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三
Wednesday, November 22, 2017

社 區 剪 影

第十六屆大休斯頓地區中文演講比賽日前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舉 行 ﹒ 頒
獎典禮主持人鄧潤京﹑AIG 休斯頓辦事處總經
理 Jimmy Woo﹑該校副校長丁冰玉﹑名譽主席
李少林﹑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評
委主任張憲寬等人與 5-7 歲組一等獎﹑二等
獎﹑三等獎﹑優秀獎的獲獎小朋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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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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中國》探索地質
新面貌及大自然神奇魅力

KVVV

▲

精彩

2017 年 11 月 22 日

節目介紹：

片頭。

《地理中國》屬科普類電視欄目。以地質科考為線索，以普
及地理學知識為宗旨，介紹地質學的新發現、新成果、新探
索，展示地質地貌的新、奇、特、美。欄目在帶著觀眾感受
大自然神奇魅力的同時，傳播科學知識，倡導熱愛自然，珍
惜自然，並傳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相互依存的理念。

播出時間：
節目花絮。

▲

每周六上午9時30分至10時首播，每周日凌晨12時至12時30
分及每周三下午5時至5時30分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 節目花絮。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總統推遲決定是
否允許進口獵物標本
聲明中說：“行政當局應該撤回這項決定，直
【VOA】美國總統川普說，他在能夠審議所有
到津巴布韋局勢穩定。”
關於動物保護的事實之前暫時不就是否允許大
大象普查組織的報告說，去年讚比亞有2萬
型獵物標本進口做出決定。
1000多頭大象，津巴布韋有8萬2000頭大象。
川普總統星期五在推特上發文說，他將和內政
從2007年到2014年期間，18個非洲國家的野
部長辛克一起進行研究。他說，對這項政策的
生大象總頭數下降了30%，只剩大約35萬多頭
審議已經進行了多年。
。
在川普總統突然改變政策前，美國漁業與野生
非洲大象根據美國瀕危物種保護法案被列入瀕
動物局星期四宣布，將允許人們把在津巴布韋
危物種名單。
和讚比亞狩獵中所打死大象的身體部位帶入美
國。
漁業與野生動物局認為，鼓勵富
人對大象狩獵將有助於為保護項
目籌集資金。大象是瀕危動物。
動物權益組織和環保組織都對這
項決定提出批評。他們說，這將
進一步減少已然不多的大象頭數
。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
議員羅伊斯星期五也表示反對，
一方面考慮到對非洲野生動物的
傷害，另一方面考慮到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野生動物公園內的大象 － 資料
目前的政治動蕩。羅伊斯在一份

美國鄉村音樂傳奇
梅爾·提利斯去世
術勳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
【VOA】美國鄉村音樂大師梅爾·提利斯(Mel
提利斯的女兒帕姆·提利斯(Pam Tillis)也是鄉
Tillis)辭世，終年85歲。提利斯為肯尼·羅傑
村歌手。梅爾·提利斯自從2016年以來一直患
斯(Kenny Rogers)、瑞奇·斯卡格斯(Ricky
有腸道疾病，從未痊愈。他的死因有可能是呼
Skaggs)和其他很多人譜寫過走紅歌曲，他克
吸器官衰竭。
服了口吃，演唱過幾十首他創作的單曲。
提利斯的發言人堂·穆裏·格魯布斯(Don
提利斯錄制了60多部唱片，有30多首歌進入鄉
Murry Grubbs)說，提利斯的家人將公布在佛
村音樂十佳排行榜，包括《好女子藍調》
羅裏達和納什維爾舉行喪葬儀式的信息。
(Good Woman Blues)、《可口可樂牛仔》
曼森1934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母親
(Coca Cola Cowboy)和《南方雨》(Southern
未婚。他在一生中因為各種罪行而不斷出入監
Rain)。
獄。
他為其他歌手創作的走紅歌曲包括為鮑比·貝
爾(Bobby Bare)寫的《底特律城》
(Detroit City)、為羅傑斯和“首版
”(the First Edition)樂隊寫的《魯
比，別帶著愛情進城》(Ruby, 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以及為喬
治·斯特雷特(George Strait)寫的
《傻人想法》(Thoughts of a Fool)
。
這位“鄉村音樂名人堂”( 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成員總共寫了
一千多首歌並在2012年因為“把溫
情和幽默的獨特融合帶入鄉村音樂
的偉大傳統”而榮獲美國“國家藝
︱梅爾·提利斯在俄克拉荷馬州諾曼的蓋洛德家族-俄克拉荷馬
紀念體育場表演。（201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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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
[八] 聯邦醫療保險 (Part C，Medigap) 補足篇
李元鐘 保險碩士
政府開辦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並給予低收入戶醫療補
助(Medicaid)，雖可降低老人醫療需求的經濟負擔，但是保險
計畫並沒有承擔所有醫療費用，且不包括處方配藥的付費與
取得。為讓有限的醫療資源能被合理與有效運用，美國乃自
2003 年又開放民間保險公司加入 Medicare 配套，藉由政府補
助來吸引民眾加入 「聯邦醫療保險優惠計畫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簡稱 Part C)」增加保障，或者以經濟實惠的 「補充
醫療保險 Medicare Supplement Insurance Plan (又稱 Medigap)」
來覆蓋自費範圍的缺口。
相對於 Original Medicare 的規劃，Part C 與 Medigap 可說
是改革型的替代計畫。因為從 1965 年通過 「社會安全法案
(SSA)」而開辦的 Medicare，經費來源為工作者納稅與被保人
保費收入；而社會保險的涵蓋層面能否完整，工作人口比例
的變化一定是影響深重的內在因素。如今戰後嬰兒潮陸續邁
向老年化，Medicare 也歷經 1988、1997 和 2003 年三次大改革
，其中被稱為 Part C 的 「優惠計畫」，直到 2003 年底才被核
可上路，相關的處方藥計畫 Part D 雖在同年立法，卻在各界
角力下而推遲至 2006 年才生效，可見 Medicare 優惠計畫的重
要性有多高。
被聯邦政府認可簡稱為 Part C 的 「優惠計劃」，乃由民

間保險公司提供並經 Medicare 批准，讓參加民眾在接受 Original Medicare 不涵蓋的一些醫療服務時，可免去自費負擔。例
如 Part C 除提供 Part A 與 Part B 的所有服務內容，在視力、聽
力、牙齒、保健項目、超過 Medicare 規定住院天數的醫療費
用等方面，還可以獲得更多保障或減免；同時多數民間保險
公司提出的 Part C 方案，還會免費提供 Part D 的處方藥計畫
，對提升銀髮族的醫療品質很有幫助。
有些讀者可能深深疑惑為什麼 Part C 不是由政府自辦，
而是交由民間保險公司提供服務，這樣是不是圖利私人或有
服務水準落差。其實我們若檢視醫院(醫生)對患者或保險公司
的請款程序，不論採逐次或按月計費的差別，都會產生議價
空間的差異，更別說藉由民間組織的管理效率與消費者團體
力量，致使 Part C 出現最明顯的優惠，便在於有的計畫可以
做到零保費，還能提供 Part A 與 Part B 所沒包涵的服務；至於
Part C 各項計畫內容雖小有差異，但都設定每個被保人自付
額的上限額度，參加者在付費達標後便不須再掏腰包，所以
服務項目增加更多。只要您已年滿 65 歲且參加了 Original
Medicare，多半就有再加入 Part C 的資格，很值得長輩與家人
們三思。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聯 繫 。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Tel: (832) -500-3228， Fax :(
832)-500-3227，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本專文全部
內容，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Part C 與 Medigap 的選擇模式

名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名牌也有打折 感恩節購物優選
【本報休斯頓報導】因應感恩節來臨，許多人
要送禮表達心意，名牌精品常常也是考慮的重點之
一。休斯頓第一家世界名牌折扣店名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於上週五推出新款發表會，將
不少受歡迎的名牌新款展現出來，像 LV、香奈兒等
十餘種名牌精品都有新貨到達，讓想要選購禮物的民眾，多一
些參考。
喜歡名牌的人認為，一方面品質較有保障，無論在質感上
或是剪裁設計上，都有相當的水準。另方面，有些名牌包越久
越值錢，尤其是限量版或者是手工做的，不僅可以保值，也不
會很快就退流行，一個基本款就可以用很久的時間。
名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與其他專櫃不同之
處，是別地方不打折的名牌，在這裡都有優惠，不同品牌得享
10%至 40%的折扣，而且一次可以看到十多種不同的名牌，匯
集世界頂級、高級品牌，廣受歡迎的牌子包括：LouisVuitton
、Chanel、Gucci、Chole、Prada、Hermes、Tory Burch、Dolce& Gabana、Burberry、Ferragamo、Celine、MK 等等。有新款
、經典款、也有限量版。除了皮包之外，店內還有首飾、太陽

Part C 與 Medigap 福利與特色的差別一覽表
眼鏡、香水、絲巾、皮帶、衣服、鞋子、手錶等，方便顧客搭
配。
店東 Mr. Gim 表示，店裡所有的名牌包，保證真品，所有
的精品都是從歐洲精心採購來的，保證百分之百是正品。如果
發現不是真品，顧客將會得到二倍的賠償，若是質量有問題，
一個月內可以退換，因此民眾可以放心地購買。不同品牌的精
品，會有數碼卡或是號碼，可以認證是真品。
名 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營 業 時 間 是 每 天
1PM-7PM。中文、英文都通。電話：832-382-3380。店面經
理 Minna 的微信 ID：minna_shen。詢問電話：832-382-3380。
地址是 9889 Bellaire Blvd D223, Houston, TX 77036 在中國城敦
煌 廣 場 ， 在 二 樓 （ 功 夫 茶 GongFu Tea 樓 上 ） ( 圖 片 由 名 品
LUXURY OF NEW YORK T.X 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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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粵港澳
體育消息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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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叢林探秘境
南粵險峰有洞天

登山健
身 、 露營觀
星 、 古道徒步
古道徒步、
、 叢林飛躍……豐富多彩
的戶外活動帶動了珠三角民眾周末出行
的熱情。
的熱情
。 在 “ 體育
體育+
+ 旅遊
旅遊”
” 的戶外體驗
中，擁有 1,351 個森林公園的廣東
個森林公園的廣東，
，自然
不乏領頭羊們在探索和開闢着新路徑，
不乏領頭羊們在探索和開闢着新路徑
，
像韶關、
像韶關
、 佛山
佛山、
、 從化等地
從化等地，
， 主打森林景
觀的戶外跨界旅遊產品，
觀的戶外跨界旅遊產品
， 多元且精細
多元且精細。
。
嚐鮮後的粵港遊人不禁感歎：
嚐鮮後的粵港遊人不禁感歎
： 這樣的出

環湖騎行馬拉松 山野徒步動力足

遊更像走進了戶外健身房，
遊更像走進了戶外健身房
，健康有趣
健康有趣。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廣東佛山三水南丹山森林公園引入泰國
廣東佛山三水南丹山森林公園引入泰國“
“叢林飛躍
叢林飛躍”
”戶外項目
戶外項目。
。

交通指引：從福田口岸出發——
京港澳高速——廣深高速——廣
州繞城高速——廣佛高速——桂
和路——南海影視城

韶關乳源大峽谷：又稱粵北
大峽谷，是廣東省最大的峽谷，
峽谷長達 15 公里，谷深 300 多
米。主要景點為保護籐龍潭景
區、水卷寨景區、五瀑等。
交通指引：從羅湖口岸出發——
京港澳高速——廣深高速——廣
州繞城高速——樂廣高速——京
港澳高速——S258——乳源大峽
谷

從化溪頭村：有廣東最美鄉村
的美譽，位於廣州市從化區良口
鎮東北部，是流溪河三大源頭之
一。這裡有古村落的徒步登山
道，還有農家樂出品的溪頭河水
魚、筍乾臘肉以及爆炒溪頭河螺
絲。一碗山水豆腐花尤其不要錯
過。
交通指引：從羅湖口岸出發——
梅觀路——珠三角環線高速——
莞龍路——溪頭村

■走在樹冠廊橋上的小遊客
走在樹冠廊橋上的小遊客。
。

大山深處有桃源，密雲背後
有藍天。在廣東佛山的最北端，
素有廣東“香格里拉”之稱的南
丹山森林王國，卻因為引進泰國
清邁的叢林飛躍，成為中國“小
清邁”。
自“叢林飛躍”項目走進佛
山，很快就成為珠三角民眾周末
戶外拓展的新熱點。放下手機離
開電腦，放聲尖叫忘情暢喊，讓
肺部也來一次天然活氧大Spa。
陽光正好的時候，森林釋放
的清新與活力，混合着遊人的歡
歌笑語，也讓“小清邁”的感染
力更加強烈。畢竟，穿梭在森林
高空之間的刺激和舒暢讓人難以
忘懷。
為了讓更多人分享到這裡獨
特的自然稟賦，南丹山邀請美國
戶外專家品牌 ABU，聯合內地設
計師，將國際上流行的森林探險
運動引進來，打造出了內地首個
“森林飛躍”為主體的森林探險
樂園。

﹁
﹂

樹冠廊橋 高空
“秘境”
建在海拔 250 多米高、跨度
300 多米的兩峰之間的叢林飛躍，
讓你體驗縱身一躍的酣暢淋漓，
感受時速 40km 的速度與激情。這
裡的叢林飛躍能夠滿足兩人同時
進行，或來一場親子間天際翱

翔，或和你的 Ta 來個“在天願作
比翼鳥”，美美秀一場恩愛。
飛躍之後，不用立即回到地
面。雨林景觀設置了四百多米長
的樹冠廊橋，穿行在叢林高空，
26 組廊橋緩緩相連，雨林全景便
可一覽無餘。設計師巧妙地用繩
索將大樹相連，一條條索橋橫掛
在樹丫之間，遊人穿行在樹與樹
之間，山谷之中的高空“秘境”
也能讓大家的孩子氣，全情流
露。此外，空中單車、滑板、蜘
蛛網等娛樂活動，讓冒險細胞紛
紛出動，躍躍欲試。
暢享飛躍過後，踏在氤氳着
泥土清新氣息的步道上， 看着南
丹山青山環繞、泳池串聯、晚霞
斑斕，一幅紅藍綠的色彩圖便映
入眼簾。值得留意的是，這裡的
山泉水水質清澈而甘甜，且含有
大量的礦物元素——硒，所以這
裡的泳池被稱為“礦泉泳場”。
許多人來南丹山，都會留足時間
在山水泳池間嬉戲一番。
除此以外，南丹山的雨林谷
景區的踏瀑戲水也是不可錯過的
體驗。在與水石的親密接觸中感
受不一樣的森林遊。瀑布川流不
息，激起層層水霧，站在瀑布腳
下，聽着那氣勢磅礡的撞擊聲，
觸摸着來自大山的問候，感受山
水間強有力的自然能量。

■ 韶關市乳源南水湖
國家濕地公園遠景。
國家濕地公園遠景
。

韶關南水湖濕地公園：環湖奔跑健身潮

佛 山 南 海 影 視 城：被 譽 為
“中國好萊塢”，是中央電視台
四大直屬影視攝製基地之一。南
海影視城分為三大景區和一個表
演區，各個時期的建築濃縮了歷
史年輪的軌跡，體現了中國建築
的輝煌。緊鄰太平天國城，是擁
有 3,100 多 個 坐 席 的 馬 戰 表 演
場。長篇電視連續劇《三國演
義》和《太平天國》都曾在此拍
攝。

佛山三水南丹山：探索 小清邁 叢林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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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南水湖的各項體
育賽事層出不窮。
育賽事層出不窮
。

“北有青海湖，南有南水
湖”，正在戶外旅遊愛好者之間
口耳相傳。在廣東省韶關市乳源
瑤族自治縣境內的南水湖國家濕
地公園至南嶺國家森林公園，
“奔向廣東第一峰”的鐵人三項
挑戰賽，已經成功亮出“體育＋
旅遊”的名片。過去三年來，來
自內地 10 多個省市以及港澳地
區的千名選手參賽，成功跑亮這
一條旅遊環線。
全民健身的熱潮之下，跑下
不同城市的馬拉松賽事近年成為
年輕人健身出行兩不誤的潮流。
而藏在粵北山區的南水湖濕地公
園，作為廣東北部重要生態屏障
的公園，兩年前榮膺為國家級的
濕地公園。憑借優美的青山綠
水，成為環湖戶外運動者的打卡
新目的地。

沿路踩車 湖光山色
從乳源縣城的民族實驗學校
出發，途經美麗的南水湖，到達
南嶺國家森林公園避暑林莊酒店
廣場，這條全程 69 公里的單車
賽道精品線路，沿途風景如畫。
如果要以南水湖為中心，環騎一
圈則需要騎行 85 公里左右，一
路湖光山色，近在眼前的大大小

小各個小島嶼，讓人恍若置身千
島湖。
秋冬季節，切換自如的南水
湖，如一塊碧綠翡翠鑲嵌在群山
之中。四面群山層層疊疊，環湖
賽道蜿蜒曲折，環湖的遊人需要
準備好體力應對起伏平緩相間的
賽道。
南水湖的下一站南嶺國家森
林公園，位於南嶺山脈核心，據
悉這裡有超過 2,000 種植物，成
為許多學者公認的珍稀動植物寶
庫，因此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廣
東最大的自然保護區。
位於南嶺森林公園內，有着
海拔 1,902 米的石坑崆，可謂是
南粵第一峰，也被稱為“廣東屋
脊”。這也成了不少戶外登山愛
好者的寶地，只見三五好友徒步
在蜿蜒的盤山公路上，行走於起
伏的群山之中，亦或探訪高山瑤
民的村落，在裝潢精緻的“瑤家
樂”裡，感受瑤族同胞世外桃源
的生活情調和風味美食。
對於普通遊客而言，這無疑
是一條極具挑戰的戶外線路，若
堅持下來了，可以在一次行程中
飽覽幾十座高山的雄壯，感歎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
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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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更新壹改往日的“糙漢
林更新壹改往日的“
糙漢”
”風格
側顏秒殺億萬少女
曾經那個穿著大褲衩逛超市、穿拖鞋去片場
的林更新不見了！最近林更新在為《三個院子》
拍攝平面宣傳照時，壹改往日的“糙漢”風格和
“慫萌”氣質，360 度無死角美顏簡直要分分鐘
秒殺億萬少女心！
上壹秒，林更新還側對鏡頭、眉頭緊鎖，大
秀挺拔五官，玩起“側顏殺”；下壹秒便“葛優
癱”在沙發上，拿著遊戲機，微微壹笑，帥氣又
可愛，簡直“蘇”到爆炸。面對這樣清新帥氣、
宜室宜家的小新，試問哪位少女能把持住呢？
因為壹個遊戲 ID，林更新現在真正被調侃成
了“九億少女的夢”，但沒想到他自己也有壹顆
“少女心”！不僅拍定妝照時穿著清新活力的鵝
黃色衛衣，林更新還酷愛各種粉色元素。在錄制
《三個院子》時，林更新的 T 恤、衛衣、夾克等
很多單品都是嫩粉色，是“林少女”本人沒錯了
！據悉，《三個院子》將於 12 月起，每周日晚在
江蘇衛視播出，期待林更新朱楨組友愛的兄弟互
動了！

王心淩對唱“緋聞男友”
合飆《倒帶》登熱搜

據臺灣媒體報道 《蒙面唱
將猜猜猜》這壹季出現了壹位
‘不會遊泳的魚’，皮膚白皙、
身材纖細姣好，壹開口網友就認
定她是甜蜜天後王心淩，果然被
廣大網友猜到，她前 2 集分別和
嘻哈冠軍 GAI、新歌聲冠軍蔣敦
豪對唱，更在最新壹集年度盛典
中，和曾傳過緋聞的好友吳克群
合唱《倒帶》，兩人有默契的演
出，也讓網友敲碗起哄“在壹起

！”在最後壹集的年度盛典中，
王心淩以黑白透視長裙壹雙美腿
若隱若現，和戴著面具的好友吳
克群合唱《倒帶》，猜評團的陶
子姐表示，從歌聲中可以聽出男
生對於女生的疼惜。蒙面的吳克
群表示和“不會遊泳的魚”是很
好的朋友，因為早就聽出了她的
聲音，還特意為這次合作寫了壹
段 RAP。
王心淩私下表示，這次參加

節目是美好又難忘的經驗，歌手
在舞臺上表演時，常常要顧慮到
的事情很多，要記舞步、走位、
甚至表情，“但這個節目可以讓
歌手沒有包袱地站在臺上，享受
純粹唱歌的快樂。”這幾次的經
驗讓她玩得、唱得很開心，讓她
又找到單純唱歌的快樂心情。而
王心淩和吳克群的合唱，在節目
播出後不到壹小時立刻登上微博
11 月 19 日晚，陳喬恩通過微博曬街拍照，並寫道：“今天就要結束在深圳
熱搜榜，引起不少造成話題。
所有的戲份飛國外了，無論如何我還是有點傷感，其實我是壹個害怕別離的人，
以前每次殺青都會忍不住哭。拍戲這些年 ，越來越多的別離，並沒有把我變成壹個大人，而是讓
我漸漸成了壹個，習慣隱藏的孩子！”
照片中，陳喬恩身穿綠色大衣，白色棒球帽，白色短靴，優雅知性，非常的漂亮。

陳喬恩新戲殺青不舍：
離別讓我成為習慣隱藏的孩子

小 S 被曝接演
被曝接演“
“道明寺家的女人
道明寺家的女人”
”
經紀人證實了
據臺灣媒體報道，新版
《流星花園》準備開拍，由偶
像劇教母柴智屏重掌制作人，
傳出斥資臺幣 7.2 億元（約人民
幣 1.6 億），主要選角陣容包括
全新 F4、杉菜人選正式公開，
顏值獲得網友肯定。緊接著該
劇是否會找來前作的 F4、大 S
回歸，受到各界好奇，最新消
息爆出，道明寺的媽媽或姐姐
會是走紅兩岸的小 S。
據報導，小 S 在《流星花

園》宣布翻拍後，在微博大喊
“我想演！”，且直呼想演杉
菜，也在節目中扮裝，結果被
網友笑虧年紀可以當道明寺的
媽。沒想到她真的被柴智屏相
中演出，對此經紀人回應確實
收到邀約，但是細節和演出角
色尚不能透露，若是確定演出
，將會和近期爆紅的《小美好
》沈月有許多對手戲。
原作道明寺司的母親“道
明寺楓”是作風嚴厲的企業家

，左右兒女的終身大事，要孩
子屈服企業聯姻，因此和兒子
為了杉菜多次對立。臺版第壹
代媽媽是甄秀珍，後來修行佛
法息影，當時年紀 41 歲；姐姐
“道明寺樁”則是已故演員徐
華鳳演出，小 S 現年 39 歲，且
本身也是豪門貴婦，不過平時
走親和搞笑路線，直率個性深
獲兩岸觀眾喜愛，如何演出道
明寺媽媽的獨裁氣勢，勢必成
為新版壹大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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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門遁甲》徐克袁和平構建神秘幻境

電影曝新海報
五大奇俠“青煙”護體法力無邊

《不成問題的問題》範偉告訴妳怎麽做人做事
油膩與脫發都不是職場大敵

由徐克編劇監制，袁和平
執導的 3D 武俠奇幻片《奇門遁
甲》，已定於 12 月 15 日率先開
啟賀歲檔。近日，片方發布壹
款“青煙”版海報，大鵬、倪
妮、李治廷、周冬雨、伍佰飾
演的五大奇俠壹改之前預告片
中的“反差萌”造型，展現出
俠氣的壹面。
新款海報中上，壹只妙手
作劍訣狀，指尖冒出縷縷青
煙 ，青煙中，五大奇俠明裏各
守壹方，暗中各司其職：“諸
葛青雲”大鵬手比劍訣，暗喻
自己“不僅背負重任，還‘左
右逢源’”；“鐵蜻蜓”倪妮
英姿颯爽招式淩厲，是團隊裏
的核心成員；“刀宜長”李治
廷壹手持刀壹手拆招，於“勁
道”中展現個人特色；“小

圓”周冬雨則負責運用超能
力為眾人解開影片背後的
“謎”；站在眾人身後的
“老大”伍佰則壹臉神秘，
令人捉摸不透。
對於這些角色的設定，伍
佰給出了壹些簡單的“劇
透 ” ：“大鵬是感情多變，倪
妮是造型多變，他們倆在戲中
的性格都是比較直率的；李治
廷是目標多變，周冬雨則是身
份多變，他們倆因為曲折頗
多 ，所以整體很“迷糊”；至
於我，當然是以不變應萬變，
不可多說。”
1982 年 ， 袁 和 平 執 導 的
《奇門遁甲》中首度展現出
了詭麗多變的奇門法術對
決 ，開創了法術功夫片的新
類 型 。 35 年 後 ， 徐 克 聯 手 袁

電 影
《不成問題
的問題》今
日曝光終極
預告及海報，
海報上範偉
笑容可掬的
向眾人示意，
其他人物各
有姿態、遊
離在外，迎
面 自 己 的
“問題”，
預告片則以
報道的形式
介紹農場中
的矛盾，範
偉 飾 演 的
“戲精本精”
和王瀚邦飾
演的“耿直
楞子”形成強烈反
差，將壹座農場內
人情社會的“問
題 ”暴露無遺。該
片被譽為“職場最
佳教科書”、“所
有人都能看懂的文
藝片”，將於 11 月
21 日上映。
在今日曝光的
海報中，範偉飾演
的丁務源神情自若
的坐在太師椅上，
神情壹派輕松，還
頗有幾分指點他人
的氣勢。除他之外，
殷桃飾演的尤太太明霞、張超飾
演的秦妙齋、王瀚邦飾演的尤大
興等人神態各異，三重身影仿佛
在為不同的問題所困擾，只有丁
務源壹人信心滿滿，不成問題，
穩坐頭椅。
本次曝光的預告片也頗有趣
味，如同魔法世界的動態報紙壹
般，“戲精”丁務源是如何與太
太小姐們周旋，“耿直”尤大興
是 如 何 四 處 碰 壁 ， 樹華農場裏壹
場人事更叠，更是權力和利益的鬥

和平，將舊時法術進行了更
新換代，也將奇門遁甲的文
化融入到了更宏大更奇幻的
世界當中。
“西方有魔法咒語，東方
有奇幻法術；西方有巫師，東
方有術士；西方有神奇的魔法
世界，東方也有不為人知的奇
幻世界。這些都是不亞於西方
的奇幻元素，也是我和徐克想
要通過這部《奇門遁甲》展示
給大家看到的世界。”導演袁
和平說。
徐克跟袁和平聯手創造了
壹個神秘莫測的三層奇幻空
間 。袁和平透露：“第壹層是
武俠，是中國人最熟悉也最向
往的江湖；第二層是幻術，是
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熱鬧神秘
的手 段 ； 第 三 層 就 是 天 外 來

客 ，是它們來到這個不屬於他
們的世界，讓那些深藏不漏的
高手被迫走上江湖，利用各種
各樣的幻術來打敗它們，拯救
世界。”
在這樣的背景設定下，
徐克腦洞大開，構建了“霧
隱門”這個神秘組織，成員
亦都是“不像高手的高手”。
李治廷透露：“我們壹開始
對自己的角色都不太有把握，
所以就壹起去問了徐克導演，
他告訴我們，其實真正的高
手都是由內而外、不動聲色
的，他會用最低調的方式來
生活，但他們都有著巨大的
超能力來做別人做不到的事。
所以這部戲不僅是壹群武林 高
手的集結，也是各類造型和
幻術的集結。”

輸歐陽娜娜被批戲霸
張桐挺鄭昊:別委屈了傻演員
演員張桐在微博發文力
挺在綜藝《演員的誕生》中
輸給歐陽娜娜的鄭昊，稱其
是認真的好演員並為其被稱
“戲霸”抱不平：“演員的
第壹要務就是要演好自己的
人物，那就各憑本事了。”
在綜藝《演員的誕生》

爭，職場裏“做人”還是“做事”
的選擇如鯁在喉，矛盾升級每個人
都無可避免的被卷入這場牽涉人情
事的鬥爭當中。
《不成問題的問題》在金馬
獎雙獎、東京電影節最佳藝術貢
獻獎等多個獎項，不論是劇作還
是藝術風格，演員的演技都無可
挑剔。範偉不僅憑借本片奪取金
馬獎最佳男演員，每個演員在片
中的表演都極具記憶點，著名京
劇表演藝術家史依弘片中的壹段
《貴妃醉酒》更是絕妙的串聯起
劇情，好男兒出身的張超這次的
演出也讓人驚艷。
《不成問題的問題》作為市
面上少有的講述現實問題的電影，
在此前影展上的點映就已收獲了
大批好評，不少觀眾也十分認同
梅峰導演所強調的原著中的現代
性，雖然是 1940 年代時創作的小
說，但其中反映的“做人”“做
事”中國式人情，至今仍是每個
人在職場上所要經歷的困境，因
此該片也被譽為“最佳職場教科
書”，壹些年輕的 90 後觀眾在看
後表示，油膩與脫發都不是職場
大敵，從電影裏看懂了做人做事
才能真正在職場裏闖蕩。

中，“老戲骨”鄭昊與歐陽
娜娜合作重現的《我的父親
母親》，鄭昊被批“戲霸”
負於歐陽娜娜。16 日，曾出
演《亮劍》中“魏和尚”壹
角的演員張桐在其本人微博
發表千字長文為鄭昊發聲。
微博中張桐力挺鄭昊是壹個

非常認真、令人敬佩的演
員 ，並為其被指“戲霸”鳴
不平：“對手戲最好的狀況
是兩個對手旗鼓相當，如果
對手戲搭不起來就只能領著
演了”、“壹上臺演員的第
壹任務就是要演好自己的人
物，那就各憑本事了”。文

章的最後張桐自嘲是“不
入流的小演員”，並呼籲
尊重真正的演員：“別委
屈了純真善良的傻演員了，
他們的心在流血，妳們看見
了 嗎 ？ ” 鄭 昊本人也在此條
微博回復道：“謝謝好演員
的好文。”

《捉妖記 2》大年初壹上映曝新預告
胡巴“新夥伴”笨笨首亮相 能隱身會賣萌
今日，電影《捉妖記 2》重磅曝光首款
“逃之妖妖”版預告和“有靠山”版海報。
《捉妖記1》的結局裏，胡巴和粑粑麻麻分開，
回到妖世界和妖怪們壹起生存，此次發布的
預告，正是延續第壹部的劇情，呆萌胡巴乖
巧上線，踏上尋親之旅，經歷酷暑寒冬，險
變“妖在囧途”，最終意外遭遇妖怪笨笨。
笨笨的隱身技能首度曝光，神還原
“如花”回眸，笑果十足。預告片雖然只
有短短 50 秒，卻體現出了這部合家歡巨制
的喜劇氣質，而憨厚可愛的笨笨則有望成
為下壹個“國民萌寵”。
在首款“逃之妖妖”版預告中，呆萌胡
巴乖巧上線，背上“麻麻同款”萌萌噠小背
包，獨自踏上沐風櫛雨的尋親之路，路上偶遇
“隱形路障”笨笨，兩只萌妖的初次見面險些
驚喜變驚嚇，將這部合家歡電影的喜劇氣質表
現得淋漓盡致。這只叫笨笨的萌妖不但外表呆
萌，他還有隱身功能，胡巴是否也有未被開發
的“隱藏技能”,不禁讓人十分好奇。
相對於第壹部，《捉妖記 2》的特
效更加精致逼真，胡巴嘆氣、都嘴、疲憊

的表情都十分生動萌甜，首次以視頻形式
出現的笨笨，肌膚紋理清晰有質感，cos 如
花摳鼻孔回眸的表情相當傳神。除此之外
電影對細節的把控也很考究，胡巴與笨笨
的頭發會隨著身體的擺動出現起伏，其中
胡巴的發型還會根據心情的不同有所變化。
同預告壹起曝光的還有“有靠山”版

海報，胡巴和笨笨悠閑的倚靠在山腳，好
像絲毫沒有註意到他們背後的群山是由赤
天霸幻化而成，兩只萌妖的尋親之路暗藏
危機，雖然沒有粑粑麻麻的庇護，但暖男
笨笨有望成為胡巴的“新靠山”，幫他化
險為夷早日與父母團聚。
《捉妖記2》將在2018年大年初壹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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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聯盟》內地首周票房 3.44 億奪冠
同期成績低於《雷神 3》高於《神奇女俠》
由於超級英雄電影《正義聯盟》強
勢入市，上周內地票房出現了小幅回升
：壹周報收 7.26 億，相比上上周 6.78 億
的成績上漲 7%。
《正義聯盟》擊敗上映第三周的
《雷神 3》，以 3.44 億的成績拿下上周內
地票房冠軍。《雷神 3》上周拿下 8200
萬，累計票房破 7 億，退居周票房亞軍
。《東方快車謀殺案》、《降魔傳》、
《七十七天》位居周票房三四五名。
DC 電影宇宙最新作品《正義聯盟》
上周五內地首映，首周三天票房 3.44 億
，占據周票房大盤的 47%，輕松拿下周
票房冠軍。
相比《雷神 3》內地首周 3.61 億的成
績，《正義聯盟》首周表現略遜壹籌。

相比《蜘蛛俠：英雄歸來》內地首周
4.59 億的成績，《正義聯盟》差距更大
。不過，《正義聯盟》的首周成績稍高
於今年上映的《銀河護衛隊 2》（內地首
周票房 3.4 億）。
將《正義聯盟》放在 DC 電影宇宙內
比較，其首周成績高於《神奇女俠》
（內地首周票房 2.59 億），並很快就將
超越《超人：鋼鐵之軀》（2013）3.98
億的總成績。不過，相比《蝙蝠俠大戰
超人》（2016）3.64 億（不含電商服務
費）的首周票房，《正義聯盟》存在壹
定的退步。如果剔除電商服務費，兩者
差距達 4400 萬。
考慮到《正義聯盟》周日跌幅超過
30%，內地票房恐難以超越《雷神 3》，

能否追上《神奇女俠》6.1 億和《蝙蝠俠
大戰超人》6.19 億的紀錄也存在壹定懸
念。上周末，《正義聯盟》在北美同步
開畫，首周票房 9600 萬美元（約 6.37 億
人民幣），雖然創造了 DC 電影宇宙最低
開畫成績，但仍大幅領先內地的同期表
現。受到《正義聯盟》及壹眾新片的沖
擊，上映第三周的《雷神 3》票房下跌明
顯，上周共斬獲票房 8200 萬，退居周票
房亞軍，累計票房 7.16 億。
《雷神 3》目前的成績已經超越同在
今年上映的《銀河護衛隊 2》（6.86 億）
，成為漫威電影宇宙第 7 部內地票房破 7
億的電影。
相比不久前上映的《蜘蛛俠：英雄
歸來》7.75 億的票房紀錄，《雷神 3》還

有 5900 萬的差距。
考慮到《雷神 3》周末單日票房已滑
落到第四名，未來票房增長空間有限，
沖擊 8 億大關難度較大。
《東方快車謀殺案》上周報收 7500
萬，位居周票房季軍，累計票房 2.01 億
。上周末，《東方快車謀殺案》壹直處
在單日票房季軍的位置，未來總票房有
望沖擊 2.5 億，達到 3 億的可能性較小。
國產電影《降魔傳》與《正義聯盟
》同天首映，首周票房 5680 萬，位居周
票房第四名。
雖然只拿下周票房第四名，上周末
《降魔傳》壹直穩居單日票房亞軍的位
置，未來票房上還有壹定潛力，總票房
有望破億。相比還不錯的票房，《降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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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口碑較為淒慘。剛剛憑借《追龍
》挽回些口碑的王晶這次又回歸“老水
準”，目前《降魔傳》時光網評分僅 5.7
分（《追龍》時光網評分 7.3 分）。
國產電影《七十七天》上周再收
2590 萬，位居周票房第五名，累計票房
7340 萬。
復映版《英雄本色》首周斬獲票房
2020 萬。
段奕宏、江壹燕等主演的《暴雪將
至》首周票房 2000 萬。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恐襲波士頓
》首周票房 1310 萬。
《羞羞的鐵拳》上周再收 1100 萬，
在上映 51 天後，總票房達到 22.03 億。
《精靈寶可夢：波爾凱尼恩與機巧
的瑪機雅娜》上周報收 900 萬，累計票
房 2440 萬。
本周內地上映的新片有《尋夢環遊
記》、《追捕》、《不成問題的問題》
、《引爆者》、《刺殺蓋世太保》、
《推理筆記》、《嘉年華》等，競爭較
為激烈。《正義聯盟》有望蟬聯周票房
冠軍，但顯然也會遇到不少阻力。

《正義聯盟》全球票房 2.82 億奪冠 《帕丁頓熊 2》人物海報九連發

內地成海外最大票倉 “雷神 3”全球累計 7.38 億 另類反派姿勢搶眼 鬼馬呆萌難以捉摸

由華納發行的 DC 超級英雄巨制《正義聯盟》全
球周末票房 2.82 億美元，全球累計票房 2.82 億美元，
毫無懸念拿下本周全球票房榜冠軍。該片北美本土票
房 9600 萬美元，海外 1.86 億美元，其中中國內地貢獻
了 5170 萬美元，又是海外第壹大票倉。
《正義聯盟》在全球 65 個國家及地區的 47,000 張
銀幕上映，除了中國以外，排名靠前的還有巴西斬獲
1420 萬美元，英國 980 萬美元，墨西哥 960 萬美元和
韓國 880 萬美元，該片下周才在日本上映。
雖然《正義聯盟》口碑爭議不小，首周末的北美
票房低於預期，刷新了 DC 擴展宇宙的最低開畫成績
，但全球票房表現不錯，比《神奇女俠》首周 2.32 億
美元的全球票房還高出 5000 萬，但沒法和《蝙蝠俠大
戰超人》全球 4.24 億美元開畫票房比。
《雷神 3：諸神黃昏》全球周末票房 4588.6 萬美
元，海外票房 2409 萬美元，全球累計票房 7.38 億，受
到《正義聯盟》的強烈沖擊，斬獲本周全球票房榜亞
軍。該片海外累計票房 4.91 億美元，即將突破 5 億大
關，海外票房已經擊敗了《銀河護衛隊 2》和《奇異
博士》。
《雷神 3》的全球票房已超過《美國隊長 2》的
7.14 億美元，升至漫威宇宙系列電影第八位，也是漫
威宇宙第 9 部單片全球票房破 7 億美元的電影。
《東方快車謀殺案》全球周末票房 3450 萬美元，
全球累計票房 1.48 億，拿下本周全球票房榜季軍。該
片在全球 54 個市場上映，海外票房 2070 萬美元，其
中中國市場又壹次引領海外票房。按照目前的票房走
勢，新版《東方快車》全球票房將有望沖擊 2.5 億美

元。
由獅門發行的溫馨勵誌題材片《奇跡男孩》全球
周末票房 2736 萬美元，全球累計票房 2736 萬美元，排
名本周第四位。
該片登陸北美 3000 余家影院上映，上映首周開畫
成績超過預期。在觀眾口碑的強力加持下，該片開畫
三天便輕松突破其制作成本線，成為上周末北美市場
的最大贏家。
派拉蒙發行的喜劇續集《老爸當家 2》全球周末
票房 1480.0 萬，全球累計票房 5057 萬美元，排名本周
第五位。由王晶執導、張雨綺、鄭愷主演的新片《降
魔傳》上映首周全球報收 848.0 萬美元，累計 854.0 萬
，獲得本周全球票房榜第九名。

由本· 威士肖配音（《007
：幽靈黨》）、休· 博內威利
（《唐頓莊園》）、休· 格蘭特
（《諾丁山》）等大牌明星主
演的喜劇冒險真人動畫電影
《帕丁頓熊 2》即將暖心回歸，
已經宣布定檔 12 月 8 日登陸內
地銀幕。今日影片又曝光了全
新猛料，壹組來勢“熊熊”人
物海報九連發，展現了帕丁頓
熊和他家人們的全新造型。
隨著海報同時發布的還有
壹款萌熊壹家親特輯，片中帕
丁頓壹家的成員們以及幕後主
創各自分享了他們對這個特殊
家庭的喜愛，也透露了他們在
續集中會發生的變化。制片人
大衛· 海曼表示：“這壹家人是
非常美妙的組合”。
《帕丁頓熊 2》的故事承接
上壹部，帕丁頓和他的家人快
樂地生活在溫莎花園。帕丁頓
成了社區的名人，所到之處盡
是歡樂。在給摯愛的露西阿姨
尋找 100 歲生日禮物時，帕丁頓
在格魯伯先生的古董店裏看到
了壹本特別的立體書，便開始
打零工想要買下它。但這本書
卻被偷了，於是帕丁頓和他的
家人要去找到真正的小偷……
此次曝光的九款海報當中
匯聚了影片中所有的主要角色
，不但有收養帕丁頓的布朗全
家、熊嬸嬸這些熟悉的面孔，
新加盟的兩位大咖也都曝光了
人物海報：休· 格蘭特飾演壹位
過氣明星，因為不甘於現狀想
出了許多讓自己重回舞臺的辦

拯救天體物理學博士克裏斯·派恩

迪士尼科幻新片《時間的皺折》發正式預告
迪士尼科幻片《時間的皺折》發布
正式預告，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檢
視黑暗與光明的本質，以及愛之勝利。
影片根據 Madeleine L’Engle 所著
同名科幻小說改編，講述天體物理學家
Dr. Alex Murry（克裏斯·派恩飾）研究
五維空間失蹤後，女兒 Meg（斯托姆·裏
德）與弟弟 Charles Wallace（Deric McCabe 飾）和同學 Calvin O'Keefe（萊維·
米勒飾）踏上了尋找之路，他們聯合

Mrs. Which（奧普拉·溫弗裏）、Mrs.
Whatsit（瑞茜·威瑟斯彭）、Mrs. Who
（敏迪·卡靈）三位星際旅行者跨越宇宙
空間，將 Murry 博士從邪惡反派手中拯
救出來。
《時間的皺折 》由阿娃·杜威內 (
《塞爾瑪》《第十三修正案》)執導，
珍妮弗·李(《冰雪奇緣》《瘋狂動物
城》)操刀劇本，北美 2018 年 3 月 9 日
上映。

法，在片中妳還會欣賞到這位
英倫男神顛覆自我的百變造型
，絕對會讓妳大跌眼鏡。布萊
丹· 格裏森飾演監獄廚師長，看
起來窮兇極惡人見人怕，卻被
帕丁頓熊戳中了軟肋，漸漸發
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總之
這兩個人物會是續集中的兩大
驚喜，從海報中也不難看出他
們的裝扮詼諧裏透著呆萌，屬
性難以捉摸，他們的戲份會讓
妳見識到什麽叫做“另類反派
”。隨著海報同時曝光的還有
壹款主創特輯視頻，在視頻中
帕丁頓家的成員們以及幕後主
創分享了對影片的感受，還透
露了他們在續集中會發生的變
化。布朗先生遭遇中年危機，
不但工作不順，還要擔心自己
的發量和身材；女兒朱迪變得
更加獨立，而小兒子喬納森則
壹心想讓自己更酷。這普通的

壹家子因為帕丁頓熊的加入而
變得不平凡，就像飾演布朗太
太的莎莉· 霍金斯所說的：“他
們平時不是很能幹，可壹旦出
現危機卻總能團結壹心。”
在續集中帕丁頓壹家還將
跟帕丁頓熊壹起展開全新冒險
，而且危險系數再度升級，進
監獄扒火車等等戲份都會在續
集中上演。
出品過《哈利· 波特》系列
的制片人大衛· 海曼表示：“這
壹家是非常美妙的組合。”
《帕丁頓熊 2》已經定於 12 月
8 日公映，除了中國巨幕、
IMAX 格式之外，還有 2D 制式
可供選擇，不管是大朋友小朋
友都可以用自己最喜歡的方式
欣賞到乖巧可愛的帕丁頓熊。
相信這段溫馨又歡樂的故事壹
定會讓觀眾在冬日感受到最濃
郁的合家歡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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