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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tone pipeline leaks 210,000
gallons of oil in South Dakotalice

Handout photo of an aerial view of an oilspill which shut down the Keystone pipeline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cated in an agricultural area near Amherst, South Dakota

AMHERST, S.D. - TransCanada
Corp.’s Keystone pipeline leaked
an estimated 210,000 gallons
of oil onto agricultural land in
northeastern South Dakota, the
company and state regulators said
Thursday, but state officials don’t
believe the leak polluted any
surface water bodies or drinking
water systems.
Crews shut down the pipeline
Thursday morning and activated
emergency response procedures
after a drop in pressure was
detected resulting from the leak
south of a pump station in Marshall County, TransCanada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ause was

being investigated.
Discovery of the leak comes just
days before Nebraska regulators are
scheduled to announce their decision Monday whether to approve
the proposed Keystone XL oil pipeline, an expansion that would boost
the amount of oil TransCanada is
now shipping through the existing
line, which is known simply as
Keystone. The expansion has faced
fierce opposition from environmental groups, American Indian tribes
and some landowners.
Brian Walsh, an environmental
scientist manager at the South
Dakot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aid

Richard Cowan

U.S. towns,
cities fear
taxpayer
revolt if Republicans kill
deduction

WASHINGTON (Reuters) - From
Pataskala, Ohio, to Conroe, Texas,
local government leaders worry
that if Republican tax-overhaul
plans moving through the U.S.
Congress become law, it will be
harder for them to pave streets,
put out fires, fight crime and pay
teachers.
A tax plan approv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Thursday

the state has sent a staff member
to the site of the leak in a rural
area near the border with North
Dakota about 250 miles west of
Minneapolis.
“Ultimately, the cleanup responsibility lies with TransCanada,
and they’ll have to clean it up in
compliance with our state regulations,” Walsh said.
TransCanada said in its statement
that it expected the pipeline to
remain shut down as the company responds to the leak. It did not
offer a time estimat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sued a
federal permit for the expansion
project in March even though it

would sharply curtail a federal deduction that millions of Americans
can now claim for tax payments
to state, county, city and town
governments.
Ending that deduction, the local
leaders say, could make their
taxpayers, especially in high-tax
communities, less likely to support
future local tax increases or even
tolerate local taxes at present
levels.
The proposed repeal of the state
and local tax (SALT) deduction is

had been rejec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Keystone
XL project would move crude
oil from Canada, across Montana and South Dakota to Nebraska, where it would connect
with existing pipelines feeding
refineries along the Gulf Coast.
Sierra Club Beyond Dirty Fuels
director Kelly Marti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against leaks is for
Nebraska to reject the pipeline.
“We’ve always said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a pipeline
will spill, but when, and today
TransCanada is making our
case for us,” Martin said.

part of an “assault on local
governments” by Republicans
in Washington, said Elizabeth
Kautz, the Republican mayor
of Burnsville, Minnesota,
near Minneapolis.
“My hope is that we look at
being thoughtful about what
we’re doing and not ram
something through just to get
something done before the
year is out,” Kautz said of the
plan being rushed through
Congress by her own party.

Local News

The ICE at Discovery
Green returns Saturday,
Nov. 18

One of central Houston’s great holiday
traditions is back: The ICE at Discovery
Green returns Saturday, Nov. 18 at 11
a.m.
Kinder Lake is transformed into a 7,716
square-foot ice skating rink, which is the
largest ice-skating surface in the southwest. Maintained at just 22 degrees, the
rink is composed of recycled lake water
and all equipment runs on renewable
energy, down to the border.
This year, it’s open Mondays through
Thursdays 5 to 10 p.m; Fridays from 5 to
11 p.m.; Saturdays and school holidays
(Nov. 20-24; Dec. 25-29; Jan. 1-5 & 15)
11 a.m. to 11 p.m.; snd Sundays from 11
a.m. to 8 p.m.
Where: November 18, 2017, 11:00 am
at Discovery Green, 1500 McKinney St,
Houston, TX 77010
Some holidays have special hours.
Thanksgiving Day it’s open from 11 a.m.
through 11 p.m. On Christmas Day and
New Year’s Eve, ICE is open from 1 to
7 p.m. and Martin Luther King Day, 11
a.m. to 10 p.m.
The ICE will also close early - at 4 p.m. on Dec. 10 and Jan. 21.
Presented by Green Mountain Energy
Company, the ice rink is open to the public for $14 regular admission (available
on-site only); $17 online tickets (not valid on Cheap Skate Nights) and $8 Cheap
Skate (discount off regular admission;
valid Mondays Nov. 27–Dec. 18 and Jan.
8). Buy tickets at discoverygreen.com/ice
This also marks the start of Discovery
Green’s winter art installation, “Hello
Trees: A Walking Serenade by Daily tous
les j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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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Comes To Economic Prosperity In America, A Rising Tide Does Not “Lift All Boats”

Map shows EIG’s distress scores
by county. (Images via EIG)
Looking at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U.S. economy
has bounced back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but
a detailed new report from the 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 (EIG), a Washington, D.C., think
tank, shows that the recovery is almost entirely
concentrated in a small number of prosperous
communities. Those urban and suburban centers — many of which are buoyed by thriving
tech industries — are educated and experience
strong job growth. Outside of these communities, economic distress is pervasive, a phenomenon tha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2016
election.

“America’s elite zip codes are home to a spectacular degree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However,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stuck in places
where what little economic stability exists is
quickly eroding beneath their feet.”

Distress is based on an evaluation of seven metrics.
No high school diploma
Housing vacancy rate
Adults not working
Poverty rate
Median income ratio
Change in employment
Change in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The trend is well-represented in Washington
state. Seattle — which is the seventh most prosperous large city in the country based on EIG’s
data —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re
considered prosperous. They have low rates of
unemployment, a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and residents invest wealth back into public services. But that prosperity is largely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state’s denser metropolitan areas
with thriving industry. Washington’s more rural
communities are grappling with moderate to
high economic distress.
Seattle’s prosperity is driven in-part by big,
wealthy employers, like Amazon. The e-commerce giant’s relationship with its hometown
is complicated but it has had an undeniable effect on job opportunities and wealth in the city.

America’s Lopsided Recovery:
Study Shows Pockets Of Economic
Prosperity, Leaving Millions Behind
That impact is the reaso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 many of them experiencing the
economic struggles outlined in the EIG report
— are vying to become Amazon’s second North
American headquarters.
One in six Americans lives in an economically
distressed zip code and a quarter of them are
under 18,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which was
first spotted by Axios.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living in distressed zip
codes resides in the South, though Rust Belt
cities and other communities with industrial
legacies are also struggling.
“This trend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port says. “Geographic disparities have, of course, always existed in this
country, but the prospect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used to rise or fall together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an they do today.”
The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number of new
businesses established, changes in employment
rates, and gap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for this growing opportunity
gap between prosperous and distressed communities.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adults in prosperous and
distressed zip codes.
EIG studied seven key metric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s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5-year estimates for 2011-2015. They include
th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over 25 without a
high school diploma, percent of habitable housing that is unoccupied, adult unemployment,
the poverty rate, the local median income compared to state’s, change in employment rates,
and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new businesses
created. EIG is an advocacy group focused on
building a more entrepreneurial U.S. economy.

Its founders include big names from the tech
world, like Napster co-founder Sean Parker.
That world, from which EIG’s leadership hails,
has seen strong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Fast-growing western communities and tech hubs dominate the
report’s list of the most prosperous cities in the
country, while older, industrial cities and rural
towns tend to be on the lower end of the spectrum. That discrepancy translates to growing
resentment toward regions that are benefiting
from the knowledge economy by those left behind by it.
Of the five tiers of economic prosperity included in the study, distressed zip codes were the
only group that saw the number of jobs and new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decline between 20112015. On the other hand, 88 percent of prosperous zip codes experienced job growth and 85
percent saw rising numbers of new businesses.
“Simply put, residents of prosperous communities are surrounded
by a level of economic vibrancy that would be
unrecognizable to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elsewhere,” the report says.

The 10 most prosperous of the
country’s 100 largest cities.
This economic inequality is driving a populist
movement among people who are left behind
by the rapid changes in the U.S. economy and
EIG contends it tipped the scales in the 2016
election in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favor.
The rift between the nation’s haves and havenots has led some, like investor and political
rabble-rouser Nick Hanauer, to predict massive
destabilization of our democracy.
‘ The real threat to our republic is an alarming
breakdown in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cause of
this breakdown is obvious: radical,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anger and anxiety it

engenders.
“The real threat to our republic is an alarming
breakdown in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cause
of this breakdown is obvious: radical, ris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 anger and anxiety it engenders,” Hanauer wrote in an essay
titled, To My Fellow Plutocrats: You Can Cure
Trumpism. “The truth is that over the span of
decades, American lawmakers (at the behest of
economic elites like us!) have enacted policies
that have depressed wages, stoked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exacerbated cultural angst and
social dislo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 tiny minority of mostly urban elite (again, us!) have
benefitted obscenely from our grow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legal power.”
Many see the tech industry as the problem
but there are also those who believe it could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s the world watches
to see which city Amazon will select for its
second headquarters, many are hoping the Seattle-based tech giant will bring those 50,000
jobs to a struggling community like Pittsburgh
or Detroit. Amazon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for big tech companies to
inject the prosperity that has been siloed in a
handful of urban regions into a community that
sorely needs it.
But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ountry’s
struggling and prosperous regions will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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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one decision by one company, no
matter how monumental. EIG is calling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jobs,
innovation, and wealth are shared by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It’s a worthy goal, as the economic inequity
outlined in the report affects the health, life expectanc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of communities
that have never truly come out of the recession.
People in distressed counties die nearly five
years sooner than those in prosperous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Minoritie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representing more than
half the population in distressed communities.
“It is fair to wonder whether a recovery that excludes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thousands of communities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recovery at all,” the report says.
Key Findings
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in distressed communities are minorities, compared to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the population in prosperous ones.
Asians and whites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a prosperous zip code than any other type of
community.
Blacks and Native Americans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a distressed zip code than any other type
of community, while Hispanics are most likely
to reside in an at risk one.
Blacks and Native Americans a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live in a distressed community
than a prosperous one.
Majority-minority zip codes are two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distressed than the average
zip code. (Courtesy geekw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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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napshot Of The World

FILE PHOTO: Former North Charleston police officer Michael
Slager gestures as he testifies in his murder trial at the Charleston
County court in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November 29, 2016.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trikes a pose with the Penn State Men’s Wrestling delegation as he greets members of
Championship NCAA teams in Washington

Locomotives move through the Canadian National (CN) railyards in Edmonton February 22,
2015. REUTERS/Dan Riedlhuber/File Photo

Shoppers leave the J.C. Penney department store in North Riverside

Figure Ice Skating - ISU Grand Prix of Figure Skating
Internationaux de France - Pole Sud Ice Rink, Grenoble,
France - November 17, 2017 Evgenia Tarasova and Vladimir
Morozov of Russia perform during the Pairs Short Program
REUTERS/Robert Pratta

A shopper makes a purchase at the J.C. Penney department store in North Riverside

People wearing masks march across the medieval Charles Bridge to commemorate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Velvet Revolution in Prague, Czech Republic, November 17, 2017. REUTERS/David W Cerny TPX IMAGES OF THE DAY

Men feed seagulls along the Yamuna river on a smoggy
morning in New Delhi

18th Latin Grammy Awards – Photo Room – Las Vegas, Nevada, U.S., 16/11/2017 – Ayer y Hoy poses with their award for
Best Banda Album for “Banda El Recodo De Cruz Lizarraga”.
REUTERS/Steve Marcus TPX IMAGES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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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breaking Ceremony Reflects School’s Rapid Growth

Texa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chool Breaks
Ground For Two More Campuses In November
By Winnie Yu, Southern Daily Reporte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the nation’s first trilingual teaching school, with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hinese and Spanish, has
held two more groundbreaking ceremonies
in November. The school now will have four
campuses in the Houston area. These openings represent the school’s 16th campus in
Texas.
Groundbreaking ceremonies were held in
early November at the campus in College
Station.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was
led by IL founder Eddie Conger. The campus
is expected to open in August 2018, becoming another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campuses
in the Houston area outside the Dallas metropolitan area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ampuses. Invited guests include Karl Mooney,
Mayor of College Station, Zhou Hong, Chinese Dea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exas A
& M University, Mr. Eddie Conger, Founding President of Texa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chool, Tony Palagonia, Brian Huffaker, CEO, Texas A & M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Student Athlete Development
Berry Davis, Former Texas SBOE Chairman
and Member Dr. Don McLeroy, District Director from Congressman Bill Flores’ Office
James Edge, Texas State Leadership Schools
Dr. Gigi Do, Manya Leach, Jesse Shetlar,
and many other educators in Houston.
Dr. Gigi Do
(left), head
of Houston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chool, Texas, and Eddie Conger (right), founder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with Houston campus educators.
Starting in 2012, ILTexas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its innovativ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growing from 2,500 students in 2013
to 16,000 in 2017. The growth rate of the
school has been phenomenal. Founder Eddie Conger went to Houston last week to
celebrate the 5th anniversary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preside over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philosophy is to educate student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prevailing focus of the school is to make

the IL schools different from other schools.
The effort is to focus is to cultivate the a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all
other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success. The
overriding goal is to educate students to become future leaders.
2. Message
from the
founder
Mr. Conger
Welcome to
all honored
guests, from left to right: College
Station Mayor Karl Mooney, District
Director from Congressman Bill
Flores’ Office James Edge, ILTexas
Chief Academic Officer Laura Carrasco, Chinese Visiting Director from
the Texas A & M Confucius Institute
Zhou Hong, Dr. Gigi Do, Senior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Texas A & M
Band Lt. Col Jay Brewer, Director of
Texas A & M Student Athlete Development Berry Davis.
3. College
Station Mayor
Karl Mooney
delivered a
speech, welcomes Texa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chool to
this school 4. Officially broke the
ceremony to create a larger pattern.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iltexas.org.
Related

Texas Charter Schools See Infusion Of Both Capital And Kids
The exterior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Keller-Saginaw High
School, a free Dallas-based public
charter school that opened on Aug.
17, in Fort Worth, Texas. (Photo/Dallas Morning News via AP)

AUSTIN, Texas (AP) — Millions in new
federal funding is adding major firepower
to the charter school invasion sweeping

through Texas, and now some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 districts are looking to partner
with the independent educators they once
saw as their sworn enemy.
Charter growth has been booming across
Texas since the Legislature first authorized
the use of state funds for them two decades
ago.
Enrollment is skyrocketing. In 2010, there
were 119,600 students in charter schools.
Last year, there were 272,700.
Just this week,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one of the state’s largest operators,
held a ribbon-cutting for its eighth campus in
Tarrant County. And it plans to open 10 more
campuses across the state next year.
Last week, IDEA Public Schools won $67
million in federal grant money for charter
expansion that will help it build numerous
campuses across Tarrant County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state also was awarded about $60 million in federal grants for charter school expansion — including for those run out of
traditional districts.
Eddie Conger,
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schools, poses for
a portrait at the
Keller-Saginaw
High School in Saginaw, Texas. (David Wo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via AP)
The Texas Charter Schools Association estimates about 130,000 students are on waiting
lists for such campuses. IDEA founder Tom
Torkelson said at his schools, there were
50,000 applications this year for 10,000
open seats.
“We’re not able to build schools fast
enough,” Torkelson told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boost charters
is rip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de school
choice options a top education priority. And
this year, Texas lawmakers gave charters
extra help to expand by passing legislation
providing incentives to traditional districts
that collaborate with charter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gave charters access to state
funds for operating school facilities. This

means millions more in taxpayer dollars will
be funneled into charter schools.
Urban districts long battled against charter
expansion, saying they’re bleeding students.
They tend to have more campuses with poor
academic ratings and more competition with
charter schools than other areas. District
leaders often complain that charters steal
the most involved families from neighborhood campuses, leaving behind struggling
students.
Qiongyu Hu, right,
teaches Chinese
to her students
at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Keller-Saginaw High School in
Saginaw, Texas. (Phot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via AP)
In the area covered by Fort Worth ISD there
are about 6,800 students living in the district
but attending charters. The public school
district may lose thousands more students
amid the charter boom. But FWISD Superintendent Kent Scribner not only welcomes
high-quality charters into the area, he wants
to partner with them, too.
“I don’t think the charter expansion is something we should fear, but learn more about,”
Scribner said. “I view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build a handful of district-charter
hybrids to grow our own portfolio of offerings.”
Charter schools are public schools that operate free from the bureaucracy of traditional districts. They don’t have to adhere to as
many state regulations, which advocates say
frees them up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Many
brag about stellar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neighborhood schools.
In this Monday,
Oct. 2, 2017 photo,
students exercise
during gym clas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Keller-Saginaw
High School, in Fort Worth, Texas.
(Photo/The Dallas Morning News via
AP)
For exampl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big draw for many parents is its focus
on getting students to speak both Spanish
and Chinese.
That’s what enticed high school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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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te Jones to leave Keller this year to
attend IL Texas’ new Fort Worth campus.
“If you put on your resume that you speak
Chinese, that just opens doors for you,”
Devonte said. “And it’s a small school, so
you really get more of a connection with
your teachers.”
IL Texas, founded by former Dallas principal
Eddie Conger, is quickly making its mark
with 15 campuses across the state. Next
year, it will open another 10 schools and add
about 34,000 more students to its rolls.
Confucius
Institute has
announced three
new Confucius
Classrooms at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Conger said he’s been “naive” and surprised
by the aggressive push-back charters have
gotten from many traditional school districts
which have fought their expansion.
He isn’t concerned as other charters move
into the area and traditional districts amp
up their choice programs to attract families
back to their schools. IL Texas looks for
ways to partner with others, he said. For
example, Conger uses half the money donated for his students’ annual trip to China
to take along students from Dallas’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where he was once
principal.
“I’m not worried about the competition,”
Conger said. “Any time it becomes about
adults and adult issues, the kids lose.”

About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At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 (ILTexas) our mission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exceptional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emphasizing servant
leadership, mastering the English, Span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dy, mind and character. ILTexas teaches student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trilingual, graduate with an associate’s degree and study
abroad. Founded in 2012 by retired Marine
Corps Infantry Officer and former Dallas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high school
principal Eddie Conger, ILTexas opened its
first school in 2013 with over 2,500 students,
making it the largest first-year charter in the
history of Texas. ILTexas now serves more
than 17,000 students with 15 locations spanning across the Dallas-Fort Worth Metroplex and Houston.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iltexas.org. (Courtesy Jim Croswell, 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 ILTexas Distric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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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8 arrested in
early morning raids, including man linked to
shooting of 4-year-old
By Guillermo Contr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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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Annual
Fall Concert “Sister Cities – Our Bridges
to the World”
Saturday, Nov. 18 at MATCH, 6 p.m.
Photo of Mixteco Ballet Folkloric, Photo credit: Victoria Asinovsky

Authorities in the San Antonio area arrested at least
eight people Friday morning as part of a crackdown on crime on the East Side, including a man
believed to be connected to the drive-by shooting
death of a 4-year-old boy this summer.
The July 19 shooting death of 4-year-old De-Earlvion Whitley at his home came as federal agents and
San Antonio police conducted surveillance nearby.
Among those targeted in early Friday morning
raids is at least one person who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boy, and was the actual intended target of the
shooters, sources said. One of the raid locations
was in the 800 block of Bailey Avenue.
Since the gang-related shooting, three men have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rive-by.
Tramone Mykel Anderson, 25, John Lee Chatman,
35, who were charged with being a felon with a
gun. Their arrests, along with the third suspect,
Charles Lee Bethany, came as part of operations
federal agents have been conducting on the East
Side to try to help curb mounting violence there.
The new suspects arrested today will make their
first appearances in federal court later today.

HOUSTON — Sister Cities Houston
President Harry Gee stated, “As the world
becomes smaller, and connections online
become more frequent than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On Saturday, Nov. 18 at 6 p.m.,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presents its 2017 Annual Fall
Concert “Sister Cities – Our Bridges to the
World” at MATCH. The Fall Concert is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variety show that
feature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from Houston and its 18 Sister Cities.
2017 performances include:
Mixteco Ballet Folklorico, HSPVA Choral
Ensemble (Julia Hall, Director), Nao Kusazaki (Ballerina from Japan), Newman Liu
(Chinese master viola player formerly with
the Shenzhen Symphony Orchestra) and
WAWEL (Polish Folk Dancers).
Admission includes a fully catered reception
with the performers and international dignitari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show.
To purchase tickets, go to https://matchouston.org/events/2017-sister-cities-houston-annual-fall-concert
Houston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includes 18
international cities: Abu Dhabi, Baku, Basrah, Chiba, Grampian Region, Guayaquil,
Huelva, Istanbul, Karachi, Leipzig, Luanda,
Nice, Perth, Shenzhen, Stavanger, Taipei,
Tampico and Tyumen.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was created in
1956 when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gave a press conference about “methods
by which people can gradually learn a
bit more of each other.” The goal was to
help build the road to endu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mmunities around the globe.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sistercitieshouston.org
About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Sister Cities Houston is a nonprofit,
volunteer-based organization creat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connect the cities on
mutually beneficial matters.
Reflecting the vision of 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
wa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values
of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s which include
citizen-base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Sister Cities of Houston’s goals are to
raise awareness in the community about
Houston’s 18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support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dividual
sister city associations, which involve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appreciatio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e, and increasing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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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闡釋“特區”
真正含義 中央對港實行憲制性管治
中羽賽分挫印度
印尼與俄羅斯對手

“港獨”違憲違法 絕不能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中

國羽毛球公開賽（中羽賽）16 強賽 16 日如火如荼
地展開。在男單比賽中，香港球手李卓耀與伍家
朗分別以 2：0 戰勝印度選手普蘭諾依與印尼的

Jonatan Christie 晉級 8 強。另外，混雙組合鄧俊
文/謝影雪也以 2：0 輕取俄羅斯組合晉級。

“香港特別行政區”3
■ 林丹首輪被
20 歲印尼小將
喬納坦淘汰。
喬納坦淘汰
。
中新社

1996 年出生的小將，8 月曾
李卓耀作為一名
奪新西蘭羽毛球黃金大獎賽男單冠軍，此

次又成為了中羽賽男單比賽賽場上的一顆耀眼
新星。16 日，他僅用時 42 分鐘便以 21：19、
21：17戰勝印度選手普蘭諾依。

李卓耀直落兩局取普蘭諾依
在媒體混合採訪區，李卓耀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對自己的表現還算滿意：
“其實今天（16 日）在場上我是比較緊張的，
第一局剛開始並沒有相信自己，畢竟從實力的
全面性來講我比普蘭諾依差；第二局調整了自
己的應對策略，控球比第一局好一些，調整了
思路，不着急，慢慢一拍拍和對手打，慢慢感
覺就出來了。”因為普蘭諾依之前沒有和李卓
耀交戰過，所以李卓耀認為對手對他的打法比
較生疏，這或是自己贏得比賽的原因。“今天
普蘭諾依的狀態不是很好，我在打法節奏上把
握得更好一些。接下來的比賽我會盡力，不會
想太多，只管打好每一場比賽。”

鄧俊文 謝影雪技術全面制勝
而稍後披甲的香港混雙組合鄧俊文/謝影雪
面對俄羅斯組合，比賽伊始就給對手個下馬
威，取得 7：1 的領先優勢，中局鄧俊文/謝影
雪以 11：3 領先進入技術暫停，暫停後又連取 3
分將比分拉開至14：4，儘管俄羅斯組合一度追
分至 18：9，但港將很快穩住陣腳以 21：13 獲

■鄧俊文
鄧俊文（
（左）和
謝影雪順利打入混
雙 8 強。 新華社
勝。次局鄧俊文/謝影雪開局不利，以 1：3 落
後，但迅速將比分追至 4 平，並以全面的技術
始終壓制對手的攻勢，中局 11：9 再度領先。
俄羅斯組合則顯得追分乏力，鄧俊文/謝影雪拉
開差距以 17：11 領先，最後一鼓作氣以 21：16
勝出，從而以2：0擊敗對手強勢晉級第三輪。
賽後鄧俊文/謝影雪表示：“這是我們和這
對俄羅斯組合第一次交戰，對手的實力很強，
屬於力量型的選手，我們主要是採取了爭取
在頭三拍壓制住對手的策略，獲得成
功。”鄧俊文亦總結道：“今天（16
日）總體速度沒有往常那麼快，我
們主要是通過讓對手跑起來，找
到機會盡快下球得分。”
其他賽事，國羽名將
■李卓耀賽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諶龍、大馬“一哥”李宗
採訪。
採訪
。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 攝
偉打入男單8強。

■李飛指出
李飛指出，
，港人應正確把握
港人應正確把握“
“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真正含義
的真正含義。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區域，不是獨立或半獨立
實體

■ “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府”，意味着中央對香港
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

■ 作為地方的香港特別行政
多的管理本區域事務的權
與內地不同的政策與制度
治港”，行使基本法所賦
權
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之中國公開賽，東道主國家羽隊（國羽）連連受
整理：香港文匯報
挫，僅在15日的第一輪正賽，就有13組選手在“外戰”中被淘汰，其中包

括大滿貫球員林丹。對此，國羽單打主教練夏煊澤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林丹的低迷，主要是思想上的疲勞，從 8 月的羽毛球世錦賽到
全運會，再到之後的韓國公開賽和日本公開賽，連續作戰，導致林
丹在思想上出現了一些疲勞，特別是在他全運會上取得了四連冠
的成績，也有些懈怠和放鬆。”
談及國羽男單的危機，夏煊澤承認男單人才斷層斷檔
第三十一條
情況嚴重，特別是1993到1995年之間沒有人才。他稱，
■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
之前冒出的薛松原本有機會突圍而出，但無奈受傷病
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困擾；黃宇翔並不是特別優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的強手比，全無優勢。
反觀當下世界羽壇新銳，丹麥的安塞龍與
第六十二條（節錄）
印度的斯里坎特，都是 1993 到 1995 年這個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
年齡段。所以國羽教練組唯有寄望 95 年
三）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後的新人早日接班，助力國羽男單重
回巔峰。
整理：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於香港特區成立

世盃決賽周 32 強齊腳



世界盃 32 強檔次

李

十九大報告體現 一國兩制 不動搖

香港文匯報訊（記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短訊
中多次提及港澳，作出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於國家的政治實體。香港基本法序言 國”、抗拒中央、搞所謂“本土自
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梁文博 傅家俊大師賽出局
第一句就規定“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 決”、“香港獨立”，用各種歪理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祖 ） 隨着秘魯
香 港 近 16
年日淘汰新西蘭，
“ 港 獨 ” 歪 風次數停留在了175次。緊隨這位39
彌
分檔情況也隨之確定。32
支參賽
桌球上海大師賽 16 日結束 16 強賽的爭
國的領土”；基本法第一條就規定，
邪說來否定、詆毀中央人民政府對
會上分析，習近平在十
隊將在分組抽籤前被分成四個檔
登上俄羅斯世界盃尾班車後，決 歲的傳奇門將，迪羅斯等老臣也
奪。梁文博、傅家俊不敵各自對手，止步 16
漫，更有人將校園研習之地變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管治，否認香港是國家一部
香港的發展專門在三個
次，每檔 8 支球隊(見附表)。國際
賽 周 32 強 終 於 全 部 產 生 。 意 大 選擇脫下藍色戰袍，意大利將面
強。至此，本屆大師賽上的中國選手全部出
不可分離的部分”，說明了這層含意
分的事實，有些人甚至採用激進或
刻的闡述，其文字篇幅
"/ 宣揚“港獨”思潮的場所，荼毒
足協分檔的參考依據是各支球隊
利、荷蘭、智利等傳統強隊未能 臨新老換代的節點。
局。對於中國球迷而言，伴隨一代人成長的
的極端重要性，即是“一個國家”的 暴力方式，將分裂主義企圖訴諸於
黨代會報告的表述，充
相比意大利的黯然出局，荷 今年10月的世界排名。
突圍，巴拿馬、冰島首次晉級決
“75 三傑”——希堅斯、奧蘇利雲和威廉斯全
莘莘學子。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原則是“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區所 行動。
對港澳同胞的關心和支
根據規則，排名前 7 的球隊以
賽周。世界盃揭幕戰將於當地時 蘭的實力下滑更令人唏噓。這是
部闖進8強，應該是個值得欣慰的好消息。
有制度的基礎與前提。
他強調，必須毫不猶豫地抵制和
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16 日表示，港人應正確把握
央堅持“一國兩制”方
繼擴軍至
24 支的 2016 年歐國盃 及東道主俄羅斯，將成為世界盃
間明年6月14日打響。
■中新社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
反對“港獨”主張，“不管這些人打
後，連續兩屆大賽中難覓橙衣軍
決賽圈
32
強分組抽籤種子隊。他
在俄羅斯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
心和信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包括中央對香港特區
武戰功夫爭霸賽下周開打
央人民政府”，這意味着中央對香港
出什麼旗號，偽裝成什麼理論和口
們分別是：俄羅斯、德國、巴西、
中，勁旅瑞典扮演了“巨人殺手” 團的身影。與保方等老將一樣，
李飛表示，十九大
實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香港特區直接受到中央人民政府
特區實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香
號，從行為上看是荒謬的，從性質上
葡萄牙、阿根廷、比利時、波蘭
的角色—他們先是在小組賽中以淨 洛賓也宣佈從國家隊退役。還有
深刻的是，習近平以恢
和法國。 講是違法的，從情感上都是絕對不能
勝球優勢力壓無冕之王荷蘭，又在 擁有阿歷斯山齊士等黃金一代的
港特區是統一的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
的領導與監督。他批評，有人近年排斥“一國”及對抗中央，
史畫卷展現出國家近
■秘魯眾將
秘魯眾將(
(中)慶祝擊敗新西蘭
慶祝擊敗新西蘭。
。路透社
2010 年世界盃冠軍西班牙在
附加賽中兩回合淘汰了四屆冠軍意 勁旅智利，美洲盃的兩連莊王者
組成部分，直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
容忍的，必須要毫不猶豫地予以抵制
強，由羸弱到強大的歷
提出所謂“本土自主”、“香港獨立”，以各種歪理學說否
在最後時刻失掉了世界盃入場
當期排名中位列法國之後，未能
大利。那抹熟悉的橙色與藍
領導與監督，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反對。”
代變遷，“在中國共產
券。
成為種子隊，而是落入到第二
色，將不會出現在俄羅斯世
享有全面管治權。
定、詆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各界均應毫不猶豫予
新中國經過建國 60 多年
第一檔：俄羅斯、德國、巴西、葡萄牙、阿根
促港樹立正確國家觀念
檔。同時進入第二檔的前世界冠
界盃的賽場上。
三、作為地方的香港特區相比較
分組抽籤下月1日舉行
40 年的艱苦奮鬥，經濟
以抵制和反對此等歪風。
軍隊還有烏拉圭與英格蘭，再加
這是意大利 60 年來首次
■武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下周佛山開打
武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下周佛山開打。
。
廷、比利時、波蘭、法國
於中央人民政府與省、自治區、直轄
李飛慨嘆，令人痛心的是，香港
力、國防實力、綜合國
上三檔的丹麥與瑞典、四檔的塞
被擋在世界盃決賽周的大門
有失意者，自然就會有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第二檔：西班牙、秘魯、瑞士、英格蘭、哥倫
飛 16 日在研討會上表示，倘要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市等通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被授予 有些年輕人不了解國家和民族的歷
列，人民面貌、國家面
外，藍衣軍團上次無緣還要
面孔。巴拿馬、冰島歷史首次 爾維亞等勁旅，雖然抽籤有迴避
比亞、墨西哥、烏拉圭、克羅地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
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討論香港特區在整個國家體制 追溯到
了更多的管理本區域事務的權力，可
史，不清楚香港的前世今生，受到這
規則，但世界盃小組賽還是可能
1958 年，那屆世界盃
晉級世界盃決賽周，埃及、摩
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第三檔：丹麥、冰島、哥斯達黎加、瑞典、突
石灣玉冰燒杯武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佛山站）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 洛哥、秘魯等球隊也是時隔
中具有何種地位，擔當着什麼角色， 恰好在瑞典舉行。老隊長
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與制度，實行
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荼毒，輕信了
出現不止一個“死亡之組”。俄
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將於本月 24 日在佛山嶺南明珠體育館舉行。該
尼斯、埃及、塞內加爾、伊朗
反映出香港在整個國家體制中的定 “港人治港”，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
其中的關鍵是要正確把握“香港特別 保方的國腳生涯也在
這種錯誤的觀念，故認為為了“一國
1
許久後重返世界盃大家 羅斯世界盃的分組抽籤將於下月
項賽事將採取目前世界站立式格鬥最為開放的
體現中央關心支
第四檔：塞爾維亞、尼日利亞、澳洲、日本、
位，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接受 高度自治權。
行政區”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日舉行，關於“死亡之組”的猜
這場失利後畫上了句
庭。
兩制”長期實施，為了香港長期繁榮
規則，散打和拳擊世界排名前四的選手，將在
摩洛哥、巴拿馬、韓國、沙特阿拉伯
■中新社
號，他國家隊的出場
在 32 強 產 生 後 ， 測屆時便會揭曉。
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享有高度自
穩定，也為了香港年輕一代的健康成
他指出，習近平
6 個級別中展開激烈角逐。據介紹，比賽採用
享高度自治權 直轄於中央 治權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批歪風詆毀中央對港管治
長，社會有責任在香港樹立正確的國
中，對於香港、澳門的
武戰特有的融合散打、泰拳、自由搏擊、空手
具體而言：一，香港是國家的一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對
李飛批評，香港近年來有些人 家觀念、樹立正確的“一國兩制”觀
道等主流拳術技法，使用拳、腿、膝、肘、摔
個部分進行了深刻的闡
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做了明確的規 個地方行政區域，不是獨立或半獨立 在 社 會 上 、 在 校 園 內 排 斥 “ 一 念。
等均可得分的獨特減分制，裁判由中外國際級
幅大大超過以往黨代會

﹁

海洋獨木舟世錦賽 周末揮槳

裁判組抽籤產生。
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中央
賽事於周六率先舉行女子 濠也透露，他不時出海練習，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
關心和支持，體現了中
少年棒球賽下月中山舉行
南）香港史上首次主辦的海洋 組賽事，周日則上演男子組賽 海面情況熟悉，希望以主場之利
兩制”方針不動搖的決
獨木舟世界錦標賽，將於本周 事。兩日賽事均於上午 10 時在 彌補身形體力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中山報道）
李飛強調，香港、
張子衝與黃泳濠還透露，
六 及 日 在 西 貢 至 赤 柱 海 域 揮 清水灣二灘出發，經青洲、北
2017“熊貓盃”少年棒球錦標賽將於 12 月 5 日
並納入國家統一的治理
槳。今屆為第三屆世錦賽，過 果洲、鶴咀三站，最終在赤柱 西貢海域比較平靜，但北果洲
在中國國際棒球小鎮廣東中山東昇鎮舉行，屆
始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到鶴咀間的海面則風浪較大，
去兩屆的男、女子公開組冠軍 沙灘衝線，全程22海哩。
時，來自中、韓、台等國家和地區
8 支亞洲少
方針，堅決維護國家的
特 區 的 政 權 機 構 完 全 由 香 港 當 地 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在這個過
香日中午更現身
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 的說法。
對體力較佳的歐洲選手較有優
香港選手張子衝表示，主
亦赴港參賽，16
年棒球隊參賽，近 200 名棒球希望之星同場競
發展利益和港澳長期繁
李飛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國
組 成 ， 依 照 香 港 基 本 法 行 使 高 程中，有些重要事務由中央直接管
祖）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貫徹
勢。賽事設有公開組、22人
歲以
場作賽有家人和朋友現場打氣，
記者招待會。而香港三名男划
技。據悉，近期，中國國家體育總局正式確認
下青年、18 歲以下少年及先進
艇手亦將與來自
33 個國家和地 他定會全力以赴，在爭取佳績的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東昇鎮為國家壘棒球高水平人才後備基地及全
兩制”是指在我們統一的國家制度
度 自 治 權 ， 但 這 不 是 說 香 港 特 區 理，更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本地
執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
組，比賽期間 22 海哩賽道將有
同時亦盡力向市民推廣這項賽
區的百多名選手一起角逐冠軍
海洋獨木舟世錦賽本周末西貢起航。
海洋獨木舟世錦賽本周末西貢起航
。
國首批運動休閒特色小鎮試點，在當日的賽前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內，在一個中央的領導下，內地實
所 有 的■
事
情 都 由 港 人 自 己 來 管 ， 事務，由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近年有香港反對派中人刻意曲解含
10艘船艇護航。
事。而就讀赤柱航海學校的黃泳
殊榮。 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
攝
新聞發佈會上，該基地正式揭牌。
樣，對“一國兩制”的
自己管理。”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區
中 央 什 麼 都 不 管 ， “ 根 據 我 國 憲香港文匯報記者潘志南

“港人治港”
不等同中央不管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16 日清楚
表明，“港人治港”是香港特區的
政權機構完全由香港當地人組成，
但不是說香港特區所有的事情都由
港人自己來管，中央什麼都不管；
高度自治應是指香港特區依法行使
香港基本法授予的權力，從來沒有
所謂擁有“自決”、“獨立”權力

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方式，“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也是
我們整個國家制度的一個組成部
分，不能背離憲法的規定來運
行。”

特區政權機構由港人組成
至於“港人治港”，他指香港

法所規定的國家體制，所有的地
方政權機關都是地方國家機構，
是國家機構體系的組成部分，行
使的是國家的權力，都是國家治
理體系的一部分。”
李飛強調，在香港特區內，中
央人民政府與經中央授權的香港特
區本地政權機關一道，共同對香港

高度自治無“自決”
“獨立”權力
他續說，高度自治應是指香港特
區依法行使香港基本法授予的權力，
從來沒有脫離香港基本法的高度自
治，更沒有所謂的“自決”、“獨
立”的權力，“這才是‘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真正含意。”

﹂

斷提升。
他說：“十九大上
記在報告中進一步將
制’列為新時代堅持和
社會主義的 14 條基本方
了‘一國兩制’事業在
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
進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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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闡釋“特區”真正含義 中央對港實行憲制性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 、 吳文釗
吳文釗）
） EXO 成員世勛
成員世勛、
、孫

拒全職湊仔 滿月即復工

儷、王陽明
王陽明、
、胡杏兒
胡杏兒、
、周柏豪
周柏豪、
、吳

孫儷大讚杏兒
“港獨”
違憲違法 絕不能容

建豪、
建豪
、文詠珊
文詠珊、
、徐濠縈
徐濠縈、
、周汶錡等

人 16 日晚出席時裝品牌旗艦店開
幕禮。
幕禮
。杏兒產後首度復工
杏兒產後首度復工，
，她稱專
程來跟孫儷見面，
程來跟孫儷見面
，孫儷大讚杏兒是
超強的媽媽，
超強的媽媽
，因當年她產後都不敢
像杏兒這麼快出來見人。
像杏兒這麼快出來見人
。

穿

上灰色冷衫便裝到來的世勛
只逗留 5 分鐘就離開，但已
吸引到超過 500 名粉絲到場，將每
層擠滿，有粉絲為求近距離見偶
像，更罔顧安全走到扶手電梯上
拍照。

每日餵奶泵奶辛苦
產後首度復工的胡杏兒表示，
產後首度復工的胡杏兒表示
，
已坐完月，只是尚未完全收身
已坐完月，
只是尚未完全收身，
，她
稱因為曾與孫儷合作過，
稱因為曾與孫儷合作過
，今次專程
來跟對方見面，
來跟對方見面
，老公也支持她出來
工作。
工作
。問到湊囝囝是否辛苦
問到湊囝囝是否辛苦，
，杏兒
說：“
：“每日餵奶都辛苦
每日餵奶都辛苦，
，每隔幾個
小時就要泵奶，
小時就要泵奶
， 睡幾個鐘又要起
身。”
。”杏兒
杏兒 16 日離開囝囝出外工作
也有不捨，
也有不捨
，所以暫時不會接長時間
的工作。
的工作
。 至於杏兒會否全職做媽
媽 ， 她表示不會
她表示不會，
， 因為始終要工
作，最多是半兼職形式
最多是半兼職形式。
。取笑杏兒
在姊妹面前餵母乳，
在姊妹面前餵母乳
， 她說
她說：“
：“是
是
的 ， 我好 open
open，
， 而且又在自己家
中，沒有陌生男人
沒有陌生男人，
，只是怕嚇倒她
們，因為上圍大了
因為上圍大了。”
。”杏兒希望跟
杏兒希望跟
姊妹們分享做媽咪的感覺，
姊妹們分享做媽咪的感覺
，相信她
們將來都會經歷到。
們將來都會經歷到
。至於老公有否
幫湊囝囝，
幫湊囝囝
， 杏兒大讚老公很有經
驗，因為老公弟弟的兒子都由他湊
大，所以在換片
所以在換片、
、掃風很有心得
掃風很有心得。
。
孫儷就大讚杏兒是超強的媽媽
並回復得好，
並回復得好
， 當年她生 BB 後都不
■李飛指出
李飛指出，
，港人應正確把握
港人應正確把握“
“香港特別行政
敢像杏兒這麼快出來見人。
敢像杏兒這麼快出來見人
。問到二
■ 孫儷早前為兒
人有否交流湊仔經，
人有否交流湊仔經
，
孫儷表示不
區”的真正含義
的真正含義。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子在主題公園開
用，因為網上有不少專業資訊
因為網上有不少專業資訊。
。提
生日派對。
生日派對
。

”
媽
媽
強
“超

“香港特別行政區”3

■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區域，不是獨立或半獨立
實體

到她早前為兒子在上海主題公園開
生日派對，
生日派對
，她說
她說：“
：“是的
是的，
，有邀請
兒子的同學仔一齊玩，
兒子的同學仔一齊玩
，兒子對安排
很滿意，
很滿意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孫
孫
儷稱自己相機內存有一家幾口的親
親照，
親照
，笑言會親到子女不讓她錫
笑言會親到子女不讓她錫，
，
並稱妹妹見到哥哥生日會照片後，
並稱妹妹見到哥哥生日會照片後
，
問孫儷何時到她開生日會，
問孫儷何時到她開生日會
，她說
她說：
：
“其實他們兄妹感情很好
其實他們兄妹感情很好，
，間中也
有小爭拗，
有小爭拗
，希望他們在健康環境中
一起成長。”
一起成長
。”

吳建豪對好拍檔言承旭公開與
林 志 玲 拍 拖 一 事 ， 說 ： “It's
“It's
great，
great
， 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是好
事，其實他們兩個人開心就好
其實他們兩個人開心就好，
，他
們都是人好和善良。”
們都是人好和善良
。”至於
至於 F4 會否
再聚首，
再聚首
，吳建豪反問大家仍想不想
看，相信未來總有機會再在一起
相信未來總有機會再在一起。
。
提到《
提到
《流星花園
流星花園》
》再拍新版
再拍新版，
，吳建
豪也有留意，
豪也有留意
，覺得新選角也挺帥
覺得新選角也挺帥，
，
但未知會否客串一角演出。
但未知會否客串一角演出
。
周柏豪日前違例泊車被網友譏

吳建豪戥“言林戀”開心

■ “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 杏兒表
示已坐完
府”，意味着中央對香港
月 ， 只是
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
尚未完全

■ 作為地方的香港特別行政
收身。
收身
。
多的管理本區域事務的權
與內地不同的政策與制度
治港”，行使基本法所賦
做“周圍泊車的阿豪
周圍泊車的阿豪”，
”，他表示有
他表示有
權強調自己泊車位
留意但不想多談，
留意但不想多談
，
置沒有影響到人，
置沒有影響到人
，當時他被指帶女
整理：香港文匯報
子取車，那位女子正是他太太
子取車，
那位女子正是他太太，
，並
稱活躍的藝人總是備受別人關注，
稱活躍的藝人總是備受別人關注
，
以後言行會更謹慎。
以後言行會更謹慎
。

《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於香港特區成立

Bobby
笑坤哥

"/ “激凸”

十九大報告體現 一國兩制 不動搖

文詠珊（
文詠珊
（JM
JM）
）早前患上手足口
第三十一條
病 ， 16 日晚見她已康復並精神奕
■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
奕，她笑言現在已可大聲講說話
她笑言現在已可大聲講說話，
，
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只是手部仍有脫皮，
只是手部仍有脫皮
，她說
她說：“
：“發病
發病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頭 5 天很辛苦
天很辛苦，
， 連飲水喝湯都不
行。（
。（男友傳染
男友傳染？）
？）我不想講
我不想講，
，因
第六十二條（節錄）
為是他由北京回來不適，
為是他由北京回來不適
，初時以為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
是感冒就去照顧他，
是感冒就去照顧他
，結果原來是他
三）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
先有病，
先有病
，大家不要踢爆他
大家不要踢爆他。”
。”因病
因病
整理：香港文匯報
缺席新片首映的JM
缺席新片首映的
JM，
，表示現在已可
做宣傳活動，
做宣傳活動
，在患病期間每天只能
在床上看劇本，
在床上看劇本
， 決定要調理好身 ■ 早前患上手足口病 ■ 世勛只逗留 5 分鐘就 ■ 吳 建 豪 有 留 意香港文匯報訊（記
新版
的文詠珊已康復。
的文詠珊已康復
。
“快閃
快閃”。
”。
體，明年才再接新工作
明年才再接新工作。
。
《流星花園》。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中多次提及港澳，作出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於國家的政治實體。香港基本法序言 國”、抗拒中央、搞所謂“本土自
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第一句就規定“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 決”、“香港獨立”，用各種歪理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祖）香港近年“港獨”歪風彌
國的領土”；基本法第一條就規定， 邪說來否定、詆毀中央人民政府對
會上分析，習近平在十
漫，更有人將校園研習之地變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管治，否認香港是國家一部
香港的發展專門在三個
刻的闡述，其文字篇幅
宣揚“港獨”思潮的場所，荼毒 不可分離的部分”，說明了這層含意 分的事實，有些人甚至採用激進或
的極端重要性，即是“一個國家”的 暴力方式，將分裂主義企圖訴諸於
黨代會報告的表述，充
莘莘學子。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原則是“一國兩制” 下香港特區所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鄭希怡 不如一起對親家？Emme笑指沒有想過，
對港澳同胞的關心和支
他強調，必須毫不猶豫地抵制和
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16 日表示，港人應正確把握 有制度的基礎與前提。
現都是成長期的朋友，同住附近方便照
（Yumiko）與黃伊汶（Emme）16日出席
央堅持“一國兩制”方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
反對“港獨”主張，“不管這些人打
應，Yumiko
則讚陳真好靚仔，即場向
慈善義賣活動，Yumiko表示她跟Emme分
心和信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包括中央對香港特區
央人民政府”，這意味着中央對香港
出什麼旗號，偽裝成什麼理論和口
屬好友，原來她
2 歲多大的女兒梁浸浸與 Emme打聽會否想對親家。 李飛表示，十九大
實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香港特區直接受到中央人民政府 特區實行由上而下的憲制性管治，香
號，從行為上看是荒謬的，從性質上
Emme的1歲8個月兒子陳真亦就讀一間學
深刻的是，習近平以恢
講是違法的，從情感上都是絕對不能
校，由於同住附近，因此兩個小朋友會一
的領導與監督。他批評，有人近年排斥“一國”及對抗中央， 港特區是統一的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
史畫卷展現出國家近
組成部分，直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
容忍的，必須要毫不猶豫地予以抵制
同上學相當老友。Yumiko
坦言女兒好活
強，由羸弱到強大的歷
提出所謂“本土自主”、“香港獨立”，以各種歪理學說否 領導與監督，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反對。”
躍，故培養她跳舞、歌唱及彈琴。
Emme
代變遷，“在中國共產
定、詆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各界均應毫不猶豫予 享有全面管治權。
則經常看書學教仔，感覺兒子天資聰敏，
新中國經過建國 60 多年
促港樹立正確國家觀念
三、作為地方的香港特區相比較
但也要花點耐性教導。
40 年的艱苦奮鬥，經濟
以抵制和反對此等歪風。
於中央人民政府與省、自治區、直轄
李飛慨嘆，令人痛心的是，香港
Emme帶笑稱老公陳國坤已開始教兒
力、國防實力、綜合國
飛 16 日在研討會上表示，倘要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市等通常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被授予
子學耍雙節棍，希望他學懂如何自衛，又
有些年輕人不了解國家和民族的歷
列，人民面貌、國家面
討論香港特區在整個國家體制 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了更多的管理本區域事務的權力，可
可以“對抗”梁浸浸，她笑說：“梁浸浸
史，不清楚香港的前世今生，受到這
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 左起
左起：
：中具有何種地位，擔當着什麼角色，
陳
一見到陳真就相當肉緊，會走過來用手箍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 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與制度，實行
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荼毒，輕信了
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豪 、 Bobby
實陳真條頸，試過不小心鎅到陳真塊臉，
其中的關鍵是要正確把握“香港特別 反映出香港在整個國家體制中的定 “港人治港”，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
這種錯誤的觀念，故認為為了“一國
■ 鄭希怡
鄭希怡(( 左) 聞黃伊汶
聞黃伊汶(( 右) 爆其女頑
及張繼聰玩
體現中央關心支
老公把口話男仔無所謂，但亦很肉赤，不
位，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接受 高度自治權。
行政區”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兩制”長期實施，為了香港長期繁榮
皮事不禁遮臉。
皮事不禁遮臉
。
攀登高牆。
攀登高牆
。
過梁浸浸是個與別不同又可愛的女孩。”
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轄、享有高度自
穩定，也為了香港年輕一代的健康成
■受“限性感令”影響，16日一班女藝員的衣着好密實。
他指出，習近平
享高度自治權 直轄於中央
批歪風詆毀中央對港管治
治權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長，社會有責任在香港樹立正確的國
中，對於香港、澳門的
之後 Bobby 又抱起龔嘉欣、麥明 動 bra top，最後配合指引，改以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歐
具體而言：一，香港是國家的一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對
李飛批評，香港近年來有些人 家觀念、樹立正確的“一國兩制”觀
個部分進行了深刻的闡
陽震華（Bobby）、田蕊妮、陳豪、張 詩及江嘉敏，笑言最輕是嘉欣，最重 實裝束亮相，笑問她是否已把性感衣
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做了明確的規 個地方行政區域，不是獨立或半獨立 在 社 會 上 、 在 校 園 內 排 斥 “ 一 念。
幅大大超過以往黨代會
繼聰、李佳芯、龔嘉欣、邵美琪、吳 就唔使講。隨後他們又玩吊高滑梯， 服“封箱”，她笑說：“無呀，我是
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中央
業坤等一班劇集《誇世代》演員，16 阿田以熱褲上陣，一度擔心走光，其 賣內涵，公司指引幾好 ， 大 家 的 焦
關心和支持，體現了中
由於台北站演出尚未開始，楊丞琳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台灣
點不用放在身形上，（台慶戰衣改
日到攀石中心進行宣傳活動。對於無 間又不停嗌“好驚”，惹笑連場。
兩制”方針不動搖的決
歌手楊丞琳 16 日赴港宣佈明年 2 月 24 日 言現在沒什麼個唱內容可公佈，衷心感謝
架 上 墨 鏡 眼 腫 腫 出 席 活 動 的 樽領？）來不及修改，台慶件衫是
綫剛發出指引要女藝員收起性感，看
李飛強調，香港、
舉行《2018 楊丞琳青春住了誰世界巡迴 支持她的朋友，但表示會以青春做主題，
來大家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各女藝人 Bobby 解釋因醞釀生眼瘡，原因是近 大露背兼下身透視，上身有好多花
並納入國家統一的治理
演唱會香港場》，被司儀形容由“可愛教 相信她是歌迷心目中的青春回憶一部分。
均以密實打扮現身，反而是一眾男藝 期忙於綵排舞台劇和宣傳，睡眠不 花遮住，最重要出來效果有美感和
始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主”升級做“幸福教主”的她，穿上斜膊 嘉賓方面她坦言也很難想，因為要配合環
員玩遊戲時要戴上安全帶，立時下體 足 以 致 上 火 。 說 到 阿 田 在 《 我 愛 健康。”
方針，堅決維護國家的
節有否火花或驚喜，但強調會請香港嘉賓
露腰連身褲亮相，並以流利廣東話向大家
EYT》
趣劇裡
遭曾志偉淋水，阿田
李佳芯早前入院切除卵巢囊腫，
激凸現形，Bobby
鵰記 者
的說法。
特區的政權機構完全由香港
當 地 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在這個過
香更取笑坤哥“Big
港文匯報訊（
鄭治
發展利益和港澳長期繁
上台。至於會否請男友李榮浩上台，她
打招呼。
強調：“我無嬲，只是覺得意外，
由於傷口未完全復元，因此沒有參與
再現”，場面搞笑！
李飛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國
人組成，依照香港基本法行
使 高 程中，有些重要事務由中央直接管
祖）香港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貫徹
說：“不會，他也不會做樂手，我
5 年沒
因綵排時本來打算淋坤哥，我同陳
遊戲環節。說到公司指令要收起性
眾藝人分組玩攀登高牆遊戲，當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
兩制”是指在我們統一的國家制度
度 自 治 權 ， 但 這 不 是 說 香 港 特 本身是廣東人的她因父親關係，從小
區 理，更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本地
執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
來紅館，大家看我就好吧。”楊丞琳又稱
就有學廣東話，更特別鍾情香港，能相隔5
豪避開，怎知志偉拋物線淋過來也
感，她謂：“我沒這煩惱，平時衣着
Bobby、陳豪及張繼聰下身繫上安全帶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內，在一個中央的領導下，內地實
所有的事情都由港人自己來
管 ， 事務，由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近年有香港反對派中人刻意曲解含
現在為選曲頭痛，因為入行
18 年出了 10
年後再到紅館開騷感到親切。大會現場宣佈
避不到。反而覺得好玩，身上件衫
打扮都不會性感，就算性感都不會好
後，齊齊“現代”，張繼聰臉有尷尬
樣，對“一國兩制”的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特區
中央什麼都不管，“根據我
國 憲 自己管理。”
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
張專輯，要挑選
25
首歌出來很難，感覺
優先訂票已爆滿，並決定加開多一場，楊丞
是戲服，就算是自己衫，淋的都是
低胸，通常是露鎖骨和表情搭夠。”
神色半側身遮擋，三人中以陳豪身手
斷提升。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16 日清楚 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 法 所 規 定 的 國 家 體 制 ， 所 有 的 地
高度自治無“自決”
“獨立”權力
沒選的歌像殺掉小朋友一樣殘忍。對於16
琳希望歌迷不要為買不到飛而緊張，她本身
乾淨水沒有所謂。”
至於在《誇》劇中有場陳豪裝作強姦
最敏捷，最快完成遊戲，之後到坤哥
他說：“十九大上
方式，“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也是
方政權機關都是地方國家機
構，
表明，“港人治港”是香港特區的
日正是她入行 18 周年紀念，她說：“老
也想一直加場，最終要視乎場地和主辦方決
她的場面，她笑說：“我角色是個死
上陣，搞搞震的
Bobby 幫坤哥拉緊安
記在報告中進一步將
我們整個國家制度的一個
組成部 是國家機構體系的組成部分
，行
政權機構完全由香港當地人組成，
他續說，高度自治應是指香港特
龔嘉欣臨時轉Look
土點講一句，時間一眨眼就過，18年來有
定。她說：“之前公司同事半恐嚇我，說紅
妹，陳豪只想嚇我，不過大家都有
全帶，繼而取笑坤哥“Big
鵰再現”，
制’列為新時代堅持和
分，不能背離憲法的規
定 來 運 使的是國家的權力，都是國
家 治 區依法行使香港基本法授予的權力，
但不是說香港特區所有的事情都由
館檔期很難搶，要排到2019、2020年，沒
很多複雜的心情，但我為人易忘記不開心
幻想，我特登在入面着多件衫，所以
又說大家只會影他下面，不會影樣，
龔
嘉
欣
收
到
公
司
指
令
“
禁
性
社會主義的 14 條基本方
理體系的一部分。”
港人自己來管，中央什麼都不管； 行。”
從來沒有脫離香港基本法的高度自
想到與紅館的緣分來得這樣快。”
事，所以只留下開心感謝的心情。”
坤哥傻笑掩飾尷尬。
感 ” ， 她 相 當聽話，原本準備好運 扯開衫時仍有多件衫。”
了‘一國兩制’事業在
李飛強調，在香港特區內，中
高度自治應是指香港特區依法行使
治，更沒有所謂的“自決”、“獨
特區政權機構由港人組成
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
央人民政府與經中央授權的香港特 立 ” 的 權 力 ， “ 這 才 是 ‘ 港 人 治
香港基本法授予的權力，從來沒有
進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所謂擁有“自決”、“獨立”權力
至於“港人治港”，他指香港 區本地政權機關一道，共同對香港 港’、高度自治的真正含意。”

梁浸浸箍頸不慎傷陳真 黃伊汶爆老公教子自衛

阿田強調無嬲志偉

李

﹁

楊丞琳紅館騷加場 不請李榮浩上台

“港人治港”
不等同中央不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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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淩染金發耗時壹整天
周傑倫默默坐旁邊陪著

修傑楷慘觀博物館
五官深邃身形筆挺顯男士魅力
11 月 17 日，賈靜雯老公修傑楷更新微博稱：“工作前先來慘觀慘觀。”並
曬出自己參觀博物館的照片。照片中修傑楷身穿深色大衣，靠窗而立，五官深
邃，身形筆挺，男士魅力表露無遺。

據臺灣媒體報道，昆
淩為了工作，將留了 10 多
年的長發剪短，在加拿大
拍攝和巨石強森（DwayneJohnson）合作的新片《Skyscraper》，老公周傑倫常常
趁著工作空檔探班，寵妻
程度讓許多女人直呼羨慕
。近日，昆淩出席活動，
染了壹頭洋娃娃般的金發
，被問及老公有沒有幹涉
發色？她的回答卻再度閃
瞎所有人。
11 月 16 日，昆淩出席
時尚活動，頂著壹頭閃亮
亮的金色長發，加上深邃
立體的五官，整個人宛如
洋娃娃般迷人，向來都是
染深色頭發的她，為了金發坐了壹整天發廊，被問及周傑倫對她的新造型有沒有意見時，她笑說還好，害
羞坦承老公舍不得離開她太久，“今天下午他陪著我，看著我染發的。”簡單壹句話卻讓現場所有人聽了
都融化。
雖然對昆淩來說，只是夫妻間的小事，但周傑倫此舉卻讓許多女人的折服，有人直說：“肯陪著老婆
購物做造型的老公真的是少之又少。”也有人認為從周傑倫的這些小動作可以看出，他對昆淩真的是疼入
心，壹分壹秒都不舍得離開，連陪老婆染發這種事都願意陪在壹旁。
事實上，周傑倫只要壹有時間，不管在世界何處，都會馬上飛到昆淩身邊，日前他曬出探班老婆的照
片，躲在遠處觀看劇組拍戲，遠遠守護著老婆，結束臺北演唱會後，馬不停蹄地趕到大陸參加《中國新歌
聲》錄影，之後便飛到加拿大陪昆淩拍戲，4 天後再到南昌開唱，2 天後又回到了加拿大，來回總共就有 3
萬 9320 公裏，將近繞了地球壹圈的距離，只為把握時間和老婆相處。

楊丞琳回應耍大牌傳聞
並稱演唱會不請李榮浩

Kimi 跑步姿勢專業
雙胞胎弟弟在後面緊跟
11 月 16 日晚，林誌
穎更新微博曬三兒子溫
馨照，並稱：“葛格跑
慢點我們跟不上了。”
照片中，黑米哥哥在前

面領跑，姿勢端莊，壹
雙大長腿十分的吸睛，
而身後的兩個弟弟步伐
蹣跚，呆萌可愛。
網友圍觀並留言稱

： “kimi 哥 哥 的 跑 路 姿
勢好端正啊！倆弟弟
就比較隨意了。”、
“ 久 違 的 三 兄弟終於又
同框！”

11 月 16 日 ，
楊丞琳出席“2018
楊丞琳青春住了誰
世界巡回演唱會香
港場”香港記者招
待會。由於歌迷反
應熱烈，更加當場
宣布加開壹場。
16 號也是她正
式踏入出道第十八
年的日子，十分有
紀念價值。楊丞琳
形容：“這如果是
個小孩的話，都已
經成年了。”
充滿感動的她表示沒想到自
己會做這麽久，最感激歌迷的陪
伴：“最棒的是每年今天他們都
會給我剪很多很棒的影片，找到
壹些我自己都忘了的照片，給我
回顧這些年來的點滴。”這次重
新詮釋《壹千零壹個願望》的她
笑言：“好害怕這個歌名說出來

會有很多人不知道，因為它也是
十七八年前的歌。”
首次參與了演唱會制作的楊
丞琳表示：“這是是站在粉絲的
立場上設想所有環節，希望當天
可以和粉絲好好的交流。第壹次
這麽深入的參與到制作的環節，
真的很累，可是也很感動。”希
望大家把焦點都放在演唱會上面

的她直言整個巡回演唱會都不會
邀請男朋友李榮浩當嘉賓。
繼日前男友為她否認後，楊
丞琳也開腔回應之前“耍大牌”
傳聞，她坦言：“現在有很多消
息都是假的，我也只能盡量的給
大家說明事實的真相，只希望大
家看到這些虛假的新聞可以壹笑
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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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門遁甲
奇門遁甲》“
》“外星人
外星人”
”初露真容
“雙雄
雙雄”
”特輯揭徐克袁和平片場日常
《奇門遁甲》已定於 12 月 15 日率
先開啟賀歲檔。近日，片方發布“雙
雄”特輯，揭秘了監制徐克和導演袁
和平在現場的工作狀態：手繪分鏡圖
，不眠不休開腦洞，認真檢查每個細
節，親身上陣跟演員試戲，拍到興起
更是直接“動起手來”。特輯中，
“中國武俠大戰外星人”的鏡頭也驚
鴻壹瞥。
制片人魏君子稱：“《奇門遁甲》
非徐克與袁和平不可，前者是華語類
型片裏的壹代開山怪，而後者是功夫
中的壹代宗師，這部電影有大量的特
效和動作的結合，是真 3D 拍攝，不是
每個導演或者動作指導都能完成的，
只有他們倆才會產生難以想象的爆炸
效應。”
被粉絲奉為“奇幻之王”的徐克
，這壹次以監制的身份，在《奇門遁
甲》的拍攝現場主要負責他最擅長的
真 3D 拍攝，作為華語影壇唯壹壹個堅

持用真 3D 拍攝的導演，這次跟老搭檔
，被稱為“功夫之王”的袁和平第八
次攜手，興奮之余也展示出了自己的
全方位才華：繪制分鏡圖，帶領演員
大開腦洞，為影片貢獻了無數奇思妙
想。
在第壹次跟徐克合作的倪妮看來
，徐克是壹個“特別特別另類的人”
；大鵬說起徐克也是滿心的敬佩：
“徐導的思維永遠是年輕的，所以他
的戲裏造型都很特別。而且徐導拍戲
不怕麻煩，哪怕壹天只有壹個鏡頭也
不妥協。”相比之下，李治廷和周冬
雨對於徐克更多的是“意見”：“他
天賦異稟，睡覺太少了，幾乎就沒停
過工作。有時候晚上都不睡覺，但是
第二天開工，他連壹個哈欠都不打，
比我們還要精力充沛！”
導演袁和平透露，這次重拍《奇
門遁甲》，徐克提供了超多的創意，
“他幫我把這個電影的世界觀打得很

開，打到了最大的程度，我們在壹起
研究這個世界的精彩之處的同時，他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想法，比如讓中國
俠客去打外星來客這種腦洞，就只有
他想得出來，他總是希望可以把壹些
更好玩的東西放到電影裏”。
有了徐克的真 3D 與腦洞保駕護航
，接下來就看袁和平的真功夫了。之
前拍過打戲的倪妮感嘆，《奇門遁甲
》是自己拍過的電影裏動作戲份最多
最復雜的：“這個戲裏有非常非常多
的打戲，但袁導能確保每壹場打戲都
做到特別，既跟自己不壹樣，也跟別
人不壹樣。”
周冬雨則透露，自己在拍攝這部
戲的過程中，不管從打戲還是在人物
表達上都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因
為我壹開始不知道怎麽去演好壹個掌
門，袁和平導演給了我很多啟發，教
會我們如何用壹個深藏不露的高手的
心理去表達感情。”

秦昊跟太太伊能靜相處是傾聽者
在《解憂雜貨店》中寫信訴說煩惱

《雷神 3》內地票房將超《銀護 2》
大盤跌至國慶後最低谷 《正義聯盟》來勢洶洶
根據 Mtime Pro 數據統計，內地
電影市場單日票房總額於 11 月 15 日
（周三）報收 4455 萬元，大盤下跌至
10 月以來新低。周五《正義聯盟》、
《降魔傳》、《恐襲波士頓》等新片
來勢洶洶，將終止電影市場持續降溫
的局勢。
《雷神 3：諸神黃昏》繼續雄踞
單日票房冠軍，上映第 13 天票房新增

1386 萬元，總票房累計 6.79 億，距離
超越《銀河護衛隊 2》的 6.86 億戰績
僅有壹步之遙，最終票房落點又向突
破 7 億大關邁進了壹點。《雷神 3》的
市場份額將從今天起受到《正義聯盟
》的明顯沖擊，後者的周四午夜場以
1.9%的排片量占比完成了 319 萬預售
額。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在工作
日走勢穩健，跌幅有所收縮。周三該

片進賬 1130 萬元，上映六天累計票房
1.64 億。國產電影《狂獸》《七十七
天》保持著第二梯隊陣營，單日票房
分別進賬 492 萬與 399 萬，位列單日票
房榜第三、第四名。
由比利· 奧古斯特執導、劉亦菲
主演的《烽火芳菲》上映六天累計票
房 1674 萬，上座率慘淡，甚至不及上
映 47 天的《羞羞的鐵拳》。

《解憂雜貨店》將於 12 月 29 日全國上映。今日，影片曝光了實力派男演員秦昊飾演
的浩博“致 2017”版海報，處於 2017 年的浩博化名“邁克爾· 傑克遜”往“無名雜貨店
”門口的牛奶箱投遞煩憂，收到了生活在 1993 年的爺爺的回信。據秦昊透露，雖然在電
影裏他壹直向成龍飾演的無名爺爺傾訴煩惱，但他生活中是個“傾聽者”，肯耐心的聽
別人訴說。
秦昊扮演的是成年浩博的角色，從小喜愛邁克爾· 傑克遜和漫畫，敏感內向，不愛表
達，長大後憑自己努力成為著名的青年畫家，但與父母的過去是他解不開的心結。
監制董韻詩、聯合監制尹紅波提及當初選擇秦昊的原因，壹致表示光看外形那種憂
郁、不喜言笑的氣質，就跟成年的浩博很像，浩博身上的沈重與憂郁會跟隨秦昊的入戲
展現出來。導演韓傑對他的誇獎也是毫不吝嗇，“這部電影之所以獨特不是讓每個人物
都鋒芒畢露，但當秦昊出現的時候就會打動妳。”
秦昊在電影中是“寄信人”的角色，通過信件向
無名雜貨店傾訴憂愁，同時也在壹封封回信中更堅定
自己內心的聲音。他認為解憂雜貨店更像心靈的窗口
，治愈了不少人的心傷。不過生活中的他表示不會主
動傾訴煩惱，自曝第壹次認識太太就會當壹個傾聽者
，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肯耐心的聽別人訴說。
此外，秦昊接戲壹直非常的謹慎，他透露當初接
受邀約壹是看中原著的影響力，二是沖著韓傑導演來
的，表示想多跟年輕導演合作，也很實在的表示因為
電影院的觀眾都是年輕人。
秦昊非常誠懇地表示：“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
家說，我真的很認真的在選劇本，所以我選的電影不
會差，希望大家能夠去看。”

71 歲吳宇森“紮根”片場三天不睡
動作電影《追捕》曝導演吳宇森特輯
由吳宇森執導，張涵予、福山 展現了壹個攝影機背後的吳宇森。
雅治、戚薇主演的電影《追捕》即
“壹個電影能夠得到大多數人
將於 11 月 24 日登陸全國院線。今日 欣賞，就已經很滿足了，沒有可能
，片方曝光了壹支“導演特輯”， 贏得全世界的，能夠贏的是我終於

花盡了我的責任，去拍好壹個電影
”，吳宇森如是說。如今 71 歲的他
對電影的熱情絲毫不減當年，每天
奔波在片場的各個角落，不僅身體

力行指導演員表演，
還曾連續 3 天不睡，
“紮根”片場盯戲。
“導演的拍攝手
法非常吸引人，很多
不容易的事情，因為
他都會變得很有觀賞性”，首次和
吳宇森合作的福山雅治表示，吳宇
森專業的拍攝手法和奇思妙想，幫
自己打開了電影世界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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