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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將於 9
月 7 日晚間 7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時 30 分播出最新內容﹐節目將分析這次哈
維颶風造成的重大災後與災後重建和賠償﹒現場將邀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請多位評論員包括常中政﹑
馬健﹑陳建賓教授和德州專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並關注兩岸政
業工程師委員會主席黃安祥一起加入討論﹐
討論議題﹕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 日(周二)晚間
「休士頓為何容易淹水﹖
」﹑「休士頓兩座水壩建於二戰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後」﹑
「Fort Bend County 防洪堤難擋暴雨量」﹑「水壩洩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洪淹更慘, 居民提告市政府」﹑「哈維對休士頓經濟衝擊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大」﹑「八成受災房屋未保水災險, 損失難估」與「水災險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 A12 休城
申辦, 30 天後生效」敬請準時收看﹒
社區)

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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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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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力度提升
生豬養殖業面臨治汙挑戰

隨著環保力度提升，作為嚴重汙
染行業的生豬養殖面臨的治汙壓力也
不斷加大。目前，各省關於禁養區畜
禽 養 殖 場 ( 小 區) 的 關 閉 及 搬 遷 ， 除 了
四川、湖南還未公布明確完成時間，
廣西壯族自治區預計 2018 年底完成，
其余各省市自治區預計均在 2017 年底
前完成，目前僅剩余 4 個月時間，此
外，還有 20 多省份需要完成禁養區清
退。分析人士指出環保將繼續壓制行
業產能恢復，客觀上延緩了能繁母豬
存欄量的回升，繼而影響該輪豬周期
的周期跨度。

養殖汙染受重視
近日，農業部就“整縣推進畜禽糞
汙資源化利用”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
農業部提到，到 2020 年，列入國家支持
的 200 個畜牧大縣全縣畜禽糞汙綜合利
用率需達到 90%以上，規模養殖場糞汙
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達到 100%。
根據農業部相關負責人介紹，全國
每年產生畜禽糞汙總量達到近 40 億噸，
主 要 分 布 在 586 個 畜 牧 大 縣 。 今 年 以
來 ，國家發改委、農業部研究提出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集中中央預算內投

資、加大投入力度，支持 200 個以上畜
牧大縣整縣推進畜禽糞汙資源化利用工
作。
相關專家分析指出，我國是養豬大
國，豬場糞汙處理已經成為制約養豬業
發展的主要瓶頸，正面臨著豬場汙水產
量大，處理成本高，汙染治理難度大，
種養結合不緊密，區域布局不合理等難
題。隨著修訂後的環保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畜禽養殖業逐漸進入環保高
壓期。2015 年“水十條”規定 2017 年
底前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
小區)和養殖專業戶；2016 年 4 月，全國
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將全
國生豬養殖劃分為四類區域；2016 年 5
月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明確規
定禁養區劃分依據；2016 年 11 月“十
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再次重申 2017
年底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
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
截至目前，全國累計劃定畜禽養殖

禁養區 4.9 萬個，面積 63.6 萬平方公裏
，累計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畜禽養殖場
（小區）21.3 萬個。除四川、湖南還未
公布明確完成時間，以及廣西壯族自治
區預計於 2018 年底完成，其余各省市自
治區預計均在 2017 年底前完成禁養區畜
禽養殖場（小區）關閉、搬遷。
多地加快拆除豬場
環保部在近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
通報 2017 年上半年《水汙染防治行動計
劃》重點任務進展情況時指出，2017 年
山西、吉林、黑龍江、湖南、廣西、海
南、西藏、貴州、雲南、陜西、甘肅、
青海、寧夏、新疆等 14 個省市自治區未
完成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且關閉搬遷工
作進展緩慢。2017 年農村環境綜合整治
目標為 2.8 萬個建制村，已開工建設 2 萬
個（建成8509個），青海、吉林、天津、
廣西等 4 個省市自治區工作滯後。
隨著 2017 年底最後期限的臨近，各

地環保整治力度不斷加大。以山東省為
例，7 月 31 日，山東省畜牧獸醫局、山
東省環境保護廳聯合印發了《山東省畜
禽糞汙專項整治行動實施方案》。方案
顯示，山東省將從 8 月份起，全面開展
畜禽糞汙專項整治行動，濟南、淄博、
聊城等地紛紛出臺相應文件，預計該省
產能影響幅度約 10%-15%。
2015 年、2016 年廣東就進入了集
中拆遷階段，據統計，廣東目前已經拆
除豬場 49800 個，減少生豬 502 萬頭。
廣東省養豬協會會長吳秋豪曾表示，廣
東未來還有 1.15 萬個有待關閉，涉及生
豬存欄多達 133.7 萬頭。
牧原股份認為，國家對養豬行業的
環保要求持續提高，客觀上延緩了能繁
母豬存欄量的回升。廣發證券分析指出
，隨著生豬養殖規模化、結構性補欄、
環保執法、散養戶行為等因素對豬周期
的影響，本輪高景氣周期跨度或將持續
超出市場預期。

融資租賃企業資產規模破 2 萬億 近 30 家上市公司布局
綜合報導 融資租賃業務正成為上市公司的“新
寵”。據記者統計，8月以來，包括金固股份、皇庭國際、
長榮股份、方盛制藥等在內的近30家上市公司涉足或
加大融資租賃業務，參與形式包括設立或收購融資租
賃公司、開展售後回租業務等。業內專家認為，我國
融資租賃業正處於從粗放發展向穩定性競爭過渡階
段，協同產業鏈的發展才是未來主流的發展方向。
寶德股份發布 2017 年半年度報告顯示，上半
年公司實現營收 3 億元，同比增長 26.3%，業績增
長穩健。公司營業收入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其中
融資租賃業務營收 2.5 億元，占總營收的 83%，同
比增長 11%，凈利潤 0.5 億元。此前，特變電工 8
月 18 日公告稱，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擬以 5
億元在天津自貿區投資設立融資租賃公司。
對於上市公司而言，融資租賃業務成了新的盈
利增長極。以晨鳴紙業為例，公司 2017 年上半年

營收 137.49 億元，凈利 17.46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29.63%和 85.86%。其中，融資租賃營收為 11.28
億元。晨鳴紙業表示，目前融資租賃公司已經成為
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未來發展態勢良好。
目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加大對融資租賃
業務的投入。統計顯示，8月以來，包括金固股份、
皇庭國際、長榮股份、方盛制藥、華譽能源、振華
科技等在內的 23 家上市公司公告涉足融資租賃。
其中，川大智勝和特變電工擬設立融資租賃公司，
皇庭國際和長榮股份擬收購融資租賃公司股權。
需要指出的是，興業銀行上周也發布擬對子公
司興業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增資 20 億元的公告。
業內認為，此次興業銀行擬對全資子公司興業租賃
進行增資，將有助於興業租賃增強資本實力，提升
市場競爭力和影響力，鞏固市場地位，並進壹步強
化興業銀行的集團專業經營能力，進而提升集團綜

合經營效益。
融資租賃是指出租人根據承租人對租賃物件的
特定要求和對供貨人的選擇，出資向供貨人購買租
賃物件，並租給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則分期向出租
人支付租金。它是壹種集融資與融物、貿易與技術
更新於壹體的新型金融產業。商務部日前發布的
《中國融資租賃業發展報告(2016-2017)》顯示，
截 至 2016 年 底 ， 全 國 融 資 租 賃 企 業 資 產 總 額
21538.3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32.4%。
記者了解到，目前A股市場上，以融資租賃作為
主業的公司只有渤海金控，其他企業主要以子公司的
形式開展融資租賃業務，如中航資本、東莞控股、廣
匯汽車、柳工、摩恩電氣、申通地鐵、華鐵科技、金
洲慈航等，還有各大銀行下設的金融租賃公司。
有業內人士表示，我國融資租賃行業雖然經過
了前幾年的快速發展，但整體從行業內分部門、分

地區來看，發展存在不均衡，市場滲透率不到
5%，遠低於成熟市場 15%至 30%的水平，並且業
務模式趨同，盈利模式相對單壹。目前，該行業正
處於從粗放發展向穩定性競爭過渡階段。

時事剪影

德國壹座 16
16..68 米高巨型沙雕城堡創世界紀錄

迎來 2歲
0 生日
瑞士雙頭龜傑納斯

峭壁上的商店

離地 1828 米為攀巖者提供補給

近日，
近日
，美國科羅拉多州
美國科羅拉多州，
，據外媒報道
據外媒報道，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壹個峭壁之上
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壹個峭壁之上，
，
日前出現了壹間 “崖壁店
崖壁店”。
”。然而
然而，
，要入內購買食品卻毫不容易
要入內購買食品卻毫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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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邓峥晖：亲身经历当下最大“海归潮”
“你怎么回国了？”刚回上海时
，不少见到我的同学和朋友都这样问
我。在他们看来，我是最不可能回国
工作的那个人。
我叫邓峥晖，5 年前从复旦大学
毕业后，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出国前，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
标：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定居。
虽然本科和硕士的专业都是国际
关系，我对金融也有浓厚的兴趣，一
直自学金融专业知识。留学的第二年
，开始找实习工作的我，应聘上了一
家位于华尔街的公司。繁重的学业加
上每周两到三天的实习，我的留学生
活充实而收获满满。
为实现出国前定下的目标，我经
常向中国留学生咨询留在美国就业、

定居等事宜。结果却出乎预料，大多
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准备回国发展。
我的中国同学也基本打算回国就业。
在纽约，我还认识了一些华人，
大多数是留学后定居的“移一代”。
他们中有不少人对我准备留下来工作
持保留态度。一位来自上海，已经定
居多年的大哥更是直言，如果他是我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大学毕业
后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然后来美留
学、定居的他发现，“对于年轻人而
言，现在国内的机会更多。”
另外，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
学交流时，我发现，在他们眼中，中
国已经成为机遇的代名词。当不少国
家都在收紧海外人才政策时，中国却
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人才

中国梦激荡归国潮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
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
，余愿足矣！”今年 1 月 8 日，年仅 58
岁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不幸因
病去世。9 年前，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
条件回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
果。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中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数据显示，留
学归国人员比例由 2012 年的 72.38%增
长到 2016 年的 82.23%，他们用一个个
人生梦、事业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动力。

学成回国贡献巨大
食品安全检测、果实成熟度检测
、药品真假、毒品鉴别……这些专业
分析将来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就能
完成。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鲍捷正在
做这件事。他领导的团队两年前研发
出手机芯片大小的微型“量子点光谱
仪”，有望让已存在 100 多年的传统光
谱仪变得廉价又便于携带。
鲍捷是中国无数留学归国人才的
一个缩影。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
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 265.11 万人
。这些留学归国人才里精英云集。著
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单分子酶学
奠基人谢晓亮、驾驭中国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的“深潜英雄”崔维成、
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据统计，
目前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超
过七成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他们回国后，用智慧和汗水释放
出巨大创造能量。从奥地利因斯布鲁
克大学留学归国的潘建伟，带领团队
在 2016 年实现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从美国
康奈尔大学学成归来的李菂，在中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FAST)
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近年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
李文辉实验室、邵峰实验室等科研团
队，接连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突破，
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自然· 微生物学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

为何能取得如此傲人成绩？从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回国的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认为，关键
是打破了传统科研管理的预算申报、
考评标准等束缚。
体制机制顺，则人才聚、事业兴
。为此，2015 年，中国整合“回国(来
华)定居工作专家项目”“北京市海外
人才聚集工程”等 55 项省部级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整体上解决各
地“引智”政策不一难题。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
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同年，中共
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要不唯地
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
拘一格用好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
今年 4 月 1 日起，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

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去农户家里了解收入情况、帮村
民代笔写材料……这是“海归”村官
刘琦的工作常态。2015 年，从瑞典本
科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北京大兴区采
育镇施家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能用国外学到的知识建设家乡，
很有成就感。”她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留学人员
回国追梦。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这样
评价说：“(他们)要做民族复兴征程中
的创业者而不是旁观者。”
中国政府正积极创造条件，鼓励
和吸引海外人才将个人梦想融入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优惠的政府政策、活跃的经济、在
科教事业持续投入、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让海外学子回国创新创业如鱼
得水。外媒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
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
为之汇聚能量。正如 2013 年习近平在
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所
说，只要广大留学人员同人民站立在
一起、同人民奋斗在一起，就一定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
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历史的绚丽篇章。

。“读十本成功学的书，不如去中国
试一试”，他们认为，作为世界经济
增长引擎的中国，拥有无限潜力和可
能性。
连外国人都来中国发展了，我为
什么还要离开？我开始反问自己。
在实习过程中，我还发现，华尔
街虽然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已经过了
顶峰期。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性无可比拟。作
为一个年轻人，更应该在一个更具成
长性的环境中磨练自己。
2015 年 7 月，我回到上海。回来
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自己的
心态与预期。我知道，虽然顶着“名
校海归”的光环，又有在华尔街长期

实习的经历，但毕竟已经离开国内好
几年时间，肯定需要一段调适期。我
先找了一份与之前实习时工作内容差
不多的工作。 在业余时间，不断加强
业务知识的学习，并自学通过了多个
从业资格考试。现在，我任职于一家
国内排名靠前的城商行总行。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报道，近 5
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数逐年
增加。我很荣幸亲身经历了这次当下
中国最大的“海归潮”。最近还看到
不少关于“海归”回国的新闻，其中
《哈佛八博士后“集体归国”记》更
是刷爆“朋友圈”。每天穿梭于陆家
嘴的我，看着这里的金融人才政策和
配套服务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外资
金融机构出现在身边，人民币国际化

进 程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 …… 作 为 一 个
“金融人”，能够与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的建设共同成长，我与有荣焉。我
很高兴成为这一切的参与者，而不仅
仅是旁观者。
我注意到，现在还有不少“近
半 海 归 初 就 业 工 资 低 于 XX 元 ” ，
以及后续所引发的关于“留学值不
值”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个话题
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使是“海归
”，也需要放低姿态，光有头衔还
远远不够，最后还要靠个人的努力
、能力与素质。
以我和我同学的经历来看，有一
点绝不会错，在当前国内的政策环境
下，只要努力，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你的所学都会有用武之地。

海归博士潘建伟：
科研雄心在祖国“一飞冲天”
“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
中国人能不能赶上科学前沿、引领
重大创新?”潘建伟说,“中国科研
工作者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证明,不仅在国外可以
做得很优秀,在国内也能做出很好
的成就。”
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
副校长。利用去年 8 月发射的全球
首颗量子科研卫星“墨子号”,潘建
伟团队近期连续实现“千里纠缠、
星地传密、隐形传态”三个国际科
研重大突破。他的“量子雄心”,在
祖国的创新热土上,一飞冲天。

留学欧陆,出国是为了更好地
回国
潘建伟的“量子梦”始于 20
多年前。
1992 年,中科大本科生潘建伟在
毕业论文中,不乏莽撞地向“不合常
理”的量子力学理论提出质疑。
“我试图在论文中找个例证,
来否认这个理论。”正是在这次
“挑战”中,潘建伟迷恋上量子世
界的奥妙与未知。从此,他将量子
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当时中国的量子物理研究,无
论理论还是实验都远远落后于国际
先进水平。1996 年,潘建伟来到量
子力学的诞生地奥地利,进入因斯
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量子物理学大师塞林格教授
带领下的科研小组里,潘建伟很快
崭露头角,1997 年以他为第二作者
的论文“实验量子隐形传态”,被
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全球十
大科技进展。
但成为国际一流学者并不是潘
建伟梦想的全部。
第一次见到导师时,赛林格问
他:“潘,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
梦想是,在中国建一个和这里一样
的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
追随梦想,潘建伟 2001 年回到
祖国,在中国科大与同学杨涛一起
组建量子信息实验室。
在基础极为薄弱的状况下,潘
建伟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建

设,同时与国际先进研究机构保持
密切联系。他“国内国外两边跑
”,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海
德堡大学等机构从事合作研究。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
,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
背景的人才。多年来,潘建伟一直
有针对性地选送学生出国留学,把
他们送到量子信息研究的优秀国际
小组加以锻炼。
近年来,这些年轻人悉数回国,
使潘建伟的量子研究团队得到了空
前壮大,一支特色鲜明、优势互补
的年轻量子信息科研队伍,在中国
成型、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成果多次入选“国际年
度十大科技进展”“国际年度物理
学重大进展”,十余次入选两院院
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

国际领跑,抢占量子科技创新
制高点
以潘建伟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
科大科研团队,已使中国成为国际
量子信息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今年以来,他们连续实现多项重
大突破,使中国在量子信息多个领
域成为“国际领跑者”。
——今年 5 月,潘建伟团队在去
年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操纵的基础
上,利用高品质量子点单光子源构
建了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
的光量子计算机,实现了目前世界
上最大数目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
——今年 6 月,潘建伟团队宣布,
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
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
缠分发。他们用严格的科学实证,回
答了爱因斯坦的“百年之问”。
——今年 8 月,潘建伟团队宣布
,“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
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
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至此,“墨子号”三大既定科
学目标均成功实现,为我国未来继
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
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验前沿
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兼具实用化

和科学意义。
“这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
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
的优势地位。”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介绍,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
科技创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
标杆,实现了“领跑者”的转变。

国家力量,为放飞“量子梦”
提供坚实根基
“墨子号”连续取得重大科研
突破,潘建伟团队牵头研制的全球
第一条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京沪干线”很快也将全线开通。
与卫星、地面站互联,不久后,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天地一体化”的洲
际量子通信网络将见雏形。
“这是中国几代科学家经过长
期积累、共同努力结出的创新成果。
”潘建伟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积
累,我国已到了“创新爆发”阶段。
他把量子研究的突飞猛进归功
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以“墨子号”卫星为例: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
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卫星的每一个部件都
凝聚了各个科研机构的心血。
“不同机构纷纷给我们提供所
需的基础元件,让我们的创新想法
有了很好的工程基础。我在欧洲、
美国、加拿大的同行,都曾有过这
样的科学设想,但没有这样的国家
全力支持。”潘建伟说。
潘建伟未来的目标还有很多:
构建“天地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
信网络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引领地
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下一代国家
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探索对广义相
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原理
的检验……
“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
我相信量子通信将在 10 年左右时
间辐射千家万户。期盼在我有生之
年,能亲眼目睹以量子计算为终端
、以量子通信为安全保障的量子互
联网的诞生。”潘建伟说,“我相
信中国科学家们做得到。”

■責任編輯：吳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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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樂在比賽中
張敬樂在比賽中。
。
香港民政事務局圖片

公里，按照兩分鐘出發一位的速度進
行。香港單車名將張敬樂排在第10位發
車，並成為當日首位騎入50分鐘的參賽
選手。但最終“阿樂”不敵狀態神勇的
天津選手史航，以 48 分 43 秒 267，為港
隊增添一枚銀牌。這面銀牌不單繼續刷
新單車隊在歷屆全運的最佳成績， 屆
港隊也合共奪得 2 金 6 銀 7 銅共 15 面獎
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香港選手馮
嘉豪雖然未獲得獎牌，但他在比賽中亦
有不錯發揮。最終，他以 49 分 31 秒 931
衝過終點，排在第 5 位。獲得如此好成
績，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亦祝賀張
敬樂：“張敬樂掌握非凡技巧，並在比賽
時保持高度集中，取得獎牌是莫大的榮
耀。我為他優秀的表現感到非常鼓舞。”

或踩得更辛苦，才可突破那屈在心中近
兩年的瓶頸位。”因為，他自知距離最
好的自己，仍有一大段路要走。至於東
京奧運會，張敬樂直言，他還沒有考慮
得那麼遠，但他會一直堅持訓練下去。

聯袂隊友公路個人賽衝金
7 日張敬樂會繼續出戰公路個人
賽，全力衝金，聯同其餘 5 名車手高肇
蔚、何柏爾、梁嘉儒、繆正賢，以及已
在場地賽全能賽奪金的梁峻榮都會上
場。而同樣在 6 日舉行賽事的港隊女子
選手方面，剛剛在本屆全運會上奪得女
子單車麥迪遜賽金牌的楊倩玉、逄瑤在
公路計時賽上均發揮平平，分別以27分
50 秒 864、28 分 40 秒 469 的成績，排名
決賽的第14和22位，無緣頒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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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天津報道）
）6 日，第十三屆全
運會結束了單車項目男女公路個人計時賽的激烈爭奪；
運會結束了單車項目男女公路個人計時賽的激烈爭奪
；其中
其中，
，
香港單車名將張敬樂超越上屆銅牌的成績，
香港單車名將張敬樂超越上屆銅牌的成績
，奪得一面銀牌
奪得一面銀牌。
。不

過“阿樂
阿樂”
”在賽後流下了並非喜極而泣之淚
在賽後流下了並非喜極而泣之淚，
，而是流熱淚
而是流熱淚，
，他表示
他表示，
，自己過去兩年陷
於低潮，
於低潮
，情願這次比賽無拿到獎牌
情願這次比賽無拿到獎牌，
，這樣才可走出自己單車路上的瓶頸
這樣才可走出自己單車路上的瓶頸。
。

■張敬樂計時賽奪銀
張敬樂計時賽奪銀。
。
香港民政事務局圖片

過去兩年苦無突破感失落
可是在頒獎儀式後，張敬樂接受媒
體採訪時流下熱淚，他表示，比賽中他
已經盡力，沒有獲得金牌，或許只是上
天的安排。“阿樂”又指，過去兩年來
他一直在單車路上苦無突破，令他一直
失落：“有時練習辛苦對我來說不是一
件困難的事，寧願自己這次沒有獎牌，

■ 寧澤濤
寧澤濤(( 右) 在比賽
後接受祝賀。
後接受祝賀
。 新華社

■張敬樂(右)與港單車隊總教練沈金康交
談。
香港民政事務局圖片

港馬術隊再遭滑鐵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
報道）6 日，全運會馬術三項賽之越野
障礙賽中，香港隊重演場地障礙賽覆
轍，兩人被淘汰，已無團體成績，一人
未進入前 20，失去個人賽資格，僅餘個
人成績排名第八的何苑欣參加 7 日進行
的場地障礙賽，奪牌機會甚微。
港隊何誕華首先出場，以 9 分 40 秒
完成，被罰41.20分，障礙罰分20分，名
次很快被多數選手超過，最終在31名參
賽選手中排名 23。吳蓓華上場後，前多
半賽程較為順利，但在跨過臨近主賽場的
一道圓木障礙後突然意外落馬，坐騎
Jockey Club Weronique孤身從綠叢掩映
的賽道衝進主賽場，令全場一陣驚悚。港
隊領隊、教練及賽場工作人員立即趕到，
將倒地的吳蓓華扶起。幸好吳蓓華人無大
礙，但情緒很差。
或許是受到隊友落馬的影響，抑或
是氣溫關係，5日盛裝舞步頭名的林立信
上場後，坐騎Jockey Club Dyk 5在第一
個ABC障礙點位之C點三次拒跳。此點

寧澤濤成功衛冕
杜敬謙排第7

■吳蓓華
吳蓓華((倒地者
倒地者))在越過圖中左側的圓木
障礙後摔落馬下。
障礙後摔落馬下
。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大明 攝
位的裁判人員對記者說，這個點位是必須
完成的。港隊最後出場的何苑欣表現尚
好，以 8 分 41 秒完成，罰分 3.20，同時
與其他排在前18名的選手同樣得到障礙
零罰分。在三項賽最後一項比賽場地障
礙賽中，若其他選手發揮不佳，何苑欣
或有一線奪牌希望。至於港隊 6 日在其
他方面的成績，伍家朗在羽毛球男單 8
強面對江蘇名將石宇奇，以 0:2 落敗，
無緣 4 強，但已創造了港隊在全運羽毛
球男單的最好成績。

黃金寶：
港隊獎牌陸續有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
“亞洲車神”黃金寶復出單車公路賽？非
也，這位剛轉任港協暨奧委會“奧夢成
真”計劃項目發展幹事的前港隊代表，將
以大使身份參加 30 公里公路賽，為下月
舉行的香港單車節作宣傳。至於談及港隊在今屆全
運會表現時，剛辭去單車隊教練的“阿寶”日前出
席活動時表示，港隊獎牌陸續有來。
“阿寶”
表示公路賽一向是港隊重點，獎牌會陸
續有來。同時，他亦關注梁峻榮在場地全能賽奪金
的表現，並認為後者鬥至最後一個項目奪金，整個
過程承受很大壓力，目前
“阿榮”
開始成熟漸成為車
隊核心人物，有穩定全隊的影響力。

國足無奈揮別世界盃
6日，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亞洲
區十二強賽落下戰幕。在小組賽最後
一輪中，拚盡全力的國足客場2:1反
勝卡塔爾，從而以 3 勝 3 和 4 負積 12
分的成績結束了十二強賽征程。不
過，由於同組的烏茲別克戰和韓國，
叙利亞逼和伊朗，國足未能創造晉級
的奇蹟，最終排名小組第五，就此揮
別 2018 年世界盃。最終，與國足同
組的伊朗和韓國首兩名出線，排名第
三的敘利亞則獲附加賽戰另一組的澳
洲爭出線決賽周。
上輪擊敗烏茲別克後，國足重
燃晉級希望。但本輪除了客場大比
分擊敗卡塔爾，還要寄希望於烏茲
別克、叙利亞同時落敗。只有這
樣，國足才能與烏茲別克、叙利亞
通過比拚淨勝球，獲得晉級機會。
戰至第 47 分鐘，國足球門宣告

B6

美南版

2017 年 9 月 7 日

盼走出瓶頸

男子公路個人計時賽的較量激烈，
一共有 27 名選手角逐，賽程為 40

2017 年 9 月 7 日（星期四）

情願失獎牌

5

世界體育
體育世界

文匯體育

■武磊
武磊((右)入球後與隊
友肖智慶祝。
友肖智慶祝
。 新華社
失守，卡塔爾由阿費夫射入領先。
一球落後的國足必須入球才能“自
救”，第 74 分鐘，助攻上來的姜至
鵬左路送出精準傳中，及時趕到的
肖智門前鏟射破門，幫助國足扳平
比分。大舉進攻的國足，後防出現
隱患；第 80 分鐘，阿費夫形成單刀

機會，回防的鄭智在禁區前沿被迫
戰術犯規，被球證直接紅牌罰下。
不過，少一人作戰的國足反而被激
發出鬥志，第 83 分鐘，蒿俊閔與武
磊撞牆配合後下底傳中，對方後衛
解圍不遠，武磊跟上一腳怒射，幫
助國足反超比分，最終雙方維持 2:1
的比分到終場。
儘管贏下了小組賽最後一場比
賽，但由於同組的烏茲別克、叙利
亞雙雙戰和，國足最終排名小組第
五，無緣進軍 2018 年世界盃。賽
後，主帥納比在回顧本次十二強賽
時不無遺憾地說，主場與卡塔爾和
客場與叙利亞的兩場和局令他至今
遺憾，“我們相當於兩場比賽失掉
了4分，如果現在有這4分，我們就
會以小組第二的身份進軍世界
盃。”
■中新社

■
“亞洲車神
亞洲車神”
”
黃金寶。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志南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6 日，第十三屆全運會迎來第 10 個比
賽日，游泳項目共決出 5 塊金牌。其中，
在男子 50 米自由泳決賽中，世錦賽冠軍寧澤
濤以 22 秒 04 成功衛冕，上海選手施揚以 22
秒 91 摘得銀牌，“香港飛魚”杜敬謙以 22 秒
68排名第7。
當晚男子 50 米自由泳決賽，除寧澤濤
外，還雲集了林永慶、杜敬謙、余賀新等眾
多男子自由泳項目好手。決賽中，衛冕冠軍
寧澤濤被安排在第4 泳道。決賽前 30 米，8 位
選手並駕齊驅，無法分別出誰處在領先地
位。最終，寧澤濤以 22 秒 04 成功衛冕了這枚
寶貴的全運會男子 50 米自由泳金牌。賽後，
寧澤濤表示，從五月在澳洲恢復訓練以後，
自己一直圍繞兩個單項做準備。他感慨
道，兩屆全運會，他已從男孩蛻變成男人，
並重新找回了游泳的快樂。

火箭 22 億美元易主
賣價創 NBA 新高

■入主火箭的新老闆費提塔
入主火箭的新老闆費提塔。
。 美聯社
6 日公佈的聲明指出，美國餐飲界大亨
費提塔（Tilman Fertitta）已經以創紀錄的22
億美元買下美國職籃 NBA 休斯敦火箭隊，這
是買下NBA球隊歷來的最高價。
法新社報道，火箭老闆阿歷山大（Leslie Alexander）求售球隊，休斯敦在地的億萬
富豪費提塔是多個潛在買家之一。費提塔在

聲明中表示：“雀屏中選成為休斯敦火箭新
東主，本人至感榮幸，堪稱畢生夢想成真。
阿歷山大已經成為各類型運動最傑出班主之
一，這個機會讓我對他至表感謝，他有一顆
鬥士之心。”
現年 73 歲的阿歷山大於 1993 年以 8,500
萬美元買下球隊。《福布斯》2月估計，營收
2.44 億美元的火箭隊價值 16.5 億美元，在
NBA 排名第 8。阿歷山大聲明：“過去 24 年
擁有休斯敦火箭，一直讓我既享受又榮
幸。”1994 年買下之後，火箭在奧拉祖雲的
領銜之下，同年和隔年就接連擊敗紐約人和
奧蘭多魔術，幫阿歷山大的球隊連拿兩屆
NBA 總冠軍。在 2002 年 NBA 選秀中，火箭
第一順位選擇了中國球員姚明。姚明在火箭
効力八年，八次入選全明星陣容，2016 年進
入NBA名人堂。
■中央社、綜合外電

體育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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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華》威尼斯首映在即 華語片再戰金獅
日前，第 74 屆威尼斯
國際電影節已經拉開帷
幕，入圍最重要的主競賽
單元電影壹壹揭開神秘面
紗。其中，作為唯壹壹部
入圍主競賽的華語片，
《嘉年華》引發了各方高
度關註。影片由《白日焰
火》制片人文晏執導，透
過兩個不同年齡段、不同
成長背景下的女孩視角，
講述了壹個與社會現實深
刻聯系的女性青春成長故
事，不僅大膽啟用了兩名
初涉大銀幕的小演員文泣、
周美君擔綱主演，更有史
可、耿樂、劉威葳等多位
實力派演員和青年演員彭
靜、王櫟鑫的傾力加盟。
《嘉年華》已定於當地時
間 9 月 7 日在威尼斯進行全
球首映，並將於年內在國
內院線公映。
《嘉年華》幕後大咖
雲集 “白日焰火”制片
人攜手達內兄弟禦用攝影
《嘉年華》是文晏的
第二部導演作品，除了導
演身份之外，文晏此前更
為人熟知的是她的制片人
身份，她擔任制片人開發
並主導制作的電影《白日
焰火》曾在柏林國際電影
節上斬獲最佳影片金熊獎

和最佳男演員銀熊獎兩項
大獎，並在國內院線收獲
過億票房，成為國產藝術
電影的標桿之作。
除了文晏本人自編自
導之外，《嘉年華》的幕
後陣容也雲集了多位電影
節大咖，攝影指導是大師
級導演組合達內兄弟的禦
用攝影師本諾· 德福，他
們曾合作包括兩部“金棕
櫚”之作《羅塞塔》《孩
子》在內的多部作品。美
術指導彭少穎曾與婁燁[微
博]、姜文等著名導演深度
合作，錄音指導張陽和剪
輯師楊紅雨都是業內知名
電影人，獲得榮譽無數。
這壹套強大的幕後班底成
為《嘉年華》的品質保證，
也引發影迷的強烈期待。
《嘉年華》觀照女性
成長 首曝劇照彰顯人物
關系“不流俗不簡單”
之前，伴隨著入圍威
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
消息，《嘉年華》也露出
了由國內著名海報設計師
黃海親自操刀的先導海報，
鮮明地顯露出本片的女性
立場與獨特的精神氣質。
近日，片方還發布了全新
的角色劇照，除了兩位小
演員外，幾位成年主演耿

樂、劉威葳、史可、彭靜、
王櫟鑫也悉數亮相。
有趣的是，耿樂和王
櫟鑫是片中為數極少的男
演員，而其他幾位演員都
是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影
片主要圍繞著文泣和周美
君飾演的兩位少女角色展
開劇情，劇照也彰顯出幾
位演員的角色關系，耿樂
和劉威葳隔欄相對，寓
意著兩人關系的隔閡，
史可若有所思，王櫟鑫
則是標準的混混青年狀
態，彭靜和文泣則是難
姐難妹，周美君瘦弱稚嫩
得令人憐惜。這些角色共
同講述了壹個深切關懷社
會現實的故事。
值得壹提的是，《嘉
年華》作為本屆威尼斯國
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唯壹
的華語電影，同時，導演
文晏也是主競賽單元中唯
壹的女性導演，再加上影
片獨特的女性意識，在今
年由美國著名女演員安妮
特· 貝寧擔任主席，多位
女性評委主導的威尼斯電
影節上能否有所斬獲？對
中國媒體和影迷來說，已
成為本屆威尼斯最大懸念。
據悉，本片在威尼斯首映
之後，有望於年內在國內
院線公映，敬請期待。

諜戰片《密戰》造型公開

郭富城和趙麗穎演夫婦

《神雕俠侶》拍電影版
徐克 25 年再拍金庸武俠

今日，網
上曝光壹張疑
似《神雕俠
侶》電影版
的 宣 傳 頁 ， 宣 傳 頁 上 寫著“樂
視影 業聯 合制 作電影 版 《 神雕
俠侶 》。 ” 而導 演人 選正 是徐
克 。 據悉 ， 影片 將由 樂視 影業
CEO 張 昭 出 品 ， 徐 克 導 演 ， 施
南生監制。

《神雕俠侶》是金庸武俠
作 品 中 最 負 盛 名 、 影 響範圍最
廣的作品。此前，小說已經被改
編過 無數 版的 電視劇 。 比如 ，
80 後集體回憶的古天樂、李若
彤 版 ； 影 響 90 後 最 深 的 劉 亦
菲 、黃曉明版；以及 2014 年陳
研 希 、 陳 曉 版 …… 但 電 影 版 ，
還需要追溯到 1982 年香港邵氏
出品的版本，距今已有 35 年。

導演徐克壹直拍攝武俠題
材的電影被廣大觀眾喜愛 ，堪
稱華 人武 俠泰 鬥級導 演 。 近幾
年 ， 徐克 壹直 忙於 “ 狄仁 傑項
目 ”， 最新 的壹 部 《 狄仁 傑之
四大 天王 》 已陸 續殺 青 ， 並 已
定檔在 2018 年大年初壹；他編劇
並監 制的 作品 《 奇門 遁甲 》 也
即將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和觀眾
見面 。 除此 之外 ， 他手 上還 有

項目 《 法門 寺密 碼 》 尚未 正式
啟動 ， 現在 又加 壹部 《 神雕 俠
侶 》， 看來 接下 來幾 年 ， 徐老
怪會很忙啊。
徐克早期經典作品《笑傲江
湖之東方不敗》就是改編了金庸
的作品，如今，時隔 25 年後再拍
金庸作品，不知道會有什麽化學
效果。但最好奇的是，小龍女將
會由誰來演繹呢？

《兄弟，別鬧！》定檔11.10高曉攀尤憲超互整上天
由嘻哈包袱鋪掌門高曉攀自導自
演 ， 孫集斌聯合導演，尤憲超、於莎
莎 、李璨琛等聯袂主演的喜劇電影《兄
弟，別鬧！》，近日宣布定檔 11 月 10 日
全國公映。片方還曝光了壹組“不作不
兄弟”海報，十三年老搭檔高曉攀、尤
憲超二人互相整蠱，趣味詮釋“作兄作
弟”式兄弟情深。作為嘻哈包袱鋪的經
典喜劇 IP 和銀幕開山之作，電影版《兄
弟，別鬧！》在劇情、陣容和制作上均
全新升級，高曉攀表示意欲打造壹部令
人耳目壹新、“笑果”出眾的“嘻哈”
大電影。

由鐘少雄執導的動作諜戰電影《密戰》首度曝光先導海報和劇
照。四大主演的角色造型也隨之公開。其中，林翔（郭富城飾）、蘭
芳（趙麗穎飾）、梁棟（張翰飾）、秋山雅子（張藍心飾）的神情與
動作都透露出壹種緊張感，將影片的諜戰氣質表露無遺。
據悉，電影《密戰》取材自真實故事，片中，由郭富城飾演
的地下工作者林翔受命來到危機四伏的上海，重建遭敵人破壞的
地下抗日戰線。在這裏他遇到單純卻很有正義感的蘭芳，這對臨
時組成的“夫婦”將在戰火紛飛中，攜手亦正亦邪的梁棟與日本
侵略者及偽政府特務展開驚險刺激的生死較量。

《兄弟，別鬧！》定檔 11 月 10 日
兄弟互作成檔期清流
電影《兄弟，別鬧！》宣布定檔 11 月
10 日，延續嘻哈包袱鋪壹貫的高質量喜劇
水準，影片中笑料不斷，包袱不停，片中
兄弟之間令人啼笑皆非的互坑經歷，使其
成為壹部獨具壹格的全民喜劇。而過去同
檔期壹直以愛情類電影居多，《兄弟，別
鬧！》必將成為同檔期影片中的壹股清
流。對於自己的自導自演處女作，高曉攀
導演表示希望打造壹部不壹樣的“嘻哈”
大電影，“如果接了壹部電影，就壹定要
全身心地投入創作，喜劇人會有更多的感
悟和靈感，而且要把相聲演員的語言優勢
發揮出來，讓觀眾看到我想表達的喜劇電
影。”

從此番定檔海報的惡搞氛圍中，也可
看出影片的幽默之處。老搭檔高曉攀、尤
憲超玩出新花樣，化身作兄作弟上演大尺
度互懟：高曉攀被綁於黑色大炮上，尤憲
超使壞地引燃大炮送老搭檔“上天”；在
另壹張海報中，高曉攀也不甘示弱，用仙
人掌反擊尤憲超。兩人互相整蠱毫不留
情，用搞怪互坑的形式將片中的“兄弟”
與“鬧”兩大元素巧妙結合，把“不作不
兄弟”演繹得淋漓至盡。
喜劇 IP 全新升級
浪子回頭笑點變大變強
作為《歡樂喜劇人》的經典作品，
《兄弟，別鬧！》曾令許多觀眾“看完就
想給好友打個電話”，近年也通過話劇等
載體打下了更深厚的觀眾基礎。此次電影
版不僅有浪子回頭多次反轉的波折劇情，
更有於莎莎、李璨琛等多位演技與“笑果”
兼具的演員加盟，從故事、陣容、制作上
全新升級，高曉攀可謂將“兄弟”這個當
家 IP 發揮到極致。他不無感慨地表示，
“我們不是科班出身，幸虧有這麽多專業
的人通力合作，才有了今天這部電影，我
也才知道導演是非常耗時耗力的工種，我
是強迫癥壹樣地每個細節都力求完美，是
壓力，也是動力。”
影片《兄弟，別鬧！》講述了壹對臭
名昭著的混混親兄弟鄭好（高曉攀飾）和
鄭重（尤憲超飾）受到真人秀節目的巨額

獎金誘惑，開始洗心革面，並意外卷入壹
場陰謀的搞笑故事。該片由萬達影視傳
媒有限公司、深圳市無限界影視傳媒有
限公司、北京曉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
品，深圳市大象影業有限公司、北京南
宋禦街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春秋永
樂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映美傳世
（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巨
隆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將於 11
月 10 日全國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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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傑楷不要看！
賈靜雯竟然公開獻吻他
藝人賈靜雯和修傑楷
婚後生下壹對女兒咘咘、
Bo 鈕，夫妻倆不時高調放
閃，感情甜蜜稱羨眾人。
但賈靜雯卻為了幫別的男
人慶生公然獻吻，引來網
友打趣說“妳老公要吃醋
了！”
原來，昨天是賈靜雯
合作的攝影師過生日，她

藝 人 周 渝 民 （ 仔 仔 ） 2001
年演出電視劇《流星花園》
爆 紅 ， 制 作 人 柴 智 屏 時 隔 16
年宣布重拍新版，打造全新
F4。對此，他 5 日難得回臺出
席活動受訪表示，還沒跟柴
姐討論這件事，不過願意再
次演出新版，也想好可以演
出什麽角色。
談起新版《流星花園》，
周渝民開心表示：‘我是覺得
蠻開心的，每代人都該有自己

喜歡的偶像，促使自己出來追
星，我的粉絲很多都追了 10 幾
年了 ， 可 能 有 了 家 庭 、 已 不
再熱衷追星了，而更年輕
的 人 應 該 要 有 更 年輕的偶像
出來追星。’
被問到是否回鍋客串，周
渝民笑說：“我可以演什麽角
色呢？啊！亮哥那個角色或是
劉爾金，管家我記得，可以啊
，邊邊角角可以，現在很喜歡
挑戰邊邊角角的角色。”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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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烈火如歌》不是傳統塑
造出來的英雄，就是他最想挑
戰的。
至於是否回到臺灣拍攝，
周渝民坦言，現實臺灣環境確
實很難再遇到好的劇本與拍攝
環境。他看到好友林心如、何
潤東自己投資拍攝戲劇來改善
環境，自己開始考慮未來也來
自己投資，但目前還是做好演
員為主，‘畢竟我還不是商人
的料！’

在社群網站發文祝對方生
日快樂，誠摯寫下：“因
為妳~我的每壹個出現都
帶給我驚艷！謝謝妳鏡頭
底下的我~美中帶有個
性 ！”期待彼此能長久合
作下去。
照片中，賈靜雯大方
獻吻攝影師，惹得對方
害羞地摀臉笑，有趣的

是因為攝影師是光頭造
型，她在親之前還特地
拿了面紙擦拭清理，此
舉讓網友全噴笑，紛紛
搞笑留言“親之前還得
擦幹凈”、“擦了頭才
好親”，而攝影師本人
也親回賈靜雯“我感動
又賺到”，足見兩人深
厚的情誼。

張鈞寧首在劇組慶生感謝陪伴
大黃人加奶油大戰驚喜不斷

舒泣婚後改心態預告減產

追求“
追求
“ 懶惰
懶惰”
” 生活

張鈞寧 35 歲的生日
歲的生日，
，她在微博曬出壹組慶生圖
她在微博曬出壹組慶生圖，
，並透
露這是第壹次在劇組慶生，“第壹次被媽媽嚇得又驚又喜
露這是第壹次在劇組慶生，“
第壹次被媽媽嚇得又驚又喜，
，
第壹次被五只大黃人沖進屋裏弄得不知所措”，
第壹次被五只大黃人沖進屋裏弄得不知所措
”，並感謝了
並感謝了
壹直陪在身邊的大家。
壹直陪在身邊的大家
。 照片中的張鈞寧躺在大黃人下面拍
照，和工作人員奶油大戰
和工作人員奶油大戰，
，歡樂超級多
歡樂超級多！
！

舒泣、吳雨霏、黃芝晴昨晚出席 ARMANI BOX HONG KONG
概念展覽揭幕派對。舒泣穿上黑色胸圍披外套加上太陽眼鏡，性感
又有型，婚後的舒泣人生觀有點改變，希望放下壹些工作，追求
“懶惰”生活享受人生。
舒泣自覺身上的打扮不是很性感，也無需問準老公馮德倫，說
到大前天兩人結婚壹周年如何慶祝，舒泣即自爆：“當天不是壹周
年日子，至於正確日期當然不會講給大家知，（那麽如何慶祝壹周
年的日子？）都是吃頓飯，沒有特別，也沒買禮物。”
舒泣現在心態是工作越少越好，她說：“已經工作很多年，也
沒給自己休息，也是時候照顧壹下自己生活，多些同朋友壹齊，多
些玩，多些享受人生，在事業上會放低下壹些。”問她可有另壹目
標，或者追求學習生活，她稱：“沒有呀，新目標就是懶，最好怎
麽吃都不胖，怎麽睡也不胖，想懶壹下放松自己。”至於 10 月 4 日
中秋節，舒泣希望回臺灣跟家人過節，不過她已放完 3 個月假要投
入工作。
之前舒泣被發現手上戴了保佑夫妻和諧的齊心結，她壹臉茫然說：
“要兩個戴同壹樣的繩？通常我戴的繩都是保佑自己出入平安，是平安
繩，其實好多事都順其自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經過這年，覺得要漂
亮、要氣色好，都壹定要身體健康。”經常受到皮膚敏感困擾的她，稱
這幾天香港的天氣不太好，剛回港後有點水土不服。

女星伊能靜不時分享壹
對子女成長點滴，樂於分享
生活 大 小 事 的 伊 能 靜 ， 近
期則在微博分享起飲食觀
念，伊能靜知性發文引起
許多媽咪關註，不過卻有網
友留 言 質 疑 ， 讓 伊 能 靜 氣
得 發 文 喊 ：“我沒說不能吃
飯、沒說、沒說、沒說……
壹百遍。”
伊能靜日前在微博分享
飲食觀念，不過她卻看到
壹些酸民評論，氣得喊冤
自己沒說不能吃飯，伊能
靜也隔空喊話酸民：“那
麽固執相信自己的 觀點，
請直接執行，不用跟我說
理，妳胖妳瘦，妳健康妳
不健康都沒關系”，認為
對方可以找自己的方式，
若只是壹味的反對”沒差，
身體是妳的，固執的信念
也是妳的。”

知性飲食觀網質疑
伊能靜嗆：我沒差 身體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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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敦刻爾克
還原《
敦刻爾克》
》背後的歷史真相
希特勒為何“
希特勒為何
“放水
放水”？
”？法國盟軍並未被遺棄
法國盟軍並未被遺棄

皇後樂隊傳記片首張劇照還原度極高
“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曝光 明年年底上映
英國著名搖滾樂隊 Queen（皇後）的傳
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從宣布開拍就備受
關註，今日外媒曝光了影片的首張劇照。
劇照中 Queen 樂隊弗雷迪· 默丘裏造型
曝光，由拉米· 馬雷克飾演的這位傳奇主唱
身處舞臺中央，極富感染力的肢體造型、側
臉輪廓與胡子都完美重現了弗雷迪的昔日風
采，也讓觀眾與歌迷對影片的期待值大增。
Queen 是活躍在上世紀 70、80 年代的著
名 英 國 搖 滾 樂 隊 ， 發 行 過 《News of the
World》 、 《A Day at the Races》 、 《A
Night at the Opera》等諸多經典唱片，其中
“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正是《A Night at the Opera》中最著名的的
壹首單曲。如果妳對 Queen 不是很了解也沒
關系，“We Will Rock You”的節奏妳絕對
很熟悉。
樂隊主唱弗雷迪以高亢而情感充沛的嗓
音著稱，是搖滾樂歷史上最偉大的主唱之壹

。同性戀身份的他在上世紀 80 年代染上艾 斯手約翰· 迪肯。
滋，終因肺炎於 1991 年 11 月 24 日逝世，享
此外，羅傑· 泰勒與布萊恩· 梅本尊將參
年 45 歲。
與影片的音樂與制片環節，而著名影星羅伯
由“X 戰警”系列導演布萊恩· 辛格執 特· 德尼羅也是本片的制片人之壹。
導的本片，關註的是樂隊之間的合作，而非
本片將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上映。
樂隊八卦的
深度挖掘。
除了拉
米· 馬雷克
飾演的弗雷
迪外，本·
哈迪將飾演
鼓手羅傑·
泰勒、格威
利姆· 李飾
演吉他手布
萊恩· 梅、
約瑟夫· 梅
澤羅飾演貝

“敵對份子
敵對份子”
”&“聖誕發明家
聖誕發明家”
”首發預告片
“蝙蝠俠
蝙蝠俠”
”化身正義軍官 “大表哥
大表哥”
”出演英國文豪

曾經拍攝出《盜夢空間》、《星際穿越》、《致命魔術》、《記
憶碎片》、《蝙蝠俠》三部曲等影片的英國導演克裏斯托弗· 諾蘭，
可謂是歐美電影界的科幻腦洞先鋒。不過，在他的新片《敦刻爾克》
中，諾蘭首次聚焦了二戰期間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這壹現實題材
。這是諾蘭從小聽到大的故事，承載了太多厚重的歷史和人物。電影
沒有細說敦刻爾克大撤退發生的前因後果，諾蘭的海陸空三線敘事視
角更註重塑造親歷戰爭的體驗感，而非事無巨細的去呈現完整史實。
看完電影《敦刻爾克》之後，讓我們再次進入鏡頭背後那段改寫人類
命運的真實歷史.....
英法軍隊為何被困敦刻爾克？
1939 年 9 月 1 日淩晨，德國軍隊對波蘭發動了進攻，二戰由此全
面爆發，9 月 3 日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不過實際上英法聯軍只是
躲在馬奇諾防線後，沒有對波蘭進行有效的軍事支援。
德軍占領華沙後，波蘭完全陷落。英法兩國只對德國對外交上予
以譴責。
隔年的 5 月 10 日起，希特勒指揮德國軍隊繞過馬奇諾防線，進攻
擁有 300 萬軍隊的比利時、荷蘭、法國和盧森堡。德軍指揮官的創新
戰法令對手措手不及，裝甲部隊橫掃法國北部，將英法聯軍切成兩段
，並把數十萬盟軍逼困到了敦刻爾克。
英法聯軍防線在德國機械化部隊的快速攻勢下崩潰，德軍在敦刻
爾克港區內的空襲擊沈了眾多船只，附近海域出沒的潛艇也大幅威脅
水面船只的安全。當時瀕臨崩潰的 40 萬的英國遠征軍以及法國、比
利時和加拿大軍隊的盟軍士兵，被迫撤退困在敦刻爾克的海灘上，家
園就在 26 英裏外，卻無法輕易到達。由於敦刻爾克港口是個極易受
到轟炸機和炮火持續攻擊的目標，因此在德國軍隊的包圍下，他們的
形勢危急萬分。
德軍向被圍困在敦刻爾克的盟軍空投勸降傳單
英國軍隊的領導者很快意識到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在此停留。危難
之際，多佛爾軍港海軍中將伯特倫· 拉姆齊主導謀劃出"發動機行動"
（Operation Dynamo），讓軍隊從敦刻爾克撤出返回英國。他們計劃
集中了 30 艘渡船、12 艘掃雷艦，從法國沿岸的加萊、布倫和敦刻爾
克三個港口，每天撤退壹萬人。然而兩個星期以來，該地區在德軍猛
烈轟炸下，船塢和碼頭已經被炸成廢墟，唯有壹條不足 1200 米長的供
船停泊的東堤。
壹般認為，敦刻爾克大撤退是從 1940 年 5 月 26 日到 6 月 4 日。實
際上在這之後，依舊有英法軍隊在法國本土戰鬥，直到 6 月中旬英國
首相邱吉爾還曾飛到法國進行商談。
希特勒的神秘決策：為何“放水”？
希特勒的誤判催生了敦刻爾克撤退奇跡
5 月 24 日，希特勒下令地面部隊停止向敦刻爾克方向的進攻三日
，而德國空軍到達敦刻爾克的 2 個轟炸機大隊也因能見度太差被迫帶
彈返航，為英軍制造了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絕佳機會。
盡管德軍內部很多軍官對希特勒的決策懷有質疑，但史學家普遍
認為他的決定並非故意放盟軍壹碼，而是基於對當時戰局與德軍實力
的誤判。
1.德軍高層希特勒和 A 集團軍群司令龍德施泰德進退失據，瞻前
顧後，裝甲部隊遇到小損失就不敢推進，空軍又沒發揮出來。
2.德軍根本沒想到擁有 224 萬官兵、2500 輛坦克的法國陸軍如此
不堪壹擊，英法聯軍基本算是被打懵了。（希特勒不敢往前推進，難
道以為有詐？）有軍迷開玩笑，希特勒就像是走進賭場只想玩把老虎
機，結果贏了好幾百萬有點懵，先拿著贏了錢走出賭場想靜靜。
據傳，同盟國方面原本對當時局面的預期相當悲觀，英國甚至已
經做好向德國有條件投降的準備，而希特勒當時對是否繼續進攻的態
度也是讓盟軍的撤退獲得意外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克裏斯蒂安·貝爾、裴淳華、本·福斯特和提莫西·查拉
梅等主演，斯考特·庫伯執導的西部片《敵對分子》發布首款
預告。影片講述在 1892 年的美國，陸軍上尉(貝爾飾)奉命護送
瀕死印第安首領壹家返回部落，他們不僅要承受壹路嚴酷環境
考驗，還要與那些對白人充滿敵意的印第安人博弈。
《敵對分子》是克裏斯蒂安·貝爾與導演斯考特·庫伯繼
《逃出熔爐》後的二度合作。影片已在特柳賴德電影節舉行了
世界首映，口碑不俗，有望沖擊奧斯卡大獎。雖然目前還沒有
發行商接手，但影片發行權有望在下周舉行的多倫多電影節上
售出。
丹·史蒂文斯、克裏斯托弗·普盧默、喬納森·普雷斯聯袂
主演的《聖誕發明家》也與今日發布了首款預告，大表哥飾演
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劇情聚焦狄更斯如何創造出小說
《聖誕頌歌》裏的標誌性人物 Scrooge、Tiny Tim 等，使聖誕
節從此變成壹場慶祝盛會。普拉默飾演 Scrooge，普萊斯飾狄
更斯父親約翰。
影 片 由 貝 瑞 特·奈 魯 利 (《 明 星 助 理 》) 執 導 ， Susan
Coyne(《叢林中的莫紮特》)操刀劇本，北美 11 月 22 號上映。

娛樂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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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黎明沒祝福賀再婚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梁靜儀）名模樂基
兒（Gaile）上月底與圈外男友 Ian
Chu 在美國加州舉行婚禮，婚後未

Gaile 面帶倦
穿上吊帶裙現身的
容，她表示婚後病了一星期，

有度蜜月便回港工作，6 日晚到中
環出席品牌活動。問到前夫黎明可
有送上祝福？Gaile 說：“好似冇，
因為我用緊美國的電話，冇留意香
港有咩人搵我。”談到造人計
劃，Gaile 則稱順其自然，不想
給自己壓力。

■ 楊張新悅穿上白色連 ■ Rosemary 愛 情 得
身裙示人。

意，展露幸福笑容。

所以未有去度蜜月，她說: “年底會
去 Safari 度蜜月，去睇野外動物，
（地點是你揀？）我哋兩個人一齊
同意，之前冇去過，想去睇動
物。”Gaile 透露婚後會與老公在港
定居，而婚後感覺亦沒有什麼不
同，只是病了，可能是太過緊張所
致，因為活動後她還要飛去上海。
談到造人計劃？
談到造人計劃
？Gaile 表示沒有
這個打算，
這個打算
，她笑說
她笑說：“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
冇特別去計劃，
冇特別去計劃
，冇特別去試
冇特別去試，
，亦唔
想畀自己壓力，（
想畀自己壓力
，（隨時可以生
隨時可以生？）
？）
但真係冇特別去試，
但真係冇特別去試
，老公有冇小朋
友都冇所謂。”
友都冇所謂
。”
談到婚禮最感動的部分？
談到婚禮最感動的部分
？Gaile
說：“
：“最感動係見到好多朋友由倫
最感動係見到好多朋友由倫
敦、美國
美國、
、澳洲
澳洲、
、香港咁遠飛去出
席婚禮，
席婚禮
，因為嗰個地方真係好遠
因為嗰個地方真係好遠，
，
同埋收到好多朋友祝福，（
同埋收到好多朋友祝福
，（有冇講
有冇講
愛的宣言？）
愛的宣言
？）兩個都冇講
兩個都冇講，
，因為好
熱，儀式好快
儀式好快，
，得兩分鐘
得兩分鐘。
。我哋兩
個都冇喊。”
個都冇喊
。”問到在港可會再相約
問到在港可會再相約
朋友慶祝？
朋友慶祝
？Gaile 表示應該不會了
表示應該不會了，
，
因為都慶祝了一段時間，
因為都慶祝了一段時間
，都已結了

婚。Gaile 又稱婚後不會減少工作
又稱婚後不會減少工作，
，
之後會做關於推廣瑜伽的工作，
之後會做關於推廣瑜伽的工作
，又
會做 KOL 拍片教人煮食
拍片教人煮食，
，同香港的
頻道亦有初步傾合作，
頻道亦有初步傾合作
，所以好忙
所以好忙。
。

周汶錡笑2歲兒學化妝
同場出席的還有周汶錡
（Kathy
Kathy）、
）、楊張新悅
楊張新悅、
、 陳小韻
陳小韻、
、
Rosemary 及 Amanda S. 等 ， 真 空
Deep V 西裝上陣的 Kathy
Kathy，
，指一身
中性打扮很適合自己，
中性打扮很適合自己
，就連大仔見
到都讚她，
到都讚她
， 尤其是她塗上紅色唇
膏，他會停止所有活動
他會停止所有活動，
，走過去望
住她，
住她
， 又要她抱抱
又要她抱抱，
， 然後錫她
然後錫她。
。
Kathy 大爆兒子已識學她化妝
大爆兒子已識學她化妝，
，已
識得夾眼睫毛，
識得夾眼睫毛
，又會用粉撲
又會用粉撲，
，但她
就不會讓兒子塗唇膏，
就不會讓兒子塗唇膏
，說唇膏是女
仔 用 的 ， 但 他 就 會 說 ： “I'm
“I'm a
girl .”
.”她指大仔已 26 個月大
個月大，
，有時
她換衫出去，
她換衫出去
，就會搞搞震不讓她出
去，所以她換衫一定會關門
所以她換衫一定會關門。
。提到
樂基兒最近再婚，
樂基兒最近再婚
， Kathy 表示恭喜
對方，
對方
， 如果她想生 BB 一定會畀意
見。
另外，
另外
，談到翁為德透過經理人
發聲明，
發聲明
，力撐老公鄒兆龍近日的出

軌傳聞 。 Kathy 說 ：“
軌傳聞。
：“最近唔得閒
最近唔得閒
睇，好多嘢都係喺朋友圈中知道
好多嘢都係喺朋友圈中知道，
，
湊仔真係好攰，
湊仔真係好攰
，細仔又病咗
細仔又病咗。
。自己
識翁為德，
識翁為德
，我生大仔時
我生大仔時，
，佢都有見
面，佢現在喺美國住
佢現在喺美國住，
，湊三個小朋
友，媽咪唔易做
媽咪唔易做，
，感情事唔需要我
哋擔心，
哋擔心
，佢自己會處理
佢自己會處理。”
。”問到如
問到如
何維繫夫妻感情？
何維繫夫妻感情
？ Kathy 說 ：“
：“好
好
難講，（
難講
，（成日要誘惑個老公
成日要誘惑個老公？）
？）都
都
要的。”
要的
。”

■ Amanda

再造經典年底開《新．霍元甲》

徐小明攜手“廣萊塢”再向虎山行
香港文匯報訊 由著名導演徐小明在 36 年
前一手打造紅極一時的電視連續劇《霍元
甲》，終於落實於年底在佛山開拍50集大型連
續劇《新．霍元甲》。6 日，香港著名導演徐
小明到佛山與佛山市委常委郭文海正式簽約，
在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佛山市
委書記魯毅，佛山市市長朱偉等領導見證下，
達成今次合作協議，更是廣州致力打造成為影
視業“廣萊塢”的重點項目之一。

■ 佛山“廣
萊塢”領導
及各主管十
分期待徐小
明的《新．
霍元甲》 落
地佛山。

武俠劇開路先鋒
徐小明被譽為上世紀80年代武俠劇的開路
先鋒，由其執導的電視連續劇《霍元甲》紅遍中
國，也在東南亞華人地區掀起愛國熱潮，獲力讚
是一部宏揚愛國及民族精神更是長中國人志氣的
好作品，數十年來不斷回放，已成為電視連續劇
經典中的經典，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亦是
由徐小明親自主唱，膾炙人口，獲獎無數，可以
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哼上一兩句。
《霍元甲》、《陳真》、《霍東閣》三部
曲至今影響了三代觀眾，三十多年後，這一部
經典作品將會以全新面貌重現觀眾眼前。據
悉，50集大型連續劇《新．霍元甲》將於今年
年底開機，預計明年年底面世。比起舊版《霍
元甲》，新劇的最大亮點是塑造了一個不畏霸
權、心懷家國的民族英雄形象。《新．霍元
甲》有一半背景在佛山取景。
簽約現場，談及攜手“廣萊塢”的原因，

徐小明坦言：“‘廣萊塢’在8月23日在香港
召開記者會，介紹一系列扶持影視發展計劃和
優惠政策，言談間令我感到當地政府和領導們
的確有很大決心和誠意去發展影視創意產業，
非常感謝郭文海常委的信任，於是吸引了我作
出落地佛山的決定。”
而選擇在今年重拍《霍元甲》的原因，徐
小明坦言：“明年是霍元甲 150 周年的紀念，
希望藉此重大日子再次喚起觀眾的回憶，同時
也希望吸引年輕觀眾愛國和宏揚民族精神的重
要。”他還介紹了自己的中期小目標：“我要
在‘廣萊塢’拍一部電視劇一部電影，除了
《新．霍元甲》外，我還籌備了一部以李小龍
為題材的勵志電影，因李小龍是佛山人，出生
於佛山，百分百是佛山元素，片名暫叫《夢會

Eason客串演新劇 望力推傳統中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陳奕迅
（Eason）5 日晚到觀塘出席客串演出的電影
《閃光少女》慈善首映晚會，大會安排了香
港中樂團的嗩吶手吹奏《超人的主題曲》及
《重口味》歡迎 Eason 出場。雖然 Eason 事前
表明不受訪，但在台上卻講不停，不愧是“吹
神”，他笑指因整天做訪問而收不到掣。
Eason 表示今次客串《閃》片雖然只出場
兩分鐘，接拍全因被劇本感動，他透露在片

中飾演一名典型的教育局視察總監，頭髮整
齊、拉鏈褸、高腰褲襯紅領呔，去到一間學
校視察，見到學生分成兩批，學西樂的學生
着得好高貴，而學中樂的學生着T恤，好像被
人睇低一級，他說：“香港好多學校教西洋
樂，自己去英國留學，喺唐人街先有機會接
觸到中樂，希望透過呢部戲畀大家思考同推
廣中國傳統樂器，家長可以帶子女去睇，自
己一定會帶屋企人去睇。”

■ 如樂基兒
如樂基兒((左)

S. 一頭白短
S.一頭白短
髮超型格。
髮超型格
。

李小龍》，希望明年年中可以開拍。”

成龍領銜群星送祝福
發佈會中播放當年《霍元甲》經典片
段，更有不少徐導好友圈中大咖發來視頻祝
賀，既有著名國際影星成龍、張衛健、張國
立、唐國強、林永健，著名導演鄭曉龍，中
國廣播電影電視聯合會電視製片委員會會長
張明智，央視 6 套電影頻道曹寅主任也發來賀
函，期待徐導多拍正能量的作品。徐小明
說：“6 日我也接獲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田
進副局長的電話，鼓勵我要拍好對國家、對
民族的正面題材，鼓勵年青人愛國和向上的
正能量作品。我會全力以赴拍好這兩部作
品，不負他們的期望！”

Eason 表示當年媽咪見陳百強 15 歲已成
為全港電子琴比賽冠軍後，便立志送他學音
樂，故他5歲已學琴，但當時只限西洋音樂，
總覺得中樂較拘謹及沉悶，所以希望透過電
影宣揚中樂之美。他又自爆對笙最感興趣，
他小時候聽到偶像張學友的《吻別》及劉德
華的《一起走過的日子》，那段二胡前奏相
當淒怨，是小提琴做不到的，希望稍後的歌
曲能與中樂團合作。
鬼馬的他更即席聲演《一》曲的二胡前
奏及扮拉中國傳統樂器“馬頭琴”，又在台
上試玩中國樂器。

想 生 BB
BB，
，周汶
錡稱會給意見。
錡稱會給意見
。

徐濠縈自爆有另一伴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
“香港國際時尚匯展”6 日晚
假會展舉行，出席嘉賓有徐濠
縈、鄺文珣與老公、王浩信、
陳美詩、盛品儒與太太蔡一鳳
等。
對於好友甘比為富商劉鑾
雄懷第三胎，徐濠縈表示有恭
喜甘比，但卻沒問 BB 性別，
且自己也被對方爬頭，她 10 多
年前的佗 B 心得已不合時宜。 ■ 王浩信與徐濠縈 6 日出席時
會否受甘比感染也想再生孩 裝展。
子？阿徐笑說：“隨緣吧！生 時 Eason 沒空閒，女兒就似我
B 這事並不是努力畀心機就等 另一個伴侶，像拍拖般去吃去
於有結果，我之前都試過一 旅行都好開心！”阿徐又笑指
排，現我喜歡運動、工作和四 現嚮往自由，要玩小朋友，可
處去，又享受與女兒一起，有 去玩蘇永康和車婉婉的BB。

任李克勤個唱嘉賓
巫啟賢似開棟篤笑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克勤於內
地節目《蒙面歌王》中奪魁，
令歌唱事業走進另一個高峰，
5 日晚其香港紅館演唱會第三
場，他邀得節目中有份做評審
兼多年朋友的巫啟賢擔任表演
嘉賓，還大爆在節目中表示不
認得克勤之謎！
巫啟賢戴着白色面具上
台，輪到克勤“報復”問：
“你係邊個呀？我都唔認得
你。”巫啟賢以普通話回答：
“蒙面歌王！” 說罷便脫下面
具，克勤即上前搭一搭對方的
肩膊，並要求巫啟賢在咁多人
面前解畫說為什麼在節目上
“唔認得李克勤”，巫啟賢抵
死道：“你化咗灰我都認得你

啦！但咁難得見到你，有乜理
由踢爆你，要你走？起碼畀你
唱多兩三場，賺多啲人仔（人
民幣）先。” 克勤笑道：“係
呀，去年屋企去旅行、交書簿
費都係靠你。”
隨後，巫啟賢又打趣指華
人歌壇之中，能唱到 80 歲的人
不多，他心目中只有 4 個人，
“呢四個人分別係張學友、 陳
奕迅、 巫啟賢……” 未講完
克勤已搶白：“咁點？第四個
位，係咪要我同阿倫（譚詠
麟）爭？ ”巫啟賢鬼馬道：
“阿倫唱唔到 80 歲啦！因為佢
年年 25 歲，所以最後一個可以
唱到 80 歲，一定係你，李克
勤！”全場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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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周日舉行

為德州哈維颶風罹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法會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佛光山中美寺於九月
三日（ 周日 ）上午舉行 「 為德州哈維颶風罹
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法會」 ，由中美寺監院覺
安法師主持。全場信眾在稱誦爐香讚，南無本
師釋迦牟尼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拜願（ 南
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三皈依後，恭讀星雲大
師祈願文：
慈悲偉大的佛陀！
八月二十五，
德州地區遭受天災哈維颶風襲擊，
各地區傳出了嚴重災情。
佛陀啊！佛陀！

您可曾聽到他們的求救？
您可曾看到他們的哀傷？
那是人間苦難的現象！
那是娑婆浩劫的聲音！
在那裡，整個地區淹沒在大水中，
洪流驚人，
在那裡，千萬人的家園受到毀壞，滿目瘡
痍；
他們此時迷失人生的未來，
都在尋找希望的明天；
他們此時正像驚惶的羔羊，
都在尋覓安全的依怙。
慈悲偉大的佛陀！
祈求您的加被，
讓他們生者消災免難，安全如
昔； 讓他們亡者往生佛國，蓮登
九品。
請求您讓他們都能體悟，
現實的家園會有成住壞空，
自己的本性才能永恆安住；
請求您讓他們都能了解，
即使骨肉至親，也會有生離死
別，
只有證悟解脫，才是究竟的依
靠。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您賜給他們再生的信心，
Stafford 巿的市議員 Cecil Willis （ 右 ）也出席法會並對災民
讓他們知道： 活著就有希望
致意。（ 左 ） 為法會主持人覺安法師。（ 記者秦鴻鈞攝）

；
請您賜給他們向前的勇
氣，
讓他們明白： 生存就
是力量。
讓大家都知道：你我生
命是共通的，
自他關係是互動的；
我們一定要在平時作好
防範工作，
我們必須要互助合作，
居安思危。
我們更祈求，
這次的災情不要再擴大
，
類似的禍害不要再發生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的中外信眾，周日上午參加 「 為德州哈維颶風罹
難者及災民消災祈福法會」 。（ 記者秦鴻鈞攝 ）
。
慈悲偉大的佛陀！
示要把災民照顧好，協助災區民眾。
請求您接受我們至誠的祈願，
中美寺如悟法師也介紹多位發心的 「 佛光
請求您接受我們至誠的祈願。
人」 ，在此打地舖，每天去買菜，燒飯給大家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吃，每天忙到深夜。有些災民不是佛教徒，他
覺安法師也在現場開示：佛光山的宗長， 們也開 「 祈禱室 」 給他們，安撫在此災民的心
開山法師，佛光會在第一時間，開放寺院，大 。
教室，小教室及道場救急，接待災民。過去二
當天出席祈福法會的還有 Stafford 市的市
天來，Rosenberg 救災中心及社區大眾也不斷 議員 Cecil Willis,他也在法會上向全市的災民致意
把食物，禮物送來救濟災民。中美寺也為每一 ，並願盡全體之力，幫大家共度災難，重建家
位殉職，罹難者立牌位，及消災。容師父也於 園。
第一時間打電話來關心所有大眾。佛光山也指

玉佛寺 Harvey 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消災祈福關懷募款
為關懷 HARVEY 颶風水災受難
生靈，德卅佛教會於九月四日在玉
佛寺大雄寶殿舉行消災祈福法會，
同時發起救災募款活動，並啟動緊
急機制，先行撥款進行救災事宜。
該法會由德州佛教會副會長宏
意法師主持，會中恭頌《藥師琉璃
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為所有劫後餘
生消災祈福，並為罹難往生者祝禱
迴向。是日也為受災會友辦理關懷
登記，以期協助災後重建事宜。佛
教會同時在玉佛寺發起救災募款，
希望能對大休斯頓區域的災民提供
些許物質上的援助。由於救災的急

迫性，佛教會先由一般活動經費撥
款五萬元來協助賑災，其中兩萬將
捐給 Harvey 颶風救災基金，餘額
將視災情所需適度運用。
佛教會也於日前在玉佛寺舉行
了關懷座談會，由法師及義工接待
受災會友，瞭解災情和會友的需要
。當天的捐款活動受到會友踴躍的
支持熱心參與，已募到善款數千元
。這項募款活動將持續二至三週。
如果您有意願參與，表達關懷之意
， 請 電 玉 佛 寺 辦 公 室
281-498-1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