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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

食家莊
地 道 特 色 美 食 ﹑麵 點 ﹑川 菜 ﹑特 級 主 廚 ﹑菜 色 不 凡
新 菜 推 薦 期 間 85 折 優 惠 ﹗
Open 6 Day A Week( 周 二 公 休 ) 10
10::00
00amam-10
10::00
00pm
pm
電 話 ﹕713
713-771
771-6868
地 址 ﹕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7036(( 惠 康 廣 場 內 「 老
四川」舊址)

Sophie Zhang

電話:

832- 833-0551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行動的力量
貸 動商機
成就您的夢想

R01-ZHANG SOPHIE 張晴_C246_4

713-568-8889
德州探索之旅

WWW.CHINATOURUS.COM
公 證 認 證 ● 全 球 簽 證 ● 護照更新

2018全旅總經理(美雪)帶隊

美東 美西 黃石 20%

OFF
7/4-7/8
聖路易斯，芝加哥5天團，休士頓出發 $599/人
9/15-9/26 豪華歐州7國12天 （法/意/德/奧等）$2555 /人
OFF
12/3-12/9 皇家古巴，巴哈馬7天遊輪 $580/人
$1/$399 (臺灣來回機票+江南團,含門票)
11/15-11/22 獨家維京古巴8天遊輪 $3073/人( 包機票 )
★ 大優惠 ★
中國簽證$170 Viking 歐 洲 中 國 星 馬 泰
太空中心門票$18
Gate 1 日 韓 古 巴 冰 島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團（買一送一）

德州本地團

加拿大洛基山/海洋三省 ( 買二送二/一 )

10 %

713-771-9700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SBA 7 (a) 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達拉斯區域分行
500 N. Central Expwy
Richardson,
TX 75080
972-246-1277

李察遜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Richardson, TX 75081
TX 75081
972-301-598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奧斯汀分行
11220 N. Lamar Blvd.
Suite A100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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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鬥牛大賽場面刺激 鬥牛士被頂上天

聖彼得堡舉行 紅帆節
上演絢麗煙花秀

世界最醜狗狗新冠軍
“ 地包天
地包天”
” 長舌快拖地

﹁
﹂

美國加州佩塔盧馬，
美國加州佩塔盧馬
，2018 年“世界最醜狗
世界最醜狗”
”評選活動在當地
舉行，來自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英國鬥牛犬 Zsa Zsa 最終
舉行，
最終“
“醜壓群
犬”，
”，登上冠軍寶座
登上冠軍寶座，
，贏得 1500 美元獎金
美元獎金。
。

大話經濟

撬動服務出口貿易市場量能

綜合報導 強化服務貿易尤其是服務
出口貿易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工作的重
頭戲。相關政策要聚焦做大國內生產性
服務業與生活類服務業的體量，強化服
務出口的支撐力與供給力；延展服務出
口的長板，彌補服務出口的短板；有目
的地及時調配服務出口市場；做足服務
業的服務成色與質量
近 日 ， 國 務 院 正 式 批 復 同 意《 深
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
批準復制推廣包括設立服務貿易創新
發展引導基金、支持服務貿易企業開
拓國際市場、搭建服務貿易金融支持
平臺等共計 29 條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經

驗。可以看出，強化服務貿易尤其是
服務出口貿易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工
作的重頭戲。
壹般而言，無論是作為經常項目
下的商品出口，還是作為資本項目的
投資出口，都與服務出口緊密關聯。
服務出口不僅是衡量壹國出口結構的
重要維度，更代表著壹國出口的國際
競爭力。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
不斷強化本國服務貿易的比重，全球
服務貿易額目前已突破 60 萬億美元，
在全球貿易中占比上升至 23%，已超
過貨物貿易，其中服務出口權重占貿
易 出 口 權 重 擴 大 到 23.5% 。 相 比 之 下

，目前我國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中占
比 為 16.7% ， 服 務 出 口 占 整 個 貿 易 出
口的比重為 9.6%，都明顯低於世界平
均水平。而且，我國服務貿易逆差還
呈逐年擴大趨勢。為此，政策必須朝
以下幾個方面對準聚焦。
首先，要做大國內生產性服務業與
生活類服務業的體量，強化服務出口的
支撐力與供給力。壹方面，我國要加快
制造業的服務化進程，鼓勵和支持制造
企業通過發展個性化定制服務、精準營
銷，推動制造企業由重資產向輕資產服
務轉變；另壹方面，我國要推動制造業
國際合作由加工制造環節為主，向合作

研發、聯合設計、市場營銷、品牌培育
等高端環節延伸。在生活類服務業方
面，要切實破除各類地方保護，擴大文
化、健康、養老等生活性服務領域的民
間投資半徑，鍛造出服務出口的多元化
主體，同時繼續擴大金融、電信以及互
聯網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口徑，通過引進
優質外資形成服務市場的“鯰魚效應”，
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要延展服務出口的長板，彌
補服務出口的短板。目前來看，我國部
分高級生產要素優勢正在局部形成，新
型生產要素正在加速積累，勞動力優勢
正逐步向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本優勢轉
化，資本優勢正逐步傳導到技術、品牌、
質量、服務、知識產權、標準等高級生
產要素優勢的積累中，新興服務出口占
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突破了 50%。有必
要在定向性地加大出口退稅、進壹步下
調增值稅率等方面積極探索，同時註意
促進新興服務出口力量的互動，強化海
外市場整體匹配能力。要看到，知識產
權與旅遊服務是目前我國服務貿易逆差
的兩個最主要來源，因此應在這兩個方

面加強工作力度，促進知識產權出口和
旅遊服務出口。
再次，要有目的地及時調配服務出
口市場。可借助“壹帶壹路”建設拓展
服務出口的新空間，包括面向“壹帶壹
路”相關國家建成壹批促進技術貿易的
公共服務與交易平臺，推動以鐵路、水
電、通信、裝備制造、航空航天等行業
為重點的技術出口，同時建成壹批面向
“壹帶壹路”相關國家的國際文化交易
平臺，積極擴大文化創意、數字出版、
動漫遊戲等文化產品的出口。歐洲是全
球服務業最大的進出口市場，而且擁有
先進的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市場比
較開放，我國可考慮以服務貿易為重點
投資建設中歐貿易園區和產業合作園區，
謀求彼此的互惠與雙贏。
最後，要做足服務業的服務成色與
質量。服務業的出口其實就是企業在更
寬幅和更縱深的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對
標國際規則提升自身服務的專業化、規
範化和品牌化水平乃題中之義。有必要
在服務特色、服務內容豐富度及服務信
用等方面持續改良與縱橫深耕。

2020 年完成交通運輸汙染防治攻堅戰任務
綜合報導 圍繞交通強國建設目標和生態文明
管理機制，交通運輸部部署了未來壹段時期交通運
輸行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的
主要工作。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巡視員毛健表示，交
通運輸行業生態文明建設分為 2020 年和 2035 年兩
階段發展目標，推動交通運輸轉型升級，提質增效，
更好地服務交通強國和美麗中國建設的總體要求，
其中 2020 年要實現“交通運輸汙染防治攻堅戰任
務圓滿完成”的目標。
為此，交通運輸部將著力開展多項重點任務：
壹是統籌交通基礎設施空間布局、全面推進綠色交
通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推廣 LNG 等新能源和清潔
能源的應用。三是推進交通科技創新，推進交通智
能化、物流集約化發展，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四
是打好調整運輸結構攻堅戰，開展柴油貨車汙染治
理專項行動、船舶汙染防治專項行動、港口設施汙
染防治專項行動、交通路域環境汙染治理等專項行

動，完成交通行業汙染防治任務。五是強化安全監管
和應急能力建設。六是推動綠色交通國際合作、積極
參與交通運輸全球環境治理。七是開展綠色出行、改
善農村出行條件、加強綠色交通宣傳與引導、推行綠
色機關文化等綠色交通全民行動。八是深化綜合交通
運輸體制機制改革、加強法規標準建設、強化經濟政
策引導、強化評價引導，健全生態文明治理體系。
其中，打好防治汙染攻堅戰的舉措之壹是調整
交通運輸結構，毛健表示，交通運輸部堅持以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大力推進調整運輸結構，優
化運輸組織，發揮各種運輸方式的比較優勢，提高
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組合效率。
在調整運輸結構方面，壹方面是研究制定運輸
結構調整行動計劃，大力減少中長距離公路貨運量，
增加鐵路貨運量。發揮鐵路和水運在大宗物資中長
距離運輸中的骨幹作用，加大貨運鐵路項目建設和
投入，加快完成蒙華、唐曹等壹批貨運鐵路建設。
顯著提高重點區域大宗貨物鐵路水路貨運比重，提

高沿海港口集裝箱鐵路集疏港的比例。在環渤海、山
東沿海和長三角地區，2018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
、唐山港、黃驊港等煤炭集港改由鐵路或水路運輸；
2020 年的采暖季之前，沿海主要港口、唐山港、黃
驊港的礦石、焦炭等大宗物資原則上主要改由鐵路或
水路運輸。到2020年，全國鐵路貨運量比2017年明
顯提高，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也將有壹個明顯的增長、
長三角地區和汾渭平原同樣也有明顯增長。另壹方面
是加快構建以高速鐵路和城際鐵路為主體的大容量快
速客運體系，形成與鐵路、民航、水運相銜接的道路
客運集疏網絡，逐步減少800公裏以上道路客運班線
。
在推進運輸方式創新方面，將加快推進多式聯
運、江海直達運輸、甩掛運輸、滾裝運輸、水水中
轉等先進運輸組織方式，提高運輸及物流的效率。
依托鐵路物流基地、公路港、沿海和內河港口等，
推進多式聯運型和幹支銜接型貨運樞紐或物流園區
的建設，加快推進集裝箱多式聯運。建設城市綠色

物流體系，支持利用城市現有鐵路、物流貨場轉型
升級為城市配送服務中心。積極推進以港口為樞紐
的鐵水聯運，打通海鐵聯運“最後壹公裏”，提高
海鐵聯運比例。推動擴大集裝箱、幹散貨江海直達
船隊的規模。持續推進內河船型標準化工作，研究
完善過閘運輸船舶標準化船型的主尺度，制定出臺
國家強制性標準，發布基於內河船舶的特定航線江
海直達船舶標準規範。到 2020 年，多式聯運貨運
量比 2015 年增長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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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新新聞 聞
■責任編輯：魯
世界體育
體中育
■責任編輯：何佩珊
在新疆庫車縣牙哈
鎮的街上，經營打饢店

冰

世盃
熱話

的是一位叫艾尼瓦爾．吐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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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球，也會因得失球差不及冰島而被
擯。因此，克羅地亞奏捷的同時，也
並無放軟手腳，相反更憑巴迪積53分 順手將瀕臨出局邊緣的阿根廷拯救回
柳梢時仍為牙哈鎮中學的40個貧困學生趕做“營
鐘先開紀錄，以及比列錫完場前射入 來。
養饢”，等待他們晚上完成自習課後來取。小本
較早前進行的 C 組煞科戰，只要
好球，以 2：1 絕殺冰島，成為繼 A 組
賽和便攜手出線的法國與丹麥，全場
烏拉圭後，另一支
3
戰全勝晉身
16
強
經營的艾尼瓦爾自2010年起開始為貧困孩子提
不思進取大放悶氣，結果真的踢成
的隊伍。克羅地亞16強戰將對丹麥。
■艾尼瓦爾
為牙哈鎮
供免費饢當午餐。2016 年，新疆義務教育
中學 40 個貧
0：0，相比之下，克羅地亞便儼如
阿根廷這次能夠戲劇性出線，除
困學生趕做
“營養饢“正義使者”一樣。事實上，克羅地
了憑自己努力打敗尼日利亞之外，也
”
。 網上圖片
階段學生吃上了營養午餐。自此，艾尼瓦爾
多得克羅地亞的“正氣”演出。假若 亞與冰島近年已是歐洲賽場的“冤
便開始為貧困生提供免費夜宵。初步統計，
克軍以大比分不敵冰島，阿根廷就算 家”。今次世界盃外圍賽歐洲區 I

在四川省樂山市，小
宇身高已經長到了2.06米。
士世界紀錄諮詢（北京）有
消息，在世最高的青少年（
前紀錄為 2.159 米，但該紀
者現已超過 18 歲。目前，
年才 11 歲，他可能是全世
最高的小學生了。
該公司大中華區公關
示，需要小宇的監護人通
士世界紀錄官網提交申請
紀錄部門協同倫敦總部作
才可判斷。儘管小宇坐在
最後一排角落，但是仍顯得
■比列錫（中）完場前建功，助克羅地
群。由於小宇身高出眾，很
亞絕殺冰島。
美聯社
班上得到了一個“小姚明
號。
小宇的桌子和椅子都
的，明顯比其他同學的桌椅
一大截。班主任徐紅介紹說
小宇的身高已經超過了兩米
還要繼續長高，如果不坐相
的桌椅，對他的生長發育和
會有一定影響。

組，冰島便逼到克羅地亞要踢到最後
一輪，才驚險地戰勝烏克蘭，從而得
到次名踢附加賽的資格。這次仇人見
面，拒絕示弱也可以理解。
冰島神奇之旅告一段落，但今屆
表現令人印象深刻，今仗落後之下仍
努力作戰，76 分鐘更由基菲爾施古臣
射入12碼一度追平，戰至完場前才失
守，最終以 3 戰積 1 分小組包尾出
局，以世盃“新丁”來說已有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100平方米房子。 ■新華社

美斯

C朗

到酒吧看球賽 零消費無人趕

隨後拿了一個原本賣一元的饢遞了出 麵粉店賬的艾尼瓦爾感覺有點吃不消
去。
了。他回家細細算了一筆賬，最終得
當得知男孩學校有很多中午吃不 出結論：既要幫助孩子，又繼續把生
飽的孩子後，他告訴男孩說：“明天 意做下去，一天只能送50個饢。
中午把吃不飽的孩子都叫過來，我這
於是，艾尼瓦爾和妻子決定去找
阿根廷以 2：1 絕殺尼日利亞驚險晉級。
裡 天 天 打 饢 ， 你 們 過 來 吃 ， 不 收 牙哈鎮中學校長，學校從 250 多個貧
美斯打開紀錄的入球固然盡顯世界級射手
錢。”當晚，艾尼瓦爾與妻子商量 困學生中選出 50 個家庭條件最差的，
夫妻倆每天中午按名單給學生發饢。
後，決定開始為貧困學生送饢。
的風采，但完場前放下身段奮力防守才
一個學期過了，生意越來越好的
真正令人動容，“散步球王”以身作
受助生遍及中小學
艾尼瓦爾開始覺得自己有能力幫助更
則燃起全隊鬥志，總算助狀態一般的
翌日中午，男孩帶着 15 個同學來 多的孩子，就漸漸增加送饢的個數，
阿根廷捍衛了作為傳統勁旅的尊嚴，
到打饢店，艾尼瓦爾一人給了一個 最多時每天送出 210 個。除了牙哈鎮
饢；第三天又來了
20 多個孩子。隨着 中學，庫車縣三中和牙哈鎮中心小學
另一邊廂，C 朗拿度有完美起步，
來拿饢的孩子越來越多，原本就賒着 也收到艾尼瓦爾的“營養饢”。

但小組最後一戰的 12 碼宴客及肘

父母高逾1.8米 與遺傳

八強對決

在新疆，庫車縣的饢遠近聞名，
但對當地許多孩子來說，艾尼瓦爾師
傅打的饢，是最好吃的。

學生吃出愛的味道

不同一般市場上賣的饢，艾尼瓦
爾送的“營養饢”裡，額外加了雞
蛋、牛奶、清油、白砂糖，還撒了瓜
子，這是他為學生特製的，一個就能
吃飽。
吃了 6 年免費饢的牙哈鎮中學學
生阿爾祖古麗說：“艾尼瓦爾師傅做
的饢的味道永遠留在心裡，那是自己
吃過最香的，因為那是用愛做的。”

擊動作卻險將球隊的努力付諸流

寒武紀三葉蟲滅絕 中科大：缺氧所致
水，沒有了在球會的群星拱
照，美斯、C 朗今屆世界盃注
學》上。
定不會順風順水，出線後同

據悉，距今約 4.97 億年的晚寒武

處“死亡半區”，球迷們
世發生了一次全球規模的碳同位素正

均盼望命運安排讓兩大球
偏移事件，具體體現在碳同位素偏移
的幅度達 6‰，持續了 2 百萬年至 4 百
王首次在世界盃的正面

萬年。伴隨着此次碳同位素化學事
件，全球海洋發生了一次顯著的三葉
蟲滅絕事件。
足球漫長的歷史中，
沈延安團隊在此項研究中採用了新

交鋒能於 8 強上演。

在

比利、馬拉當拿、朗
拿度以至朗拿甸奴均曾以
統治級的表現加冕為球
王，不過近十年的世界球
壇卻是由兩名天才分庭抗
禮，美斯、C 朗拿度各得 5
次國際足協金球獎、4 次歐
洲金靴獎以及 4 次歐聯冠
軍，無論數據以至榮譽都難分
軒輊，他們之間誰是球王的爭論
在這10年間從未停止，而今年可能是美
斯、C 朗拿度在世界盃這最高舞台正面對
決的最後機會。

的思路，他們對寒武紀海洋淺水和深水
沉積物分別進行了高精度的碳同位素測
試。研究選擇了華南典型的淺水剖面、
瓦爾崗剖面以及典型的深水剖面、碓邊
剖面，其中碓邊剖面保存了三葉蟲演化
的完美記錄，是全球寒武紀江山階的
“金釘子”剖面。
沈延安表示，以前的碳同位素研究
主要集中於化學—生物事件的全球對

高 米或破紀錄

多萬個，折算價值庫車縣城裡兩套逾

■不少球迷在酒吧看世界盃直播。

﹁

﹂
疆夫婦八載助貧生
以身作則燃鬥志 率阿根廷走出困境
2.06
贈饢可買兩層樓
有望

艾尼瓦爾8年共送出“愛心營養饢”30

莫斯科球迷區觀賽，結
果造成混亂，25,000 人
逼爆球迷區，更有數以
千計球迷未能進入會
場，要臨時改變行程。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和空間科
俄羅斯旅遊及體育局日
學學院沈延安教授團隊，通過系統測
前呼籲，希望球迷除了
定了中國華南典型剖面的有機碳和無
去球迷區外，也可嘗試
機碳同位素組成，揭示了寒武紀海洋
到當地的酒吧觀看球
與現代海洋化學結構和組成的不同，
賽，避免人潮，而且不
研究顯示，晚寒武世海洋的缺氧是造
用日曬雨淋，於是記者
成全球三葉
滅絕的重要因素。目
27蟲
日晨前往馬爾魯斯
卡街上的酒吧觀看阿根
前，相關研究成果已在線發表在本月
廷對尼日利亞的生死
出版的國際權威地球科學期刊《地質
戰。
俄羅斯酒吧價格
分別可以很大，記者留
意到有一些酒吧一杯雞
尾酒可以售賣 2,500 盧
布，非常昂貴，最後記
者與友人到了一家比較
便宜的漢堡包酒吧，點
了一個漢堡包，一杯手
工啤酒，僅花費 530 盧
布，價錢合理得多。
莫斯科酒吧慣於
招待外國人，基本上必
備英語餐單，而店員也會略懂英
文，所以點餐沒有難度，而記者光
顧的酒吧設有大型投影熒幕直播球
賽，顧客可以自助到吧台購買食物
和飲品再坐下觀賽，就算沒有消費
也不見有人驅趕，氣氛良好。
記者是冰島球迷，看着阿根廷
完成“絕地反擊”成功出線，而冰
島在最後失守不敵克羅地亞，心中
不是味兒，不過現場有一名阿根廷
球迷在愛隊贏球後瘋狂慶祝，有如
馬拉當拿在現場觀眾席大叫一樣激
烈，看着也讓我感到快樂。

B4

克羅地亞拒示弱 挫冰島全勝出線
11

賽前已篤定出線的克羅地亞，儘

巴格萬村長大，2007
年，他省吃儉用攢了些積蓄結了婚，
並和妻子在牙哈鎮中學校門旁邊開了
一家打饢店，手頭才開始寬裕起來。
然而，艾尼瓦爾的一個決定，又讓一
家回到之前的清貧生活中。
2008 年 8 月的一天，一位身着牙
哈鎮中學校服的男學生，手裡攥着 5
大文集團特派記者 何嘉軒
角，在打饢店前，盯着饢轉了三四
回。
早前俄羅斯對烏
艾尼瓦爾主動走到該男孩的跟前
拉圭的 A 組第三輪小組
問：“是不是肚子餓了，想吃饢？”
賽事，大批球迷欲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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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 8
■新疆大叔艾尼瓦爾和
30 多
”
饢
饢”
年共送出“愛心營養
套逾
兩
萬個，等價庫車縣城
網上圖片
。
子。
房子
米房
方米
0 平方
100平

的中年大叔，他和妻子熱汗那木．阿布拉在月上
管正選陣容換了 9 個人，但落場球員

42歲從 的小 艾在 尼牙 瓦哈 爾鎮

美南版

川 歲 小姚明

5

比，而此次研究揭示了碳同位素時空變
化的“二維”特徵，有力證明了晚寒武
世海洋與現代大洋化學結構的顯著差
異。研究結果表明，驅動碳同位素時空
變化的機制是晚寒武世海洋的深部缺氧
及大量有機質的快速埋藏，而大規模的
海洋缺氧直接導致了全球海洋中三葉蟲
的滅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回到家中，小宇彎了
從門間進進出出。外公祝萬
一把捲尺，小宇測出2.06米
“可能與遺傳有關，
都很高。”外婆吳梅說，她
■有1.75米，小宇外公和小宇
美斯（
美斯
（右）、
）、C
C朗
高都是 1.98米，小宇爸爸身
將在世界盃
強上演
米，爺爺奶奶身高也都有1
瑜亮之爭？
瑜亮之爭
？資料圖片
“人家喊他搞運動，
打籃球。”吳梅遺憾地說
現在根本不適合劇烈運
來，小宇五六歲時偶爾
頭，後來去檢查發現他是
還有軟骨瘤。
■

■ 小宇個子比同
齡同學高得多。
齡同學高得多
。
網上圖片

阿葡同處
“死亡半區”
阿根廷與葡萄牙今屆世界盃陣容均各有缺憾，
前者擁有豪華鋒線卻無與之相配的中後場，首戰被冰
島逼和後球隊士氣受挫，對克羅地亞的敗仗更堪稱
近年最差，猶幸阿根廷在最後一戰終於重新振
作，美斯先開紀錄的入球、半場激勵士氣的講
話以及完場前不惜體力的防守，都顯示出球隊
領袖的風範，不過阿根廷整體狀態仍未算好，
16 強面對法國勢處下風，要再進一步唯有指望
得來不易的士氣。
葡萄牙對 C 朗拿度的依賴不亞於美斯於阿根
廷，小組賽的成績亦隨着C朗拿度的表現高開低走，
C 朗拿度首兩場射入 4 球風頭一時無兩，但小組賽最
後一戰對伊朗卻險些反勝為敗，失去首名的葡萄牙被
列入“死亡半區”，令萬眾期待的球王對決有望上
演。美斯、C 朗拿度 4 年後已分別是 34 歲及 37
歲，今屆世界盃極可能是他們的最後探戈，論
實力法國及烏拉圭比起阿葡有過之而無不
及，美斯、C 朗拿度要在 8 強相遇並不容
易，不過作為當今球壇的兩大代表，在世界
盃舞台上看到他們之間的巔峰對決，將是這一
代球迷的一大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盧祖（左）為阿根廷射入奠勝的一球。 法新社

■美斯
美斯（
（上）與盧祖慶
祝入球。
祝入球
。
法新社

盧祖：美斯中場訓話給我信心
當阿根廷被尼日利亞追成
1：1 平手、陷於苦戰時，默默
無聞的後衛盧祖挺身而出，這
名曼聯後衛插入禁區，接到隊
友加比爾馬卡度的傳中後右腳
凌空推射破門，助阿根廷以
2：１絕殺對手，打入16強。
這是盧祖為國家隊射入的
第三個入球，四年前的世界
盃，就憑美斯和盧祖的入球幫
助阿根廷力克尼日利亞以三戰
全勝的成績昂首晉級淘汰賽，
四年後的俄羅斯，還是美斯與

盧祖的入球協助阿根廷再次擊
敗這支“非洲雄鷹”。
賽後，盧祖透露中場休息
結束時，美斯攔住大家進行了
簡短的團隊講話。“在中場休
息的時候，美斯表示，我們每
個人都有責任進球。”盧祖
說：“美斯的話，對我們的幫
助非常大，給了我很大的信
心。美斯是我們的隊長，也是
世界上最好的隊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體育集錦

詹姆斯 哈
-登
P 終得主：：
MV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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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Clinic Wants to be Your Doctors for Life

TM

Alan Chang, M.D.,
F.A.C.O.G.
OB/GYN
Mandarin & Cantonese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
Taiwanese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Clear Lake Clinic
Main Campus Clinic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Li-Min Hwang, M.D., M.P.H.
OB/GYN
Cantonese & Taiwanese
Clear Lake Clinic
Pasadena Clinic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Main Campus Clinic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 Mandarin
Fort Bend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Spring Medical &
Diagnostic Center
The Woodlands Clinic

Meet Dr. Amy En-Hui Chen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Meyerland Plaza
Clinic

Dr. Chen is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Family
Medicine. She completed her
internship and residency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er special
clinical interests include women’s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
adolescent medicine, hypertension,
and obesity management.

“The goal of my practice is to
establish a nurturing, positive
environment where my patients
feel comfortable to discuss their
health issues and situations. I enjoy
getting to know my patients and
developing lifelo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I believe in educating
pati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health conditions and disease
processes, while making them an
active partner in their ongoing care.
I emphasize preventive care and
lifestyle changes to help improve their
overal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 Amy En-Hui Chen, M.D.

Appointments: 713-442-0000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Main Campus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 Mandarin
Pearland Clinic

Huiqing Yang, M.D.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Spine
Cantonese
Main Campus Spine Center
Pearland Clinic

Kelsey-Seybold accepts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Cigna, KelseyCare, UnitedHealthcare, Humana,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CHIP,
and Marketplace plans.
24-hour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Learn more at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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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香江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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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庫車縣牙哈
的是一位叫艾尼瓦爾．吐木爾
的中年大叔，他和妻子熱汗那木．阿布拉在月上
養饢”，等待他們晚上完成自習課後來取。小本

階段學生吃上了營養午餐。自此，艾尼瓦爾
便開始為貧困生提供免費夜宵。初步統計，
多萬個，折算價值庫車縣城裡兩套逾
100平方米房子。 ■新華社

42歲從 的小 艾在 尼牙 瓦哈 爾鎮

巴格萬村長大，2007
年，他省吃儉用攢了些積蓄結了婚，
並和妻子在牙哈鎮中學校門旁邊開了
一家打饢店，手頭才開始寬裕起來。
然而，艾尼瓦爾的一個決定，又讓一
■ 鄭秀文 27
家回到之前的清貧生活中。
日早由台灣
2008
年別
8 月的一天，一位身着牙
趕返
港送
好
友
林
燕
哈鎮中學校服的男學生，手裡攥着 5
妮。
角，在打饢店前，盯着饢轉了三四
回。
艾尼瓦爾主動走到該男孩的跟前
問：“是不是肚子餓了，想吃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香港著名女作家林燕妮上月 31在四川省樂山市，小學
日因癌症離
爾和妻子 8
宇身高已經長到了2.06米。據
大叔艾尼瓦
■ 新 疆世，享年
75 歲，喪禮 27 日於香港殯儀館主澤堂舉行，一代才女永別塵凡。林
饢”30 多
士世界紀錄諮詢（北京）有限
“愛心營養饢”
年共送出
燕妮的白色靈柩由靈車運抵歌連臣角火葬場，兒子李凱豪為亡母送上最後的送
套逾
兩
城
縣
車
消息，在世最高的青少年（男
庫
價
等
，
萬個
別儀式，按下啟動掣。好友鄭秀文亦獲公司安排下，趕及
27 日早從台灣回港送
網上圖片
。
前紀錄為 2.159 米，但該紀錄
子。
房子
米房
方米
0 平方
100平
別亡友，她離開時雙眼和鼻子通紅，對於與好友生前的難忘軼事，她說：“好
者現已超過 18 歲。目前，小
年才 11 歲，他可能是全世界
多，我們的相處，好多好深，全部在心中，我相信我們會喺天家再見。”
最高的小學生了。
該公司大中華區公關經
示，需要小宇的監護人通過
士世界紀錄官網提交申請後
紀錄部門協同倫敦總部作調
才可判斷。儘管小宇坐在教
最後一排角落，但是仍顯得鶴
群。由於小宇身高出眾，很快
班上得到了一個“小姚明”
■林燕妮生前八位
號。
好友扶靈。
好友扶靈
。
小宇的桌子和椅子都是
的，明顯比其他同學的桌椅高
一大截。班主任徐紅介紹說，
小宇的身高已經超過了兩米，
還要繼續長高，如果不坐相應
的桌椅，對他的生長發育和視
會有一定影響。

■艾尼瓦爾
為牙哈鎮中
學 40 個貧
困學生趕做
“營養饢”
。 網上圖片

疆夫婦八載助貧生
從台灣趕回港送別林燕妮
贈饢可買兩層樓
鄭秀文：相信會
■鄭秀文（右
）離開時雙眼
通紅。

林

子，馮寶寶答謂：“識了三四十

館轉往火葬場，其後 Sammi 隨之步

寒武紀三葉蟲滅絕 中科大：缺氧所致

■陳潔靈與形體創作者大跳辣身舞
陳潔靈與形體創作者大跳辣身舞。
。

學》上。
據悉，距今約 4.97 億年的晚寒武
世發生了一次全球規模的碳同位素正
偏移事件，具體體現在碳同位素偏移
的幅度達 6‰，持續了 2 百萬年至 4 百
萬年。伴隨着此次碳同位素化學事
件，全球海洋發生了一次顯著的三葉
蟲滅絕事件。
沈延安團隊在此項研究中採用了新

的思路，他們對寒武紀海洋淺水和深水
沉積物分別進行了高精度的碳同位素測
試。研究選擇了華南典型的淺水剖面、
瓦爾崗剖面以及典型的深水剖面、碓邊
剖面，其中碓邊剖面保存了三葉蟲演化
的完美記錄，是全球寒武紀江山階的
“金釘子”剖面。
沈延安表示，以前的碳同位素研究
主要集中於化學—生物事件的全球對

■製作顧問倪秉郎亦聯同演唱會主辦方
製作顧問倪秉郎亦聯同演唱會主辦方，
，向
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照作為驚喜。
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照作為驚喜
。

陳潔靈積極為演唱會綵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植）香港殿
堂級歌手陳潔靈將於 7 月 18 至 29 日舉行
一連 12 場個人演唱會。演唱會現已進入
倒數階段，並於這周與樂隊積極進行綵
排，全力為演唱會作好準備。陳潔靈更
在綵排上與演唱會的形體創作者大跳辣
身舞，令大家期待演唱會將會由更多
“形歌合一”的創意表演。
這次陳潔靈相隔 24 年再度舉行個人
演唱會，絕對是萬眾期待。陳潔靈表示
為了等候多年的粉絲們，她集合了各界

精英打造超強的創作班底，一定能為大
家帶來親切、極具視聽的享受。陳潔靈
和樂隊亦表演了將會在演唱會中演唱的
《蔓珠莎華》及《今晚夜》的小段，讓
傳媒朋友率先欣賞。
製作顧問倪秉郎 27 日亦聯同演唱會
主辦方，向陳潔靈贈送新一張海報概念
照作為驚喜，寓意演唱會既有內涵，亦
場場爆滿。在新的海報概念照中陳潔靈
以“打開靈魂之窗”的形象展現，陳潔
靈透露這次找來 24 年前為她拍攝 Impossi-

ble 海報的攝影大師 Sam Wong 再次為她
操刀，概念設計亦別有用心：“這一次
《由靈開始》海報概念是延續 24 年前他
為 Impossible 拍攝的海報。當時海報中的
我閉着眼向左邊，代表音樂上內心的感
受；《由靈開始》正式海報中的我雖然
面向右邊但也是閉着眼，與 24 年前的海
報對應。而這次新的海報概念照中的我
是張開眼望着右邊，代表一個新的開
始，亦是靈感的啓發，和演唱會主題
‘由靈開始’對應。”

J.Arie 為新歌染橙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 鄭俊弘
（Fred）與J.Arie 27日一同出席“全港中
學生聲演比賽”招募活動，J.Arie 為新歌
《神奇女俠》染了橙髮造型，她指花上6、7
小時漂染，亦是她首次挑戰這樣激和潮的髮
色，希望可以成為個人標誌，奈何家人及朋
友倒被她這頭橙髮嚇到，也怕她太傷頭髮，
她只回答當歌手就是身不由己，自己不入地
獄又誰入地獄呢！Fred坦言不敢像J.Arie般

潮，即使剷青或像G-DRAGON般染“蛋
壽司”頭都不敢去試。
談到參加歌唱比賽的經歷，Fred 指
他 15 歲已有參加歌唱比賽的經驗，回想
當時是很緊張，現這年代的中學生已經
成熟和淡定得多。J.Arie 表示自己讀書向
來字正腔圓，故經常被同學取笑她說話
都像在朗誦一般，所以錄歌時亦需要將
這習慣糾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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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家再見

在新疆，庫車縣的饢遠近聞名，
隨後拿了一個原本賣一元的饢遞了出 麵粉店賬的艾尼瓦爾感覺有點吃不消
去。
了。他回家細細算了一筆賬，最終得 但對當地許多孩子來說，艾尼瓦爾師
當得知男孩學校有很多中午吃不 出結論：既要幫助孩子，又繼續把生 傅打的饢，是最好吃的。
飽的孩子後，他告訴男孩說：“明天 意做下去，一天只能送50個饢。
學生吃出愛的味道
中午把吃不飽的孩子都叫過來，我這
於是，艾尼瓦爾和妻子決定去找
何安放？惟他沉默不語直登上旅遊
年，我本身是她讀者，後來成為知
裡 天 天 打 饢 ， 你 們燕妮生前八位好友包括連炎
過 來 吃 ， 不 收 牙哈鎮中學校長，學校從
250 多個貧
不同一般市場上賣的饢，艾尼瓦
輝、倫永亮、高文安、陳淑 巴，家屬亦於中環設纓紅宴答謝各 交，更以姊妹相稱，我今日(27日)是
錢。”當晚，艾尼瓦爾與妻子商量 困學生中選出 50 個家庭條件最差的， 爾送的“營養饢”裡，額外加了雞
專誠飛回來的！”
芬、周群歡、Renee Ting、Maggie 位親友。
夫妻倆每天中午按名單給學生發饢。
後，決定開始為貧困學生送饢。
蛋、牛奶、清油、白砂糖，還撒了瓜
另一位好友鄭秀文(Sammi)亦獲
Wong 及 Joyce Tang27 日 負 責 扶
馮寶寶從讀者變知交子，這是他為學生特製的，一個就能
一個學期過了，生意越來越好的
公司安排下，趕及27日早從台灣回港
靈，約接近 10 時左右，親友辭靈
受助生遍及中小學
艾尼瓦爾開始覺得自己有能力幫助更
吃飽。送別亡友，Sammi戴上眼鏡身穿黑色
後，林燕妮兒子李凱豪緊捧亡母的
27 日林燕妮出殯，其生前好友
套裝素顏現身，並在兩名保安護送下
遺照步出靈堂，神情哀傷肅穆。林
都有來送其最後一程，約於9時，馮 吃了
6 年免費饢的牙哈鎮中學學
翌日中午，男孩帶着
15 個同學來 多的孩子，就漸漸增加送饢的個數，
步入靈堂。
燕妮的白色靈柩由靈車運抵歌連臣
寶寶戴上帽子悉心打扮抵達，她臉
到打饢店，艾尼瓦爾一人給了一個 最多時每天送出 210 個。除了牙哈鎮 生阿爾祖古麗說：“艾尼瓦爾師傅做
角火葬場，李凱豪捧着亡母的遺照 帶笑容向傳媒派發印有林燕妮“十
饢；第三天又來了 20 多個孩子。隨着 中學，庫車縣三中和牙哈鎮中心小學 的饢的味道永遠留在心裡，那是自己
Sammi 喊至雙眼通紅
隨靈柩進入禮堂，並為亡母送上最 二金句”的單張，主要是不想說太
也收到艾尼瓦爾的“營養饢”。
吃過最香的，因為那是用愛做的。”
來拿饢的孩子越來越多，原本就賒着
後的送別儀式，按下啟動掣。李凱 多話，當問到她跟林燕妮相交的日
喪禮完畢，親友先後離開殯儀
豪步出時被問及會將亡母的骨灰如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和空間科
學學院沈延安教授團隊，通過系統測
定了中國華南典型剖面的有機碳和無
機碳同位素組成，揭示了寒武紀海洋
與現代海洋化學結構和組成的不同，
研究顯示，晚寒武世海洋的缺氧是造
成全球三葉蟲滅絕的重要因素。目
前，相關研究成果已在線發表在本月
出版的國際權威地球科學期刊《地質

﹂

高 米或破紀錄

艾尼瓦爾8年共送出“愛心營養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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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梢時仍為牙哈鎮中學的40個貧困學生趕做“營

供免費饢當午餐。2016 年，新疆義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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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的街上，經營打饢店

經營的艾尼瓦爾自2010年起開始為貧困孩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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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俊弘

■J.Arie

父母高逾1.8米 與遺傳有

回到家中，小宇彎了下
從門間進進出出。外公祝萬平
一把捲尺，小宇測出2.06米高
“可能與遺傳有關，家
都很高。”外婆吳梅說，她的
出時雙眼、鼻子仍然通紅，她表示
有1.75米，小宇外公和小宇媽
27 日早甫下機即趕來，問是否終完
高都是 1.9 米，小宇爸爸身高
成 心 願 送 別 亡 友 ？ Sammi 答 道 ：
米，爺爺奶奶身高也都有1.7
“是的，幸好趕及到來，她樣子好
“人家喊他搞運動，去
安詳！”
打籃球。”吳梅遺憾地說，
談到與好友生前的難忘點滴，
現在根本不適合劇烈運動
Sammi 說：“好多，我們的相處，
好多好深，全部在心中，我相信我
來，小宇五六歲時偶爾會
們會於天家再見！”跟着她再到火
頭，後來去檢查發現他是扁
葬場送別好友最後一程，儀式後她
還有軟骨瘤。
未有按照傳統習俗跨過火盆，只是
■北
從旁邊步過離去。
■ 小宇個子比同
齡同學高得多。
齡同學高得多
。
網上圖片

石詠莉大阪拍 MV 遇地震

比，而此次研究揭示了碳同位素時空變
化的“二維”特徵，有力證明了晚寒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
世海洋與現代大洋化學結構的顯著差
石詠莉(Sukie)27 日到新城電台擔任
異。研究結果表明，驅動碳同位素時空
節目嘉賓主持，剛從日本返港的
她，透露此行主要為新碟拍攝封套
變化的機制是晚寒武世海洋的深部缺氧
及 MV， 她 大 呻 四 日 行 程 十 分 辛
及大量有機質的快速埋藏，而大規模的
苦。Sukie 說：“每日凌辰十二點瞓
海洋缺氧直接導致了全球海洋中三葉蟲
覺，瞓兩個鐘就起身化妝，就係要
的滅絕。
追日出的陽光，不過成日落雨，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果影到夜晚，因為期間大阪發生地
震，都擔心受影響，好彩終於順利
完成拍攝。”Sukie 表示過往曾多次
到日本，也曾遇過地震，不停搖晃
令她有點害怕，而此行老公鄧健泓
也有同行，因他是新碟的總監及導
演。她笑言現在黑眼圈跌到落下

炮炸肉身震撼場面
中央社電 電影《寒單》27 日
在台東開鏡，導演黃朝亮和飾演肉
身寒單的胡宇威，以及小薰、楊貴
媚等主要演員均現身。開鏡後，隨
即給演員“震撼教育”，真實的炮
炸肉身寒單（邯鄲）。看到炮炸肉
身寒單的震撼場面，主角胡宇威嚇
得高喊：“我要加薪”。當炮手將
鞭炮擲向打赤膊的肉身寒單時，將
飾演肉身寒單母親的楊貴媚，雙手
摀住耳朵，躲到人群後面，看到越
炸越猛烈，楊貴媚哭得越厲害。

■石詠莉
巴，很想去充電，可是很快要為舞
台劇《慾望街車》演出，近日與陳
志雲及葉童綵排，已經覺得有火
花，很期待製成品出來。

胡宇威嚇喊加薪

楊貴媚看傷口哭了

■看到炮炸肉身寒單的震撼場面
看到炮炸肉身寒單的震撼場面，
，
主角胡宇威（
主角胡宇威
（ 右 ） 嚇得高喊要加
薪。
中央社

當被炸得遍體鱗傷的肉身寒單
下轎後，楊貴媚看着皮開肉綻的傷
口，相當心疼，就像自己的小孩被
炸一樣。她哭着說：“能不能不要
炸身體”。
將要飾演肉身寒單的胡宇威，
看到震撼場面，躲到人群後，結果

還是被鞭炮炸到喊痛。他開玩笑地
說：“我的薪水要更高一點。”他
還說，真的很震撼，第一次看到有
被嚇到，從痛到榮幸到帶給的溫
暖，要表現堅持，不能丟臉，堅持
到最後，展現“台東男子漢的精
神”。

台灣影壇
星期四

陳喬恩通宵趕飛機自侃小飛俠

與網友互動土味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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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啦！
兩歲啦
！

伊能靜曬米粒成長視頻
為其慶生母愛十足

伊能靜在自己微博上傳壹
段視頻，為女兒米粒慶祝兩歲
生日。視頻記錄了從伊能靜懷
孕到米粒長到兩歲的溫馨時
刻 ，小米粒奶聲奶氣的回答問
題也十分可愛。
伊能靜稱：“記憶裏還在
為要寶寶而努力看醫生，又好

像還在肚子裏胎動翻滾，轉眼
她到這個世界兩年。有人說生
日是母難日，這是多想提醒孩
子媽媽的存在，多麼不自信，
生下米粒的這壹天對我來說，
只有喜悅、快樂、興奮。是我
的母喜日。米粒寶，生日快樂，
謝謝妳選中我做妳的媽媽，並

大 S 祝汪小菲生快：
願我們永遠是相親相愛的死小孩

6 月 27 日是汪小菲 37 歲生
日，零點剛過，大S為老公送上
祝福：親愛的老公，生日快樂
！願我們永遠都是相親相愛的
死小孩！Love you！她配上壹
張兩人的合照。照片中，汪小

菲面戴眼鏡，笑容滿面，壹旁
的大S素顏出鏡，皮膚超好，面
帶黑超，也微笑看向鏡頭。兩
人親密合影，大撒狗糧。有網
友在評論區調侃：“這皮膚壹
對比！”而汪小菲幽默回復：

“妳看看，絕對沒ps吧！”
網友紛紛表示：“對啊。
女神皮膚太好了，所以我們不
要熬夜了！”“生日快樂，幸
福壹輩子！”“這狗糧我吃還
不行嗎！”

郭書瑤遭騙材騙色
痛哭爆打負心漢
郭書瑤在《人際關系事務所》遭 Junior
飾演的前男友欺騙感情，還詐死逼分手，為
此半路堵人爆打，但兩人才第二次見面，所
以壹拍完打戲頻頻跟對方說： 「謝謝。」
《人際關系事務所》居中感情錯綜複
雜，其中 Junior 飾演郭書瑤的前男友，他
在戲中欺騙郭書瑤感情，還詐死逼女方分手
。居裡郭書瑤因發現自己被 Junior 騙錢騙感
情，為此在路上堵他還暴打負心漢，拍攝
時兩人其實是第二次見面，讓郭書瑤直呼
相當不好意思，壹拍完打戲頻頻跟對方說

： 「謝謝。」
郭書瑤在戲中和前男友的緣分雖只有
兩場戲，但兩場戲情緒都相當重。除了暴
打 Junior 外，另壹場戲則是她因 Junior 而
痛哭的戲，但身為女漢子的郭書瑤私下其
實不輕易落淚，但敬業的她堅持真實演出
，在第十顆鏡頭時順利掉淚，事後郭書瑤說
： 「今 天 真 的 很 硬 ， 我 們 第 壹 次 見 面 ，
就要演情緒這麼重的戲，從來沒有碰過
， 還 要 看 著 欺 騙 自 己的前男友跟現任妻子
大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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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瑋寧不但擁有混血精致五官，還有
著高挑火辣身材，出道以來人氣壹直相當
火紅。她近日出國遊玩，26 日在 IG 分享自
己的泳裝辣照，性感模樣掀起熱烈討論。
許瑋寧在 IG 上曬出美照，笑稱自己最
近是“連身泳裝狂魔”，她身穿開高衩黑
色泳裝，還挽起頭發，大露整片白皙美背，
還對著鏡頭性感回眸，她的雙腿彎起也讓
蜜桃臀若隱若現，火辣程度破表。而她腰

且那麼那麼可愛調皮卻又乖巧
聽話。”她語言中滿滿的幸福
與愛意令人動容。
網友紛紛表示：“米粒寶
貝生日快樂！”“希望妳健康
快樂成長！”“妳有愛妳的爸
爸媽媽爺爺奶奶和帥氣的哥
哥，妳是個幸福的寶貝！”

許瑋寧國外旅遊分享辣照
高開衩泳衣露美背蜜臀

陳喬恩在自己微
博上傳照片，並配文
稱：“雖然累的港覺
腿要廢了，雖然整個
晚上都在趕飛機沒有
睡覺，還是要保持微
笑！我又飛啦，我是
小飛俠 3 號珍珍，猜我
這次飛到哪裏呢？
（可以有土味情話，
新 get 到的！）”照片
中，陳喬恩曬出了自
己身處的機艙，舷窗
灑進溫暖的陽光，咖
啡和書籍放在壹旁，
卡通小鱷魚靠墊十分
可愛。
網友積極評論，
大秀土味情話：“飛
到我的心裏呀！”陳
喬恩回復：“老套！”
還有網友回復：“飛
到哪裏不重要，因為
我的心壹直在妳那裏
就好！”陳喬恩評
價 ：“這個有！”
網友紛紛表示：
“哈哈哈哈妳還嫌棄
人家 老 套 ！ ” “ 寶 寶
辛苦了！”“哈哈
哈 妳 真 的 可愛，小飛
俠！”

2018 年 6 月 28 日

間露出的刺青也意外成為亮點，她更透露
是自己家族的家徽。
其實，許瑋寧最近都在國外度假，她
近日就在 IG 分享摩洛哥遊玩的美照，可見
照片中，她不僅在當地體驗騎馬，也嘗試
打鼓，她還逗趣發文：“鼓，我不行。”
自嘲自己打得很爛。而她可愛的模樣，也
吸引粉絲紛紛留言：“但是妳，我可以”、
“簡單就好美”、“女神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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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邪不壓正》新海報五大主演首度合體

彭於晏廖凡拳腳相對 周韻許晴眼神有戲
7月13日上映時間越來越近，
姜文導演新作《邪不壓正》發布終
極海報，彭於晏（飾 李天然）、
廖凡（飾 朱潛龍）兩個昔日的
師兄弟拳腳相對，劍拔弩張。奇
怪的是，如此嚴峻氣氛之下，姜
文（飾 藍青峰）和周韻（飾 關
巧紅）、許晴（飾 唐鳳怡）卻
仿佛置身事外，笑意微妙。周韻、
許晴視線所向，更是被敏感的觀眾
猜測泄露了戲中的兩大陣營。

會讓人害怕。”廖凡則回憶兩人
對手戲都是重場戲：“壹場大決
戰拍了二十幾天，不用武術，完
全是生死肉搏。”彭於晏透露自
己對姜文無條件信任：“導演的
眼睛能看透我，他可以看出我今
天是不是有心事，但這其實是壹
種關心，他不會給妳壓力、讓妳
的表演受限。”

《騎士阿吉》憑“阿甘精神”入圍上影節

影片來自計劃外
堪稱“電影前的電影”

日前，第二十壹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落下帷
幕 ， 不過，有壹部作品卻給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該影片及主創分別入圍了“華語新風”展映單
元、電影頻道傳媒關註單元、電影頻道傳媒關註單
元“最受傳媒關註新人導演”、電影頻道傳媒關註
單元“最受傳媒關註新人男演員”，並獲得了電影
頻 道 傳 媒 關 註 單 元“評委會特別榮譽”，它就是
《騎士阿吉》。
談及《騎士阿吉》的創作過程，或許只能用四個
字來形容：偶然天成。而這四個字也是在采訪當中，
《騎士阿吉》的監制冉平反復所提到的。因為《騎
士阿吉》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壹部影片，而是壹部
“電影前的電影”。什麼叫做“電影前的電影”？冉
平進壹步介紹道：“《騎士阿吉》的立項初衷是很偶
然的，片中的主角阿吉其實是另壹部電影作品《鴻
雁》的演員，這部《騎士阿吉》的所有素材都源自於
他在擔當《鴻雁》壹片的角色過程中，所經受的 40
天訓練的生活記錄。”
作為壹個土生土長的蒙古孩子，騎馬射箭在很
多人的潛 意 識 裏 似 乎 是 每 壹 個 草 原 兒 女 所 必 備 的
技能，不過阿吉卻因為著身體的阻礙無法輕松做
到 。 因 此 在 這 40 天 中 ， 他 做 的 最 多 的 是 就 是 練

習 “ 騎 馬 ”。“電影拍攝中要
使用的那種非常高大的荷蘭馬
，壹個 8 歲的胖孩子，可想而
知這種難度 ， 雖 然 在 草 原 訓
練時，使用的是相對矮小的
蒙古馬，但在同組另外壹位
孩子靈活的表現下，阿吉的
困境更加的顯著，不過他自
己卻似乎對自己的落後處境
並沒有太多情緒化的反應，
就是日復壹日的做著相同的
動作，蒙古孩子身上那股子
韌勁和執著打動了很多人。
不過誰也沒想到，就 是 這
樣壹些“七零八落”作為定時
向劇組匯報演員培訓過程的影
像素材，會被制作成電影。在
阿吉結束草原訓練後進入劇組
拍攝不久。突然被告知電影因
壹些原因無法拍攝了，在片場的很多人都在沮喪
和不知所措中，仿佛只有阿吉壹個人表現的格格
不入，並沒有因為演員夢落空了有些難過，反而
很開心，因為可以回家了。歡快地跑去馬廄 ， 躺
在 高 大 的 荷 蘭 馬 的 懷 裏 壹 同 分 享 蘋 果 。而在這
之前導演昭日特從草原接阿吉到上海劇組的時候，
阿吉與相處 40 天的黑馬告別，流著眼淚，用蒙古
語 不 停 的 說 ： 謝 謝 妳 教 會 了 我 騎 馬 …… 陪 伴 了 我
40 天……，這壹切都被本片的導演昭日特看在了
眼裏，兩次告別的反差，讓他產生了好奇心，因
此找到冉 平 詢 問 以 阿 吉 為 素 材 的 電 影 作 品 可 操
作性 。 而 阿 吉 這 種 “ 做 任 何 事 的 時 候 努 力 做 ，
拼 盡 全 力 做 ， 不 過 分 在 意 事 情 的 結 果 ，註重
過程，而在面臨改變不了的事實的時候反而很
釋然的這種大人都做不到的境界”也深深感染
了冉平，由此壹場由阿吉引發的《騎士阿吉》
電影作品的制作工作正式拉開序幕。
本片在展映時，主創們也意外的發現觀眾席
中，有家長帶著與阿吉年齡相仿的孩子來 看 ， 放
映 後 的 私 下 交 流 ， 其 中 壹 位 觀 眾 說 ：“開始我
覺得這部電影是讓我在用我的時間去等這個孩子
的成長，但是我發現，我願意去等。”

熱血燃情傳奇大劇《愛國者》播出已接近
壹半，贏得了不俗的播放成績及多方好評口碑。該
劇由董俊制片、龔朝暉導演，張魯壹、佟麗婭
領銜主演，講述了地下黨人宋煙橋在尋找抗日
英雄顏紅光的過程中，經歷越獄、肅清叛徒、
重建組織、勇鬥日本警察等壹系列過程，最終
成長為顏紅光，扛起抗日旗幟，為自由光明壹
路奮戰的故事。
好劇情、好制作引發稱贊
《愛國者》堪稱六月的熒屏寵兒，它的壹系
列播出成績十分亮眼。截至日前，它的52城收視
率早已破1，不止如此，《愛國者》的整體收視率
也壹直名列前茅，創下連續6天蟬聯全國收視率第
1的佳績，觀眾的收視粘性非常高，足見該劇在大
眾間的受歡迎程度。而它的網播量也已經突破5億
大關，成績之喜人遙遙領先線上其他在播的電視劇
。《愛國者》超前的熱度還體現在它的新媒體數
據上，視頻播放平臺彈幕數已達到20萬，單日相
關話題閱讀量壹度飆至2.1億。
收獲如此優異的成績，代表著《愛國者》
是壹部從欣賞度、討論度、關註度上都十分占
優的電視劇，不論從藝術層面還是思想層面都
雙雙做到了出眾，才使它擁有了廣泛的群眾基
礎。該劇始終註重劇作質量，以強情節、快節
奏、出眾演技、精良制作留住觀眾，在劇情精
彩度上始終扣人心弦。近期的播出進度中，宋
煙橋告別了越獄傳奇，開始了哈爾濱地下黨工
作，他與臥底進入敵方組織的舒婕裏應外合，
與聰慧狡黠的岸谷雄壹鬥智鬥勇，保護同誌，
懲奸除惡。且劇情節奏已進壹步推進到武裝抗
戰階段，宋煙橋解開顏紅光謎團，正式變身顏
紅光，深入鄉村開展遊擊隊工作，打土匪、鬥
鄉紳、滅軍團，新場景的轉換與新人物的增加
極大豐富了劇情看點，拓寬了全劇格局，成為

吸引、留存收視的保障。
濃墨重彩渲染家國
情懷

《愛國者》播出過半

周韻“子彈耳環”暴露傳奇
身世
許晴化身“天使與魔鬼”
終極海報中，周韻飾演的關
巧紅和 許 晴 飾 演 的 唐 鳳 怡 也 十
分引人註目。女人壹直是姜文
導演作品中的獨特存在，他曾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女人
對 我 來 說 壹 直 就 像 神 壹 樣 的存
在，我的電影裏確實壹直都是這
樣表現的。”
影片中的兩位女性都不同凡
響，周韻飾演的關巧紅表面是壹
個裁縫，但預告片中她幾次舉槍
出現，還被細心網友指出“耳環
是拆開的子彈”，增添幾分神秘

氣質。在《太陽照常升起》《讓子
彈飛》等與姜文合作的過往作品
中，周韻都以奇女子的身份出現，
正如她所說的：“姜文電影裏的每
個人物都不簡單”，巧紅也許有讓
觀眾意想不到的另壹層身份。
說起唐鳳怡，許晴形容“她既
性感，又感性，亦正亦邪”。雖然
與姜文已是老友，卻是第壹次出演
他執導的電影，經過這次合作，許
晴感嘆：“姜文導演擅長把女人天
性裏沒有挖掘、沒有發現的潛能，
全都給妳調動出來。我覺得身體裏
的小魔鬼都被調動出來了”“會被
唐鳳怡這個女人感動，她很勇敢，
同時又特別幹凈”，就像“天使與
魔鬼”的化身。
在北平這座間諜之城，當家
仇與國恨相裹挾，無論是闖入迷
局的李天然、伺機而動的朱潛龍、
身份成謎的藍青峰，抑或是“花
開兩朵”的關巧紅、唐鳳怡，誰
都無法全身而退。姜文、彭於晏、
廖凡、周韻、許晴五大主演將如
何演繹這場北平城的亂世風雲，
只待 7 月 13 日揭曉。

家國大義激蕩人心

彭於晏：姜文能看穿我
廖凡笑稱“以為自己會演李
天然”
新釋出終極海報中，姜文、
彭於晏、廖凡、周韻、許晴五大
主演首度合體亮相。影片中，李
天然為尋找師門血案的元兇，深
入古城的胡同巷陌，隨著他行動
的深入，京城各方勢力也漸漸浮
出水面。終極海報最前方，李天
然（彭於晏飾）與朱潛龍（廖凡
飾）針鋒相對，敵對關系壹目了
然，壹心復仇的李天然欲手刃仇
敵，將其視為“心病頑疾”的朱

潛龍眼露兇光欲除之而後快。他
們中間的藍青峰（姜文飾）面露狡
黠，仿佛壹個高深莫測的布局人。
姜文曾在采訪中如此透露自
己的角色：“我要演壹個自己把
自己玩兒砸了的人”。對於藍青
峰這個角色，彭於晏耿耿於懷：
“在戲裏，這個人從頭到尾都在
騙我。”李天然也沒有表面上那
麼簡單，路演中廖凡曾透露“他
除了復仇，還有另壹個神秘的身
份”。對於影片中的頭號反派朱
潛龍，廖凡形容：“他是壹個邪
性的人，也很荒誕。”還笑稱，
“最初姜文導演找我，我還以為
自己會演李天然”。諸多線索使
三人身份更加撲朔迷離，到底誰
才 是 這 場 戰 爭 中 真 正 的 Hidden
Man，只有等 7 月 13 日影片上映
當天才能揭曉了。
戲內劍拔弩張，戲外友愛滿
滿。早在開機之前，彭於晏、廖
凡就進入訓練營，每天拉筋、練
功夫，兩人以師兄、師弟相稱。
談到師兄，彭於晏感嘆：“他是
壹個’戲瘋子’，他的眼神真的

而《愛國者》之所
以能長期保持超高的新
媒體關註度與討論度，
除了精彩的劇情本身，
也有諸多引人入勝的豐
富元素。如劇中出彩的
人物設計，睿智酷帥的
萬能特工宋煙橋，熱情
勇敢的小辣椒舒婕，認
真聰明的反派岸谷雄
壹，呆萌實誠的跟班兒
大躥兒，加上不經意出
現的小配角如賢惠溫婉
的理惠子、風情萬種的
黃小姐、貪婪無恥的賈
大善人等，該劇的人物
塑造始終立體飽滿，每
個人物以其活生生的存
在魅 力 深 深 吸 引 住 觀
眾。且該劇也有諸多人
性化的精妙設計，如宋
煙橋與舒婕間表面鬥氣鬥嘴實則生死依傍卻又
無法言說的愛情，岸谷雄壹與宋煙橋之間互為
敵手卻惺惺相惜、短兵相接的復雜關系，以及
時不時出現的文藝氣息濃厚的橋段與臺詞，都
顯示出該劇不同壹般的高超審美。
而引起《愛國者》強大熱度的最重要原因，莫
過於它對家國情懷真實動人而又濃墨重彩的刻
畫。劇中以家國淪陷、凡人氣節、自由之戰的
角度刻畫了壹系列不同身份、不同立場、不同
境遇的愛國者，無論是裝瘋賣傻的趙瘋子、英
勇沖動的舒婕、周密聰
穎的馮碩英、風華正茂
的喬雲，以及後期的村
民、土匪、東北軍，每
壹個愛國者都以戰士自
居，激燃著滿腔熱血，
滿懷著對國家、對民
族 、對自由的熱愛，吶
喊著奮戰的口號壹往無
前，這種濃重的情感令
人不得不動容，不得不
欽佩，觀眾懷著不吐不
快的心情追看它、熱議
它，也是藉此抒發與安
放自己內心那壹抹不滅
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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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人與黃蜂女》男女主角演技一流
漫威影業 2018 年暑假強片
《蟻人與黃蜂女》即將於 7 月 4
日搶先全球上映，首集大玩視覺
特效，加上題材新鮮對白幽默，
在台灣熱賣開出 3.5 億票房，不
僅大勝《美國隊長》、《奇異博
士》、《雷神索爾》、《蜘蛛人
：返校日》等獨立英雄電影成績
，更打敗日本、德國等其他國家
在全球市場獲得第 9 名寶座。為
此《蟻人與黃蜂女》男女主角保
羅路德與伊凡潔琳莉莉日前將
台灣定為全球宣傳首站，兩人
在台灣吃遍各種美食，對於粉
絲要求也來者不拒，親民又貼
心的表現讓他們在台灣人氣扶
搖直上。由於來台宣傳距離電
影上映仍有一段時間，兩人也
抓緊時間拍了許多有趣影片，
讓電影熱度持續加溫，日前漫
威影業粉絲團就公佈了保羅路
德、伊凡潔琳莉莉進行限時塗
鴉大挑戰的影片，讓兩人在限
定時間中用麥克筆畫出題目，
讓粉絲來猜他們到底畫了什麼?
沒想到演技一流的兩人，遇
上繪畫就開始手忙腳亂，保羅路
德獲得的題目是 「小籠包、台北
101 大樓、蟻人」 前面兩題都畫
得相當順利，但最後在蟻人題時
，他竟然搞笑地只在白紙上畫了
一個小黑點，讓許多觀眾乍看之
下還以為他什麼都沒畫，質疑是
否題目出錯? 伊凡潔琳莉莉獲得
的題目則是 「筷子、薩諾斯、黃
蜂女」 為了怕網友猜錯，伊凡潔
琳莉莉還不斷在題目中偷偷安插
暗示，甚至不怕死的叫大家注意
薩諾斯最有特色的部位 「蛋皮下
巴」 ，不過公佈答案時她馬上推

千絲萬縷！索尼將籌拍蜘
蛛人外傳電影《蛛絲》

根據媒體報導，索尼目前正在籌拍一
部全新的蜘蛛人外傳電影，由漫威超級英
雄蛛絲（Silk）一角獨挑大樑。
蛛 絲 的 本 名 為 辛 蒂 沐 恩 （Cindy
Moon），最早是在 2014 年的 「驚奇蜘蛛
人」 漫畫中初次登場亮相。辛蒂是一位韓
裔美籍的高中生，而就像彼得帕克一樣，
她也在科學展示活動裡遭到一隻輻射蜘蛛
所咬中。
因此她也獲得了跟彼得帕克相同的能
力，包括了超乎常人的體能，以及探測犯

罪活動的蜘蛛感應（在此名為蛛絲感應）
；但迥異於彼得帕克的是，她自己的身體
就能吐出有機蛛絲。
辛蒂沐恩一角在《蜘蛛人：返校日
》便已登場亮相，是彼得帕克學術十項
全能團隊中的一員，由蒂芬妮艾斯佩森
（Tiffany Espensen） 所 飾 演 ， 而 她 也
曾在《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中驚鴻
一現。
目前還不清楚這部外傳電影會不會由
她來主演，或是會另外選角，但我們確切

知道這個電影計劃將由艾美帕斯卡
（Amy Pascal）來操刀製作。艾美帕斯
卡原本是索尼影業的董事長，直到 2014
年爆發駭客事件之後才掛冠而去。
其他的蜘蛛人外傳電影也同樣都是由
艾美帕斯卡操刀製作，包括了由湯姆哈迪
所主演的《猛毒》，以及目前正在籌備中
的《銀貂與黑貓》Silver & Black，片中
將 主 打 銀 貂 （Silver Sable） 和 黑 貓
（Black Cat）這兩個漫威角色。《猛毒
》將於 2018 年 10 月 5 日在台上映。

卸責任說是鋼鐵人先用這個形容
詞的 (事實上應為星爵說的)，同
時還威脅網友，如果沒猜中這一
題就要取消 Instagram 好友追蹤
，可愛的反應不僅讓所有人都印
象深刻，也讓觀眾們更加期待兩
人在電影中能夠出現更多幽默機
智的對話。
談到繪畫，由保羅路德飾演
的 「蟻人」 史考特朗恩，和電影
之中的女兒凱西感情甚篤，為了
女兒不僅願意赴湯蹈火犧牲一切
，女兒的存在不只幫助史考特朗
恩下定決心肩負超級英雄任務，
同時她也視父親為心目中的超級
英雄。在現實生活中，保羅路德
也有一個七歲女兒，自從看過
《蟻人》電影後，女兒就成為蟻
人的最大粉絲，每天都不停的畫
「蟻人」 或是 「螞蟻」 圖畫送給
爸爸保羅路德，表達自己的崇拜
之情。對此，保羅路德相當得意
的表示，女兒送給他的每一幅圖
畫他全部都珍藏起來。不論在戲
裡戲外，都不約而同和女兒建立
起緊密連結的保羅路德也表示：
「大家可以在《蟻人與黃蜂女》
之中看見史考特朗恩和荷普之間
，以及史考特與女兒之間關係的
演變。 蟻人跟女兒凱西的相處
，將是這部片裡最大的挑戰。作
為一名超級英雄，你背負著一份
特別的使命，而你要如何成為優
秀的自己，又同時成為一個完美
的家長，這兩個身份真的能夠共
存嗎？ 」 真摯的發言，也讓大
家都看見這個能力非凡的超級英
雄，也會擁有平凡人的煩惱，也
讓超級英雄和觀眾的距離拉得更
近。

強森動作片
《摩天營救》
內地定檔 7.20

據出品方“傳奇東方影業”
官方微博消息：道恩·強森的動
作大片《摩天營救》內地定檔 7
月 20 日公映。這次化身退役 FBI
人質拯救小組探員的“巨石”再
次開掛，哪怕有壹條腿是假肢，
其戰鬥力依然無敵。
在《摩天營救》中，強森飾
演的是前 FBI 人質拯救小組的領
導，同時也是美國退伍軍人的
Will Ford，當下負責摩天大樓的
安保工作。

在中國香港執行任務時，威
爾所處的號稱全世界最安全、最
高的摩天大樓忽然起火，而且還
栽贓是他幹的。情況危急，他必
須洗清身上被通緝的罪名，盡快
找到真正的罪犯，並救出身陷火
海中的家人。
本 片 由 羅 森·馬 歇 爾·瑟 伯
（《冒牌家庭》）自編自導，黃
經漢、內芙·坎貝爾、昆淩、帕
布羅·施雷柏等加盟，今年 7 月
13 日全美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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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七军，关羽一生最辉煌的战绩

真的是靠一场暴雨吗？
关羽一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
对于这场战争，《三国演义》说是关羽派人堵住了汉江的泄洪口，等到天降暴雨、汉水
高涨的时候，掘开口子，放水淹没了驻扎在曾口川的曹军。如此看来，关羽智勇双全，把天
时地利运用的得心应手，不愧是一员名将。
然而根据史籍记载，这场胜利完全归功于一场暴雨。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暴雨能敌十万兵
对于建安二十年（公元 219 年）的
这场所谓“水淹七军”，正史的意见完
全一致：水淹七军是天公作美，不是关
羽的主观行动。
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
获禁。——《三国志· 武帝纪》
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
，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
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
，惟庞德不屈节而死。——《三国志·
张乐于张徐传》
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
军皆没。——《三国志· 关张马黄赵传
》
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
军皆没，禁降羽。——《三国志· 诸夏
侯曹传》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一个非
常严谨的史家。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描

述，一旦有他认为真相不明的情况，他
往往把同一个事件安插在不同的传记，
以完全不同、甚至相悖的记述去记载。
比如有名的挥泪斩马谡事件，在《王平
传》、《马良传》和《向朗传》中表述
完全不同。
对于水淹七军是天气因素而不是关
羽的智谋作用，陈寿在多个人物传记中
的一致说法，证明是经过他考证无误的
，所以这个事情他觉得没有任何悬念，
才用了一致的说法。
除了曹操、于禁、关羽、曹仁的传
记对于水淹七军的记载高度一致，司马
光的《资治通鉴》和张作耀的《曹操传
》也认可了这个说法。
八月，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
七军皆没。——《资治通鉴· 第六十八
卷》
张作耀先生则是直接引用了《三国
志· 于禁传》的说法。
对于这个事情，还有两点佐证

首先就是这场暴雨罕见，超出了于
禁的预料。
根据《襄阳县志》的记载，在三国
时期，整个襄阳地区仅有三次暴雨引发
汉水泛滥。
建安三年（197 年）九月，汉水溢
，害民人。
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害稼。
魏太和四年（230 年）八月，大雨
霖 30 余日，汉水溢。
34 年间爆发了三次洪灾，平均 11
年多一次，加上当时的资讯不发达，谁
能记得呢？而且没有气象预警，这种暴
老将于禁为何栽了？
雨根本无法预测。
于禁是在曹操创业早期就跟从了曹
而且于禁用兵向来以治军严厉、军
操的老将、名将，被曹操称赞为古代名 纪严明著称，观天时、察地利并不是他
将都不能超越的人物，与其他的张辽、 的强项。
其次是当时的防汛工程差到难以想
张郃、徐晃、乐进被共同尊为“五子良
将”。
象，也超出了于禁的预料。
在曹操治理的北方，为了恢复生产
那为何这样的一位人物，会在几十
年戎马生涯中栽在一场暴雨之中呢？
，对于水利工程修建是相当重视的。而
。一是于禁的军队被消灭之后，中
原形势不稳，曹操有意迁都，司马
懿和蒋济劝说道：于禁的兵马被大
水淹没，不是战略战术的失败，对
于国家的根本没有什么动摇。二是
根据《襄阳县志》的记载，当时确
实有一场罕见的暴雨，“二十四年
八月汉水溢，害稼”，就是指的建
安二十四年的暴雨。
上述史实，说明水淹七军是天灾帮
助了关羽，而不是关羽智谋主观能动性
的发挥。

在荆州，水利和防汛则做得相对差很多
。建安三年汉水泛滥的时候，刘表正在
跟曹操打仗，以致于即便是爆发了洪灾
，也没有修建防汛工程。
根据《襄阳县志》记载，襄阳段汉
水防汛工程是六十多年后修建的。胡烈
为襄阳太守，筑石堤以防水患，这是史
籍记载修堤的开始。胡烈是在曹魏景元
年间担任襄阳太守的，也就是公元 260
年至 264 年，已经是曹奂时代了。
防汛工程的落后，让于禁栽了个大
跟头。
当然，把这样一场天灾归功于关羽
的智谋，自然是为了给关二爷脸上贴金
。
但是这个移花接木的做法，也给
关羽带来了负面影响。当暴雨洪水来
临，关羽不是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
排危解难，而是落井下石干着祸害人
命的勾当，其凛凛义气的义又在哪里
呢？

中国历史上哪些军队的战斗力排行可以进前五强？
古代的君主们充满了对土地、人口的强烈欲望，在保护已有的疆土及臣民的同时，他们还需
要掠夺别人的疆土和臣民。于是以国家形势的暴力机构开始形成，军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朝朝
代代演变，分分合合轮回，最直接的力量还是民族军队间的较量。在中国历史纷繁浩淼的众多军
队中，挑出最具战斗力的五支军队，以飨读者。

还可以玩会儿，估计包括袁崇
焕的军队拿到早期连陪练都轮
不上）。李广、卫青、霍去病
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可以对匈奴
主动出击，那时候的汉军和匈
奴打，可以以一敌三（当然考
虑了汉人兵器更好的原因）！
联想后来被迫西迁的上帝之鞭
们，这支部队绝对是当年的世
界第一。
战斗力：8 影响力：8

蒙古帝国的骑兵
汉帝国的军队只在和匈奴
人的战斗中显示了强大的战斗
力，蒙古人则跑到多瑙河去打
擂台，一路上他们击溃了阿拉
伯帝国的军队，花喇子模的军
队，东正教教徒的军队，最后
和天主教教徒见了一面。一袋
袋的耳朵可以证明这支军队嗜
血的习性，以战养战的破坏方
式也和任何军队不一样。这是
第一个控制整个中国的游牧民
族，他们当得起任何人的畏惧
。这支军队最后的步伐止步于
日本海，毕竟海战超出了这些
，或许这在他不厚道的祖先赵匡胤杯酒 一杨玉环也来了，国家再也无力进取，
北宋岳家军
释兵权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一个不尚武的 盛唐气象逐渐衰落。但大唐帝国这支军 在草原生活的人的想像，80 多年的征战
北宋末年，北宋最害怕的对手契丹 国家只能被欺压，从此以后，汉人除了 队仍留下了一些神气的名字：“李靖” 终于结束，而他们控制整个中国的时间
人流传这么一句话：女真人不满万，满 被羞辱还是被羞辱，在最黑暗的时代， ，那时已经接近于传说，尉迟恭、秦叔 不过 80 年，而东瀛岛国的帝国主义之魂
开始诞生了。
万则天下无敌。最后女真人统一了，重 东来的倭寇也能在沿海为所欲为。
宝成为了中华民族千年来的门神……
战斗力：9 影响力：9
挫契丹人，但是积弱的宋人依旧被契丹
战斗力：6 影响力：7
战斗力：7 影响力：8
压制着，女真人南下的野心被大大的激
秦国统一中国的军队
唐帝国初期的军队
汉武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军队
发了，他们一路打过了淮河，但是他们
他们和蒙古人一样残暴，当然他们
遇到了汉人最后的英雄——岳飞。岳飞
汉人疆土最大的国家是唐朝，这样
哪一句话可以成为最让中国人自豪
并没有使用冷兵器时代对付游牧民族最 一片大大的疆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暴 得热血沸腾的话？很难找到比这样一句 并不是野蛮人，和屠城的蒙古人或者日
本人不一样，他们屠杀的是和他们一样
好的武器：弓弩，而是使用了更危险的 力是控制不住的。大唐帝国的军队也开 更好的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办法：砍马腿。女真人流传这样一句话 始了中华民族以国家组织来进行的对外
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很威风的御驾亲 的猛士，长平一战坑杀赵军 40 万！
他们并非游牧民族，他们可能不如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战争史。剿灭突厥，三征高丽，只是在 征，结果差点没回得了家，不过他的后
可惜，在中国出现了几大汉奸的同 数十万大军西征阿拉伯帝国时被西域国 人很替他争气（这和垃圾的明朝不一样 蒙古人嗜血，但是他们绝对渴望战争，
时，宋高宗也杀死了岳飞，他杀死的并 家合力击溃，随后安禄山来了，史思明 ，想当年土木堡，明朝的先辈们多么英 他们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
不仅仅是个英雄，他杀死了汉人的脊梁 来了，中国历史上四大“祸国女人”之 勇，但后期的明朝军队除了戚继光那会 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他们左手提

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着自
己的敌手……他们虽然不是游牧民族，
但他们骑射的功夫堪称精练……
我们没法判断单兵作战时秦人和蒙
古人哪一个会胜出，但我相信蒙古人宁
愿遇到野兽。一个计算机模拟实验告诉
我们，在战场条件、装备配备相等同的
条件下，剿灭一支十万人的蒙古军队，
秦人只需派出三万人的部队。秦人虽比
蒙古人早了许多年，但铁制品早已出现
，铁胎弓早已装备部队，这比后来的蒙
古人用的射雕之弓威力要强大不少。
这支部队比蒙古人更强大的战斗力
来源于他比蒙古人更优秀的特征：
纪律严明：严明可能用语言无法说
明。
赏罚分明：这一点没有哪个朝代可
以达到秦国的水平，所以他们才会不怕
死，所以他们会去抢被杀死的对手的头
颅。
更大的编制：一百万，蒙古人可曾
有过？
更优的武器生产线：不同时期的兵
器有同样的尺寸，中国史上最强的弩兵
，别忘了弓弩对付骑兵最有效，他们曾
经一年之内把匈奴人赶到黄河北边。
更好的后防：秦国人守城也可能把
以破坏见长的蒙古人饿死。
更强的为战争服务的国家机器：这
其实是上边优点的总结，500 万人口可
支持 60 万军队在外常年征战，这是什么
概念？如果说蒙古帝国征战了 80 年，秦
国从一个西南边陲小国到一统江湖打了
500 多年的战争。这个国家任人唯贤，
而且君主对军队的控制比它后来的朝代
更加有效……
更先进的生产力：（这点有些与时
俱进）一千年后的蒙古人除了后来有些
火炮之外，哪一点比得上秦国？
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火枪出现前
最强大的军队，它完全可以让一个孩子
马上取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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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时即使没有 GPS 也很好找。很
多建筑还会把自己的门牌号写的很
大挂在高处或者汽车入口处。
然后下面要换一行。如果不能
换行的话，要加一个逗号和一个空
格隔开。后面写市名、州名缩写和
邮编(Zip Code)。这里面中国人最不
熟悉的就是州名。在中国我们将某
个城市，一般不需要具体指出是那
个省，但是美国往往需要。美国人
给城市起名字比较没有创意，名字
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很容易重
名。规定是一个州之内不许重复，
但是不同的州之间就管不着了。所
以如果你在美国提一个城市的名字
，后面一定要跟上州名，否则会有
歧义，除非是人尽皆知的如纽约等
以外。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首
都。我们知道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
，但是在美国你一定要说「Washington, DC」(只说 DC 也可以)，因为几
乎每个州都有华盛顿市，甚至还有
个州叫华盛顿，所以如果你只说
Washington 的话，更多的人会想到千
里之外的华盛顿州，而不是华盛顿
市。此处 DC 是哥伦比亚特区，不
属于五十州，但是相当于州一级的
行政单位。换句话说 DC 比 Washington 要大，相信很多人学中学地理的
时候，都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误解成「华盛顿市里面的哥伦
比亚特区」了吧，其实正相反，是
「哥伦比亚特区里面的华盛顿市」
。
州名一般缩写成两个大写字母
，缩写的方法是固定的，比如加州
是 CA， 佛 罗 里 达 是 FL， 夏 威 夷
是 HI。一些不是州但是跟州同一级
的行政单位，也有自己的缩写，比
如上面说的 DC，还有海外属地，
如波多黎各的 PR，关岛的 GU 等
。加拿大的省也有类似形式，如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BC。
最后的邮政编码，在美国叫做
Zip Code。美国的邮编不像中国一
样基本是摆设，是非常有用的，比
如刷信用卡的时候有时候会用邮编
来验证身份，买车险的时候会用邮
编来判断该地区的治安情况，等等
。美国邮编全长是 9 位，前 5 位常用
，后 4 位可以省略，中间用短横线隔
开。写全 9 位的时候，可以直接定位
到一个很小的区域，所以很多时候
美国网站上不需要填地址，写上邮
编就知道大概位置了。
市名、州名和邮编连起来写的
格式是「San Francisco, CA 94107」
，市名和州名中间有逗号和一个空
格，州名和邮编之间没有逗号，但
是有空格。市名首字母大写，州名
两字母都大写。

美国市面上，专营服装的商场特别多
，一概开架出售，有些还是百年老店，其
规模与气派，都是很大的。并且分工有序
，如有的专营妇女与儿童服装，有的专营
中老年服装，有的专营 T 恤衫等等。在美
国买服装和一些日用百货，有条不成文的
规定，只要你所买的商品没使用过，无污
染无损坏，并保存有发票，几个月甚至更
长时间以后都可以退货退款。在美国很少
有卖布匹的绸缎店，也没有缝衣店，因而
很少见到卖缝纫机的。据说做一件成衣工
钱很贵。总的看来，美国人在穿的方面花
销不会很大。美国的衣服和鞋类是比较贵
的。稍好的运动绒衣要五六十美元一件，
更别说那些高档时装了。可喜的是中国产
品，主要是服装和鞋类打入了美国市场，
且价格便宜。中国的棉制品、羽绒服和丝
绸颇受美国人的欢迎。
在服装商店许多中低档服装与鞋类都
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如各类夹克
衫，牛仔裤，衬衫，还有各式 T 恤衫，羽
绒服等等，都是中国制造的，每件二三十
美元，四五十美元或七八十美元不等。这
些大都是根据美国商人的设计与要求制造
的。高档的服装与鞋类大多是欧洲的，其
中意大利的居多。亚洲则是台湾、香港与
韩国等地的。
美国人不甚讲究衣着打扮，穿衣宽松
、随便，不拘一格。有的人在长衬衫外面
套一件短小的甲克。类似长袍短褂；有的
人在浅色衬衫里面穿上一件深色高领的棕
毛衫；有的人则在长棉毛裤外面穿上一条
短西装裤。总之，美国人穿衣有时给人一
种不大利索的印象。
美国人平时穿衣马马虎虎，但是正式
场合还是颇为讲究的。在政府部门和公司
工作的上班族每天均衣冠楚楚：男士西服
革履，头光面净；女士是各式裙装配以淡
妆。若举行舞会，人们穿着庄重典雅：男
士黑色晚礼服，女土则穿深色袒胸露背的
曳地长裙。
少数年轻人喜欢奇装异服。比如—位
年轻漂亮的姑娘上身穿一件紧身毛料西式
上衣，下身穿了一条臀部有两二个破洞的
牛仔裤，露出了内裤。有时还能看到—些
年轻人把好好的牛仔裤撕破，露出膝盖。
美国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仍重传统。穿
裙装的多于穿长裤的。冬季喜欢穿长长的
呢大衣，这可能与美园气候有关。

付小费是门“学问”
在美国许多服务业者的主要收入
来源就是顾客给的小费，热忱的服务
为自己争取好的消费收入。小費虽然
并不是法定消费项目，数额也沒有明
文规定，但是小费在美国也被视为一
种社交礼仪。一般來说，只要是服务
行业，像是餐厅侍应生、出租车司机
、还有酒店服务员、导游…他们的基
本工资都很少，在很多地区，小費就
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美国老
板很精明，他们把服务生的大部分薪
水交由顾客负担，用小费的形式來支
付。所以服务业者只有努力以服务品
质来争取收入，客人则以“小费”来
答谢服务人员，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也是基本的消费认知。
很多人到了美国之后，对于要付
小费这档事会感到不理解，想着消费
完还要多掏腰包，真是有些不情愿，
给多了觉得心疼，給少了又不好意思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曾经说：
小费给多，像傻瓜;小费给少，是大傻
瓜。他这么说，应该是觉得 “给小费
”要适度为宜，为的是刺激一种良性
的循环：消费者在合理范围内，以小
费的形式给予服务业者肯定，而提供

服务的人，为了更多的收入而加强服
务品质，能达到和睦愉悦的效果。

在什么样的餐厅吃饭要付小费
一般來说，有侍者为你服务，过來
问你要点什么菜的餐馆都是绝对要付小
费的。若是在速食店用餐，像是麦当劳
等，凡是只需在柜台点完餐后回到自己
座位上吃的，这类餐饮店就不需給小费
。还有一种在美国叫 Food Court，就是
一般的美食街，也是拿着托盘点餐，这
种情況也是不用付小费的。

用餐该付多少小费
一般的情況下，午餐是付 10-15%
的小费，晚餐则是 15-20%的小费。如
果一同用餐的人数超过五人，餐厅有
一个名词叫 Party Over Five，则你必
需付 18% 的小费，否则就算失礼了。
美国的餐厅一般一桌都只有一个
服务生，一开始是谁帮你点菜的，待
会儿有什么需要就找他，不是看到服
务生都可以喊，因为你的小费只付给
他，所以其它的服务生並沒有义务帮
你。总之，这是一种餐厅的习惯，要
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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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懂美国的地址？

美国的地址格式是非常统一和
简短的。以前在国内申请美国大学
的时候，常常遇到申请表格上地址
一栏只有很小的空间，要把自己的
中国地址(某省某市某区某街某号某
大学某校区某学院某系某楼某单元
某号)填进去极其困难，后来知道是
美国地址都很短的缘故。
美国地址的格式是从小到大，
先写名字，然后是道路地址，然后
是市名、州名缩写和邮编。如果要
写国家(USA)，写在邮编后面。
名字很简单不谈了。
道路地址的格式是「数字+街
名 + 房 号 」 。 490 2nd St, Suite 300
就是「第二街 490 号 300 室」。
数字前面不需要加「No.」，这是很
多中国人会犯的错误。街道类型可
能 是 Street/Road/Drive/Lane/Highway
等等之一，通常缩写为 St/Rd/Dr/Ln/
Hwy 等。独栋房屋没有房号不用写
，如果是公寓楼或者办公楼，则在
街名后面加逗号，空一格，然后写
房号。公寓写 Apt. 300，办公楼写
Suite 300 或缩写为 Ste.300。也可以
简写为 #300，公寓和办公楼都适用
。
美国街道的门牌号编排很有规
律，通常靠近市中心为小号，远离
为大号，每过一个街区增加 100 号，
一侧是奇数，另一侧是偶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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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旅馆该付的小费
酒店行李员：每件行李最少$1 ，
酒店礼宾员則是服务一次$3-$5。如果
是去住高级的旅馆，可要多付一些。
住客通常都是在早上要出门前，在每
一床的枕头上放 1 元的纸钞。

坐出租车付的小费
通常是车资的 15%，也有省钱的方
式：有一种常见的交通工具叫 Shuttle，
通常是往來特定公共场所跟市区之间
，比如机场。如果你要使用到行李箱
，而司机帮你搬行李，就多给一元的
小费吧。

其它付小费的时机
当你习惯这种小费文化之后，就
会在任何被服务的场合，例如男士
们理发、女性上美容院洗头，还有
洗车等等场所，都会记住了小费是
免不了的。現在来美国旅游的人多
了，入境随俗对给小费的学问不妨
多些认识，也可以避免很多尴尬的
情況发生，提供你来美国观光或生
活的参考。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炎热的夏季，有
的人身上只穿汗衫、短裤，但脚上都捂着
一双旅游鞋，外加一双厚棉袜。有时已是
深秋季节，有的姑娘身穿夹大衣，却光着
脚，穿双拖鞋，漫步于街头。
如果说美国的食品价格低廉的话，那
么，衣服和鞋类就比较贵了。稍好的运动
绒衣要五六十美元一件，更别说那些高档
时装了。可喜的是中国产品，主要是服装
和鞋类打入了美国市场，且价格便宜。中
国的棉制品、羽绒服和丝绸颇受美国人的
欢迎。
美国人喜欢购置新衣，也常扔旧衣。所
以街上设有商店，专门销售旧衣，有些旧衣
论磅出售，1 元一磅。有些跳蚤市场、教会
或医院也有不少旧衣出卖。光顾这些地方的
多是些低收入者，此刻他们也不考虑旧衣会
传染疾病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当然也有
人认为旧衣经过高温洗涤和烘干可以消毒。
美国人虽不讲究衣服的款式，但却十
分注意衣服的清洁，他们一般天天洗澡，
日日更衣，有的人一天换衣两次。他们不
像中国人喜欢衣服随换随洗，而愿把脏衣
服积攒起来，一洗一大堆。在美国，除类
似国内的干洗和湿洗两种洗衣店外，更多
的是自助洗衣店为公众服务。这种店内备
有若干台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人们把脏
衣放进洗衣机内，然后倒入洗衣粉和洗涤
剂，再往一小孔内投人硬币 (价格不等)，
一按电钮，机器便运转起来，26 分钟后，
衣服洗净，再将其放入烘干机，另投若干
硬币，该机亦自动转动起来。一小时后，
衣服全部烘干，立刻可以穿用。有些居民
楼内亦有一个小型自助洗衣房，专供楼内
住户使用，十分方便且价格低廉，每一缸
脏衣洗烘各 1 美元。而市面上的自助洗衣
店每洗烘一缸脏衣，多的需付费六七个美
元。鉴于自助洗衣店较为普遍，因此美国
很多家庭不备洗衣机。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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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感知中國
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
中國西部文化美國行”
”
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主辦，中國對外文化集團、休斯敦華星藝術團承
辦的 “2018 感知中國-中國西部文化行” 將於 6/29-7/5 在休斯敦舉辦一周的交流活動。
“多彩西部” 系列展覽
時間： 6/29-7/5 10:00am-5:00pm
地點： Hobby Center Founders Club
800 Bagby Street, Suite 300 | Houston, TX 77002
內容包括：中國西部電影展映、中國西部圖片展覽、中國西
部民族服飾樂器展覽。
時間: 10:00pm -5:00pm June 30 – July 1
地點: Hobby Center Founders Club
800 Bagby Street, Suite 300 | Houston, TX 77002
憑下面這張卡免費觀展

我們誕生在中國

“影像西部” 影視展映
將透過紀錄片《天山腳下》、《第三極》的鏡頭真實地再現
中國西部地區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
《我們誕生在中國》記錄了中國西部廣袤大地上諸多野生動物，
畫面唯美、震撼。
憑電影票免費入場
6/29 Friday
8:00pm 《天山腳下》首映式 “Xinjiang Story” Premieres
Hobby Center Zilkha Hall
800 Bagby Street, Suite 300 | Houston, TX 77002
6/30 Saturday
1:30pm《天山腳下》Xinjiang Story
3:00pm《我們誕生在中國》Born in China
UH Student Center SC South Theater 4300 University Dr.
Houston TX 77004
7/1 Sunday
1:30pm《第三極》Roof of the World
3:00pm《我們誕生在中國》Born in China
UH Student Center SC South Theater 4300 University Dr.
Houston TX 77004

《天山腳下》Xinjiang Story
將 6/29/2018 在美國休斯敦首發首映，時長 72 分鐘。 該片
用 4K 的超高清錄像， 以春夏秋冬四季輪回為線索， 將新疆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的幾個人物故事串聯而成， 真實反映了那裏的
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 尤其是人與自然， 人與人， 人與
動物之間的和諧相處的美妙關系， 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
。
《第三極》Roof of the World 拍攝歷經 500 天，行程包括西
藏、青海、四川、雲南等。《第三極》是中國首部 4K 超高清大
型紀錄片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大型涉藏電視紀
錄片。該片是全球首部呈現第三極（青藏高原）人與自然相處奧
秘的大型紀錄片。也是全球迄今最全面的西藏自然人文影像考察
。《第三極》講述地球最高處人類生存的鮮活故事，國際化敘事
方式，戲劇化，快節奏，意外處處，驚喜連連，是非同一般的紀
錄片。

導演 陸川
時長 79 分鐘的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時長 79 分，以中國三
個野生動物家庭為主線，棲息於四川竹林的大熊貓、隱居於雪域
高原的雪豹、攀緣於神農架的金絲猴成為影片的三組主角。圓滾
滾的大熊貓不用多說，不同於獵豹淡黃的底色，雪豹正如其名字
一樣身上如雪般
潔白，多了一分
神秘，穿梭於林
間的金絲猴更是
以其活潑可愛的
天性抓人眼球。
攝制組歷時一年
半，為尋找中國
最美的自然風光
和富有特色的物
種棲息地， 來
自英，法，美，
德的五位攝影師
分為五組，進行
長達 18 個月的跟
蹤拍攝， 深入
臥龍，神農架
， 可可西裏，
三江源， 鹽城
等多個自然保護
區，拍攝了 350
小時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