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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香港舉行的2018 年國際中華小姐競
選﹐16 位來自全球的中華佳麗角逐后冠﹐最
終由十號的休斯頓子弟李思佳(中）勝選﹐本
報特別與讀者們分享這個喜訊﹒

地址: 3501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近99大华） 官方网站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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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281-201-8186

方太抽油烟机：吸力超强，超低噪音；吸得干净，皮肤、
橱柜、地板不油腻；易清洁，多种款式供选择

方太燃气灶：大火够猛可爆炒，小火够稳可煲汤：多重安
全保护，防止煤气泄漏

高品质、高颜值微波炉、烤箱、蒸箱可供选择

5年有限质保，马达终身保修

方太 让亿万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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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在美國職業橄欖球超級碗（Super 
Bowl）一年一度的大賽中，廣泛不被看好的
費城老鷹隊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
41比33戰勝了新英格蘭的愛國者隊，成為第
52屆超級碗大賽冠軍。

這是費城老鷹隊
第一次獲得超級
碗冠軍。在1981
年和2005年，老
鷹隊都輸給了新
英格蘭。

愛國者隊在主教
練比利切克和四
分衛布雷迪的帶
領下，試圖連續
兩年奪得隆巴迪
冠軍杯（ 
Lombardi 
Trophy），但以
失敗告終。比利
切克和布雷迪都
被看好將進入橄
欖球名人堂。

布雷迪已經表示明年還將繼續執教。

另外，最令人期待的中場秀華麗演出，流行
天王賈斯汀三度登上超級碗，一連帶來多首
精 彩歌曲，長達13分鐘動感演出，也嗨翻現
場數萬觀眾。

主持人撒貝寧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美國超級碗大賽中
老鷹隊獲冠軍

【VOA】美國副總統彭斯本周出訪東北亞，
他計劃今年訪問多達10個國家。此舉是為了
加強彭斯的形象，同時反擊朝鮮在冬季奧運
會的魅力攻勢。
      在彭斯星期一啟程之前，一名白宮官員告
訴記者說，美國不希望“讓朝鮮政權用宣傳
手段主導信息”。
       彭斯本周將在東京和首爾停留，他將力
圖強化美國政府為使朝鮮放棄核武器和彈道
導彈計劃而對平壤施加的最大壓力。與此同
時，在朝韓雙方交往之際，有消息傳出華盛
頓和首爾之間在如何接觸朝鮮的問題上出現
分歧。
       一位美國官員表示：“我們已經看到了
北方的魅力攻勢，而這從來沒有真正讓朝鮮
走向無核化。”
       彭斯在他稱作的空軍二號在阿拉斯加空
軍基地加油時得到了有關彈道導彈防禦系統
的通報，之後他將飛往日本。
       彭斯星期三將在東京接受國防部簡報，
並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安倍將為彭斯舉
行宴會，兩人還將向記者發表聲明。
      彭斯星期四將在首爾與韓國總統文在寅共
進晚餐。

       政府官員說，彭斯與安倍和文在寅的會
談將是實質性的，這是美國在朝鮮問題上“
與盟友保持著非常密切聯系”的方式之一。
       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五分別與日本和韓國
領導人通電話，主要討論了朝鮮的局勢。
       數小時後，川普在橢圓形辦公室接待了8
名脫北者。
       彭斯將作為美國官方代表團的領導人出
席星期四在韓國平昌舉行的冬奧會開幕式。
       曾經被朝鮮關押並在去年因昏迷返回美
國後去世的美國學生奧托·瓦姆比奧（Otto 
Warmbier）的父親弗雷德·瓦姆比奧（Fred 
Warmbier）將作為彭斯的特約嘉賓參加開幕
式。
       一名白宮官員表示，瓦姆比奧與彭斯站
在一起將會“提醒世人朝鮮發生的暴行”。
       美國代表團還將看到南北雙方運動員共
舉一面旗幟入場，以展示一個團結的韓朝。
       朝鮮的禮儀性國家元首金永南將率領平
壤高層代表團出席此次活動。
       預計美國和朝鮮政府代表團之間不會有
任何聯系。
       白宮官員說：“彭斯副總統肯定不會尋
求與朝方會面。”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韓國平澤烏山空軍基地揮手致意。（2017年4月18日）

節目介紹：
《綠水青山看中國》共9集，由撒貝寧擔任主持人，是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與科教頻
道推出的一台大型演播室益智類文化節目。節目融知識性趣味性於一身，以山、水、
林、田、湖、生命為載體，展現人地關係，感念鄉土、鄉情、鄉愁。節目緊扣時代主
題，展現美麗中國、生態中國、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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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青山看中國》
展現人地關係  呈現美麗文化中國

▲ 節目片頭

︱費城老鷹隊隊員奈特.傑瑞(Nate Gerry)歡慶勝利 (2018年2月4日)

彭斯將展開東北亞之旅  
反擊朝鮮魅力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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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酸奶不
僅擁有香甜的口感，對於我們的身體也有諸
多益處。今天我們根據本地消費者的意見回
饋，統計出了休斯頓最受歡迎的十大酸奶店
，一起來看看有哪些吧！
U-Swirl

U-Swirl的營銷口號是“物有所值”，
他們擁有20種非脂肪酸奶口味及60多種配
料。調查得知，U-Swirl有最幹凈的設施和
最友好的員工。U-Swirl在休士頓共有三家
分店，分別在Atascocita、Heights和Katy。
Tutti Frutti

Tutti Frutti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冷凍酸
奶店之一，在全球幾十個國家都有分店。幸
運的是，休斯頓地區也有很多分店。 顧客
對其大量的選擇和優質的客戶服務大加讚賞
。
Menchie's

著名酸奶店 Menchie's 在休斯頓擁有 20
多家分店，市場搶占率非常高。如果你是
Menchie's 的常客，一定要報名參加他們的
Smileage計劃。顧客每花一塊錢就會得要一
個微笑。在50次微笑之後，就可以得到5美
元的麥奇代金券，可以用來購買食物。

Orange Leaf
從Woodlands到Galveston，有幾個地方

都可以看到 Orange Leaf。他們還有外賣服
務，放在自家冰箱，隨時享用。一定要報名
參加他們的“Ounce Back”計劃。每花 10
美元，顧客就會有1美元加到“Ounce Back
”計劃。在生日的時候也可以享受3美元的
優惠。
Sweet Frog

通過下載“Sweet Frog”應用程序或在
線 註 冊 ， 加 入 “ 甜 蛙 ” 的 忠 誠 度 計 劃
（Loyalty Program for Sweet Frog），將在10
次訪問後獲得免費的酸奶。
Yogurtland

Yogurtland對1000多人進行了口味測試
。將自家的九種口味與九種類似口味的其他
品牌進行比較。10個人中有7個選擇了Yo-
gurtland。在休士頓，他們有三家分店，分
別位於 Montrose、Memorial City 和 Galleria
。如果加入他們的獎勵計劃（Real Rewards
），第一杯酸奶是免費的。
Red Mango

Red Mango一共有三家分店可供挑選。
一位顧客表示，一旦你嘗過Red Mango，你

就永遠不會忘記它。除了冷凍酸奶，他們還
提供冰沙和鮮果汁。
Pinkberry

Pinkberry 是 2005 年創立於洛杉磯的冷
凍酸奶品牌之一，現在在休斯頓有四家分店
。他們有大量的口味可供挑選，服務態度一
流。收費按每杯計價，而不是像大多數商店
那樣樣以重量計價。下載 Pinkberry 應用程
序，就可以獲得免費的冷凍酸奶。10 次購
買後，將得到一杯免費飲料。生日聚會也有
免費贈品。
Swirll

Swirll擁有露天座位，顧客可以在良好
的天氣一邊享受美味酸奶，一邊享受戶外風
光。Swirll在休斯頓擁有數家分店，提供十
幾種口味的酸奶。
Chiller Bee

在 Conroe 和 Montgomery 的 Chiller Bee
每天提供12種口味酸奶，酸奶口味每天都
略有不同。這些店大多都是家族擁有和經營
的，購買酸奶的同時還可以購買他們的一件
酷襯衫，幫助支持當地經濟。

看了那麽多，你更喜歡哪一家呢？

休斯頓最受歡迎的十大酸奶店甜蜜來襲

U-SwirlU-Swirl

YogurtlandYogurtland

PinkberryPinkberry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Healt-
NewsTips 健康網訊）患有 2 型糖尿病的人們，
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可以和昂貴的藥片和煩人的
針頭和測試條告別。這多虧了一位來自斯裏蘭
卡的研究人員的突破，他是一名內分泌學專家
，有 23 年的經驗，這將改變我們以往對治療2
型糖尿病的觀念。

停止服用目前最廣泛應用於治療2型糖尿病
的藥品二甲雙胍（Metformin）! 是否願意嘗試
一種“美味的菜肴”，或者甚至是一種可以很
自然地解決糖尿病問題的“奇跡奶昔”?

麥歇爾•鄧普西（Michel Dempsey）勇敢地
並且很幸運地試圖挽救他的妻子，他發現了一
個斯裏蘭卡部落，那裏沒有一例糖尿病或糖尿

病前期患者。在一名來自 Per-
adeniya 大學的斯裏蘭卡研究人
員的幫助下，他克服困難，開
發了一種天然的治療方法，用
同樣的成分來治療糖尿病，在
這個部落已經用了幾十年。

他說他只是不想看到他三個
孩子的母親無法擺脫糖尿病的
痛苦。他想為她找到一個更美
好的未來。

現在，經過幾年的研究、學
習和實驗，斯裏蘭卡研究人員
Chaminda 發現了一種非常簡單
的方法來阻止糖尿病，甚至逆
轉它，讓患者恢覆以前的生活

。
這種方法包括去除那些讓問題

變得更糟的食物，用那些讓醫生感
到困惑的成分和超級食物來代替它
們。

這種新方法遭到了醫學界和制
藥公司的嚴厲批評，但他從未被那
些真正嘗試過的人所批評; 他們中的大多數在
短短幾周內就取得了成功。

麥歇爾說，這種方法已經得到了證實，這
些結果可以為他們自己說話。

現在你可能想知道為什麽你從未聽說過這
個方法。答案其實很簡單; 大型制藥公司。制藥
業已經竭盡全力阻止這一信息的傳播。糖尿病
“市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昂貴處方藥。制藥
公司在你生病的時候會賺更多的錢，這就是為
什麽他們不急著讓糖尿病治愈的原因。

二甲雙胍（Metformin）制造商不打算放棄
，那樣的話，預計他們每年都會有數百億美元
的損失。麥歇爾認為，讓糖尿病患者在黑暗中
選擇安全的替代治療方案是不公平的。

由於互聯網的力量，這一講演在糖尿病社

區中得到了廣泛的分享和關注。
一些觀眾對壓制和隱藏信息感到憤怒，而

另一些人則高興地發現他們的生活不再圍繞著
藥片和胰島素。

麥歇爾熱衷於強調每個人都可以遵循這個
方法。他說，你會驚奇地發現，這些成分在正
確的時間和劑量下每天消耗的能量是多麽的強
大。

當然，觀眾必須有常識。應該在醫生的監
督下停止用藥。這段視頻可以隨時點擊觀看。

盡管麥普西先生受到了大型制藥公司的重
重壓力，但他還是繼續做了這個演講，讓全世
界的糖尿病患者自己來做決定和改變。

停止使用二甲雙胍 改變以往治療2型糖尿病觀念

最廣泛應用於治療最廣泛應用於治療22型糖尿病的藥品二甲雙胍型糖尿病的藥品二甲雙胍。。

0201D10鄧彩欣

巴爾的摩拯救食物 再思食物意義巴爾的摩拯救食物 再思食物意義巴爾的摩拯救食物 再思食物意義 圖圖圖///文文文：：：鄧彩欣鄧彩欣鄧彩欣

剛過去的週五陽光明媚，中午時分筆者
如常下樓、前往一街之隔的巴士站，正要去
市中心採買食材。經過大樓旁的教堂，一個
白人男人對筆者說： 「……免費食物……」
生活在巴爾的摩，每每外出總會遇上陌生途
人 詢 問 「有 沒 有 零 錢 」、 「可 否 送 我 午
餐」，筆者沒有仔細聆聽對方的話，心想大
概是想討食物的人，便簡單回答： 「對不
起。」過了馬路，等待巴士期間，那個男人
再向一個騎腳踏車的路人說： 「我們有免費
食物，你可以隨便挑選喜歡的。」筆者心裡
怪不好意思的，沒有細聽男人的話，居然將
派發免費食物的義工，當成討食物的人。

六地點贈送新鮮蔬果
一邊吃著蘋果，一邊向途人呼喊 「不用

買，免費食物」的棕髮男人，腦後盤一個小
小的圓髮髻，留一臉鬍子，年約三十歲。他
是 Matt Burke，在巴爾的摩免費農場（Balti-
more Free Farm）擔任義工近六年。

Matt 說： 「我們一星期去巴城的不同地
點派發免費食物，原定週五安排前往 Grace
Baptist Church，但是今天中午那邊進行葬
禮，我們唯有取消活動。可是我們收集到許
多 食 物 ， 剛 好 我 們 需 要 來 St John's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準備週六晚上的籌款晚宴
（Baltimore Free Farm's 7th Annual Fancy Din-
ner），於是順理成章在這裡贈送食物。」

巴爾的摩免費農場位於 Hampden，是一

個關注健康食物的社區農場，他們有多個推
廣健康食物的運動，其中一個是從2012年開
始，逢週三的 「拯救食物日（Food Rescue
Day）」，去年 「拯救食物日」擴展至每週五
天 ， 並 獨 立 發 展 為 「巴 爾 的 摩 拯 救 食 物
（Food Rescue Baltimore）」項目，計劃未來
增加派發食物地點至十二個。

五個固定的派發地點，分別是週一Seton
Hill 的 The Land Of Kush、週二 Sandtown 的
Yo! Baltimore West、週三 Hampden 旳巴爾的
摩免費農場、週四 Reservoir Hill 的 Dovecote
Cafe、週五 Coldstream Homestead Montebello
的Grace Baptist Church。最新消息是1月31日
（週三）開始，Broadway East 的 Yo! Balti-
more East 將成為第六個定期派發點。活動詳
情可瀏覽foodrescuebaltimore.org。

Matt 指出： 「我們盡量選擇前往沒有鄰
近超級市場或是較弱勢的社區，我們沒有嚴
格限制取用者的家庭收入，任何人都可以拿
取免費食物。每次派發活動，大約吸引二十
四至六十人來挑選，每週最少接觸超過一百

位市民，有的是領取食物券的、有的是中產
階級。」

Matt 進一步介紹： 「我們有大約五十位
義工，每星期輪流協助食物派發活動。巴爾
的摩免費農場和 Dovecote Cafe是推行時間較
久的派發點，不少居民活動開始前一小時開
始排隊，不用四十五分鐘，幾百磅的食物便
贈送完畢。至於其他新加入的派發點，食物
約兩小時也可以全部送出。」

週五中午的免費食物有很多，包括茄
子、櫛瓜、青椒、紅椒、木瓜、麵包、酸乳
酪、秋葵、四季豆、蘋果、菠菜、櫻桃蕃
茄、蘆薈、薑黃、佛手瓜、朝鮮薊。翻查機
構的臉書分享和過去新聞報導，有時候還有
各種香草，像迷迭香、薄荷、羅勒等，甚至
涼薯、山藥、寶塔花菜、飛碟櫛瓜、抱子甘
藍、馬鈴薯、芹菜、蘆筍、蘑菇、紅石榴、
茫果、柿子、桃子、香蕉、檸檬、早餐穀物
片、果汁等等，其中更不乏有機食品。

冷清的十字路口行人道，很快聚上一些
民眾。附近居民攜帶環保塑膠袋或紙箱，很
自律地拿了適當份量的食物，便在機構的紀
錄冊上填寫個人姓名、郵政編碼及家中人口
數目。很快各個盛戴食物的紙箱和塑膠盒便
空空如也，紀錄冊旁邊的捐獻罐子也放滿居
民捐款。Matt 透露，每次贈送食物平均獲得
$15捐款，數目雖然不多，但還是可以幫補義
工司機的油錢支出。

住在對街的女住戶拿了兩條綠櫛瓜、五
條長茄子、兩個朝鮮薊，她表示： 「雖然蔬
果表面有一些瑕疵，但是調烹後的口感與超
市新鮮購買的分別不大。」另一個住在幾街
之外的男居民取了一袋當日過期的罌粟籽麵
包，他說： 「很多時候我在超市購買的麵
包，也是過了最佳食用日期好幾天才吃完，
過 期 麵 包 用 微 波 爐 加 熱 三 十 秒 還 是 軟 軟
的。」

當然不是每一次的活動參與者也如此守

禮，Matt 回憶道： 「曾經有人大量地拿走同
一款食物，我只好禮貌地提醒對方，請考慮
後面排隊的人。」

貌醜食材營養不減！
筆者很好奇，這麼多的食物是從哪裡收

集的？Matt 回答： 「我們有幾輛小型貨車，
每星期去 Jessup 的批發市場 Maryland Whole-
sale Produce Market 三至五次收集 『次等食物
（Number 2 Food）』。此外也有社會企業、
零售商捐贈食物給我們，包括社企 Hungry
Harvest、有機超市 Mom’s Organic Market、
Trader Joe’s、Roots Market 等，一星期收集
約3000磅的食物。」Matt再解釋： 「『次等
食物』是指沒有完美外表，但不影響食用的
食物。例如一個有斑點的蘋果，大部分消費
者不會選購，零售商自然拒絕向批發商購買
這類次等食品，美國有近四成不完美食物被
棄置。」

Hungry Harvest是一個總部位於巴城的拯
救食物社會企業，向農場收集不符合銷售標
準——尺寸太大或太小、外表奇形怪狀、顏
色不漂亮——或過剩的農產品；與批發商合
作，回收賣不去的食品，再以網購送貨，或
在學校、社區中心設臨時攤位，以低於市價
再出售，讓大量外貌欠佳、富營養價值的食
物不用被棄置堆填區，也使消費者多一個額
外選擇。同時Hungry Harvest也與不同機構合
作，贈送過剩的農產品，其中巴爾的摩免費
農場便是受惠機構之一。

巴城不像台灣和中國的大城市，家附近
總有步行距離的超市、菜市場或雜貨店，購
買新鮮食材十分方便。2015 年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研究指出，有四分一的巴城居民因為
低收入、沒有擁有汽車及不鄰近超市，而缺
乏有營養的食物， 「巴爾的摩拯救食物」正
能夠幫助更多居民獲得新鮮蔬果，而生活較
優裕的華人讀者也可以深思 「樣貌欠佳的蔬
果」和 「過期食物」是否真的需要丟棄？

Matt BurkeMatt Burke（（左一左一））向途人介紹拯救食物計劃向途人介紹拯救食物計劃

偶爾還有寶塔花菜偶爾還有寶塔花菜（（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其他當日免費食物其他當日免費食物過去曾送出罕見的飛碟櫛瓜過去曾送出罕見的飛碟櫛瓜（（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不一樣的胡蘿蔔不一樣的胡蘿蔔，，但不影響但不影響
其食用價值其食用價值（（網路圖片網路圖片））

教堂外放滿免費的新鮮蔬果教堂外放滿免費的新鮮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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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曾經壹度被稱為最後的網絡信息

孤島。不過，隨著移動通信和衛星通信等技

術的發展，機載WiFi的普及讓旅客在空中

網上沖浪、刷微博、聊微信成為可能。民航

局發布的《機上便攜式電子設備（PED）使

用評估指南》更是如壹聲春雷，引發了各大

航企“空中WiFi開機”競速。

目前，包括東航、南航、海航在內的多

家航空公司公布了空中WiFi的開機時間。

國內航企空中WiFi服務還處於試行階

段，但對航企來說具有非凡意義。壹方面，

空中WiFi服務能顯著提升乘客體驗，已成

為僅次於機票價格和航班時刻，影響乘客選

擇航空公司的最重要因素；另壹方面，對乘

客而言，空中WiFi服務也是他們的剛需。

有報告認為，空中WiFi服務具有在未

來20年內創造壹個1300億美元全球市場的

潛力。如果航空公司能夠安裝高質量的機上

寬帶連接，它們就會打開壹個全新的世界。

空中上網“盛宴”開啟 航空業“飛
”進互聯時代

隨著飛機上使用手機的禁令松綁，“空

中開手機”改變了過去的“空中網絡信息

孤島”狀況，體驗者對這項新服務點贊，

航空公司也爭先恐後開啟“空地互聯”服

務。業內人士指出，航空公司寄希望於

“空地互聯”成為新增長點，需要通過引

入個性化服務提供商與電商企業合作等方

式實現商業成功。

國內航空公司爭相開通“空地互聯”

“2018年1月18日起，歡迎大家，率先

開機！”東方航空公司宣布18日零時起，

部分客機的旅客可在飛機上使用“飛行模式

”的手機、平板電腦（Pad）、筆記本電腦

、電子閱讀器等便攜式電子設備（PED）了

，但需關閉蜂窩移動通信功能。

海南航空公司更是搶先壹步，於17日

晚起飛的HU7781海口至北京的航班上開放

便攜式電子設備使用。春秋航空也宣布，將

為手機“松綁”，旅客可以在飛行中使用開

啟“飛行模式”的手機。

邊飛邊玩受到旅客的熱捧。旅客左先生

表示：“以前在飛機上就是睡覺，無聊的時

候看看雜誌，以後我可以發發朋友圈，挺好

的。”

從旅客實際體驗看，盡管有時網絡有點

卡，但整體而言旅客即使在空中，也不再是

“網絡信息孤島”了。

事實上，美聯航、漢莎航空、全日空等

國外航空公司早已推出空中上網服務，要在

航空市場上增強競爭力，國內航空公司須快

速追趕，補上這壹課。

壹位航空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空地互

聯”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是進入互聯網時代的

新起點，未來的發展前景將十分廣闊，“時

不我待，誰都不甘落後”。

目前，東航已有 74 架飛機提供空中

WiFi，覆蓋全部國際遠程航線及166條國內

重點商務航線。

航空業必須“飛”進互聯網時代

中國民航局15日發布的《機上便攜式

電子設備（PED）使用評估指南》提到，

“近年來，中國民用航空局為了滿足廣大旅

客需求，根據中國國情，經過技術測試、規

章修訂等壹系列工作，認為開放機上PED使

用的條件已基本成熟”。

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教授鄒建軍說：

“這意味著民航局把是否開放使用便攜式電

子設備的權力下放給航空公司，但航空公司

必須要在符合標準的前提下逐步開放。出於

安全和國防的考慮，飛機上曾禁用手機，但

隨著技術的發展以及旅客對乘機體驗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才對手機禁令進行了調整。”

在飛機上使用手機上網，並不只是廣大

旅客的夢想。早在2012年，東航集團總經

理馬須倫就曾暢想過空中無線局域網的廣闊

前景。他說：“旅客對上網的要求是‘隨時

隨地’，航空業也必須‘飛’進互聯網時代

，這是信息時代對航空業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

業內人士表示，當旅客需求與投入成本

能夠實現壹定的平衡時，航空公司就有意願

提供空中上網服務。

空中上網需創新商業模式

國外航空公司早已啟動“空地互聯”服

務，但有些需支付壹定費用，中國航空公司

的空中上網服務將來會收費嗎？

受訪航空公司表示，打開“空地互聯”

的“窗口”猶如進入壹片新藍海，目前還沒

有向旅客收費的計劃，未來可能實現的商業

模式有很多，比如與電商合作等，要實現商

業成功，並不壹定要旅客買單。

航空公司寄希望於“空地互聯”能夠成

為新的增值點，要做到既讓旅客滿意並成為

吸引旅客的賣點，又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

這是對航空公司經營模式和創新思路的考驗

。

有專家建議，航空公司可嘗試通過機票

折扣調整、引入個性化服務提供商與電商企

業合作等方式實現商業成功。以東航為例，

目前東航提供的空中上網服務是免費的，暫

時沒有制定收費計劃。

鄒建軍認為，有關部門會對市場進行監

督，航空公司並不能因為提供上網服務而隨

意收費，在如今我國的互聯網應用環境下，

共享概念會被引入飛機的上網服務，航空公

司也需要進行更多的探索，在其中找到新的

商機。

盛宴開啟：各大航企“空中WiFi開機”競速
海航：WiFi將成航空公司重要競爭力

1月17日，海南航空正式發公告稱，從1月18日起旅客

可以在飛機上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電子閱讀

器等便攜式電子設備（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簡稱

“PED”）。當晚9點36分，海南航空總裁孫劍鋒執飛的海

口至北京HU7781航班正式開放PED使用，海南航空成為中

國民航業內最早落實機上開放PED使用的航空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未來航空公司有無WiFi 功能，乃至

WiFi的速度快慢，將成為乘客選擇航空公司的重要參考因素

。

隨著全球無線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社會公眾對機上

PED的使用特別是手機的使用需求愈發強烈，尤其是全球信

息化的發展、飛機抗電磁幹擾技術的突破以及國外現有成熟

的運營模式，使得中國民航業陸續對民航客機上PED使用禁

令松綁。

據了解，海南航空對於機上PED設備的開放早已開始準

備，並對相關政策開展了深入研究。經評估，波音787、波

音737、空客A330機型均具備機載設備抗PED電磁幹擾的能

力。同時，海南航空修訂的PED相關配套政策與程序也通過

了局方評估。

南航：放心使用機上WiFi

2月 1日，2018年春運第壹天，在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CZ3109航班上，旅客們體驗了壹段不壹樣的春運之旅。執

飛當天CZ3109航班的是空客A330－300機型。這壹機型上應

用了南航全新壹代機上娛樂與互聯系統，並配套推出了全新

客艙互聯平臺，可滿足旅客實時上網需求。

據航班上的南航工作人員介紹，自 1月 19日起，經

民航局批準，旅客乘坐南航飛機可以在飛行過程中使用

設為“飛行模式”的手機和經過批準的個人電子設備，

在具備空中局域網的航班上可以瀏覽豐富的娛樂節目，

在具備空地互聯網的航班上可以收發郵件、瀏覽網頁、

使用微信等。

目前，國內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實現了“空中開機”，更

有多家航空公司開通機上WiFi服務，為旅客提供更豐富的

民航體驗。

不過，各大航空公司“壹夜之間”紛紛解禁手機甚至開

通WiFi，也讓壹些旅客對飛機飛行期間的安全性心存疑慮。

對此，南航信息中心資深工程師王濤表示，所有機載設備都

需要經過極其嚴格的測試和取證，飛機上不會安裝任何可能

威脅到乘客安全的設備。“此外，客艙使用的機上上網信號

與駕駛艙是完全物理隔離的，不會影響到駕駛艙操作，因此

旅客可以放心使用機上WiFi。”王濤說。

不過南航相關負責人也表示，根據民航局要求，壹旦機

組發現任何幹擾安全的情況或突發緊急事件需立即停止使用

便攜式電子設備時，廣大旅客請務必聽從機組安排。

隨著航空WiFi時代的來臨，國內航空公司正在從以出

售機票為中心的傳統商業模式，向以提升用戶體驗為核心的

全新商業模式轉型，創造新的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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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3日下午，在粵桂交界的廣西梧州市藤縣路段，壹家三口趕路回家。壹家三口帶著大包小包，從廣東騎行數百公裏，趕回老家過年。在摩托車的郵箱上，壹條萌萌的白色狗狗卷縮在壹個小盒子

裏。白色狗狗只露出頭部，緊盯著前方，仿佛是壹家人的“導航員”。

當地時間2月4日，俄羅斯莫斯科遭大雪襲擊。據外媒報道，莫斯科3日壹天的降雪量就達到了月平均降雪

量的壹半，打破了1957年的降雪記錄。當地官員稱有2000多棵大樹被壓塌，多個航班被延誤。俄羅斯莫斯科負

責住房與公共事業的副市長彼得· 比留科夫向記者表示，4日莫斯科降雪和冰雨造成100多起樹倒砸車事件。比

留科夫表示：“位於樹旁的交通工具非常危險。樹木倒塌壓在旁邊停著的汽車上，近壹個晝夜莫斯科發生100

多起這樣的事件。副市長提醒莫斯科居民要特別小心，因為積冰可能導致公園和廣場的樹木倒塌。

莫斯科降雪量破紀錄
2000多棵大樹被壓塌

英國舉行
"硬漢"挑戰賽

當地時間 2月 4日

，“硬漢”耐力賽在英

國中部伍爾弗漢普頓舉

行，數千名參賽選手在

各種障礙中拼盡全力努

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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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盲井》、《盲山》之後，柏

林銀熊獎導演李楊“盲三部曲”收官

之作《盲· 道》目前正在全國熱映中。

雖然受到影迷期待，但這部聚焦流浪

乞討兒童的現實題材電影卻面臨著異

常嚴峻的排片空間（0.2%），且大多

非市中心和黃金場。

導演李楊攜主演杜函夢從北京、

上海、廣州再到成都路演，與各地觀

眾面對面交流。並寫信致謝全國影迷

的熱情支持。面對部分尖銳影迷的批

評，李楊也表示接受，承認“許多地

方不盡人意，（對這部作品）也不十

分滿意”，並對這部分影迷的失望表

示歉意。

而從2月4日上映第3天起，《盲·

道》的上座率從13%上升到了日前的

18%（貓眼數據），超過同檔期其它影

片，逐漸呈現出逆襲的態勢。

李楊導演的前兩部電影《盲井》

（柏林銀熊獎）、《盲山》（入圍戛

納電影節），聚焦“黑礦殺人騙保”

和“被拐女大學生”，以直刺暗黑現

實的力度贏得了無數影迷的喜愛。然

而這部揭露流浪乞討兒童現實困境的

《盲· 道》，卻因“尖銳不足、溫情有

余”以及臺詞配音等問題而受到了部

分影迷的批評。

李楊日前也通過“致《盲· 道》

觀眾的壹封信”做出了回應，表示

坦然接受。他承認這部電影“因為

經濟和各種原因不夠完美，有許多

遺憾”，也為了能夠與觀眾見面，

“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妥協。許多地

方不盡人意，對這部《盲· 道》我

也不十分滿意”。並在信中表示

“要向廣大的我的影迷粉絲們深深

鞠壹躬，說壹聲對不起！我讓妳們

失望了！！”

李楊在信中特別感謝了壹位當地

沒有排片，卻通過網絡在其它城市單

純購票支持《盲· 道》的泰州觀眾。

並透露，“自從十年前我開始關

註少年犯罪流浪乞討的兒童群體，就

下決心壹定要為他們用電影發聲，呼

籲人們關註他們幫助他們。”為了完

成這部影片，不惜用“自己不多的存

款並且抵押房產借錢”。拍攝期間面

臨資金斷裂瀕臨破產，幸得“在好朋

友企業家蘇同、郭宇寬和壹個不願署

名的著名企業家的幫助下才完成了

《盲· 道》的制作”。

李楊就《盲·道》向影迷道歉

“對不起！我讓妳們失望了！”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妳們好！我是導演李楊。我的第三部故事長片《盲·道》2

月2日正式在全國電影院上映。這是我自《盲井》、《盲山》之
後第壹部在全國公映的電影。我現在正在全國路演的路上，期
待著跟各地觀眾面對面交流和表示感謝！盡管《盲·道》的排片
非常之少和非常偏遠，但是我仍然希望妳們能走進電影院，去
觀看我的電影。能讓中國的廣大觀眾看到（光明正大的看到）
我的電影，是支撐我繼續拍電影的壹個動力。

今天我看到壹個影迷觀眾的微博，讓我非常感動。這個叫
“Mr哦哦隨口”的觀眾這樣寫道，“泰州不放映《盲道》嗎？
那我就隨便到壹個地方買幾張票了。反正也看不到了，純粹是
為了流浪兒童多壹點流量，和小我對多點社會困難人們的同情
希望他們有更好壹點生活的期待，和特困劇組不招安堅持自己
想法的感動。真實比遮羞布有意義的多。我能做的很很微微小
。哪怕壹個兒童過得好壹點，會少很多的連鎖悲劇。”

謝謝妳，親愛的朋友。妳不僅在無法觀影的情況下，買票
支持《盲·道》這部電影。更將它當作對流浪兒童、乞討兒童的
關懷和幫助。這恰恰是我拍這部電影的初衷。我拍《盲·道》正
是希望通過電影的力量，去引發人們對底層生活的關註，對乞
討兒童的關註。

謝謝妳對我的支持。同時也謝謝像妳壹樣用行動去電影院
以及用各種方法支持我的全國各地的影迷和觀眾朋友們。有妳
們的支持，讓我有繼續前行的動力。

我知道有許多的影迷朋友們在看完《盲·道》之後相當失望
，甚至質疑我是否江郎才盡，問我：從前像手術刀壹樣犀利的
風格哪裏去了，為什麽《盲·道》變得如此溫情？我承認為了這
部電影與觀眾見面，我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妥協。許多地方不盡
人意，對這部《盲·道》我也不十分滿意。我知道妳們期待我拍
出《熔爐》、《素媛》壹樣強有力的電影。在這裏我要向廣大
的我的影迷粉絲們深深鞠壹躬，說壹聲對不起！我讓妳們失望

了！！
自從十年前我開始關註少年犯罪流浪乞討的兒童群體，就

下決心壹定要為他們用電影發聲，呼籲人們關註他們幫助他們
。直到二零壹四年，我用自己不多的存款並且抵押房產借錢去
拍《盲·道》，拍攝期間資金斷裂瀕臨破產，最後在好朋友企業
家蘇同、郭宇寬和壹個不願署名的著名企業家的幫助下才完成
了《盲·道》的制作。雖然這部電影因為經濟和各種原因不夠完
美，有許多遺憾。但是我在朋友們的支持下，在如此浮華、虛
幻、惡搞、虛偽的電影充滿電影院的時代，我逆風而行。我對
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這個時代。

我希望這部電影傳遞愛、大愛，對底層的關懷和幫助。票
房從壹開始就不是做這部電影的目的，但是我希望妳們走進電
影院支持我。我和其他投資人決定將每張電影票中的兩元錢捐
助給盲童。

春節將至，希望妳們與我們壹起，幫助孩子們回家。

致《盲·道》觀眾的壹封信

《西遊記女兒國》將於2018年大年初壹

登陸全國院線，片方發布“春色”片段，山

泉林間壹出百女共浴嬉戲的畫面，竟然讓二

師兄豬八戒看呆落淚。

由鄭保瑞執導，郭富城、馮紹峰、趙麗

穎、小沈陽、羅仲謙、林誌玲、梁詠琪、劉

濤、苑瓊丹、潘斌龍、施詩等主演的魔幻愛

情喜劇《西遊記女兒國》將於2018年大年初

壹登陸全國院線。近日，片方發布“春色”

片段，女兒國山水秀麗風光與女兒阿娜多姿

之美相映生輝，

令人不禁感嘆：

滿園春色惹人醉

！

女兒國中不

僅有驚艷絕倫的

山水風光，更有

清水出芙蓉的秀

麗佳人，山泉林

間壹出百女共浴

嬉戲揭開了帷幕

。在畫面的另壹

邊由小沈陽飾演

的豬八戒卻成為

了最搶鏡的主角

！打不哭、餓不

哭的二師兄，竟

然流出了不輕彈的男兒熱淚，果然，女兒國

的魅力足以引無數英雄折腰。

雖然片段中只曝光了二師兄見到女兒國美

人之後的精彩反應，但是不難想見另外同入女

兒國的三師徒會是怎樣的光景，儒雅克制的唐

僧、火爆脾氣的悟空、遲鈍呆萌的沙僧，分別

會做出何種表現著實令人萬分期待。

《西遊記女兒國》即將於2018年大年初

壹上映。

“女兒國”百女共浴 看呆豬八戒！
《西遊記女兒國》曝光“滿園春色”片段

導演管虎近日在微博曝光多張戰爭片《八佰》

的片場照，他的微博也引來杜淳、魏晨、歐豪、李晨

等演員粉絲的留言，力挺自家愛豆。而此前，張譯、

王千源、姜武、黃誌忠還被拍到在片場工作的場景，

這部史詩片的卡司也陸續曝光。

管虎此前曾透露，《八佰》以抗日戰爭為背景，

講述的是1937年淞滬會戰中“八百壯士”在日軍圍

困下堅守四行倉庫陣地的血性故事。

管虎從小就喜歡現代史，尤其是看到“八百壯士

”這場戰役，認為非常獨特，它應該是戰爭史上唯壹

帶“觀眾”的戰鬥，

以五十米的蘇州河為

界，壹邊是上海的租

界，燈紅酒綠；另壹

邊則是戰爭中的四行

倉庫，好似地獄，戰

鬥過程中，老百姓都

自發在河對岸為戰士

們加油。

為了還原 1937

年的時代質感，劇組

不僅耗費數年人工搭

建起占地200畝的建

築，更不惜人工開鑿

了壹條仿真蘇州河，

連管虎都感嘆自己“簡直變成了壹個工程監理”。

為了讓畫面更有質感，《八佰》全程采用數字

IMAX 攝影機拍攝，這種行業內最頂尖的 ALEXA

IMAX 65毫米數字攝影機目前在全球僅有4臺。攝影

指導曹郁介紹，數字IMAX攝影機拍出來的戰爭場面

色彩細膩、細節生動、視角極為廣闊，管虎則用通俗

的話解釋：“就是這個攝影機擺在那兒，不用妳去特

意營造場面，它的鏡頭就幫妳完成了群像塑造和歷史

質感。”

《八佰》預計於2019年暑期公映。

管虎戰爭片《八佰》首次曝光片場照
張譯王千源姜武黃誌忠杜淳李晨組硬漢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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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屆金像獎部分提名名單
最佳電影：
《拆彈專家》
《明月幾時有》
《相愛相親》
《追龍》
《殺破狼‧貪狼》
最佳導演：
彭秀慧《29+1》
邱禮濤《拆彈專家》
許鞍華《明月幾時有》
張艾嘉《相愛相親》
葉偉信《殺破狼·貪狼》
最佳男主角：
鄭中基《大樂師．為愛配樂》
劉德華《拆彈專家》
田壯壯《相愛相親》
古天樂《殺破狼．貪狼》
凌文龍《黃金花》
最佳女主角：
周秀娜《29+1》
周迅《明月幾時有》
鄧麗欣《空手道》
張艾嘉《相愛相親》
毛舜筠《黃金花》
最佳男配角：
姜皓文《拆彈專家》
姜皓文《大樂師‧為愛配樂》
林家棟《殺破狼·貪狼》
秦沛《春嬌救志明》
倉田保昭《蕩寇風雲》
倉田保昭《空手道》
最佳女配角：
鄭欣宜《29+1》
葉德嫻《明月幾時有》
吳彥姝《相愛相親》
寶珮如《藍天白雲》
邵音音《救殭清道夫》
最佳新演員：
鄧月平《小男人週記3之吾家有喜》
歐鎧淳《春嬌救志明》
凌文龍《黃金花》
陳漢娜《殺破狼·貪狼》
梁雍婷《藍天白雲》
最佳編劇：
彭秀慧《29+1》
張艾嘉、游曉穎《相愛相親》
何冀平《明月幾時有》
彭浩翔、尹志文、陸以心《春嬌救志明》
張經緯《藍天白雲》
最佳攝影：
余力為《明月幾時有》
譚運佳《空手道》
李屏賓《相愛相親》
關智耀《追龍》
謝忠道《殺破狼‧貪狼》
最佳剪接：
張叔平、葉婉婷《以青春的名義》
鍾煒釗《拆彈專家》
雪蓮、鄺志良《明月幾時有》
李嘉榮《追龍》
黃海《殺破狼‧貪狼》
最佳美術指導：
赤塚佳仁、廖惠麗、郭鐘山《西遊
伏妖篇》
文念中、利國林《明月幾時有》
張蚊《空手道》
林子僑《悟空傳》
張英華《追龍》
最佳兩岸華語電影：
《大佛普拉斯》
《血觀音》
《芳華》
《乘風破浪》
《戰狼II》

凌文龍憑電影《黃金花》角逐“最佳
新演員”外，並同時角逐“最佳男

主角”獎項，與古天樂《殺破狼．貪
狼》、鄭中基《大樂師．為愛配樂》、
劉德華《拆彈專家》及田壯壯《相愛相
親》爭奪男主角獎；“最佳女主角”除
了有毛舜筠《黃金花》、張艾嘉《相愛
相親》及周迅《明月幾時有》外，今年
還有首度獲提名的鄧麗欣《空手道》及
周秀娜《29+1》;“最佳男配角”方面，
姜皓文有兩部電影入圍，分別是《大樂
師．為愛配樂》及《拆彈專家》，他的
對手有倉田保昭《空手道》、秦沛《春
嬌救志明》及林家棟《殺破狼．貪
狼》，獲提名“最佳女配角”的有邵音
音《救殭清道夫》、葉德嫻《明月幾時
有》、鄭欣宜《29+1》、寶珮如《藍天
白雲》及吳彥姝《相愛相親》，至於
“最佳導演”就有《29+1》的彭秀慧、
《拆彈專家》的邱禮濤、《明月幾時
有》的許鞍華、《相愛相親》的張艾嘉
及《殺破狼．貪狼》的葉偉信。
6日王菀之（Ivana）及白只負責公

佈名單，Ivana就緊張到將名單撕爛，而
白只就一時口快快將“女主角”講成
“女配角”又頻頻食螺絲。

古仔感激遇上好對手
劉德華憑《拆彈專家》獲提名最佳

男主角，他說：“多謝大家對拆彈專家
呢個角色嘅愛戴，呢個角色係一個設計
創造嘅角色，能夠得到大家認同當然係
一件開心嘅事。其實拆彈專家呢個身份

我以為畀大家感覺好遠好難接觸，但現
實生活中，佢真係一個活生生在大家身
邊嘅人物，同自己好接近。今次呢部戲
同角色得到大家嘅認同。總括一句‘我
會努力向上’！”
鄭中基就開心說：“入到圍已經開

心到癲咗，好難得可以拍到同音樂有關
嘅電影，因為香港唔係多，所以同時要
恭喜導演，咁有心拍呢啲題材。多謝投
票嘅人，今年終於可以坐台下睇。”

古天樂對於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十分
興奮說：“我非常感謝評審和觀眾的肯
定，特別感謝《殺破狼．貪狼》整個團
隊，導演葉偉信、監製鄭保瑞先生和黃
柏高先生，我的一班好對手Tony Jaa、
吳樾、Chris Collins和蔡潔等，特別恭喜
好拍檔家棟，還有我戲中的女兒Hanna
提名最佳新演員，替她高興！最重要多
謝動作導演洪金寶的悉心指導，令我獲
益良多，恭喜大哥大得到提名！能夠遇
上這麼用心的團隊，絕對得來不易，因
此我對團隊和自己都充滿信心，希望在
頒獎典禮上得到好成績！”

娜姐首逐金像影后當禮物
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新演員

的凌文龍回應說：“好多謝大會畀呢個
肯定同鼓勵我，能夠得到提名我係非常
之興奮同高興，可以同細細個就喺銀幕
上見到嘅前輩一齊獲得提名，我係非常
驚喜同感恩，真係諗都無諗過。我會繼
續努力！”
首度獲提名金像獎的周秀娜開心地

說：“呢個提名對我嚟講係今個新年最
好的禮物，真係冇諗過，本身目標
《29+1》有唔同入圍，今次更加開心係
導演同欣宜都有份入圍，欣宜打畀我時
已經知係咩事，本身冇諗過咁激動，睇
到啲人不斷留言恭喜我，真係好激動同
感動，當然最開心係成個團隊大家角逐
提名，多謝部戲嘅工作人員，佢哋付出
好多至令我哋有呢部作品畀大家。”
之前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女主

角的鄧麗欣，對於首度獲提名金像獎最
佳女主角，身在尼泊爾工作的她，表示
從同事口中收到消息，感到非常之開心
及突然，並恭喜《空手道》獲多項提
名，還有恭喜另一齣她有份演出的《藍
天白雲》獲得幾項提名，她笑說：“現
在開始要諗當晚着咩靚衫，多謝大家支
持及鼓勵。”
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毛舜筠說：

“好開心、好感恩，更開心是囝囝凌文龍
第一次演出便獲得新演員和男主角提名，
多謝一直支持我、投我一票的你們。”
獲提名最佳導演的彭秀慧表示感到

非常開心及意外，她說：“見到影片獲
多項提名感到驚喜，某程度上周秀娜入
圍我係預咗，當欣宜一齊入圍女配角嘅
時候，我係非常之興奮，另外部戲嘅最
佳原創音樂同主題曲，一開始已非常想
佢哋得到認同，所以今次佢哋順利入
圍，我係開心到喊，至於自己可以得到
三個提名，簡直太過意外，好耐冇試過
呢種興奮，入圍已經係一個肯定，多謝
投票嘅朋友，隨遇而安。”

憑《拆彈專家》及《大樂師．為
愛配樂》入圍男配角的姜皓文回應：
“知道有兩套戲入圍，覺得好意外又
好開心，因去年已入圍男配角，不知
今年會否再有機會。昨（6日）晚都是
平常心去面對，但當經理人send訊息
恭喜我時，我望住太太不停流淚。多
謝《拆彈專家》的導演邱禮濤及劉德
華讓我一次又一次發揮；多謝《大樂
師》導演馮志強，田啟文有機會讓我
演出這套喜劇。有時我仍會懷疑自己

的實力，但我一定會享受整個過程，
多謝家人、經理人公司、支持我的朋
友。”
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秦沛說：

“好開心！今年亦都係我從影七十
年！再一次在金像獎獲得提名好感
恩！”同樣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日本
男星倉田保昭，稱能夠獲得提名感到
血脈沸騰、非常興奮。
獲得提名最佳女配角的鄭欣宜坦

言出乎意料，說：“因為我完全冇諗

到我會得到提名，因為我根本唔熟悉
電影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唔係屬於我
㗎，我搞音樂嘛，所以呢件事好癲、
好癲呀！”邵音音聽到入圍最佳女配
角的消息興奮說：“嘩，真係咁多好
演技、大片包圍之下，心諗冇喇冇
喇，後尾報我個名，真係好開心。”

在《殺破狼．貪狼》中飾演古天
樂女兒的陳漢娜，首次拍戲就獲提名
最佳新演員覺得好驚喜，她說：“因
為對於我來說，我有份去拍《殺破狼

．貪狼》、有份去做李穎芝這個角色
已經好幸運。最想多謝葉偉信導演，
沒有他選我做這個角色，我根本沒有
機會入圍。今次我已盡了力演出，覺
得提名已經很足夠，心滿意足，而我
這個角色發揮空間始終有限，所以沒
有信心攞獎。一起入圍的演員都是好
演員，我不會視他們為競爭對象，因
為我覺得能夠幫到香港電影界出一分
力已好開心，我好想之後一世都做電
影！其實邊個拎新演員都無所謂，反
而我好想戲入面的父親古天樂可以拎
到影帝，在片場係完全感受到佢的震
懾力。”

《《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擸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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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提名最威水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梁靜儀梁靜儀））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66

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宣佈宣佈《《第第37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將於將於44月月1515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會上並公佈本年會上並公佈本年

度度1919項獎項入圍候選名單項獎項入圍候選名單，，當中當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獲得最多獲得最多

提名提名，，共有共有1111項提名項提名，，而而《《相愛相親相愛相親》》及及《《殺破狼‧貪殺破狼‧貪

狼狼》》則同獲則同獲99項提名項提名。。其中其中，，新人凌文龍挑戰劉德華和古新人凌文龍挑戰劉德華和古

天樂等前輩爭奪影帝寶座天樂等前輩爭奪影帝寶座。。

■鄭中基(左)與姜皓文憑《大樂師．為愛配樂》
入圍男主角、男配角。

憑兩片入圍男配角 姜皓文指妻爆喊

■周秀娜首獲提名金像獎女主角。

■■華仔華仔((右右))在在《《拆彈專家拆彈專家》》中的角色令人動容中的角色令人動容。。 ■■古仔對自己和團隊都充滿信心古仔對自己和團隊都充滿信心。。

■鄧麗欣有望再下一城封后。

■《明月幾時有》獲11項提名。

■姜皓文演喜劇一樣掂。

■■對於凌文龍對於凌文龍
((右右))首次演出首次演出
便獲得新演員便獲得新演員
和 男 主 角 提和 男 主 角 提
名名，，毛舜筠也毛舜筠也
很開心很開心。。

■■香港電影金香港電影金
像獎協會像獎協會 66日日
舉行記招舉行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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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屆金像獎部分提名名單
最佳電影：
《拆彈專家》
《明月幾時有》
《相愛相親》
《追龍》
《殺破狼‧貪狼》
最佳導演：
彭秀慧《29+1》
邱禮濤《拆彈專家》
許鞍華《明月幾時有》
張艾嘉《相愛相親》
葉偉信《殺破狼·貪狼》
最佳男主角：
鄭中基《大樂師．為愛配樂》
劉德華《拆彈專家》
田壯壯《相愛相親》
古天樂《殺破狼．貪狼》
凌文龍《黃金花》
最佳女主角：
周秀娜《29+1》
周迅《明月幾時有》
鄧麗欣《空手道》
張艾嘉《相愛相親》
毛舜筠《黃金花》
最佳男配角：
姜皓文《拆彈專家》
姜皓文《大樂師‧為愛配樂》
林家棟《殺破狼·貪狼》
秦沛《春嬌救志明》
倉田保昭《蕩寇風雲》
倉田保昭《空手道》
最佳女配角：
鄭欣宜《29+1》
葉德嫻《明月幾時有》
吳彥姝《相愛相親》
寶珮如《藍天白雲》
邵音音《救殭清道夫》
最佳新演員：
鄧月平《小男人週記3之吾家有喜》
歐鎧淳《春嬌救志明》
凌文龍《黃金花》
陳漢娜《殺破狼·貪狼》
梁雍婷《藍天白雲》
最佳編劇：
彭秀慧《29+1》
張艾嘉、游曉穎《相愛相親》
何冀平《明月幾時有》
彭浩翔、尹志文、陸以心《春嬌救志明》
張經緯《藍天白雲》
最佳攝影：
余力為《明月幾時有》
譚運佳《空手道》
李屏賓《相愛相親》
關智耀《追龍》
謝忠道《殺破狼‧貪狼》
最佳剪接：
張叔平、葉婉婷《以青春的名義》
鍾煒釗《拆彈專家》
雪蓮、鄺志良《明月幾時有》
李嘉榮《追龍》
黃海《殺破狼‧貪狼》
最佳美術指導：
赤塚佳仁、廖惠麗、郭鐘山《西遊
伏妖篇》
文念中、利國林《明月幾時有》
張蚊《空手道》
林子僑《悟空傳》
張英華《追龍》
最佳兩岸華語電影：
《大佛普拉斯》
《血觀音》
《芳華》
《乘風破浪》
《戰狼II》

凌文龍憑電影《黃金花》角逐“最佳
新演員”外，並同時角逐“最佳男

主角”獎項，與古天樂《殺破狼．貪
狼》、鄭中基《大樂師．為愛配樂》、
劉德華《拆彈專家》及田壯壯《相愛相
親》爭奪男主角獎；“最佳女主角”除
了有毛舜筠《黃金花》、張艾嘉《相愛
相親》及周迅《明月幾時有》外，今年
還有首度獲提名的鄧麗欣《空手道》及
周秀娜《29+1》;“最佳男配角”方面，
姜皓文有兩部電影入圍，分別是《大樂
師．為愛配樂》及《拆彈專家》，他的
對手有倉田保昭《空手道》、秦沛《春
嬌救志明》及林家棟《殺破狼．貪
狼》，獲提名“最佳女配角”的有邵音
音《救殭清道夫》、葉德嫻《明月幾時
有》、鄭欣宜《29+1》、寶珮如《藍天
白雲》及吳彥姝《相愛相親》，至於
“最佳導演”就有《29+1》的彭秀慧、
《拆彈專家》的邱禮濤、《明月幾時
有》的許鞍華、《相愛相親》的張艾嘉
及《殺破狼．貪狼》的葉偉信。

6日王菀之（Ivana）及白只負責公
佈名單，Ivana就緊張到將名單撕爛，而
白只就一時口快快將“女主角”講成
“女配角”又頻頻食螺絲。

古仔感激遇上好對手
劉德華憑《拆彈專家》獲提名最佳

男主角，他說：“多謝大家對拆彈專家
呢個角色嘅愛戴，呢個角色係一個設計
創造嘅角色，能夠得到大家認同當然係
一件開心嘅事。其實拆彈專家呢個身份

我以為畀大家感覺好遠好難接觸，但現
實生活中，佢真係一個活生生在大家身
邊嘅人物，同自己好接近。今次呢部戲
同角色得到大家嘅認同。總括一句‘我
會努力向上’！”

鄭中基就開心說：“入到圍已經開
心到癲咗，好難得可以拍到同音樂有關
嘅電影，因為香港唔係多，所以同時要
恭喜導演，咁有心拍呢啲題材。多謝投
票嘅人，今年終於可以坐台下睇。”

古天樂對於獲提名最佳男主角十分
興奮說：“我非常感謝評審和觀眾的肯
定，特別感謝《殺破狼．貪狼》整個團
隊，導演葉偉信、監製鄭保瑞先生和黃
柏高先生，我的一班好對手Tony Jaa、
吳樾、Chris Collins和蔡潔等，特別恭喜
好拍檔家棟，還有我戲中的女兒Hanna
提名最佳新演員，替她高興！最重要多
謝動作導演洪金寶的悉心指導，令我獲
益良多，恭喜大哥大得到提名！能夠遇
上這麼用心的團隊，絕對得來不易，因
此我對團隊和自己都充滿信心，希望在
頒獎典禮上得到好成績！”

娜姐首逐金像影后當禮物
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新演員

的凌文龍回應說：“好多謝大會畀呢個
肯定同鼓勵我，能夠得到提名我係非常
之興奮同高興，可以同細細個就喺銀幕
上見到嘅前輩一齊獲得提名，我係非常
驚喜同感恩，真係諗都無諗過。我會繼
續努力！”

首度獲提名金像獎的周秀娜開心地

說：“呢個提名對我嚟講係今個新年最
好的禮物，真係冇諗過，本身目標
《29+1》有唔同入圍，今次更加開心係
導演同欣宜都有份入圍，欣宜打畀我時
已經知係咩事，本身冇諗過咁激動，睇
到啲人不斷留言恭喜我，真係好激動同
感動，當然最開心係成個團隊大家角逐
提名，多謝部戲嘅工作人員，佢哋付出
好多至令我哋有呢部作品畀大家。”

之前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女主
角的鄧麗欣，對於首度獲提名金像獎最
佳女主角，身在尼泊爾工作的她，表示
從同事口中收到消息，感到非常之開心
及突然，並恭喜《空手道》獲多項提
名，還有恭喜另一齣她有份演出的《藍
天白雲》獲得幾項提名，她笑說：“現
在開始要諗當晚着咩靚衫，多謝大家支
持及鼓勵。”

獲提名最佳女主角的毛舜筠說：
“好開心、好感恩，更開心是囝囝凌文龍
第一次演出便獲得新演員和男主角提名，
多謝一直支持我、投我一票的你們。”
獲提名最佳導演的彭秀慧表示感到

非常開心及意外，她說：“見到影片獲
多項提名感到驚喜，某程度上周秀娜入
圍我係預咗，當欣宜一齊入圍女配角嘅
時候，我係非常之興奮，另外部戲嘅最
佳原創音樂同主題曲，一開始已非常想
佢哋得到認同，所以今次佢哋順利入
圍，我係開心到喊，至於自己可以得到
三個提名，簡直太過意外，好耐冇試過
呢種興奮，入圍已經係一個肯定，多謝
投票嘅朋友，隨遇而安。”

憑《拆彈專家》及《大樂師．為
愛配樂》入圍男配角的姜皓文回應：
“知道有兩套戲入圍，覺得好意外又
好開心，因去年已入圍男配角，不知
今年會否再有機會。昨（6日）晚都是
平常心去面對，但當經理人send訊息
恭喜我時，我望住太太不停流淚。多
謝《拆彈專家》的導演邱禮濤及劉德
華讓我一次又一次發揮；多謝《大樂
師》導演馮志強，田啟文有機會讓我
演出這套喜劇。有時我仍會懷疑自己

的實力，但我一定會享受整個過程，
多謝家人、經理人公司、支持我的朋
友。”

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秦沛說：
“好開心！今年亦都係我從影七十
年！再一次在金像獎獲得提名好感
恩！”同樣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日本
男星倉田保昭，稱能夠獲得提名感到
血脈沸騰、非常興奮。

獲得提名最佳女配角的鄭欣宜坦
言出乎意料，說：“因為我完全冇諗

到我會得到提名，因為我根本唔熟悉
電影呢個世界，呢個世界唔係屬於我
㗎，我搞音樂嘛，所以呢件事好癲、
好癲呀！”邵音音聽到入圍最佳女配
角的消息興奮說：“嘩，真係咁多好
演技、大片包圍之下，心諗冇喇冇
喇，後尾報我個名，真係好開心。”

在《殺破狼．貪狼》中飾演古天
樂女兒的陳漢娜，首次拍戲就獲提名
最佳新演員覺得好驚喜，她說：“因
為對於我來說，我有份去拍《殺破狼

．貪狼》、有份去做李穎芝這個角色
已經好幸運。最想多謝葉偉信導演，
沒有他選我做這個角色，我根本沒有
機會入圍。今次我已盡了力演出，覺
得提名已經很足夠，心滿意足，而我
這個角色發揮空間始終有限，所以沒
有信心攞獎。一起入圍的演員都是好
演員，我不會視他們為競爭對象，因
為我覺得能夠幫到香港電影界出一分
力已好開心，我好想之後一世都做電
影！其實邊個拎新演員都無所謂，反
而我好想戲入面的父親古天樂可以拎
到影帝，在片場係完全感受到佢的震
懾力。”

《《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擸擸

1111項提名最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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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宣佈宣佈《《第第37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

將於將於44月月1515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日假香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會上並公佈本年會上並公佈本年

度度1919項獎項入圍候選名單項獎項入圍候選名單，，當中當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獲得最多獲得最多

提名提名，，共有共有1111項提名項提名，，而而《《相愛相親相愛相親》》及及《《殺破狼‧貪殺破狼‧貪

狼狼》》則同獲則同獲99項提名項提名。。其中其中，，新人凌文龍挑戰劉德華和古新人凌文龍挑戰劉德華和古

天樂等前輩爭奪影帝寶座天樂等前輩爭奪影帝寶座。。

■鄭中基(左)與姜皓文憑《大樂師．為愛配樂》
入圍男主角、男配角。

憑兩片入圍男配角 姜皓文指妻爆喊

■周秀娜首獲提名金像獎女主角。

■■華仔華仔((右右))在在《《拆彈專家拆彈專家》》中的角色令人動容中的角色令人動容。。 ■■古仔對自己和團隊都充滿信心古仔對自己和團隊都充滿信心。。

■鄧麗欣有望再下一城封后。

■《明月幾時有》獲11項提名。

■姜皓文演喜劇一樣掂。

■■對於凌文龍對於凌文龍
((右右))首次演出首次演出
便獲得新演員便獲得新演員
和 男 主 角 提和 男 主 角 提
名名，，毛舜筠也毛舜筠也
很開心很開心。。

■■香港電影金香港電影金
像獎協會像獎協會 66日日
舉行記招舉行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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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上周六（2 月 3 日） 舉
行2018 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33 週年慶晚宴。
由會長黃春蘭交棒給新任會長羅秀娟，而由黎
淑瑛總會長及 「台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監
交。

交接典禮的塲面極為盛大，嘉賓雲集。在
全體起立唱工商婦女會會歌後，2017 年會長黃
春蘭首先在大會上致詞，感謝世華姊妹對她的
器重，在不同領域為僑社服務。去年該會辦了

很多活動，以及精彩的年刊，足見該會理監事
團隊，以及非常強大的前會長聯誼會，她們出
錢出力，鼓勵支持我們，為社區提供服務，貢
獻僑社。黃春蘭會長特別提到，尤其去年12 月
，共辦了五個重大活動，把大家都累趴了，休
息好久才恢復。

世華總會長黎淑瑛也在會中致詞表示： 「
世華 」 是非常優質的婦女團體，在全球發光發
熱。尤其美南分會是是 「世華 」第一個分會，
前會長們是功不可沒。黎淑瑛表示：她自從接

總會長後，全球跑遍，尤
其去年12 月世華總會年會
在休士頓成功舉行。她特
別謝謝美南分會的姊妹們
，謝謝 「台北經文處」 陳
處長全程與會，還有僑教
中心莊主任。這次大會很
榮幸委員長和高大使都到
了。

「台北經文處」 陳家
彥處長也在會上表示：他
來休士頓四個月，看到 「
世華 」姊妹的凝聚力、向
心力、團結力。他也感謝
黃會長對 「世華 」 的貢
獻。而新上任的羅會長，
一向關心及參與所有僑社
活動，在她的領導下， 「
世華」 在2018 年必然會發
揚光大。

當天出席的貴賓，包
括 德 州 州 眾 議 員 陳 筱 玲
（Angie Chen Button ),德州
州 眾 議 員 吳 元 之 （ Gene
Wu ),他們分別頒獎給卸任
會長黃春蘭及新上任會長
羅秀娟。曾任工商婦女會

會長的哈瑞斯
郡法官張文華
，也代表哈瑞
斯 郡 郡 長 Ed
Emmett 頒獎給
卸任會長黃春
蘭及新上任會
長羅秀娟，她
並要大家在二
月份初選時投
她一票。

僑 教 中 心
主任莊雅淑也
在會中盛讚世
華工商婦女們
，在過去一年
為僑社作了許
多僑社服務工
作，尤其去年
在哈比風災期
間，作了很多
的賬災工作。她帶來僑委會的嘉勉狀給黃春蘭
會長，並頒發賀狀給新任會長羅秀娟，由 「台
北經文處 」 陳家彥處長代表頒發。

新任會長羅秀娟也在大會上致詞，她表示
歷任會長都是她學習的榜樣。姊妹們寬容、扶
持、正能量，姊妹們心手相連，她也特別介紹
去年底剛過世的莊麗香的先生Mr. Birney 也出
席大會。羅秀娟會長表示： 她在 「世華」 內
已有紮實的14 個年頭，其間打磨，學到為人處
世之道，尤其歷任會長，以身作則，更是她學
習的榜樣，她們寬容大度，堪稱婦女界楷模。
羅秀娟會長贈送2017 年會長獎牌，並介紹2018
年理監事，包括監事：高嫚璘、黃春蘭，副會
長吳展瑩，秘書長洪良冰，財務長： 趙瑾莉，
及理事邵梅五、李莉穎、彭思雅、鄭麗如、蔡
淑英、郭蓓麗、王藝達、陳文、羅錚等人與大

家見面。
而德州州眾議員暨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陳

筱玲更在會上以 「好女子打落牙，含笑和血吞
」 為題，發表專題演講，表示女性在此社會中
出人頭地之不易，以全美的CEO 中，女性只佔
6% , 真是鳳毛麟角。她又列舉女性在政壇的名
人，如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英國首相，德國
首相都是女性，這已不容易，中國幾千年來，
也不過出了一個女性領導人--- 武則天！

當晚的餘興節目也很精彩，包括 「休士頓
台灣No.1 樂團」（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 演唱
及演奏＂鼓聲若響＂，＂來去夏威夷＂, 龔雁婕
、顧婧、鄭麗如的舞蹈表演； 陳意欣的歌曲演
唱； 「美國選美協會旗袍表演---錦繡中華
」 王煒蘭的歌曲演唱； 及獎品豐富的抽獎節目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2018 年新舊會長交接典禮暨33 週年慶晚宴

黎廣業律師，也是註冊會計師，擁
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曾擔任
多家上市和私人公司的首席財務官。每
週都主持收音廣播節目，極受歡迎。他
熱心幫助華人新移民解決面對的問題。

2018年2月17日(週六)早上十時至十
二時

講員: 黎廣業律師
地點：角聲社區中心
7001 Corporate Dr. #379 Houston

TX 77036
713-270-8660
www.cchchouston.org
網上報名： www.cchchouston.

org
報名： 713-270-866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從速報名
參加者請來電或網上報名，若講座

調動或更改方便通知

角聲社區中心主辦講座
美國法律架構-美國法律與我

美國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TEXAS BUDDHIST ASSOCIATION, INC.

JADE BUDDHA TEMPLE

新春祈福法會

農 曆 戊 戌 年 ( 2 0 1 8 ) 春 節 慶 祝 活 動 時 間 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二月十五日

大年除夕
四

09:30pm ~ 11:15pm
11:45pm ~ 01:00am

延生普佛

除夕叩鐘
大雄寶殿

二月十六日

大年初一
五 11:20am 佛前大供

二月十七日

大年初二
六 10:00am ~ 12:00pm 歡喜融合茶話會 活動中心

二月十八日

正月初三
日

10:00am ~ 12:00pm
01:30pm ~ 03:00pm

新春祈福法會

虔誦《藥師經》

大雄寶殿

觀音殿

三月三日

正月十六
六 7:00 pm ~ 8:30 pm 元宵聯歡晚會 活動中心

註: 二月十六日、十七、十八日正午均敬備午齋結緣。

德州佛教會玉佛寺　謹啟

欣逢農曆戊戌新年，本會謹訂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八日(農曆正月

初三，星期日)上午十時正，於玉佛

寺大雄寶殿，舉行新春祈福法會與新

年團拜活動。

本會四眾將禮請上淨下海長老於會中開示：

「人間最吉祥之事」。上宏下意師父也將在

三寶前，為會友信眾祈福回向，並祝禱

在新的一年裡，人人平安，事事吉祥，

風調雨順，世界和平。

2018

6969 West Branch Drive, Houston, TX  77072
(：281-498-1616　　:：www.JadeBuddha.org

玉佛寺2018 新春祈福法會2月18 日上午舉行
淨海長老將在會中開示淨海長老將在會中開示：： 「「 人間最吉祥之事人間最吉祥之事」」

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於上周六晚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典禮圖為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於上周六晚舉行新舊會長交接典禮。。由會長黃春由會長黃春
蘭蘭（（ 左一左一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羅秀娟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羅秀娟（（ 右一右一 ），），而由世華總會長黎而由世華總會長黎
淑瑛淑瑛（（ 右二右二 ），），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長陳家彥處長（（ 左二左二 ）） 監交監交。（。（ 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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