溫暖每個人的心。

照片中，只見LUCY穿著條紋包屁衣，直接趴在“前世情人”的胸膛上，

招牌蓬發已不像之前壹樣炸開，反而能看到壹點耳朵，臉蛋的漂亮輪廓也變得

更加明顯，遺傳了爸媽的完美基因。

TONY結束工作後，馬上回家陪伴妻兒，換上居家的白色T恤，半躺在沙

發上，任由女兒在身上蹭著，有網友不禁調侃：“棠棠的專屬位置被占據了啦

”，不過隋棠似乎絲毫不吃醋，反而在旁記錄下壹切。

小S下戲故意不卸妝
帶僵屍妝回家原來另有目的

據臺灣媒體報道，藝人徐熙娣

（小S）24日為新片受訪透露，她在

片中有場擔任臨演被利晴天狂揍的

戲，剛好畫上了僵屍妝，當天下戲

故意不卸妝，帶妝回家嚇女兒，怎

知姥姥打開家門，當場嚇壞尖叫。

小S透露：“原本跟女兒說會有

僵屍到家裏，他們還為此約了同學

回家，結果我壹回家，他們全部都

被嚇到躲在書桌底下，我把自己當

成在演《陰屍路》，她的朋友都嚇

死了，還說妳媽媽扮這個真的好像

喔！”

後來小S玩上癮了，走到對面姥

姥家敲門，姥姥壹打開門大叫：

“哎育呀！妳不要嚇媽媽，媽媽真

的嚇死了！”小S事後坦言，活屍妝

光是化妝就花了2小時，更不容易卸

妝，被蔡康永“罵”：“拿我們電

影那麽貴的妝，去娛樂小孩！”

大S本想曬自己的美照
結果意外曝光了手機相冊

大S在微博中曬出自己化“淚滴

妝”的照片，還附文稱“時髦人今天

化了淚滴妝，下次想挑戰王者之帥裝

”。除了曬美照，大S還曬出壹張非

常酷的麻豆的照片。不過這張照片是

截屏的，眼尖的網友看到了照片最下

面其他的照片，於是大s就這樣無意

地曬出了自己手機上的相冊。

而在大S手機的照片流中，幾乎都是

汪小菲和兩個子女的照片，非常有愛

。網友紛紛點贊“當媽了之後果然不

壹樣”、“太暖了這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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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穎雙胞胎兒子幫媽媽澆花林誌穎雙胞胎兒子幫媽媽澆花
認真模樣超可愛認真模樣超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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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
道）蔡康永“十年磨一劍”的電影處女
作《吃吃的愛》26日上映。開啟路演的
蔡康永也大刷自己的人情卡，請來剛剛
結束演唱會的五月天來廣州助陣。是日
現場，蔡康永拿過話題仍然以主持人的
身份先出現在舞台，隨後請出信和怪獸
出場，開始了長達半個小時的聊天。其
間，阿信透露，如果未來走下坡路，小S
會是“最後的武器”。

意外的是，蔡康永先不談自己的新
片，而是和五月天聊起了早期來《康熙

來了》的一些“古早畫面”。阿信深情
感言，原本以為《康熙來了》會錄到世
界末日，隨後更追問，“如果電影票房
很好，有望復活這個節目嗎？”

蔡康永直呼沒想到阿信會問這個問
題，他思考了半分鐘才說：“如果我的
影片票房和《加勒比海盜》持平，那就
復活《康熙來了》。”隨後，蔡康永也
自我調侃說：“我有非常大的把握，這
個願望不會實現。”

繼續主持人身份的蔡康永，問及五
月天為何沒有邀請過，自詡為“樂壇八

大天后”的小S做演唱會嘉賓時，阿信含
蓄表示，“害怕高攀不起”，蔡康永聞
言相當質疑，而當他現場獲悉五月天有
邀請林志玲助陣演唱會後，他即問阿信
在想什麼？阿信立即給足小S顏面，表示
如果以後走下坡路的時候，就用“最後
的武器”小S。

電影圍繞姐妹情展開，片中的姐姐
一角由林志玲出演，但不少影迷會有一
種恍惚的感覺認為是在影射早期小S和大
S的演藝生涯。

談及這段揉雜大爭吵小溫暖的姐妹

情，蔡康永說，故事遠不是預告片裡的
這些內容。自己在戲裡安排給小S許多嘗
試，現代的古裝的科技的。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人氣女團
EXID將於下月17日在香港舉行粉
絲見面會，持VIP門票的粉絲更可
與成員近距離擊掌，而門票亦已公
開發售。首次赴港的EXID，將會於
見面會前一晚（即16日）現身荃新
天地，與港迷打招呼。

另外，EXID 上周透過官方
Youtube頻道公開了一段成員對調身
份表演主打曲《Night Rather Than
Day》的影片，4位成員展現私下可
愛的互動，引發連場爆笑。她們以
“畫鬼腳”方式決定各自要演繹的
身份，豈料4位都竟然抽中自己的
身份，非常巧合。

最後，由擔任主唱的Hani和慧
潾分別和隊中的Rapper LE和正花
對調。成員頻頻迷失方向之餘，亦
不能兼顧唱歌和舞步，狼狽得來又
非常搞笑！

破格挑戰唱Rap的Hani表示透
過這次的活動終於感受到LE的辛
苦，而慧潾亦驚歎“正花的和音部
分實在太難”。

香港文匯報訊 踏入成軍第八
年的日本人氣樂隊 SEKAI NO
OWARI（世界末日之意），25日
晚於香港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首次
單獨香港演唱會，不少官方精品被
歌迷瘋狂搶購。

全晚SEKAI共唱出16首歌，除
了兩首《進擊的巨人》電影版歌曲
《ANTI-HERO》 和 《SOS》 等
外，也不乏著名單曲如《RPG》、
《Star Light Parade》等。在唱過第
五首歌後，大銀幕播出精心炮製的
卡通短片，各成員也以苦練的廣東
話和歌迷交流。26日晚SEKAI於同
一場地舉行第二場演出，到27日將
離開香港。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韓 國 男 團
BEAST 約滿舊公司改名Highlight
重新出道後，將會在7月 29日襲
港，於亞博館舉行重新出發後首個
海外巡迴個唱。

成員尹斗俊、龍俊亨、梁耀
燮、李起光及東雲前年以BEAST之
名赴港開唱，事隔兩年他們將以全
新姿態見港迷，令人期待。

新版《盜墓迷城》（The Mum-
my）25日晚在台北舉行首映，

25日傍晚約6時38分湯告魯斯抵達紅
毯，展開馬拉松式簽名，對台灣影迷
有求必應，又簽名又影合照，他又輪
流接受場邊媒體影音訪問，女拍檔So-
fia Boutella、Annabelle Wallis及導演
Alex Kurtzman也陸續走上紅毯。

紅毯活動約晚間8時43分結束，
靚佬湯等人登台，首映會才開始，靚
佬湯直呼是美麗夜晚，台灣影迷比4年
前更棒了，讓他度過最開心的晚上。

日前抵台就去龍山寺的 Sofia
Boutella，用中文直喊“愛龍山寺”，
喜歡吃小籠包及木耳；Annabelle Wal-
lis說，飛這麼遠到台灣，找到比自己
家更可愛的地方。至於當被問會不會
在台灣拍片時，靚佬湯等人異口同聲
說絕對想。

現場他們替龍舟點睛，也為高中
龍舟隊握手加持，靚佬湯向全場喊話
“這是我第4次來台，但不是最後一
次”，引起粉絲尖叫。首映會後，靚
佬湯25日晚已搭專機離台。

原來靚佬湯這次訪台私底下密會
了台灣天后蔡依林，事緣兩人早在
2000年靚佬湯首次抵台，Jolin就曾擔

任過獻花嘉賓。時隔17年再度見面，
靚佬湯立刻稱讚當年的Jolin“好可
愛、令人印象深刻”，也恭喜現在的
她已經站上歌壇巔峰。

讚蔡依林整蛋糕好厲害
兩人除品嚐台灣道地的烏龍茶

外，Jolin特別送上花了7天製作的“東
方殭屍碰上西方木乃伊”的主題電影
翻糖蛋糕，由於做工相當精緻，因此
靚佬湯見到後也驚呼：“這真的是妳
親手做的嗎？太厲害了！”

雖然靚佬湯表示捨不得破壞這個
完美的蛋糕，但還是應Jolin要求，切
開“石棺”，並嚐了幾口，他笑說：
“這可能是自己做過最危險的特
技”。至於剩下的蛋糕，靚佬湯也連
續2次交代電影公司“一定要送回飯
店，千萬不能偷吃掉！”事後，Jolin
在Facebook大讚靚佬湯親切和藹，並
稱：“眼神依舊迷人～常被吸走靈魂
啊～”似乎對這次見面意猶未盡。

另外，據知靚佬湯原定下月1日到
倫敦出席《盜墓迷城》英國首映禮，但
受到美國小天后Ariana Grande的英國
曼徹斯特演唱會恐襲陰霾影響，《盜墓
迷城》已宣佈取消倫敦之首映活動。

靚佬湯靚佬湯

蔡依林蔡依林
會會

新作台灣首映新作台灣首映 紅毯上有求必應紅毯上有求必應

密密
吃蛋糕

香港文匯報訊 荷里活影星湯告魯

斯（Tom Cruise）25 日晚現身電影

“神鬼傳奇”首映會。紅毯上，靚佬

湯全程為影迷簽名及合照，結果足足

走了超過2小時。靚佬湯原來這次訪

台也趁機密會台灣天后蔡依林（Jo-

lin），他的魅力更讓Jolin為他花7天

親自製作的翻糖殭屍雕塑和石棺蛋

糕！

助陣蔡康永新片路演 五月天找小S做“最後武器”

EXID將現身荃灣為見面會造勢

BEAST改名後首襲港
Highlight 7月亞博開秀

SEKAI NO OWARI
練廣東話跟港迷溝通

■■蔡康永蔡康永((右右))與五月天在廣州憶起與五月天在廣州憶起
《《康熙來了康熙來了》。》。 胡若璋胡若璋 攝攝

■EXID下月連續兩日會港迷。

■■湯告魯斯幫龍舟點睛湯告魯斯幫龍舟點睛。。 中央社中央社

■靚佬湯
親切為粉
絲簽名。

中央社

■5子以全新姿態見港迷。

■■Sofia BoutellaSofia Boutella大受影迷歡迎大受影迷歡迎。。 中央社中央社

■靚佬湯望着蔡依林做的蛋糕相當驚歎。

■靚佬湯密會
蔡依林，女方
更送上親手做
的蛋糕。

■SEKAI NO OW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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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祖申194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六歲跟隨父母去
了台灣，之後加入美國國籍。黃祖申出生在空

軍世家，在台灣讀的是空軍學校。因為受家庭的影
響，他對中國近代史有濃厚的興趣。到四川大學讀書
之前，黃祖申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讀了三年，後來還曾在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旁聽過三
個月。四年前，經過台灣四川同鄉會的介紹，認識四
川大學的陳廷湘教授，決定要拜他為師。

為了入學即場表演功夫
當黃祖申向川大申請讀博士的時候，陳廷湘

教授和學校都有顧慮。“畢竟這麼大年齡了，我
們擔心他的身體承受不了。”陳廷湘回憶道，黃
祖申一聽大家擔心他的身體狀況，急了，當即給
大家表演了一段功夫，以證明他的身體很棒。最
終學校經過權衡，同意接受黃祖申為歷史文化學
院的博士生。他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方向

確定為《國民黨政府空軍建設》。
“目前，大陸還沒有學者系統研究抗戰時期美國

援助國民黨空軍建設的情況，老黃的這份研究可謂是
填補這個領域的空白。”陳廷湘教授說，讓他非常感
動的是，每次上課黃祖申都會坐第一排，做筆記非常
認真。在他的帶領下，有些學習懈怠的同學也不好意
思了。

黃祖申這四年博士讀得真不容易，他的右眼青光
眼非常嚴重，2013年入學的時候右眼青光眼損壞率
達70%，現在的損壞率已經達97%了。據陳廷湘說，
黃祖申在讀書期間回台灣做過一次心
臟手術，但他依然堅持查閱資料，通
過郵件與老師交流。

由於黃祖申研究的領域在大陸基
本上還是空白，所以在大陸沒有現成
的資料供他參考，他經常自己掏錢到
美國、台灣等地查閱資料。

一年一度的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25
日於上海揭曉，今次評選中首次出現了童話作品《小飛
魚藍笛》而且一舉奪得年度好作品優秀獎的第一名，另
有9部作品獲得佳作獎，19部作品獲得入圍獎。

隨着網絡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網絡文學已
被越來越多的讀者所接受。今屆獲得冠軍的作品《小
飛魚藍笛》是評選中首次出現的童話題材網絡文學，
評委們一致認為它的清新風格在一眾“穿越文”和
“宮鬥文”顯得格外脫俗。

上海網絡作協會長陳村表示，這次參評的網站和作
品均為歷年最多的一屆，共有16家網站協辦，參評作
品達148部。從作品篇幅來看，重點推薦的62篇作品
中，30萬字以下的短篇共13部，其佔比為歷屆最高，
而短篇作品的得獎率也為歷屆最高，這都反映出網絡文
學發展欣欣向榮。■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廣西梧州市蒼梧縣人和龍舟隊26日在西江黃
金水道潯江梧州段成功挑戰“一小時一艘龍舟行
駛的最遠距離”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並創造了新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一小時13,518米。

一小時來回划行13518米
當日上午9時30分許，隨着一陣鏗鏘的鼓

聲，龍舟隊隊員們整齊劃一地猛力揮槳划水，江
面上激起陣陣水花。合着嘹亮的口號聲，狹長的
龍舟如離弦之箭在水面上飛快前行。10時30分
許，龍舟在一小時內用一個來回划行了13,518
米。

此次挑戰的隊員共計22人，參賽的龍舟使用
傳統龍舟，長18.3米、寬1.2米。按照健力士公司
有關規則，為確保參賽龍舟不受影響，不允許有

其他龍舟隊陪同划行，要求順水、逆水滑行各
50%，在規定的一小時內連續划行10公里以上即
為挑戰成功。此前是國外運動員創造了龍舟一小
時划行10公里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梧州市體育局局長馮建中說，蒼梧縣人和龍舟
隊是本地一支自發形成、實力強勁的龍舟隊，隊員平
均年齡38歲，都是來自蒼梧人和片區的農民，在往
屆的龍舟大賽中都保持着前三的好名次。

該龍舟隊隊員李東強說：“我從小就開始接
觸龍舟，全隊也為今次的挑戰準備了很長時間。
儘管今天水位有點上漲，但挑戰成功感到非常開
心！” ■新華社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26日進行論文答辯，75歲的黃祖申成為全場焦點。在

完成了《國民政府空軍建設》的博士論文後，黃祖申順利取得學位。黃祖申的導師陳廷

湘評價說：“他的博士論文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盲審環節得到了專家的一致認可！”

■《華西都市報》

川大75歲博士生
詮釋活到老學到老

廣西龍舟隊破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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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小飛魚藍笛》網絡文學折桂

■■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創造了新的創造了新的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7575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瑪堪代表性傳承伊瑪堪代表性傳承
人口述史人口述史》》採用文字和採用文字和
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
成書成書。。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攝攝

■■黃祖申黃祖申2626日參加博士論文答日參加博士論文答
辯辯，，並順利獲得學位並順利獲得學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龍江省
非遺保護中
心為“伊瑪
堪”傳承人
贈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攝

記者26日從
黑龍江省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中心獲
悉，代表黑龍江省
赫哲族“伊瑪堪”
歷史和文化的書籍
《伊瑪堪代表性傳
承人口述史》出
版，首次採用文字
與視頻影像相結合
的方式，借助人工
智能（AR）增強
現實技術，展示出

赫哲族瑰寶“伊瑪堪”的藝術魅力。
“伊瑪堪”是東北地區赫哲族獨特的

說唱藝術，是一種古老的民間說唱文學，
被譽為“北部亞洲原始語言藝術的活化
石”，於2011年被聯合國列入“急需保護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該書歷時三年整理而成，記錄了六位
“伊瑪堪”傳承人與“伊瑪堪”的淵源和
歷程，兼在腰封上特意製作了“伊瑪堪”
傳承人表演的視頻影像資料的“伊瑪堪
APP”二維碼，生動呈現了赫哲“伊瑪堪”
的魅力和風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實習記者吳千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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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疑喜劇電影《黑白照相館》即將

於5月26日上映，日前片方正式發布終

極預告，“倒黴三人組”範逸臣、車永

莉、龔格爾迷失彩虹鎮全程揭曉，不僅

“最熟悉的陌生人”、彩虹鎮怪咖等各

路人馬紛紛開啟“擠兌”模式，更有人

憤怒稱三人為“害人精”。圍繞這場嬉

笑怒罵的“彩虹鎮迷失之旅”，更大的

迷局正等待揭開。

此番《黑白照相館》發布的終極預

告開場便延續了電影的喜感，在遭遇碰

瓷後，範逸臣現場質問道：“三萬？妳

比我還黑啊！”龔格爾見狀上前解圍：

“（要妳）兩條腿，六萬！”嚇到碰瓷

者趕忙爬起。

而隨著範逸臣的壹句，“我覺得今

天這個天氣太適合去旅遊了”，終極預

告片畫風壹轉，懸疑面紗被揭下，範逸

臣、車永莉、龔格爾“倒黴三人組”意

外落入彩虹鎮的全過程也被曝光，原本

熟悉的朋友在彩虹鎮卻仿佛未曾相識過

，而以“外人”身份進入彩虹鎮的三人

也慘遭“嫌棄”，被捆綁要求“滾出彩

虹鎮”。伴隨著神秘人的發話：“妳們

每個人都很清楚，妳們到底是為什麽來

到這兒的。”似有更大的謎團待三人揭

開……

電影《黑白照相館》力圖用風格化

的敘述方式打造出“走心喜劇”，喚醒

大家對於“真實自我”的認知，用“去

偽存真”的講述方式去雕琢壹個平和、

寧靜的內心世界，而這個世界不僅是彩

虹鎮上每個人的世界，更是生活在都市

中的妳和我共同的內心世界。

《神偷奶爸3》內地定檔7月7日
格魯德魯雙賤合璧 小黃人繼續搞事情

《岡仁波齊》曝先導預告片及海報
導演張楊詳解十壹位素人演員幕後拍攝故事

張楊導演執導的新片《岡仁波齊》定檔6月

20日內地上映，岡仁波齊在藏語裏是神山的意思

，劇組用壹年的時間，跟著壹組真實朝聖的隊伍

拍攝，行程長達2000公裏，整部影片的氣質平

靜至極。今日片方曝光影片的角色海報及預告片

。

在張揚導演看來，“《岡仁波齊》沒有程式

化劇本的概念，只是這個想法已經在我腦海裏生

長了十幾年。後來終於確定了拍攝方案：就是用

壹年的時間，跟著壹組真實朝聖的隊伍拍攝。用

壹種苦行僧的方式，跟他們朝夕相處，同吃同住

。也不事先規定劇情，就從他們本身的生活裏挖

掘故事和人物，我相信這裏面壹定能拍出有意思

的東西。”張楊對《岡仁波齊》的構想竟很快得

到壹批誌同道合的電影人的認可，團隊和時機都

成熟了，但找誰來演是個問題。

2013年11月下旬，劇組開始為《岡仁波齊

》選景和選演員。“雖然這個電影沒有劇本，但

大概的故事走向和人物設定我已經想了很久：首

先要有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她）可能會死在

路上；要有個孕婦，她的小孩會在路上出生；還

要有個屠夫，因為殺生過多想通過朝聖贖罪；要

有個七八歲的孩子，和有他（她）的父母；還要

有個十六七歲的小夥子，可能是個小流氓，也可

能就是壹個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還要有壹個

50來歲，成熟穩健的隊伍掌舵者。”

二十年間反反復復進藏的經驗和所見所聞，

開始在《岡仁波齊》的人物設定上作用、發酵。

帶著這樣的設想，劇組從香格裏拉走到德勤，德

勤走到四川巴塘，直到途徑芒康縣普拉村，因為

壹個牽牦牛的女孩停了下來。

“人群裏有兩個十九歲左右的藏族女孩，長

得非常漂亮，是那種非常淳樸的美，臉上有著濃

濃的高原紅，其中壹個叫斯朗卓嘎，給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這兩個女孩非常害羞，

謊稱她們住在三個小時山路外的另壹個山村。

晚上，張楊再翻看白天的照片，還是覺得

那個女孩的形象非常好，“我覺得這就是冥冥中

註定的緣分，她們壹定要出現在我的電影裏。”

於是第二天劇組又回到原處打探，結果發現她們

的家就在仲傑組，過壹條小河就是，離普拉村鎮

只有五分鐘的車程。

劇組的來到，打破了村子的平靜。“我說要

請他們來拍電影，他們並不懂怎麽回事，但說磕

長頭朝聖，他們都明白，覺得這是好事情，也都

有這樣的願望。” 斯朗卓嘎很早就嫁到了隔壁

鄰居尼瑪紮堆家，在張楊的設想中，朝聖隊伍的

“掌舵人”這個角色，正好可以由斯朗卓嘎的公

公——尼瑪紮堆擔任。

“尼瑪紮堆的父親剛去世沒多久，他時常悔

恨沒有帶著父親去朝聖，所以這次很想帶著叔叔

楊培壹起去朝聖。叔叔楊培已經七十多歲，在哥

哥生前時，老哥倆壹直想去朝聖，但哥哥還沒出

發就去世了，楊培不想自己死前也有這樣的遺憾

”。而在斯朗卓嘎的娘家，姐姐次仁曲珍的出現

又給了劇組意外的驚喜。“當時次仁曲珍已經懷

孕半年左右，孩子將在馬年出生，正好和岡仁波

齊壹樣屬馬，所以希望能和丈夫壹起去朝聖祈福

。”在隨後的朝聖途中，他們的兒子丁孜登達順

利出生，張楊回憶起這個幸運的男孩時說：“他

應該是電影史上年齡最小的演員，也是朝聖隊伍

為何中途多了壹人的緣故”。

隨後，斯朗卓嘎娘家兩個年輕的親戚也要求

加入隊伍，兩個都是十幾歲的小夥子，壹個天生

手部殘疾，性格靦腆；壹個懷揣著離開家鄉，出

去闖蕩的夢想，像個小痞子。

通過這兩家人，壹個叫紮西措姆的小女孩又

走入張楊的視線。幾年前，小女孩家裏擴建新房

發生意外事故，她的父母仁青晉美和姆曲非常願

意壹家三口壹起加入隊伍，去為亡者祈福。最後

，村裏有個家徒四壁的屠夫，因為殺生而心感罪

惡，當聽說眾人要去岡仁波齊朝聖，也請求加入

其中。

孕婦、掌舵人、老人、少年、小女孩、屠夫

……壹行十壹個朝聖者，像命中註定壹般，壹個

個從張楊的日記本中走了出來。“原來我以為腦

子裏設定的人物，要遍地撒網、七八個村子才能

拼湊齊整。沒想到壹個村子全解決了。”就這樣

，導演張楊帶著壹隊電影人，跟隨這支隊伍踏上

了朝聖的旅程。電影《岡仁波齊》曾入圍多倫多

電影節，並獲得第 7 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

評委會特別表彰，6月20日，這十壹個跟電影毫

無關系的素人村民，將帶著觀眾壹起續寫朝聖與

電影的緣分。

《戰狼》投資方發聲明否認《戰狼2》侵權
“登峰國際系《戰狼2》唯壹版權方”
今日，《戰狼》的投資方北

京登峰國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和

北京青山億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原北京春秋時代文化有限公司

）分別發布聲明，就電影《戰狼2

》的著作權權屬糾紛事件予以澄

清。不久之前，壹家名為“武漢

傳奇人影視藝術有限公司”的單

位，以侵犯其影視作品改編權及

不正當競爭為由，對北京登峰國

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提起訴訟，

提出高額經濟賠償及禁止《戰狼2

》播放等多項訴訟請求。

青山億水在聲明中稱，《戰

狼》是由登峰國際、南京軍區政

治部電視藝術中心和原春秋時代

三方發起拍攝而成，三方曾在協

議中約定，電影《戰狼》這壹名

稱的全部權利歸登峰國際獨享，

而武漢傳奇人實為自己後引入的

二級投資人，僅享有《戰狼》的

署名權和投資收益權，無權幹預

《戰狼》後續影片的拍攝及“戰

狼”片名的使用，《戰狼2》與該

公司沒有關系。登峰國際也在聲

明中表示，在拍攝、制作《戰狼

》的過程中，從未與武漢傳奇人

簽署過任何協議文件，根據合作

各方相關約定，登峰國際獨享

《戰狼》這壹電影名稱的全部權

利，同時也是《戰狼2》的唯壹版

權方，訴訟方武漢傳奇人因與原

春秋時代基於該片的合作，而被

授予過《戰狼》的署名權，《戰

狼》版權方從未向該公司授予或

轉讓過版權，《戰狼2》的上映不

會因此受到影響。目前此案尚在

法院審理過程中。

電影電影《《黑白照相館黑白照相館》》曝終極預告曝終極預告
範逸臣範逸臣““倒黴三人組倒黴三人組””開啟迷失之旅開啟迷失之旅

照明娱乐公司倾力打

造的《神偷奶爸3》7月7

日登陆内地暑期档院线！

“大坏蛋”格鲁来内地捣

蛋的时间比北美晚了一周

，他的双胞胎兄弟德鲁将

在本片中登场。

一头金发配一袭白衣

的德鲁什么事都喜欢和格

鲁反着来，这对冤家自然

是本片的最大看点，《南

方公园》之父崔· 帕克将

为本片的全新大反派巴萨扎配音，除此之外，三位可爱的小女孩以及那群萌贱的小黄人依然是影片最大的亮点。

本片依然有两位导演执导，除了前两部的导演皮埃尔· 柯芬外，《小黄人大眼萌》、《老雷斯的故事》的导演凯尔· 巴尔达也加盟

本片，配音阵容也保持原班人马，暑期档快点约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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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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