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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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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衛星五號基本資料福爾摩沙衛星五號基本資料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計畫大事紀要福爾摩沙衛星五號計畫大事紀要

【華府新聞日報訊】 「五、四、
三、二、一，發射！」搭載著福爾摩
沙衛星五號的 SpaceX 公司獵鷹九號
（Falcon-9）火箭，於台灣時間 8 月
25 日凌晨 2 時 51 分，於美國範登堡
基地發射。火箭升空後，位在台灣新
竹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的衛
星操控中心與美國範登堡基地的發射
控制中心，同時掀起一片歡呼聲！

火箭於發射後2分35秒，第一節
火箭脫離，此時高度約90公裡；2分
59 秒，保護衛星的鼻錐罩脫離，此
時高度約132公裡；11分19秒，衛星
成功與火箭脫離，進入高度 720 公
裡、傾角98.27度的任務軌道，此時

台美兩地現場再度響起陣陣互道恭喜
的祝賀聲。

國研院太空中心操作團隊正在等
待獵鷹九號所傳回衛星與火箭分離時
刻的狀態向量（state vector），以做
為後續地面站追蹤衛星的依據。福衛
五號將在發射後82分56秒與國研院
太空中心斯瓦巴（Svalbard）海外站
首次通聯，404分36秒與台灣地面站
首次通聯。

此次衛星發射距離上次福衛三號
發射已超過 11 年，海內外關注台灣
太空發展的同胞為這睽違已久的時刻
齊聚一起。國內發射觀禮活動設於新
竹國研院太空中心高層廠房 10 樓，

除科技部陳良基部長、國研院王永和
院長等長官親赴現場，其餘貴賓、合
作廠商、媒體記者及國研院同仁共約
200人；美國發射觀禮活動現場則有
我國駐美高碩泰大使、AIT莫健理事
長、NASA、SpaceX貴賓及華僑共約
300人，一同觀看這歷史性的一刻。

福衛五號歷經六年研發，將接續
福衛二號的遙測任務。福衛五號順利
升空後，每兩日將通過台灣上空一
次。預估一個月後，衛星可完成
全部功能測試，開始執行為時五
年的遙測觀測任務及電離層量測
實驗。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發射升空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發射升空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成功和地面通聯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成功和地面通聯
【華府新聞日報訊】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於台灣時間8月25日凌晨2時

51分（美西時間8月24日11時51分），在美國範登堡基地，由SpaceX公
司的獵鷹九號（Falcon-9）火箭搭載，發射升空。上午11時10分，福衛
五號在軌道繞行第五圈時，進入台灣地面站的通訊範圍，成功與位在中壢
的地面站進行通聯。坐鎮科技部觀看通聯直播的陳良基部長，隨即舉杯向
國家實驗研究院和國家太空中心表達祝賀之意。

福衛五號於7月19日運送至美國加州範登堡基地，隨即進行各項整測

與檢查工作，以及與火箭的接合測試。8月25日凌晨2時51分，由獵鷹九
號火箭搭載，發射升空。發射後11分19秒，衛星成功與火箭脫離，進入
720公裡任務軌道；位於新竹的國研院太空中心衛星操控中心亦立即獲得
由獵鷹九號火箭所傳回衛星與火箭分離時刻的狀態向量，開始進行軌道計
算；4時11分，位於挪威的斯瓦巴（Svalbard）接收站首次接收到衛星訊
號，福衛五號順利與地面通聯。福衛五號約99分鐘繞行地球一圈，在第
四圈、9時32分至9時44分，首度與台灣的中壢地面站進行測試通聯；第

五圈、11時10分至11時23分，成功正式通聯。
接下來福衛五號將展開各項次系統檢查，以及進

行初始軌道調整，之後將進入衛星遙測影像調校階
段，預估一個月後，可完成全部功能測試，開始執行
為時五年的遙測觀測任務及電離層量測實驗。

發射時間發射時間發射時間：：：台灣時間台灣時間台灣時間888月月月252525日日日222:::505050（（（美西時間美西時間美西時間888月月月242424日日日111111:::505050）））

0831B01

• 光學遙測/科學衛星。
• 重量：450公斤（含燃料）。
• 形狀尺寸：八角柱形，高2.8米，外徑約1.6米。
• 軌道：720公裡高，太陽同步軌道，傾角98.28度，每兩日再訪一次。
• 酬載儀器：光學遙測酬載、先進電離層探測儀。
• 遙測對地解析度：黑白影像2公尺，彩色影像4公尺。
• 影像拍攝刈幅：24公裡。
• 取像觀測範圍：正對地表方向，前後及左右各45°，具有立體對地取像、同一軌道多次
平行同步取像及非同步取像等能力。
• 遙測任務：延續福衛二號遙測任務。所拍攝影像可廣泛應用於政府施政、防災勘災、國
土安全、環境監控、科技外交、學術研究及國際人道救援協助等用途。
• 科學任務：電離層觀測及地震前兆研究。
• 任務壽命：5年。
• 發射日期：臺灣時間2017年8月25日。

日期 工作說明
2009.12 科技部(原國科會)核定福衛五號計畫
執行計畫書
2013.1 衛星系統細部設計審查
2014.11 完成衛星端至地面操控端之連線測
試
2015.3 光學遙測酬載與衛星本體組裝
2015.5~2015.10 衛星太空環境測試、衛星
與地面系統通聯測試

2015.11 福衛五號運往發射場前之全功能測
試
2015.12 衛星全系統整備與衛星運送備便
2017.7.19衛星運往美國加州範登堡基地
2017.8.15衛星與火箭轉接環完成對接
2017.8.23衛星操作團隊進駐太空中心任務操
控中心
2017.8.24衛星發射就緒審查
2017.8.25衛星發射

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發射時序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發射時序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發射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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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潔媚/採訪報導）
美 洲 同 源 會 第 54 屆 全 美 雙 年 會
（CACA 54th Biennial National Con-
vention）於8月30日至9月2日在芝
加哥盛大舉行，同時也是美洲同源會
芝加哥分會成立100週年之際，意義
非凡。8月30日上午，假富麗華大酒
樓隆重舉行第54屆全美雙年會開幕
典禮。當日主流政要冠蓋雲集、華裔
社區各僑團領袖共襄盛會，盛況空前
，包括聯邦眾議員戴維斯（Danny
Davis）、庫克郡巡迴法庭書記Doro-
thy Brown、伊州眾議員馬靜儀、中國
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磊總領事、僑務
組長盧曉輝、柳青領事、駐芝加哥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震寰處長、張志
強組長、僑教中心王偉讚主任、中華
會館主席黃于紋及僑社代表、全美各
地同源會分會代表等逾 200 人出席
了開幕典禮，場面盛大。

美洲同源會第54屆全美雙年會
開幕典禮在莊嚴的國歌聲和舞獅表
演後正式拉開帷幕。美洲同源會總會

副會長Davace Chin首先代表美洲同
源會總會致歡迎詞。他表示，芝加哥
是一個極具魅力的城市，很高興與各
界來賓在這座城市共同祝賀美洲同
源會第 54 屆全美雙年會正式召開，
同時也見證芝加哥分會創會 100 週
年大慶的歷史時刻。在為期四天的年
會期間，美洲同源會、全美各地同源
會分會代表及各界政要共商華人參
政議政大計，希望有更多的人參加，
共同為在美華人爭取平等權利。

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代表
芝加哥同源會向大家的到來表示熱
力的歡迎和由衷的感謝。她表示，美
洲同源會自成立100多年以來，一直
倡導在美華人同源同根，以團結努力
，為在美華人爭取平等權利為宗旨，
致力於推動和參與華人參政，參與亞
裔社區各項活動。在美國華裔社區民
權運動歷史上，1882 年排華法案在
1943 年被廢除，美國國會在 2012 年
就歷史上的排華法案向在美華人道
歉，這些都是在美洲同源會的不懈努

力與大力推動密不可分。她強調，經
過數百年的努力，在美華人在美國各
領域都佔有重要地位，為國家做出了
卓越的貢獻，並希望大家繼續攜手努
力，共同推動華人在美地位，爭取平
等權利。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洪磊總
領事致辭向美洲同源會第54屆全美
雙年會的召開表示祝賀，並肯定了同
源會在華人社區作出突出的貢獻，促
進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推動
華人在美的發展。

駐芝加哥臺北經文處何震寰處
長致辭高度讚譽同源會為在華裔爭
取民主平等權利作出卓越的貢獻，為
同源會堅定支持民主自由理念表示
由衷的感謝。最後希望大家在芝加哥
有一個愉快難忘的時光。

聯邦眾議員戴維斯致辭表示熱
烈歡迎來自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來
到芝加哥參與美洲同源會第54屆全
美雙年會，同時他會繼續為移民社區
爭取更多的權益。庫克郡巡迴法庭書

記 Dorothy Brown 也向美洲同源會
第54屆全美雙年會及芝加哥分會創
會100週年之際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她還表示，芝加哥是一個溫馨的“家”
，祝願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在這裡留
下美好記憶。伊州眾議員馬靜儀還向
大家講述她與同源會的故事，30 多
年前在舊金山參加過同源會作文比
賽，通過講述華人在美的重要性而讓
她有機會深刻瞭解同源會，及推動自
己決心參政，她還笑說在當年的作文
比賽獲得獎項及 600 美元的豐厚獎
金。同時，馬靜儀還表示，同源會的作
文比賽已經有多年歷史，鼓勵了一代
又一代年輕人進行創造性思考，寫出
華裔美國人當前面對的問題，提出自
己的見解或改善意見，具有深刻意義
。她會繼續為華人社區發聲，爭取更
多的權利。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隨後代表
中華會館及各僑團向全美各地同源
會代表蒞臨芝加哥表示熱烈的歡迎，
同時將會一如既往支持美洲同源會

及芝加哥分會，共同促進華人團結。
開幕典禮上，聯邦眾議員丹尼戴

維斯和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為
芝加哥同源會前會長黃顯揚頒發了

“ 終 身 成 就 獎 ”（Lifetime Achieve-
ment Award），以表彰他多年來為芝
加哥同源會及華人社區作出的卓越
貢獻，場面溫馨。隨後，美洲同源會總
會副會長Davace Chin還為退伍老兵
頒發了榮譽獎章，全美各地同源會代
表還向芝加哥同源會贈送了紅包，並
共同祝賀芝加哥同源會創會 100 週
年大慶。 美 國 同 源 會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CACA）
於 1895 年在三藩市成立，迄今已經
有122年的歷史，在全美各地擁有20
個分會。美洲同源會是一個無黨派、
非牟利機構，是歷史最悠久的美國亞
裔民權組織。據悉，1943年美國總統
羅斯福廢除“2882排華法案”所用的
簽字鋼筆將在本屆年會期間公開展
出，以彰顯華人維權的艱辛歷史與重
大成就。

美洲同源會第美洲同源會第5454屆全美雙年會於屆全美雙年會於88月月3030日至日至99月月22日盛大召開日盛大召開
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僑團領袖共襄盛會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僑團領袖共襄盛會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何震寰處長致辭何震寰處長致辭

同源會會員同源會會員Cathy ChangCathy Chang
演唱美國國歌演唱美國國歌

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
洪磊總領事致辭洪磊總領事致辭 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致辭中華會館主席黃于紋致辭 伊州眾議員馬靜儀致辭伊州眾議員馬靜儀致辭

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
Davace ChinDavace Chin致辭致辭

芝加哥同源會會長芝加哥同源會會長
林寶嫦致辭林寶嫦致辭

庫克郡巡迴法庭書記庫克郡巡迴法庭書記Dorothy BrownDorothy Brown致辭致辭 聯邦眾議員丹尼戴維斯致辭聯邦眾議員丹尼戴維斯致辭 各界來賓高唱國歌各界來賓高唱國歌氣氛莊嚴氣氛莊嚴

聯邦眾議員丹尼戴維斯和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聯邦眾議員丹尼戴維斯和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
為芝加哥同源會前會長黃顯揚頒發了為芝加哥同源會前會長黃顯揚頒發了““終身成就獎終身成就獎””

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Davace ChinDavace Chin
向芝加哥同源會贈送紅包向芝加哥同源會贈送紅包 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Davace ChinDavace Chin還為退伍老兵頒發了榮譽獎章合影還為退伍老兵頒發了榮譽獎章合影

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向芝加哥同源會贈送紅包全美各地同源會代表向芝加哥同源會贈送紅包
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美洲同源會總會副會長Davace ChinDavace Chin
和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合影和芝加哥同源會會長林寶嫦合影 美洲同源會第美洲同源會第5454屆全美雙年會開幕典禮現場一角屆全美雙年會開幕典禮現場一角



CC55副刊
星期日 2017年9月3日 Sunday, September 3, 20170831D01

歐陽詢與子歐陽通歐陽詢與子歐陽通
歐陽詢與書法家薛稷、褚遂良、虞世南合稱【初唐四大家】。歐陽詢與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合稱

【楷書四大家】。歐陽詢子歐陽通，亦以書法聞名，父子合稱【大小歐陽】。
【悲慘童年】【臥碑三日】

歐陽詢（557-641），祖父歐陽頠（498-563）生二子（紇、約）；父親歐陽紇（498-563）生四子
（詢、亮、德、器）。13歲那年，任廣州刺史的父親歐陽紇舉兵反陳，失敗被殺，全家為此而受到株連。
七歲就被父親舊友江總（519-594）收養的歐陽詢，因年幼而幸免於難。江總督教他經史書法。據歐陽修
等撰《新唐書》，指出歐陽詢： 「貌寢侻（醜陋），敏悟絕人。」他對自己長相的不足，從小就有【自知
之明】，如果沒有【一技之長】，他的人生道路會更難走。所以，他從小就養成【樂觀向上】的個性，對
待自己的醜陋敢於直面，從不迴避，以慧贏人，靠才吃飯。他精讀經史， 「每讀輒數行同盡」【一目十
行】；常言道： 「見字如見人」，字是一個人的門面。他勤於書法，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
（239-303）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三日而後
去。」（唐劉餗《隋唐嘉話》）這就是【臥碑三日】的典故。後出仕隋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淵
（566-635）未顯貴時，多次交遊。李淵稱帝後，升遷為給事中（官職，可出入宮庭，常侍皇帝左右）。
唐武德（618－624）年間，高句麗特地派使者來長安求取歐陽詢的書法。唐高祖感嘆地說： 「沒想到歐陽
詢的名聲竟大到連遠方的夷狄都知道。他們看到歐陽詢的筆蹟，一定以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武
德七年（624），歐陽詢奉詔與裴矩、陳叔達修撰《藝文類聚》100卷。書成後，得到賞賜帛二百段。《藝
文類聚》與《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合稱 「唐代四大類書」。武德九年（626）7月2日【玄
武門之變】，8月9日唐太宗繼位。唐太宗酷愛書法，常與歐陽詢等書法大家論書。他終極夢想得到王羲
之的【蘭亭序】，派蕭翼從王羲之七代孫，即【永字八法】的發明人智永禪師（宋陳思所輯《書苑菁
華》）的弟子辯才手上騙得真蹟。有唐代閻立本《蕭翼取蘭亭圖》等為證，唐太宗也因此毀了一世英名。
其實辯才當初知道唐太宗要【蘭亭序】的時候，就將【蘭亭序】讓給他，他還真的不敢要。老子《道德
經》第66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
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當然唐太宗非聖，不知【不爭之爭】哲理，造成千古遺恨。貞觀初年，歐陽詢升為太子率更令，掌
知漏刻，因而又被稱為【歐陽率更】。後升任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他的醜異，同事見笑丟官。

後有唐孟棨《本事詩》記載：國初長孫太尉見
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 「聳膊成山字，
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獮猴。」
【詢嘲無忌】曰： 「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
寒。只因心渾渾（紛亂），所以面團團（肥
胖）。」因歐陽詢的【只因心渾渾】攻擊太
過，唐太宗（598-649）聞之而笑曰： 「詢此
嘲，豈不畏（長孫）皇後聞邪？」歐陽詢長得
不好，醜陋瘦小，不符合 「胖為美」的時尚，
加之他的耿直率真，不免會惹一些人不高興。
中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文德皇後喪，百官
坷。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眾指之。中書舍
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
馬。（《天平廣記》）最後有無名氏者作【補
江總白猿傳】施【污蔑之風】。江總為歐陽詢
養父，文中寫白猿擄走歐陽詢的母親，父親歐

陽紇找到白猿居所，殺猿救妻，妻與
白猿有孕而生歐陽詢，【穿鑿附會】
說歐陽詢生得醜陋，貌似猿猴。歐陽
詢娶妻徐氏，生四子（長卿、肅、
倫、通）。
【臨摹父書】【孝子賢臣】

歐陽詢在 69 歲時生第四子歐陽通
（626-691） 。 歐 陽 詢 於 641 年 逝 世
後，歐陽通由母徐氏教學，盼子繼承
父業。歐陽詢書手蹟，散在民間，家
藏無幾，徐氏不惜重價購回。歐陽通
朝夕【臨摹父書】，書法大進。初拜
蘭台郎，儀鳳（676-679）中，遷中書
舍人，就在這個時候，母徐氏病故。
歐陽通，在母親的墓旁搭草蘆守孝四

個寒暑。寒冬時節，家人們
擔心他的身體，就在他草蘆
中的蓆子下面墊上了一些氈
毯棉絮。歐陽通很生氣，認
為家人如此做法，讓他不能
盡孝子之責，堅持要家人將
氈毯棉絮撤走。歐陽通居喪
盡哀，時論稱有唐60年來，
朝官中居喪最嚴謹者。後累
遷殿中丞、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復轉司禮
卿、判納言事，即宰相職。
為相月餘，武後欲廢中宗，

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歐陽通與大
將軍岑長倩等泣諫，進折邪之說，
請立睿宗為太子。言甚切，忤逆武
則天。天授二年（691）為來俊臣陷
害下獄，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來
俊臣只好對岑長倩長子岑靈源用
刑，誣歐陽通、格輔元等數十人謀
反 ， 「皆 陷 以 同 反 之 罪 ， 並 誅
死」。武則天於神龍元年，詔追復
官；還家產，立廟祀之，並蔭一子
官繼嗣。歐陽通晚年用狸毛為筆，
外層覆以兔毫，再用犀像牙作管。
歐陽詢、歐陽通父子均以書法聞
名，被稱為【大小歐陽】。遺世作品有《道因法師碑》《泉男生墓誌》等碑。《道因法師碑》全名為《大
唐故翻經大德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道因法師俗姓侯，原出家成都多寶寺，唐貞觀年間，曾在長安大
慈恩寺協助玄奘翻譯佛經，因而碑文首題有 「翻經大德」之句。龍朔三年（公元663），他的弟子玄凝請
歐陽通書立《道因法師碑》來紀念他。《道因法師碑》，唐龍朔三年（663）鐫立，現存陝西西安碑林，
是歐陽通的代表佳作。泉男生（634-679），高句麗人，其父泉蓋蘇文。貞觀十六年（642），泉蓋蘇文盡
殺政敵，自任【莫離支】。【莫離支】相當於唐的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權力很大，專政國事。乾封元年
（666），泉蓋蘇文死，泉男生繼為【莫離支】。泉男生與其弟泉
男建、泉男產不睦，互相攻擊。結果泉男生為其弟所驅逐而投唐，
高宗命其為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繭郡公。歐陽通長
兄歐陽長卿時任上思田州宣撫元帥，他知悉弟弟被冤殺，而自己也
將被連坐時，即帶領全家大小，倉皇逃亡，逃往當時北人視為畏途
的嶺南，改名為區愷，是為區姓始祖。

《傳世碑帖》《史事帖》
歐陽詢《傳世碑帖》有【皇甫誕碑】【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徐州都督房彥謙碑】【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溫彥博碑】。楷
書【皇甫誕碑】是歐陽詢年輕時的作品，無立碑年月，碑藏於陝西
西安。楷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是唐貞現五年（631）立，李百
藥撰文，歐陽詢楷書。原碑在長安終南山佛寺，北宋慶曆年間石毀
後翻刻甚多。隸書【徐州都督房彥謙碑】唐。刻石。貞觀五年
（631）三月刻。碑藏於山東省章邱縣。房彥謙（547-615），字孝
中，唐太宗時宰相房玄齡（579-648）之父。碑額上題篆書雲：
「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碑文由李百藥撰文，歐陽詢書；碑

側題撰書人姓名及年月等；碑陰文題敘祭葬恩禮。此碑雖為隸書，
但不是漢隸，說它是楷書，筆畫中又有挑拔險峻的隸意，故應稱它
是歐體的隸書。歐陽詢所書的諸碑，楷書多，而隸書少，故此碑對
於學習和研究歐體隸書的人，應以此碑為重。對此碑的評論，前人
也有所雲，如清吳玉搢《金石存》曰： 「極挑拔險峻之妙，與正書
正是一律。蘭台《道因》（碑）亦全是此種風味也。」此碑因年久
腐蝕、磨損，下截已漫漶（模糊不可辨），在舊拓本中 「喜邦」之
「喜」字完好。日本《書道全集》有著錄。【九成宮醴泉銘】貞觀

五年（631），唐太宗皇帝命令修復隋文帝之【仁壽宮】，改名
【九成宮】，今陜西麟遊縣城西2.5公裡。翌年四月十六日，唐太
宗避暑來到【九成宮】，與長孫皇後在宮城內散步，走到宮城之
西，在遊覽宮中台觀時，偶然發現有一清泉。太宗帝萬分欣喜，便
令魏徵撰文、歐陽詢書寫而立一石碑。【九成宮醴泉銘】碑立於唐
貞觀六年（632）。此碑是歐陽詢七十五歲的楷書作品。【宣和書
譜】譽之為 「翰墨之冠」，趙孟頫說： 「清和秀健，古今一人。」
楷書【虞恭公溫彥博碑】又稱【溫公碑】【溫彥博碑】，唐貞觀十
一年（637）刻，岑文本撰，歐陽詢書。宋時碑石下半截斷裂，又
有牧童嬉戲，下截多漫泐，昭陵諸碑多如此。歐陽詢曾記述古人逸
傳數種，被後人匯為一集，總稱《史事帖》。現存【張翰思鱸帖】
【仲尼夢奠帖】【蔔商帖】三種。行書【張翰思鱸帖】為【天下第
七行書】。釋文：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
任不拘，時人號之為江東步兵。後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紜，禍難
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疑缺 「手」字）愴然，翰因見秋
風起，乃思吳中菰菜鱸魚，遂命駕而歸。」行書【仲尼夢奠帖】是
【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一。釋文： 「仲尼夢奠，七十有二。周王
九齡，具不滿百。彭祖資以導養，樊重任性，裁過盈數，終歸冥
滅。無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歸丘。墓，神還
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必不差二。」
行書【蔔商帖】蔔商是孔子弟子，字子夏，春秋時衛國人。他師事
孔子，師生間常有議論問答，極富哲理。釋
文： 「蔔商讀書畢，見孔子。孔子問焉，何
為於書。商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
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
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全文完）

呂克明呂克明

【【歐陽率更歐陽率更】】歐陽詢歐陽詢

歐陽詢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九成宮醴泉銘】】碑碑

【【歐陽詢楷書集字古詩歐陽詢楷書集字古詩】】宋葉采宋葉采
《《暮春即事暮春即事》》詩三四句詩三四句：： 「「閒坐小閒坐小
窗讀周易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不知春去幾多時。。」」唐閻立本唐閻立本《《蕭翼取蘭亭圖蕭翼取蘭亭圖》》宋代摹本宋代摹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歐陽詢行書歐陽詢行書【【張翰思鱸帖張翰思鱸帖】】為為【【天下第七行書天下第七行書】】

歐陽詢行書歐陽詢行書【【仲尼夢奠帖仲尼夢奠帖】】是是【【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一之一

歐陽詢歐陽詢【【蔔商帖蔔商帖】】釋文釋文：： 「「蔔蔔
商讀書畢商讀書畢，，見孔子見孔子。。孔子問孔子問
焉焉，，何為於書何為於書。。商曰商曰，，書之論書之論
事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離離
如參辰之錯行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商所受於夫子
者者，，志之於心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弗敢忘也。。」」

歐陽通歐陽通《《道因法師碑道因法師碑》》

歐陽詢隸書字帖歐陽詢隸書字帖《《大唐宗聖觀記大唐宗聖觀記》》

創刊於創刊於 18791879
年的年的《《朝日朝日
新聞新聞》》報頭報頭
中的中的 「「朝朝、、
日日、、聞聞」」 就就
是從是從《《大唐大唐
宗聖觀記宗聖觀記》》
碑 中 選 取碑 中 選 取
的的，，但是全但是全
碑碑 10001000 多個多個
字 沒 有字 沒 有
「「新新」」 字字，，於是從碑中找到一於是從碑中找到一

個個 「「親親」」 字再加一個字再加一個 「「柝柝」」 去去
掉左邊木旁和最後一點合在一掉左邊木旁和最後一點合在一
起起，，造出了一個造出了一個 「「新新」」 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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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霆與馬思純曬自拍
桌上的煮雞蛋亮了

今日陳偉霆在微博曬出兩張自拍照，並寫到：“圖

壹影後說沒焦點，圖二就是證明有焦點然而卻招嫌棄。

”據悉陳偉霆正在和馬思純合拍電視劇《橙紅年代》，

圖中正是和導演劉新、馬思純、葉祖新壹起午餐。

自拍延續了陳偉霆壹貫的風格，怪不得連影後馬思

純都“嫌棄”。然而在那桌看起來頗為豐盛的劇組餐中

，四個煮雞蛋卻亮了。早前陳偉霆曾表示，為了更符合

《橙紅年代》中劉子光的外形，特意去曬黑增肌，並且

要保持四個月，所以期間不僅要隔壹兩周就去曬燈，更

是堅持每天健身，飲食也頗為註意，餐餐雞胸、蛋白，

敬業態度值得點贊。

伊能靜曬出壹張自己和女兒米粒靠在

沙發上的照片，配文：“米粒爸的眼睛。

”照片中的母女倆身穿居家服慵懶靠在沙

發上看著平板電腦，伊能靜壹手摟住小米

粒，交疊的白腿很是搶鏡。

網友見此紛紛表示不懂伊能靜的意思

：“這照片是誰拍的呢？”伊能靜隨後也

回復解釋：“米粒爸眼睛裏的我們啊~~~米

粒媽玩砸了，沒人懂?太抽象了?”網友留言稱：“米粒

媽媽大長腿！”“美美的米粒和麻麻！”“放眼望去全

是腿！”

何潤東讀網友惡評
場面尷尬全程機智回復

近日，何潤東在某節目中

回復網友勁爆惡評，他全程機

智回復，網友驚嘆“反應力百

分之壹百”。

訪談中，何潤東逐條讀網

友評論：“何潤東+黃子韜，應

該找不出比這辣眼睛的陣容了

”，“我會幫妳轉達給wuli韜韜

的。”“我很想知道何潤東的

衣服為什麽不能大壹碼呢？非

得繃成那樣？”何潤東笑答曰

“我也不知道呢，所以我這件

衣服也被繃爛了。”“何潤東

能不糟蹋高富帥了嗎”“何潤

東都能當演員，大家還是不要

放棄夢想”“就是壹個褪了毛

的人猿泰山”“到底是誰給何

潤東的勇氣，讓他壹直演霸道

總裁”答曰“是梁靜茹吧”。

“只要有何潤東，就是對我視

覺體驗的壹次強暴”“壹把年

紀胖成狗了，就不要演偶像劇

了”“何潤東rio吃藕。”

面對網友如此直白的惡評

，何潤東還能戲謔玩笑，但

明顯眉目中滿是“好氣哦”

的崩潰神態，而何潤東還轉

發了網友評論，也讓不少網

友驚嘆：“居然是本尊！心也

是rio大！”

接棒霍建華鐘漢良？
新天涯四美橫空出爐

自“天涯四美”走紅網絡，霍建華、鐘漢良、嚴屹寬、喬振宇便

因純良無害的白衣道長徐長卿、妖孽莫測的玉面修羅顧惜朝、器宇軒

昂的牡丹太子李建成、高潔孤傲的絕世奇醫歐陽明日等古裝形象榮膺

萬眾矚目的“古裝屆扛把子”。而近日，繼老牌天涯四美爆紅之後，

“新天涯四美”重新洗牌，以玉面公子楊洋、玉樹臨風馬天宇、盛氣

狷狂張彬彬、自帶仙氣於朦朧組成新四美，以逆天顏值與不盡相同的

瀟灑氣質賺足關註度，不僅在顏值上被網友戲稱“接棒老牌四美”，

更在潛力值上被大贊“潛力無限，未來可期”，引發壹眾網友擁躉。

接棒霍建華鐘漢良？新天涯四美橫空出爐

據了解，楊洋、馬天宇、張彬彬、於朦朧組成的新天涯四美壹經

上線，便引起軒然大波。由他們分別演繹的影版《三生三世十裏桃花

》情根深種夜華、《怪俠壹枝梅》中扮相驚艷賀小梅、《秦時麗人明

月心》嬴政、《軒轅劍之漢之雲》中壹襲白衣勝雪白衣尊者徐暮雲等

角色令網友瘋狂舔屏，舉手投足間的絕代芳華可謂是為各路剪刀手創

造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寶庫，引得不少網友聲稱要為這幾位美

顏盛世的小哥哥“瘋狂爆燈”。

elina靠這招激起男生保護欲
吐露小女人心聲
據臺灣媒體報道，曾之喬和王子（邱勝翊）日前上節目

宣傳新戲，兩人大方聊初戀，話題壹聊開，連主持人Selina

也忍不住分享戀愛時自己很愛去“釣蝦場”約會，可以激起

男生的保護欲、還可以增進情感。曾之喬的初戀談了將近5

年，因為平常自己會下廚，所以通常只有做菜的份，但她坦

承：“喜歡會做菜的男生，而且我沒交過這樣的男朋友，交

到這樣的男友應該很幸福。”她說，廚房只能有壹個廚師，

所以如果另壹半會做菜的話，絕對不會跟他搶，只想在壹旁

收拾東西就好。Selina則說“我也沒交過，我也很希望”吐

露出小女人的心聲。王子在節目中透露自己的初戀是在學生

時期，搭公車時發現可愛的學妹，為了跟她在壹起每天準時

搭同班公車，但最後因為畢業，兩人聚少離多因而分手。

修傑楷稱做飯老婆孩子都愛吃
咘咘聞到香味就開心

據臺灣媒體報道，修

傑楷日前出席活動變身主

廚，由於他小時候家裏開

小吃店，看久了就會做，

早已練就壹手好廚藝。他

平常在家會做飯和甜點，

拿手中式料理，“火候掌

握都是自學，老婆和小孩

都愛吃。”修傑楷也笑說

，小孩子對咖哩的忠誠度

超高，壹聞到香味就開心

，女兒咘咘就是。

平常只要休假，會上

市場買菜做料理給家人享

用，修傑楷笑說：“賈媽

廚藝也很厲害，目前還是

輸給她。”也透露為人父

母後，更能感受自己的小

朋友若生病，心中會有多

惶恐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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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姐驚悚新片《母親》再發預告
壹點點告訴妳這個恐怖故事是如何發生的

由《黑天鵝》導演達倫· 阿羅諾

夫斯基執導、大表姐詹妮弗· 勞倫斯

聯手哈維爾· 巴登驚悚新作《母親》

日前曝光了壹支電視預告片。

影片中，主人公夫婦原本過著

平靜幸福的生活，但壹群不請自來

的客人打亂了他們的節奏，夫妻之

間的關系也經受著極大挑戰。

這支預告片與前幾支預告片的

剪輯手法略有不同，時間線更加清

晰，也更能看出夫妻二人關系從親

密無間到嫌隙漸生的過程。達倫· 阿

羅諾夫斯基擅長鋪墊懸念，除了給

出故事線索，還以細節和配樂來烘

托女主角的恐懼。《母親》將於9

月15日在美國上映，米歇爾· 菲佛

、艾德· 哈裏斯、多姆納爾· 格裏森

與克裏斯汀· 韋格等人均有出演。

《星際特工》花絮曝光幕後搞笑瞬間
女主卡抽矜持不過3秒 放飛自我圓“打女夢”

呂克· 貝松執導的科幻巨制《星

際特工：千星之城》近日再曝幕後

特輯。戴恩· 德哈恩和卡拉· 迪瓦伊

分別在影片中飾演男主角“韋勒瑞

恩”和女主角“洛瑞琳”，戴恩· 德

哈恩壹反曾經銀幕“小綠魔”經典

反派形象，卡拉· 迪瓦伊沖破超模職

業界限，首登太空題材電影大銀幕

，兩人搖身壹變時空警察，維護宇

宙空間站和平，給觀眾留下深刻印

象。

此次幕後特輯，曝出戴恩· 德哈

恩和卡拉· 迪瓦伊在影片中眾多的動

作橋段畫面，兩人做為《星際特工

：千星之城》銀幕CP，影片中很多

鏡頭需要兩人共同拍攝完成，盡管

是第壹次合作，在拍攝現場默契感

也是十足。維密超模出身的卡拉· 迪

瓦伊，從片方宣布定角開始，就受

到外界很多有關她是否能夠演繹此

角色的質疑，而其本人在電影中以

實力證明了自己。

拍攝這部影片，讓卡拉· 迪瓦伊

得以圓打女夢：“自己壹直都想讓

自己性格裏野丫頭的壹面登場，小

時候就特別想，這次絕對是圓夢體

驗。”而在幕後花絮中也可見，卡

拉在拍攝過程中十分放飛自我，解

放天性，讓呂克· 貝松導演及現場工

作人員都倍感驚訝。導演呂克· 貝松

爆料每次吊威亞戴恩和卡拉都要上

，但卡拉總會“爭第壹”：“剛開

始我也是對超模出身的她持有懷疑

，但實際上她做的非常好，比如很

多需要釣威亞的戲份，卡拉總是沖

在前面，大喊自己要第壹個上。”

此外導演也曾在采訪中表示卡拉· 迪

瓦伊是飾演洛瑞琳的第壹人選，如

此高度的評價也回應了外界的質疑

。影片中，戴恩· 德哈恩與卡拉· 迪

瓦伊全程對手戲，從影片伊始，戴

恩沙灘浪漫狂撩卡拉，透過電影銀

幕大秀恩愛，跨越時空維度，猛追

女主。兩人在執行星際任務過程中

，默契感十足，壹方陷入危險之中

，另壹方則會毫不猶豫設法施救，

甜蜜感爆棚，令觀影觀眾大呼羨慕

不已。在特輯中也可看出，兩人影

片戲份拍攝相當和諧，十分登對。

而呂克· 貝松在之前的采訪中提到：

“影片中所出現的每壹個角色都是

經過嚴格的試鏡篩選才決定的，包

括戴恩· 德哈恩和卡拉· 迪瓦伊，在

選用他們兩個之前，都經過了長時

間的慎重考慮，我要確保選到最適

合我影片角色的那個人。”

《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原著

漫畫直接影響了多部科幻經典的創

造，也是呂克· 貝松籌備多年的壹個

星際夢想。戴恩· 德哈恩向觀眾透露

：“這部漫畫壹直是很多科幻電影

的借鑒參考，包括《星球大戰》、

《阿凡達》等影片的靈感很多都來

源於此，在當下拍攝壹個原創故事

是壹個非常妙的點子。”所以除了

選角以外，呂克· 貝松導演對影片制

作同樣高標準把關：“我的工作團

隊有超過2000人為該影片服務，使

用目前世界頂端特效技術制作影片

。”從此次曝幕後拍攝花絮可看出

，導演呂克· 貝松打造影片場景十分

用心，無論是影片中所需要的拍攝

道具，還是影片場景搭建，造型都

極為逼真，真實還原漫畫原著中所

出現的每壹個太空場景和每壹種太

空生物，給予影片觀眾最極致的視

覺體驗。

該影片由歐羅巴影業出品、基

美影業協助推廣，以3D，Imax3D,中

國巨幕3D，杜比世界等形式正在全

國熱映。

大本有望執導戰爭片《紅色警隊》
喬治克魯尼監制 卡西阿弗萊克或出演男主

雖然不再執導《蝙蝠俠》，但本· 阿弗萊

克的導演生涯還將繼續。據外媒報道，大本

或有望執導根據同名回憶錄改編的戰爭片

《紅色警隊》(Red Platoon，暫譯)。

原著記敘了作者克林頓· 羅姆沙在阿富汗

戰爭的經歷。2009年10月3日，300多名塔利

班士兵，黎明前突襲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界

壹處有爭議的美國前哨基地。身為三個孩子

父親的羅姆沙帶領壹小群士兵進行反擊，沖

破看似不可逾越的險阻，拯救數十個美國人

生命。他也因這壹英勇事跡獲得美國國會勛

章。

小本大本有望再度聯手？

據悉，目前該項目仍處在前期洽談中。

影片版權已由索尼購得，喬治· 克魯尼將是制

片人之壹。消息人士透露，大本希望由自己

的弟弟奧斯卡得主卡西· 阿弗萊克（《海邊的

曼徹斯特》）擔任男主角。如果該項目最終

成型，這將是大本和小本繼2007年的《失蹤

的寶貝》之後的第二次合作。

“刀劍神域序列之爭”中文主題曲燃爆
日本歌手LISA全中文演唱 9月15日約起來

根據日本輕小說家川原礫創作的小說

《刀劍神域》所改編的動畫電影《刀劍神域

：序列之爭》將於9月15日登六大銀幕與全

國觀眾見面。日本搖滾歌手LiSA演唱主題曲

《Catch the Moment》的中文版。

LiSA作為日本知名的搖滾流行女歌手，

她個性魅力的聲音與燃力十足的《刀劍神域

》完美契合，曾多次為《刀劍神域》演唱主

題曲和片尾曲，其中《刀劍神域》第壹季主

題曲《crossing field》壹經發布便迅速走紅，

榮登Oricon榜單第五位。此次LiSA為居場版

《刀劍神域：序列之爭》演唱的主題曲

《Catch the Moment》更是由其本人親自作詞

完成，是以“傳達情感”為目的的王道歌曲

，同時也將LiSA對《刀劍神域》的情感率真

地表達出來。

LiSA 曾以 TV 動畫 《Angel Beat》中

“Girls Dead Monster”第二代主唱“Yui”的

名義，演唱了《Thousand Enemies》與《壹番

の寶物》而走紅，之後又演唱了《Fate/Zero

》、《偽戀》、《刀劍神域》等多部人氣動

畫的主題歌。

此次在居場版《刀劍神域：序列之爭》

中再度獻唱主題曲，讓粉絲重新聽到了LiSA

極具感染力的聲音，勾起了無盡的回憶，更

從旋律中感受到影片熱血戰鬥的場面以及桐

亞夫婦間相知相惜的細膩炙熱情感。

據外媒報道，DC《黑暗正義聯盟》終於有了新消息。

《黑暗正義聯盟》原本是由道格· 裏曼執導，但後來他因為檔

期沖突而退出本片，專心制作《混噸漫步》。自道格· 裏曼離開之

後，本片幾乎處於停滯狀態。近日才有消息曝出，影片編劇人選

已經確定——是《足不出戶》的編劇兼導演Gerard Johnstone。

《黑暗正義聯盟》的故事主角是康斯坦丁、紮坦娜、死人、

沼澤異形、暗影等“反英雄”；目前劇情細節不得而知，演員人

選也仍未確定。康斯坦丁大概是最受觀眾喜愛的“反英雄”了，

2005年基努· 裏維斯在《地獄神探》中的演繹為人稱道，2014年馬

特· 瑞恩出演了電視劇版的《康斯坦丁》。1982年，米高梅還出品

過壹部“沼澤異形”的獨立影片，名字就叫《沼澤異形》。

雖然編劇人選已經確定，但本片的導演還沒著落，早前曾有

傳聞稱《小醜回魂》的導演安德斯· 穆斯切蒂將執導本片，但後來

不了了之。另有消息稱，目前華納正在考慮由《荒蠻故事》的導

演達米安· 斯茲弗隆接手這個項目。

看起來，距離本片與觀眾見面還有壹段時日。

《羅賓漢》改檔避開《環太平洋2》
延期至明年9月上映 增加IMAX播放版本

DCDC《《黑暗正義聯盟黑暗正義聯盟》》終有新消息終有新消息
編劇人選敲定編劇人選敲定 《《荒蠻故事荒蠻故事》》導演或將執導導演或將執導

昨天獅門影業發布壹系列調檔計劃，包

括由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監制的《羅賓漢：

起源》。電影改為2018年9月18日上映，之

前的檔期是2018年3月23日。

《羅賓漢：起源》作為“羅賓漢”的起

源故事，講述了十字軍戰爭歸來的羅賓漢發

現自己的故鄉諾丁各種腐敗和罪惡盛行，為

了改變現狀，他網羅了壹群逃犯與惡勢力對

抗的故事。

該片由《王牌特工》塔倫· 埃格頓主演，

《浴血黑幫》奧托· 巴瑟斯特執導，《亞瑟王

：劍的傳奇》宙比· 哈羅德執筆劇本。

原來的3月檔期十分繁忙，不僅僅有派拉

蒙的《行動時刻》（暫譯，Action Point）和

《吉諾密歐與朱麗葉2》，還有傳奇影業的

《環太平洋2》。《羅賓漢：起源》改檔後還

宣布了壹個新消息：電影的播放版本將包含

IMAX制式。

《環太平洋2》也是本月初剛剛宣布改檔

，由原本的2018年2月23日推遲到2018年3月

23日。《羅賓漢：起源》改檔或想避開與

《環太平洋2》的直接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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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EADY.
A R E YOU ?

Must be 21 to enter casino. ©2017 Pinnacle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LAubergeLC @LAubergeLC/LAubergeLC

G A M B L I N G  P R O B L E M ?  C A L L  8 0 0 . 5 2 2 . 47 0 0 .

星期日 2017年9月3日 Sunday, September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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