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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這次在休士頓
舉辦 2017 世界年會﹐有來自全世界四十多個
分會的代表 400 多人蒞會﹐柯杜瑞琴總會長
在 工 商 婦 女 會 歷 任 會 長 郭 穎﹑唐 心 琴﹑甘 幼
蘋﹑鄭昭﹑高嫚璘﹑陳美雪﹑劉秀美等會長的陪
同下﹐赴糖城巿政府﹐接受糖城巿長 Joe Zimmerman 頒獎﹐獎勵她這些年來的卓越貢獻﹐
而柯杜總會長也以金質獎牌回贈﹒

团圆时刻 幸福味道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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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戲法》
民初魔術劇 各派系展開殊死鬥

KVVV

節目介紹：
《大戲法》（英文：Chinese Traditional Magic），根據不系舟的小說《大戲
法》改編而成的中國大陸電視劇。中國戲法，到清朝滅亡之時，已經形成三
派，北方“沈家堂彩”、“莫氏手彩”、南方“鬼道戲法”，大日本帝國這
時候已經滲入中國大陸各個角落，意圖拿到《神仙戲術》秘籍，他們在天津
興風作浪，挑起中國戲法派系紛爭，袁世凱兒子袁克定也喜歡文藝，戲法藝
人在官僚和日本人的夾縫裏求生存，沈家堂彩掌門人沈萬奎帶領中國戲法傳
人展開了和他們的殊死鬥爭。

播出時間：
劇照

▲

周四至周五晚間8時30分至9時30分首播，周五至周六凌晨5時至6時重播，
敬請關注收看。
▲ 海報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首份國安戰略為
軍事戰略鋪路

︱美國軍艦2017年4月6日向敘利亞目標發射導彈(美國海軍照片）
【VOA】美國川普政府星期一公布國家安全戰
略，為明年的國家國防戰略和國家軍事戰略指
明方向。分析人士們說，國防和軍事戰略將比
以往更註重以軍事實力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川普總統12月18日宣布他上任近一年來的首份
國家安全戰略，謀求保障國家和人民安全、經
濟繁榮，並促進世界和平。
這份新的國安戰略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指
中國以其他競爭者所不及的實力在經濟、軍事
等領域與美國競爭。
川普注重軍事實力
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國防部
和軍方2018年推出新的國防和軍事戰略明確了

方向。
曾經在美國海軍總部參與制定國防和軍事戰略
的布萊恩-克拉克(Bryan Clark)對美國之音說
，跟往屆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將更重視以軍事
實力應對來自中國等國家的民族國家威脅。
克拉克：“奧巴馬政府明顯視中國和伊朗為
夥伴、或至少是可以與之互動以實現美國國
家安全目標的國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對他
們的安全威脅時試圖使用軍事行動遏阻他們
。”
馬蒂斯謀求強化前沿部署
川普上任後不久就任命前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
馬蒂斯為國防部長。克拉克說，馬蒂斯上任後
註重將軍事實力部署到亞太和歐洲安全熱點地
區，明年的國防和軍事戰略也會突出體現這項
變化。
克拉克：“我想，馬蒂斯部長會采取不同的方
式去處理軍事沖突。他看來更註重前沿防衛和
前沿部署，試圖將更多的軍力部署到戰區，以
遏阻或應對安全危機。”
川普總統上任後宣布大幅度增加軍費、提升軍
力，並提出大幅削減外交開支。但是，美國一
些前任高級安全官員說，在應對國家面臨的安
全威脅時，政府不應輕易動用軍力來替代政治
和外交努力。

美爵士樂巨星基麗•史密斯逝世

︱基麗•史密斯在洛杉磯第50屆年度格萊美獎頒獎典禮上發獎。（2008年2月10日）。
【VOA】美國超級爵士樂明星基麗•史密
斯(Keely Smith)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9
歲。她最出名的是與已故的丈夫路易斯•
普利瑪(Louis Prima)流傳不朽的二重唱。
史密斯在家鄉維吉尼亞州諾福克開始了她
的職業生涯，當時普利瑪聘請只有十幾歲
的史密斯做他的樂隊歌手。
史密斯以舉止鎮定、聲音低啞和留著齊耳

短發出名，與精力充沛、善吹小號的普利
瑪相得益彰。
他們以1959年的走紅歌曲《古老的黑魔法
》(That Old Black Magic)而獲得最佳流行
樂雙人表演“格萊美獎”(Grammy)。
史密斯在1961年與普利瑪離婚，她的獨唱
事業蓬勃發展。她錄制了很多唱片，並成
為拉斯維加斯和紐約夜總會的一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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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幫助阻止了在俄國聖彼得堡的重大襲擊
彼得堡的重大襲擊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美
國和俄羅斯官員表示，美國向俄羅斯
提供情報，以幫助阻止聖彼得堡可能
發生的致命的炸彈襲擊。盡管兩國之
間緊張關係緊張，但在一個罕見的公
開場合展開了務實合作。
普京總統打電話給美國總統川普
，感謝他給的情報，克裏姆林宮說這
有助於防止對俄羅斯城市的一座大教
堂以及其他地點的武裝襲擊。
白宮並沒有透露這件事更多的細
節，但表示這次襲擊“可能會殺死大
量的人”。克裏姆林宮和白宮都沒有
透露這個可能襲擊者的身份。
白宮和克裏姆林宮都表示，美國
的允許俄羅斯執法機構在武裝襲擊計
劃實施之前逮捕嫌犯。
盡管川普在競選期間承諾與莫斯
科進一步發展兩國關系，但華盛頓與

莫斯科之間的關系因對烏克蘭和敘利
亞戰爭的意見分歧而遭到破壞。
由美國出面指控，而俄羅斯否認
了一個說法是：克裏姆林宮在去年的
美國總統大選中插手幫助川普並使其
獲勝。
俄羅斯官員說，普京認為，川普
不應該因為緊張局勢而受到指責。
川普和普京打電話至少是過去一
周以來的第二次電話會議。 普京和川
普也討論了朝鮮核導彈危機。
克裏姆林宮發表聲明說，遭到挫
敗的襲擊事件地點，是發生在俄羅斯
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以
及其他大量人口聚集的地區。 大教堂
是一個受歡迎的旅遊景點。
白宮幫住了聖彼得堡及時挫敗襲
擊陰謀，標志著莫斯科和華盛頓是能
夠合作的。

白宮說：“雙方領導人都認為，
這是我們在兩個國家共同努力下所發
生積極事件的一個實際例子。”川普
也讚揚普京的電話。
俄羅斯媒體上周報道說，聯邦安
全局已經拘留了周六計劃對喀山大教
堂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伊斯蘭國家
組織的追隨者。
克裏姆林宮援引普京的話說，如
果收到有關美國可能遭到襲擊事件的
信息，俄羅斯也將會提醒美國當局。
俄羅斯多次成為伊斯蘭武裝組織
襲擊的目標，其中包括 4 月份發生的一
起襲擊，造成 14 人死亡。當時爆炸發
生在聖彼得堡的地鐵隧道中。
俄羅斯警方在這次襲擊中扣留了
幾名嫌疑人，主要來自前蘇聯中亞地
區的穆斯林國家。

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美國總統川普（
Trump） 在 2017 年 7 月 7 日於德國漢堡舉行的
G20 峰會雙邊會議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峰會雙邊會議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
Putin）握手言歡
握手言歡。
。(路
透社// Carlos Barria / File PhotoRussian)
透社

加州大火：
加州大火
：居民說附近看起來像
居民說附近看起來像“
“戰區
戰區”
”

夜逃離了 17 年的家。
“我沒有時間去拿任何
東西，”拉伊告訴記者。
“我的錢包，還有我個人
的東西。我真的把衣服留
在車裏，當時我一直在想
聖巴巴拉縣動物園，
聖巴巴拉縣動物園
，積極的措施包括飼養員和
我會坐上我的車，但是我
工作人員將綿羊趕入箱子，
工作人員將綿羊趕入箱子
，以便搬遷到無煙區
托馬斯烈火--托馬斯烈火
---俯瞰聖巴巴拉以北直布羅陀路附
俯瞰聖巴巴拉以北直布羅陀路附
沒有想到的是，我的車留
域。 感謝支持和祝福
感謝支持和祝福。
。(CNN)
近的巨大火勢。
近的巨大火勢
。(CNN)
在了那裏。
成千上萬的聖巴巴拉縣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居民受到大火的威脅，正在進行強制性或自願撤離，而像弗雷斯
CNN 報導，托馬斯烈火是加州歷史上第三大野火。目前已經燒
卡（Frescas）這樣的其他人則被允許返回到他們的家中，或者留
毀了 269,000 英畝。並且，受災面積還在增加當中。
下他們。
珍 妮 特 • 弗 雷 斯 卡 （Jeannette Frescas） 在 加 州 文 圖 拉 縣
火勢如此之大，超過 8,400 名消防隊員正在全天候工作，以
（Ventura）發生大火之前，並不擔心托馬斯烈火。
挽救生命並遏制住火勢。 它的受災面積比紐約市還要大，當居
“午夜時分，我被照到臉上手電筒驚醒，”弗雷斯卡斯告訴
民區遭遇大火的時候，街道變成了一堆煙灰和混凝土。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 “我望著窗外，周圍有一百英尺
最新的進展：
高的火焰。”
•死因：根據文圖拉縣醫學檢查官辦公室的屍檢報告，消防
和許多居民一樣，弗雷斯卡斯被南加州咆哮了十三天的大火
人員科裏•戴維•艾弗森（Cory David Iverson）今年 32 歲，死
驅趕。 她是成千上萬的居民中的一員，他們乘著車從文圖拉縣
於“熱傷和吸入煙霧”。 艾弗森的葬禮在星期天舉行。他在周
和聖巴巴拉縣出發，背後是兇猛風力所造成的加州歷史上第三大
四與托馬斯烈火（Thomas Fire）搏鬥。 火災發生以來，共有兩
火災。
人遇難。
“曾經是一個天堂如今就像一個戰區，”弗雷斯卡斯說，她
•高昂的花費：消防官員說，已經花費了大約 1.1 億美元來
居住的公寓大樓整片被燒毀。 “這是我一輩子經歷的最恐怖的
對付這場大火。 晚上就花掉其 40％。
事情。”
•天氣情況改善：星期天早上，聖安娜風並沒有立即出現，
文圖拉縣的居民帕特裏夏•拉伊（Patricia Rye）醒來時，她
盡管消防隊員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的女婿在門口拼命敲門。 她沒有機會收拾任何貴重物品，在深

（CNN）氣象學家諾曼（Gene Norman）說，紅色警告在星期
天晚些時候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一大片地區生效，預計一夜之
間陣風將達到 55 英裏/小時。
•有記錄在案：在一夜之間增加面積了 1,500 英畝的托馬斯
烈火（Thomas Fire）已經燒焦了 269,000 英畝土地。它是加利福
尼亞現代史上第三大的野火，造成了史上第七大破壞損失。
撤離
聖巴巴拉縣有一萬二千人撤離，當地動物園的動物也受到大
火的威脅。 動物園官員說，聖塔芭芭拉動物園周六關閉，許多
動物被置於籠子裏，以便可能的撤離行動。
根據官員的說法，瀕危的加利福尼亞禿鷲被帶到了洛杉磯動
物園。 動物園把大部分動物留在室內，遠離煙霧。
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家住在撤離命令的地區
之一蒙泰西托（Montecito），周六在推特上發布消息。
她說：“還在為我們的小鎮祈禱。” 她說：“今天早上風
起來了，給消防員造成了一場完美的風暴。”
與此同時，星期六又允許在文圖拉縣被疏散家園的居民（火
災發生地點）返回。
吉姆•霍爾登（Jim Holden）認為自己是幸運的，是消防員
救了他的家人和物品。
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消防員們
在我家房子和隔壁著火房子之間噴出一道水幕，試圖挽救我的房
子。但他們後來認為這不會成功。” 他繼續說道：“消防員們
在火燒進來之前打破了我的房子，他們搶救了我的家庭照片和電
腦，他們認為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CNN 記者 Joe Sutton 和 Miguel Marquez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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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在華府

陳乙緁，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美
國 印 第 安 納 大 學 布 魯 明 頓 校 區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比較文學博士畢
業。研究比較文學、現代後現代文學，電
影理論、跨國自傳體小說、亞美文學、離
散文學與東亞研究。
曾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系擔
任講師 (Associate Instructor)，美國私立古
寧學院 (Grinnell College) 助理教授，目前
為馬裡蘭聖瑪麗學院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 外文系，東亞系，戲劇電影
系，女性與性別研究系助理教授。於美國
《 華 府 新 聞 日 報 》 (Washington Chinese
Daily News) 擔任專欄作家（文化研究在
華府），散文刊於《美國世界‧副刊》。
曾任職於科技公司、多媒體翻譯公司及格
蘭英語教學顧問。喜愛旅遊、閱讀、攝影
、美食、表演藝術文化。







韓國文化中心與韓國城 Korean Culture Center

ㄧ走進華盛頓特區的韓國文化中心，便可以
看到玄關和旋轉樓梯上的水晶吊燈。韓國文化中
心雖然不大，但空間卻充分利用宣傳韓國文化，
包含繪畫，裝飾藝術，電影，音樂，數位藝術，
美食，傳統擺飾，瓷器等。一樓的陳設，右邊的
房間是電影播放室或作為現代音樂表演廳，一樓
直走到底，首先看到四面電腦螢幕的數位典藏藝
術，介紹著韓國文化與藝術品，再往內走則可以
看到傳統韓國室內家具，古琴，茶道和不同茶具
組。
順著旋轉樓梯走上二樓則有不定
期的裝飾藝術展覽，或韓國年輕現代
畫家的作品展。中心 每次活動都會搭
配特製韓國飲料及點心介紹給來賓。
今年的電影播放則是 2006 年在韓國紅
極一時的電影《屍速列車》，由延尚
昊執導。背景是以當代韓國爆發喪屍
病毒，使整個城市失控。一輛通往釜
山的高速列車上，一節節車廂被喪屍
佔領，而旅客一節節車廂地逃亡。有
別於傳統殭屍片，整部電影充滿像徵
意涵。列車代表著人生，釜山則是一

個回歸母親，與希望的終點。 片中由一位 注重工
作忘記照顧妻子女兒的父親為男主角，在充滿殭
屍襲擊的過程中，如何從自私自利的基金經理，
在遇到同車的另一對夫妻，被毫無畏懼保護著懷
孕妻子的先生啟發後，進而改變與同車友人和一
群參加球隊的青少年一起合作求生。火車的推進
，則像徵人生通往終點的道路，真實的人性赤裸
落地呈現在生死徘徊之間。片中以不同對照組，
推演出不同探討人性的主題，包括家庭幸福的真
義，人性的勇敢與膽小懦弱，在面對危急狀態，

家人朋友的重要性。片中提出了一個哲學問題：
如果人的最後終點皆是死亡，人在面對大災難時
，和面對存亡時，人的選擇可以如何地反映出真
實的人品與其價值觀。韓國文化中心不定期的都
有免費的展
覽與節目，
是學習感受
不同文化饗
宴的一個好
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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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多項自主創新技術引領中國速度
主打計算機視覺和深度學習的商湯
科技，開發了名為 Deep ID 的深度學習
模型，在國際權威的 LFW 人臉數據庫測
試中獲得了 99.15%的識別率，超過 Facebook 和 Google。這是有史以來首次超過
99%的 LFW 識別率，也是全世界首次實
現人臉識別算法超越人眼識別準確率。
這個領域的代表性企業還有深鑒科
技、地平線機器人、達闥科技、光年無
人工智能引領“中國速度”
人工智能芯片、腦部手術機器人、 限、中科創達、格靈深瞳、曠視科技等
量子點光譜儀、液態金屬材料及應用 公司，它們顯露出中關村整體處於全球
……新的前沿技術在中關村不斷出現， 科研前沿的趨向。
令人目不暇接。
生物科技突破“中國角色”
寒武紀科技公司研發的世界第壹款
中關村在生物芯片、新型疫苗、分
模擬人類神經元和突觸深度學習的芯
片，被命名為“寒武紀”芯片，只要壹 子育種等領域，處於國內外領先水平，
條指令即可完成壹組神經元的處理。寒 科技原創新成果層出不窮。
位於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的百濟神州
武紀創始人兼總裁陳天石希望，正在產
業化的“寒武紀”芯片能在明年正式進 公司是壹家專註於抗癌新藥研發的公
司，在靶向藥物治療方面走在了世界前
入市場後，開啟人工智能新紀元。
在中關村，像寒武紀科技這樣的人 列，在中國開展了全球意義上的創新。
該公司生物藥研究首席總監李康介
工智能公司還有很多。它們在計算機視
覺、機器深度學習、自然語義分析、智 紹說，最新研發的 BGB-A317 用於治療
能電動車、智能機器人等領域深耕，研 晚期實體腫瘤，其最大優勢在於可激活
患者自身免疫細胞的作用率，把腫瘤細
發出許多新技術和新成果。
中關村近年來在人工智能、原創新
材料、生物科技等領域湧現出壹系列重
大的創新成果，累計創制國際標準 184
項。海內外科研界人士感受到了中關村
在部分技術領域從“跟跑者”到“領跑
者”的角色轉變，認為其已成為中國自
主創新的重要源頭。

胞吞噬掉，而人體內的好細胞不被傷
害。他自豪地表示，該藥品擁有全部
自主知識產權，有望在 2020 年前批準
上市。
BGB-A317 已經通過了美國 FDA 的
新藥研究申請審評，成為中國自主研發
和本土生產的大分子藥物中第壹個獲得
美國臨床試驗準入的項目。截至目前，
BGB-A317 已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美
國、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五個國家和
地區獲得臨床試驗許可。
2016 年，百濟神州在美國納斯達克
成功上市，成為首個赴美上市的中國創
業型生物制藥企業。中國創新生物醫藥
企業的研發標準和水平已經逐步與國際
接軌，正不斷吸引著國際制藥業巨頭和
投資者前來洽談。
資本成為驅動創新重要力量
中關村是中國科教智力資源最密集
的地方，也是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
源地。人才、技術資源的高度聚集，帶
來了嗅覺靈敏的資本聚集。
近年來，中關村吸引的創業投資案
例和金額，占全國的三分之壹以上，這

個比例與美國矽谷占美國的比重相當。
“現在創投機構在中關村的競爭已
是‘水深火熱’，下手壹定要快，否則
就會被對手搶了先。”IDG 資本創始合
夥人熊曉鴿談起了這幾年在中關村投資
的心得。
壹位創業者感慨說，在中關村就有
這個好處，和創投機構挨得近，方便了

創投機構篩選投資對象。如果有個項目
好，考慮的問題不是去哪找風投，而是
要選擇哪個風投。
中關村多層次資本市場全面形成，
為科技創新插上了資本的翅膀。截至
2017 年底，中關村上市企業超過 310 家，
其中境外上市企業超百家。中關村正在
瞄準國際前沿技術，健步向前躍進。

矽谷農業科技年會發起人：
中美共同領跑農業科技革命
綜合報導 “食為人天，農為正本。”中國有
著千年農耕文明史。而隨著科技力量的不斷註入，
中國的農業正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耕作模
式向現代化的科技農業轉型升級。
在杭州舉行的矽谷農業科技年會上，矽谷農業
科技年會發起人、知名矽谷律師羅傑· 羅伊斯
（Roger Royse）表示，在當前科技全球化時代中，
中美兩國有望通過技術互通、產業共建，壹同領跑
包括農業在內的科技新革命。
當前，中國城鎮化發展加速，人口進壹步增
長，如何在農耕用地減少的同時，增加新鮮農作物
產量以滿足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已成為當下中國急需
解決的壹大問題。與此同時，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與

食物品質的越發重視，政府對綠色農業
發展的大力投入，都成為有力“推手”，
促使農業產業科技革命的加快來臨。
“區域性的問題也是全球性的問題，同時更是
全球性的機遇。”羅傑· 羅伊斯表示，推廣“矽谷
全球化”理念，將矽谷及全球先進的農業科技與中
國本土實踐無縫對接正是此次矽谷農業科技年會落
地杭州的壹大心願。
“事實上，中美雙方已經在科技農業領域攜手
做了不少共同推進工作，不僅兩國政府達成了大量
共識，民間企業也在共同助力。”羅傑· 羅伊斯表
示，近年來，中國移動技術的發展普及，以及其對
大數據的運用令人難忘，如何通過移動端實現農業
管理的全自動化，借力大數據強大的收集整合
能力，推動“低投入，高產出”的精確農業發展，

將成為兩國共同探索的又壹新風口。
“科技將農業變得更簡單。”在當天的矽谷農
業科技年會上，羅傑· 羅伊斯還為現場觀眾介紹了
諸多世界最前沿的農業科技動態及項目，例如，能
使農作物全年不間斷生長，最大限度降低自然條件
限制的垂直農場；利用移動應用實現農場管理的
Granular 軟件；通過智能掃描實現果實類別分揀的
Smart Vision Works 機器學習等。
“五年前，農業科技甚至不是投資者們關註的
對象，短短數年間，農業科技已經吸引著大量市場
資本的註入。”展望農業科技的未來發展前景，羅
傑· 羅伊斯充滿期許：“農業科技存在著非常大的
潛力，在未來，農業科技壹定是成長速度最快的領
域之壹。”
而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農業科技領域投資人

及創業者搭建壹個互惠、互利的交流平臺，推動全
球範圍內各國對農業科技的合力共建，正是矽谷農
業科技年會的初衷。
作為當前美國矽谷最具產業規模的產業科技盛
會之壹，今年，矽谷農業科技年會首次到訪中國，
並在深圳、杭州、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開展對話
論壇。在明年，杭州還將正式成為矽谷農業科技年
會的唯壹主會場，繼而揭開矽谷農業科技年會亞洲
行“常態化”之旅。
據悉，此次矽谷農業科技年會杭州站由杭州市
科 協 與 Royse Events LLC， Silicon Valley Agtech
Conference共同主辦，杭州市科技工作者服務中心，
矽谷創業者學院杭州分院，中新社浙江分社承辦，
杭州市科技合作促進會、浙江省海創科技交流研究
院等單位協辦。

時事圖片

尼泊爾國家博物館館藏珍品中國首展

“來自釋迦牟尼佛的故鄉
來自釋迦牟尼佛的故鄉—
——尼泊爾國家博物館館藏珍品中國首展
—尼泊爾國家博物館館藏珍品中國首展”
”
在成都開展，30 件來自尼泊爾國家博物館的珍貴文物首次與中國民眾見
在成都開展，
面。本次展覽由中華文化促進會
本次展覽由中華文化促進會、
、尼泊爾國家博物館等主辦
尼泊爾國家博物館等主辦。
。為了更好
為中國民眾展示尼泊爾佛教器物之美，
為中國民眾展示尼泊爾佛教器物之美
，該展覽按照三世佛的譜系分為過
去、現在
現在、
、未來
未來、
、生活四個不同的展區來成列古代金屬佛造像和唐卡等
文物，
文物
，並詳細介紹了尼泊爾的錘揲鍛造和
並詳細介紹了尼泊爾的錘揲鍛造和“
“失蠟
失蠟”
”鑄造工藝
鑄造工藝。
。

﹁

孤兒小狐貍被領養

中國多地降溫降雪，
中國多地降溫降雪
，動物園中的動物為抵禦寒冷的天
氣，各出奇招
各出奇招。
。當日
當日，
，江蘇連雲港迎來今年冬天的第壹場
降雪，
降雪
，生活在花果山玉女峰上的彌猴雪中抱團取暖
生活在花果山玉女峰上的彌猴雪中抱團取暖。
。

發小

﹂

與家中獵犬成親密

動物們上演 禦寒奇招
中國多地迎來下雪天
﹁

﹂
近期，
近期
， 英國威爾士
英國威爾士，
， 壹對打打
鬧鬧的狐貍與獵犬生動詮釋了友誼
不分種族。
不分種族
。
5 歲 的 狐 貍 Rosie 和 8 歲 的
Maddy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 兩小無猜
兩小無猜”
” 壹起
長大的“
長大的
“發小
發小”
”了。五年前
五年前，
，Rich
Richard 在家附近的樹林裏發現了壹只剛
出生的狐貍幼崽，
出生的狐貍幼崽
，Richard 把小狐貍
帶回了家，
帶回了家
， 並給它起名叫 Rosie
Rosie。
。
Rosie 是個十分活潑的小
是個十分活潑的小“
“姑娘
姑娘”，
”，
它與家中比它年長三歲的小獵犬
Maddy 成為了好夥伴
成為了好夥伴，
， 每到冬天
每到冬天，
，
它們的固定遊戲就是在雪地裏追趕
打鬧。
打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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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霖雜誌刷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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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拍摄唯美微电影
因为成熟帅气的外表，陈柏
霖还是各大时尚杂志的不二人选
，12 月 11 日陈柏霖登上某杂志
十周年开年大刊封面，身著 6 款
西装拍摄，印花风、格纹风、睡
衣风，演绎浪漫王子 style。
在综艺节目里展现出的漂泊者特
质更是让大家看到了陈柏霖不为人知
的一面，很快便有杂志邀请其远赴冰
岛拍摄微电影，在唯美浪漫的仙境，
累了睡帐篷，渴了喝泉水，独自旅行
的 48 小时。
文艺又狂野，认真又有趣，陈柏
霖多年来用一部部影视作品向大家证
明他作为演员的实力，品牌和粉丝的
支持更能激发他的多面性。相信在未
来的演艺道路，他一定会有更多改变
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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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時冰島之旅被稱“修仙”

為《奇門遁甲》斷手斷腳憋氣
李治廷目標是史泰龍

近日，陈柏霖现身各大品牌活动
，合作的广告、杂志也相继出街，出
道十五年的陈柏霖不仅积攒了多部红
遍大街小巷的作品，商业价值也逐年
上涨，被越来越多的品牌和粉丝喜爱
和关注。其参演的迪士尼首部华语爱
情电影《假如王子睡著了》上映 2 周以
来，陈柏霖也收获了零差评的口碑。
随著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作品与大家见
面，陈柏霖不断尝试挑战和突破自我
，事业的进步和不忘初心都被大家看
在眼里。
气质成熟品牌热捧

陈柏霖出席活动引粉丝尖叫
连日来陈柏霖可谓是变成“空中
飞人”，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通告，
不仅与电影《假如王子睡著了》一起
奔赴全国各地做路演活动，更是拍摄
了不同的珠宝、腕表品牌广告。
12 月 5 日还在上海某广场出席品牌
的圣诞节活动的陈柏霖，8 日就现身成
都为电影打 call，还在微博晒出了吃火
锅的照片。所到之处也引发了不小的
轰动，粉丝争相与他合影留念，并表
达了对他多年的喜爱。
陈柏霖受杂志青睐登开年封面

12 月 10 日，由徐克编剧监制、袁和平导演的 3D 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在京举行首映礼，
电影以具有玄学色彩的中国传统题材，为武侠电影注入新的创意和活力，讲述众江湖人士为寻找
强大秘密武器击败天外来客的奇幻冒险旅程，将于 12 月 15 日上映。主演大鹏、倪妮、李治廷、周
冬雨、伍佰、柳岩在现场开启互怼模式，周冬雨投诉常被李治廷言语“攻击”，却反遭李治廷爆
料被她摸胸“占便宜”。发布会尾声李治廷送上彩蛋，他吉他弹唱了自创曲《徐克导演我有问题
》感谢徐克、袁和平导演，徐克称赞歌词给了他许多拍续集的灵感。
众主演欢乐互怼李治廷勤练好身材遭周冬雨“袭胸”
发布会上，主演们分别介绍了自己在电影中的主打技能，李治廷透露自己饰演的“刀宜长”
原本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小捕快，在总是抓错人中误打误撞进入“雾隐门”，曲折和成长过程痛并
快乐著。与之前集体“投诉”被徐克、袁和平虐得苦不堪言不同，这一次各大高手开启了互怼模
式，李治廷直言拍完这部电影治好了自己的恐高症，曾看到同为恐高者的倪妮在 5 米高台拍摄时吓
得腿抖，周冬雨则表示自己常被李治廷言语“攻击”，却反遭李治廷爆料被周冬雨摸胸“占便宜
”，周冬雨解释自己是个正派的人，作为多年好友只是在帮李治廷检验健身成果。为拍好戏，除
了勤练身材及动作训练，李治廷也一直苦练普通话，不料被袁和平导演吐槽发音字正腔圆像导航
仪，一旁的伍佰更补刀道：“你该写的是《导航仪之歌》。”整个发布会现场气氛如电影一般，
天马行空奇乐无穷。
李治廷写歌表白徐克串联经典武侠引徐克拍续集灵感
发布会尾声李治廷送上“彩蛋”，从小就有武侠情结、并看过徐克所有电影作品的他，吉他弹唱了一首自创曲《徐
克导演我有问题》感谢徐克及袁和平导演，歌词将徐克过往经典武侠作品巧妙串联，又提出了与其中经典角色、情节有
关的猜想与疑惑，将众人拉回一幕幕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也让主创们重温为电影《奇门遁甲》努力几个月的欢乐时光
。收到迷弟“表白”的徐克导演表示，李治廷这首歌给了自己将《青蛇》、《倩女幽魂》等作品拍出续集的灵感。歌曲
正式版也将于 12 月 12 日上线。

隔 20 年再當學生妹
佩甄考上臺大 EMBA
樂歪：終於能叫老公學長

藝人佩甄（李佩甄）2008 年嫁給醫生老公王祚軒，婚後育
有壹對可愛的兒女，夫妻兩結婚近 10 年，感情依舊甜蜜，近日
更在老公的鼓勵下，重返校員讀書， 「當壹個無敵驕傲的臺大
新鮮人！」 想到日後能和孩子們壹起寫功課，就覺得興奮不已，
「學海無涯，我們ㄧ起學習！」
佩甄自大學畢業後，在 20 歲的青春歲月中，壹邊拼命工作
、壹邊追求幸福，緊接著結婚生子、教育小孩、還兼顧事業，
始終沒有停下腳步，沒想到她 18 日突然在臉書曬出 「臺大 EMBA 入學典禮」 的照片，宣布要重返校員，當臺大新鮮人， 「終
於可以說我是臺大生了」 ，也因此和同洋出身臺大的老公成為
學長、學妹關系。
此外，佩甄分享踏進校員的那壹刻，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仿彿重回青春時光，期待看到所有的同學和老師，直到入學典
禮結束，甚至開心到覺得這壹切太不真實， 「感謝老公給了我
需要的勇氣！感謝孩子們的支持」 ，她直言這是自己下半輩子
最重要的轉捩點， 「我要學習進步，加油！」
在臉書上曬出的幾張照片中，可以看到佩甄身穿蕾絲洋裝，
背著印有 「臺大 EMBA」 字洋的小書包，隱藏不住開心神情，
慘加典禮過程中，PO 出印有 「107A 材金組」 字洋的證件照，興
奮曬出和未來同學的合照，露出燦爛笑容， 「心裡深深相信大
家壹定能滿載而歸。」
佩甄臉書全文：
我要背書包上學去蘿
大學畢業 20 年，壹邊拼命工作壹邊忙著追求幸福，緊接著
結婚生子教養小孩同時兼顧事業，忙茫盲～～真的沒有想到我
居然還有時間可以重返校員當壹個無敵驕傲的臺大新鮮人！
感謝老公的鼓勵，是妳讓我相信我有能力做得到，是妳提醒我
需要改變，而妳給了我需要的勇氣！
感謝孩子們的支持，媽媽可以和妳們壹起讀書寫功課壹定
很有趣，學海無涯，我們ㄧ起學習！
走進校員的那壹刻，我好緊張、好興奮，好期待看到所有
同學和老師，直到典禮結束，我都覺得這壹切快樂的好不真實
。但心裡深深相信大家壹定能滿載而歸，這是我人生下半場最
重要的轉捩點，我要學習進步，加油！佩甄妳可以的！

51 歲任賢齊超拼命 為新戲先增肥後減肥
据香港媒体报道，任贤齐 12 月 18 日一身单车手造型，以大
使身份出席记者会。他表示活动后就会赶著坐飞机回台湾，跟
新戏导演谈剧本，并商讨为角色先增肥后再减肥演出。
51 岁的任贤齐说：“我要增肥 30 磅，然后再减肥，不知道
自己要用多少时间去锻炼，也担心身体负荷不到会晕。始终自
己年纪不轻了，饮食变胖很快，要瘦很辛苦，营养师都很紧张。”
任贤齐表示最近拍警匪动作片很辛苦，要留胡须扮演反派，全
身沾满血浆开枪，子女看不惯他的凶狠造型，还被取笑像大叔。
他说：“我觉得歌手和演员身份有冲突的，我不是小鲜肉，有
时在拍戏时又会变成歌手，担心观众以为我放纵，其实我没放
纵，但不想解释。”他指该片将会由北京转到香港取景，希望
圣诞期间，有空档时间陪子女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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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長蘇”不在了
《瑯琊榜 2》還能繼續開掛嗎？
2015年播出的電視劇《瑯
琊榜》，讓胡歌在《仙劍奇俠
傳》走紅多年後終於成（難）
功（得）轉型，並且迎來了事
業的“第二春”。
時隔兩年，主演大換血、
開講《瑯琊榜》四五十年後
的故事的《瑯琊榜之風起長
林》，今晚將在愛奇藝全網
獨播。作為男主角劉昊然的
熒屏處女作，“瑯琊榜 2”是
否能成就“最好的劉昊然”
還是個未知數；而更多劇迷
關心的是，換了壹個班底、
沒了“梅長蘇”的“瑯琊榜2”，
還能延續前作的口碑反響，
繼續開掛嗎？

C 風格
前作偏“儒士”，新作
偏“武將”，劇中禮儀有差
別
雖然《瑯琊榜》是壹個
架空歷史的題材，但在播出
時，劇組卻因攝影構圖、服
裝道具、禮儀指導等制作方
面的用心、精心獲得大家的
好評，甚至出現不少技術帖
專門分析此劇的“好看”之
處，讓該劇的幕後團隊獲得

了“處女座團隊”的贊譽。
這次《風起長林》也是
黃曉明、佟麗婭[微博]第壹次
和李雪、孔笙[微博]的導演團
隊合作。從他們的描述來看，
這個團隊處女座的屬性再次
得到認證。黃曉明說：“在
整個合作過程中，不管是布
景上，還是每個細節上，包
括用的道具，都在爭取完美，
這才是真正做事情的人的追
求。比如我臨時想到加壹場
喝茶的戲，沒想到劇組的茶
具已經早有準備。”黃曉明
更提到導演講戲時的壹個細
節，“講跪戲時，（導演）
壹下子就跪下了，感覺他就
像壹個孩子，看不出年齡，
充滿了激情，充滿了對這個
作品每個細節的熱愛和追求”。
佟麗婭則說道：“劇組的人
全是細節控，每壹個湯勺，
水怎麽倒，包括怎麽跪拜，
什麽樣的高度，都有要求”。
從他們的口述來看，大家估
計不必太擔憂第二部制作水
準下降。
導演孔笙也透露，《風
起長林》和《瑯琊榜》，不
論是風格上還是氣質上，還
是會有壹樣的東西，“視覺
設定上，還是會有對中國文
化、古風古韻的延續，在陳
設和場景的設置上，會更簡
潔古樸壹些”。第壹部重在
文人權謀智鬥，第二部更顯
“武將”氣息，所以新作的
禮儀指導會稍有區別。該劇
禮儀指導李斌介紹稱，“第
壹部的時候，我們用的比較
多漢禮的東西，但是《風起
長林》，主體人物、主體狀
態都是武將，跟之前梅長蘇
那種更顯儒士的狀態是有區
別的，從禮儀的方面來說，
這次要做的是希望能更多體
現周禮”。

王艷新劇造型唯美引發回憶殺 神秘身份初露端倪
由北京東方飛雲國際影視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導演賴水清執導，王艷攜手
何潤東、張馨予、李心艾、朱壹龍等聯
袂出演的大型古裝懸疑情感劇《花謝花

飛花滿天》目前於浙江衛視中國藍劇場
熱播中，該劇自開播以來便憑借劇中演
員的高顏值受到觀眾追捧。由王艷飾演
的靈姑子壹出場便引發網友熱議，令人
驚喜。本次，王艷飾演的是壹位隱居在
拜月谷中的醫女，不僅醫術高明並且秉
承仁者之心，幫助由張馨予、李心艾分
別飾演的謝千尋與傾城公主換臉以此來
挽救二人性命並改變二人命運，成為推
動劇情發展的關鍵人物。
花家救人破死局
神秘往事初露端倪
在之前的劇情中，王艷施展高超醫術
為謝千尋與傾城公主換顏，並且在谷底
首次與何潤東飾演的花滿天見面，當聽
到對方為花家人的時候，王艷瞬間的詫
異與凝滯都預示著她與花家有著不同尋
常的往事，值得探究。從最初的拒絕換
顏要求到後來為了破解“花家死局”、
挽救二人性命而答應二人，王艷飾演的
靈姑子雖略顯超脫高冷，卻於細微處將
情感表達拿捏得恰到好處，當提到花滿
天父親的時候，王艷眼神中所流露出的

悲傷令人忍不住探究她的那段往事，她
與花家的恩怨更是引發眾人期待。
造型唯美引發回憶殺
王艷不懼角色類比
此次王艷飾演的靈姑子壹襲白衣
出場，回眸間靜謐婉約，氣質盡顯，
引得網友紛紛喊話：王艷的古裝依舊
百看不厭。從《還珠格格》中溫婉大
方的晴格格，到《武林外史》中美好
深情的白飛飛，《青河絕戀》中柔弱
動人的萬秋玲，再到《無敵縣令》中
武藝高強的凝香公主，王艷的古裝造
型壹直令人驚艷，此次王艷在《花謝
花飛》中的亮相更是令人驚喜。而對
於眾多劇迷關於“晴格格、凝香公主”
等角色的議論，王艷則表示：觀眾對於
角色之間的類比肯定是會有的，並不會
介意，演員創造出的角色如果能夠深入
人心、令觀眾常常提及，則是壹種回
報。身處話題中間，王艷始終秉承作為
壹名演員的職責，不僅堅持演戲還熱心
於公益事業，以灑脫、隨性之姿，展現
出獨特的女性魅力。

38 集歷史傳奇正劇《天下糧田》
播出，該劇聚焦民之根本“糧田問
題”。《天下糧田》由威克傳媒出
品 ， 編劇高鋒創作，導演闞衛平執
導，總制片人俞勝利，肖凱，制片人趙
明，李傑林，張衍，講述了以訥親為
首的貪贓婪績的利益集團，借開荒之
名，升科收稅，殘酷盤剝墾民，使乾
隆的墾殖大業功虧壹簣，忠臣劉統勛
為保國之根本，扶棺上任，誓為皇上
執行“開荒增田”大策，救百姓於水
火的歷史傳奇故事。《天下糧田》演
員吳京安、徐僧、孫寧[微博]、宗峰
巖領銜主演，演員郝平、王繪春、侯
巖松、呂星辰、陳潔、趙冉、楚月、
馬捷等聯袂出演。目前，該劇已播至
中段，隨著劇情的發展，壹樁又壹樁
震天駭地的案件被牽扯出來，以劉統
勛為代表的正義之士將以怎樣的方式
守住大清國的耕地紅線，成了觀眾期
待的事情。
谷山為奪糧田尋線索
劉統勛查案引劇情小高潮
在此前播出的劇情中，裕善將死
道出“魚鱗冊”驚天秘密，使得天威
大怒人心惶惶，稻香村萬籮墩的田產
糾紛也愈演愈烈。錢塘巨商宋五樓奸
詐狡猾，又有女婿“朝廷重臣鐵弓南
之子——鐵箭飛”的包庇，使得他更
加為所欲為；谷山為幫村民奪回糧田
暗中尋找線索，誓言“寧丟烏紗帽再
也不丟田”，兩方愈發水火不容。
從開播就震驚朝野的“魚鱗冊”
案，再到由此牽引出的“人丁冊”案，

兩大案件究竟是誰在
暗中操作？在今晚劇
集預告中，劉統勛細
細勘察發現，與這兩
個案件有牽扯的大臣
不在少數，朝廷中不
同利益集團漸漸浮出
水面，壹時間朝廷上
下人心惶惶，這場正
邪兩派沒有硝煙的
“護國保糧”戰爭愈
演愈烈。

《天下糧田》魚鱗冊現端倪

B 主角
梅長蘇 VS 蕭平旌，壹個
智商開掛壹個愛捅婁子
《瑯琊榜》以赤焰軍少
帥林殊變身江左盟宗主梅長
蘇，步步為營替昔日含冤的
赤焰軍洗去汙名、扶持明君
的故事為主線，由胡歌飾演
的梅長蘇，毫無疑問是劇中
絕對主角。雖是病弱殘軀，
但才冠絕倫，令人對這個角
色印象深刻。雖然主創們在
介紹到《風起長林》時，將

它定位為壹部群像大戲，主
線是長林王府整個家族與各
方勢力的對抗。但從故事簡
介來看，劉昊然所飾演的蕭
平旌也是與梅長蘇壹樣，是
身兼重任的主線人物。蕭平
旌之所以成長，變得有擔當，
也是從調查其兄長、長林軍
副帥蕭平章壹案開始。
只不過，如果觀眾還想
看到壹個智商超群、碾壓四
方、全程開掛的2.0版梅長蘇，
那恐怕會有點失望了。因為
劉昊然介紹自己演的蕭平旌
時說，“蕭平旌前期是壹個
挺理想化的角色，他希望憑
自己心裏的喜好做事，捅了
很多婁子。其實我在劇裏早
該死了，如果不是我大哥、
嫂子、父王保護我保護得很
好，我就死掉了”。
種種劇透顯示，這回劉
昊然出演的主角，智謀不壹
定比肩梅長蘇，故事更側重
於他作為壹個原本逍遙自在
的少年，從玩世不恭到肩負
起家國天下重任的成長蛻變。
劉昊然也說，自己對角色的
理解就是“少年的成長”，
“這個角色開始想挑戰命運，
後來是接受命運。他不希望自
己的人生是被規劃好的路，但
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被規劃
好的，最終只能接受了”。

吳京安查案引正邪之戰

A 故事
風起長林，是有關“蕭
庭生”後代的故事
兩年前播出的電視劇
《瑯琊榜》，改編自海宴從
2006 年開始在網絡連載的同
名小說。難得小說受歡迎，
改編成電視劇播出後也取得
了不錯的反響，最終該劇更
是在豆瓣上拿下9.1分的高分，
成功坐穩 2015 年豆瓣高分國
產劇的榜首寶座。有了口碑
打底，制作團隊也乘勝追擊
宣布開拍第二部。只不過，
前作劇集的結尾中，帶病征
戰的梅長蘇已經戰死沙場，
新作故事要如何開展，成為
不少劇迷心中的疑問。
如今《風起長林》的劇
情梗概已出，預告片花也有，
相信大家看完對於“為什麽
胡歌沒出演第二部”這個問
題也釋然了。與前作不同，
《風起長林》沒有小說的根
基，而是原著小說作者兼編
劇海宴根據《瑯琊榜》結尾
埋下的伏筆，所撰寫的壹個
圍繞著蕭庭生後代展開的新
故事。

取名《風起長林》，其
實也是有來頭，源於第壹部
結尾中靜妃與高公公的對話：
“起風了”，“這宮墻之內，
風從來就沒停過”。在上壹
部結尾中，梅長蘇與蒙摯領
軍開赴北境，為大梁子民消
除了危機，“靖王”蕭景琰
登基後，為這支功勛之軍賜
名“長林軍”。《風起長林》
所講的故事發生在第壹部的
四五十年之後，當年被梅長
蘇從掖幽庭救出、在蕭景琰
府中成長的蕭庭生（孫淳[微
博]飾）已近暮年，他作為長
林軍主帥，征戰沙場多年，
立下赫赫戰功。
蕭庭生膝下有二子，長
林王府世子蕭平章（黃曉明[
微博]飾）性格剛柔並濟，在
朝堂上心思縝密，護長林王
府周全；在戰場上能有勇有
謀，保衛大梁邊境的安危。
而長林王府二公子蕭平旌
（劉昊然飾）自幼受教於瑯
琊閣，性格飛揚跳脫，生活
也逍遙自在。長林王府壹脈
為大梁邊境的安寧立下汗馬
功勞，卻因軍功太過又久享
陛下盛寵，令朝堂上部分大臣
對其惡意揣測。邊境的動亂、
朝堂的猜疑，令長林王府遭受
內憂外患，面對困境……

實力派演員組豪
華套餐
氣場全開飆演技
飾演劉統勛的吳
京安，在熒幕上塑造
過多種人物形象，尤
其是他演繹的淳樸憨
直的農民形象讓觀眾
記憶深刻。此前，由
他主演的話劇《湘
江· 湘江》榮獲中國
戲劇“梅花獎”。徐僧因主演《神槍》
被人熟知，在《天下糧田》中演繹正直
不屈的谷山。孫寧是《金粉世家》裏的吳
佩芳、《京華煙雲》裏的孫曼妮、《老
大的幸福》裏的梅好，此次，孫寧在該
劇中飾演的奇女子大扇子。宗峰巖則飾
演為百姓分憂落淚的年輕帝王。
此外，郝平、王繪春、侯巖松、呂
星辰、陳潔、趙冉、楚月、馬捷等演員
鼎力聯袂出演本劇的重要角色，也 為
該劇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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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化了！《帕丁頓熊 2》曝口碑特輯
帕丁頓現身中國“熊抱”觀眾 與大熊貓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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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暖心回歸，影片於 12 月 8 日登陸
內地銀幕。不久前權威媒體《帝國》雜
誌最新評選出了年度最佳 20 部電影，
《帕丁頓熊 2》位列第 13 位，是唯壹壹
部入選的真人動畫電影。

在今日曝光的壹款“人人都愛帕丁
頓”版口碑視頻中，不僅可以看到家長
和小朋友們對於《帕丁頓熊 2》的評價，
還能看到片中主角帕丁頓熊現身成都尋
找自己的中國小夥伴大熊貓，又在重慶
品嘗了當地美食。同步曝光的“禮物”
版海報又讓我們提前感受到了濃濃的節
日氣氛。
《帕丁頓熊 2》的故事承接上壹部，

帕丁頓熊雖然順利在倫敦安家，但時刻
惦記著遠在秘魯的露西嬸嬸，他看中了
壹本書，想作為給露西嬸嬸的 100 歲生
日大禮，卻沒有料到為此陰差陽錯地進
了監獄，引發了壹系列荒唐又刺激的冒
險……
這部溫暖又歡樂的電影此前在英國
首映時就獲得了零差評的超強口碑，在
國內公映之後同樣獲得了全民點贊，在

今日曝光的“人人都愛帕丁頓”版口碑
視頻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和小朋友
們分享了自己的觀影感受，許多家長表
示“帕丁頓身上的愛與責任對於孩子是
特別好的引導”，“以後要多帶孩子看
這種電影”。而小朋友們提到帕丁頓更
是贊不絕口，“他很聰明很善良”，
“希望有他這樣壹個朋友”。觀眾們也
紛紛表示這是壹部老幼皆宜的電影，

“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都能學
到許多東西”。
視頻中還可以看到帕丁頓
熊戴著小紅帽穿著藍風衣現身
中國各大城市。這位在英國最
受歡迎的小熊不但在北京與孩
子和家長們互動，還到四川尋
找他的中國朋友大熊貓，在成
都大熊貓繁育基地裏與大熊貓們打招呼
，兩國“國寶”相見分外熱情。
而轉身到了山城重慶，帕丁頓熊又
變身小吃貨享受中國美食，麻辣火鍋重
慶小面樣樣不落，到了晚上還意猶未盡
地逛夜景。
電影《帕丁頓熊 2》已經於 12 月 8 日
公映，除了中國巨幕、IMAX 格式、4DX
之外，還有 2D 制式可供選擇。

反烏托邦“掠食城市：致命引擎”首發預告
彼得·傑克遜制片新作 “指環王”班底重聚
《指環王》與《霍比特人》系列的
導演彼得· 傑克遜，制片的新作《掠食
城市：致命引擎》發布了中文版預告片
。影片由克裏斯蒂安· 瑞沃斯執導，是
他的導演處女作。
克裏斯蒂安已經從業了二十多年，
多是彼得身邊故事板設計師的身份，還
為《霍比特人》系列拍攝了許多動作鏡
頭。《掠食城市：致命引擎》改編自菲
利普· 雷夫的原著小說，這也是他蒸汽
朋克四部曲中的首部作品。
《掠食城市：致命引擎》設定於未
來，核戰毀掉多數人類社會文明的幾千

年之後。人們適應並發展出了新的生活
方式，幾乎不剩下什麽資源了，城市也
可以移動，以便搜尋廢土，互相爭鬥。
這就像部海盜電影，而移動的城市就是
海盜船，而讓人毛骨悚然的預告片，也
讓我們對於即將到來的這場混亂得以壹
瞥。
Tom Natsworthy（羅伯特· 席安飾）
來自倫敦城的下層，在遇到危險的逃犯
Hester Shaw（海拉· 西爾瑪飾）之後，
需要為自己的生存做鬥爭。兩條本不應
該有交集的道路在此交匯，組成了讓人
預想不到的聯盟，註定了要改變未來的

軌跡。
預告片中，倫敦城化身為《瘋狂的
麥克斯：狂暴之路》中那種超級機械的
風格，這壹場後世界末日的科幻烏托邦
式華麗表演，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指
環王》系列卡司的重聚：劇本是由《指
環王》和《霍比特人》系列的彼得大帝
、弗蘭· 威爾士與菲利帕· 鮑恩斯共同打
造，“精靈王”雨果· 維文雖然未在本
支預告片中出現，但也加入了卡司重聚
的隊伍。
《掠食城市：致命引擎》將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全美公映。

喬治克魯尼《迷鎮兇案》發中文海報
馬特達蒙演油膩中年男“沒臉見人”
由科恩兄弟編劇，喬治· 克魯尼導
演，馬特· 達蒙、朱麗安· 摩爾、奧斯
卡· 伊薩克等眾多好萊塢明星主演的犯
罪喜劇《迷鎮兇案》，今天發布了中文
版海報，三位主角沒有露臉，以片中的
形象登場，也算是別出心裁。據悉，影
片有望近期中國內地定檔。
《迷鎮兇案》原名《迷鎮》，講述
了上世紀 50 年代美國平靜小鎮上發生的
壹起兇殺案，馬特· 達蒙壹改《諜影重
重》系列中帥氣幹練的特工形象，飾演
了壹位看上去很慫的“油膩肥胖中年男
子”。

影片曾入圍第 74 屆威尼斯電影節主
競賽單元，以及第 42 屆多倫多電影節
“特別展映單元”，在北美上映時，
《綜藝》雜誌曾評價“令人驚艷又高度
緊張，馬特· 達蒙塑造了壹個迷人又腹
黑的無賴。”
《迷鎮兇案》是科恩
兄 弟 從 1984 年 推 出 第 壹
部作品以來，三十多年中
絕少為他人撰寫劇本，可
以說是相當難得。而熟悉
科恩兄弟作品的觀眾都
知道，他們創作的作品

在國際電影節上多次獲獎，但之前甚
少引進，《迷鎮兇案》目前傳出消息
有望引進，很有可能將於近期上映，對
於這個題材的好萊塢作品，國內引進的
並不多，科恩兄弟的影迷和對犯罪喜劇
感興趣的觀眾可以好好留意了。

桑德拉·布洛克“八羅漢”發先導預告

官方譯名《瞞天過海：美人計》

內地有望引進

由桑德拉· 布洛克等全明星陣
容主演的女版“十壹羅漢”《瞞天
過 海 ： 美 人 計 》 （Ocean's Eight,
暫譯）曝光壹支先導預告。
短片以布洛克和“大魔王”凱
特· 布蘭切特兩人密會作為開頭和
結尾，中間穿插了“女賊天團”作
案的畫面：“香蕉姐”莎拉· 保羅
森、敏迪· 卡靈、蕾哈娜、海倫娜·
伯翰· 卡特、安妮· 海瑟薇、Awkwafina 等都悉數登場。值得註意的
是，短片中 Danny Ocean（喬治· 克
魯尼在《十壹羅漢》中的角色）墓
碑壹閃而過——難道已經領便當？
！據悉，《瞞天過海：美人計》與
《十壹羅漢》有壹定聯系，但並不

是續集也不是翻拍重啟。
布 洛 克 飾 演 Ocean 家 族 的 另
壹 位 成 員 Debbie Ocean； 她 在 獄
後，聘用了其他七位職業小偷組
成“八羅漢”，在每年壹度的紐
約 Met Gala 上偷取價值不菲的寶
物。
影片由加裏· 羅斯（《饑餓遊
戲》《奔騰年代》）執導，男版
“羅漢”系列導演史蒂文· 索德伯
格和主演喬治· 克魯尼則以制片人
身份參與本片，馬特· 達蒙飾演的
Linus Caldwell 已經確認會在《八
羅漢》中回歸。
影片北美定檔 2018 年 6 月 8 日
開畫，內地有望引進。

“銀護
銀護”
”導演古恩回歸恐怖電影
古恩兄弟聯手打造恐怖新片 明年春季開拍
成功打造《銀河護衛隊》
系列的導演詹姆斯· 古恩即將
將回歸自己最熟悉的恐怖片領
域。他的弟弟布萊恩· 古恩與
堂 弟 馬 克 · 古 恩 聯 合 創 作了壹
部恐怖電影劇本，詹姆斯· 古恩
將這部電影擔任制片，其長期
合作夥伴大衛· 亞羅夫斯基出任

該片導演，影片預計 2018 年春
季開拍。
在詹姆斯· 古恩被漫威“招
募”加入超級英雄大片導演行
列之前，他導演的恐怖片作品
《撕裂人》、《超級英雄》已
經虜獲了不少死忠粉。古恩家
族的幾位成員也經常壹起合作

。詹姆斯和布萊恩聯合創作的
惡搞網劇《PG Porn》曾獲得超
過 1 億次的高點擊率；布萊恩和
堂兄馬克合作編劇過《地心歷
險記 2:神秘島》，詹姆斯、布
萊恩和馬克三兄弟還壹起為亞
馬遜公司新劇《警界雙雄》擔
任編劇。

古恩兄弟們的新片將由
The H Collective 公司進行投資
， 並 同 古 恩 家 族 名 下 的 Troll
Court 娛樂公司壹起制作。布萊
恩· 古恩、馬克· 古恩、丹· 克利
夫頓、以及 The H Collective 的
首席執行官尼克· 克勞利將壹同
擔任此片執行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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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組織」 昨完成2017 年最後一個項目
對自由高中225 位學生贈送佳節火鷄及日用品
圖為 「Liberty Hign School 」 的學生及校長 Rivas Monico（
Monico （ 二排中 ）
及 「愛心組織 」 代表
代表（
（ 二排右起
二排右起）
）翁定台
翁定台、
、會長徐小玲
會長徐小玲、
、HISD 教委
宋嘉年、
宋嘉年
、黃登陸等人合影
黃登陸等人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休士
頓華人 「愛心組織 」 昨到
Sharpstown 的 「Liberty High
School 」去贈送佳節禮品，
圖為 「愛心組織 」 的會長徐小玲
的會長徐小玲（
（ 右一立者
右一立者）
） 在捐贈儀式上致詞 包括每位學生可獲一個重達
。（ 右三 ） 為 HISD 史上首位亞裔教委宋嘉年
史上首位亞裔教委宋嘉年，
，及 「愛心
愛心」
」理事
理事（
（ 十餘磅重的火雞或火腿，一
左起）
左起
） 黃登陸
黃登陸、
、劉一慧
劉一慧、
、黃龍雄
黃龍雄、
、翁定台等人在儀式上
翁定台等人在儀式上。（
。（ 記者秦鴻 大袋馬鈴薯，及每人可獲一
大箱日常用品。昨天共頒發
鈞攝 ）

了該校 225 位學生，總價七
千元美金以上的物資。 「愛
心組織 」 是用上次哈維颶風
捐款的節餘，完成這次佳節
捐贈。
「Liberty High School 」
為一僅 450 位學生的學校，
學生多來自中南美洲，亞洲

圖為 「愛心組織
愛心組織」
」 贈給 「Liberty High School
」 每位學生的佳節禮物
每位學生的佳節禮物。
。 包括
包括：
： 火雞
火雞、
、 馬鈴
薯及多項日用品及罐頭。（
薯及多項日用品及罐頭
。（ 記者秦鴻鈞攝 ）

柬埔寨，緬甸，以及美國內
陸各州的弱勢族群移民，他
們多不懂英語，該校校長
Rivas Monico 昨天在贈送儀
式上代表全校師生表示謝意
。他也提到該校的特色： 多
文化、多思維、學業成功！
「愛心組織 」 昨由會長

徐小玲領軍、包括理事黃登
陸，翁定台、黃龍雄、劉一
慧及 HISD 首位亞商教育委員
（ 剛連任成功 ） 宋嘉年女士
都出席捐贈儀式，並在儀式
上致詞表示關懷慰問之意。

2018 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2018年美南大專校聯會獎學金
即日起接受申請，
即日起接受申請
，申請截止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
（ 本報訊 ） 一年一度的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獎學
金，今年將分八類進行甄選分發。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一類獎學金，是華裔青年從政獎學金。其主旨在鼓勵有志
從政的青年爭取在立法機構基層學習的良機。每年在國會、州議
會議員的辦公室，都錄用為數不少的實習生(Interns) 。這些實習
生的職位，是提供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參與立法機構運作的絕
佳良機；同時，也是培養未來政治人物的搖籃。校聯會此一獎學
金，名額至多二名，金額每名二仟元。申請者必須是在大學或研
究所(包括法學院)的學生，并且已取得或有意取得國會、德州州
議會或休士頓市議會中任何一議員辦公室的實習生職位。
第二類獎學金，是校聯會已舉辦二十餘年的傳統獎學金，開
放給十二年級的高中生申請。依據學生的學業成績、領導才能、
社區服務、與課外活動來甄選得獎者。校聯會傳統獎學金，名額
至多六名，每名一仟元。
*另設一名社區服務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文化大學校友黄登
陸先生為紀念其妻張玉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
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一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一仟元。是台灣大學校友
樓一中先生為紀念父母親樓迪善將軍及夫人所設，是以學業成績
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另設二名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金額每名一仟元。是夏尚權先
生及台灣大學校友夏慧芸為紀念父母親夏元治先生及夫人所設，
是以學業成績優良、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
第三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
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中原大學校友張南庭先生為紀念其父母親張東朝先生及夫人所
設，名額五名,金額每名二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林宗生先生為紀念其父親林瑞發先生而設立的，
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台灣大學校友陳碧雲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凌坤女士而設立的
，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 銘傳大學校友王慧娟女士為紀念父親王財興先生及夫人王
袁杏月女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一仟五百元。
* RLC 基金助學金 ，名額及金額未定，依需要而定。
第四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有志上大學
的 NorthBrook 高中十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政治大學校友劉旭強
女士為紀念其母親劉楊秀鶴女士而設立的，名額一名，金額三仟
元。
第五類獎學金，此項音樂獎學金，申請者必須是有志上大學
主修音樂的十二年級高中生，或大學或研究所音樂系的學生。此

類獎學金是下列校友提供：
＊藝術大學校友謝家鳳女士為紀念其父母親謝文治教授及夫人所
設，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石山地產莊麗香女士設立，名額一名，金額二仟元。
第六類獎學金，是以品學兼優、家境需求補助、大學物理系
的學生為對象。此類獎學金是銘傳大學校友胡小蓮為紀念丈夫馬
驥驃博士所設，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七類獎學金，社區服務獎學金。是台灣大學校友蔡亞麟先
生為紀念其妻范增瑩女士所設，是以社區服務卓越貢獻、有志上
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第八類獎學金，運動獎學金。是淡江大學校友吳曉農先生為
紀念其妻顧志慧女士所設，是以運動方面有卓越成就、家境需求
補助、有志上大學的十二年級高中生為對象，名額二名，金額一
仟伍百元, 或名額一名，金額三仟元。
以上所有獎學金，都將於六月的校聯會 「獎學金之夜」舉行
頒獎儀式。有關各類獎學金的詳細申請辦法及表格，請見校聯會
網 頁 http://www.jccaa.net 或 電 詢 獎 學 金 召 集 人 鄭 大 展
281-919-9576 fcheng49@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