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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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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1 Corporate Dr.     3508 Highway 6 South           2304 Coit Rd.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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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673-0188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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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動商機

到未來

成功起點

攜手同行
貸

社 區 剪 影社 區 剪 影

方太廚電進駐休斯頓了﹗在10月22日﹐第一
家方太休斯頓體驗店新開幕﹐方太新澤西營
運經理石家賓(左二)﹑東北總商會理事長
Richard Qi(左一﹑浙江同鄉會會長吳因潮(右
二)﹑Keller William房產經紀王藝達(右一)等
共同為方太廚電開幕剪綵﹒

Tel：2812018186

地址：3510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临近糖城大华99超市）

官网 公众号 购买微信群

方太品牌主要经营：抽油烟机、炉灶、烤箱、微波炉、蒸箱。

所谓领先
不只跑赢别人，更要跑赢自己

1996年，第一台方太吸油烟机，改写了中国厨房的格局

2015年，全新一代近吸油烟机风魔方、云魔方，持续影响世界

20多年持续创新，方太领跑世界厨电行业

BEYOND THE BEST,W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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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美國總統川普將利用他即將展開的亞
洲之行，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國際壓力，以遏
制朝鮮尋求完善可以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導
彈。
根據白宮一名高級官員星期一所說，“如果我
們不對抗並扭轉來自朝鮮的威脅，我們就將生
活在一個更加黑暗的時代”。他為川普政府針
對平壤更加強硬的立場進行了辯護。
這位官員對白宮的記者說，“總統的語調，更
重要的是他的行動，已經導致國際社會在對抗
朝鮮威脅方面發生了我們在過去歷屆政府執政
期間都沒有看到的實質性的轉變和進展”。
外界紛紛猜測川普總統是否會與他的幾位前任

一樣，前往朝鮮半島非軍事區訪問，在這個世
界上最為劍拔弩張的邊界，距離朝鮮士兵僅數
米遠的地方，瞭望朝鮮。
根據白宮官員所說，川普是否將前往朝韓非軍
事區還沒有確定。
按照這位高級官員的話說，“在總統是否訪問
非軍事區一事上，安全並不是一個重要考慮。
我認為去與不去都不會傳遞什麽信號”。
川普總統應韓國邀請，可能會前往位於首爾以
南65公裏處的漢弗萊營訪問。那裏是美國陸軍
在半島增長最為迅速的軍事基地。
在川普總統11月亞洲之行訪問北京期間，還將
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朝鮮問題。
這位高級官員表示，最近聯合國強化針對朝鮮
制裁的過程中，鑒於北京占平壤國際貿易百分
之90的份額，“如果中國不全面履行這些聯合
國制裁決議，就是對國際社會意願的破壞”。
雖然白宮官員讚揚中國正在向朝鮮施加他們稱
之為“前所未有”的壓力，但同時認為，北京
仍然能夠做出更多努力。
美國前總統卡特已經提出代表川普政府再次前
往平壤。他在1990年代中期曾經顧克林頓總統
的反對訪問朝鮮。

這位白宮官員回應說，“目前對此還沒有任何
計劃。但是我們對與任何就如何解決這一可怕
危機獻計獻策的人保持溝通持開放態度”。
川普即將在11月3日至12日展開對亞太地區的
首次訪問。這也是他擔任總統以來最長的外訪
行程。

【VOA】美國5位在世的前總統上周六出席了
一場在德克薩斯州舉行的演唱會，為美國本土
和波多黎各、維京群島的颶風災民募捐。那些
地方近幾個月遭遇颶風重創。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老布什
和卡特出席名為“發自內心：一個有魅力的美
國”演唱會，地點在德州的德克薩斯A&M大學
。
美國總統川普沒有出席演唱會，但以難得的團
結態度在演唱會上播放的一段視頻中感謝幾位
前總統“為幫助我們同胞的災後重建發揮巨大
作用”。
奧巴馬說：“我們大家今晚站在台上為美國人
民的反應感到無比自豪。當他們知道自己的鄰
裏、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幫助的時候，美國
人民挺身而出。”
前總統克林頓說：“工作沒有完結。我們盡自
己的本分，向世人證明美國的心臟非常強壯，
任何問題都不在話下，那裏沒有種族、沒有宗
教、沒有政黨，因此這是一個新的開端。”

前總統老布什辦公室
上周六宣布，主辦方
從8萬多捐款人那裏籌
集到3100萬美元的免
稅私人款項。

僅颶風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3億美元，災後的
恢覆預計需要幾個月，重建需要幾年。
非營利公義組織“一個美國”在聲明中說，已
經有近1300萬美元分發給了五個指定基金。哈
維颶風9月重創德州中心地帶以來，五位前總
統就一直共同為災民募款。那之後，颶風艾瑪
襲擊了波多黎各和佛羅裏達，颶風瑪麗亞再次
襲擊波多黎各，還重創了維京群島。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南草坪回答記者問題。   

 ︱在德克薩斯州為數場颶風災民舉辦的演唱會上，從
    右至左，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克林頓、小布什、老
    布什和卡特把手按在心口處聆聽國歌的演奏。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劇照。

白宮：川普亞洲之行意在讓
世界避免跌入更黑暗時代 美國前總統為災民募款

川普總統罕見展示團結

節目介紹：
中國遠征軍》是江蘇衛視、雲南衛視在2011年首播的一部電視劇。在描述中國軍隊自
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出國遠征，國軍如何在緬甸對抗日軍。劇中演繹了同古戰役、
仁安羌戰役、野人山大撤退等重大軍事戰役。該劇拍攝歷時5個月，為求拍攝的真實
性，使用了大量槍械、吉普車、各式裝甲車等真實器械。

播出時間：每周一至周五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每周二至周六凌晨5時至6
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中國遠征軍》大型戰爭
史詩電視劇 氣勢磅礡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美南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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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慕昆淩
剛結束演唱會周傑倫再赴溫哥華探妻

10月23日，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自己在温哥华街

头的照片，发文称：“住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可能都没来过吧

。”照片中，周杰伦身穿黑色休闲裤，搭配军绿色外套，口

罩遮面，在秋季的温哥华街头，文艺范十足，不少网友直呼

“好帅”。

据悉，近日，昆凌正在加拿大与巨石强森拍摄新电影

《Skyscraper》，周杰伦为此两地奔波，昨天才刚结束厦门演

唱会就飞去温哥华，时时不忘老婆。不少网友被周董甜到：

“昆凌真的太幸福了，想想都觉得羡慕。”“杰伦是把ins当

朋友圈了吧，还是每天发糖的朋友圈。”

Selina透露Ella很戀家
我們常常去她家看勁寶
由东方卫视和灿星制作联手打造的全新

电视真人秀《拜见小师父》，日前在嘉善录

制现场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明星大徒弟”

大张伟、Selina（任家萱）、戴军、周深纷纷

到场，“剧透”了节目的精彩看点和录制花

絮。

节目中，明星徒弟们要向身怀绝技的小

师父们拜师学艺，虽然节目日前只进行了一

期两集的录制，但几位大徒弟的人物特色已

十分鲜明：“熊孩子”是大张伟，“班花”

当属Selina，“心机boy”为戴军，周深则是

大家一致认为的“尖子生”。

发布会后，Selina接受媒体采访，她认为

自己虽是班上唯一的女同学，但是她的拼命

程度可丝毫不亚于其他几位男徒弟。“我在

班级里自诩花木兰，虽然我是女生，但训练

和体能方面不想输给其他同学。我自己蛮拼

的，希望表现好，让小师父骄傲。”

不过，Selina也笑说，自己想讨小师父们

欢心的策略却一直没有成功，“我觉得我应

该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欢的‘萱萱姐姐’，但

现在的小朋友好像都远离我了，好像我让他

们不感兴趣了。劲宝（Ella

儿子）也是被我抱一抱就

哭，天哪，难道我是‘小

孩杀手’吗？”

Q：你最想挑战的中国传统

技艺是什么？

Selina：顶缸，哈哈。

其实我不敢想象，因为我

怕讲了节目组真的找了师父怎么办？但是对

于传统技艺、民俗舞蹈各方面我都很想学习

。我知道自己应该都做不到，但是就以“像

不像三分样”的心态去努力。

Q：《拜见小师父》中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可以分享？

Selina：师父们很妙，我明明觉得每次遇

到男小师父，可以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当

一个和蔼的大姐姐，讨他欢心。我觉得跟他

有对到眼，但最后为什么没选我？我老是搞

不懂小朋友在想些什么。

我发现小师父们都很容易注意到大张伟

，他总是很皮啊，有些小师父会骂他，然后

我想“太好了，这种皮学生，你一定不想选

吧！”结果师父们都很喜欢他、选他。小师

父们不仅学问深似海，心也深似海。

Q：你觉得Ella有了劲宝后，最大的变化

是什么？

Selina：她变得超美。我每次在网上看她

的照片，就觉得“哇，这个女人真的够美！

”她美出一个新高度。那是因为她创造了一

个新生命，是每一个女人到了妈妈这个阶段

都会散发出来的美，太美了！

Q：她要照顾宝宝的话，会不会没时间和

你们聚会？

Selina：不会，因为她以前聚会也没有很

多（笑），她真的是一个蛮恋家的女生。我

们想劲宝比想她多，我们常常去她家报到，

不是为了看她，是为了看劲宝，吼吼，我们

宠团里独宠的就是劲宝，我们都爱他。

林誌穎哥哥擺攤賣腸粉
被認出變臉：我不是他哥

据台湾媒体报道，艺人林志颖出道超过

20年，冻龄童颜被外界封为“不老男神”，

除了在演艺事业表现亮眼，同时还是成功的

企业家，被称为“人生胜利组”。家中排行

第二的他，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上有一

个哥哥，而大哥林志杰被发现在四平街卖肠

粉，好手艺让不少吃过的客人在网路分享，

纷纷表示很美味。

据香港媒体报道，林志杰经营的肠粉摊

店面不大，一份肠粉随著口味的不同，价格

从50到80元（约10-20元人民蔽）不等，一

天可卖一百份，营业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

他表示，开业大概2个月，之前在广东工作

，自己很喜欢吃肠粉，所以把它引进台湾。

被问到是不是林志颖哥哥时，林志杰脸色微

变连说2次“不是”否认关系 ，接著面有难

色表示 “不想把家人牵扯进去”，过去在

爸爸和弟弟的资助下，虽在国外念过书，但

没念完，只有拿到了学士学位，“摆摊是为

了生活养家，谋生并没有不对”，之后便拒

绝採访。

对于摆摊卖肠粉一事，林志颖大方承认

是大哥林志杰，但没有投资肠粉摊，并透露

个人品牌大哥也是老板，“JR在广东设厂，

我哥待久了对港式食品很有趣”，加上对方

爱吃、橱艺又好，便抉定开店。

大哥被采访后，林志颖有与对方通过电

话透露，“我哥有点生气，说难道林志颖的

哥哥不能卖肠粉吗？”他还说，“为什么卖

肠粉就是过得不好”，爸爸有留房子给孩子

，哥哥也是房东之一，“我什么可能让家人

过得不好”，而他有吃过哥哥煮的肠粉，觉

得对方非常用心。

事实上，林志颖2016年录制大六节目

《熟悉的味道》时，在节目精心准备的一段

影片中，让他的4个兄弟姐妹全曝光，当时

有网友开玩笑留言指“当他手足压力也太大

”、“这差别也太大”、“间直不可思议”

，但其实他与四妹、五弟是同父异母的手足

关系，非同一个妈妈所生，所以长相有所差

异也不足为奇，此事也意外在网路上掀起不

少讨论。

据台湾媒体报道，艺人丁文琪23日透露

去医院检查过敏源，意外被告知吃了会过敏，

心碎定下“奇异果分手日”。她配图晒出了极

光照片，并形容“秋天的冰岛植被是奇异果的

颜色”，字里行间都是对奇异果的不舍，不过

被眼尖网友发现照片中有2个人，悄悄放闪回

应“先生在左我在右”，原来是和老公携手去

看极光啦！

丁文琪写道：“秋天的冰岛植被是奇异果

的颜色，就连极光也是。”极光照除了满天星

光，更有两个模糊人影，引起网友好奇“该不

会是传说中的老公视角吧”、“是先生拍得还

是你拍的？”她回答“先生在右我在左，用脚

架拍的”，并形容照片是“脚架视角”，原本

的过敏告白文，瞬间变成了放闪文，讨论串出

现还有网友羡慕“人家都带老婆看极光啦！”

事实上，丁文琪日前才透露结束蜜月旅行回来

，加上林宥嘉晒出夫妻俩雨中街拍的照片，众

人推测是蜜月旅行时拍下的搞笑照片。她23

日晒出极光照，每张构图都想念奇异果，不过

也意外透露蜜月旅行是去冰岛看极光，甜蜜氛

围被众人狂赞。

48歲伊能靜駐顏有術
分享心得感嘆女人要對自己狠

伊能靜被稱為娛樂圈中的“凍
齡辣媽”，雖然有了壹雙兒女，48
歲的她仍然駐顏有術，保養的非常
好。10月23日，伊能靜通過微博上

傳運動的視頻和運動心得，稱要對自己狠一點。視頻中的伊能靜身材纖細，皮膚光滑，非
常的漂亮。10月23日晚，伊能靜通過微博上傳運動心得的視頻，並寫道：“對自己的美，
狠壹點，千萬別手軟！ ”視頻中，伊能靜不僅告訴網友要選擇什么樣的運動，還曬運動的

視頻。伊能靜身穿黑色背心和緊身褲，在健身房賣力
的做著各種高難度動作，除了身材纖細苗條外，皮膚

更是光滑細膩，如少女般清純。

林宥嘉帶老婆看極光林宥嘉帶老婆看極光
丁文琪丁文琪““腳架視角腳架視角””泄蜜月地泄蜜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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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大為主演新片《午夜慢車》殺青
鄭秀文狠學四川話 貢獻“港味川普”驚喜彩蛋
由戴思傑執導，佟大為、

鄭秀文領銜主演的愛情喜劇片

《午夜慢車》自9月17日在四

川樂山開機以來，經過緊張密

集的拍攝期，目前電影已經圓

滿殺青。

在影片中，佟大為飾演的

海歸心理學博士繆大同是四川

人，為了更好塑造角色，佟大

為主動向導演自薦用四川話方

言進行表演，為此，開拍前佟

大 為 就 邀 請 了 方 言 老 師 ，

“狠”學四川話，被臺詞老師

和當地的群眾演員用地道四川

話點贊“講滴不錯嘛”。鄭秀

文也用四川方言為樂山景區打

call，作為壹名香港藝人，她努

力將拗口的四川話說出自己的

特色。

據了解，拍攝地樂山多陰

雨天，佟大為和鄭秀文雨天戶

外拍攝也毫不懈怠，鄭秀文多

次躺在雨中與佟大為配合演

出，認真敬業的態度博得在場

工作人員的熱烈掌聲。為了拍

到情緒飽滿的毆打畫面，佟

大為壹次次跟搭檔試戲反復

練習動作，氣喘籲籲直到滿

意為止，最後沖對手豎起大

拇指，拍攝結束，導演戴思

傑和攝影杜可風更是激動不

已、再三硬咽。

電影拍攝前劇組特意來四

川勘景，最終在成都龍泉驛

區、武侯區、樂山市取景。四

川作為戴思傑的故鄉，此次回

鄉拍攝可以說也是導演的圓夢

之作。搭檔杜可風也表示“這

個地方給我們太多啟發和可能

性，讓我們有機會成為壹個與

眾不同的中國電影。”

另外，作為該部電影的攝

影指導，杜可風在拍攝最後還

客串了壹個角色，所以大家都

表示好奇和期待。據悉，拍攝

當天，杜可風衣著單薄，但還

是在陰雨中賣力完成倒立動

作，讓在場主創和工作人員感

動不已。

影片《午夜慢車》主要講

述了民國時期剛剛回國的心理

學博士繆大同（佟大為飾）因

未婚妻的鋃鐺入獄，與大法官

（王雙寶飾）做交易，通過解

析女性夢境，幫大法官找到

“紅顏知己”。在尋找過程

中，繆大同與翁女士（鄭秀文

飾）邂逅並相愛，可她也正是

大法官要找的人。影片預計將

於2018年全國上映。

《西小河的夏天》首曝國際版預告
釜山唯壹獲獎華語片

開啟國際電影節之旅

在剛剛閉幕的第22屆國際釜山電

影節上，由新銳導演周全執導的電影

《西小河的夏天》斬獲KNN觀眾獎。

作為青年導演周全執導的長片處女作，

《西小河的夏天》不僅入圍了釜山國

際電影節唯壹的競賽單元“新浪潮”

單元，並且成為釜山電影節上唯壹獲

獎的華語影片。

釜山電影節獲獎之後，影片首次

曝光了預告片。預告中，小鎮的平凡

生活被緩緩鋪陳開來，節奏平穩鏡頭

細膩，而在平靜之下又暗藏著洶湧的

溫情。作為唯壹在本屆釜山電影節獲

得獎項的華語影片，《西小河的夏

天》呈現了壹幅既懷舊又與現代觀眾

共鳴強烈的生活浮世繪。

在得知《西小河的夏天》獲得

KNN觀眾獎後，影片主創紛紛表達了

自己的感受。

導演周全表達了自

己驚喜和感動的心情。

他認為對壹部電影來

說，影展是窗口與媒

介，觀眾才是終點。其

後他還表達了對張家

振、廖慶松兩位監制、

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

及出品方企鵝影視、壹

山文化的感謝。監制張

家振也表示，這個獎項

對於壹位新導演，是壹

份很大鼓舞。這次獎項

是由觀眾投票選出，亦

具有特別意義。電影與

觀眾相互交流，情感能

達到共鳴，特別珍貴。

爸爸顧建華和媽媽

楊慧芳的扮演者張頌文

及譚卓紛紛感謝觀眾的

認可，張頌文說“電影

是拍給觀眾看的作品，

知道釜山電影節的觀眾

給予了我們這麽高的評

價，我和家人也很高

興”。曾入圍戛納最佳女主角的譚卓

表示也備受鼓舞“希望未來能帶來更

好的作品”。

出演顧曉陽的榮梓杉小朋友，去年

暑假拍攝的時候他才10歲，“看到觀眾

們都很喜歡，覺得很值得”。而飾演鄭

爺爺的中國臺灣老戲骨顧寶明以及飾演

沈老師的董晴除了表示對觀眾的感謝，

也希望影片能盡快跟中國觀眾見面。

在釜山電影節獲獎之後，《西小

河的夏天》並沒有停止腳步，將陸續

亮相在各大國際電影節，與觀眾分享

成長故事，期待獲得更多認可。據悉，

影片還將參加羅馬國際電影節的都市

愛麗絲競賽單元、香港亞洲電影節競

賽單元及布魯塞爾電影節展映單元。

《西小河的夏天》由企鵝影視、

壹山文化、彼此影業出品，將於2018

年與中國內地觀眾見面。

陳凱歌《妖貓傳》曝人物海報
黃軒版白居易天真率直

辛柏青版李白狂放不羈
今日，由陳凱歌導演的奇幻電影

《妖貓傳》曝光壹組人物海報。在極具

唐風特色的壁畫紋飾背景中，黃軒、染

谷將太和辛柏青或肆意或靜立，神態各

異。三人將在大唐詭宴、妖貓復仇的故

事中掙紮出自己的命運。

這次的海報中，黃軒手持毛筆，

肆意揮灑大詩人白樂天的不羈性情；染

谷將太禪杖在手，僧人空海的沈靜與黃

軒的灑脫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導演陳凱

歌所描繪的“壹個極度感性、沖動、才

情，壹個極度理性、智慧、聰明。”在

談及角色時，黃軒表示白樂天既有孩子

氣、天真直率的壹面，又有非常深情

的那壹面，很情緒化，“因為我覺得

藝術家、詩人都有這樣壹個心情，沒有

這樣的心情他可能創作不出來這麽好的

作品，發現不了生活中人與人情感中最

美的部分。”而對年僅24歲的染谷將

太來說，飾演壹個天才僧人，該如何

表達空海本人敏銳的特質，以及將如

何流利的學說中文，也是他遭遇的最

大挑戰。

另外，電影中辛柏青飾演的另壹位

傳奇詩人李白，在曝光的海報中同樣手

持毛筆，仰天狂笑，半躺的豪放姿態不

同於白樂天的少年意氣，反而呈現出他

自信狂傲的人物性格。

電影《妖貓傳》講述了盛唐時期壹

段奇幻的淒美史詩。癲狂詩人白樂天與

仰慕大唐風采的僧人空海相遇長安，卻

意外觸發了橫跨三十年、有關王朝興

衰的驚天之秘，隨著各色人物壹壹登

場、大唐繁盛絢爛與時代隱痛壹壹揭

開，壹個被歷史紛亂掩蓋的真相也將

浮出水面。

據悉，黃軒、辛柏青將代表《妖

貓傳》出席即將開幕的東京影展。該

片由新麗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角川公

司、二十壹世紀盛凱影業、英皇影業

有限公司出品，將於2017年12月22日

賀歲檔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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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呼喚《銀翼殺手2049》2D排片
片方“3D非中國特供” 攝影大神認定2D格式最佳

北美口碑極佳的科幻大片《銀翼殺手

2049》將在本周五以2D/3D/IMAX 3D等全制

式與中國觀眾見面。就在這部科幻經典續作

上映的前夕，中國影迷們針對2D版本排片少

、3D制式是否能提供理想觀影效果展開了壹

番熱議。

26日晚，《銀翼殺手2049》就將在全國

各大城市啟動午夜首映場。根據時光網票務

信息顯示：該片的午夜放映場絕大多數為3D

或IMAX 3D制式，北京只有1家影院為午夜

場放映選擇了2D制式，上海有兩家，廣州有

三家，更多地區甚至沒有任何影院會安排2D

制式。

著名影評人、編劇張小北在微博中寫道

：“請影院經理們多少給排壹些2D版《銀翼

殺手2049》的場次，請給觀眾壹個選擇的機

會！即將在27號上映的《銀翼殺手2049》有

多種格式上映，但目前北京只有保利院線的

幾家影院有2D版本排片，絕大多數影院都是

3D版。考慮到此片首周末潛在觀眾大多是影

迷或電影愛好者，請多給這些觀眾壹個選擇

，才是尊重觀眾，尊重電影，尊重市場的體

現。”

資深影迷“電影玩家”告訴我們他最想

看2D版本的《銀翼殺手2049》，因為該片並

非3D攝影機拍攝，也沒有使用DMR技術轉換

。深度電影愛好者“春光乍現”也更加期待

觀看到2D版本，他表示：“因為3D觀影對

戴眼鏡的觀眾不夠友善， 有些有奇觀展示的

片子3D會比2D好，比如《少年派》《比利·

林恩》，但是假3D成堆出現令人反感。”

片方索尼影業今天也對觀影格式爭議做

出了回應。他們的官方微博寫道：“《銀翼

殺手2049》這部電影，無論是2D、3D還是

IMAX制式都是跟全球保持壹致，根本不存在

中國特供3D。”據悉，影片排2D或3D的場

次並非制片方決定，他們也正積極溝通增加

排片的問題。

《銀翼殺手2049》的攝影指導由業界大

神羅傑· 狄金斯擔任，他與導演維倫紐瓦的搭

配令影迷對該片的視覺體驗有了加倍的期待

。狄金斯不久前公開表示《銀翼殺手2049》

的最佳觀看格式是2D版本，因為普通2D版

本的畫幅2.39:1正就是他們在拍攝時采用的原

始構圖比例。

影片上映的IMAX版本由於畫幅被打開，

比2D版本收入了更多的畫面，但這些並不是

創作者設想中的畫面內容。不過狄金斯本人

監督了所有IMAX版本的格式轉制，盡管沒有

用 DMR 數字原底翻版技術，但他有針對

IMAX銀幕在亮度和飽和度方面做出過調整。

對於影迷的呼聲，電影院線方面亦有響

應。UME華星影城副總劉暉告訴記者： “這

個片子時間長，會考慮觀眾的反應加排2D場

次。

市場上有部分觀眾有觀看2D的需求”，

同時他表示北京以及全國其他城市的UME影

城都會安排放映2D版《銀翼殺手2049》。

目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成都、

武漢、南京、天津、廈門、福州、杭州、哈

爾濱、合肥、南昌、常州、深圳、寧波、長

沙、長春等城市均有影院在預售場次中安排

了2D版本的排片。

“黑豹”之後，他又接下壹重磅傳記片
大器晚成的博斯曼 這次要演首位高院黑人律師
查德維克· 博斯曼的星途正處於上升期。

2016年在《美國隊長3：內戰》中首次以黑豹

和觀眾見面後，博斯曼即將在明年2月的黑豹

獨立電影中領先亮相。影片是瑞恩· 庫格勒導

演的首部漫威作品，將進壹步探索在《美隊3

》中已經有所涉及的虛構非洲王國瓦坎達。

明年5月，博斯曼飾演的黑豹還會再度出現在

《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中。

在兩部超級英雄電影之前，博斯曼將以

壹位現實生活中的超級英雄形象現身大銀幕

——他將飾演備受贊譽的黑人律師瑟古德· 馬

歇爾，美國歷史上第壹位聯邦最高法院的黑

人律師。這部由雷吉納· 哈德林執導的傳記片

《馬歇爾》並沒有橫跨這壹歷史人物從出生

到死亡的人生經歷，影片更著重講述的是這

位律師在成為傳奇人物之前，參與過的壹起

重要但鮮為人知的案件。

本片背景設定在1940和1941年，馬歇爾

作為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中的壹名民權律師

，往來於美國各地。故事發生地在康涅迪格

州，斯特林· K· 布朗飾演的黑人男子被控強奸

他的妻子（凱特· 哈德森飾演）的白人員工，

馬歇爾協同當地的壹名白人律師（喬什· 蓋

德 飾演）律師介入到這起案件中。

近日，時光網在洛杉磯采訪了博斯曼，

和他聊了聊新作《馬歇爾》，塑造真實人物

的挑戰與困難，以及《黑豹》的最新進展。

記者：瑟古德· 馬歇爾是美國家喻戶曉的

歷史人物，而這部電影選擇了馬歇爾人生中

並不為人所知的壹段經歷。

查德維克· 博斯曼：是的，我認為這是瑟

古德· 馬歇爾人生美妙之處，他最開始為改變

法律而奮鬥，最終他成為了壹名立法者。他

成為了權威本身，他變成了坐在房間裏聆聽

人們在外辯論，分析他們的觀點，考慮所有

政治因素，並做出最終決定的人。電影講述

的就是他在獲得這壹成就之前的經歷。

記者：妳已經參演了很多傳記電影了

——

博斯曼：沒有萊昂納多· 迪卡普裏奧演的

多，哈哈。

記者：拍攝傳記片，演繹真實人物的時

候，妳面臨那些困難呢？

博斯曼：挑戰嘛，籠統地說，人們對特

殊的人總會有壹些情感寄托——這些人會成

為其他壹群人的偶像。在這個例子裏，很多

人因為馬歇爾而選擇學習法律。他的家人和

同事都很關註這部作品。所以人們對這些為

人有壹種理想化的情感，所以妳不會想讓觀

眾失望。無論這個偉人在生理上或者精神上

有怎樣真實的壹面，人們總是想從作品中實

現他們的期待。這是我認為最難的地方。

如果這是壹部虛構的作品，角色都是人

為創造的，妳就有很多自由創作的空間。我

參與過的所有傳記片，表演的方式有著很大

的區別。我在《42號傳奇》中演繹傑基· 羅賓

森時，和我在塑造詹姆斯· 布朗時采用了截然

不同的方法，包括拍這部電影也是壹樣。

作為演員，妳需要選擇要以何種方式塑

造這個人物，妳要運營那種類型風格的表演

。如果我是個畫家，我不會畫任何東西——

我會選擇呈現我的觀點，我表達內心的媒介

，關註我是如何成為畫家這件事本身。在這

部電影裏，我和馬歇爾法官長得不是很像，

所以我必須選擇別的方式去演繹他。我不想

去模仿他，或者改變我的樣貌，或者帶個假

發。我只想了解他的本質，讓這種本質性的

特點能從我的表演中滲透出來。也許別的人

在演繹他的時候，會想改變他們的樣貌，或

者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對我來說，本質的東

西才是我演繹這個人物最忠於真實的方式。

記者：瑟古德· 馬歇爾擁有充沛的才華，

他也是個非常優秀的作家。但是在影片裏選

拔陪審員的場景裏，我們看到他擁有壹種敏

銳的直覺，能夠讀懂每壹個

人。這段情節引起妳的共鳴

了嗎？通過觀察某個人並掌

握他的某些細節信息，對於

演員來說重要嗎？

博斯曼：是的，非常重

要。我想有的人會說，演員

在表演時，眼睛是妳第壹個

能使用到的工具——它幫助

妳去觀察。我在上學時，有

個老師也曾經這麽教過我。

她跟我們說：”今天大家都

不要說話，我們就去公園或

者商場或者飯店去觀察被人

。“所以這是壹種工具，我

認為，當妳不斷積累經驗後，妳表演功力就

被磨礪得越發嫻熟了。在這方面，我非常認

同瑟古德· 馬歇爾。

記者：妳記得妳人生中第壹次遭遇社會

不公平待遇的情景嗎，妳站出來反對那些歧

視行為了嗎？

博斯曼：我覺得我整個人生都處在身負

這種責任感的狀態，這種不公待遇的經歷我

的父母、兄弟和我其他家庭成員中都曾有所

體會。我來自美國南部的南卡羅來納。從我

小時候，我就看到卡車上掛著的邦聯旗幟，

以及印有邦聯旗幟的車牌。我看到警察毫無

理由地在路上叫住我的家人。我看到有人開

著卡車在路上追逐我媽媽。

所以我總是面臨這樣的問題：妳要如何

處理這種情況？妳會暴力反擊還是心平氣和

地回應？這些壹直是我要處理的問題。我在

上霍華德大學時，我的社會意識逐漸成形。

在大學的環境中，總是有很多抗議活動。當

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出現了幾起警察射殺時

間。有個學生被下班的警察殺死了，我們霍

華德大學的學生在司法部門前組織了壹次遊

行。我無法告訴妳詳細的時間，因為這種情

況壹直出現在我的生活中，不公正的情況壹

直存在。

記者：這個話題我們先告壹段落，來談

談另外壹部電影吧，漫威確定黑豹將推出獨

立電影時，妳激動嗎？

博斯曼：我超級激動，我現在也超級激

動，不光是我能有自己的漫威獨立電影。我

認為《黑豹》從社會角度和文化角度來看，

都是壹部很了不起的作品。可以說能參演這

部電影，真的夢想成真了。我根本不需要讀

劇本，他們找我聊黑豹的時候根本沒提到

“黑豹”這兩個字。他們問我：“我聽說妳

想演這個角色，妳現在有興趣嗎？”我回答

說：“如果妳說的是我想的那個角色，那我

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當然想演這個角色。”

哈哈，然後我為這部電影進行了非常刻

苦的訓練，可能比我之前的任何訓練都要艱

難。我總是說，目前為止，詹姆斯· 布朗是我

演過的最難的角色。（《激樂人心》2014）

觀眾肯定更不知道，但是那些舞蹈動作非常

耗體力，妳要完成這些動作，身體所經受的

強度是難以置信的。然後妳還得邊跳邊唱，

同時妳還不能表現出妳很疲倦的樣子，妳要

表現出妳狠開心。但是我認為黑豹和詹姆斯·

布朗壹樣難。我在電影裏要打翻很多人，這

種體驗依然難以置信。但是我不能透露更多

的信息了，我盡量不去惹惱漫威，因為我還

想繼續演這個角色，哈哈。但是我可以告訴

妳，影片新物料馬上會和觀眾見面了。

《
恐
襲
波
士
頓
》
發
全
明
星
人
物
海
報

沃
爾
伯
格
率
隊
全
城
緝
兇

華
人
英
雄
冒
險
救
援

由彼得·博格執導，馬克·沃爾伯格主
演，凱文·貝肯、約翰·古德曼、J·K·西蒙
斯、米歇爾·莫納漢、歐陽萬成等眾多好萊
塢實力影星聯袂出演的《恐襲波士頓》內
地已定檔11月17日。近日，片方公布了壹
組人物海報，滿目瘡痍的爆炸現場，緊張
肅穆的背景之下，六大關鍵人物悉數登場
，透過他們或決絕，或悲愴，或緊張的表
情神態，展現了不同身份的人物在面對恐
襲事件的狀態。

《恐襲波士頓》是導演彼得·博格攜馬
克·沃爾伯格“災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前作《深海浩劫》國內上映時便收獲了壹
片好評，《恐襲波士頓》口碑更是再創新
高，而從片中各角色來看，可謂是眾星雲
集，超強陣容令人感嘆。日前曝光的人物
海報中，六大關鍵人物均以全身造型出現
，身著各自工服的角色神態各異，恐襲來
臨，全城恐慌，純色背景的遮罩之下，預
示了災難之中，不可避免的救贖之路正式
開啟。

六大關鍵人物中，馬克·沃爾伯格飾演
的波士頓警員湯米手拿對講機，神情緊張
的展開救援，為影片中的驚天災難埋下伏
筆。凱文·貝肯飾演的FBI負責人雙眉緊皺
，正在對媒體說明調查情況。約翰·古德曼
飾演的警長眉頭緊蹙，凝視遠方，似乎陷
入了什麽難題。米歇爾·莫納漢飾演的卡羅
爾面露悲愴，緊擁老公湯米。歐陽萬成飾
演的中國留學生孟丹表情驚恐，在夜色中
奮力奔跑。六大角色全面曝光，終極反恐
壹觸即發。

據悉，本片不僅有彼得·博格攜手馬
克·沃爾伯格的超級組合，更有《X戰警》
凱文·貝肯、《金剛：骷髏島》約翰·古德
曼、《碟中諜3》米歇爾·莫納漢和曾壹舉
拿下第72屆金球獎電影類最佳男配角、第
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在《愛樂
之城》中憑借精彩表現令內地觀眾印象深
刻的J·K·西蒙斯，壹眾實力巨星加盟不容
小覷。

據了解，此前本片導演彼得·博格執導
的由真實事件改編作品《深海浩劫》在內地上映後深受觀眾
喜愛，而這部改編自震驚全球的波士頓馬拉松恐襲事件的
《恐襲波士頓》在海外上映以來，口碑票房雙贏，並提名美
國國家評論協會獎，獲封年度十大影片，爛番茄新鮮度高達
80%。

電影《恐襲波士頓》由美國獅門影片公司（LIONS-
GATE）出品，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八壹電影制片廠譯
制，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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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佛學講座佛光山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佛學講座
上周三晚舉行上周三晚舉行，，泛談生活中的佛法泛談生活中的佛法

UFOUFO学會上周六舉行講座学會上周六舉行講座
亓國華會長主講亓國華會長主講 「「UFOUFO 現象之探討現象之探討」」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UFO 學
會於上周六（10 月 21 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一
時半，在美南銀行會議廳舉行講座，由休士頓
UFO 学會會長亓國華主講 「UFO 現象之探討
」常見的 「UFO 現象」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
大類別：
一， 自然現象：如流星，隕石，慧星，極光
，閃電及異狀雲等等，如果欠缺天文知識，腦
中又充滿幻象，就容易把一些自然現象，誤認
為 「UFO」出現！
二， 視覺
誤差：由於光源照射在各類不同之物體上，所
產生的反射,折射,及散射等因素使得眼睛對物

體之遠近,大小,形狀等,發生了判斷上的錯誤！
三， 故弄玄虛：也就是 「造假」(Hoax)之行為
，由於UFO 之話題已廣泛地引起許多人們的
關注，因此，也就出現了不少 「有心人」藉此
擾亂視聽，一些 「合成」技術高超的照片或是
錄影，就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令一般人
「真假莫辦」！也使得平日就質疑 「UFO」之

存在的一些人士，得著更多的 「口實」，這也
是 「UFO 現象」所衍生出來的另一類 「社會
現象」。
四，天外來客：UFO 出現在地球上之記載，
從一些現存的宗教經典中，不難發現些 「蛛絲
馬跡」，如印度教之 「吠陀經」(Vedas)，其中

就描述了大約在一萬年前，有兩派 「天人」各
自駕著 「飛天戰車」，使用了類似今日的核子
武器投入戰鬥，場面相當慘烈！ 以致如今來
到考古遺址現場，還可以見到一些石塊因高溫
而形成表面 「玻璃化」之現象。佛教的 「阿含
經」中，也記載了人類祖先是從一顆名之為
「光音天」的星球 「飛」過來的，而非地球上
「進化」之物種！猶太教經典中所出現的
「Elohim」一字(圖09a)，原本是地球上先民對
「天外來客」的稱呼，卻被翻譯成了 「God」

，差之遠矣！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佛光山中美
寺住持隆相和尚於上周三（10 月 18 日）
法駕休士頓，並於當晚在中美寺舉行佛法
講座，開展今年度弘法活動。因當天為上
班日，很多虔誠的信眾，還是在下班後兼
程趕來聽演講，顯示了佛光人 「求法若渴
」的心態。

隆相和尚首先從東，西方人對人生不
同的態度談起。他說： 東方人從年輕時就
拼命工作賺錢，然後買房，買車，一步步
實現他人生的目標。西方人不同，他們在
年輕時就貸款買房，買車，邊還錢邊享受
，待把貸款還完，他也差不多了。這是東
、西方人文化上的差異。而現在東方的年
輕人改了，他寧可提前享受，不要把自己
弄得太苦太累，他們寧可現實一點，活得
瀟灑，因為他們看父輩活得那麼辛苦，認
為不值得。

隆相和尚說： 凡事都不是你的，到晚
年能吃的東西有限，身體健康最重要。有
的人三、四十歲就走了，因此， 「活在當
下 」 很重要！有的 「領導」 很有錢，為
什麼他們還要去貪？隆相和尚說： 有錢人
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 「錢 」！因為 「

慾壑難平 」！
隆相和尚又提到 「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在佛學院放寒假時，
他們都會回去看看父母，因為，看一次，
少一次，孝順，也應該要提早！ 「四十二
章經」 提到，生命在呼吸間，因為一息不
來，人就逝！我們應 「活在當下 」，還有
什麼比這更可貴的東西？

隆相和尚又提到六祖禪經的句子，六
祖慧能提到 「我是為法而來，而非為衣鉢
而來！」，社會對佛教的看法： 佛教講 「
人生無常，苦，空，無我」 認為佛教是消
極的。隆相和尚說： 就因為無常，包括修
行，才有無限可能。

隆相和尚在講座上也回答觀眾的提問
： 何謂 「五眼 」？何謂 「空 」？五眼，
包括 「肉眼」： 是擋住的看，有障礙的。
「天眼 」： 可通內、外，牆壁，可看到

天堂，地獄。 「慧眼 」 證悟了空性。 「
法眼 」： 觀察所有眾生，觀世俗的一切。
而 「佛眼 」，即 「天眼」 真空，妙有的
境界，講 「空性」，即因緣和合生的法，
叫 「空」。而身體也是因緣和合的，你抓
住這個＂色＂，就是空。 「色受想行識」

就是空。
隆相和尚進一步說： 「金剛經 」 講

的就是 「空就是色 」， 「色就是空」，
佛教認為佛教以外的，都是 「外道」，佛
教徒 「心外求法 」 就是 「外道」。因此
，要 「莫思善，莫思惡」（ 六祖禪經），
「心包太虛」， 「活在當下」，照顧你現

前當下的一念，你只要去 「關照」 它。
來自達拉斯的滿光和尚也提到 「颶風

」 及棲霞禪寺 「千佛洞」 的問題，其中
包括佛教對天災即 「業 」 的解釋以及對
國家文物保留的問題。隆相和尚說： 佛教
講 「三世因果 」： 過去世，現在世，未
來世。過去談 「人定勝天」 現在證實 「
人不能勝天，人只有遵循自然的規律，人
才能平安」。

中美寺監寺覺安法師最後作總結：大
陸 「一帶一路 」 經過23 個國家，直接把
佛法 「一帶一路」 送來中美寺。學佛要
「歡喜 」，不要失去意義。她也對達拉斯

中美寺滿光法師等多位法師專程開車前來
聞法，即表示他們知道佛法對我們的重要
性。

圖為講座主講人圖為講座主講人，，休士頓華人休士頓華人 「「UFOUFO學會學會
」」 會長亓國華會長亓國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佛光山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演講的情景圖為佛光山中美寺住持隆相和尚演講的情景。（。（ 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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