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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白宮官網消息，12 月
18 日下午 2 點，川普總統在華盛頓的羅納德.裏根大廈的國
際貿易中心發表演講，為他的政府揭開了國家安全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 的帷幕。
新的國家安全戰略（NSS）是任何一屆總統的重要裏
程碑。 這是一份法定文件，它向美國人民、美國盟友、合
作夥伴以及聯邦機構解釋了總統打算如何實施國家安全政
策。
值得期待的是：川普總統的這一戰略在就職不到一年
之後就制定來了，並通過 11 個月的總統行動來恢覆對美國
的尊重，以及在國內恢覆了信心。 它的四個核心主題聽起
來很熟悉，是總統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在華沙，在波蘭
以及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談到的主要外交政策和信條。

一個主要的承諾看到成效
川普總統開始他的競選時，他承諾他的政府將會推動
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經濟實惠。 隨著
國會在“減稅與就業法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 會議報
告在周五的公布，總統即將大力履行這一承諾。
通過降低利率，簡化美國的稅法，廢除被稱為奧巴馬
醫保（Obama care）帶來的負擔，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的稅
收減免政策，“減稅與就業法案”等等，將促進經濟發展
，提高工資水平。
總統讚揚參眾兩院與會者達成的協議，並期待在年底
之前給美國人減稅。
當天晚些時候，總統將會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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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社 12
月 19 日，2017 訊。近幾週來，針對數十名強勢
男子的性騷擾指控正在引發律師們重新思考如
何處理這類案件，包括長期使用保密協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有時是男性，發
表聲明，解決與受害者討論騷擾案件或虐待索
賠 的 《 不 披 露 協 議 》 （non-disclosure agreements ，NDAs）已經受到抨擊，許多立法者和
專業團體現在認為應該廢除這樣的協議。
在騷擾案件中代表原告和被告的律師都表
示，他們以前認為很少違反的 NDAs，如果受到
質疑，將在法庭上維持原狀。 但是，現在法院
更有可能使這樣的協議失效，認為這些協議違
背公共利益。
在律師事務所專長僱傭法方面的法律，代
表雇主的羅恩律師（Ron Shechtman）說： “如

果能找到一位律師對現存的
NDAs 具有可執行性仍抱有信心
，我會很驚訝。”
幾位律師表示，他們現在更
傾向於建議行為不當的高級管
理人員或其他知名人士面對索
賠，而不是試圖自衛或使指控
取消。 這是最近幾個星期選擇
當中有幾個案件情況。
但是律師們認為，削弱保密
性也可能會對指控者造成影響
。 沒有保密的承諾，和解的可
能性會更小。 保密協議，至少
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防止被
指控的不當行為的男子虛偽地描述對他們的指
控。
原告的律師說，從長計議，他們的建議可
能會有所不同，這取決於他們客戶的目標。 紐
約律師道格拉斯.維格多（Douglas Wigdor）表
示，有些人可能想要公開，以使得騷擾者處於
被動地位。 然而，其他人則“要求保密，就像
騷擾他們的人一樣”。
這種協議只有在控告者提出或打算對不當
行為提出指控要求時才會出現。 現在許多在公
開場合受害的婦女沒有起訴，也沒有打算這樣
做。
《 不 披 露 協 議 》 （non-disclosure agreements ，NDAs）的批評者說，他們通過提供崗
位而對其他人保持連續的性騷擾。 紐約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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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亞州，賓夕法尼亞
州和新澤西州的立法者建
議在性騷擾和其他與就業
有關的案件中禁止使用
《不披露協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性騷擾事件曝光，這些動
作可能會使禁止使用《不披露協議》獲得動力
。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數百萬人在社交媒體上
發聲，在“我也是”欄目下發布他們的一些故
事。
目前的《不披露協議》並不一定能阻止女
性 出 面 指 控 。 前 好 萊 塢 製 片 人 哈 維. 溫 斯 坦
（Harvey Weinstein） 的 助 理 塞 爾 達. 帕 金 斯
（Zelda Perkins）表示，她違反了這一協議，公
開了對她前任老闆的性騷擾指控。
溫斯坦否認所有關於非自願性行為的指控
。 路透社尚未獨立核實這些說詞。
違反保密協議的女性可能面臨違約的訴訟
。 但是控辯雙方的律師都表示，公司和那些被
指控行為不當的人不願意在當前的環境下起訴
襲擊或性騷擾的受害者。
即使他們起訴違約了，也不能保證他們會
贏。 如果法官認為他們對某一方不公平，或者
他們違反了公共政策，法院判決可以自由量裁
。 今年早些時候，華盛頓的一個聯邦上訴法院
宣布無效的就業協議，禁止醫院工作人員討論
他們的工資和其他工作條件。
一些州已經有法律限制會產生“公共危害
”的保密協議，例如產品缺陷或環境汙染。
律師說，同樣的推理可能被用來使包括性
行為不端指控在內的保密協議失效，理論上說
，如果一些性騷擾者的行為沒有被揭露，那麼
就理由相信一些騷擾者可能會對社會上其他人
構成危險。

印第安那大學法學教授，在性騷擾案件中
代 表 控 方 的 律 師 詹 妮 弗. 德 羅 巴 克 （Jennifer
Drobac）表示，法庭會特別譴責涉嫌性侵犯或
其他刑事犯罪行為的保密協議。
因此，有幾位律師表示，未來協議的使用
可能會少一些，而且可能在限制較少的情況下
使用。 代表雇主騷擾訴訟的 Foley＆Lardner 律師
事務所的律師達布尼 韋爾（Dabney Ware）說，
未來的保密協議可能只對當事人的名字和支付
的和解金額保密，同時允許公開指控。
律師指出，公司在公眾面前和投資者的壓
力下會表現出對嚴重不當性行為的重視，現在
不再有多少人保護因為不當行為遭到指控的高
級職員。
代表二十幾個人反對福克斯新聞歧視案件
的維格多（Wigdor）指出， 21 世紀福克斯公司
的前任主持人比爾.奧賴利（Bill O'Reilly）和前
網絡負責人羅傑艾 爾斯（Roger Ailes）因為種
族歧視案件而支付了 9000 萬美元和解。
律師說，一些旨在強制執行保密的強硬手
段也可能會消失。原告的律師說，客戶以前曾
被要求交出或銷毀證據或簽名保證不法行為被
告的權益。 一些和解協議結構出現變化，被告
和解款項的付款方式也會改變。
控辯雙方律師說，這樣的條款現在可能是
法院的禁區，以致訴訟無效。
但韋爾說，《不披露協議》仍然可能用於
不太嚴重的案件，或用於調查不確定的騷擾索
賠。
原告的律師說，很多指控者希望保持低調
，過度曝光的風險可能會阻止他們挺身而出。
韋爾（Ware）說：“我們仍然會有一些場
合將運用《不披露協議》，但是這將會受到更
多的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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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派外商投资政策红包

出台“外资十条”优化营商环境
伴随 2017《财富》全球论坛、特朗普税改通
过，广东聚焦吸引优质外资、高端人才，又一次
为新型全球化助力、发声。近日，广东省政府对
外公布《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
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外资十条”），放开
30%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准入，外资新设地区总部
最多可奖 1 亿元；还将为重点外企提供知识产权
保护“直通车”服务，为外商高管派发“优粤卡”
政策优惠等。

所得税。

●支持世界 500 强新设研发机构
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刘炜表示，外资研发机
构和法人机构与本地居民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对
于世界 500 强企业等在广东新设的外资研发机构，
采取一项目一议的方式给予重点支持。符合条件
的外资研发机构进口科研仪器设备，还可以享受
免征进口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放宽投资新能源汽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

●新设地区总部最高奖 1 亿元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郑建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外资十条”围绕实体经济这条主线，聚焦
优质外资，聚焦世界 500 强企业，聚焦总部经济，
聚焦研发创新，提出扩大关键领域对外开放。
广东放开 30% 的限制外商投资产业，制造业
领域放开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外资股比限
制；服务业领域取消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
维修等的外资股比限制，金融业领域放宽外商投
资银行等外资股比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等。
鼓励各地参照前海“双 15”所得税补贴政策，
由地市出台优惠目录，地方财政对高端人才个税
和产业优惠目录企业所得税高于 15% 的部分给予
奖补。
新政还有不少措施专门针对港澳，广东自贸
试验区逐步推进放宽港澳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
务所受理、承办的法律事务范围；认可区内港澳
金融专业人士在港澳从业经历；支持港澳工程建
设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区内直接执业。

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发展处处长刘雄威透露，
将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项目或地区总部
最高奖励 1 亿元。地区总部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
首次超过 1 亿元的，按照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
量的 30% 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15% 税率”优惠政策扩至全省

●自贸区开展“NRA+”试点

广东省国税局国际税务处处长刘丽透露，经
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由广州、深圳扩大到全
省范围。
中国财政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委
正在抓紧制定鼓励境外投资者持续扩大在华投资
的税收政策，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
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
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资本项目管理处副处长曹
峰建说，将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开展“NRA+”试点。
支持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本外币全口径跨境
双向融资，在 2 倍净资产的外债额度内获得本外
币融资；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在区内和境外发行债
券，允许其将境外发债资金回流作为资本金使用。
跨国公司可选择在自贸区成立的成员企业作为主
办企业，组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苏力 陈
晓 郭家轩）

●外商高管获人才“优粤卡”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处处长魏建文表示，外企高管等 7 类人才纳
为“优粤卡”服务对象，扩大“优粤卡”使用领域。
“优粤卡”持有人及其亲人享受当地人才住房、
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待遇。持“优粤卡”外
籍人员可优先推荐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此外，回国后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的海外高
层次留学人才可直接认定高级职称。持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人员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中国籍
公民同等待遇。外籍高层次人才可享受出入境、
停居留及聘雇外籍家政人员等便利措施。

《财富》论坛迎全球来宾 “老广”力推一日游攻略

“这么美的广州 8 天都逛不完”
“到花城广场可以体验大都市气派，到广州
塔可以欣赏美丽城市夜景，到天河路商圈可以
逛街买买买，到白云山能极目山林峻美，到海
珠湿地公园能感受到宁静的自然风光……”61
岁的广州市民张伯最近在朋友圈、微博，发布
自己退休后游广州的经历，向网友自豪推介。
在《财富》全球论坛举办期间，记者走访
部分广州市民，发现他们会以亲身经历向中外
宾客介绍：广州就是那样美。
“广州蓝”频刷朋友圈
一大早，广州的天蓝蓝的，冬日暖阳打在
东濠涌的石板路上。东濠涌北起白云山脚下的
麓湖、南至珠江，是起源于宋代的广州六脉渠
中唯一保存下来未完全覆盖的一脉。从曾经的
臭河涌到Ⅱ类优质水质，东濠涌就像广州越变
越美的一个微缩景区，放眼这座千年商都，近
几年的绿色转型成为这里居民的骄傲。
刚退休的张伯与老伴重温了年轻时的渡轮，
还第一次坐上有轨电车从滨江路出发一直到黄
埔古港，继而在傍晚赶到海珠湿地公园一起浪
漫看日落。海珠湿地是在这座特大城市中心区
域中腾出约 1200 公顷的土地、花费近 46 亿元
改造建设而成的。2015 年底，海珠湿地正式升
级为中国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中心城区的生态
绿核，享有“广州绿心”的美誉。
汉哥在广州耕耘 20 年，他已经记不得有多
少天的朋友圈是被“广州蓝”刷屏，他每次都
忍不住力邀朋友来这里旅游、生活。
珠江新城比曼哈顿还美
就在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林宏一家带着亲
友在广州玩了一圈。“竟然 8 天都玩不完”，

最让他们兴奋的是，沿着“东山径”行走，可
以近距离感受领略岭南特色风情。“新河浦附
近的中共三大会址、春园、逵园都没来及去看。”
林宏笑着说。
在广州，人们可以参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海幢寺、十香园等历史古迹，寻迹广州十三行
博物馆、黄埔古港、沙面大街等古代海丝遗址，
更可以从传统粤剧艺术到“中国音乐金钟奖”，
从古朴的沙湾古镇到中西结合的白天鹅宾馆，
再到城市中轴线上那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城广场、
海心沙。“一年 50 多个双休日，估计每次安排
不同节目，都逛不完广州。”
“在花城广场，白天可以慢跑快走、喝茶阅
读；晚上，广州塔、东塔、西塔，三塔争辉之下，
整个珠江新城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美。”离穗赴
美留学七年归来的朱先生也感叹家乡的变化。
人文关怀具备“暖实力”
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三年（即 1380 年），
在“老广”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我们小
时候就来越秀公园、上五层楼（镇海楼），在
一些榕树下听老人家讲古。”岑先生带着 5 岁
的女儿感受儿时时光。让岑先生感到幸福的是，
他的下一代不仅能拥有厚重历史的镇海楼，还
能在广东省新博物馆、广州图书馆、广州科学
中心、JC 动漫馆等各种崭新的知识海洋内畅游。
文化软硬件让广州人自豪，街头巷尾的细节
中也透着广州的“暖实力”：导盲犬的到位、残
障通道的合理设置、志愿者的靓丽身影、服务行
业从业人员的真诚笑容、指示清晰的路标方向等。
在广州生活了 10 多年的石女士说，一座让残障
人士都方便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城市，才是文明程
度高的城市，也是深得人心的城市。（谢苗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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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計劃隆重推出
（ 本報訊）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及全美主要媒體和合
作單位創立的“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計劃”隆重推出啦！該活動
由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及各會員會主辦，世界日報，美南新
聞報業電視集團等媒體，全美山東總商會，美亞工商聯合會等協
會共同協辦;旨在發現，宣傳及培養在美的華裔青年領袖，幫助
他們更深入地融入各個領域，成為華裔青年在美的領頭雁。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於 1992 年年成立，是在美國紐約登記
註冊的非盈利社會團體組織，包括全美各主要城市共 8 個會員會
。旨在加強旅居美國的山東同鄉，朋友及相關人士之間的聯繫，
增進了解，互相合作;協助全美各地山東同鄉會拓展會務，弘揚
中國傳統文化;促進山東省與美國之間的社會，文化和經濟交流
。
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計劃針對於年齡在 22 至 40 歲的校外專

業人士，志在發現及培養 5 個主要領域的青年領袖，包括藝術，
商業，公益，科學，政治，每個領域各選 15 位;另有對於在校大
學生及研究生，不分特定領域，共選 25 位，總共百位青年領袖
。
此次活動將根據開展情況分多年進行，候選人由全美山東同
鄉會各分會及合作協會推薦和通過網站報名海選產生，該獎項由
已在各個領域擁有傑出成績的顧問評委根據候選人在各自領域的
建樹，創新及領導能力來評選，並要求候選人是華裔或會講中文
。
新百強領袖計劃獎項豐富，包括現金獎，宣傳報導及為入選
者提供機會在政府，企業實習，並有參加華盛頓首府的青年領袖
會和到中國參訪交流的機會。另外，主辦及協辦單位將根據個人
的專業方向，為入選者推薦相應的專業導師提供成長指導。

2018 年全美新百強青年領袖計劃首批申請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2 月 20 日，有意推薦或報名者請上網申請並上傳相關簡歷，文
章或視頻等資料，詳情請見活動網站 http：// www.100risingstars.
com 或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網站 www.usshandong.org。
全美山東同鄉會聯合總會是在美國紐約登記註冊的非盈利社
會團體組織，旨在加強旅居美國的山東同鄉，朋友及相關人士之
間的聯繫，敦睦鄉誼，增進感情，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山東省與
美國之間的社會，文化和經濟交流，並鼓勵鄉親與當地人民和平
相處，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維護和爭取華人權益。總會於
1992 年年成立。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休士頓/梅路村）明代楊慎的“臨江仙”
詠史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
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
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和蘇軾的
“念奴嬌”宋詞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
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出嫁
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飛灰
湮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
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 都是著名和非凡
的優秀詞作。這兩首詞都是藉述赤壁歷史興亡
抒發人生感慨，詞中豪放有含蓄，高亢中有深
沉。兩首詞都充滿了慷慨悲情的印象和思想，
令人讀來蕩氣迴腸，感慨萬千並回味無窮。這
兩首詞之間分別寫在四百五十年前後，卻給讀
者有類似的感受：故國神遊，人生如夢。楊慎
受到蘇軾的影響，但楊慎似乎更多地強調了悲
觀，痛苦和失落，忽視了歷史流下的功績。因
為楊慎和蘇軾兩個人同為狀元，有著同樣的人
生經歷，對於宦海生涯感到失望，在官場被排
擠並且被放逐到遠離首都的貧瘠之地。讓讀者

對他們深表同情之時，彷彿也對他們的蒼涼悲
壯經歷有感同身受的感覺，並對他們淡泊寧靜
的氣節和崇高的意境與深邃的人生哲理表達同
感和敬意。
楊慎（1488～1559）是宦家子弟，家境優
越，是太子的老師楊廷和之子，四川人，明代
文學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後因流放滇南，
故自稱博南山人。正德六年楊慎 24 歲，少年得
志，就中了狀元，是眾口讚美與羨慕的才子，
官翰林院修撰。不料，嘉靖三年，因“大禮議
” 觸犯了 “龍顏” ，他被皇帝下令在宮門外
受廷杖，謫戍終老於雲南永昌衛。 楊慎的一切
榮譽華富貴在轉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踪，再想
回到從前平靜的生活和回到美麗的故鄉，已經
不可能。兩位作者都藉用長江與其浪潮相比歷
史長河不止息的奔騰與其沉澱的功能，在成敗
得失之間尋找長遠和不變的人生哲理。從歷史
的興衰，人生的沉浮，傾訴出生活的嘆息並且
尋找使生命有意義和愉快的生活方式。楊慎之
所以能夠以深邃的眼光看待歷史，寫出氣度宏
闊的史詞，跟他的身世有深厚的關係。殘酷而
苦澀的人生經歷，使楊慎擁有深刻的人生感悟
，因此，在他的史詞中體現出平淡和深刻的人

生感觸 -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滾滾長江，洶湧東逝，它就像時間一樣日
夜流淌，不可逆轉。浪花飛濺，千古英雄在其
中湮沒消失，包括楊慎和蘇軾在內。 是非成敗
，功名，事業，轉眼的就隨著江水流逝，煙消
雲散，不見踪影。只有青山仍舊矗立眼前，忠
實伴著不止息的西下夕陽。有朋自遠方來的喜
悅，酒逢知己，使楊慎的孤獨與蒼涼有了一份
慰藉。古往今來，世事變遷，即使是名垂千古
的豐功偉績也不過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論內容，
在淋漓談笑中，各種事務對楊慎都變的不足輕
重，歡愉和滿意盡在不言中。
歷史如鏡，自從 2500 年以來，有不少名人
在他們的名著中也表達了相似的人生哲學，其
中包括：晉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晉王羲之蘭亭集序: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唐李白春夜宴桃
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
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
良有以也。 他們都有豐富的甚至是痛苦的人生

體驗，才能看穿世事。他們都認為是非成敗都
如同過眼煙雲，就不如寄情山水，托趣天地萬
物和春風，自在自得。自然界和宇宙的亙古悠
長，不論歷代如何興亡循環，盛哀往復，但青
山和夕陽都不會隨之改變。浮生若夢，不能釋
懷。一如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在歷代許多讓人感到憂傷的故事中，還有
一個令人鼓舞的英雄人物范仲淹，用他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的非凡人生哲學激勵著人們。范
仲淹＜岳陽樓記＞: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
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
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
異二者之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然則
何時而樂耶？其必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歟！」微斯人，吾誰與歸。

休城社區

休斯頓社區大學開設高新科技課程
為最熱門行業輸送亟需人才，
為最熱門行業輸送亟需人才
，或助學子躍升深造
【作者: 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CC)西南區校長瑪德琳.布
利約霍普金斯（Madeline Burillo -Hopkins） 博士】 我們今日典
型的一天和十到十五年前比已大相徑庭了：早上，你被手錶鬧
鐘叫醒，在還沒起床之前，你便在手機行事曆中查看當天有哪
些會議，然後快速瞄一下短信和電子郵件。走進廚房，由程序
控制的咖啡機早為你煮好了咖啡。你坐進你的自駕車，你即使
沒有下指令，車上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也會自動將汽車導航
設置往你的上班地點前進，因為“它知道”那是你每早慣例。
車上的自動駕駛系統將你帶到辦公室後，你開始回復電子郵件
，並打電話詢問關於由你公司的 3D 打印機印製而成最新產品原
型設計， 準備用作向客戶推銷產品的展示。
如果你是企業老闆或經理，你既要努力激發巨大的生產潛
力，還要操心職業道德和網絡安全的問題，這是當今所有行業
領域都面臨的與科技進步並存的挑戰。但是，如果你像我這樣
，你可能對創新的迅猛、以及日新月異的科技飛躍所需要應對
的問題而感到招架不住。

科技創新迅猛 ，行業冀求人才
毫無疑問，科技不僅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生
產、服務交付、全球供應鏈、物流、通訊，甚至是我們如何與
家電互動。我們通過互聯網即時獲取信息，將創意通過 3D 打印
機印製成實物， 足不出戶就可以用各種材料創製成 產品原型。
隨著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縮寫 AR ）的技術成為手
機功能的一部分，創新速度不會放慢， 我們將再經歷另一個十
年的顛覆性創新，除了僅受限於勞動力的能力之外，革新動力
勢不可擋。僅擴增實境（AR）這個產業領域預計到 2020 年將達
到九百億美元的全球收入。隨著人工智能、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縮寫 VR）、擴增實境（AR）、聊天機器人（Chatbots
）的新發展，以及這些技術在各行業廣受採用的重大飛躍，無
疑，當今時代需要所有工作者步上終身學習之路。
明日的職業正在今天湧現，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工作明日
可能不復存在。 即使在建築業工作，傳統體力和手工的技能也
將進化。例如，我們現在有能力用工業規模的 3D 打印機來構造
由混凝土和其他原料作為建築材料的整棟居家樓房。基於這些
發展情況以及其他因素，我們可以預計有多種職業將會巨幅增
長。我們在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將是促使下一代和現在正
處勞動年齡的人士對這些新興職業的認識，為新興領域開設教
學課程，並在課程中融入職場所需 新的協作參與技能的內容。
上述所有這些技術發展，都需要各類程序設計（coding 或
programming）。因此，程序設計正在迅速成為跨行業最需要的
技能。根據求職網站 Glassdoor 最近的一篇文章，今年排名前 25
的職業中，有八類是科技職位。另外，據軟件公司 Burning Glass
Technologies 的研究發現，需要程序設計技能的工作的年薪高出
其他工作年薪二萬二千美元。在薪水超過五萬八千美元的所有
工作中，有將近一半（49％）需要程序設計技能。
通過技術硬件系統收集各種數據信息的過程的安全性並不
萬無一失，相反， 這些系統無時不刻成為黑客攻擊目標，防禦
道高一尺，黑客魔高一丈，保衛網絡安全是一場不息的戰役。
因此，網絡安全自然是當今信息技術領域中發展最快的行業之

一。

高級製造業整合高新科技
今日的製造業，已不再是讓你灰污塗臉雙手油
黑的職業，高新科技已成了製造業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 3D 打印機技術日益重大的影
響和不斷成長，還有自動化和機器人的人工智能的
應用。工業維修再也不是簡單的體力手工活，現在
需要技術人員用電子儀器、基本程序設計、機械加
工、液壓等各類富含科技的操作來維護當今使用的
新式機器。 同樣，健康醫療儀器技術人員也需要跨
行業的各種技能來操作健康醫療業所使用的設備。
作為美國職業教育的領導者，休斯頓社區大學
系統(HCC)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提供創新的教育課程
，在擁有最先進設施的環境中， 為學生提供更好的
機會，培訓和教育新的人才進入這些高薪職業。同
時也提升在職工作者的技能以保持其競爭力。例如
， HCC 提 供 電 腦 數 值 控 制 (Computer Numerical 休斯頓社區大學和蘋果公司聯手在 HCC 西南學區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
Control，縮寫 CNC)、製造業工程、和 3D 軟件技能 開設了電腦程序設計專業
開設了電腦程序設計專業。
。 圖為 HCC 西南學區校長 Madeline Burillo-Hopkins
， 如 Autodesk、 Fusion 和 Solidworks， AutoCAD、 博士在專業成立典禮上在蘋果專家指導下快速學會一項簡單的程序設計
Inventor，3D Slash 和 Tinkercad 等軟件的使用操作技
能等，都是職場上需求量極高的課程。

程序設計、網絡安全課程全美領先
另外，休斯頓社區大學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of Excellence）提供網絡安全
（Cybersecurity）、程序設計（Coding）、地理信息科學（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和數碼遊戲及模擬設計 （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方面的最新技術課程。
我們的課程因高質量獲得國家級認可，並與蘋果公司、
Cisco、微軟公司、Oracle 等業界領先的大企業建立了合作伙伴
關係。休斯頓社區大學的網絡安全專業獲得美國國土安全部及
HCC 西南學區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電腦程序設計
西南學區的數碼及信息技術卓越中心開設的電腦程序設計、
、
全國安全署的認證，使我們成為德克薩斯全州唯一的三所開設
網絡安全、
網絡安全
、 以及數碼遊戲
以及數碼遊戲、
、 和模擬設計等專業
和模擬設計等專業，
， 著眼於當代急需
網絡安全專業獲得國家級認證的社區大學。
人才的熱門高薪技術行業

低學費高水準，縮短獲學士學位時間

我們的課程水準使得 HCC 能夠建立途徑讓學生獲得兩年制
大學副學士學位後躍遷到四年制大學。換言之，HCC 為我們社
區學子提供了前兩年低學費、高質量的教育，這個副學士學位
不僅賦予想立刻就業的學子更高的收入潛力，並且很容易讓學
子轉升到四年制大學，讀完後兩年本科後獲得學士學位。
休斯頓社區大學目前開始在研設包括機器人技術（Robotics）和
無人機技術（Drone technology）的教育課程，並將這些科目知
識的應用整合到切合我們周遭世界實際的所有其他教育科目中
。
我們誠懇邀請所有的讀者來我們校園訪問，了解更多關於
HCC 所提供的所有令人振奮的學科領域，以及為在職員工提供
在職進修教育的短期課程，讓他們的個人技能更上層樓。

HCC 春季入學報名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2018 年 1 月 15 日
春季入學第一波報名截止日：
報 名 方 法 ： 請 致 电 713
713..718
718..2277
2277，
， 或 訪 問 hccs.
edu/apply 登記

深入瞭解 HCC
請訪問網站 hccs.edu 或請致電 713.718.2000 或電
郵 student.info@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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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TOP
TOP10
10浪漫餐廳大盤點
浪漫餐廳大盤點（
（三）

所謂“吃喝玩樂”，美食永遠是排
在第一位的。無論您處於什麼年紀，是
外出旅游還是日常休閑，一家環境優
雅、食物品質上乘的餐廳，都會令您得
到身心的雙重愉悅和滿足。而談起西餐
廳，浪漫則是永恆的標簽，適用於每個
特殊的日子。下面，就讓小編為您精選
出華府的十大浪漫西餐廳，不妨挑上一
家，去品嘗一番吧！

配圖來源：網路圖片

Rose’s Luxury 創意餐廳

時尚和創意又何嘗不是一種浪漫呢？這家
餐廳就有著非常時尚又友好的服務團隊，會讓

Le Diplomate 法式餐廳

2 Birds 1 Stone 亞洲餐廳

你要是覺得在半地下室享受一餐美食和雞
尾酒不夠浪漫，那你可就落伍了！這家餐廳的
雞尾酒吧就專門為你打造了這種氛圍，坐在質
感粗糙的磚砌牆邊，伴著昏黃懶散的燈光，點

1 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5 點；地點：國家植物園
（100 Maryland Avenue SW，Washington DC）

Bistro Cacao 法式餐廳

如果你比較喜歡傳統的法式美食，並且對
於浪漫的要求沒那麼弄潮，那麼這家法式餐廳
就剛好能夠滿足您對傳統浪漫的所有構想，靜
謐、燭光、精緻考究的餐桌椅、紅色浪漫的燈

上一杯雞尾酒，和朋友們暢聊，一定能夠帶給
你舒適浪漫的感覺。最棒的是，這裡還提供經
典的亞裔美食，如日式炸蝦、豬肉春捲、椰子
檸檬雞翅，有沒有聽起來就口水直流呢？不妨
來體驗一席吧！
地址：1800 14th St. NW

法國巴黎是浪漫之都，法式餐飲更是在全
世界人們的心中與浪漫有著不解之緣，如果你
沒有錢或時間在短期內負擔一次遠赴巴黎的浪
漫之旅，那麼就不如在特區內選這家 Le Diplomate 來體驗一番正宗的法式浪漫和美食吧！這
家餐廳的最大賣點就是製作最為傳統正宗的法
式餐食，包括法式蔬菜沙拉、牛排、法式幹乳
酪等等。
地址：1601 14th St. NW

光和窗簾，高腳酒杯盛滿最正宗的法式紅酒，
即便是一頓早午餐，也如此完美，令人難忘。
最重要的是，這家餐廳的性價比非常高，並且
交通十分便利，所以受到了社區居民的普遍好
評。
地址：320 Massachusetts Ave NE

華府週末去哪兒玩：
華府週末去哪兒玩
：

到了週末，總是不想懶懶地窩在家裡，小
編將為您挑選一些華府本地的娛樂活動供您週
末精彩出行！

你覺得自己置身在有史以來最棒的晚餐聚會當
中！那些富有創造性的菜肴一定會令你在大開
眼界的同時胃口也大開，想不想試試爆米花湯
和松露花椰菜、那麼榛子餡的義大利面又怎麼
樣呢？餐廳的“花園”區域則是您最佳的座位
選擇，這裡有鄉村室內風格的植物和燈串裝
飾，一定能夠瞬間點亮您的心情哦！
地址：717 Eighth St. SE

波托馬克室內冰上樂園

有沒有想過像夏日的水上樂園那樣，玩一
次冰上樂園呢？那麼就到大華府波多馬克室內
冰山樂園去吧！這是一間由 200 萬磅的冰塊打
造而成的室內樂園，有冰滑梯、冰雕等展示，
還有魯道夫紅鼻馴鹿故事和耶穌誕生的場景。
樂園內要保持寒冷的溫度，所以請您和家人，
特別是孩子記得著厚大衣等保暖衣物。樂園還
需收取承認 32 美元、兒童 24 美元的門票。時
間：即日起至 1 月 1 日；地點：蓋洛德國家度假
及會議中心（201 Waterfront St.，National Harbor，Maryland）

《悲慘世界》音樂劇再登
華府（Les Misérables）

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大劇院將在本月迎來新
版音樂劇《悲慘世界》。故事以 1832 年巴黎共
和黨人起義為背景，講述了主人公冉阿讓在多
年前遭判重刑，假釋後計畫重新做人、改變社
會，但卻遇上種種困難的艱辛歷程。該劇自演
出 以 來 ， 已 長 達 150 餘 年 經 久 不 衰 ， 堪 稱 經
典，不容錯過。具體演出時間及票價還需詳
詢。時間：12 月 20 日-2018 年 1 月 7 日；地點：
國 家 大 劇 院 （13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DC）
配圖來源：網路圖片

國家植物園特殊節日季展
覽 （Season’ s Greenings）
國家植物園製作了一系列由植物材料
製成的首都標幟性建築，如國會山、華盛
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等，作為對節日季
的獻禮，可供遊客們免費參觀。植物園還
在每週二和週四的晚上舉辦現場音樂會，
歡迎您前來！時間：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首都獲評全美最佳搬遷目的地城市
大華府在近年間吸引了大量新遷入的居
民，上到尋覓退休居所的老者，下到剛剛走出
校門的大學畢業生，首都大都會區都是他們青
睞有加的一個選擇，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
實。近日，線上搬遷公司 Updater.com 最新出爐
的一份研究資料再一次為人們證明了這一點，
首都華盛頓特區在“全美最佳搬遷目的地城
市”的榜單中高居冠軍。
據業內人士分析，Updater.com 的這份榜單
十分具有代表意義，不僅是因為 Updater 作為一
個幫助人們計畫搬遷的應用軟體，幾乎能夠覆
蓋到全美超過 20%的搬遷者，還因為，與那些來
自房地產市場的趨勢分析報告不同，搬遷資料
則實實在在統計和展示的是美國人搬家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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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州博彩業發展快催生更多賭徒

情況，對於人們更傾向到哪裡去居住，而且切
實地採取了行動，則顯然反映得更加直接。
總體來說，那些充滿活力、且正在發展旺
盛期的大城市，還是更多人們遷入的選擇。
首都華盛頓特區是全美最佳搬遷目的地，
這主要有賴於聯邦政府在今年以來的諸多人事
變化。而在榜單上還晉身到前十五位的最佳搬
遷目的地城市依次有：達拉斯、洛杉磯、紐約
市、亞特蘭大、奧斯丁、休斯頓、費城、三藩
市、芝加哥、奧蘭多、西雅圖、丹佛、波士頓
和鳳凰城。
據悉，Updater.com 的資料來自從今年 1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以來，超過千萬的搬遷者。
配圖：華盛頓特區 來源：網路圖片

如果像天氣預報那樣，能夠為您提供
流感究竟什麼時候會來，是不是既實用又
炫酷呢？是的，這樣的流感預報即將成為
現實！綜合美國媒體報道，維吉尼亞理工
大學最新研發了這樣一種流感預測系統
EpiCaster，並且預計明年 3 月投入使用。
據悉，EpiCaster 是根據多重數據綜合
而出的預測系統，數據源包括美國疾控中
心的病例模型、谷歌流感搜索量、社交媒
體流感帖子等等。
從明年 3 月開始，EpiCaster 就將出現
在 AccuWeather 公司的天氣預報中，可以

為民眾預測到流感將在什麼時間襲擊哪些
地區，以及即將襲來的流感的嚴重程度和
影響人群範圍等等。研究人員們表示，這
個預測的精確度可以達到 60%以上，並且
隨著數據庫的逐年更新，以後每年的精准
度均會較前一年有所提高。
EpiCaster 目前已經在美國一些地區投
入使用，一旦全面上線，民眾則可以至少
提前幾周就知道流感即將到來，而選擇更
佳的時機注射流感疫苗以及采取其他防御
措施。
配圖：EpiCaster 來源：網絡圖片

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24 日

Sunday, December 24, 2017

B5

受哈維（
受哈維
（Harvey
Harvey）
）颶風影響的地區居民

健康保險申請開放期特別延伸至2017年12月31日
（本報訊）美國衛生及公
共服務部最近出具了關於給予
被 2017 年颶風影響地區居民一
個新的特殊申請開放期的指示
。根據這個新的指示，被颶風
影響的居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
來購買或者更改 2018 年的健保
方案。這項指示適用於通過健
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醫療保險
的人。
這對於您 2018 年的醫保意
味著什麼？
2018 年個人醫療保險的公
開申請期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但是那些
在（曾經在）受災地區居住過
的人將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請 2018 年的醫保。
最近很多人會把因颶風而
特別把公開申請日期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2018 年醫

療保險特殊申請期和因颶風而
產生的 2017 年醫療保險特殊申
請期弄混淆。
誰能享受到這個特殊開放
申請期？
根據這項指示，“現居住
在，或颶風時期曾居住在美國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
）宣布的任何一個滿足‘個人
支援’或‘公共支援’條件的
區縣”的個人能夠享受到這個
特殊開放申請期。如果您現在
居住的區縣有受颶風影響或者
您在颶風時期（2017 年 8 月 23
日-2017 年 9 月 15 日）曾經居
住在那個區縣，您就有可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申請 2018
年健保。
德州有哪些區縣是被劃在
颶風影響范圍內？
根據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局，下面這些德州的區縣是
被劃在受災范圍內：
According to FEMA’ s website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exas
counties: Aransas, Austin*, Bastrop, Bee, Bexar*, Brazoria, Burleson*,
Caldwell,
Calhoun,
Chambers, Colorado, Comal*,
Dallas*, DeWitt, Fayette, Fort
Bend, Galveston, Goliad, Gonzales, Grimes*, Guadalupe*, Hardin, Harris, Jackson, Jasper, Jefferson, Jim Wells*, Karnes, Kleberg, Lavaca, Lee, Liberty, Madison*,
Matagorda,
Milam*,
Montgomery, Newton, Nueces,
Orange, Polk, Refugio, Sabine,
San Augustine*, San Jacinto, San
Patricio, Travis*, Tarrant*, Tyler,
Victoria,
Washington*,
Walker, Waller, and Wharton.

標注*號的區縣雖然是被指定
為需要“公共援助”的區縣，
但是也同樣被認為“受影響”
，所以居住在標注*號區縣的
居民也可以享受到延長的特殊
申請期。
我需要提供例如美國聯邦
緊急事務管理局開具的受災文
件嗎？
任何住在“受颶風影響”
區縣或者在颶風時期曾經居住
在這些區縣的居民能享受這個
特殊延長的申請期。這些區縣
的居民需要表明他們住在以上
區縣並且因為颶風影響不能夠
完成醫療保險的申請。不需要
其它証明文件。
如果我在颶風厄瑪（Irma
）時期住在弗羅裡達州或者在
颶風瑪麗亞（Maria）時期住在
波多黎各，現在搬到德州居住

呢？
任何因為 2017 年颶風相關
天氣而受影響的地區搬出的居
民（或者是在災難時曾住在那
個地區的居民）都可以享受到
延伸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特
殊開放期去申請健保。
個人如何在這段特殊延長
開放期去申請 2018 年的醫療保
險？
想要在這段特殊開放申請
期去購買 2018 年的醫療保險，
個人必須致電到市場的電話中
心並且要求開放特殊申請期。
但是，醫保購買者可以在致電
健保市場電話中心之前先自己
或者通過其他人的現場幫助在
網上填好申請表格。如果在醫
保購買者致電健保市場電話中
心要求特殊延長申請期時已經
在網上完成了他（她）的申請

，醫保購買者需要把申請號碼
告知給健保市場電話中心。申
請人必須告訴電話中心的客服
人員他（她）有受颶風影響所
以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完成購買
2018 年的醫療保險。大家可以
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之后用以
下電話號碼聯系健保市場電話
中 心 ： 1-800-318-2596 或 者
TTY 到 1-855-889-4325 。電
話中心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時
開放。
如果我在特殊申請期需要
幫助該怎麼辦？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者在
使用這個特殊延長申請期時需
要幫助，請電健保市場電話中
心 ： 1-800-318-2596 or 光 鹽
社 713-988-4724. 光鹽社健保
市場導航員將提供申請協助。

Medicaid Buy-in 計劃簡介
（ 本 報 訊 ） Medicaid Buy-in
計劃是為正在工作的殘障人士提供
Medicaid 醫療服務的計劃。這項服
務計劃提供低成本醫療保健服務，
包括 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與支持
（including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and supports）。某些符合資格
的申請人需要每個月支付保 費，
保費標準根據個人收入而有所不同
。 具備以下所有條件的個人可以
申請 Medicaid Buy-in 計劃 ： • 身
體，智力，發育，或精神類殘障
者 • 正在工作 • 居住在德州 •
不是全部時間住在療養院(Nursing
Home) 和 州 立 醫 院 (State Hospital)
如果申請人已經享有社會安全局批
准的殘障福利（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benefits），那麼他（她）也
符合 Medicaid Buy-in 計劃的條件

。如果申請人不享有社會安全局批
准的殘障福利，那麼德州衛生和人
事 服 務 委 員 會 （Texas Health and
Human Commission， 簡 稱 HHSC
）將會審核這名申請人的情況來確
定 他 （ 她 ） 是 否 符 合 Medicaid
Buy- in 計劃的條件。 如何申請 填
寫申請表格。
申請表格可通過以下網址打
印 https://hhs.texas.gov/sites/default/
files//documents/laws-regulations/
forms/
H1200-MBI/
1200-MBI-eng.pdf。 在 表 格 第 16
頁簽署姓名和日期 準備申請人的
以下資料的複印件 • 社會安全號
• 收入證明：最近 6 個月的收入證
明（如果工作不滿 6 個月，提供現
有的所有收入證明） • 身份證明
：公民：美國護照，出生紙，公民

紙 ， 或 Medicare 卡 （ 只 需 一 種 ）
• 移民：註冊卡或移民局的其他
文件（需要正反面） • 殘障證明
：過去 12 個月的殘障證明。 （如
果 申 請 人 有 Retirement, Survivors,
Disability 保險和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保險，不 需要提交殘障證明
） • 其他收入來源與個人財產等
支持證明材料 將表格及資料可以
通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提交 提交
至 HHSC 辦公室（可通過撥打 211
找到附近的 HHSC 辦公室）
傳真至 1-877-477-2839 郵寄
至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ommission P.O. Box 149024 Austin, TX 78714-9024 （來源：https:
//hhs.texas.gov/ 古雨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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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星期日

江漢 井莉告別人間

新曆年近歲晚，天公作弄, 社會
上一連幾位名人： 計為三藩市市
長李孟賢、台灣詩人余光中、香
港男影星江漢、女星井莉，於一
周之內，相繼離世。我這個七天
才能跟大家見面的（美商人語）
專欄，實在來不及一一報導，諸
君若是滿意我的作品:有勞向美南
日報反映，多給我一天發表機會
，今後那就可以暢所欲言了。
回頭再說正題。我是看到香港
無線電視紅星宣萱在綱上發文悼
念江漢;才知他已升天。
無線資深綠葉演員江漢，享年七十八歲，他
的太太王小燕，於前晚向港九媒體證實了此消息,
其中跟他有多番合作的宣萱，在微博上發文悼念
江漢：“我們的江漢叔，一路好走。永遠懷念您
。”二人曾於二○○五年在無線喜劇《老婆大人
》中有過合作。
江漢原名姜永明，在遼寧遼陽出生， 上世紀
六十年代，他是在香港左派影業公司長城、鳳凰
、新聯電影公司演出電影，是他們的公司的當家
小生，緊跟早年的當家小生傳奇、高遠。一九七
九年加入麗的電視拍劇，一九九二年轉投無線至
今。江漢加入無線廿多年，拍過不少劇集。他在
戲中主要演父親或成功人士角色，是出色的實力
派演員。他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姜向暉，是前香
港職業足球員。
我初入行，緊隨長駐香港清水灣片厰的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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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江漢專訪交稿後，編輯
召我面訓：“你有冇搞錯呀！
江漢是旗人！怎會是旗幟鮮明
之旗？奇人異士.我立正聲明
：“江漢的確係旗人，他是東北的滿族人！
上世紀，香港娛記基本三大流派：一派常駐
邵氏影城，一派常駐清水灣製片厰，一派夜夜駐
華達片場。我是散兵游勇，幾乎無記者垂青的影
聯會，被筆者視為寶地，因為香港許多甘草、戲
骨、老前輩在此敘舊，也許有平價米和罐頭，亦
時有巨星、巨賈出沒，必有要事商討的。我還發
現有一個行家忽略的寶地：尖沙咀影聯會俱樂部
，位於樹木婆娑橫巷的兩層高小洋房，有乒乓檯
、桌球室，若竹戰正酣，小廚房還送上香噴噴蛋
炒飯。人們不稱之為俱樂部，而稱“德成街”，
香港粵劇名伶梁醒波叔，就住在隔壁。
八十年代之後，香港所有電影公司：長城, 鳳
凰、新聯、邵氏、電茂、嘉禾等所有影星漸漸收
歸五台山，且聚攏亞視與無線；時至今日，七國
也歸於一角了。現在娛記大多常駐大台，另一幫
飛天娛記，身懷金卡護照，一接柯打須上飛機，
娛樂新聞成本很高的。
江漢是旗人，亦奇人。香港影壇第一個演金
庸小說的多情種子楊過，峨嵋公司出品的《神鵰
俠侶》哄動一時，魁梧靚仔好武功，其妻王小燕
也是名旦。奇情的是，江漢臨終獲評價“常演商
人慈父”，已無昔日豪俠火氣了，為演藝扶病舉
步七十六個寒暑。我在澳門唸大學一年班時，江
漢曾到澳門拍攝由鮑方執導的電影 「大學生」。
女主角是出版該電影公司鳳凰的當家花旦朱虹。
片中有塲塲境，是由北京大學學生揮手怒斥江漢
，一位背叛當時學生運動的叛徒。我剛巧被導演
鮑方選中，擔上一個出鏡 15 秒的小角色，因此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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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終前夕，香港政
海波瀾中最令港九市民及海
外華人注目的莫如香港立法
會要修改議事規則，制止議員拉布。本人執筆暢論此議題前夕，徙
衛星新聞報導中，聽到了港九市面，有這樣的話語：
茶客甲：你越叫北朝鮮的金仔不要搞核武，他越要搞。你越叫
香港泛民議員不要拉布，他們越要拉。
茶客乙：所以立法會便要修改議事規則，制止他們拉布。
茶客丙：所以泛民也要拼命拉布，制止修改議事規則。這是你
死我活的惡鬥。
乙：建制派佔了多數議席，修改議案遲早都會通過。
丙：泛民在直選議席中本來佔了多數，可以否決建制派提出的
議案，只是因為有幾個人被 DQ 了（因宣誓作秀），他們才失去否
決權；如果拖延到明年 3 月，泛民在補選裡取回失去的議席，建制
派的這個議案，便可能通不過。
乙：那就會白白浪費了很多會議時間……
甲：立法會裡的拉布越來越嚴重，其實一直在浪費時間。正如
香港特首林鄭所說，立法會復會兩個月以來，除了通過施政報告致
謝議案和支持 「一地兩檢」的議案之外，甚麼都做不到。
乙：所以議事規則非修改不可。
丙：其實是要修改甚麼呢？修改了就沒有人可以拉布嗎？
甲：其中一項修改，是降低會議的法定人數，使泛民沒那麼容
易用點人數方式，來妨礙會議進行，也沒那麼容易流會。
丙：會議的法定人數，不是基本法規定了的嗎？
甲：基本法規定的是 「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建制派提出
的是降低 「全體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從原來規定的 35 人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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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有些微合作機會。走筆之此，容我向天三鞠
躬，向他致意！
此外，據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電影製
作總監黃家禧透露，資深演員井莉，已於日前離
世。導演陳嘉上其後也以蠟燭圖示悼念。
井莉生於台灣，其父為著名演員井淼，哥哥
井洪亦是演員。一九六三年因父親的關係加盟邵
氏電影公司，外形清秀有氣質，出道首套電影為
一九六七年由瓊瑤小說改編而成的《船》，其後
受到邵氏力捧，文藝片與古裝武俠片都可以看到
她的表演，成為當時邵氏的當家花旦。六八年首
次主演電影《雲泥》即獲第七屆金馬獎“最有希
望之星”。井莉最後一部電影作品為八三年的
《少林與武當》，於八五年拍攝電視劇《楚留香
新傳》後宣佈息影。
井莉最後幾次公開露面，是擔任香港電影金
像獎頒獎嘉賓及邵氏老片首度發行 DVD 的發佈會
。她與老搭檔狄龍受訪時，毫不諱言自己婚姻失
敗，狄龍則鼓勵她找到好劇本再復出，可惜現在
已經無法實現。
井莉在邵氏第一部電影是《船》，她在這部
文藝片中悲劇收場，感動了不少觀眾，演技大獲
好評，當時更被稱讚為最有前途的新人，果然，
她最終成了邵氏的紅星。
邵氏影城裡的女星中，井莉是個很隨和的人
，有問必答，笑面迎人，但當時只能在化妝間和
楚原的廠房中才找到她。因為她是楚原導演電影
的御用女演員，《流星蝴蝶劍》、《楚留香》、
《白玉老虎》等，都是由井莉擔任女主角。當然
，井莉加入邵氏後，也拍過不少其他導演的戲，
如張徹的《拳擊》，就是她和狄龍合演的，還到
泰國曼谷水門區拍外景。
回想起井莉在邵氏的第一部電影，是文藝片

勝勿喜 敗莫悲

20 人。
丙：只降低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防止不了在立法會會議上
點人數。過去兩個月的點人數和流會，不都是在立法會會議中發生
的嗎？
乙：這倒是；不過沒辦法，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不能改。
丙：還有，降低法定人數，也不一定可以降低流會的風險：議
員們知道可以比以前少十多人出席會議也不會流會，就更加放心缺
席了。這叫做 「水退船低」。
甲：還有一項修改，叫 「擇日重賽」：現在流了會，在該星期
餘下的時間不能再開會，要等到下一個星期的會議，才可以處理本
星期未完成的事務。建制派建議修改規則，讓立法會主席，可以在
流會後再召開會議，不用等到下星期。
丙：再召開會議，也要有足夠的法定人數，否則也只是再流會
。……依我看，就算修改成功，仍是防止不了拉布。如果建制及泛
民兩個陣營，繼續要鬥個你死我活，立法會還是沒法有效運作的。
上周，香港建制派藉反拉布為名提出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的建議，在主席有權用盡(例如把性質不同的修訂合併並限時辯論)及
政府全力配合(例如期間不提交任何議案)之下，全數通過。我一向認
為：維持降低法定人數和提升呈請門檻這兩項修訂，只是建制派為
求私利、犧牲公眾利益的看法。
若是以勝敗論 「英雄」，建制派可以說是一洗過往多年受制於
泛民拉布的烏氣，更乘機將出席立法會會議，遑論參與其事務的有
薪工作減至最低。對這次結果感到最開心的，應該是香港特區政府
。從今以後，所有政府提出的法案和撥款申請，都可以在最短時間
內由穩佔大多數的建制派議員舉手通過。
必須指出，政府施政效率如臂使指，不等於她不會犯錯，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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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由陶秦導演、瓊瑤原著改編，主題曲更
是由方逸華主唱。井莉的悲情演出十分感人，當
年更被電影界稱讚為最有前途新人。她是由父親
井淼帶她與邵氏簽約的，井淼也是邵氏一位資深
演員。而文藝片《船》在港澳上映時，正是我家
中四弟森林遠赴南美洲祕魯國首都利馬跟隨父親
開展唐餐業務的前夕。他與同班男生，對此片及
井莉十分着迷，多次反覆欣賞。五十年後的今天
，他在美國休市聽到夢中女星仙逝，真有奌能不
依依之感覺
井莉前夫是謝宏中(Philip)，二人結婚十多年後
離婚，謝宏中本來是一位室內設計師，後來轉業
開畫廊，做起藝術品買賣生意。不少報界友人跟
他很熟稔，經常去他在酒店商場內的畫廊探望，
在那裡，也經常見到岳華、姜大衛、阿 B、金川等
電影界好朋友。他除了在香港之外，還活躍於北
京、上海、廣州、澳門等地。
井莉除了感情生活豐富之外，也是一位眼光
獨到的投資者。三十多年前，有行家到她家裡採
訪，地點是西貢區半山的獨立洋房，兩層高的花
園別墅，。今天這批物業價值過億，井莉可是圈
中小富婆呢！怪不得在邵氏影城採訪時，常見到
她換新車。
自從邵氏停止電影製作後，井莉周遊列國嘆
世界，也經常約會一班邵氏演員茶會相聚。多年
前邵氏電影發行影碟，在宣傳活動中亦看見她的
身影。她和凌波、金漢、岳華、恬妮、姜大衛、
李琳琳、狄龍、邵音音、馬海倫等好友聚舊，被
稱為娛樂組歡樂之星.
二千年代的今天，江漢、井莉也由輝煌歸於
沉寂 ，最後息勞辭主，這就是人生，如何光芒四
射的影人，也要走上這段不歸之路。

表示到時身受其害的市民，不會介意。事實上，當政府失去將問題
歸咎泛民拉布的藉口，而建制派亦變形為 「凡是派」的時候，市民
會把全部責任，落在這兩個 「命運共同體」身上。這是今次《議事
規則》戰役勝者勿喜的原因。
今次泛民一敗塗地，不能全怪建制和政府恃勢凌人。在《議事
規則》修訂建議提出後，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近五
成受訪者, 贊成減少拉布的情況。這足以證明, 泛民未能在以往的拉
布行動中，透過清晰的論述, 爭取大多數市民的諒解。不過，同一民
調顯示，有三成受訪者不贊成修改《議事規則》，而對立法會議員
發言權被削弱感到擔心或有點擔心的比例, 卻逾六成。可以想像，假
如日後建制派利用主席的無上權力，或降低了的法定人數或呈請門
檻，做出過分的保皇行為，民意會強烈反彈，而依然需要靠直選取
得議席的建制黨派, 會承受後果。
在經修訂的《議事規則》下，建制派牢牢掌控立法會。一切政
治 被視為正確的法案，例如一地兩檢、國歌法，以至 23 條立法，都
可以在政府要求的時限內，順利通過。但我相信，政府的如意算盤
，是先在經濟民生上做出一點成績，才為 23 條立法。不過，要搞好
經濟民生，不是像派錢般這樣容易，也不能不觸動某些既定利益。
在這方面，建制派內部存在不少矛盾，也不一定對政府言聽計從。
因此，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方面，泛民依然有很大空間為民請
命，有需要時，可以把被立法會封殺的議題，帶到社會各階層中去
，向政府施壓。這是我認為泛民今次敗莫悲的原因
議事規則通過後，又有電視台到坊間訪問，讓大家聽到：
茶客甲：建制派終於成功修改了立法會議事規則，今後反對派
沒那麼容易搞拉布、流會了。
茶客乙：從此就天下太平？不會吧。反對派不是威脅說要 「三
倍奉還」嗎？他們阻撓立法會運作的搗亂行為，一定會變本加厲。
，阻止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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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
世華」」 創會總會長柯杜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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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拜訪糖城市長Joe
一行拜訪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 世華
世華」」 總會長 柯杜瑞琴
柯杜瑞琴（
（ 左五 ） 獲糖城市長 Joe ZimZimmerman ( 左四 ） 頒獎後
頒獎後，
，也以金質獎牌回贈市長
也以金質獎牌回贈市長。
。旁為陪
同前往的工商婦女會歷任會長（
同前往的工商婦女會歷任會長
（ 右起 ） 唐心琴
唐心琴、
、鄭昭
鄭昭、
、甘
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 左二 ） 與支持者
與支持者（
（ 右起 ） 駱健
幼蘋、
幼蘋
、 高嫚璘
高嫚璘、
、 陳美雪
陳美雪、
、 「 台中世華
台中世華」」 林淑宜
林淑宜、
、 劉秀美等
明、鄭昭
鄭昭、
、郭穎合影
郭穎合影。
。
人。

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 左 ），
），與
與 「糖
城廣場 」 的負責人
的負責人，
，前 「工商婦女會
工商婦女會」」 會
長唐心琴（
長唐心琴
（ 右 ） 合影
合影。
。

「 世華 」 創會 總會長柯杜瑞琴
總會長柯杜瑞琴（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 與陪同前往的眾工商婦
女會長合影於糖城巿長 Joe Zimmerman ( 後排中 ） 的辦公桌前
的辦公桌前。
。

圖為糖城巿長 Joe Zimmerman( 中 ）與來自台灣台中的 「 世華 」 創會總會長柯
杜瑞琴（
杜瑞琴
（ 左 ），
），及
及 「 台中世華 」 代表
代表，
，台中鑫品生醫集團的 負責人林淑宜
負責人林淑宜（
（
右 ）合影
合影。
。

柯杜瑞琴 （ 左四 ） 一行攝於糖城市府前的聖誕樹前
柯杜瑞琴（
（右起
右起）
） 劉秀美
劉秀美、
、鄭昭
鄭昭、
、高嫚璘
高嫚璘、
、林淑宜
林淑宜、
、郭穎
郭穎、
、甘幼
蘋、陳美雪
陳美雪。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 世華 」 創會 總會長柯杜瑞琴
總會長柯杜瑞琴（
（前排右四
前排右四）
） 與陪同前往的眾工商婦女會長合影於糖城巿長 Joe
Zimmerman ( 後排中 ） 的辦公桌前
的辦公桌前。
。

糖城市長 Joe Zimmerman ( 左 ） 向來賓
向來賓（
（ 右起 ） 甘幼蘋
、高嫚璘介紹他辦公室的名畫
高嫚璘介紹他辦公室的名畫。
。

休城讀圖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2017年12月會員大會

副會長 許碧珠 於台灣長春會 2017 年 12 月會員大會上作會務報告

參加長春會 ， 輕鬆愉快
參加長春會，
輕鬆愉快，
， 元氣活潑
元氣活潑。
。 老朋友相見敘歡
老朋友相見敘歡，
， 認識
新朋友益喜樂

戴先生與簡永謙參加長春會身体健康，
戴先生與簡永謙參加長春會身体健康
，萬事如意
萬事如意，
，平安喜樂

副會長 許碧珠 介紹慈心長期照護中心負責人 Kay 於 12 月 9 日提
供長者長期照護相關資訊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丶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與會友祝賀十二月壽星：王吉盛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丶休士頓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與會友祝賀十二月壽星：
王吉盛、
、李森發
李森發、
、鄭美惠
鄭美惠、
、林恩義
、戴京珠
戴京珠、
、周武藤
周武藤、
、許碧珠
許碧珠、
、謝文山
謝文山、
、簡永謙
簡永謙、
、林喜美
林喜美、
、 陳佳音

本報記者
黃麗珊攝
柯嫚妮、廖碧玉
柯嫚妮、
廖碧玉、
、張闕桃出席在台灣人活動中心出席使月會圓滿
順利完成

台北經文處俞欣嫺秘書提供行動領
務服務

周武滕牧師帶領長春會友一起作運動

綜合經濟
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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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裏雲徐敏：
ET 金融大腦發布
金融行業將進入智能時代
綜 合 報 導 阿 裏 雲 發 布 ET 金 融 大
腦。“ET 金融大腦將在智能營銷、智能
風控、智能服務、智能投資、智能監管
等領域助力金融行業進入智能時代。”
阿裏雲金融事業部總經理徐敏表示，隨
著阿裏雲 ET 金融大腦的發布，中國金融
行業將進入智能時代。
徐敏舉例說，在智能風控領域，阿
裏雲正在和南京銀行深入合作，對直銷
銀行和網貸場景下的風控反欺詐進行全
流程梳理，補充進去更多的數據維度，
同時對整個流程進行梳理和風險反欺詐
優化。
他表示，在智能營銷領域，借助阿
裏雲，浙商銀行把信用卡激活預測準確
率提升 5 倍，同時把客戶流失預測準確
率提升 7 倍。在智能服務方面，經過幾

個月的使用和模型優化，阿裏雲已幫助
合眾人壽的客服實現了 88%的人工替換
率，也就是說 88%的客服需求是通過機
器人搞定的。
“所以阿裏雲 ET 金融大腦正在智能
營銷、智能風控、智能服務、智能投
資、智能監管等各個方面形成了壹整套
完整的能力體系，而在這些應用域的底
層，則是阿裏雲強大的計算平臺和計算
工具。”徐敏表示，2001 年開啟了中國
金融行業數據倉庫時代，2012 年中國金
融行業進入大數據時代，今天隨著阿裏
雲 ET 金融大腦的發布，中國金融行業將
進入智能時代。
“伴隨著 ET 金融大腦的發布，我們
也正在利用阿裏巴巴的互聯網中間件技
術，參與到多家銀行的關鍵交易系統的

分布式轉型中。”據徐敏介紹，在民生
銀行，阿裏雲的技術正在應用於民生銀
行核心系統的分布式改造；在廣發銀
行、浙商銀行、蘇州銀行，將基於阿裏
雲的 PAAS 平臺構建分布式的互聯網金
融平臺。
徐敏還說，阿裏雲正在幫助超 2500
家金融機構實現互聯網轉型，對於阿裏
金融雲來說，重點是在金融與互聯網交
界的地方進行投入。
在徐敏看來，金融機構互聯網轉型
會重點建壹個 IT 平臺，既要支撐金融交
易的嚴謹，又要具備像互聯網業務的爆
發力。對此他表示阿裏金融雲的 IAAS 無
論是公共雲還是專有雲部署，都可以滿
足該要求。其次，金融機構會改造或
新建壹套系統，承載各類金融互聯網

交易，而阿裏雲的中間件將會取代傳統
IOE 中間件，來構建基於微服務的應用
系統。
同時他認為，金融機構該去與場
景合作，將金融服務嵌入，他更建議
與成熟場景合作。此外，金融機構會
去優化運營，將金融服務以更低的成
本、更準確的方式、更好的客戶體驗
送達每壹個客戶。“阿裏雲在智能服
務、營銷、銷售、社交化運營等多個
方面都準備了很多小而美的插件，可
以很方便地整合到金融現有流程中。”
徐敏說。
此外，阿裏雲還在為眾多金融機構
的互聯網轉型提供場景合作。據了解，
阿裏雲即將把天貓商城開放給中國農業
銀行、長沙銀行、杭州銀行、南京銀行

。目前還在把阿裏雲本身的上下遊供應
鏈金融場景、阿裏巴巴 B2B 供應鏈金融
場景逐步與合作銀行共創，把金融服務
嵌入。
除阿裏巴巴自身生態場景外，阿
裏雲的百萬客戶中也蘊含著眾多金融
場景。徐敏舉例介紹說：“例如我們
的合作夥伴眾安科技利用區塊鏈和 IOT
設備來養雞，來幫助銀行做精準扶貧
貸款。”
“今天中國金融行業正在基於金
融科技的力量發生新的變化，我們將提
供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包括區
塊鏈、金融場景壹系列的能力，來幫助
金融機構更快的轉型，來給全中國全社
會提供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務。”徐敏最
後表示。

“替代國”做法依舊 歐美接連“犯規”傷害了誰？
綜合報導 歐盟公布反傾銷調查新方法修正案。
修正案不再有把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
假設，但卻引入了市場“嚴重扭曲”的概念。在符合
所謂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下，歐盟可以棄用出口
國的價格或成本，而選擇使用第三國或國際市場價格
或成本來確定是否存在傾銷，即“替代國”做法。
按照中國加入 WTO 議定書第 15 條規定，所有
WTO 成員都必須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後停止在對華
反傾銷調查中使用“替代國”做法，這與是否認可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無關。但歐盟引入“市場嚴重扭
曲”的概念，卻為今後對華繼續使用“替代國”做
法留了“後手”。
此前，美國也公開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並繼續使用“替代國”做法。
使用“替代國”價格計算傾銷幅度，將很容易
認定中國企業存在傾銷行為，並可征收高額反傾銷

稅，削弱中國產品在歐美市場上的競爭力。根據歐
委會測算，與使用標準方法計算相比，用“替代國”
方法計算的反傾銷稅率平均高出30%。
中國駐 WTO 大使張向晨日前坦言，在很多反
傾銷案中，歧視性的高額反傾銷稅導致中國企業停
業破產，數以萬計的工人被迫下崗，對中國出口產
業和工薪家庭造成了嚴重後果。
受害的還有整個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20日指出，WTO規則既不存在市場“嚴重扭
曲”的概念，也沒有社會和環境傾銷的規定。歐盟突
破 WTO 規則繼續使用“替代國”方法，並且用歐盟
單方制定的標準衡量其他國家是否存在市場“嚴重扭
曲”，將削弱WTO反傾銷法律體系的權威性。
用張向晨的話說，對於什麽是市場經濟，目前並
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按照本國對市場經濟的
定義曲解WTO規則，其實質在於操縱國際貿易規則，

並令其他WTO成員屈從於他們自行設立的規矩。
規則，是多邊貿易體系的基礎。藐視、歪曲規
則，將損害 WTO 的權威，也將危及全體成員對多
邊貿易體系的信念。
對歐美而言，繼續使用“替代國”做法看似可
以保護本國企業，實則損人不利己。
其壹，歐美不少企業均在華設廠、投資、貼牌
進口“中國制造”。在此情況下，歐美如果用“替
代國”做法，既不利於自身產業健康發展，也有損
消費者利益。
其二，中國現為歐美第二大貿易夥伴。隨著中
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今後中歐、中美經貿合作將
有更多增長點和新機遇，而履行第 15 條義務是中
國的重大關切之壹。
在此情況下，“如果繼續堅持反傾銷‘替代國’
做法，將使雙邊經貿往來面臨很大阻力 ， 得 不 償

失”，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目前，中國已將歐美堅持使用對華反傾銷“替
代國”做法訴諸 WTO。歐美唯有嚴格遵守 WTO 規
則，全面、切實履行義務，才能獲得雙贏。

新聞圖片

趁熱把自己喝掉？
趁熱把自己喝掉
？倫敦壹咖啡館用顧客照片做拉花

如果妳喜歡自拍，
如果妳喜歡自拍
，又很
愛喝咖啡，那麽自拍咖啡館
愛喝咖啡，
就再適合不過了。
就再適合不過了
。倫敦開了
第壹家自拍咖啡廳 Selfiec
Selfieccino，
cino
， 這也是歐洲第壹家自
拍咖啡館。
拍咖啡館
。

春秋戰國至明代的文物
河北宣化將修復 20余
0件
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專家雷金明（
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專家雷金明
（左）和同事檢查待修復文物的損壞程度
和同事檢查待修復文物的損壞程度。
。近日
近日，
，河北省文物保護
中心宣化站啟動金屬器文物科技保護修復項目。據介紹
中心宣化站啟動金屬器文物科技保護修復項目。
據介紹，
，此修復項目包括青銅器
此修復項目包括青銅器、
、鐵器等珍貴文物 200 多
件，涉及年代分布從春秋戰國到明代
涉及年代分布從春秋戰國到明代。
。文物專家將據文物實際情況確定修補程度
文物專家將據文物實際情況確定修補程度，
，修復工作主要是清洗
除銹、
除銹
、除氯
除氯、
、緩蝕
緩蝕、
、矯形補全
矯形補全、
、做舊
做舊、
、封護
封護、
、微環境控制等
微環境控制等，
，預計 2 至 3 年內完成
年內完成。
。

富豪新座駕

全球首個超音速商務噴氣飛機投入開發

超音速技術領域的兩家領導廠商
Aerion 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宣布壹項諒
解備忘錄，
解備忘錄
，就探索聯合開發全球首個超
音速商務噴氣飛機 Aerion AS2
AS2 的可能
性，確定正式的把關流程
確定正式的把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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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魅力衣妝

文 匯 副體育消息
刊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17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

星期日

美南版

2017 年 12 月 24 日

Sunday, December 24, 2017

冬日旅遊造型
盡顯時尚魅力
盡顯時尚
魅力

美麗密碼

的造型？或者為選購禮物而煩惱？ 近年，由於紫外線強勁，
大家都開始以太陽眼鏡作為外遊造型之一。今期，筆者為大家
介紹今季流行的太陽眼鏡，或者一些配飾作為節日造型配襯，
文、攝（部分）︰吳綺雯

鏡框款式多樣化 星級粉絲追捧
BLACKZMITH OPTICAL於這個聖
誕，旗下眼鏡品牌提供不同品牌精選的眼
鏡與太陽眼鏡系列為摯愛與好友送禮，締
造一個難忘的聖誕，甚至大家可為自己送
上驚喜，包括始於英國倫敦、設計理念將
視覺藝術融合於時尚的For Art's Sake，有
來自巴黎、為 Acne 以及 Miu Miu 工作
過 、 現 在 移 居 洛 杉 磯 的 設 計 師 Ahlem
Manai-Platt 所創立的眼鏡品牌 Ahlem，來
自上海新生代品牌 JINNNN，也有來自香
港、以大膽前衛見稱的 Percy Lau 與韓國
潮牌 Projekt Produkt 外，還有時尚配飾品
牌 RENONER。各個品牌的創作意念獨
特，鏡框款式很多樣化，而鏡片也有不同
顏色設計，各具特色，而且各有星級粉絲
追捧如全智賢、鄭秀文、李敏鎬與張碧晨
等。
而太陽眼鏡不再為求保護眼睛的實用
性，而是為造型增添時尚感，近期不難發
現男、女明星與名模都在網絡分享自己的
“太陽眼鏡”造型照。例如，百變天后
Sammi （ 鄭 秀 文 ） 近 期 鍾 情 希 臘 新 貴
MYTH × BLACKZMITH，她在自己的
ig 連環佩戴品牌同一款 oversized 圓形太陽
眼鏡，並擺出不同造型，就連練歌都眼不
離鏡。別以為天后級的 Sammi 所佩戴必
是價錢昂貴，事實她十分貼地，一千多港
元便有星級型格；而名模 Eunis（陳嘉
容）碰巧地與她撞款，演繹不一樣的時尚
味道。來自希臘的
Myth， 設 計 本 身 極
具時尚感的風格，造
工細緻精巧，加上價
錢不算貴，近年深受
潮人愛戴外，亦不乏
星級粉絲，最近徐子
珊、側田與方力申也
不約而同在自己的 ig
騷出 Myth 設計，各
有各配搭，演繹出不
■RENONER
一樣的潮味。

Ferragni 佩

an

戴 Ray-B

“Shalimar”
，
在梵語解作“愛
的神殿”，意指
印度蒙兀兒王朝
國君沙賈汗為其
愛妃泰姬瑪哈修
建了華麗的花園
皇宮，這段感人
愛情故事，啟發
了 Jacques Guerlain 的創作靈感，以敏銳嗅覺演
繹自家“愛的神殿”：性感誘人的香氛。
全球首款東方香調名香“Shalimar”，12
月推出全新 Shalimar Souffle Intense（EDP）濃
香氛（ 港幣$925/50ml）
，將 Shalimar Souffle de
Parfum 濃香氛昇華，為 Shalimar 系列推至更高
層次，添上奢華色彩。全新香氛充滿異國情
調，一抹誘惑芳香，輕拂醉人情感，讓你每寸
肌膚時刻散發攝人的迷惑魅力。
全新香調猶如一絲輕拂微風交疊誘人神
秘的異國情感；開端飄拂清新活潑的氣息，
繼而慢慢滲透如小花茉莉等的白花香氣，最後
散發出的是由香草白麝香、檀香和安息香交織
而成的醉人香韻。

設計達人

■文、圖︰雨文

個人專屬宇宙玻璃球
工藝大師將“回憶”備份
■Ferragamo Rainbow太陽眼鏡

■設計如首飾的 Chloe 太陽眼
鏡

■ Ferragamo
的 FIORE 限
量版閃石太陽
眼鏡

■鄭秀文

■Grazie Murano創辦人
Murano 創辦人
■鏡片花花
設計，
設計
，是上
世 紀 20 至
30 年 代 品
牌推出的流
行款式。
行款式
。

■方力申

LUXOTTICA 精 選
一系列不同風格的墨鏡及
光學鏡，配襯各種場合及
造型，無論飛往滑雪天堂
或是奔向海島擁抱陽光，
旗下多個品牌眼鏡均能為
旅遊造型加分，從中挑選
一份適合自己或摯愛的節
日禮物，展現出眾品味，
送上貼心定製的祝福。
例如，Ray-Ban 在到
來的節日季繼續大顯本
領，作為全球知名眼鏡品
牌，Ray-Ban 融匯過去與
未來，以淺色調與前衛色

■側框設計如網球拍

這款 Longchamp
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 靈感
來自可摺疊手袋
的設計。
的設計
。

■深受市民歡迎的品牌

■ Calvin Klein 首
席 創 意 總 監 Raf
Simons 設 計 的
CK 205系列。
■JINNNN

配襯場合的墨鏡 展現出眾品味

■ Cate Blanchett 佩
戴 Giorgio Armani
時款太陽眼鏡

■徐子珊

■ Chiara
太陽眼鏡

■文、圖︰雨文

異國情調 醉人情感

聖誕節又到了，每到這時刻，大家有否準備冬季節日外遊

讓各位在旅遊時盡顯時尚魅力。

B11

彩打造別樹一幟的風格。
本無懼的混搭精神，品
牌再次展示這個偉大眼鏡
品牌的深厚底蘊，以現代
角度詮釋悠久歷史傳承。
同時，Marchon 亦精選了
多個品牌的一系列太陽及
光學眼鏡，讓你向摯愛親
朋表達無盡心意，無論是
斯文大方的他/她，還是
陽光活力的他/她，也能
透過旗下的精選推介，挑
選最適合其個性的眼鏡，
讓你們在聖誕佳節盡顯攝
人魅力。
■ 全 新 Prada
Tapestry 系 列 以
色彩豐富的絲絨
嵌飾組合，配搭
奇妙的錯覺效
果。

披肩圍巾新潮流 節日變得溫馨
另外，披肩圍巾早已是潮
流時尚單品，不再只為保暖，更
為造型增添一份隨性的時尚感。
這個聖誕節，Scarfesia 為大
家準備了各款披肩圍巾，雖然
100% wool 製造，但所有工序與
細節都是經人手處理，質感較為
輕薄，當中的貓、狗圖案十分可
愛，也有充滿大自然的枝葉刺繡
圖案，而且也有顏色鮮豔的設
計，不論是為摯愛或好友，送上
披肩圍巾這份窩心禮物，定必驚
喜萬分，愛不釋手。

每一段關係，最美的往往是回憶，如何將
回憶守護與保存，在現在科技發達的世代內，
更顯得珍貴。玻璃工藝品牌 Grazie Murano 自
2015 年開始，致力搜羅世界各地的玻璃藝術
品，引入各種玻璃工藝界罕見的手藝作品。今
年，品牌更推出 Memorial Space Glass 系列，以
匠心獨具的工藝技術，將毛髮、骨灰等材料，
融入宇宙玻璃珠內，製作出獨一無二的禮物，
將“專屬回憶”備份， 傳遞滿滿的愛意與祝
福。
全新紀念系列 Memorial Space Glass 宇宙玻
璃球的服務，旨於幫助客人製作專屬他們愛人
或寵物的宇宙玻璃球。除了毛髮外，骨灰亦可
加入玻璃球內成為一個可以掛在身上或安放家
中的美麗紀念品。每個作品只需要約一茶匙骨
灰，而毛髮則需要大約一毫硬幣大小的毛球/ 一
束約竹籤左右分量的頭髮便可。客人亦可以選
擇把不同寵物/親人的毛髮混在一起加進作品
內。不論骨灰或毛髮，沒有使用的材料均會在
交收成品時一並歸還給客人。紀念系列製作需
時約一個月時間，可製作吊墜、手繩、戒指或
紙鎮擺設。
同時，為了推廣宇宙玻璃珠，品牌亦會於
店 內 不 定 時 舉 行 Memorial Space Glass By
Grazie Murano 工作坊，為客人講解宇宙玻璃珠
的起源、發展、鑑賞方法等。除了會展出收藏
品級別的玻璃珠外，還會為客人分享紀念系列
的部分客人故事，既甜蜜亦感動。

■心形
心形OPAL
OPAL

■星球系列收
藏品

■宇宙玻璃紙鎮擺設

廣 告
星期日

2017 年 12 月 24 日

Sunday, December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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