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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美南國際電視 STV15.3 政論節目休士頓論壇
15 日明晚 7 時 30 分將在節目中討論
「平昌冬
奧奧運」
﹑
「 兩韓握手」
﹑
「 花蓮地震救災」
﹑
「蔡
英文感謝 19 國救災﹐具陸方協助救賑災﹖」等
相關時事議題﹐常中政﹑李堅強﹑馬健和聖湯
馬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葉耀元等多
位評論員將會一起加入討論﹐2 月 16 日 ( 周
五 ) 下午 1 時至 2 時將重播﹐歡迎準時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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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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281-201-8186
地址: 3501 Hwy 6, Sugar Land, TX 77478 (近99大华）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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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舞起來》

精彩
節目介紹

提倡教授大眾健身舞蹈 健康生活

KVVV

節目介紹：
《健身舞起來》是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最新開播的一檔大眾健身欄目，它集欣賞
性、教學性、娛樂性、互動性於一體，以展示和教授大眾健身方式中的健身舞蹈
為節目主要內容。

播出時間：
周六晚間7時至7時30分首播，周日上午7時30分至8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川普總統公布大規模基礎
設施建設計劃
川普在白宮與來自全美各地的官員
們舉行會晤的時候堅決認為，美國在中
東地區的軍事花費已經導致該地區局勢
“比17年前我們進入的時候還要糟糕”
。
但是他同時表示，“對各州新的基
礎設施花費的投入回報將是不可限量的
”。
川普表示，“我們要興建。我們要維
護。我們的道路狀況很差。我們將要現
代化”。
川普誓言，建設工程的許可審批過程
︱川普總統希望以聯邦資金吸引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營界。 將“從10年縮短到兩年或者可能一年。華
盛頓將是你們的夥伴”。
在接下來10年當中，聯邦政府提供的2千
【VOA】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公布了他令人
億美元資金將來自對現有項目的削減，川普
期待已久的計劃，要解決美國陳舊的基礎設
本人承認這“不是一個大數目”。在這筆資
施問題。他同時與各州和地方官員在白宮舉
金當中，一半將用於一個激勵項目，該項
行會晤，商討這一計劃。
目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籌集配套資金。
這項計劃旨在把2千億美元的聯邦撥款再
大約5百億美元的資金將以分類撥款方
加上1.3萬億美元到1.5萬億美元的州政府和
式撥給各州的鄉村地區項目。
公司投資，轉為一項為期10年的計劃，改造
還有2百億美元的資金將撥給旨在進行新
美國的道路、橋梁、鐵路和其它基礎設施。
的創新型的“轉型項目”，另外2百億美元用
川普總統發推說，“這將是基礎設施建
於擴大貸款項目和私營活動債券，最後1百億
設非常重要的一周。在中東如此愚蠢地花費
美元將註入一個“資本融資基金”。
了7萬億美元之後，現在是開始在我們國家開
目前還不確定國會是否會批準川普的計劃
始投資的時候了！”

節目內容

▲

▲ 節目內容
。

國會最近通過減稅法案並決定未來兩年
內增加開支，這已經導致美國20.6萬億美元
長期債務的進一步增加。在這一背景下，一
些共和黨議員已經對這個計劃的總開支金額
表示反對。與此同時，一些民主黨人則認為

，川普為這項計劃註入的聯邦資金相對過少
，而要求各州政府和公司出的份額過大。
但是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傑伊·蒂蒙
斯讚揚川普“展現了我們迫切需要的領導力
，讓我們擁有真正21世紀的基礎設施來重新
奪回我們應有的全球領導者地位”。

美國17歲小將奪得平昌冬奧會首枚金牌

︱美國選手雷德·傑拉德在參加男子單板滑雪波面障礙技巧賽之後的反應（2018年2月11日）。
他成為單板滑雪歷史上最年輕的奧運冠軍。

【VOA】美國17歲的小將在平昌冬奧會上為
美國奪得第一枚獎牌，這是一枚金牌。
來自科羅拉多州西爾弗索恩的雷德·傑
拉德在他首次參加冬奧會就奪得男子單板滑
雪波面障礙技巧賽的冠軍，成為單板滑雪歷
史上最年輕的奧運冠軍。

傑拉德在獲得冠軍後對美國之音說，“我高
興地欣喜若狂，很高興完美落地，最後走上
領獎台。我太興奮了”。
加拿大選手馬克斯獲得銀牌，麥克莫裏
斯獲得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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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為川普的美國夢埋單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正試圖以便宜的方式重建美國搖搖欲墜的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正試圖以便宜的方式重建美國搖搖欲墜的
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
，要求國會從其他項目中挪出 2000 億美元
億美元。
。

美國海軍陸戰隊版的 FF-35
35B
B 隱形戰鬥機
隱形戰鬥機。
。已經超過預算 2000 億美
元。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CNN 網 2
月 12 日訊）川普 (Donald Trump)總統正試圖以
便宜的方式重建美國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要
求國會從其他項目中削減 2000 億美元預算，並
與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將其投入新的道路、橋
梁、港口、下水道系統和其他基礎設施。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將是困難的。但
在當前的國會中，這是加倍困難，也許是不可
能的。在持續數周的僵持、黨派爭鬥和政府停
擺之後，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最近同意通過把
錢投到太陽底下的每一個項目上，並讓公眾參
與到議案中來解決他們的分歧。
這對於削減 2000 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的想法來說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由於無法在如何控制軍費開支、為救災提
供資金或為醫療保健需求提供資金方面做出艱
難抉擇，國會決定為此埋單。或者，更具體地
說，他們認為赤字——實際上是國家政府的信

用卡賬單——將在未來幾十年裏由我們所有人
、我們的子女和孫輩們償還。
所有這些支出都很重要，而且很明顯，為
什麽川普總統的基礎設施修復計劃嚴重依賴當
地和州的稅收和私人投資來支付。
在過去 40 年裏，赤字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 4%，這是衡量一國經濟總產出的指標
。國會預算辦公室最近預測，最近通過的減稅
法案將把赤字提高到 GDP 的 5%。
但這是在本周達成的協議之前，該協議將
使美國的赤字達到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 7%。
這只是推遲了不可避免的清算日。眾議院
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已經公開暗示，削
減赤字將需要削減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基本
福利。他在一個廣播節目中說: “我們將不得不
在明年進行福利改革，這就是如何解決債務和
赤字問題。”
佛 羅 裏 達 州 參 議 員 馬 爾 科 盧 比 奧 (Marco

2019年預算 尋求資金支持邊境墻及軍隊
美國政府出版辦公室職員達琳馬修斯（Darlene Matthews）
美國政府出版辦公室職員達琳馬修斯（
Matthews）
在美國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出版辦公室為美國政府的 2019 財
政年度預算新書安排整理上架。
政年度預算新書安排整理上架
。(Leah Millis/路透社
Millis/路透社))

Rubio) 則更進一步，呼籲“對社會保障
和醫療保險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應對
未來”。
這種不計後果的“現在花錢，以後削
減”的心態，與軍事項目中驚人的純粹浪
費水平相匹配。正如《ProPublica》非盈
聖路易斯虹拱下的火車。
聖路易斯虹拱下的火車
。急需資金來更新換代
急需資金來更新換代。
。
利調查報告網站所指出的：
不止一家監管機構指出，五角大樓的
們已經雇傭了他們，是他們應該做的本職工作
日常事務包括為零部件支付過高的費用，例如 。
，花 264 美元購買價值 8 美元的直升飛機部件，
因此，他們采取了一種簡單的方法——這
即使它已經在軍事倉庫中有多餘的存貨。
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是非常昂貴的。這將使川普
財務主管過來打屁股只會使購買的規模更 感到憤怒，因為國會無法再找到 2000 億美元來
大。F-35，有人知道嗎？ 那架隱形戰鬥機的花 重建美國。
費已經超過預算 2000 億美元。
挪不出 2000 億美元，重建美國也就只能是
我們需要的討論應該是：如何削減軍事浪 個夢想。
費,如何找到資源來支付像衛生保健和災難恢覆
的費用。這似乎繞開了當前的國會議員, 這些人
更關註在秋天如何再次當選，而不關心這項我

【美
中頭
條編
譯報
導/ 鄧潤京】（路透社華盛頓 2 月 12 日訊）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周一公布了他
的第二份預算，尋求增加軍費開支、基礎
設施建設資金、墨西哥邊境修建一堵墻，
以及戒毒治療項目。
美國國會認為，4.4 萬億美元的預算計
劃只是一個建議，這可能會招致保守派人
士的批評，他們擔心共和黨人正在接受赤
字開支。
2019 財政年度的提案包括用於基礎設
施支出的 2000 億美元和超過 230 億美元的邊
境安全和移民執法。它還提供 7160 億美元
用於軍事項目和維護美國核武庫。

為了向保守派表明政府正在接
受一些財政約束，該計劃建議削減
非軍事開支，在未來 10 年內削減 3
萬億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
總統的預算經常被美國國會忽
視，國會實際控制著聯邦財政。
川普的預算請求是在川普簽署
一項兩黨支出協議的幾天後提交國
會的，該協議將在兩年內增加 3000
億美元的國內支出，其中包括 1650
億美元的新國防支出和 1310 億美元
川普(Donald
川普
(Donald Trump)總統提出的
Trump)總統提出的 2019 財年預算
財年預算。
。
的非軍事國內支出。
特朗普的預算還包括一些經濟
期承諾的邊界墻兩年的 180 億美元，以及在
預測，預計將依賴於經濟將在可預見的未
未來 10 年裏向州、地方和私人夥伴提供 1.5
來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這對幫助彌補 12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聯邦基金的 2000
月國會通過的 1.5 萬億美元的稅收減少改革
億美元。
法案的成本至關重要。
預算還要求在未來兩年內投入 130 億美
預算方案包括兩個關鍵因素: 特朗普長
元用於對抗鴉片類藥物的流行。

文藝副刊
201D11 蔡老師+雲門舞+三校聯歡

看芭蕾舞“
看芭蕾舞
“睡美人
睡美人”
”蔡老師
因為兒子去亞洲出差，上週末我先帶著
他的兩個孩子參加了好些活動，然後在週日
中午，陪老伴去舊金山歌劇院看了這場他們
今年芭蕾舞季的首選，聞名已久的古典芭蕾
舞“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完成了她
兩年前去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皇家劇
院（MariinskyTheatre）時（圖一）所沒有達
成的願望。
十九世紀末，俄羅斯聖彼得堡馬林斯基
皇家劇院將法國人佩羅（Charles Perrault）寫
的童話故事“林中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
in the wood” ， 先 交 給 柴 可 夫 斯 基 （Peter
Tchaikovsky） 作 曲 ， 再 由 佩 蒂 巴 （Marius

圖三。“
圖三
。“睡美人
睡美人”
”劇照

Petipa）編舞。柴可夫斯基依據的劇本是根據
佩羅童話的德語譯本，也就是最終的結局是
整個宮廷沉睡了 100 年後醒來，慶祝睡美人公
主的婚禮。此外，他們把佩羅所創作的，在
其他故事中出現的角色，如穿鞋子的白貓和
小紅帽等也一併寫到劇本中。
舞劇開始時，我們看到在阿羅拉（Aurora）公主的命名儀式上，罪惡的巫女卡拉包斯
發出了詛咒，說公主會在長大後因被紡錘刺
破手指而死去。在大家都被嚇得不知如何是
好的時候，小公主的教母紫丁香仙子（Lilac
Fairy）走過來說她不會死，只是會和整個王
國一起睡去。等 100 年後，會有位英俊的王子
來喚醒她及其他的人們。16 年後，阿羅
拉長成一位美麗的少女，但在四位 王
子們來求婚的舞會上，從來沒有見過紡
錘的公主好奇地由打扮成老太婆的卡拉
包斯手中接過的紡錘刺破了手指，結果
咒語實現了，公主和全國都慢慢地睡著
了。
在沉睡了 100 年後，一位在叢林中
打獵的迪薩渃（Desire）王子，由於紫
丁香仙子的導引，發現並且愛上了那沈
睡中的睡美人－阿羅拉公主。他這不由
自主的愛心和熱吻喚醒了她和其他的
人，解除了魔咒，再度證明真愛可以克





【華府新聞日報訊】2018 年是
雲門舞集創團四十五週年，雲門舞
集今年將橫跨美國東西兩岸，分別
在愛荷華、芝加哥、西雅圖、北卡
教堂山、維州費爾法克斯及加州的
柯斯塔梅莎六城巡演倫敦《泰晤士
報》強力推薦的舞碼《關於島
嶼》。
在刻劃漢族先民拓殖台灣的經
典舞劇《薪傳》首演三十九年後，
雲門舞集藝術總監林懷民從台灣的
印像與氛圍出發，創作《關於島
嶼》。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由作
家蔣勳朗誦當代作家描繪島嶼的文
字，口白的字幕衍生為投影幕上以
漢字堆疊的視覺風景，原住民金曲
獎歌手桑布伊滄桑的吟唱蜿蜒流



雲門舞集 3/9 喬治梅森
大學演出《
大學演出
《關於島嶼
關於島嶼》
》

轉，雲門舞者以充滿能量的動作讚
頌美麗之島，舞出和諧與衝突，挫
敗與希望。
雲門舞集《關於島嶼》演出資
訊：
時間：3 月 9 日(星期五)晚間 8 時
地點：喬治梅森大學藝術中心
(GMU Center for the Arts)
地 址 ： Center for the Arts, 4400
University Drive, MS2F5, Fairfax, VA
22030-4444
電話：703-993-8888
購票網址：cfa.gmu.edu
附圖檔：雲門舞集演出海報
謹註：如需進一步資料，亦可
逕洽 「台灣書院」桂主任業勤，電
話：202-895-1969

服萬難，使兩
位快樂的年青
人得到了終生
的 幸 福 。 最
後，在他們成
婚的歡樂大典
上，除了他們
兩個和宮中的
隊伍，還有許
多童話上的人
物 ， 包 括 藍
圖二。舊金山芭蕾舞
鳥，大灰狼，
劇總監 Helgi Tomasson
小紅帽，白貓
等，都用各種芭蕾舞來獻上他們甜蜜的祝
福。當然他們倆表演的芭蕾舞是最難，也是
最精彩的片段。
自 從 1890 年 在 馬 林 斯 基 劇 場 首 度 演 出
後，”睡美人“已經成為古典芭蕾舞中最
難，也是最精彩的舞劇。在芭蕾舞劇總監童
馬松（Helgi Tomasson）（圖二）編導下，”
睡 美 人 “ 於 1990 年 在 舊 金 山 首 演 。 2016 年
夏，我們去馬林斯基皇家劇院時， 沒有趕
上’睡美人“的檔期，所以這次我們終於同
灣區的芭蕾舞迷一起欣賞到這個世界各地舞
迷都很熟悉的表演。因為我是臨時買票，只
能買到站在後面的”站票“。因禍得福，當

我 在
圖一。
圖一
。馬林斯基皇家劇院
後 面
（MariinskyTheatre
MariinskyTheatre）
）
聽 到
那些很熟悉的圓舞曲，看到那些在台上的舞
者表演時，自己也情不自禁的隨著音樂跳了
起來。雖然我不會芭蕾，但是還可以跟得上
舞曲的步伐。看了一場芭蕾，在後面竟然走
了近四千步左右，也算是一次健身的活動
吧。
如果你喜愛跳舞，不妨去舊金山歌劇院
買一張便宜的站票。不但可以欣賞到”睡美
人“的舞劇（圖三），也能達到健身的目
的。（1/29/18）

2018 大華府地區三校
大華府地區三校,,
北一女,, 中山
北一女
中山,, 建中校友新春聯歡晚會

【華府新聞日報訊】旺狗賀歲, 歡樂祥瑞，為迎
接嶄新的一年, 大華府地區北一女中山及建中校友
會, 將聯合於三月十日假馬州的新財神大酒店舉辦新
春聯歡晚會。
晚會除了有豐盛的美味佳餚和豐盛的摸彩抽獎
之外,三校聯合理事會正在精心策劃表演節目,希望為
參加晚會的各校校友提供一個美好難忘的夜晚. 這是
一個和老同學重聚,共同懷念年青美好的時光;這也是
一個能結識新朋友,一起分享精彩的人生體驗. 更歡
迎校友們攜眷或邀友參加, 與你親愛的家人寶眷,至
親好友,一起共度歡樂時光,迎接這旺旺嶄新的一年 .
日期：2018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六
報到：下午 5 時 30 分, 晚會：下午 6 時至 10
時
地點 : 馬利蘭州新財神[New Fortune Restau-

rant, 16515 S. Frederick Ave.,
Gaithersburg, MD
20877. (301)
548-8886
餐費： $30（現場恕不售票﹣今年採用電子登
記﹣全無紙票）
訂票網站：http://tinyurl.com/2018SpringParty
大華府區北一女校友會會長林柳雲
703-568-427
www.beinu-dc.org beinu2000dc@gmail.com。
大華府地區中山女高/北二女/第三高女校友會
會長宋麗卿 202-725-2833
www.chungshan-dc.org
presidentchungshan.
dc@gmail.com。
大華府建中校友會會長陳世偉 240-401-1000
www.ccaa-dc.orgccaa.m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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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亂挫傷馬爾代夫最大支柱產業
或錯失中國春節旅遊商機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淩晨，馬爾代夫前總統加堯姆被
馬爾代夫特警隊以腐敗和蓄謀推翻政
府的名義逮捕。稍早時候，馬爾代夫
總統亞明宣布進入為期 15 天的緊急狀
態。警方同時以涉嫌腐敗逮捕了馬爾
代夫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阿蔔杜拉·
賽義德和法官阿裏· 哈米德。
報道稱，截至目前已有兩名政府官
員因總統不執行最高法院裁決令辭職，
他們分別是馬爾代夫衛生部國務部長侯
賽因· 拉希德和國家藝術中心執行協調人
阿蔔杜拉· 穆阿茲。此外，自從最高法院2
月1日要求釋放反對派領導人以來，三天
之內，馬爾代夫警察總長已三易其人。
加堯姆與現任總統亞明是同父異
母兄弟，曾於 1978 年至 2008 年期間
擔任馬爾代夫 總 統 。 他 在 2013 年 助
力 亞 明 勝 選 總 統 ，但亞明執政後兄
弟反目。目前，加堯姆是馬爾代夫反

對黨聯盟的重要領導人。
2 月 1 日，馬爾代夫最高法院發布
裁決令，要求亞明政府無罪釋放前總
統納希德等九名反對派領導人。隨後，
反對派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慶祝，並
與警方發生沖突。亞明政府發表聲明
說，政府將選擇恰當的方式依法執行
最高法院的裁決令。4 日，最高法院
再出裁決令，稱因總統亞明拒絕釋放
反對派領導人，將對其進行彈核。
馬爾代夫總統府網站說，總統亞明
三次致函最高法院，向其解釋有關執行
1 日裁決令將面臨的挑戰。據馬爾代夫
總統辦公室法律事務部部長沙庫爾介
紹，亞明在信中說，執行最高法院1日
發布的裁決令會導致國家監管權力受到
侵犯，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也受到侵害。
如果實施這項裁決令，馬爾代夫憲法也
可能受到侵蝕。
馬爾代夫總檢察長阿尼爾此前表示，
最高法院的這壹決定“不符合憲法”，
只有議會才有權罷免總統，政府不會遵
從最高法院的這壹決定。武裝部隊司令
希亞姆和警察總長納瓦茲也都表示，軍
方和警方不會坐視國家陷入混亂，也不
會執行不符合憲法的命令。
據法新社報道，加堯姆被捕後通過
個人推特發布視頻，稱對其的逮捕“毫無
道理”，並呼籲支持者堅定信心。
旅遊業遭受沖擊

2015 年，由於擔心恐怖主義，馬
爾代夫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導致
當年遊客數量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
該國的經濟增長。
我部分旅行社采取行動
針對此次馬爾代夫政局動蕩事件，
國內多家旅遊機構表示，由於遊客度假
島嶼與民眾集會島嶼基本沒有交集，因
此目前當地旅遊暫未受影響，不過也有
部分旅行社表示可以接受遊客免費退訂。
“目前馬爾代夫整體旅遊業務照
常運作。”中青旅相關負責人表示，
根據對當地情況的了解，雖然馬累頒
布了 15 天的緊急狀態，但相關事件不涉
及機場，不影響客人前往度假島嶼。
據眾信旅遊相關負責人透露，目
前當地遊行主要集中在居民島，對於
中國遊客來說，前往馬爾代夫基本上
是落地國際機場後，直接乘坐水上飛
機飛往不同的度假島嶼，不經過馬累
的居民島。即使遊覽結束後需要在馬
累住壹晚，以便連接第二天的返程國
際航班，遊客也都是在國際機場附近
的酒店入住。所以從整個行程來看，
遊客都非常安全，不會和整個遊行隊
伍有任何接觸。
盡管如此，考慮到部分遊客的
擔憂，目前已有多家旅行社承諾可以
免費退訂。
攜程已啟動應急機制保障遊客的安
全與利益。針對未出行旅客提出的往返
相關城市的改簽、退票等需求；針對租
車用戶，為2月28日前出行馬爾代夫的
旅客做無條件改期或退單保護，攜程租
車壹律免收退單及改單費用。
美團旅行表示，所有已經通過美團
旅行、美團、大眾點評 APP 預訂 2 月 5
日至12日入住馬爾代夫的酒店訂單，均
可免費取消；出行日期為 2 月 5 日至 12
日的跟團、機+酒、目的地美食、目的
地門票、目的地壹日遊、當地用車的未
出行訂單，均可聯系客服免費取消；針
對已預訂但未出行旅客的機票退票、改
簽需求，美團旅行表示，將按照最新退
改政策，進行同步操作。

綜合報導 驢媽媽旅遊網提供
的報告顯示，2018 年春節期間，
短線出境遊受中國國內遊客熱
捧 ，其中泰國為最受歡迎旅遊
地，越南、菲律賓、新加坡、柬
埔寨亦是出境遊熱門地。
記者走訪多家駐桂旅行社了
解 到 ， 2018 狗 年 春 節 小 長 假 期
間，不少旅行社東南亞線路旅遊
預訂業務供不應求。
“春 節 期 間 ， 新 加 坡 、 馬
來西亞、泰國等熱門東南亞國
家的旅遊預訂早在壹個月前就
已滿員。”廣西中國國際旅行
社出境旅遊中心東南亞部經理
覃雪梅說，東南亞國家具有豐
富的旅遊資源，且簽證手續簡
單，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國內
遊客的青睞。
得益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
區發展紅利，近年來中國—東盟
旅遊合作機制不斷成熟，中國遊
客出遊東南亞的需求不斷擴大，
這使得中國國內旅遊行業針對東
南亞旅遊的產品服務從單壹的團
體遊向親子遊、旅拍遊、蜜月遊
乃至高端“私人訂制”遊等多元
化、高品質服務邁進。
覃雪梅表示，為搶占東南亞
旅遊市場，其所在旅行社目前針
對年輕遊客推出了旅拍遊、蜜月
遊、自助遊、半自助遊等服務；
對喜歡瑜伽的遊客推出東南亞“瑜
伽之旅”；在柬埔寨、泰國等國
家推出寺廟、宗教文化觀光體驗
為主的“佛系”旅遊線路。
“隨著中國遊客對旅行品質
要求的提高，價格實惠的東南
亞團體旅遊方式已無法滿足需
求，根據遊客性格、生活背景、
旅遊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個性化
高品質、高消費旅遊亦是發展
趨勢。”專門從事海外訂制旅
行業務的胡伍鵬在接受記者采
訪時表示，東南亞國家有成熟
的旅遊市場及基礎設施配套，
與中國地理相近，適合訂制個
性化的短途旅行。三年前，他在廣西創立了以
海外訂制旅行服務為核心業務的公司“裏
米 旅 行”，並組建了壹個由 13 名具備海外留
學、工作背景的年輕團隊 ，專門研發境外旅
遊 線 路 ， 目 前 已開發有泰國、越南等國家的
“個性化”旅遊線路，未來將根據市場需求作
進壹步研發。

時事圖片

“大遼契丹
大遼契丹”
”展亮相內蒙古博物院

遼代早期的“
遼代早期的
“彩繪木棺
彩繪木棺”
”展出
展出。
。當日
當日，“
，“大遼契丹
大遼契丹”
”展亮相內蒙古
博物院，展覽分為
博物院，
展覽分為“
“契丹肇興
契丹肇興”、“
”、“因俗而治
因俗而治”、“
”、“開放交融
開放交融”
”等六個
部分，
部分
，皇家與民用器物紛紛展出
皇家與民用器物紛紛展出。
。

讓古籍書冊重獲新生
古籍修復師 妙手回春

科學家在沙漠中建“移民基地
科學家在沙漠中建“
移民基地”
”
模擬登陸火星

﹁

﹂

江西德興市檔案館修復裱糊室，館裏唯壹的古籍修復師端坐桌案前，在水晶板上小心翼
翼地刷著剛剛“洗”過的書冊，四十平方米的空間裏，安靜得似乎只能聽到呼吸聲。

阿曼佐法爾沙漠內，科研人員正在模擬登陸火星的情況，該項目由
阿曼以及奧地利合作實行，旨在未來將人類送往火星。

升溫

素以旅遊勝地聞名的馬爾代夫，近
期由於國內的緊張局勢成為國際社會關
註焦點。該國的政局動蕩令中國、印度
和英美等多國發出旅遊警告，更可能令
當地錯失中國春節旅遊商機。中國外交
部針對馬爾代夫旅遊發出提醒，建議
正在馬爾代夫的中國遊客密切關註安全
形勢，加強安全防範，同時建議近期準
備前往馬爾代夫的中國公民在當地局勢
穩定前暫勿前往。

旅遊業是馬爾代夫的第壹大經濟
支柱，對其國民經濟發展具有超乎尋
常的意義和作用。
上個世紀 70 年代初期，馬爾代夫
開始發展旅遊業，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
發展，旅遊業已超過漁業，成為馬爾代
夫第壹大支柱產業。旅遊收入對馬爾代
夫 GDP 的直接貢獻率從 1980 年代中期
至今壹直保持在30%以上，間接貢獻率
更是達到 60%至 70%。目前該國有 112
個旅遊島、數萬張床位，入住率約有
70%。根據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馬
爾代夫旅遊收入為 63.8 億拉菲亞，外國
赴馬遊客123.4萬人次，同比增長2.4%。
在過去幾年裏，旅遊業對馬爾代
夫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基本實現穩定增
長，成為國家財政收入最主要的來源。
旅遊業創馬爾代夫外匯收入的 60%，
旅遊業稅收加進口關稅更是占據政府
稅收收入的 90%。
旅遊業為馬爾代夫政府賺取外匯
和稅收收入的同時，也為馬爾代夫人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2015 年的
數據顯示，旅遊業創造的就業人數約
占該國國內就業人數的五分之壹。
當前，中國是馬爾代夫最大的旅
遊客源國。近年來，馬爾代夫每年接
待的中國遊客量在 30 萬人次以上。
2017 年前九個月，馬爾代夫接待的外
國遊客中，近四分之壹來自中國。在
中國遊客青睞的十大海島、十大目的
地國家等統計中，均有馬爾代夫壹席。
馬爾代夫此次緊張的政治局勢將
對其旅遊業產生影響。法新社表示，
盡管馬爾代夫政府壹再保證遊客的安
全性，但緊張的局勢已經損害到了該
國經濟的最大貢獻者——旅遊業。
包括中國、印度以及英美在內的
眾多國家都警告人們推遲非必要的旅
行，此舉可能極大地影響這個嚴重依
賴旅遊業收入的島國。中國在春節假
期前夕發布旅遊警告，這可能會讓計
劃在這壹周假期裏赴馬爾代夫旅遊的
成千上萬名中國遊客止步。據悉，春
節假期是中國公民赴馬爾代夫旅遊的
高峰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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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出境東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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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3 天破 1600 万 彭政闵助阵衝票房
瞿友宁执导，卢广仲、蔡振南、龙劭华
、康康、柯叔元、海裕芬、严正岚、江宜蓉
、刘冠廷主演的贺岁强片《花甲大人转男孩
》，上週五 (2/9) 在台上映，週末 3 天开出
1600 万票房的好成绩，超越去年贺岁档国片
的纪录。
《花甲大人转男孩》口碑沸腾，影迷出
戏院后纷纷表示「过年还要带家人朋友进戏
院再刷」。电影团队上週末马不停蹄，前进
台北、林口、桃园、中坜、新竹各大影城做
了 42 场映前映后座谈，昨日 (2/12) 发布全
新幕后花絮客串篇，感恩全台影迷的支持。
花甲团队为电影宣传不遗馀力，上週末
导演瞿友宁率领演员蔡振南、柯叔元、海裕
芬、严正岚、刘冠廷、江宜蓉、林意箴、江
常辉、曲献平、叶辰莛、今子嫣、范足妹等
人，于各大影城做映前映后座谈宣传，3 天
下来总共跑了 42 场，导演瞿友宁用行动回
馈所有影迷的支持。
瞿导印象最深刻的是，有许多年轻人带
著爸妈及阿公阿嬷一同来看电影，还有银髮
夫妻手牵手来场花甲约会，更有影迷在映后
分享大讚金士杰与严正岚的父女对话，「道
出了全天下父亲的心声」。
金钟编剧吴洛缨老师也在脸书分享：
「什麽时候我们记得住、说得出一部『贺岁
片』的故事？这次可以了。」电影一推出受
到广大迴响，瞿友宁表示心怀感激，过年期
间会下中南部宣传，期盼将这股「花甲热」
传递到每一个家庭。
《花甲大人转男孩》除了电视版原班人
马跃上大银幕贺岁，客串卡司更是众星云集
，昨天发布全新幕后花絮客串篇，为影迷谋
福利，解密明星彩蛋们在幕前幕后所付出的
努力。
男神何润东饰演曾带给「雅婷」江宜蓉

痛苦伤害的「陈大哥」，他
突破男神帅气形象，穿金戴
银大改造，笑称：「定装那
天才知道我要穿成这样子。
」片中的台语台词也让他伤
透脑筋，只能硬背了上，遇
到台语流利的对手刘冠廷，
对戏时，何润东 ABC 式的台
语发音令现场笑声不断，刘
冠廷说：「他很认真想把台
语讲好，大家一定要进电影
院给他支持一下。」
《花甲大人转男孩》客
串彩蛋中，最令影迷惊喜的
就属「恰恰」彭政闵现身，
身为资深象迷的瞿友宁导演
，力邀彭政闵在电影中扮演
2003 年的自己，希望透过电
影，唤起大家对从前象队三
连霸时期的回忆，彭政闵表
示：「一定要进戏院为花甲
加油。」
此外，瞿导与陈竹昇、
吴念轩都是首次合作，他认
为吴念轩初生之犊不畏虎，
与前辈们对起戏来毫不扭捏
，情绪一点就通，大讚他是
「无死角帅哥」；陈竹昇喜剧功力一流，原
本只给了他 2 句台词，没想到他现场即兴发
挥金马男配角的超强实力，台词从 2 句自己
加到 20 句，因为实在太好笑了，瞿友宁现
场在萤幕前看得入神，整个捨不得喊卡。
陈竹昇在电影中与蔡振南更有精彩对手
戏，他坦言能被瞿导点名演出，非常开心，
「我自己家族也是一个大家庭，《花甲》对
我来说特别有感觉。」

鼓鼓担任《比得兔》中文配音
过程竟想「抱紧」处理

由索尼影业打造的全新真人动画电影
《比得兔》改编自碧雅翠丝波特全球畅销八
千万本的童书〈比得兔〉，不仅国外的配音
找来詹姆斯柯登、玛格罗比、黛西蕾德莉等
星光熠熠的卡司，中文版配音更邀请到人气
爆表的全能创作歌手「鼓鼓」独挑大梁，担
任最逗趣又爱恶作剧的主角「比得」配音演
员，开玩笑表示自己跟角色有 87 分像的鼓
鼓将用他独具特色的表演方式为大家最熟悉
的角色注入新意，台湾将于 4 月 4 日中英文
版超萌钜献，打造春假期间必看动画电影！
音乐才华一直备受肯定的鼓鼓此次担任
电影《比得兔》的比得角色中文配音，这虽
不是他第一次参与配音机会，却是首次独挑
大梁的配音演出，鼓鼓兴奋表示：「当初看
预告就被电影幽默可爱的角色特性吸引，甚
至觉得”比得”就像自己的化身，毫不犹豫
就接下演出，非常兴奋与期待」。而值得一
提的是此次《比得兔》的配音导演更补充表
示：「鼓鼓的本音属于比较”鬼灵精怪”型
，在试音阶段就感受到鼓鼓为比得的角色赋
予更有层次的演出、非常有天分，结果令人
十分惊艳。尤其片尾还有鼓鼓献唱的彩蛋，
更让电影多了必看的亮点之一，绝不能错过
！」

不仅如此，平常的表演方式也属于活泼
路线的鼓鼓更直呼比得的个性和生活态度都
和自己不谋而合，甚至觉得比得应该也是与
自己相同的金牛座性格，除了非常外向多话
、心事不易透露外，工作上更是有点控制欲
，时常喜欢开玩笑指定别人做东做西，显现
标准「土象星座」的特质。然而除了对自己
配音的角色比得感到共鸣外，鼓鼓也透露：
「电影中还有好多我也喜欢的角色，例如比
得的表哥”班杰明”，总会让我联想到自己
的宠物，每次出现圆滚滚的模样就令人想抱
紧处理；或像比得会功夫的妹妹”小白”等
都超可爱。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想挑战”公鸡
”或”猪”这两个戏份不多、却无法忽视的
角色。我相信《比得兔》绝不仅是一部适合
阖家观赏的电影，看完后大家更是会带著一
些收穫回家，推荐影迷春假期间一定要进戏
院支持最逗趣温馨的全新电影。」
《比得兔》剧情介绍：世界著名的童书
故事《比得兔》终将”跳”上大银幕魅力钜
献！这次除了小兔比得在小麦先生(多姆纳
尔格利森 饰演)”开心农场”中的偷菜谍对
谍将更白热化外，两人的关系亦会受到超有
爱心的邻居碧小姐(萝丝拜恩 饰演)影响，悄
悄出现意想不到的神秘变化。

《花甲大人转男孩》现正热映中，故事
描述阿嬷准备要做「对年」了，花甲也在这
时候退伍，和情人阿玮开心重逢之际，却遇
上青梅竹马的雅婷来求救，希望他帮忙解决
前男友来找麻烦，花甲智退来敌，大家狂欢
之际，隔天早晨，花甲却发现自己和阿玮裸
体躺在床上！
阿玮古板的父母生气到访祖昔，欲与郑
家人讨论花甲该如何负责？却发生一连串巧

合和误会，让双方家庭的初次见面，成了暴
走且荒唐的闹剧，大打出手，阿玮更气花甲
的无能表现，最后失望离开。
面对这混乱的一切，花甲藉口尿遁躲了
起来，衰到居然自己还放了个屁臭死自己，
不得已还是得出来面对难关之时，却发现家
人都不见，当人生来到空前的危机，他该如
何才能像超人一样，拯救自己与自己的家族
呢？

《狮子王强大》杀青
周晓涵不捨险落泪

偶像剧《狮子王强大》剧组为
了在年前赶完进度，让大家好好过
年 ， 一 路 赶 拍 到 午 夜 ， 于 12 日 正 式
杀青！该剧拍摄五个多月以来，众
人培养出好感情，曹晏豪、周晓涵
与刘书宏更是一有空档就和剧组人
员拥抱、拍照。杀青前一天没拍摄
的刘书宏，更亲手做了几十个包子
到剧组探班，可见剧组间的好情谊
。
杀青后，剧组送上订製花束与
手作巧克力花和卡片，周晓涵感动
的说：「我就想说怎么大家都偷偷
摸摸的，没想到他们躲在后面做手
工，真的很惊喜也感动。」她也坦
言：「我拍过至少三十部戏，但从
没碰过这么用心的剧组，所以想到
杀青了真的很失落。」更说有想哭
的感觉。
曹晏豪也说虽然杀青了，但还
是没有真实感，「这几个月已经习
惯跟大家在一起，很难想像没有跟
大家拍戏的生活，我整个过年都会
很想念大家。」刘书宏也开玩笑说

：「我也很捨不得，因为之后你都
不会开车载我回家了。」原来就算
在林口、新竹拍摄，曹晏豪也都会
开一两个小时的车载刘书宏回家，
两人因此培养好感情。
《狮子王强大》剧中曹晏豪与
高英轩互为死对头，在最新一集中
，两人在山上大打出手，一连串动
作戏下来双双挂彩，曹晏豪手臂上
更是一大片瘀青，但不太怕痛的他
还直呼拍得超过瘾，笑说：「很开
心。」
为了曹晏豪与高英轩这场对打
戏，剧组特地请来武术指导，把整
套打戏拍成影片，包含从追逐扭打
到互相对峙、攻击等所有流程，让
两人看过影片并套好招数才进行拍
摄。曹晏豪笑说过去也曾拍过动作
或追逐戏，但还真的是第一次这麽
大阵仗。因为这场打戏有各种不同
打法，高英轩笑说：「打到最后都
像在拍动漫电影一样。」也被工作
人员说是「忍者漫画的打斗画面」
，相当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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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國際電影節即將開幕
電影作品薈聚的浪漫盛宴

Wednesday, February 14, 2018
“中法國際電影節”將於 2018 年
3 月在中國上海舉辦啟動盛典。5 月初
在法國巴黎正式拉開電影節序幕舉辦
盛典，舉行為期壹個月的“中國電影
展映月”的活動，並在“戛納國際電
影節”期間大放異彩！而後輾轉戛納
以“中法國際電影節之夜”作為句點
為電影節畫上完美的句號。屆時將匯
聚眾多中法電影、電影人及發行商，
將優秀的中國電影搬上法國大銀幕，
與法國電影界進行深入的交流，傳遞
中國文化。期間，並將在法國多個城
市多家影院進行中國電影放映，覆蓋
全法範圍，吸引數十萬法國觀眾觀看
影片，開啟中國優秀電影與世界接軌
的濃墨重彩新篇章。
中法藝術人文無縫交流
項目合作啟動在即
由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 中南
聯絡部 ，法國國家電影中心聯合主
辦的“中法國際電影節”是繼歐洲三
大電影節—“柏林國際電影節”、
“戛納國際電影節”及“威尼斯國際
電影節”之後的第四大國際級電
影 節 。中法電影節作為國家級文化
交流活動，備受各方關註，旨在以
本次電影 節 為 契 機 ， 以 “ 壹 帶 壹
路 ” 為 核 心 ，將中國優秀電影人和
優秀作品帶到法國，與法國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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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深 入 交 流 ， 促 成 中 法 互 利 合
作 。通過本次中法電影節將促成更
多中法電影合作項目，呈獻給世界
關註。
中國領跑獲獎名單
多部電影作品入圍
本次電影節在以樹立中法文化交
流為目標，打造中法電影交流新篇章，
供養中國電影文化，讓更多法國人民
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從此了解中國，
愛上中國。所以此次入圍電影中也包
括眾多優秀的中國作品，《空天獵》、
《紅海行動》、《奇門遁甲》、《暴
雪 將 至 》 、 《 前 任 3》 、 《 如 影 隨
心》、《追兇者也》、《西遊記女
兒國》、《唐人街探案 2》、《妖貓
傳》、《合約男女》《營救汪星人》、
《嘉年華》、《盲道》、《六人晚
餐》等眾多人氣與口碑兼備的優秀作
品均出現在候選名單之中，實力證明
了中國電影文化在近年的飛速發展，
實力上的日新月異。
中法國際電影節是壹個年輕又充
滿活力的電影節，不僅是讓世界感受
中法電影的萬千氣象，更為諸多業界
人士提供文化交流的平臺，迎接來自
世界電影人和藝術作品的盛會。讓我
們敬請期待這場電影作品薈聚的浪漫
盛宴！

《繁花》鐘漢良再演癡情暖男
尋覓十年前的初戀
上演以寡敵眾的中國式營救

《紅海行動》點映

軍事動作電影《紅海行動》在中國多地舉行提前看
片會，影片以其大氣磅礴的動作場面和感人至深的犧牲
精神得到眾多民眾肯定。作為春節檔的壹部主旋律動作
片，該片和創造票房奇跡的《戰狼2》有不少相同之處。
“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片中軍
艦艦長張涵予鏗鏘有力的宣言，令人印象深刻。城市
街道驚心動魄的槍戰交火和敵人緊緊相逼的突圍追擊
場景，使影片充滿驚險元素。
《紅海行動》是第壹部突出展現中國人民解放軍
海軍特種部隊——蛟龍突擊隊的影片。蛟龍突擊隊隸
屬於中國海軍陸戰隊，有“海上蛟龍、陸地猛虎、空中
雄鷹、反恐精英”的美譽，特戰隊員都具有全地形滲
透突擊和海上反恐作戰能力。2015 年也門發生內戰，
中國海軍奉命執行撤僑任務，《紅海行動》就改編自
這壹事件。
電影故事講述了“伊維亞共和國”發生政變，中
國僑民被困險境，而他們唯壹能指望的只有被派遣執
行救援任務的中國海軍陸戰隊——“蛟龍突擊隊”。
但眾寡懸殊，對 8 名“蛟龍”來說，這場救援無疑是
壹場硬仗。片中由海清飾演的戰地記者夏楠擔心的詢
問：“以 8 敵 150，妳們以前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張譯飾演的隊長楊銳則霸氣回答：“我們這 8 個人的
任務，不是要解決那 150 個人，而是去營救那個必須
去營救的中國人質！”
此番拍攝《紅海行動》，導演林超賢領銜《湄公
河行動》原班制作人馬，再度出手紅色題材並轉戰海軍，拍攝過程相當
不易。林超賢為秉持“實景拍攝，拒絕棚拍”的原則，劇組遠赴非洲摩
洛哥，開啟長達 4 個半月的異國拍攝。劇組不但要克服當地惡劣天氣、
團結來自近 10 個國家的工作人員協同工作，更是為了完美呈現電影場景
而不斷挑戰自己：選取摩洛哥最偏遠、最荒蕪人煙的地區，劇組常常要
開車三小時才能到達拍攝地。
軍事動作片《紅海行動》總投資高達 5 億元人民幣，跨國交鋒、激
戰等熱血動作元素與《湄公河行動》異曲同工，制作規模和故事格局等
內核更是全面升級。電影自開拍便取得我國海軍的大力支持，摩洛哥部
分殺青後，劇組連軸轉至廣東，在軍艦上實地取景拍攝剩下的場景。
《紅海行動》由林超賢導演，梁鳳英監制，張譯、黃景瑜、海清、
杜江、蔣璐霞、王雨甜、尹昉、麥亨利、郭家豪等主演，影片將於 2018
年 2 月 16 日正式上映。

由鐘漢良、江疏影主演的都市情感劇
《壹路繁花相送》在江蘇衛視開播。從第
壹集來看，劇情主打小清新，路非（鐘漢
良飾）與辛辰（江疏影飾）歷經十年、初
心不改。
擅於飾演“癡情男”的鐘漢良，在新
劇中飾演的還是同壹種“人設”，不過他
表示“會有跟以往不壹樣的地方”。
“癡情勝過何以琛”
無論是《何以笙簫默》中的何以琛，
還是《孤芳不自賞》中的楚北捷，鐘漢良
過往的熒屏角色總是被打上“癡情男”的
標簽。
而在江蘇衛視昨晚開播的《壹路繁花
相送》中，鐘漢良飾演的路非，還是同壹
種“人設”，將癡情進行到底。
對於這次的路非，鐘漢良表示他依舊
長情、專壹，甚至“癡情勝過何以琛”，
但“路非肯定跟以往的角色有不壹樣的地
方”。
劇中，路非與辛辰年少相識並互為初
戀，十年前，路非不辭而別，讓這段感情
戛然而止。十年後，路非已經成為圈內小

有名氣的導演，本可以在國外有更好的發
展機會。但是，路非依然忘不了辛辰，於
是，在電影殺青之後，路非毅然踏上了回
國的路途，實力詮釋“若為愛情故，壹切
皆可拋”。
對於劇中的愛情，鐘漢良認為“真的
挺折磨的，十年後再回來就是殘酷折磨的
開始”。為此，他花費了不少時間和行動
去陪伴辛辰，“希望她原諒他，彌補過去
十年的不在。”
“若為愛情故，壹切皆可拋”
《壹路繁花相送》播出之後，關於
“初戀”、“愛情與面包”的話題在網絡
上引發熱議：“初戀的威力真的這麽巨
大？男人是不是都有初戀情結啊？”“看
到辛辰對路非的態度，我還是覺得有些東
西埋藏在心底就好。”
有觀眾認為，愛情至上，人壹定要遵
從自己的內心，“千金易買，真愛難求。
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都可以量化，唯有
愛情不能。”
也有相當壹部分觀眾認為，路非此舉
值得商榷，為壹段前景不明的愛放棄自己

的人生並不明智。“十年了，辛辰就壹定
還站在原地嗎？萬壹她結婚生子了呢？”
米蘭實景拍攝，力求“高大上”
此外，最近熱播的幾部都市劇，
《戀愛先生》第壹集發生在國外，
《談判官》第壹集發生在國外，《壹
路 繁 花 相 送 》 第 壹集發生在國外，現在
的都市劇裏，男主、 女 主 如 果 沒 有 出
國 ， 都 不 能 體 現 “ 高 大 上 ”了嗎？導
演如果不去國外實景拍攝，都不足以
稱大制作了嗎？
《壹路繁花相送》也不能免俗，前
兩集的取景地是米蘭和廈門。在米蘭，
男主角完成了自己的電影，為自己過
往十年的努力畫上壹個完美句號。好
在鏡頭中，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建
築紛紛亮相，也算亮眼。而隨著路非
決意放棄國外的生活，尋覓初戀，
《壹路繁花相送》的取景地也隨之轉
場廈門。鼓浪嶼、曾昔垵、白城沙灘……
成為“小清新”的代名詞，劇中提及
的“微雨島”大概會成為下壹個熱門
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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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事件改編影片,當事人能否演好自己？
伊斯特伍德"15:17 開往巴黎"選角大膽效果不佳

2 月 9 日在美國各大影院上映的電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根據真實事件編導的最新影
片《15:17 開往巴黎》。
伊斯特伍德曾執導過《美國狙擊手》《薩利機長》等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而他在
新片中嘗試了自我突破的導演方法，即起用事件的當事人飾演他們自己。這壹嘗試的結果是
壹個混合體，使人難以判斷該故事的主題究竟是勇氣，是信仰，還是愛國主義。

根 據 Jeffrey E. Stern 所 著 書 籍
《15:17 開往巴黎：壹個恐怖分子、壹
輛列車和三個美國士兵的真實故事》
改編而來，影片講述了三位美國朋友
的故事。在歐洲旅行時，他們在壹輛
列車上阻止了壹次恐怖襲擊，由此成
為了英雄。
在列車事件之前，我們認識了斯
賓塞· 斯通、安東尼· 薩德勒和亞歷克
斯· 斯卡拉托斯，三人自孩童起便是摯

友。影片展示了他們自小學至斯賓塞
和亞歷克斯加入軍隊時的人生。最後
，三人在德國相會，準備搭乘由阿姆
斯特丹開往巴黎的列車。壹個恐怖分
子登上列車，射傷了壹位乘客，斯通
、薩德勒和斯卡拉托斯挺身而出，解
除了恐怖分子的武裝並制服了他，拯
救了列車上的所用乘客，包括被射傷
的人。
首先，列車上發生的故事本身不

同尋常，斯通、薩德勒和斯卡拉托斯
展現出的勇氣令人肅然起敬。伊斯特
伍德非常精妙地展現了這個真實事件
，然而列車上的事件只占據了整個影
片的數分鐘，影片的剩余部分被用來
塑造三個主人公的性格和他們相互之
間的關系。
雖然斯通、薩德勒和斯卡拉托斯
傳神地再現了他們令人窒息的真實經
歷，但不幸的是，他們不是真正的演
員，在占據影片大部分時間的性格塑
造場景中，他們顯得非常掙紮。影片
的主人公真實經歷了影片意圖展現的
列車事件，但三位英雄卻無法表演出
那壹英勇時刻之前的屬於自己的平凡
生活。歐洲旅行的場景，基地訓練時
通過 Skype 交談的場景等，都顯得牽強
突兀。
我能理解伊斯特伍德讓斯通、薩德
勒和斯卡拉托斯飾演他們自身的用意所
在，這壹嘗試在某些方面確實有效，但
在另外壹些方面卻失敗了。如果讓壹些
訓練有素、富有經驗的演員來飾演主人
公，影片的表現效果可能會更好，他們
可以為那些節奏緩慢的性格塑造場景增
添真實感情和感染力。
伊斯特伍德在職業演員的選用上
也讓我大吃壹驚，這些演員大都以喜
居類電視作品知名，例如朱迪· 格雷爾
（《發展受阻》）、珍娜· 費舍（《辦
公室》）、托尼· 海爾（《副總統》）
、湯瑪斯· 藍諾（《單身公寓》）和
Jaleel White （ 《Family Matters》 。 格
雷爾和費舍分別飾演斯通和斯卡拉托
斯的母親，而海爾、藍諾和 White 則飾
演小學的老師。
作為壹個經驗豐富的導演，伊斯
特伍德在拍攝主人公歐洲旅行的場景
時，采用了手持數碼相機而非膠片拍
攝的方法，這是壹個不同尋常的突破
。我猜測，導演本希望通過這種拍攝
手法，給觀眾帶來某人在旅行時拍下

的真實鏡頭的感覺。
問題在於，這些鏡頭與影片其它
場景的基調並不協調，而對壹位大師
級的電影制作人而言，這種拍攝手法
也顯得有些怪異。影片中還充溢著許
多輔助角色，他們只有壹兩個場景，
仿佛他們出現在影片中，只是因為真
實生活就是如此。
當妳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時，
妳當然不希望改變太多，但有時候，
妳需要刪除壹些角色，因為他們無法
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我認為，這部
影片需要刪除幾個不必要的角色，例
如我們在影片開頭看到的幾位老師中
的壹位，又如在斯賓塞和安東尼在意
大利與亞歷克斯會面之前，與他們兩
混在壹起的那個年輕女生。
影片的最後二十來分鐘是它最出
色的部分，伊斯特伍德十分嫻熟地展
現了列車上的恐襲事件。這壹場景揭
示了尖銳的細節，當斯通、薩德勒和
斯卡拉托斯再現他們的英勇時刻時，
觀眾不禁會雙眼含淚、喉頭硬咽。
伊斯特伍德十分出色地為這壹時
刻的到來渲染了期待和危險的氛圍，
貫穿整部影片的壹些間短的列車鏡頭
已經為這壹時刻的到來作了鋪墊。
該片的主題顯然是勇氣，但某些
時候被愛國主義的渲染所蓋過。考慮
到斯通和斯卡拉托斯都曾在美軍服過
役，這種渲染並無不妥。但是，影片
中出現的基督教信仰的主題，卻有些
偏離了故事的主體。雖然斯通在現實
生活中可能是壹個基督徒，但我還是
覺得，將基督信仰的元素納入影片阻
礙了真正主題的表達。
《15:17 開往巴黎》很可能不是克
林特· 伊斯特伍德的最佳電影之壹，這
位導演在他的生涯中已經留下了太多
經典影片了。《15:17 開往巴黎》的敗
筆，在於它沒有在表現那件極具吸引
力的真實事件上投入足夠時間，也沒

有將勇氣作為它真正的主題。雖然斯
通、薩德勒和斯卡拉托斯在列車場景
中的演出十分出色，但他們的表演不
夠撐起整部片子。
盡管該片有這許多缺點，但斯通
、薩德勒和斯卡拉托斯是真正的英雄
，他們的故事值得壹看。哪怕只是為
了觀賞他們和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是如
何將那件震驚世人的列車事件重現在
大屏幕上的，有意者也應該走進影院
。
其它關於《15:17 開往巴黎》的評
論：
《紐約時報》：《15:17 開往巴黎
》最值得欣賞之處，就是它的去藝術
性。伊斯特伍德先生——他壹直以來
都偏愛緊湊有效的執導風格——在該
片上試驗了壹種間約的風格，這使得
他的壹些較早作品顯出巴洛克式的綺
麗。他像是在檢測極間主義的極限，
檢測究竟能去掉多少人工雕飾卻又不
破壞影片的戲居張力。沒有許多伏筆
，也沒有許多心裏探析。故事的真實
性確保了壹種直率的力量，而這也正
是伊斯特伍德先生試圖在影片中展現
的。正是他對該故事的匠意吸收，賦
予該片以迷人魅力和感人力量。它的
極端直率混合著神秘。
《衛報》：無論是否有意為之，
這部影片的真正魅力正是那致幻式的
無聊假日：無盡的啤酒，無盡的咖啡
，無盡的自拍。主角之間沒有張力，
也沒有真實的聯系，仿佛他們並不非
常了解彼此。不過，這也可能是真實
朋友的實際模洋，沒有居本式的電影
時刻去突出友誼。
Slash Film: 在任何意義上，這三
個男人在 2015 年的行為都是英勇的。
他們做出了最好的應對，犧牲自己、
保護他者，只是因為恐襲者的槍卡住
了才僥幸存活。（這可能像是想象中
的情節，卻是實際發生的事情。）

“謝爾頓”新片將出演變裝皇後！ "正義聯盟"紮導女兒去
有望挑戰妖嬈嫵媚造型 改編自同名舞臺劇 世前就被解雇？

據外媒報道，“謝爾頓”吉姆· 帕
森斯將出演改編自馬修· 洛佩茲的同名
舞臺劇《喬治亞· 麥克布萊德的傳奇故
事 》 (The Legend of Georgia McBride
，暫譯)，New Regency 和 Fox 2000 公
司拿下電影版權，帕森斯本人也將參
與聯合制片。
據悉，吉姆· 帕森斯將在新片中扮
演經驗豐富的變裝皇後 Tracy Mills 女
士，並將在專業領域指導壹位年輕人
，讓後者從壹個被淘汰的貓王模仿者
，變成壹個出色的變裝皇後。根據該
劇此前公映的劇照來看，吉姆· 帕森斯
將有望挑戰妖嬈嫵媚的新造型。
吉姆· 帕森斯最廣為人知的角色應
該是《生活大爆炸》中的“謝爾頓”
壹角，他最近主演的新片是 2018 年 1
月上映的《孩童傑克》。作為壹名公

開的“同誌”，2002 年吉姆· 帕森斯和
男友托德· 斯派沃克相識，之後兩人共

同出席了多場活動。2017 年 5 月 13 日
，兩人在紐約完婚。

去年 5 月，紮克· 施奈德從《正義
聯盟》導演位置上離開，喬斯· 韋登則
接替導演工作。當時官方給出的理由
是紮導女兒自殺了，因此要更多時間
專註個人事務。
不過紮導的女兒 Autumn 忽然離世
的事情發生在 3 月，到 5 月華納才換人
，也讓壹些人對華納的官方說辭感到
懷疑：是否家庭變故只是壹個借口，
而事實是華納對紮導不滿意？
近日資深電影記者 Josh L.Dickey
透露，其實紮導是被解雇的，而且在
“壹年多之前”就被解雇了。也就是
說，紮導被換掉的原因跟女兒離世沒
有半點兒關系。
Josh L.Dickey 即將離開這個行業
， 因 此 進 入 了 “DGAF” （DONT

GIVE A FUCK，指不在乎別人怎麽看
的態度）模式。他在推特轉發了自己
之前寫過的壹篇關於紮導的文章，表
示紮導早在 2017 年 1 月或 2 月就已經被
解雇，而當時並不能直接寫，只能
“打太極”。
Collider 編輯也表示，他曾聽內部
人士說過，紮導的粗剪版《正義聯盟》
當時是“不適合觀看的”。但為什麽當
時大家都不戳破呢？據他的分析，處理
個人事務也許不是紮導離開《正義聯盟
》的真正原因，但沒人想要給壹個剛剛
失去孩子的男人再次施壓。
雖然真相很關鍵，但紮導離開的
確切原因已不重要，因為結果仍然是
壹樣。他離開《正義聯盟》，然後喬
斯· 韋登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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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館赴中國人活動中心辦理＂健在証明＂
周日下午共有 117 位大陸僑胞前往辦証

美南人語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更好地服務廣
大僑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於周日（2 月 11
日 ） 下午一時至三時，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大禮
堂，為僑胞現場辦理 「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
老金資格審核表」（ 即＂健在証明＂），由副
總領事王昱率領領館工作人員共五人在現場為
僑胞辦証，當天共有 117 位僑胞前往辦証。由於
申請人須本人親自到場辦理，不少長者是由子
女陪同，他們都是在美國居住的中國離退休、
退職人員，為領取國內養老金，而申辦 「健在
証明」。當日受理，當日取証。而香港、澳門
的僑胞也一併當日辦理。

圖為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 右一 ） 周日率領服務團隊共五人在中國
圖為總領館副總領事王昱（
人活動中心為僑胞辦理 「 健在証明 」 （ 記者秦鴻鈞攝 ）

深切哀悼饒宗頤 楊楚楓

二月五號零晨二時，我在夢
中被電話鈴聲叫醒，一看是香
港報刋一位編輯朋友，通知我
香港大學饒宗頤教授的 70 歲女
兒，於昨日凌晨 2 時 35 分，發現父親
在跑馬地家中暈倒，昏迷不醒，於是
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將饒宗頤送往
律敦治醫院，惟搶救後證實不治，魂
升天國，享年 100 歲。友人知我一向
仰慕這位文學大師，着我立即執筆，
一述自己感想。作為文學界後輩，我
實在責無旁貸，特寫下今期文字，跟
海外華人 齊思。
國學大師饒宗頤曾任香港中文大
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榮休講
座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及藝術系偉
倫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林伯欣中國文
化講座教授。饒宗頤精通歷史、文學
、語言、藝術及宗教，並開創敦煌學
及潮學，同時亦是書畫家及古琴家，
香港大嶼山 「心經簡林」的大型雕刻
，正是以其墨寶轉化而成。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學術界
對其離世表達深切哀悼，形容是國際
學術界的重大損失，而饒宗頤的斐然
成就，將在史冊流芳。
饒宗頤是本港七間大學的榮譽博
士，亦是港大首位 「桂冠學人」，是
該校最崇高的學術榮銜，本港多間大
學對其逝世表達深切哀悼。港大形容
饒宗頤是國際文化巨擘和中國國寶，
更是港大的靈魂人物，備受景仰，將
在史冊流芳。中大校長段崇智表示，

饒宗頤畢生奉獻教育事業及國學研究
，其離世對中大及國際學術界是重大
損失，大學同人將銘記饒教授的指導
及扶助。
浸大校長錢大康亦致哀，浸大饒
宗頤國學院會繼續秉承其宏揚國學、
異通中西的精神。樹仁大學常務副校
監胡懷中深表哀悼，形容饒宗頤治學
嚴謹，勇於創新，其學術、文化和藝
術成就，將永留青史。新華社亦讚許
饒宗頤 「學養廣博而專精」，精通甲
骨文、古文字及上古史等，至百歲高
齡仍筆墨揮灑不息。
港大饒宗頤學術館等多個與饒宗
頤有關的學術團體發訃告，指饒宗頤
百歲高齡仍神清氣朗，他昨日在家人
圍繞之下，無疾西去，可謂福壽全歸
。學術館形容，饒宗頤教授為中國近
代極具影響力學人，他在中國傳統學
術十多個領域俱有開創成就 。六十多
年以來，饒宗頤雖說是置身於香港從
事各項文化藝術活動，然而對於他的
高超文學技藝，中國內地政府也給予
極為崇高的榮譽。他與年前仙逝的中
國國學大師季羨林同樣齊名，被稱為
「北季南饒，而饒宗頤更為峯頂的是
他自學成家，文、藝、學三者兼備，
堪稱 「一身而兼三絕」的國學大師。
饒宗頤字固庵，又字伯濂，號選
堂，書齋名梨俱室，生於廣東省潮安
縣城(即現今潮州市湘橋區)，出身富
裕，父親經營 「銀莊」，家中擁有廣
東最大的藏書樓── 「天嘯樓」，自

幼在家中受到國學的
薰陶，加上個人對學
問的好奇和嚴謹治學
的態度，自學成家，
造就饒宗頤成為近代百年難得一遇的
文化巨擘。饒宗頤中一時輟學，靠自
學成為 「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的國
寶級學者。他經歷過抗日戰爭、及國
共兩黨內地戰亂，至 1949 年來港，曾
在港大、中大、新加坡大學、美國耶
魯大學及台灣中央研究院等任教，並
周遊世界各地講學，其間亦從事甲骨
文、敦煌手卷和宋詞等研究，並開創
敦煌學及潮學；他同時是書畫家及古
琴家，精於繪畫蓮花，獨具一格 。
饒宗頤屢奪海內外學界和藝壇的
重要獎項和殊榮，曾獲法國國家文化
部頒發文化藝術勳章，並於 2013 年獲
法蘭西學院選為外籍院士，是亞洲首
位漢學家得此項殊榮。而南京紫金山
天文台於 2011 年，將一顆小行星命名
為 「饒宗頤星」，用以肯定其卓越成
就。
饒宗頤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他
在 2002 年香港經濟陷於內外交困時，
寫下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鼓勵市民
，走過低潮。其後轉化為大型雕刻豎
立於大嶼山鳳凰山上，名為 「心經簡
林」。成為香港一處受到中外人士歡
迎的旅遊景點。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饒宗頤辭世深感
哀痛。她以 「饒公」稱呼饒宗頤，指
與饒公關係密切，過去十年來，得到
饒公的教誨和墨寶鼓勵，去年上任後
，工作縱是千頭萬緒，百事待興。不
過林鄭月娥，於秋末 10 月期間，亦邀
請了饒公及其家人，到禮賓府茶敍，

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的辦証現塲。（
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的辦証現塲
。（ 記者秦鴻鈞攝 ）

當時饒公健康狀況不錯，開心地吃點
心，看看自己的大作。今饒公已逝，
林鄭月娥她昨午親自探望饒宗頤的親
屬，並寫下悼念字句。
饒宗頤生於 1917 年 8 月 9 日。生
前在中國研究、東方學及藝術文化多
方面有成就。據香港大學介紹，饒宗
頤刊各類學術專著逾 80 種，發表學術
論文及專文超過 900 篇，亦善詩書琴
畫，刊行的詩文集有十餘種，書畫集
數十種等等。饒宗頤教授在 1949 年移
居香港，曾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等。多年來他屢獲褒揚，
獲頒多個榮譽博士學位、院士等殊榮
，並獲頒特區政府 「大紫荊勳章」、
香港藝術發展局 「終身成就獎」、中
國藝術研究院 「中華藝文終身成就獎
」等。
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 「南饒北
季」從此成為絕響。饒公博學， 「業
精六學，才備九能」，當之無愧。香
港電台電視部的 「傑出華人系列」有
一輯訪問饒公，印象裏應是 2003 年的
製作，五十分鐘的訪問相當詳盡，尤
其是饒公談到在香港做學問， 「是香
港造就了我」。原因是五十年代中國
大陸學者極少機會出國，而研究甚麼
問題也要由其他人確定， 「不像我，
想研究甚麼就研究甚麼」。
饒公在香港電台的訪問說得很坦
白，在香港，想研究甚麼就研究甚麼
。1949 年是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大
批內地各界人士南來香港，為蕞爾小
島從此添加七彩斑斕的顏色。這些人
當中包括饒公，可以想像，若然饒公
留在內地沒有來港的話，之後幾場政
治運動，包括五十年代 「反右運動」

與六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恐怕都
不易吃得消，這就更遑論出國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邁開深邃博大的學問之
道。
大時代的抉擇，往往是另一個時
代的轉折點。1949 年便是一例，國共
內戰之後，不少人離開中國大陸，南
來的到香港澳門，也有去了台灣甚至
美國。美國紐約的老華僑大概都知道
，五、六十年代，在曼哈頓上城區的
貴價地段豪宅之內，不乏江浙口音的
官紳富商巨賈。這些富豪身懷大量黃
金美鈔，把廚子侍傭一併帶到美國，
天天打打麻將過日辰，過着與在中國
大陸年代相若的無憂生活。可是，這
些都只限於大宅之內，黃金美鈔雖然
買得到自由，卻排遣不了內心的寂寥
，大宅之外，是他們並不熟悉的花旗
外邦。
至於來香港的則如魚得水，饒公
從此遊弋於無垠的學問天地，國學傳
揚生生不息。此外，也有在港由過客
變成落地生根的京滬富豪，亦有像詠
春葉問武術大師，自此在香港開枝散
葉，向全世界傳揚中國國術，一己之
力，促成中華文化日益遠颺，絕對不
簡單。然而，更多的是孑然一身來到
香港，找到工作後結婚生子，克勤克
儉在這個海港城巿建基立業，成就一
段又一段的香港傳奇。戰後的香港小
城有幸，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饒公逝
世，令人們想起了這一個難忘的昔日
時代。
當我這個從港澳移民來美的自由
撰稿者走筆到此，心中突然浮現： 真
的從此在海外落葉歸根，還是告老還
鄉？我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