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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中國》
了解中國風土民情 闡釋中國文化

KVVV

節目介紹：
《行知中國》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除去歲月的塵封，還原歷史的
真相。這裡網羅千奇百怪的民風民俗，多姿多彩的地方風貌，儀態紛呈的風情
。傳奇、秘聞，窺探歷史的生動側面。風土、人情，觸摸文化的真實脈搏。天
地、自然，領略生命的偉大奇跡。幫助非漢語環境的學習者提高漢語聽說、讀
、寫的水平，掌握漢語學習方法。節目口號：了解漢語學習，闡釋中國文化。

播出時間：
周一至周五凌晨1時至1時30分首播，敬請關注收看。
▲ 節目片頭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從未要求聯邦調查
局長科米停止調查弗林
科米本人也在推特上發了一段他6月份時的證
詞。
“我希望美國人民知道真相：FBI是誠實的。
FBI是強大的，FBI現在是，將來永遠都是獨
立的。”科米寫道。
在川普周日發表有關言論後，前美國司法部
最高級別官員也為聯邦調查局進行辯護。
前美國司法部部長霍爾德說：“你會在FBI
總部發現正直與誠實，而不是現在的賓夕法
︱左圖：美國總統川普。右圖：一度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 尼亞大街1600號（指白宮）。”
前司法部副部長薩利·耶茨(Sally Yates)說，
問的邁克爾·弗林。
真正糟糕的是川普對法治的尊重，聯邦調查
局的男女們應該獲得更好待遇。
【VOA】美國總統川普在周日的一系列推文裡
在川普發出這些推文的兩天前，弗林在華盛頓
抨擊了他手下的聯邦調查局，並表示他從未要
認罪，說他曾經向聯邦調查局特工說謊，隱瞞
求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停止調查一度擔任國家
了他曾與前俄羅斯大使謝爾蓋·基斯利亞克（
安全顧問的邁克爾·弗林與俄羅斯駐華盛頓大
Sergey Kislyak）在1月份川普上台前幾周的
使聯系的事。
交談。
川普在推特上寫道，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聲譽現
FBI的一位調查員寫過電子郵件支持民主黨總
在是“歷史上最糟糕的”，但川普行政當局將
統候選人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使它重振旗鼓，再度偉大。
，被揭發後，當局不讓他繼續參加關於俄羅斯
對於科米曾經在國會宣誓作證說總統要求他停
幹預美國大選的調查。這件事最近傳了出來，
止調查弗林的問題，川普寫道：“這只是更多
川普星期日也就此事抨擊了聯邦調查局。他寫
的假新聞報道了科米的又一個謊言”。

道：“現在一切都開始明白了！”
共和黨參議員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
周日在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會見新聞界”
中說：“總統對這兩項調查都不應有任何評論
。他唯一應該做的就是指揮所有的員工和同事
全力配合。”
川普上周六發出的推文也引人註意，他寫道：
他“必須解雇弗林將軍，因為他向副總統和聯
邦調查局撒謊，他已經就這些謊言認罪，這是
恥辱，因為他在權力交接時期的行為是合法的
，沒有什麽要隱瞞的！”
這表明總統在2月13日解除弗林職務的時候知
道，這位前國防情報局局長曾經向聯邦調查局
撒謊。
但是總統的私人律師約翰·多德說，是他寫了

這個推文，這位律師星期天告訴阿克西奧斯新
聞網站，他錯誤地把推文的草稿交給白宮社交
媒體總監丹·斯科維諾。
根據該新聞網的說法，多德笑著說：“我再也
不發推文了。我不是故意要弄個新聞的。”
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推文意味著總統正在承認
阻撓司法。許多人質疑多德對此的解釋。
曾經擔任奧巴馬總統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
會工作人員的奈德·普賴斯（Ned Price）說，
這對川普總統來說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前CIA高級分析師兼發言人普賴斯告訴美國之
音記者：“律師會在沒有得到川普的任何意見
和同意的情況下起草這個觀點，對我來說並不
令人信服。” “這是一大堆掩飾之後的又一個
掩飾。”

兩種非法毒品可能不久將在美國解禁
【VOA】兩種非法毒品可能不久將在美國成為
合法藥物，用以治療兩種頑疾：兒童癲癇以及
創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征（PTSD）。越來越
多的科學證據促使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進一步
審查大麻提取物大麻素(cannabidiol), 以及搖頭
丸中的成份“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
）.
用大麻素生產的一種藥物Epidiolex 目前已經完
成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批準的三階段臨床研究
。向食品藥品管理局提交的材料包括，對1500
名患者的臨床數據，其中400人使用這種藥物
已經超過一年。如果得到批準，這種藥物一
年內可能成為治療癲癇的合法療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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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內華達州一個大麻醫療診所裏裝有大麻樣品的瓶子。
（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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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藥
國藥企跨境並購加速
存在高債務、
存在高債務
、安全審查等風險

長期以來，醫藥行業是國際跨境
並購的熱點行業。近年來，中國醫藥
行業發展迅速，跨境並購也逐漸成為
中國醫藥企業發展的重要路徑。
行業特點決定並購頻繁
跨境並購投資服務平臺易界發
布的《2017 前三季度跨境並購趨勢
報告》顯示，在今年前三季度的中
國企業跨境並購案例當中，醫療健
康行業占據了 13%，是僅次於制造
業的第二大並購熱點行業，共完成
了 32 宗跨境並購案例，超過 2016 年
同期的 21 宗，涉及金額 47 億美元，
超過 2016 年同期的 37.8 億美元。
出現這壹現象並非偶然。僅
2016 年，中國藥企跨境並購案例數
和涉及金額就已經打破了過往紀錄。
由此可見，跨境並購正逐漸成為越
來越多中國醫藥企業的選擇。
縱觀全球並購市場，醫藥產業
壹直都是熱點領域。有報道顯示，
瑞士著名醫藥公司羅氏制藥的產品
當中，超過 80%來自於各種形式並
購所形成的龐大產品線。在強生、
輝瑞等大型國際醫藥公司發展壯大
的過程中，並購也都發揮著重要的
作用。
壹位醫藥行業研究員對記者表
示，醫藥行業的特點決定了其並購
較為頻繁的行業特征，“醫藥行業
屬於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
壁壘較高，監管很嚴，新藥研發存
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通過並購可以
分散風險，加快項目推進”。
對於醫藥企業來說，新藥研發
耗時很長，有的創新藥從立項到上
市甚至需要超過十年時間。對發起

並購的藥企來說，選擇並購具有研
發實力的小型藥企，可以迅速拓寬
產品線，進入新領域。大型藥企之
間發生並購，則往往意味著發起並
購的企業希望借助並購打破現有的
市場格局。
監管也是醫藥行業並購頻發的
重要原因。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FDA）和中國國家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總局為代表的各國監
管機構， 對 藥 品 的 審 評 審 批 都 極
為 嚴 格 ，程序復雜，產品隨時都
面臨著因為臨床失敗而難以通過
審評審批的風險。每壹款新藥能
夠成功走向市場，都需要企業付
出高額成本，擔負巨大風險。因
此，是否具有較強的成本和風險
承擔能力，也就成為藥企能否平
穩發展的重要因素。對小型藥企
來說，在產品研發過程的某壹個階
段，接受大型藥企並購，可以將利
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產業政策助推並購提速
近年來，中國醫藥企業跨境並
購明顯增多，除了行業特點因素外，
國家的產業政策引導行業集中度提升
也是其重要推動力。
由於國家的醫藥產業政策頻繁
出臺，對醫藥行業監管力度日益加
大，在醫保控費、取消藥品加成、
“兩票制”推行等前提下，整個醫
藥行業開始進入優勝劣汰階段。此
外，近年來，環保政策頻頻加壓，
對藥企的環保要求顯著提升，壹些
難以達到環保要求的藥企開始逐漸
失去競爭力。行業整合加速，集中
度提升，推動了國內醫藥企業並購

加速。
艾美仕市場研究公司的分析報
告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國有
3000 多家制藥企業，但是，僅前 100
名就貢獻了 60%以上的市場份額，
剩下的 2900 多家企業瓜分不足 40%
的市場份額。由此可見，我國醫藥
市場集中度越來越高。報告認為，
按照現在的趨勢，今後集中度提升
會更加明顯。
業內人士認為，這種趨勢是醫
藥行業市場化逐步完善的重要標誌。
在醫藥市場已經高度成熟的美國，
行業集中度很高，催生了強生、輝
瑞、默沙東、吉利德、艾伯維、安
進、禮來等壹大批市值很高的藥企。
如強生的市值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
對比之下，在中國的上市藥企中，
市值最高的恒瑞醫藥僅約 2000 億元
人民幣，差距明顯。
在國內行業集中度迅速提升的
形勢下，壹些醫藥企業試圖通過推
進企業國際化，嫁接國外先進技術，
尋找新的市場，提升自身競爭力，
因而跨國並購也就成為越來越多中
國藥企的選擇。其中，復星醫藥在
這方面步伐積極，做法極具代表性。
今年 10 月份，復星醫藥宣布，
以 71.42 億元人民幣收購印度仿制藥
企業 Gland Pharma74%股權的交易完
成交割，完成了中國藥企截至目前
最大的壹筆海外收購。談及此次並
購的意義時，復星醫藥董事長陳啟
宇說：“中國和印度在制藥領域有
很強的互補性。以復星醫藥和
Gland Pharma 為代表的中印藥企資
源嫁接將有利於推動中國藥企在研
發創新及仿制藥出口等方面的國際
化步伐。”
除了復星醫藥，上海醫藥、仙
據制藥、三胞集團等藥企都在今年
完成了重要的跨境並購。多家企業
都對外表示，跨境並購交易將有助
於其推進藥品制造業務的產業升級，
加速企業國際化進程，提升企業競
爭力。
跨境並購風險不容忽視

然而，並購並不意味著企業期
待的產業升級和國際化進程就能很
快順利實現，要讓並購發揮積極作
用，企業需要面臨許多的挑戰。如
果應對不利，很可能得不償失。
回顧醫藥領域的並購歷史，並
購效果不佳導致企業走向沒落的案
例比比皆是。阿斯利康、強生、默
沙東等大型國際醫藥公司都遭遇過
耗費巨資並購卻未達預期的困境。
最近壹個案例是以色列醫藥公司梯
瓦制藥，在其耗資 400 多億美元收
購艾爾建仿制藥業務的過程中，為
規避審查風險而未能實現所有收購
目標，最終還背負了巨額債務，該
公司今年第二季度業績未達預期，
股價更是壹度嚴重下滑。
同樣的風險也存在於中國藥企
的跨境並購當中。“走出去”智庫
的壹份研究報告提出了中國企業海
外並購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諸多問題：
“壹是部分企業存在盲目性，對於
在境外並購的目的性和必要性等基
礎工作研判不足，急於做大做強，
還有壹些跟風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驅
動；二是少數企業境外並購面臨著
高債務財務風險；三是中國企業在
海外並購時遇到國外安全審查的幹
擾，屢屢被否決，增加了企業並購
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醫藥行業領域壹些過往的並
購案例中，更不乏藥企對並購對象
產品認識不清、價值估計過高的情
況，最終的結果是藥企付出了高額
代價，但產品卻未能獲得市場的廣
泛認可。
除此之外，藥企還應對業務整
合的難度做好充分的準備。“以管
理方式的差異為例，中國管理團隊
的管理方式往往與國外企業的管理
方式有很大不同。在並購完成後，
如何做到管理方式上的順利融合對
並購效果至關重要。”相關研究認
為，在過往的壹些成功並購案例當
中，被並購企業的原管理層或者由
當地團隊組成的新管理層往往發揮
著重要作用，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
的文化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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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顯著
央企交出亮眼 成績單

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副秘書長彭華崗日前在混合
所有制改革論壇上披露了央企混改的最
新進展。
據介紹，當前中國重要領域的央企
混改試點已取得明顯突破。發改委、國
資委組織開展了兩批共 19 家央企混改試
點。從企業層級看，央企二級公司10家，
三級公司 9 家。從資產結構看，企業資產
總額達 9400 多億元人民幣，通過混改將
引入各類資本約 3000 億元。
國資委最新統計顯示，截至目前，
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央企引進了各類社會
資本，半數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在公眾
化的上市公司。2016 年，中央企業集團
及下屬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占比達
68.9%，不含參股企業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實收資本達 7.6 萬億元。
彭華崗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呈現
出步伐加快、領域拓寬的態勢，但也存
在壹些值得關註的問題。比如企業混改
意願不足、混合所有制企業法人治理和
市場化經營機制不健全等。
對於下壹步的改革思路，彭華崗表
示，要分層分類推進混改，同時推動混改企業轉換經營
機制，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和靈活高效的市場
化經營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表
示，非金融國有控股企業占 GDP 的比重已不到 20%，
但非金融國有企業對金融貸息債務占全部企業帶息債
務的 50%以上。從中國杠桿率或金融風險隱患來看，
若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國企改革十
分必要。
在張文魁看來，國企混改應引入非國有積極股東，
“讓他們能夠進入董事會，不但能夠制衡，而且能夠在
業務上發揮戰略支持作用”。他指出，保證非國有積極
股東的權利非常重要。下壹步要以央企改革為重點，把
重心放在集團公司或主業載體的實質性混改。
作為第壹家整體改制的央企，中國聯通的混改工作
取得良好進展。
中國聯通董事長王曉初在論壇上透露，中國聯通第
壹大股東的股權已從 62%下降到了 36.7%，不再持有 51%
以上的股權。此次改革最大的變化是國有部分股權實現
了多元化，使公司更加市場化。中國聯通“混”的工作
基本已經結束，下壹步的重頭戲在於“改”。
王曉初表示，將在公司內部成立資本運營公司，通
過二級單位的資本運作來補足短板，提高公司的創新能
力。預估未來在董事會結構上可能會產生較大變化，民
營資本將占比更多。
談及中國聯通的混改成果，張文魁表示，從股
權結構看，中國聯通混改後引入了非國有的股東，
向實質性混合所有制邁出了步伐，“這只是壹個起
步。未來公司治理和經營機制的真正轉變還需要漫
長的過程”。

﹁
﹂

時事圖片

科學家發現 2.5 億年前烏龜化石

再現唐朝隆重婚慶場面
三亞舉行盛唐婚禮秀

洛杉磯上演年度“
洛杉磯上演年度
“汽車總動員
汽車總動員”
”

擁有 110 年歷史的美國洛杉磯車展向公眾敞開大門，正式開啟精彩紛呈
的年度“汽車總動員”。洛杉磯車展是全球最大的車展之壹。12 月 1 日
至 10 日，2017 年度車展在洛杉磯會展中心舉行，來自世界各大汽車廠商
的約 60 款新車將在這裏迎來北美或全球“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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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 安 思 危，事 座位被盜。
開車去那裏。熟悉城市的警察局，消防 是往下壓的，請用毛巾把它包上，以防
先想好如何應付 報警器和攝像頭
隊。消防隊是一天 24 小時都有人的。警 壞人從外面用鈎子把門鈎開。
現在很多居所都安了報警器和/或攝像 察局在辦公處下班後只能在街上見到 只要出房間就要鎖門。如有人敲門要從
危險如：
你發現家裏闖進 頭。既然安了就要學會怎麽用：
警察。打 911，警察會到。遇事害怕是正 窺視孔看來人是誰。問他/她幹什麽。如
陌生人怎麽辦？ 每年至少測試一次。可和你的公司聯繫 常的，但不要失控。
是旅館的服務員而你並沒有請他們來，
在今年 2 月，我曾發了文章講 17 個 如你受到口頭或武力威脅怎麽辦？
如不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儘量引起別人 不要開門，馬上給服務台打電話。如是
。
哥倫比亞的犯罪分子在休斯敦等地區 早早做好準備。不至于到時慌張。
注意攝像頭的角度，不要安太高，只能 的注意，打開緊急燈，不斷按喇叭。
陌生人，就打 911。
搞了 120 起盜竊。在去年 12 月和今年初 居家安全
把車門鎖上並把車窗搖/關上。幾年前 在外走步鍛煉
照個人頭頂。
，在布蘭諾等北德州地區發生了多起亞 盜竊分子在入室之前都要觀察你的整 及時清理“庫存”
電視新聞上講過鎖車門的問題。調查員
。
過節吃了好多好東西，人們會想到
裔居所被盜的事件。我們不希望這類案 個居住地區，叫 Casing。去年，有華人同 出門打開報警器。有不少人家什麽高級 在紅燈時跑去拉那些停在那裏的車的 出去走走或跑跑以消掉多餘的熱量。下
件再發生。從去年和今年初的盜竊案看 胞在打扮停當出門赴宴之前好心給生 的報警和攝像設備都有，就是出門“忘” 門，好多車都沒鎖。他能拉開，罪犯也能 面這些小提示在平時也適用：
，大多不是不可避免的。預防犯罪三角 人捐助，結果居所被盜。
拉開。
開了。家裏被盜。
在外面走或跑步要注意周圍環境，不要
的左、右兩個邊，一個代表犯罪分子的 認識你的鄰居，互相照顧安全。在節日 如有攝像頭，可和布蘭諾警察局登記。 在車裏萬一有人敲窗，不要把窗打開。 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機上。
能力，一個代表他們的欲望，這是我們 期間正好是通過問候和鄰居認識的時 如有犯罪發生，警察會請你們給一份拷 如必要，隔窗和人說話。如感覺不對，馬 盡可能在白天或照明好的地方走步。找
不能控制的。底邊是機會，不客氣地說， 候。
貝，幫我們破案。這是自願的，旨在幫助 上把車開走。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個伴一起走或溜狗(注意, 這狗應能保護
這機會往往是受害人“給”的。我在一次 出入上鎖，哪怕你只出去幾分鐘。
。 你。不是所有的狗都能做到這一點。)。
警民。網上登記：http://plano.gov/form- 加油時注意不要用銀行卡（debit card）
講座時念了警察局一天的關于盜竊的 如晚上出去，留幾盞燈，造成家裏有人 center/police-department-7/neighbor- 尤其你在外地旅游，不瞭解那裏的情况 在大道上走。不要抄近。要瞭解附近的
報告。BMV (也就是偷竊車裏的東西)， 的假像。不要只留一盞小燈，常識是，沒 hood-security-camereas-142
。你用銀行卡必須要輸入密碼，如加油 環境和居民區。瞭解哪些商店和飯館會
所有都是沒關車門。只有一起是把車窗 有一家人在家只開一盞小燈的（檯燈）
。 如果出門較長時間，注意遠程清理“儲 站有攝像頭或有壞人安裝的信用卡/銀 開著或什麽時候開。選一條最安全的路
砸開，因從車外可以看到車裏的包和電 不要把禮物放在窗邊或任何外面人能 存”
，否則在你假期的後期家裏被盜，你 行卡掃描器，你的銀行卡就被盜了。
。
腦等，
“誘惑”犯罪分子。居所被盜，沒關 看見的地方（如聖誕樹下）
不要開“鬥氣車”
。現在很多人有槍，別 不要走偏僻空巷，不要路過空宅廢屋建
。不要“引誘” 可就沒法拿到“證據”了。
車庫門。
因小事喪命。
行車安全
偷盜。
築工地。遠離灌木叢和停在那裏的車子
11 月，12 月和 1 月是節假日最多的 警惕騙子。有人會利用你的好心，假冒
節日期間，很多人開車旅行、外出 在外面旅游和購物
。
月份。學生也都放假了，紛紛回到家裏。 慈善組織的人來要求捐助。也有人會到 走親訪友或購物。請大家：
犯罪分子都是機會主義者。他們總是尋 即使安全的路比較遠，也寧可走那條路
在這幾個月，人們忙著采購、走親訪友、 你家門前來唱聖誕歌曲。不要輕易開門 坐進車裏的第一件事是鎖車門。你要想 找容易下手的地方和人。行凶搶劫者尋 。
旅游；犯罪分子也格外繁忙。去年這時 。更不要在不明情况時給捐助。如願捐 打電話，在上車之前打好。
找獨行者和荒蕪的地方下手。扒手喜歡 時常變化走路跑步的路綫和時間。
候和今年初，不少亞裔是在參加單位聚 助，自己去找你瞭解的機構。如覺得來 加油時鎖車門。防止盜竊分子從乘客座 擁擠的地方和粗心大意的人。搶劫犯專 如發現有車跟著你，轉身朝相反的方向
餐或全家人去吃飯時家裏被盜的。在這 人可疑，不要猶豫，打 911。
找那些看上去手脚不靈便的人。
一邊開門盜竊。
走。儘量把那輛車的牌照號記下來。趕
個季節會有新的犯罪動向和形式。希望
如有人敲門，先弄清是否生人。如 永遠不要忘記系安全帶。如不幸出了車 儘量結伴而行。人多示衆而且熱鬧。如 快朝照明好的地方走（跑）
。
引起大家注意。
是，不要開門，不要打開鎖，但要在鎖著 禍，不系安全帶的往往性命難保。尤其 無人相伴，至少要有人知道你上哪了， 出外帶上你的手機，有情况趕緊打 911。
比如，在 12 月和 1 月初，很多人家 的門裏面答應。問“你是誰？你幹什麽？” 注意給孩子系安全帶，按規定讓孩子坐 大概什麽時候回來。或者和你的家人朋 因手機不會自動把你的所在地告訴當
都在前院做了很多裝飾。一些行為不端 可疑的話應馬上打 911。現在幾乎人人 在安全椅或加高椅上。
（如你不清楚具 友通上電話，讓他們通過電話陪伴你。 地 911 中心，你撥通 911 後第一句話應
的青少年會去破壞，還有人會去偷盜。 都有手機，極少有人會走錯門。盜竊犯 體規定，可打電話給我。）
你要不斷報告你的行踪（如：我現在到 是你所在地方的地址。如你沒有手機，
你應格外警惕。如果你的裝飾品比較貴 幾乎毫無例外，都要先看家裏有人否。 經常檢查車輛，使車處于良好狀態。不 XX 停車場了；我現在進入我的車，等。） 請儘快走或跑到商店給警察打電話。如
， 可 以 在 上 面 刻 上 你 的 駕 照 號 他們意在你的東西，不是你（希望如此） 要把車鑰匙、車庫遙控器和家鑰匙放在 。事先告訴你的親友，如果你發生不測， 萬不得已去生人住宅求助，在門外請人
（TX---------DL，中間的點表示你 。
讓他們打 911。如你們不在一個城市，他 家幫你打 911。
一起。
（如你沒帶零錢，仍可打
的駕照號。你可以到我們警察局的預防
即使你在等親友拜訪，也要先看清 車一定要有足够的汽油(不要少于半油 們打了 911 後告訴接綫員轉你所在城市 公用電話，撥 911 是免費的。）即使警察
犯罪科來租電筆。）因為每年都有很多 是否你等的人，不要在沒弄清來人是誰 箱。)不要等油箱空了才加油。一是為了 的 911。
來後可疑的人已經走掉，也不算“假警
裝飾品被警察繳獲。如果有駕照號在上 的情况下開門，以免成為入室搶劫的受 安全使你不至于在天黑後或在緊急情 不要提太多的東西，一是行動不便，一 報”
。我們鼓勵大家報告可疑的人和行
面，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你，把你的裝飾 害者。告訴孩子，沒有得到你的允許不 况下因沒油而使自己處于危險境地。另 是容易花全部精力照顧東西而忽略周 為。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及時地抓到壞人
品交還給你。還要注意一些孩子砸燈飾 要開門。（有等著親戚來，有人敲門，孩 外還可以不至于在天氣極端惡劣時站 圍的人和環境。
和破案。
。在這個時期，盜車或砸開車偷盜裏面 子想當然地去開門，犯罪分子沖進來家 在外面加油。開長途時更要及時加油。 買了貴重東西或電器，先把東西送回家 要表現得鎮靜、信心十足、知道你要去
的東西，入室偷盜甚至搶劫都有所增加 人被搶的例子）
。
學會換輪胎，並知道備用車胎和工具在 。往往在你把東西放進車的後備箱時， 那兒。不要表現得弱小可欺。
。但這些都不是不可預防的。下面給大
和預防犯罪科聯繫安排免費的“住 哪。在高速公路上，如你的車帶癟了或 壞人就盯上你了。你開車到其他地方去 利用節假日“清點”你的財產
家一些提醒，希望我們都能過一個安全 所安全評估”
，我們會按你的方便時間 車出了其他毛病，可以在駕照的背後找 游玩或繼續購物，他們會跟著你。等機
節假日可用些時間把你的文件和
、愉快的節假季節。
提供服務。我們還有漢語的服務。讓警 到“德州路邊協助”號碼(Texas Road- 會撬開你的車把東西偷走。
財務清理一下。把貴重物品登記在冊並
壞事可能隨時發生，任何人都可能 察看你的住所是否安全，有什麽地方可 side Assistance)請求幫助。如你在外洲， 如在銀行取了錢，不要拿著銀行的袋子 照像，把複印件放幾份在父母或兒女家
碰上。英語講究說“Attitude”
。很多人認 以改進。减少成為入室盜竊或搶劫受害 就請和你的保險公司聯繫。
走出銀行，更不要把現金放在車裏繼續 ，如辦公室安全，也可放一份。這樣如果
為布蘭諾很安全。和別的許多城市比較 者的可能。
如車帶癟了，又發現有可疑的人跟踪你 購物或幹其它事情。要麽把現金隨身帶 家裏被盜，利于清點損失並幫助警察破
，是安全得多。但安全與否都是相對而 車庫
案。各種過時的財務記錄和文件應清出
著，要麽先回家。
，你照樣可把車開到繁華地區去。
言。因此我們應隨時準備保護自己和家 不要把車庫的遙控器留在車裏。
確保你的家人朋友知道你的路綫和聯 如帶孩子一起出去，事先教育他們不要 來，把它們用碎紙機打碎以後再扔掉。
人。我們來講一講怎樣提高警惕但又不 無論你是否在家，請鎖好車庫門。尤其 繫辦法。出門前事先把行車路綫計劃好 亂跑。並計劃好，如果他走丟了，要到商 布 蘭 諾 警 察 局 的 地 址 是：909 14th
至于活得膽戰心驚。人人都怕成為罪犯 鎖好從車庫通向屋子的門。大多數居所 （不要僅依靠 GPS）並裝有足够的汽油， 店去找在那裏工作的女職員或帶孩子 Street, Plano,TX 75074
的受害者，而預防犯罪又是每個人的責 都沒有在那道門上安裝實心鎖（Dead- 備有足够的錢。
的媽媽幫助。告訴他們，求助只是要求 在西布蘭諾 Davis 圖書館南邊的警察分
任。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找最易下手的 bolt lock）
。彈簧鎖可輕易被撥開。
不要讓生人搭車。也不要為生人停車。 他們幫忙打 911，即使孩子認識那個成 局 地 址 是：7501 A Independence PK目標。你給罪犯造成越大的障礙，你越 不少人把禮物和過節的東西放在車庫 如你想幫助路人，替他打 911 就行了。
人，也不要和他/她走。尤其不要上他們 WY, Plano,TX 75023
不易成為受害者。一些最基本的安全常 裏，或把車庫當天然冰箱，把食品放在 如你的車半路拋錨，請把車蓋打開，在 的車。
另外在 Legacy Town Center 設了警察局
識是：
裏面。你就更要鎖好車庫門。即使開門 門把上拴塊白布(或白襯衫)。坐在門窗 我們不主張見義勇為。你沒有經過專門 辦公點。地址是 7200 Bishop D8。它的門
1、相信自己的直覺。你覺得什麽現象可 讓車出入，也要儘快把門關上。隔墻有 鎖好的車裏。如有人停下來幫你，也要 訓練，即使你常去練習打槍或你是空手 面對 Lunsford。由于在那裏的警察大部
疑，不要忽略你的感覺。馬上采取行動。 眼呀。
提高警惕。如果地方偏僻，不要輕易走 道高手，你未必知道法律和對方的情况 分時間在外面巡邏，辦公室很可能沒人
離開令你感到不舒服的人或場所。如果 即使把車放在車庫裏，也要把車門窗關 出自己的車。如果感到受到威脅，按汽 。應視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帶槍。你所能 。
可疑現象持續存在，不要猶豫，打 911。 好鎖好，不要把貴重物品、禮品或任何 車喇叭。不要隨便搭生人的車。
做的是打 911，記住犯罪分子的特徵 – 所以有情况還是打 911，附近的警察會
不是只有殺人放火才是緊急情况。只要 東西留在車裏。好多人把手提電腦和包 如你看到別人遇到麻煩，示意你會給予 族裔、毛髮的顏色、穿什麽衣服尤其鞋， 來幫助你。
是遇到可疑的人、車或現象就可打 911。 放在車裏，這是很危險的。
如他/她開車，記住他/她車的顏色和車 布蘭諾警察局預防犯罪科有很多免費
他幫助，幫他給警察打電話。
2、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現得自信和鎮定。 如把車停在外面就更要注意鎖門，車內 開車或行走時如發現有人跟著你或追 牌號。等警察到來作證人。
服務項目。有問題或什麽想法可給警務
3. 無論如何不進生人的車。如果任何生 清空。以免車在家門前被盜。
你。千萬不要直接回家。應馬上到繁華 住旅館不要僅僅是圖便宜，要注意旅館 專 員 劉 援 打 電 話：972-942-2435。或
人要拉你進他的車，絕對不要進去。儘 如果你有 SUV，儘量放進車庫。如果實 的地方去。喊救命(有人跟著我。) 儘量引 周圍和裏面的設施與環境。
EMAIL：yuanl@plano.gov
量快跑，大喊救命。即使壞人威脅說不 在不行，把車倒著靠墻停，防止第三排 起大家的注意。如離警察局、消防隊近， 在屋裏也要鎖門。如門把手不是擰的而 布蘭諾警察局預防犯罪科劉援供稿
上他的車就殺了你，也不要和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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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靜雯裙子滑開露出美腿
修傑楷低頭猛盯著看

Sandy 壹夜 3 違停被抓包
吳宗憲霸氣：那就開罰單
艺人 Sandy（吴珊儒）主持工作
越来越稳定，现在开始积极经营副
业，六续开了 3 间不同类型的餐饮业
店面，虽然都还在起步阶段，但靠
著父女两的名气，在大宣传前，已
有人慕名而来，她也在閒暇时间，
穿上店内制服，亲自站柜台为顾客
服务，表现相当亲民，只不过日前
却被直击，顾店结束后「一个晚上
违停 3 次」。
据《苹果日报》报导，Sandy 所
经营的「无聊咖啡」11 月底才刚开

幕，她趁著閒暇时间，特地换上和
店内员工一洋的灰色制服，亲自为
上门的顾客介绍餐点、结帐，脸上
始终挂著微笑，表现相当亲切。但
她的 BMW 却被发现违停在暗巷内，
挡风玻璃上已黏了一张违停红单。
待到打烊之后，Sandy 载著助理
到通化街买宵夜，期间在路边打黄
灯、违规与其他车并排停车，买完
美食后准备去按摩，结果又被抓包
将车停在斑马线上，一个晚上违停 3
次，她的经纪人对此事表示不回应

，而爸爸吴宗宪则是直接表明：
「违规停车那就开罚单呀！这有什
麽问题？违规就是应该要开罚。」
并叮嘱爱女「不要再被抓到。」
虽然直白表明「违规就该开罚
」，不过吴宗宪也忍不住说到台北
停车及限速的不便，「三更半夜其
实很多地方还是禁止停车，但是没
有它真正的实质意义……，而且委
託民间拖吊车，他们就是营利为标
准，拖得越多赚得越多，老百姓早
就该习惯了」

伊能靜看《
伊能靜看
《尋夢環遊記
尋夢環遊記》
》爆哭

發長文寫觀後感

12 月 5 日凌晨，伊能静通过微
博分享了迪士尼电影《寻梦环游记
》的观后感：“在戏院爆哭，感觉
自己太矫情还稍微忍住，电影播完
没有人走出戏院都安安静静的听着
片尾的歌，回头看发现戏院哭倒了
一片，感觉自己没放声大哭太亏本
了。”并写道自己最爱的几句台词
：“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住
我。”“家人是比梦想更重要的事
情。”“可以不需要原谅，但不应
该被遗忘”等。网友们纷纷表示，
“米粒妈真性情” ，“认真看完了
，写的好棒 ”。
伊能静微博原文：
看《寻梦环游记》在戏院爆哭
，感觉自己太矫情还稍微忍住，电
影播完没有人走出戏院都安安静静
的听着片尾的歌，回头看发现戏院
哭倒了一片，感觉自己没放声大哭

太亏本了。
还是那么棒
，总能触动
你心底柔软
的深处，他
们的电影总
有关于家人
的爱的主题
，区别迪士
尼要靠王子
来救的公主
，为了显示
公主雪白而
黑化的后母
，皮克斯的
动画电影更
趋向人性，
正邪没有那
么简单化分
，能拯救你的始终是你自己。
电影里的母亲被父亲伤害后，整个
家的规则都必须顺着那个伤害，好
多人以为家庭是父母和孩子的亲子
关系，但真正组成家庭的源头是夫
妻啊！夫妻因为相爱有了孩子才成
了家庭，才有了亲子关系，好多人
爱父母而轻夫妻关系，但没有好的
夫妻关系，怎么可能有美好的家？
有智慧去相爱的父母是多么珍贵。
上一代的伤害下一辈必须世世代代
承担，电影说的是遗忘，但是也看
到了原谅的珍贵。
电影里的小男孩说他不要家人的在
乎，他只要做自己，那句话伤了家
人的心，但他忘了，家人才是那个
无条件在爱他的人，哪怕是方式错
误。
从 COCO 童年和父亲的合唱开始大
哭，看到最后一段祖孙合唱，哭的

更凶，那句电影的语言一直在脑海
里，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遗
忘，在爱的记忆消失前，请记得我
。
能让这一生不枉此行的，是你
永远会记得你被爱过，也爱过。
米粒妈最爱的几句台词
1、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
住我。
青春期跟家人斗争，我一直想
，我死了也无所谓，没人在乎，我
是多余的。但看完这部电影，时隔
那么久，又再次想起这个问题，現
在我非常确信，我离开这个世界时
会有人记得我，因为我知道我是怎
么的爱着我的宝贝，我知道妈妈给
的爱，即使只剩记忆也能能温暖他
们一生。
2、 家 人 是 比 梦 想 更 重 要 的 事
情。
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走红毯
、不每天赚钱代言、不拍戏，因为
我曾经拥有梦想却没有人分享，当
我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时候，我没有
家人可以打一通电话去报喜。每一
次飞机落地时没有人在等我报平安
，我知道梦想很珍贵，但家人的爱
更无法取代，那让我知道我的努力
有意义、那让我害怕死亡因为知道
有人在等待，对我来说家人不是比
梦想更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完整的
家就是我的梦想。
3、我受够了征求同意，我不要
循规蹈矩，我要跟随自己的心。
我的确叛逆，现在也一样，去
上吐槽大会，主持人说你都是当奶
奶的年纪了，我说对，在经历那么
多事我应该看淡人世，但我没有，
我还是一样有能力爱，我还能自然

据台湾媒体报道，艺人贾静雯与修杰楷结婚后，陆续迎来爱女咘咘
、Bo 钮，1 家 5 口加上梧桐妹，幸福的家庭生活令人称羡。平时常透过
社群网站分享生活点滴的她，4 日晒出夫妻俩同框照，她因裙子滑开、
露出一双纤细美腿，让修杰楷低头猛看，引来网友们的讨论。
照片中，可见贾静雯穿著深 V 白色礼服，坐在椅子上、露出穿上细跟凉
鞋的美腿，让坐在她左边、穿著正装的修杰楷低头眼神紧盯著裸腿瞧；
其中一张男方伸直腿、弯下腰双手抓的自己的脚，似乎在与她在比较著
什么。
公开照片同时，贾静雯透露“明明工作内容是表现食物的美味~所
以这两位到底在研究什么呢”，附上头冒汗和眼神往旁边看的 2 个表情
符号，引来网友们回应“看谁的腿比较美吗”、“腿很好吃”、“修拔
最爱咘妈的脚”、“ 修杰楷：这么高的跟累不累，我来帮你揉揉”、
“吃脚趾”、“研究美腿”。
贾静雯日前举办新书发表会时，咘咘跟 BO 钮特别现身、为妈妈应
援，见到大批媒体镜头孩子们也不怯场，咘咘更大爆“爸爸是酒鬼”逗
乐现场的人，两萌娃的可爱模样也更受到瞩目。被女儿说是酒鬼的修杰
楷事后发文澄清：“拔拔真的没有喝酒，那都是果汁。”直说是被妈妈
陷害。

怀孕，生完胖成猪还能三个月减二
十斤，而且練到能做四十个挂带引
体向上也能做你做不到的，我从来
没有因为年龄或耳语放弃做自己。
我的生命只浪费时间给自己，如果
你不满怼我，我高兴就怼回去，因
为我不会在我的孩子被欺负时说算
了，躲开就算了，别跟他们计较，
我不会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去教我的
孩子，我会告诉他们这世界上你没
有伤害任何人，所以别人也没有权
利伤害你，如果你被伤害要勇敢说
出来，因为那是你内心的声音，你
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不需要为
了討好別人，选择循规蹈矩的忍受
，只为让大家滿意。
4、可以不需要原谅，但不应该

被遗忘。
父亲离开那么早，如今的我没
有遗忘，也发现没有资格去原谅。
他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代，形成
了不成熟的他，遇到凡事忍耐埋在
心里的母亲，一切都是命运，我不
知道如果是我我会不会做的比父亲
当时更好，他没有给我家庭，却让
我知道家庭的维护需要智慧，不仅
仅是爱。
5、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
一个人记得你。
肉身会消失，但爱会永远在。
就像电影里离家后消失的父亲，
就像我的父亲，在对他那么少的
记忆里我始终相信，他深爱我，
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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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影帝塗們 貢獻教科書式表演
《老獸》曝“內蒙老炮兒”版海報 12.11 上映
由王小帥監制，周子陽執
導 ， 塗們、王超北、王子子等人
領銜主演的電影《老獸》將於 12
月 11 日全國上映。據悉，本片已
從第 54 屆臺灣電影金馬獎凱旋歸
來，提名 4 項大獎並最終斬獲金
馬影帝、最佳原著劇本以及費比
西國際影評人獎，頂著金馬數圈
光環的《老獸》，又刷新了觀眾
的觀影期待。
今日，《老獸》發布了“內
蒙老炮兒”版海報。這版海報
中，塗們影帝級的表演已經顯露
無遺，他飾演的老楊流著鼻血，
緊握拳頭攙扶著墻眼神堅定地望
向遠處，這個“內蒙古老炮兒”
似乎剛經歷了壹場惡鬥，他與現
實、周遭的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

麽不禁引人遐想。
《老獸》故事發生在“鬼
城”鄂爾多斯，2005 年起的十年
間， 這 座 以 “ 羊 、 煤 、 土 （ 稀
土）、氣（天然氣）”為經濟支
柱的城市已經開始不景氣，再加
上房地產泡沫的洗禮，年過半百
的老楊經歷了“過山車”式的人
生，從窮光蛋到暴發戶，再從暴
發戶破產回到窮光蛋。
破產後的老楊依舊以富人生
活方式去浪，吃喝賭抽整日遊
蕩 ，跟路人幹架、對癱瘓在床的
妻子不管不顧、包養小三還昭告
天下、與子女關系從冷戰發展到
告上法庭…塗們把這個內心世界
矛盾的“內蒙古老炮兒”角色融
入血液直擊金馬獎評審團心靈，

打敗黃渤、金城武等人加冕金馬
影帝，同時也讓觀眾對他刻畫入
骨的演技嘆服：“塗們壹開口，
就知道是個老江湖”。
在內蒙古出生、成長的周子
陽導演從 2013 年開始創作劇本，
發生在老家的壹樁綁架案啟發了
他，影片中的作者表達就是導演
這些年的切身感受，之後的周子
陽改了 16 版劇本才最終定稿。王
小帥導演主動為《老獸》擔當監
制，《老獸》因此也成為王小帥
成立冬春影業後出任監制的第壹
部作品，影片中所呈現的現實弱
化了是非對錯，客觀展現人的復
雜和真實性。
電影《老獸》將於 12 月 11 日
上映。

《臥底巨星
臥底巨星》
》曝新海報改檔 1.12
主演陳奕迅李榮浩甩掉偶像包袱

鄧超阮經天拍肉搏戲累到虛脫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曝“正義絕不缺席”預告
華語犯罪動作電影《心理罪之城市之
光》今日曝光“正義絕不缺席”版預告、
海報，點出影片主題——正義可能遲到，
但絕不會缺席。預告片圍繞鄧超飾演的方
木與高智商連環殺人案兇手的生死決鬥展
開，壹場“善與惡”、“罪與罰”的高智
商正邪之戰展露在觀眾眼前。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講述了壹系列腦

由谷德昭執導，陳奕迅、李榮浩、李壹桐主演的喜劇動作電影《臥底
巨星》今日宣布改檔 2018 年 1 月 12 日全國上映，同時發布了壹張“爆款”
海報。最新曝光的海報中“巨星”陳奕迅亮出“功夫”面露霸氣，“臥底”李
榮浩則拿著手槍神態輕松，而在本片中狂甩女神包袱的李壹桐、內地喜劇
才子崔誌佳、以及實力動作演員陳國坤和周星馳禦用綠葉“鄭總”鄭冀峰
都從煙霧中被姿態各異的“炸”出，這張“爆款”海報姿態鮮明的亮出了
影片的喜劇主調和動作元素。
據悉，陳奕迅在電影《臥底巨星》中除了本身就搶戲的泡面頭，還挑
戰了各式搞怪的造型，全身順色的彩虹色系唐裝騷氣十足，長發飄飄的
“女神”裝更是吸睛。而片中飾演“臥底”鐵柱的李榮浩，此次不僅為李
壹桐獻出了熒幕初吻，還自毀形象，早先曝光的電影預告片中扮醜的齙牙
造型視覺“殺傷力”極大，搭配“我想整成黃曉明”的呼喊，笑果十足。
除了造型，電影裏各種口音方言也是喜劇效果滿滿。內地喜劇才子崔
誌佳不僅東北話說得溜，還把陳奕迅帶得十分接地氣，電影預告片中陳奕
迅壹句“哎喲我去”逗笑了壹眾網友。而在片中飾演“豹家班”動作指導
的劉浩龍壹口港普、“黑幫老大”鄭冀峰的南昌普通話，各種口音混搭在
壹起更是極具反差萌。
為了演好這個“功夫巨星”元豹，陳奕迅還特地提前進組接受“魔鬼
訓練”，拍攝過程中不僅近身肉搏、高空激鬥、爆破、跳樓輪番上陣，每
天大小傷不斷，拍完電影更是“驚人”的發現通過每天高強度的訓練和動
作拍攝暴瘦了 20 斤。雖然打戲不多，李榮浩壹樣是親身上陣，挑戰了壹場
難度系數超高的樓道追逐戲，肋骨被頂傷依舊堅持完成拍攝才去醫院。

洞大開的連環兇殺案的故事，案發現場充
滿著儀式感，每壹位受害者都是處在輿論
風口浪尖的人物，以鄧超飾演的方木、劉
詩詩飾演的米楠為首的重案組成員誓將兇
手緝拿歸案，但危機也隨著真相的揭開步
步靠近。
“正義絕不缺席”版預告作為電影定
檔之後發布的首款重磅物料，從劇情到氛
圍都透著大片感。鄧超飾演的
方木在追查兇手過程中，除了
有懸念重重的推理戲外，也有
拳拳到肉的肉搏戲。
壹場方木和江亞的纏鬥戲
中，鄧超和阮經天足足打了五
天，兩人都累到虛脫。鄧超透
露：“在那個世界裏的時候，
皮肉之苦其實不算什麽，打鬥
的時候受傷、真槍頂破皮這種
都很常見，最難受的是‘腦
子’會崩潰。”

賈樟柯最新犯罪愛情電影《江湖兒女》（Ash
Is Purest White）在山西大同正式開機。據悉，影
片主角趙濤、廖凡已經全部入組，拍攝周期將有 3
個月。賈樟柯表示新片講述了“壹場狂暴的愛情”，
並且將使用包括膠片在內的六種攝影器材，以公路
片的結構進行拍攝，是壹次全新的嘗試。
賈樟柯最新作品《江湖兒女》於近日在大同正
式開機，預計 2018 年上映，據片方透露，《江湖兒
女》陣容方面除了趙濤、廖凡外，還將有多位“意
料之外”的大咖演員加盟，後續會陸續公布。
電影《江湖兒女》的故事起始於 2001 年的山西
大同，模特巧巧與出租車公司老板斌哥是壹對戀人，
斌哥每天在外面呼朋喚友，巧巧希望能夠盡快進入
婚姻。壹次，斌哥在街頭遭到競爭對手的襲擊，巧
巧為了保護斌哥街頭開槍，被判刑五年。巧巧出獄
以後，開始尋找斌哥以便重新開始，然而事情卻發
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江湖兒女》作為壹部以公路片結構拍攝的犯
罪愛情片，將輾轉山西、三峽、新疆等不同地區進
行取景拍攝。導演賈樟柯表示，因為整個故事是從
2001 到現在，時間跨度很大，而每個年代的質感又
不壹樣，為此他特意使用六種攝影器材來呈現不同
年代的感覺，所以前期做了大量試拍的工作。對他
來說，這也是壹次全新的嘗試。早前，影片官方微
博也曾曬出過膠片試拍工作照，引發眾多討論與期
待。

作為《心理罪》系列小說的最新壹
部，雷米在《城市之光》中第壹次引入了
比較溫暖的色調，增加了角色之間的情感
關聯和牽掛，比起小說前幾部偏硬偏冷的
風格顯得更有溫度，也被讀者稱贊為“整
個系列裏立意最好的”。
方木和江亞作為整部電影的“主心
骨”，代表著正邪勢力的交鋒。江亞自稱
“城市之光”替天行道，方木發誓要熄滅
這縷光，兩人反復過招，其中有壹場戲方
木與江亞對峙，太投入連道具墻直接被撞
碎，用鄧超的話來講就是“在這部片子裏
（方木）是真的恨江亞”。
對於這場戲阮經天同樣記憶深刻：
“拍到最後兩天的時候已經打瘋了，打的
已經不是招式，整個頭都是腫的，打得滿
頭包。全程靠意誌力在支撐，無法克制的
瘋狂。”在這段靠意誌力苦撐的時間裏兩
個人都受盡折磨，就連身邊的工作人員看
了都大呼看得肉疼。

賈樟柯《江湖兒女》山西大同開機

輾轉多地取景
導演嘗試六種器材呈現年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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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太平洋 2》曝特輯菊地凜子重磅回歸
機甲巨獸同步“
機甲巨獸同步
“升級
升級”
” 新生代主演承擔動作戲
到前所未見的巨型怪獸，這絕對是史詩
級的壯觀場面！”值得壹提的是，特輯
結尾出現機甲生死決鬥的電影場景，不
禁讓人猜想，難道這次人類面對的敵人
不止怪獸壹個？難道機甲也發生了沖突
與戰爭？巨大的懸念讓觀眾好奇不已，
這場人類的末日危機值得期待。
特輯中最令影迷動容的瞬間來自菊
地凜子的現身。前作中她所飾演的機甲
駕駛員森麻子勇敢堅毅、身手矯健，曾
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回歸將
續寫森麻子的傳奇。菊地凜子表示：
“我壹直想要再次飾演麻子這個角色，
此番能夠回歸我深感榮幸。”
脫下機甲駕駛員制服的她，這次又
會以什麽全新身份亮相，成為影迷們關
註的壹大焦點。除了經典角色的回歸，
新生代角色的加入也給《環太平洋：雷
霆再起》（暫譯）註入了新鮮血液。正
如導演所言：“這是壹場全世界範圍的
危機。每個人都拋開各自的不同與分歧
，走到壹起。”
年輕演員也將承擔起片中大量的驚
險動作場面，刺激指數爆表。特輯中約
翰· 波耶加表示“我敢說這是我拍過的動
作場面最多的電影。”斯科特· 伊斯特伍
德同樣認為：“這部片子裏的動作場面
不同於以往我拍過的其他任何壹部電影
。”由此可以想象，本片中的動作戲將
更加驚心動魄，絕對燃爆感官。波耶加
更是形象地將參演本片的經歷比喻為
“這就好像是拿到了壹張史上最棒拳擊
比賽的入場券！”
電影《環太平洋：雷霆再起》（暫
譯）由美國傳奇影業、美國環球影業和
善為影業聯合出品，將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北美上映。

《娛樂周刊》日前曝光了吉爾莫· 德爾· 托羅新
作《水形物語》的海量劇照與幕後照，影片被視作
今年頒獎季的種子選手之壹，上周末已經在北美開
啟了小範圍點映。
《水形物語》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1960 年代的美
國冷戰時期，由莎莉· 霍金斯飾演的啞女艾麗莎在
某政府機構擔任清潔工，意外發現了最高機密的實

驗——長得像披著鱗皮、生活在水中的爬蟲類奇異
生物（“魚人”）。兩個寂寞靈魂找到彼此，艾麗
莎更在朋友的幫助下，展開解放魚人的冒險計劃
......《水形物語》被視作德爾· 托羅繼《潘神的迷宮
》之後的最好作品，在今年威尼斯電影節上捧回金
獅。該片近日也收到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的肯定，
奪得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與最佳攝影三大獎項。

羅伯特德尼羅《雙面劫匪
羅伯特德尼羅《
雙面劫匪》
》定檔 12
12..8
小角色為錢變臉成悍匪 奧斯卡影帝飈演技
近日，北美動作大片《雙面劫匪》發布預告，正
式宣布影片定檔 12 月 8 日在內地上映。在曝光的預告
片，主演陣容除了此前正式公布的奧斯卡影帝羅伯特·
德尼羅，以及大叔傑弗裏· 迪恩· 摩根外，還有曾在
《銀翼殺手 2049》、《銀河護衛隊》等多部影片中亮
相的好萊塢實力動作巨星戴夫· 巴蒂斯塔，《速度與激
情 6》中的賽車格鬥高手吉娜· 卡拉諾也在預告中露面
。預告開場，教皇德尼羅掌管下的金錢帝國率先亮相
，這座位於水上的郵輪賭場徹夜不眠、熱鬧非凡，暗
夜密室裏的人影與兇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暗示輝煌
下隱藏著無數看不見的罪惡。隨後登場的賭場教皇與
壓抑疲憊到極點的員工鮑恩（傑弗裏· 迪恩· 摩根飾）
之間的會面火花四濺，緊接著壹連串快速剪輯的動作
槍戰，以及驚險刺激的爆破撞擊場面，將影片氣氛推
至高潮。
曾貢獻出多部經典作品的羅伯特· 德尼羅，憑借其
出神入化的演技塑造了許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可惜多
年來鮮有作品引進國內，此次 12 月 8 日上映的《雙面
劫匪》將讓觀眾壹飽眼福。

奧斯卡發布1分鐘官方宣傳視頻

回顧2017電影世界
雞毛回歸主持3月4日頒獎

德爾托羅實景打造最美 人獸戀
《水形物語》釋出海量劇照幕後照

日前，由美國傳奇影業、美國環球
影業和善為影業聯合出品的電影《環太
平洋：雷霆再起》（暫譯）震撼亮相日
本東京漫展，導演斯蒂文· S· 迪奈特與主
演菊地凜子攜壹支“前所未見”版制作
特輯燃爆現場。
特輯中，主創紛紛現身，解讀影片
中的全新機甲與升級版巨獸，怪獸迷導
演運用最先進的技術，打造出了前所未
見的巨型怪獸，“史詩級”的恢弘特效
和動作場面必將帶給觀眾前所未有的視
聽體驗。前作中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
菊地凜子也重磅回歸，繼續飾演勇敢堅
毅的森麻子。
脫下機甲駕駛員制服的她又會有什
麽新身份，值得影迷期待。而特輯結尾
機甲對戰的場景，也為這壹集的全新劇
情蒙上了壹層懸念。究竟人類又將面對
怎樣的末日危機，我們拭目以待。
作為《環太平洋》系列的靈魂，機
甲與怪獸自然是影迷們最為關註和興奮
的元素，特輯透過主創的視角，向觀眾
更多地展現了機甲與怪獸的更新換代。
男主角約翰· 波耶加首先坦言：“我很喜
歡第壹部《環太平洋》。它塑造出非常
經典的機甲與怪獸的對決，既巨大化又
有力量感。”在他看來，《環太平洋：
雷霆再起》（暫譯）將向觀眾揭示：如
果怪獸發起攻擊，我們將如何應對？我
們有機甲。
導演斯蒂文· S· 迪奈特從小受《奧特
曼》《熔巖大使》《哥斯拉》等日本經
典怪獸片影響，此番他借助最先進的技
術，帶來了更加震撼的末日怪獸。波耶
加認為當那些怪獸在城市間橫行時，每
個人都會瞬間產生驚心動魄的感覺。女
主角卡莉· 史派妮更是盛贊：“我們將看

﹁
﹂

今天，距離 2018 年 3 月 4 日的第 90 屆奧斯
卡頒獎儀式，還有整整 90 天，ABC 放出了官
方宣傳視頻，宣布屆時頒獎儀式會在美東時間當天晚上 8 點/美西
下午 5 點/北京時間 3 月 5 日早上 9 點開始。與往屆壹樣，頒獎典
禮開始之前 1 個半小時，會有映前節目。吉米· 坎摩爾在去年的
壹片混亂中鎮住了場子，今年他依然是主持人，學院也依然繼續
和普華永道合作。
在這 1 分鐘的宣傳視頻中，學院回顧了 2017 年電影中的世界
，看上去獨立影片和小制作影片的分量依然不小，這也不讓人驚
訝——大的片方會覺得“高風險高回報”水太深，要拍出真正優
秀的電影同時，還要能盡量滿足全球每壹種觀眾群體的需求，這
太難了。
也許是那種更親密、更具象的故事，才會更能引起觀眾的回
響吧（《月光男孩》、《降臨》、《海邊的曼徹斯特》）。
今年沒有《愛樂之城》（La La Land）這種特別適合在重大
頒獎典禮上用來拿標題開個玩笑的影片了，不過估計雞毛會拿
《伯德小姐》（Lady Bird）的名字開個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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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地區南京大屠殺80周年遇難者
公祭儀式暨座談會，周日上午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休斯頓地區公祭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 80 周年暨座談會於周日（12 月 3 日） 上午十一時，在休斯頓
國際貿易中心二樓舉行。由美南江蘇總會、全美華人協會、中國
人活動中心、美南新聞集團、山東同鄉會------ 等二十餘社
團共同主辦，並由美南江蘇總會會長陳韻梅擔任大會主持人。介
紹與會貴賓。

徐建勛： 重溫歷史，是不要讓歷史重演
「 富國強兵」 才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

美南江蘇總會理事長徐建勛博士首先在大會上致詞表示：美
南江蘇總會對領館十多年來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說：這幾年來以
同鄉會形式成立的活動已成主流。他對其他社團的參與表示衷心
感謝。凡江蘇人，對南京大
屠殺都不會忘記。他的父輩、爺爺輩當年都參加了抗日戰爭。今
天我們聚在一起，不要忘記歷史，重溫歷史，是不要讓歷史重演
。而 「富國強兵」才是我們今後的努力目標。
「全美華人協會」 顧問姚鳳北博士作十五分鐘的主題演講
，他引證了大量影像，文字資料控訴 80 年前日本軍在南京屠殺
三十餘萬同胞，現存美國國家檔案館-- 情報 1263 號電報，1938
年 1 月 17 日＜ 曼徹斯特導報＞ 記者 Harold Timeley 當年在南京
發出的新聞稿，被日軍扣押，日人廣田弘毅轉發中被美軍破譯。
會場上還播放當年艾森豪威爾將軍珍貴的音像記錄片原始的英文
講話。姚鳳北博士在演講中也抨擊駁斥了日本右翼史學家及部份
台灣去中國化支持者近年來的謊言及謬論。
「亞洲二戰史實維護會」 的劉虛心女士提到在加州灣設了
一個慰安婦的塑像，警醒世人，而日本政府及天皇至今一點點反
省能力都沒有，更不用說道歉了。她希望休斯頓也有團體領導，
在休城設一尊慰安婦的塑像，提醒世人日軍當年的暴行，防止今
後歷史重演。劉虛心在演講中特別提及 「史維會」的名人如李勤
強、劉牧黎，及寫作 「南京大屠殺 」 的張純如，她寫該書也給
她很大的精神壓力。他們至今都已不在人世。另外她也介紹了張
永綱，當天也出席大會。
保釣勇士周禧也在會中表示： 要持續揭發日軍暴行，為死
難的同胞伸張正義。其他如以 「慰安婦 」 加強對日本的控訴，
以幫她們得到日本的道歉和賠償，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甦，防止
日本染指南海。最後，他提醒大家不忘對日本有所警惕，如不用
日貨，抵制日貨，不要去日本旅遊等等。
休士頓前巿議員，德州州議員 Martha Wong, 也在會中致詞
，今天我們前來悼念在 1937 年，6 週內被日軍屠殺的三十萬中
國人及許許多多被汚辱殺害的中國婦女。如今中國已然強大，我
們記取歷史的教訓，在中國走向富強之途。近期中國習主席與美
國 Trump 總統的會晤即為有力的證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先生主
祭 回顧歷史，我們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

會中並舉行休斯頓公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80 周年的儀式，由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强民先生主祭。他在致詞時表示： 我們
參加南京大屠殺 80 周年公祭活動，緬懷南京大屠殺無辜的死難
同胞，我們不忘過去，珍愛和平。回顧歷史，日本於 1937 年在
南京四十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 餘萬生靈毀於一旦。我
們國家在 2014 年，以立法形式通過了每年 12 月 13 日公祭南京
大屠殺死難同胞。李強民大使表示：如今世界並不安寧，我們向
他們舉行公祭，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不忘記歷史。在中國共
產黨影響下，中華人民飽受宰割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今天休士

休斯頓公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80 周年座談會周日上午在休斯
頓國際貿易中心（
頓國際貿易中心
（ ITC ) 舉行
舉行。（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美南江蘇總會
美南江蘇總會」
」 副理事長俞曉春
副理事長俞曉春（
（ 立者 ）表示
： 年年公祭的目的
年年公祭的目的，
，是要我們牢記歷史
是要我們牢記歷史，
，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
開創未來。（
。（ 記者秦鴻鈞攝 ）

頓僑界，愛國愛鄉，回顧歷史，更加體會
，我們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我們更要向
青少年，講好中國歷史。
休士頓大學城中校區政治學教授李堅
強，以 「歷史和今天： 國力與國家安全
」 為題發表演說。他說：理想和現實主義
的國家安全，理想中的國際關係，即（
一 ） 國家不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國
家主權不可挑戰，不可以鄰為壑，（ 二
） 責任共擔和利益共享： 單邊主義和零
和遊戲，（ 三） 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爭端
： 國際法、國際組織，如國聯、聯合國。
談到 「貧弱與國難」，1937 年的中國，
是貧窮的國家，那時中日實力嚴重失衡。
1937 年中日工業總產值，以十億美元為單
位，日本有 60 億，中國僅 13.6 億。1937
年時中國經濟中製造業與農業的比重，是
10% ：90%, 而 1937 年中日生鐵產量，日
本是 253.4 萬噸，而中國僅有 14 萬噸；而
出席公祭及座談會的休市二十餘社團代表合影。（
出席公祭及座談會的休市二十餘社團代表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1937 年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歷史經驗＂
陸軍老兵，並且和他們交談過; 他們告訴我，他們打過太平洋島
與國家政策---＂ 百年恥辱史＂是甲午戰爭、南京大屠殺＂不
嶼戰和東南亞戰的二戰。 他們曾經和日本軍人戰鬥過，其中一
可重復＂慕尼黑陰謀＂即＂不能容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樣，
些人被刺刀刺傷，被日軍關起來。日本軍隊非常殘忍，野蠻。
唯有實力才有國威、才有安全。如今中，日 國力對比懸殊，以
他們是無情的，非常冷血。
2016 年中日 GDP 總量對比： 中國達 11.4 萬億，日本僅 4.7 萬億
日本皇家軍隊侵略南京，他們屠殺了所有中國軍人和強姦女
。
人，沒有任何人道主義思想的用刺刀殺女人，屠殺了兒童。今天
「全美華人協會會長 」 喬鳳祥感謝大家今天都能來參加，
我們在這裡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對中國士兵喪生表示敬意，並
並分別闡述了不容否認的史實和觀點。南京家家戶戶都親身經歷
向平民遇難者表示哀悼。其次是讓世人記住感到難以理解的南京
了那段歷史，不是虛造的。
大屠殺歷史。 讓日本人記住歷史。 不要重複歷史！ “不要重複
「中國人活動中心 」 執行長范玉新表示：1937 年 12 月 13
歷史！”
月，長達 40 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三十萬中國人被殺，二萬
「休士頓保釣聯合會」 會長白先慎表示： 過去十幾年來中
多婦女被姦婬----- 任何歷史都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大休士頓
國近代史資料公開，郭岱君女士所著的 「重探抗戰史 」 遭到 「
地區四十萬亞裔，如今致力恢復，保護歷史真相，並轉化為民族
史維會」 朋友的嚴正聲明。如她說（ 一 ） 七七事變是 「偶發
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的中國夢，而維護，建設一個和平繁榮的
的 」 及（ 二） 偽政府的一些人事，郭岱君本人不是學歷史的
新中國。
，她只是台灣陳水扁總統的新聞秘書。當時，由於日本海軍及陸
讓日本侵華史走入美國主流
軍分歧。日本海軍一直在上海徵兵，誰開第一槍不重要，那時已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國際區」 主席李蔚華先生表示：在我們攜 箭在弦上，引起 「九國公約 」干涉。白先慎教授說： 「淞滬戰
手合作，成為中華民族偉大一份子的今天，共同來追悼歷史，意 役」毀在蔣介石決斷錯誤，他原本想再打三天，大退敗，結果變
義重大。這幾年來，感謝李大使給我們的協助，使 1937 年在我 成 「大潰敗」 一大批抗戰軍力賠在 「淞滬戰役」。
的老家雲南成立的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在李大使的幫助下，在
「德州東北同鄉會 」會長張玉誠表示： 日本人在 1931 年
我們 ITC 成立陳納德基金會的辦公室，給美國人講日本侵華故 9 月 18 日掀起 「九一八事變 」 佔領中國東北，揭開中國人民
事。 剛才提到 「慰安婦 」 塑像，我認為刻不容緩。我們要效 14 年堅苦抗戰的序幕。今天辦這場座談會可喚起海外僑社對歷
法猶太人，僅 100 多萬人，卻操縱了美國經濟、新聞的一大力量 史的珍視，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過去我們與美國主流社會缺乏溝通、了解，我們應集思廣義，
「美南江蘇總會」 副理事長俞曉春校長表示： 我來自南京
走入主流，讓美國人來講日本人侵華故事。
城，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國的南京，發生了人類有史以
「中華總商會 」 會長孫鐵漢表示，他的父親抗戰時是 12 來最慘絕人寰的暴行，日本軍國主義毫無人性的軍隊在南京進行
軍 81 師的營長，每次出去打仗四個營長，回來時只有一個。 了長達六週的血腥屠殺，如今雖已 80 年過去，歷史的烙印深刻
1937 年日本光是南京一地，就殺死 30 萬中國人，二次大戰時， 在中華兒女的心中。我們永難忘記歷史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我
美國將士，也是直接面對日軍，現在我以英文向美國人說明，希 們每年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是要我們每一個人牢記歷史，
望歷史不要重演：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南京大屠殺 80 年這些 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令人難忘的日子。1937 年 11 月 13 日，日軍進攻南京，屠殺多達
「中國聯合校友會」 會長何巧莎表示： 日本侵華八年，我
30 多萬中國軍民。 在歷史上，就叫南京大屠殺。 你可以在維基 的大姨就是在日本侵入廣西柳州時殺害的。我們只有牢記歷史，
百科，紐約時代雜誌或其他出版物找到南京噩夢或是南京大屠殺 才能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只有強大，才能免於被欺凌侵略的命運
。日本人試圖掩蓋，改變和抹去這段歷史。 我遇到過一些美國 。

全體出席者向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默哀。（
全體出席者向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默哀
。（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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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孫鐵漢以英文向美國主流敘 「休斯頓保釣聯合會
休斯頓保釣聯合會」
」 會長白先慎介紹日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向南京大屠殺死
述日本人侵華惡行，使悲劇不再重演
述日本人侵華惡行，
使悲劇不再重演。（
。（ 記者秦鴻 本侵華正確的歷史。（
難者主祭（
難者主祭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本侵華正確的歷史。（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鈞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