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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董事長吳光宜70歲壽宴日前於珍
寶海鮮餐廳舉行﹐親朋好友一同到場同歡﹒
圖為金城銀行黃國樑執行長﹑總經理吳國駒﹑
副董事長楊明耕及吳董事在吳光宜70歲壽
宴上贈送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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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在美國，“網絡星期一”(Cyber 
Monday)是假日購物者從工作場所、家裏或者
任何地方用自己的手機創造新的消費記錄的日
子。
隨著美國的低失業率和強勁的消費者信心，研
究公司“奧多比分析” (Adobe Analytics)預計
消費者星期一將花費66億美元，這比去年創下
的歷史最高記錄又高出超過16%。
近年來，隨著很多消費者遠離傳統的實體商店
，喜歡享受使用筆記本電腦、手持設備以及讓
雇主感到無奈的使用工作場所的電腦購物的便
捷，美國的網上購物一直在不斷增長。
上周美國感恩節過後的“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傳統上是一年當中最大的購物日，幾周
之後就要迎來互贈禮物的聖誕節和猶太光明節
。證券公司“消費者增長夥伴”( Consumer 
Growth Partners)估計，星期五網上和實體店
銷售總額為大約330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
4.8%。
雖然購物者受到打折商品的誘惑，上周五湧向
店家購買最新的科技產品、玩具和衣物，零售
商報告說，消費者整體人數略微下降，這表明

很多消費者改為網上購物。
美國零售聯合會(The National Retail Federa-
tion)預計美國今年11月和12月的消費者支出可
能比去年增長4%，達到6820億美元，這使得
今年成為2014年以來最旺的節日購物季節。
路透社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最大的兩家網購
零售公司亞馬遜(Amazon.com)和沃爾瑪網店
(Wal-Mart Stores)，在向消費者提供各種商品
的最低價格方面大致持平。一年前，通過亞馬
遜公司網站購買的產品通常比其它地方便宜3%
，但是路透社表示，其調查顯示，沃爾瑪網店

把差距縮小到0.3%。
美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而消費者支出占了美
國經濟的70%，消費者支出的增加要拜失業率
下降所賜。今年10月份美國的失業率為4.1%，

這是17年來的最低點，美國的雇主又多雇用了
26萬1000名員工。

︱紐約梅西百貨先驅廣場黑色星期五的購物者    
   (2017年11月23日)。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 節目記者會。

美“網絡星期一”大賣場
可能創下網購支出新高

【VOA】美國鄉村音樂大師梅爾·提利斯(Mel 
Tillis)辭世，終年85歲。提利斯為肯尼·羅傑
斯(Kenny Rogers)、瑞奇·斯卡格斯(Ricky 
Skaggs)和其他很多人譜寫過走紅歌曲，他克
服了口吃，演唱過幾十首他創作的單曲。
提利斯錄制了60多部唱片，有30多首歌進入鄉
村音樂十佳排行榜，包括《好女子藍調》
(Good Woman Blues)、《可口可樂牛仔》
(Coca Cola Cowboy)和《南方雨》
(Southern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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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藝術勳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
提利斯的女兒帕姆·提利斯(Pam 
Tillis)也是鄉村歌手。梅爾·提利
斯自從2016年以來一直患有腸道

疾病，從未痊愈。他的死因有可能是呼吸器官
衰竭。
提利斯的發言人堂·穆裏·格魯布斯(Don 
Murry Grubbs)說，提利斯的家人將公布在佛
羅裏達和納什維爾舉行喪葬儀式的信息。
曼森1934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母親
未婚。他在一生中因為各種罪行而不斷出入監
獄。

 ︱資料照：川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與國會共和黨人討論稅改後
    離開國會山。（2017年11月16日）

節目介紹：
《王者歸來》是天津衛視在2011年打造的模仿秀節目，模仿對象為邁克爾·傑克遜、lady gaga、張國榮、劉德
華、王菲等十大巨星。這是一檔互動類才藝秀的節目，通過比賽選出的超級模仿達人選手將參加2011年度天津
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錄制、並簽約天津電視台進入“巨
星匯”開展全國巡演、還將參演天津電視台投資拍攝的電
視劇。

播出時間：
每周日晚間8時至9時30分首播，每周二下午3時30分至5時
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王者歸來》
巨星匯模仿真人秀

川普推動稅改 
參院表決在即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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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張昕偉早年畢
業於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並
在紐約茱麗婭特音樂學院和耶
魯大學音樂學院深造並獲聲樂
碩士學位。她曾在十多次國際
及美國聲樂比賽中獲獎，其中
包括帕瓦羅蒂國際聲樂比賽大
獎等。曾和美國幾大歌劇院合
作演出歌劇，成功地與世界著
名指揮家小澤徵爾等大師級音
樂家合作演出。曾在休斯頓僑
界參加了中華民樂團2015年新
春晚會，光鹽社慈善音樂會，
受邀於黃河合唱團的“愛的旋
律”音樂會，及大型紀念抗日
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音樂會“英
烈頌”的演出，2016 做為中央
電視台美國休斯敦第六屆“超級寶貝”選拔賽專業評委，2017 “文華中
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敦分賽專業評委。

張昕偉聲樂教室自2015年開始接收慕名而來的第一批聲樂學生開始
，不斷有聲樂愛好者或專業歌唱演員登門求教，歸於門下。這一切皆因
張昕偉老師的歌唱家生涯和低調謙和的個人品格。目前張昕偉聲樂教室
的學生中，既包括曾在音樂學院受過正規聲樂訓練並活躍於休斯頓音樂
舞台上的學生，也有很多活躍在僑界的資深聲樂愛好者。張昕偉聲樂室

教授不同年齡的學生和不同的
演唱方法，包括美聲，民族及
通俗演唱法。兩年來，聲樂教
室經常舉辦家庭演唱會，使學生在演唱會上大膽實踐，積累舞台演出經
驗。

在12月9日星期六即將到來的首次公開演唱會上，同學們將演唱意
大利，德國古典藝術歌曲，歌劇詠嘆調，中國藝術歌曲，以及通俗歌曲
。

張昕偉音樂教室首屆學生音樂會12月9日舉行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麽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
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
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
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
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

有些人怕麻煩不願意看醫生，車
禍之後開始沒感覺，3--4 星期之後
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
醫；也有人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
打魚，兩天曬網。這些對於車禍賠償
都是不利的，對自己身體更是有害。
對於沒有傷筋動骨的小車禍，2--3
個月的推按摩康復治療之後，大多數

人都會感覺好了；對於大小手術治療
後的傷員，1--2 年之後，也會慢慢
好轉，這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會忘
記車禍這檔子事兒，繼續開車。遺憾
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
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
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
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
，總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
因。其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腦震
蕩是比較容易查出來的，但軟組織受
傷是很難查出來的，CT、超聲波都不
行，最多是核磁共振（NMR）可能
會發現一些問題（醫學檢查稱為磁共
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MRI ）。但如果自己記得當年的
車禍，發生的部位，便可很容易聯想
起來。

這就提醒車禍傷者，需要及時進
行腦部、背部、骨關節和軟組織恢復
治療與保養，千萬不要等到 10 年 20

年之後才想起來，那就
晚了。建議您去找李醫
生，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他會幫您設計治療方
案，保險公司支付您全

部的費用，經過精心治療之後，您不
會有任何後遺癥。

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腰椎間盤發生
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坐
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患者
常常感覺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
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
。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
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
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
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註射、器材和
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
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
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
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
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
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
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
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醫生
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
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
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
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
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週一、三、五全天

，二、四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女王喊妳過聖誕王喊妳過聖誕！！溫莎城堡豪華聖誕樹溫莎城堡豪華聖誕樹““金光閃閃金光閃閃””

加勒比海島現加勒比海島現““塑料海洋塑料海洋””
潛水勝地成垃圾場觸目驚心潛水勝地成垃圾場觸目驚心

近日，攝影師Caroline Power在距離洪都拉斯羅阿坦島僅有15英裏遠的海域拍攝到令人驚訝的“塑料垃圾海”，被汙染
的地區有近5英裏，令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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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文化館文物工作者近期在馬鬃山音凹峽烏
蘭架子、魚兒紅疏勒河、鹽池灣堯勒特分別發現三處早期巖畫。經實地
普查登記，三處早期巖畫點畫面共 18副，單體畫面 146個。圖為馬鬃山
烏蘭架子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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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主办 :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承办 : 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

服务邮箱： qxgd2011@tom.com   广东侨网： http://gocn.southcn.com 

“广东侨务”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ocn2011

以侨为“桥”凝聚侨心侨力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

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

动力。”在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坚定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合作共赢发展之路的决

心。而推进“一带一路”也被正式写入了党章。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全国重

点侨乡。旅居海外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

万粤籍侨胞和省内 3000 多万归侨侨眷，一直以来

都是广东参与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他们更是重要的推动者、参与者、

建设者。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侨”

的作用，如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中体现“侨”的

作用？ 11 月 7 日 -11 日，广东省侨办围绕海外华

人华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

海外华人华侨助推“一带一路”

　　11 月 7 日，150 多名华商代表、华人华侨专

业人士、省海交会海外理事，从世界上 43 个国家

和地区汇聚广州，参加由广东省侨办主办，省发

展改革委、省经济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科技

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

省卫生计生委、省国资委、省人才办、省工商联、

省贸促会等部门协办的海外侨胞助推“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交流会。　

　  “一带一路”的大幕已经拉开，广东将在其中

扮演怎样的角色？粤籍侨胞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五通”中显示侨的力量

　　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四年来，广东

聚焦“五通”建设，有力有序推进与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务实合作，而这其中，海外华人华侨发挥

的作用十分巨大。

　   数据显示，广东已分别与新加坡、泰国、越

南、韩国等国家的政府机构建立了对话协调机制，

与 187 个地区缔结了友好关系，在境外设立了 23

个驻外经贸代表处和 17 个广东商会。在加快设施

联通上，广东开通了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 291 条，

缔结国际友好港口 64 对，南方航空航线覆盖沿线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74 个城市，开通国际航线 184

条；自 2013 年 11 月在石龙站首次开行中欧班列

以来，广东省内已经形成了东莞石龙、广州大朗、

深圳盐田中欧班列枢纽节点，通达中亚五国、俄

交流会现场。
陈雄 摄

罗斯、德国、白俄罗斯等国际货运站点。

　　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也是外向型经济大

省，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

易畅通中，广东强化产能合作与境外园区建设，

全面提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和双向投

资水平。仅在对外贸易方面，2016 年广东省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达到 1995.6 亿

美元，占全国比重达到 20.9%；今年 1 到 6 月对东盟、

欧盟、美国以及新兴市场的贸易增长强劲，全省

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增长 25%。

　　广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与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华人华侨牵线搭桥，他们

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为广东拓展

市场、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促进对外合

作交流互访中，海外侨胞也都积极参与其中，当

地华人商会、联谊会配合驻外使领馆，分享了所

在国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情况，为各项对外交流

合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招才引智 凝聚侨心侨力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特别强调要

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愿同各国加强创

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创新，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在引智、引技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服务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侨”

真正成为了一座“桥”，吸引带动了一大批科技

创新型人才的回流。

  　   数据显示，广东在 2012 年以来评出的四批“珠

江人才计划”131 个创新创业团队中，85 个团队

的主要带头人是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90 位领军

人才中，63 位为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2016 年以来，

广东共审定并资助 60 位海外专家来粤短期工作项

目，其中 35 位是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

　　为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得来、留得下，省

侨办支持推动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和广

州增城、江门、汕头“侨梦苑”的建设，将这些

项目打造成为了侨商高端产业和海外华人华侨高

层次人才聚集区，并组织举办海外华人华侨高层

次人才“智汇广东”、第六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

协会会长联席会等高端人才交流活动，推动人才

和科技项目对接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5 年来全省侨办系统组织邀请

近 2000 人（次）高层次人才来访交流，推动 500

多个科技和人才项目对接，促成 50 多个高科技项

目合作。

　　近年来，省侨办还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为重点，加大“请进来”

和“走出去”力度，办好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

等活动，邀请粤籍华裔政要回乡寻根访问，聘请

97 个国家和地区 552 名侨胞代表担任省海外交流

协会理事，配合省人大连续 4 年邀请了 60 位（次）

华侨代表列席省人大全会、配合省政协连续 10 年

邀请了 210 位侨胞列席省政协全会，凝聚了一批

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响、

专业上有造诣的重点人士。拓展了华裔新生代、

高校海外校友会等群体工作，举办世界广东华人

华侨青年大会等活动。支持推动海外和谐侨社建

设和侨团发展，举办侨团中青年负责人研习班等

活动 20 多期，培训侨团骨干逾千人。

民心相通 讲好“广东故事”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也是最能发

挥海外华人华侨力量的，就是民心相通。”广东

省侨商会会长、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古

润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知道，“一带一路”不

是只有对中国好，而且是对双方都好，对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好。作为马来西亚的粤籍侨领

之一，古润金说，他愿意多回中国参观考察学习，

回去所在国后多跟自己认识的人去沟通，去给他

们讲中国的故事，让他们更加了解“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的理念。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

认同中国的发展理念，真正达到民心相通，广东

省侨办每年都举办“海外华媒看广东”活动，邀

请海外华媒高层到广东采访报道；与 40 家重点华

文媒体签订了深化合作协议，大力讲好广东故事、

传播广东好声音。同时，还大力支持推动海外华

文教育发展，5 年来培训海外华文师资和华校管理

人才 1000 多人，向海外派出华文老师 348 人（次），

促成海外华校与广东学校结成“姐妹学校”100 多

对，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 200 多期

营员万余人，着力推动中华文化、广东文化“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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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歌手梁静茹更新微

博，发布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为

她与歌手范玮琪的同框合照。

图中，梁静茹棕色外套搭配黑

色针织衫，范玮琪白色毛衣配墨绿

色帽子，二人同时望向镜头，举杯

同饮，笑容温婉大方，岁月静好。

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留言：“两个女

神，越看越好看！”、“下午茶时

间到~”、“喜欢梁静茹，也喜欢

范玮琪！”

據臺灣媒體報道，賈靜雯與
修傑楷婚後生活幸福美滿，兩人
有Angel、咘咘及Bo鈕三個漂亮
的姊妹花女兒。他們時常在臉書
分享壹家生活日常，家庭生活幸
福美滿。

賈靜雯在近來出版新書《賈
如幸福慢點來：只要懂得轉身，
傷與愛都是遇見美好的道路》中
提到，懷咘咘孕期的最後壹個月，
因為自認體力不差又好客，獨自
采買所有食材、提著重物回家，
導致晚上開始宮縮，有早產跡象，
被醫院強制留院觀察。

剛出生時的咘咘又因為擠壓
的關系，臉部有些瘀青，氣息微
微弱弱如同生病的小貓般，讓賈
靜雯打從心底認定是個不健康的
孩子，每天擔心著咘咘不能如同
壹般孩子壹樣，可以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的長大。還好壹切都是賈
靜雯的多慮，這個萌萌小女娃，
原來是個不折不扣、健康的小皮
蛋，透過影片分享，相信大家應
該都能了解咘咘是個多么健康又
鬼靈精怪的孩子。

其實小小年紀的咘咘，從小

就已展現出獅子座好面子的特質
。喜歡接受贊美，又不想示弱或
被人看到自己犯錯。咘咘從小如
果不小心自己打到頭，從床上蹦
蹦跳跳摔下床或是知道自己做了
不該做的事，好面子的咘咘，絕
對不哭也不鬧，只會小小聲的
“啊”壹聲，用她水汪汪的大眼
睛，環顧四周，確認有沒有人發
現她的糗態。

為了顧全她獅子座的面子，
我們也總會刻意裝作沒看見，既
不會立刻沖上前抱抱，也不會緊
張地哎呦大叫，讓咘咘覺得摔倒
也沒什么大不了，站起來就好，
把她面子顧得好好的。

說起咘咘做錯事罰站這件事
，讓賈靜雯忍不住搖搖頭，因為
咘咘實在太精明也太容易用她的
“天然萌大眼”優勢讓賈靜雯忘
記要對她的處罰，當第壹次做錯
事被命令罰站時，咘咘二話不說
乖乖站在墻壁前面動也不動，但
不到30秒就開始不安分地左看
右看，那雙調皮的大眼仿佛是在
期待大家有沒有贊賞著看到她乖
巧地站在那裏，壹點也不害怕。

蕭敬騰女粉鬧自殺蕭敬騰女粉鬧自殺
經紀人經紀人：：就把她當病人就把她當病人 祝康復祝康復

據臺灣媒體報道，蔭山友紀（Yuki）
曾為追星鬧出不少新聞，先前因“深夜煲
湯”與“偷拍重機”被蕭敬騰斥責，外界
形容是老蕭的瘋狂粉絲。22日，Yuki父親
選在登報道歉的同壹天，買下報紙廣告回
擊，對此，蕭敬騰經紀人向記者回應，
“既然她父親說她是病人，我就把她當病
人。”

蕭敬騰因Yuki在網絡上漫罵他“臺灣
敗類”、“賤人”等，詆毀蕭及經紀人林
有慧（Summer）的言論，控對方妨礙名譽
。壹審判Yuki須賠償蕭100萬(約人民幣22
萬)、林50萬(約人民幣11萬)，並刊登道歉
啟事在四大報，雙方再上訴。高等法院於7
月11日判決蔭山友紀賠償蕭、林二人共臺
幣80萬元(約人民幣18萬)，並且需登報道

歉。
11月22日，Yuki依照判決內容，在報

紙頭版刊登道歉啟事；而她的父親蔭山次
郎，在同天也用買廣告的方式，在同個版
面發出千字聲明，以“壹個瘋狂粉絲的父
親”為題，闡述女兒5年來與蕭敬騰之間
的糾葛，“友紀前後贊助了壹千多萬臺幣
，但並未有奢求任何回報，只把這些贊助
當作是在支持好音樂，同時把贊助回贈的
門票送給慈善機構和壹些經濟不寬裕的年
輕人。”對於Yuki的大動作買下報紙廣告
，蕭敬騰經紀人表示，“登報是法官判，
登廣告就......不予置評。”被問到Yuki自殺
壹事，經紀人則說，“既然她父親說她是
病人，我就把她當病人，祝福她早日康復
，找到自己的人生。”

賈靜雯自曝咘咘好強愛面子賈靜雯自曝咘咘好強愛面子
剛出生時氣息微弱剛出生時氣息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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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郭昱晴在《麻辣

鲜师》中饰演万人美老师

，令人印象深刻，现转行

当购物专家的她，戏外与

小6岁的先生林宣廷结婚9

年，为了让第一胎小孩有

伴，2人3年前开始人工受

孕拼第二胎，但就在去年

初好不容易怀上了，结果

怀胎10周发现宝宝心跳较

慢，没多久心跳就停了，

让她动念想领养小孩！

郭昱晴近日上节目透

露，她原本卵巢功能相对

年轻，连医生都说她天赋

异禀，41岁就自然怀孕生

下一子，没想到第二胎却

子宫外孕，只好动手术拿

掉输卵管，让她难过说：

「手术的时候一直掉眼泪

，跟宝宝说对不起。」因

为只剩一边的输卵管，受

孕机率更低，后来尝试人

工受孕，去年初好不容易

又怀孕，不过怀胎10周发

现宝宝心跳较慢，结果没

多久心跳就停了，她也看

开表示：「人工受孕前前

后后至少 5次，后来想说

没关系就随缘。」并直言

曾动念要领养小孩，「就

很单纯想要再一个孩子，

但考虑到朋友建议一些因

素，就不想领养了。」

另一方面，有名男子

日前佯装富二代，以假包

养真诈骗，要求刷卡买精

品，有超过百名女子受害

，其中还惊见L姓已婚女

艺人，指该女星在电视购

物频道担任主持人，有演

戏经历，现嫁为人妻还有

小孩，却有网友凭著这些

线索，就认定该女艺人就

是郭昱晴：「表面上是个

好妈妈，原来私底下也不

过就是一个爱钱找包养

的贱女人，令人噁心！

不要脸！不要再出来骗

人了。」

萬人美郭昱晴 「摘輸卵管」
淚崩懷孕又 「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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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霄峰新片聚焦“優等生殺人事件”

《重返西園碼頭》金馬創投受矚目

在剛剛結束的臺北金馬創投會

上，導演李霄峰曝光了自己的第三部

長片拍攝計劃，懸疑劇情片《重回西

園碼頭》聚焦少年命案，以其強烈的

故事和豐富的表達，成為整個會場最

受關註的作品之壹

李霄峰透露“這個故事裏有四

個父親和壹個孤兒，壹樁延滯了十

三年的血案背後，是質樸動人的父

子情”。據悉，《重回西園碼頭》

計劃於明年秋天開拍，目前已在初

稿階段。

李霄峰新片計劃金馬創投獲矚目
《重返西園碼頭》雛形階段已獲

好評
《重返西園碼頭》受真實案件啟

發，籠罩在父愛強大的壓力下，成績

優異的高中生宋浩失手殺人卻不敢承

認，也因自己優等生的身份逃過了警

察的追捕。十三年後，宋浩開啟了父

親希冀的大學畢業、工作成家的

“成功”生活道路，與此同時卻

維持著賭博偷竊的雙面人生。因

為竊案落網的宋浩因為DNA比對

結果揭開了懸而未決的命案，也

揭開了無數秘密，父子關系遭遇

了巨大的挑戰和沖擊。

在金馬創投短短的三天時間

裏，包括索尼、福克斯在內的32

家電影投資制作公司約談了《重

回西園碼頭》項目，紛紛流露出

對影片濃厚的興趣。

十三年兇殺案帶出強烈情感
沖擊

李霄峰洞察變革成熟前行
對於新作《重回西園碼頭》，

李霄峰坦言自己被原型故事中的

戲劇張力打動，並將繼續保持對

時代高速發展中人們情感變化的關註

度，在這個跨度十三年的兇案故事

中，包含著驚悚、懸疑的類型元素，

更蘊藏深沈炙熱的東方式父子情誼。

期待觀眾在被戲劇化的故事感染同

時，亦被強大的情感穿透，產生深

度共鳴。

2014年憑借處女作《少女哪咤》

驚艷亮相，導演李霄峰展露不凡的電

影天賦，影片入圍第51屆金馬獎最佳

新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兩項大獎提

名，並榮獲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傳

媒大獎的最佳女配角及最佳新人女演

員兩項大獎。

第二部長片《追· 蹤》以懸疑

方式講述了壹個交換殺人的故事，

在類型化的風格上邁出壹大步，

已入圍釜山、平遙、塔林等多個

國際電影節，李霄峰也成為目前

國際影展上最受關註的華語青年

導演之壹。

《二代妖精》劇組畫風太清奇
海報&特輯雙發 劉亦菲演“狐貍精”賣力嘶吼

由陳國富監制，肖洋執導，馮紹峰、劉亦菲、李光潔、郭京

飛領銜主演，焦俊艷、熊乃瑾友情出演的《二代妖精》將於12

月 29日全國上映。今日，片方發布了“妖精列車”版海報及

“毀形象”特輯。

海報中，狐妖白纖楚（劉亦菲 飾）、妖怪管理局（以下簡稱“妖

管局”）局長禿鷲精雲中鶴（李光潔 飾）、貓妖洪思聰（郭京飛 飾）

身著現代服裝現身地鐵車廂內，大展各自的妖精特性，袁帥（馮紹峰飾）

作為唯壹的人類誤入其中，壹場跨種族的人妖奇緣即將高速上演。

“毀形象”特輯畫風壹轉，人妖兩界代表在幕後相處得其樂

融融，四位不為人知的壹面在觀眾面前暴露無遺。為了詮釋壹個

接地氣的狐貍精，劉亦菲不顧形象喝金魚水、狂啃雞腿、賣力嘶

吼。“自戀狂”馮紹峰慘遭導演套路，從開機起便形象盡毀，全

程裸奔，直到最後和導演哭訴“裸到怕”。

郭京飛片場賣萌耍寶，時不時挑逗李光潔，盡顯貓妖嫵媚本

色。李光潔的形象更是反差巨大，臺前高冷幕後搞笑，不愧是

“老藝術家”。不少網友感嘆：“這個劇組畫風太清奇了。”

“妖精列車”版海報再次展現了片中“人妖共存”的世界觀，

妖界代表現身人間地鐵車廂內，車窗仿佛壹面照妖鏡，讓混跡於

地鐵站中的妖精們紛紛露出原型。

其實，所謂“妖在現代”的概念就是妖精就藏匿於人類身邊，

和人類的生活緊密關聯著，也許和妳我使用著壹樣的交通工具、

從事著壹樣的職業。電影《二代妖精》也在向觀眾傳達這個顛覆

性的世界觀：現代社會，身邊皆妖，它們甚至可能就是我們身邊

的同事朋友，妖精善於偽裝，讓人類很難發現他們。

《二代妖精》將於12月29日全國公映。

《臥底巨星》李榮浩獻熒幕初吻
陳奕迅打戲燃爆

近日，由谷德昭執導，陳奕迅、

李榮浩、李壹桐主演，崔誌佳、陳國

坤、Chris Collins等加盟的喜劇動作電

影《臥底巨星》正在全國火熱路演中，

隨著路演活動的進行影片話題討論度

也持續升溫，李榮浩熒幕初吻、李壹

桐理想型、陳奕迅精彩打戲及更多劇

組逗趣日常等幕後趣事也隨之曝光，

讓人對《臥底巨星》這部年度最拼喜

劇動作電影期待值倍增。

李榮浩獻出熒幕初吻
完美演繹暖男成李壹桐理想型
李榮浩此次在電影《臥底巨星》

飾演臥底“鐵柱”，不僅與陳奕迅搭

檔狂甩偶像包袱貢獻了各自最具突破

的造型，更是首度出演感情戲，與李

壹桐組成“雞腿飯CP”狂發糖。陳奕

迅此前就曾在發布會爆料，李榮浩在

片中的手機屏保就是李壹桐，李榮浩

前不久自己在活動中還表示，此次在

《臥底巨星》中不僅有感情戲，還把

特別的熒幕初吻奉獻給了李壹桐，勾

起現場觀眾八卦之心的同時，也為大

家留下了十足的想象空間。

而自曝是李榮浩超級大歌迷的李

壹桐，評價起與李榮浩的合作也是贊

不絕口，還爆料稱：“與浩哥熟悉之

後才發現，原本以為他是不茍言笑的，

沒想到是個愛說笑的話嘮。”被問及

“生活中喜歡什麽類型的男生？”時，

李壹桐更坦言自己喜歡像李榮浩在片

中飾演的“鐵柱”壹樣的，在背後默

默付出、註意細節的暖男。

陳奕迅打戲賣力獲專業人士認可
李榮浩演技走心難出戲
在電影《臥底巨星》中，“巨星”

陳奕迅與 “臥底”李榮浩相愛相殺，

但現實中，兩人不管是在表演還是音

樂上，都是惺惺相惜。陳奕迅此前就

稱贊李榮浩“眼裏有戲”，而李榮浩

談及兩人此次共同跨界出演喜劇，也

直言因為有“舊相識”陳奕迅在自己

很踏實，倆人也通過本次合作互相切

磋了演技。李榮浩還在活動中透露，

陳奕迅為這部電影付出很多，提早進

組半個月做了很多訓練，又是跳樓又

是高空翻轉，打戲拍得非常精彩，贏

得了許多專業人士的認可。

值得壹提的是，李榮浩為了演好

鐵柱這個多重身份融為壹體的角色，

提升表演的喜劇感，從講話的方式到

音量都刻意做出了調整，導致殺青後

幾個月都無法出戲，壹直處在壹種亢

奮的情緒狀態中，“在家都用鐵柱的

方式講話，經常嚇我媽壹跳”。

《臥底巨星》由耳東影業、太陽娛樂文

化、非凡娛樂出品，聯聯看娛樂文化、上海

千旗影業、北京中視匯達文化聯合出品，谷

德昭執導，黃柏高、謝國豪監制，陳奕迅、

李榮浩、李壹桐主演，崔誌佳、陳國坤、劉

浩龍、Chris Collins等實力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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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昆汀做動畫，大概就是這樣的
華語口碑電影《大世界》定檔明年1.12公映

如果昆汀做動畫電影，大概就是

這樣的。今日彩條屋影業宣布動畫電

影《大世界》（原名《好極了》）定

檔2018年 1月12日，並發布定檔海報

和預告片。作為首部入圍柏林電影節

金熊獎的華語動畫電影，《大世界》

憑借極致的現實風格，成為國產動畫

電影又壹裏程碑式的作品。

影片由動畫導演劉健完全獨立完

成。劉健壹人包攬影片的編劇、導演

、繪制、音樂制作等各項工作，影片

共歷時三年才得以完成。《大世界》

的出現，再度豐富了國產動畫電影的

類型。同時，《大世界》也獲第54屆

臺灣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等三項重大

提名，獎項結果將於11月25日周六晚

揭曉。《大世界》是壹部荒誕詼諧、

現實題材的動畫電影，講述了多股勢

力圍繞壹筆百萬現金發生的連鎖故事

。面對巨額誘惑，各色人物做出不盡

相同的選擇，甚至不犧走上歧途。正

如電影海報上標語所描述的壹般：我

們都想改變命運，我們終被命運改變

。影片真實地展現出在“大世界”下

，壹群“小人物”的生存百態。其表

現力度不亞於真人片，甚至更加殘酷

和冰冷。此次發布的定檔預告盡顯影

片“現實+詼諧”的基調。

關於對現實題材的處理，片中具

有大量能讓中國觀眾產生“代入感”

的元素：首先，《大世界》的選景參

考了諸多中國城市實景，十分考究。

比如樓盤廣告林立的馬路邊、拆遷工

地、菜市場等。“接地氣”的取景設

計令觀眾對影片的熟悉感倍增；

其次，影片用寫實的手法描繪出

壹組中國社會群像：工地司機、“殺

馬特”青年、網吧小妹、民間科學家

等角色紛紛登場。這些在真實社會中

出現在我們身邊、為大家熟知的人物

，拉近了觀眾與影片的距離；

最後，影片中還穿插了諸多大眾

關註的社會現象和議題，比如整容、

拆遷、催婚等。在提高現實感的同時

，豐富了影片的主題層次。值得壹提

的是，影片在人物設計上也不同於動

漫中常見的“萌化”形象，而是在五

官、比例和衣著造型方面都竭力貼合

真實世界。基於此，壹個貼近現實、

應有盡有的“大世界”躍然於銀幕之

上。《大世界》的另壹亮點，是將

“殘酷現實”的內核與“詼諧幽默”

的表現手法相結合，很大程度上的減

弱了題材帶來的的沈重感：例如劇情

上的“反差”。看似冷酷的殺手，壹

邊比著刀討債，壹邊接電話回應推銷

電話：“我不買房，謝謝妳”。這種

在插科打揮的對白中穿插社會現象的

表現方式，成就了影片的幽默性和深

度性。

《追捕》曝幕後特輯群星飈戲
日本老戲骨國村隼

時隔26年與吳宇森再合作
動作教父吳宇森的新作《追捕》11月

24日將全國公映，這是他近14年首次回歸

槍戰動作片。在今日發布的“群星特輯”

中，首次曝光了全明星陣容，除主演張涵

予、福山雅治和戚薇以外，河智苑、國村

隼、竹中直人、倉田保昭、齋藤工、吳飛

霞、櫻庭奈奈美、池內博之、岡本多緒、

田中圭等眾多實力派演員也傾情加盟。此

次的演員陣容也讓吳宇森難掩興奮，

“《追捕》由很多非常優秀的演員擔綱出

演，這實在是我的幸運”。

特輯中解密了演員們的幕後故事及拍

攝花絮。韓國“票房女王”河智苑首次出

演槍戰戲，為此特別騰出半個月的時間進

組訓練，幹凈漂亮的動作被吳宇森大贊

“超出想象”；日本老戲骨國村隼時隔26

年與吳宇森再合作，讓吳宇森格外感動，

兩個電影狂人壹相遇便暴露頑童本性，在

片場互動得熱火朝天。兩位演員在《追捕

》中飾演壹對養父女，雙料影後與老戲骨

對飆戲，讓不少影迷十分期待。

韓國百想青龍雙料影後河智苑，此次

在《追捕》之中飾演了壹位冷靜又美麗的

女殺手。作為韓國片酬最高的女演員，河

智苑主演的《海雲臺》、《色即是空》、

《許三觀》等電影累計觀影人次超過3500

萬人次，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票房女王

”。河智苑也是吳宇森導演十足的“迷妹

”。出於對吳導電影的重視，河智苑在電

影開機前特地騰出了半個月的時間，提前

到日本進行動作訓練。幹凈利落的動作表

現力也讓吳宇森導演十分滿意，“作為我

電影中第壹個女殺手的角色，她的表現大

大超出了我的期待”。

在《追捕》中，酒井社長壹角由曾出

演過《如父如子》、《勝者即是正義2》

等經典作品的日本國寶級戲骨國村隼出演

。其實，早在1991年，國村隼就曾與吳宇

森在電影《辣手神探》之中有過合作。時

隔26年，兩人得以在《追捕》之中“再續

前緣”，不得不說是壹種很奇妙的緣分。

談起與國村隼的二度合作，吳宇森也是感

慨不已，“經過這麽多年還有機會見面，

實在是我人生之中最美滿的壹件事情”。

電影《追捕》將於今年11月 24日全

國公映。

皮克斯想讓妳哭，誰也抵抗不住
《尋夢環遊記》用絢爛色彩顛覆生與死的命題

皮克斯的最新力作《尋夢環遊記》可

謂是壹枚催淚炸彈，它用明快浪漫的墨西

哥街頭音樂為壹場五彩絢爛的亡靈世界大

冒險做伴奏，滿載異域風情，但最終擊中

所有人的地方仍然是家庭親情這份普世觸

點。歌聲比語言帶來了更有威力的煽情效

果，即使妳早就預測到結局，淚點到的時

候還會止不住淚。所以看哭全場這句話，

並不是誇張。

影片的故事從墨西哥亡靈節傳統中汲

取靈感，主人公是來自墨西哥的小男孩米

格，他從小熱愛音樂，但他的家族卻有禁

止音樂的嚴厲傳統，米格因此陷入夢想和

親情的巨大矛盾之中，並因為展示才華的

沖動行為意外進入亡靈世界。在家族先人

的幫助下，米格踏上尋找回家之路的驚險

旅程。

《尋夢環遊記》導演李· 昂克裏奇在

《玩具總動員3》 後，第二次擔任皮克斯

動畫的導演，他與皮克斯團隊共同制造了

壹場顏色大爆炸。《尋夢環遊記》全片畫

面使用的色彩非常飽滿豐富，尤其是畫師

們構建的亡靈世界，絲毫沒有陰森氣息，

反倒是壹處繁榮喧鬧、洋溢著生命力又獨

樹壹格的地方。

這番設定源於墨西哥人對"死亡"的奇

特幻想，在墨西哥人的眼中，死亡才是生

命的最高意義，生與死互為補充才完成了

壹個生命周期，因此，每年的亡靈節，墨

西哥人會載歌載舞大吃大喝，通宵達旦的

慶祝，紀念與逝去親人共同歡度這壹年壹

度的團聚時刻。這樣樂天的生死哲學或許

會給中國觀眾帶來不小沖擊。

在《尋夢環遊記》的描繪下，亡靈們

走過由鮮艷橘紅色的金盞花花瓣搭建而成

的大橋，回到人間與家人團聚。每位亡靈

都有自己的衣著打扮，亡靈的守護神動物

也是各式七彩的生物。影片讓死亡不再是

壹個令人憂傷的悲觀話題，《尋夢環遊記

》用最鮮艷的方式向小朋友解釋死亡這個

人生無法避免的最終課題。

《尋夢環遊記》在敘事的想象力上與

《頭腦特工隊》尚有差距，但這部電影塑

造了幾位強勢又溫柔的女性角色，個性描

繪非常生動，與故事背景的"為母則強"概

念相互呼應。同樣是傳遞家庭第壹的觀念

，《尋夢環遊記》最不同的是能讓筆者壹

樣旅外在異鄉的觀眾思鄉情緒爆表，小男

孩米格爾家中的每壹位成員，都可能讓妳

聯想到自己家中的親人。

音樂是《尋夢環遊記》的重要環節。

迪士尼禦用配樂大師邁克· 吉亞奇諾再次

發揮創作功力，全新打造富有濃厚墨西哥

街頭樂隊風格的配樂，讓人想跟著歌曲翩

翩起舞。畫龍點睛的歌曲電影主題歌曲

《記得我》，是由《冰雪奇緣》洗腦神曲

"Let it go"的作曲雙秀克裏斯汀· 安德森-洛

佩茲和羅伯特· 洛佩茲制作。該曲在片中

不論是輕快和抒情版本，都朗朗讓口，也

呼應電影描述亡靈節追思家人的重要性。

對於不是特別喜歡歌舞元素的的觀眾

來說，《尋夢環遊記》並不會帶來太多困

擾，影片中的音樂部分皆因角色故事的設

定自然發生，並非壹言不合就唱歌的“音

樂劇”操作。

為了表示對拉丁文化傳統的尊重，

《尋夢環遊記》幾乎全部演員都是墨西哥

裔和西班牙裔。 替米格爾配音的小童星

安東尼o岡薩雷茲，用童稚的聲音生動捕

捉12歲米格爾對音樂既堅毅又迷惘的熱忱

，還沒變聲的嗓音也唱出米格爾在臺上表

演該有的活潑，以及追求夢想受挫折時會

有的惆悵。

身為3D動畫領軍部隊，皮克斯在制

作每壹部電影的時候都要挑戰技術難題。

今年暑期檔的《賽車總動員3》呈現出角

色在泥地環境下任意奔馳的場景，《尋夢

環遊記》這次也成功"炫技"搭建了壹個"生

氣勃勃"的骷髏世界。皮克斯動畫技師們

需要推翻以往人類或動物角色與環境互動

的表達概念，重新想象性格各異的骷髏角

色與不同環境催生的物理互動效果。

總結來說，《尋夢環遊記》或許是今

年畫面想象力最豐富的動畫作品，即使以

皮克斯的高標準來說，這也是壹部不負期

待的佳作。溫情這種"套路"，會讓妳百看

不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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