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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節目介紹：
休士頓論壇，由李堅強、馬健、常中政聯合主持，分析探討國
際、國家時事，涉及人文、歷史、科技、政治等熱點議題。節
目內容深沉且具有教育意義，對時事感興趣的觀眾不容錯過這
檔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04月05日（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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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發現壹古墓考古學家發現壹古墓 有助於解開羅馬帝國中的謎團有助於解開羅馬帝國中的謎團

考古學家在法國科西嘉島發現壹座伊特魯裏亞古墓考古學家在法國科西嘉島發現壹座伊特魯裏亞古墓，，古墓中有壹具古墓中有壹具
骨架和幾十件古代物品骨架和幾十件古代物品。。這壹罕見的發現有助於解開消失在羅馬帝國中這壹罕見的發現有助於解開消失在羅馬帝國中
的文明謎團的文明謎團。。

藝術家盧浮宮外鋪巨幅拼貼畫藝術家盧浮宮外鋪巨幅拼貼畫
慶慶““玻璃金字塔玻璃金字塔””3030周歲周歲

法國街頭藝術家法國街頭藝術家JRJR在盧浮宮外的廣場上鋪設巨幅拼貼畫在盧浮宮外的廣場上鋪設巨幅拼貼畫，，致敬法致敬法
國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建成國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建成3030周年周年。。據悉據悉，，盧浮宮玻璃金子塔是由著名盧浮宮玻璃金子塔是由著名
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於於19891989年年33月月3030日建成日建成，，是盧浮宮的標誌性是盧浮宮的標誌性
建築之壹建築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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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南約克郡巴恩斯利坎農霍爾農場英國南約克郡巴恩斯利坎農霍爾農場，，壹群壹群44周大的侏儒山羊羔在周大的侏儒山羊羔在
農場主搭建的木農場主搭建的木““滑梯滑梯””上玩耍上玩耍。。這些小山羊輪流爬上木板搭成的斜坡這些小山羊輪流爬上木板搭成的斜坡
，，然後用它們的蹄子壹路滑下來然後用它們的蹄子壹路滑下來。。

MatchU碼尚助力新經濟100人峰會
智能定制引領產業改造升級

日前，零界•新經濟100人2019年
CEO峰會在北京舉行，大灣區共同家園
投資有限公司總裁胡章宏、自如CEO熊
林、優信集團董事長兼CEO戴琨、新經
濟100人創始人兼CEO李誌剛等50多
位創投界重量級嘉賓針對新零售、新物
種、新投資、下沈市場、新消費等話題
進行了深入探討，強勢引領了信息時代
創投領域的創新變革。MatchU碼尚作
為本次大會的獨家服裝贊助品牌，不僅
在大會上對外展示了“黑科技”AI量體

艙，更成為服裝行業科技賦能的典型範
例。

MatchU 碼尚踐行服裝新零售創
新變革

開啟線上AI量體新時代
隨著新零售的日漸擴張，傳統服裝

零售行業面對的消費環境、消費群體都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服裝消費的個
性化、線上線下壹體化趨勢不斷加強，
使得“喜好與服務”成為新零售模式下
影響服裝行業的關鍵要素。MatchU碼

尚針對新零售變革下服裝行業的新痛點
，以襯衫品類為切入點，創造性的提出
了C2M模式驅動下的AI輕定制，“個
性化定制、柔性化制造”的方式不僅解
決了服裝行業庫存積壓的問題，還可以
讓消費者加入到設計環節中來，極大地
提高了消費者對產品的滿意度，形成了
消費升級趨勢下個性化定制的新體驗。

在下沈市場創新方面，MatchU碼
尚也具有天然的優勢。MatchU碼尚摒
棄了市場上C2M服裝定制普遍采用的上
門量體運營模式，利用國內領先的AI量
體技術——AI Vega實現了線上量體，
擺脫了C2M服裝定制向三四線城市擴張
的桎梏，開啟了線上AI量體新時代。

AI Vega基於亞歐美4000萬人體凈
尺寸，持續學習人體特征與尺碼間的計
算方法，用戶只需在手機端輸入身高、
體重，並勾選4項身體特征，AI Vega
即可在數秒內計算出29項高精度的人體
凈尺寸，準確率高達99%，使得消費者
通過手機即可在任何地點進行服裝定制
，大大擴展了C2M服裝定制的區域範圍
。據了解，MatchU碼尚定制範圍已經

延伸到了男士西服、休閑西褲、羊毛衫
、夾克、大衣等多個領域，月銷售量突
破150,000件，遍及23個省、4個直轄
市、2個特別行政區及5個自治區。

科技創新推動全渠道布局
“智能定制”引領服裝產業改造

升級
在引領線上模式創新的同時，

MatchU碼尚也在不斷探索AI輕定制的
線上線下全渠道布局。在大會上，
MatchU 碼尚對外展示了最新打造的
“黑科技”AI量體艙，通過144個紅外
傳感器掃描人體的外圍輪廓，10秒可完
成 3 萬數據點的采集，精度可達±
0.5cm，用戶可準確便捷的獲知身高、
體重、肩型、背型、胸型、腹型等身
材數據。同時，用戶還可通過人機交互
，選擇更適合的面料、顏色、款式、
定制項及繡字等服務，並結合自身數
據形成個性化定制。AI量體艙通過在蘇
寧、萬達等人流密集區域的鋪設，可快
速觸達有效用戶，形成強感知、強體驗
的 線 上 線 下 融 合 新 模 式 ， 有 助 於
MatchU碼尚深入挖掘AI輕定制的市場

潛力，提升競爭優勢。
在AI、大數據等先進技術的助力

下，MatchU碼尚深入貫徹“智能定制
”的核心理念，打造了以AI Vega技術
與AI量體艙為基礎的線上線下融合的全
渠道布局，並不斷賦能行業升級，掀起
了服裝行業定制的熱潮。MatchU碼尚
助力傳統服裝產業改造升級所做出的成
績也得到了投資業界的高度認可，在壹
年內迅速完成Pre-A，A輪、A+輪融資
，並於2018年12月21日宣布獲得了由
高瓴資本領投，高榕資本、順為資本跟
投的過億元人民幣B輪融資，成為資本
市場的寵兒。

在CEO峰會上，高瓴資本創始人兼
首席執行官張磊通過視頻進行了分享，
他表示，長期的大格局觀是抗外界幹擾
的利器，越是外部變動的時候，創業者
越需要內心篤定。MatchU碼尚作為傳
統服裝產業科技賦能的先行者，在新零售
、產業升級的顛覆性變革中，堅持以先
進的前沿技術為支撐，打造線上線下全
渠道布局，將為傳統服裝行業註入創新
的動力，引領產業向智能化改造升級。

“顏值經濟”驅動 3000 億元化妝品市場 本土品牌加快崛起
壹支口紅、壹瓶面霜，這些小小的化妝品，撐

起了3000億元規模的國內化妝品市場。在“顏值
經濟”的驅動下，近年來國內化妝品市場壹直保持
著較高增速，通過產品快速疊代和跨界合作，本土
化妝品品牌正在不斷崛起。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限額以
上化妝品零售額為2619億元，同比增長9.6%。中
金公司的最新報告認為，預計2018年我國化妝品
市場整體規模超過3600億元。

近期，在中國美容博覽會主辦的行業會議上，
歐萊雅中國首席執行官斯鉑涵表示，當前歐萊雅在
中國擁有壹億用戶，中國已成為歐萊雅集團的全球
第二大市場。“中國美妝市場正在迎來黃金時代，
歐萊雅希望未來能夠把覆蓋面擴展至中國的五億人
群。”

本土化妝品龍頭上海家化董事長張東方日前表
示，中國美妝市場的人均消費額不到發達國家的

1/5，未來發展空間巨大。
在行業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本土品牌的崛起

成為壹種現象。根據咨詢公司凱度的報告，
2013-2017年護膚品及彩妝領域外資品牌的市場
份額連續出現負增長。A股市場上，已擁有上海家
化、珀萊雅及禦家匯等三家化妝品上市公司。

與強大的外資巨頭競爭，本土品牌靠什麼？業
內人士認為，產品和渠道的多重發力推動了本土化
妝品的崛起。

——產品快速疊代。上市公司的財報顯示，近
年來本土化妝品企業在研發生產上持續加碼，領頭
的上海家化2018年研發投入合計1.68億元。研發
支出占營業收入的比例普遍達到了2%—3%的區
間，支撐了本土化妝品的快速疊代。

與此同時，本土化妝品利用熟悉國內消費者的
優勢，在中草藥護膚、功能性化妝品、男士護理等
領域持續開辟新的細分市場，掀起了壹股本土化妝

品新潮流。
——跨界合作增強。大白兔奶糖口味的唇

膏、花露水造型的雞尾酒……近兩年湧現的“網
紅”消費品，大都是品牌跨界合作的成果。嘗到
甜頭的上海家化表示，今年還會進壹步加強跨界
合作，與合作方推出國寶熊貓概念的包裝禮盒和
周邊產品。

——創新營銷。要想抓住年輕消費者，創新營
銷也必不可少。與以往的廣告轟炸不同，中國美容
博覽會秘書長桑瑩表示，當前電商直播、快閃新零
售等更為個性化的營銷方式，在本土化妝品品牌營
銷中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淘寶直播負責人趙圓圓表示，有的網絡主播直
播15分鐘就可賣掉15000支口紅。“當前電商平
臺上的消費品直播仍處在高速增長期，與化妝品等
行業的結合還有巨大機遇。”

——渠道下沈迎接消費升級。桑瑩表示，

2018年化妝品市場出現了高低端產品同步增長的
現象：壹方面，高端產品不斷擴大市場份額，銷售
額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長；另壹方面，
諸如拼多多這樣主打性價比的平臺也極為火爆。

雖然外資品牌在壹二線城市的高端市場上
仍占據優勢地位，但隨著三四線城市消費水平
的提升，本土化妝品的渠道優勢不斷凸顯。按
照極光大數據的研究，“小鎮青年”的消費增
長率高於壹二線城市。在收入增長的情況下，
他們同樣舍得花錢，尤其在美妝、泛娛樂、生
活消費品等方面。

縱觀全球，多數發達國家的化妝品市場都由本
土品牌主導。中國化妝品市場走向成熟的標誌之
壹，就是出現百億元級別的本土化妝品企業。張東
方表示，這壹方面需要本土品牌加大創新力度，走
向高端化、年輕化、細分化。另壹方面也要尋求通
過並購等手段，豐富自己的品牌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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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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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馬來西亞羽毛球賽於3日
展開首日賽程，其中國家隊女單球
手陳曉欣以13：21、21：13和21：
14反勝中國（陵水）國際羽毛球大
師賽的女單冠軍、韓國選手金佳
恩，替國羽隊獲得本屆比賽首場勝
仗。

面對實力不俗的金佳恩，陳曉
欣首局陷於困境，更以13：21先輸
一局；但到第二局，陳曉欣一直以
全方位落點不停調動對手，更成功
以21：13扳平；到決勝局，陳曉欣
甫開局已連取4分，換邊前大幅領先
11：4，最終以21：14攻下此局，以

局數2：1獲得勝利。
男單方面，2號種子石宇奇和4

號種子諶龍分途出擊，其中前者面
對印度星級球手維爾馬陷於苦戰，
首局僅勝22：20；到第二局石宇奇
本有機會結束比賽，但卻錯失三個
賽點，還以21：23輸回一局；幸

而，石宇奇在決勝局沒有“手
緊”，在一度大幅領先11：1下，最
終以21：12贏得關鍵一局晉級。

至於諶龍對手則是丹麥代表維
廷胡斯。最終諶龍以局數21：13、
21：9順利過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今年亞協盃改
制下兩支香

港代表一同被分在 I
組，同組對手尚有朝鮮
的4.25 SC及中國台北代
表航源，傑志主帥朱志光坦

言要首名出線更加困難：“同組
的4.25 SC陣中有很多國腳，要首名
出線並不容易，改制後亞協盃的賽程
更加緊湊，不像舊制般在八強前有時間

準備和增兵，加上我們星期一聯賽要硬撼南

區，對球隊而言是一次嚴峻考驗，不過我們
近期成績不俗，球隊的信心及士氣都很
好。”

費蘭度責任重大
傑志射手盧卡斯及中場黃洋有傷在身出

戰機會只是一半一半，令近期狀態大勇的費
蘭度責任更重，他表示今場雙方十分了解，
關鍵是誰能犯下更少的錯誤：“我們很熟悉
大埔，當然對手也很了解我們，這種實力接
近的比賽中誰能更少犯錯將獲得優勢。”

闊別亞洲賽多年的大埔再踏亞協舞台當
然想旗開得勝，不過球隊陣中亦有傷兵未必
能全力出擊，黃威傷勢未完全康復或會倦
勤，主帥李志堅表示球隊為亞協盃準備已
久，期望今場向球迷顯示球隊爭勝決心：
“來到季尾每隊或多或少都有傷兵問題，
我們做的準備就是為了迎接各種突然情
況，雖然球隊上場於足總盃出局，不過士
氣未受太大影響，球隊上下均很希望在亞
協盃創出一番成績，對傑志從來都不易
踢，但我們對今場很有信心。”

深圳新世紀日前在“生死戰”中以
94：83擊敗北京首鋼，將總比分頑強地扳
成2：2，將五局三勝制的CBA季後賽四強
賽拖入最後大決戰。

“我們的心態不錯，投籃比較堅決，
防守也很成功，第三節出了很多外線機會
我們把握住了。”賽後深圳主帥王建軍表
示。

“進攻端很多空位投籃沒有進，尤其
是上半場，我們的節奏不太對，導致了比
賽的失利。季後賽就是這樣，下場比賽重
新開始。”首鋼主帥雅尼斯賽後說。

此役深圳外援伯頓得到26分，拜克斯
貢獻21分、8個籃板和7次助攻。顧全三分
6投4中得到18分，李慕豪砍下10分和6個
籃板。翟曉川為北京得到全隊最高的23
分，外援漢密爾頓和傑克遜各得到19分，
方碩取下14分和4次助攻。

上半場深圳38：35領先北京3分，第
三節深圳外線火力全開下起三分雨，伯頓
和顧全相繼命中三分，深圳一度將分差拉
大到19分。隨後北京打出一波12：2，第
三節結束時北京60：67落後深圳7分。第
四節開局深圳再度開啟攻擊模式，北京則
在5分多鐘內陷入得分荒，深圳打出一波
12：0，將分差再度拉開到19分。雖然北
京隨後奮力追分，但依然無力回天。

雙方的第五場決戰將於4日回到深圳
主場進行，勝者將殺入四強，準決賽對陣
廣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亞協盃首現“香港打吡”！傑志及和富大埔兩支亞協

盃香港代表將於旺角大球場正面交鋒，論往績傑志近年雖有壓倒性優勢，不過大埔今季

積極增兵下已拉近距離，早前更於聯賽打破“逢傑不勝”的命運，今場面對受傷兵問題

困擾的傑志誓要全取三分。

星牌集團2019世界桌球中國
公開賽日前在北京開賽，賽事兩大
焦點球員上演“悲喜兩重天”，當
日度過32歲生日的丁俊暉輕取張
健康晉級正賽，第一輪的對手將是
泰國球王瓦塔納。至於衛冕冠軍沙
比則不敵斯泰德曼折戟資格賽。

“非常開心，生日當天能夠打
出自己想打出的球，雖然沒有那麼
多高分，總的來說訓練效果還是有
的。”笑容掛在丁俊暉的臉上。在

2005年，18歲的他正是在這裡拿下
自己的第一個排名賽冠軍，為他慶
生也是每年中國公開賽的傳統環節
之一。不過被問及生日願望時，他
笑着表示：“既然是願望就不能透
露了。”

“（現在）更加穩重成熟了，
記得18歲那會兒打球其實跟我今
天對手差不多，什麼球都進攻，但
現在就是會在比賽的掌控還有攻防
兩端想得更多一些，所以是兩種不

同的打球思路吧。”丁俊暉總結這
些年來自己的成長。

作為中國軍團的領軍人物，他
期待外界給予後輩們更多寬容。
“其實中國軍團現在的年齡也就是
18、19歲，個別有三到四個超過
25歲的，我18歲才拿到第一個冠
軍，所以你要是要他們現在拿到冠
軍的話這個要求有點高。我希望大
家看看他們的成長，因為未來他們
的成長空間還很大。”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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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欣馬來西亞羽賽反勝過關

國際攀聯世界盃
月底在渝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

報道）據重慶體育局通報，2019國際
攀聯世界盃攀巖賽重慶站將於4月26
日至28日在位於九龍坡區華巖的壁虎
王國家攀巖示範公園舉行。來自40個
國家和地區的400餘名攀巖高手將來
渝參賽。比賽設置男、女攀石賽和速
度賽四個項目。

因攀巖運動已正式成為奧運會比
賽項目，國際攀聯預計前往重慶參賽
的選手人數將再創新高，故原先的兩
天賽程改為三天。“本次比賽將事關
選手能否獲取2020年東京奧運會攀巖
比賽的參賽資格。”重慶市體育局副
局長張欣介紹，世界盃攀巖賽男、女
年度全能排名前20名的運動員，將有
機會參加2019年年底在法國舉行的國
際攀聯世界盃攀巖比賽總決賽，總決
賽男、女排名前六名的運動員將有機
會參加東京奧運會攀巖比賽。

本次比賽由國際攀巖聯合會主
辦，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登山運動管理
中心、重慶市體育局等承辦。這是國
際攀聯世界盃攀巖賽連續第八年落戶
重慶，作為攀巖運動最頂級的賽事，
國際攀聯世界盃攀巖賽代表攀巖運動
的世界頂級水準。

世 界 桌 球 中 國 公 開 賽

丁俊暉生日迎來開門紅

■■丁俊暉在比賽丁俊暉在比賽
中中。。 新華社新華社

■■深圳隊球員深圳隊球員
李慕豪李慕豪（（左左））
在比賽中突在比賽中突
破破。。 新華社新華社

■■傑志積極進行備戰傑志積極進行備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和富大埔中場杜和富大埔中場杜
度的發揮舉足輕度的發揮舉足輕
重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朱志光坦言首名出線有困難朱志光坦言首名出線有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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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月底的
休斯敦，仍舊寒氣襲人，
但紀念公園一年一度的
Bayou 城市藝術節（Bay-
ou City Art Festival）盛況
空前，人流如潮，一派勃
勃生氣，春意盎然。這個
由休斯頓市政府贊助的活
動旨在為非盈利組織籌募
資金，已連續舉辦47屆。
Bayou城市藝術節被稱作是
全美最大的戶外藝術節，
來自美國以及世界各國專
業藝術家和業餘愛好者的
藝術作品，各式各樣的特
色美食，豐富多彩的民俗
表演，用鮮豔的色彩呈現
出國際都市休斯頓多元文
化的特點。

在藝術節入口處不遠
的一片空地上，只見兩位
身著漢服的華裔小姐妹面帶微笑，落落大方，在寒風中用
笛子、巴烏、葫蘆絲等樂器演奏優美的民族樂曲。樂聲悠
揚動聽，引來游客駐足觀賞，博得陣陣掌聲。其間，有的
扶老攜幼近前觀看海報和樂器介紹，向小姐妹的媽媽細問
二三；有的頗有興致的用手機拍照錄像，並熱情的與演奏
小姐妹合影留念。藝術節的攝影師多次為小姐妹的現場演
奏拍照記錄，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讚賞。小姐妹出眾的
音樂素養，和超凡脫俗的精湛表演，給藝術節帶來別開生
面的藝術情趣，也為大休斯頓各族裔遊客展示了中華文化
的魅力，自覺擔當中華文化傳播的使者，通過音樂這個國

際語言，為人們了解中華文化提供一個窗口，可謂一枝獨
秀，奇葩共賞。小姐妹李暘暘和李昀昀自幼在東方藝術教
育中心學習音樂舞蹈。師從休斯敦著名吹管樂演奏家、中
國竹笛協會會員閆亦修老師, 學習笛子、葫蘆絲和巴烏等
民族吹奏樂器。她們積極參加各種華人社區的文藝演出活
動，包括僑界國慶晚宴、 『擁抱春天』 大型春節晚會，歷
屆 『四海同春華星閃耀』 新春嘉年華，農曆新春園遊會等
，自2013年起，姐妹倆多次在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亞洲
協會德州中心，休斯頓國際節，以及亞太美洲傳統協會組
織的各種公益活動中表演，為傳播中華文化奉獻不懈努力
，大家親切地稱為竹笛小姐妹。

一枝獨秀，奇葩共賞
中華文化傳播的使者-竹笛小姐妹亮相Bayou 城市藝術節

（本報訊）春暖花開，找一個週
末休閒時光，約上幾家好友一同出行
，租上一個豪華的湖景房是許多人的
願望，但高昂的費用卻常常讓人望而
卻步。然而在德州，同樣是做這樣一
次出行，一個人50美元就可以輕鬆搞
定。

在一家獨家出租的網站Home-
Away就可以找到許多價格適中，性
價比極高的度假屋，平均每人每晚的

價格不超過50美元。
以下是一些旅遊者的推薦目的地：
Canyon Lake
平均每晚: $430
可住宿人數: 10人
平均每人：$43元
這個牧場位於德州HILL縣，具備濃郁
的牧場風情，又不失時尚的特色。
Freeport
平均每晚: $370

可住宿人數: 8人
平均每人: $46
剛做完的裝修，海景房獨有的風景
，客廳門窗，面朝大海，令人賞心悅
目。
Lockhart
平均每晚: $530
可住宿人數: 10
平均每人: $53
明亮和現代的室內裝飾和周邊德州牧

場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1860年的牧
場已經做了裝修，仍保留原始的遺風
，是燒烤和欣賞收藏的好地方。
Port Aransas
平均每晚: $410
可住宿人數: 12
平均每人: $34
海邊的出租屋包括兩個高爾夫車，四

輛自行車以及游泳池，和垂釣的池塘
，是娛樂的好去處。
Marfa
平均每晚: $450
可住宿人數: 13
平均每人$35
沙漠風情，現代裝飾，德州傳統木屋
，欣賞夏夜的沙漠景色。

呼朋引伴春日行 性價比極高的德州度假地

左左：：姐姐李暘暘姐姐李暘暘Sophia;Sophia; 右邊右邊：：妹妹李昀昀妹妹李昀昀SerenaSerena

照片由照片由Viet NguyenViet Nguyen提供提供

照片由照片由Viet NguyenViet Nguyen提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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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勾畫鼻咽癌放射治療靶區
中大港中大聯手 首用人工智能提升治癌效果 準確性79%

中國鼻咽癌發病率全球第一，廣
東地區發病率甚至達到世界平

均水平的40倍。由於鼻咽癌解剖位
置特殊、手術治療困難，且其對射線
敏感，因此放射治療是根治手段。不
過，放射治療過程中，射線要從不同
角度穿過周圍的腦幹、顳葉、眼球、
視神經等40多個重要器官到達鼻咽
腫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級別。

突破人工勾畫不足
據孫穎介紹，該研究共納入

1,021 例鼻咽癌患者（早、中、晚
期）的MRI影像資料，並由兩名頂
尖鼻咽癌放療專家共同完成靶區勾
畫，將相關影像和數據用於計算機學
習。

此後，孫穎團隊與在AI領域處
於國際先進水平的香港中文大學計算
機科學與工程系及研究團隊創業公司
深圳視見醫療科技公司合作，確定選
用三維卷積神經網絡（3D CNN）這

一AI技術，它能夠模仿人類大腦視
覺中樞的層次，在圖像識別領域表現
優異。

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如何，是
我們首先關注的問題，以專家勾畫作
為金標準，AI自動勾畫的準確性為
79%，且無論患者是早期（T1-T2）
還是晚期（T3-T4），無論是否接受
過化療，AI均可達到相似的勾畫準確
性。經專家評估，32.5%（66例）的
病例無需修改可直接用於放射治療計
劃設計，56.2%（114例）的病例經
少量修改即可用於放射治療計劃設
計。

研究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鼻咽腫瘤勾畫的準確性和效率。據
介紹，在此之前，即使最頂級的醫
生，勾畫一例影像也需要2小時到3
小時，其他醫生則動輒在5小時甚至
10小時，而在AI雲平台下，只需要
20分鐘到50分鐘便可完成。更為關
鍵的是，其精準度達到頂級醫生的水

平。因此，該成果突破了傳統人工勾
畫存在的局限。

研究團隊為AI自動勾畫進行了
準確性測試，共納入不同分期的20
例患者和8位來自七家高水平醫院的
放療專科醫生，由8位醫生在20例患
者的MRI影像上進行人工勾畫。結
果顯示，以專家勾畫作為金標準，AI
自動勾畫的準確性超過了8位醫生中
的4位，與其餘4位相當。

接着，研究團隊又初步探究了
AI自動勾畫的臨床應用價值，即AI
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多大的幫助？在
8位醫生完成人工勾畫兩個月後，由
他們對AI自動勾畫的結果進行修改
（AI自動勾畫+醫生修改，即AI輔助
勾畫）。結果顯示，AI輔助勾畫提高
了5位醫生的勾畫準確性（平均由
74%提高至79%），減少了55%的勾
畫者間差異。

目前，該AI雲平台已運用於臨
床，據悉，接下來，粵港雙方還將對

AI相關算法嘗試做進一步優化，今
後，其自動勾畫準確性有望在現在
79%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成果將於新加坡臨床驗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AI技術

在醫學影像領域的研究發展迅速，但
均運用在診斷環節。此次突破，係首
次將AI技術運用於腫瘤治療。

為擴大AI放射治療靶區勾畫的
影響力，團隊進一步實現了鼻咽癌頸
部淋巴結、預防性放療區域和需保護
的正常組織的自動勾畫，並集成了人
工智能自動勾畫雲平台。通過這些，
使勾畫時間節約了90%左右，受保護
的器官由15個增加到43個。

接下來，粵港團隊將通過該AI
雲平台，將成果在廣州、新加坡、廣
西等地開展臨床驗證，以期取得全球
鼻咽癌放射治療水平的同質化，為世
界鼻咽癌治療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由於位置隱匿無法手術，鼻咽癌首選放

射治療，而腫瘤靶區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

鍵。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孫穎教授

團隊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系人工智能（AI）團隊，首次利用AI技術在

核磁共振（MRI）影像上實現了鼻咽腫瘤自動

勾畫，準確性達到79%，近九成患者的腫瘤

勾畫只需經少量修改甚至無需修改，即可用

於放射治療。這解決了鼻咽腫瘤靶區長期存

在的局限，令不同地區、不同水平醫生實現

頂級醫生的人工勾畫水準成為現實，為實現

精準而又高效的鼻咽癌放射治療提供了解決

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
州報道）日前，記者從廣州市南沙
區政府獲悉，由廣州海港商旅有限
公司（廣州港集團全資子公司）與
中交城投（中交城市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合資組建的廣州南沙國際郵
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簽約
並揭牌成立，將打造亞洲規模最大
郵輪母港，規劃建設4個10萬至
22.5萬總噸郵輪泊位，預計11月通
航。相關負責人透露，建成後的南
沙國際郵輪母港將與港澳水上客運
結合，聯通南沙地鐵四號線，並將
開發南海及“一帶一路”郵輪航
線。

據了解，廣州海港商旅有限公
司和中交城投共同投資成立該運營
公司，出資比例分別為 51%和
49%。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郵輪母
港總規劃岸線1.6公里，規劃建設4個
10萬至22.5萬總噸郵輪泊位，可停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項目將建成
航站樓、海員俱樂部、150米超高航
運中心等，全部建成後將成為亞洲規
模最大的郵輪母港之一。預計一期工
程2019年6月30日即可竣工驗收，將
於2019年10月試靠船， 11月正式開
港運營。

目前，南沙國際郵輪母港綜合
體航站樓主體已完成封頂，航站樓
以“鯨舟”立意，打造了鯨魚游入
大海的整體形象，航站樓科學、合
理地安排客流動線、通關流程和功
能區劃，與地鐵、公交、出租車、
自駕車及港澳水上客運專線緊密銜
接。

母港與地鐵四號線接駁
中交城投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

採訪時介紹，南沙郵輪母港航站樓
將通過約500米的地下通道與地鐵
四號線南沙客運港站相連，是內地
第一家與地鐵無縫接駁的郵輪母
港。

記者了解到，南沙郵輪母港所
在區域本身已建有南沙客運港，每
天有4班往返香港中港城碼頭及2
班往返香港機場的航線，南沙郵輪
母港建成運營後，或將對南沙客運
港往返香港的航班作出時間和班次
調整，屆時港人可直接從香港乘船
到達南沙客運港，轉乘郵輪母港郵
輪，直線距離僅300米。

■■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鼻咽癌首選放射治療，，而腫瘤靶區而腫瘤靶區
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精準勾畫成為其中關鍵。。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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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第38屆香
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將於4
月14日（星期日）假香港文化中
心大劇院隆重舉行，每年大會除
揭曉及頒發19項年度獎項以外，
其餘兩項最為矚目的年度大獎就
是終身成就獎及專業精神獎。大
會2日公佈了這兩項大獎的得獎
名單，謝賢為今屆終身成就獎得
主；劉允則獲專業精神獎。

謝賢為今屆終身成就獎得
主，他曾參演電影《遺腹子》、
《花花公子》、《播音王子》、
《浪子》等，他的演藝足跡見證
着香港電影歷史的發展。

謝賢那份亦正亦邪氣質獨步
影壇的風格不單繼承了過去文
藝片小生的傳統，也以其獨

特的個人氣質拓闊了
傳統戲路。他以個人
魅力，形象地塑造
了一批六十年

代後期出現的粵語片經典。七十
年代後期，他加入電視台，演出
不少電視劇，其成熟的男士魅力
在熒光幕上大受歡迎，《千王之
王》（1980）中的“南神眼”羅
四海傳頌至今。再返大銀幕主演
《千王鬥千霸》（1981），風采
依然，開啟了他演藝事業的另一
章。

而今屆專業精神獎得主為劉
允，劉允在1968年投身電影圈當
龍虎武師，直至70年代正值諧趣
功夫片熱潮，劉允就以“魚頭
允”的藝名在幕前發展，片約不
斷。到了九十年代，諧趣功夫和
喜戲漸見式微，他返回原來的崗
位當龍虎武師，一直至今。入行
五十年，他仍一貫時刻緊守崗
位，永不言休，工作態度認真，
不斷提升技術，特別在吊鋼絲方
面更成為了專家，得到各動作指
導的肯定。

怕被霆鋒搶鏡不願父子檔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
儀）日前涉醉駕的郭子豪1日晚出
席殺青宴時透露心情已平復，他
說：“會拿回演員的專業態度出
來，大家會見到我是正面模樣同
態度。”他又指由於事件已進入

司法程序，故不能評論太多，他
會平常心面對。問到公司可有找
他訓話？他說：“公司給了好多
資源支持我，而我因為一點愚蠢
行為麻煩了好多人，經理人教我
對內對外應該點做。”子豪表示

殺青宴當晚沒有駕車亦不會飲
酒，近日也少了駕車外出，始終
這件事都有留下陰影，他會將今
次事件當作自己應得的教訓。問
到工作方面可有被取消？他說：
“暫時未知，看公司安排。”

郭藹明
爆老公只懂煎牛扒

郭子豪涉醉駕有陰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無線劇集《法證先鋒IV》拍攝半年終於殺青，有份演出的陳煒（煒哥）1日晚更

在酒家設宴十五席慰勞台前幕後人員，出席的演員有譚俊彥、黃浩然、黃心穎、鄭希怡、謝雪心、鄭俊弘、郭子

豪、羅蘭，以及客串演出的鮑起靜及謝賢（四哥）等，四哥笑言沒有收片酬，只象徵式收一封利是，打算留作將來

陪葬，認真百無禁忌。

四哥剛到場即大受歡迎，藝人紛紛爭相
與他自拍，受訪時他搞笑地指因劇集

拍完多時，已忘記自己演什麼角色，甚至
連劇名都忘記。問他收了片酬未？他笑
說：“這麼我又記得真的沒有付錢給我，
（收利是？）利是都未拆，留做陪葬！”

拒談栢芝小兒子
問到會否再拍劇？四哥說：“我這輩子

只是拍戲，十五歲開始拍戲，不會做其他，
電影養大我與一家人，霆鋒都是，只是近年
市道差，如果有戲讓我‘玩一下’已經好開
心。”問到會否與霆鋒父子檔演出？他笑
說：“當然不會啦，讓他搶鏡，我什麼都輸
了給他，現在是他的世界。”

問到可有見過兩個孫子？四哥透露差
不多每個月會見一次，不過就不記得兩個
孫子名字，問他可有見過栢芝小兒子？四
哥說：“這個我都不知，不關我們家裡
事。”問到四哥現時可有拍拖？他笑說：
“我這個貓樣，（選女友要什麼條件？）

她們開啦。”
陳煒表示殺青當晚要花五位數（港

元）付款，因拍攝六個月，台前幕後好像
一家人，希望藉着這晚跟大家聚一聚。煒
哥指今次拍《法IV》沒有之前《宮心計2深
宮計》那麼辛苦，畢竟是時裝劇，但也有
少少動作場面，拍一場被賊人脅持場面時
她被刮傷了下巴，兼扭到手指尾。拍《宮
心計2深宮計》雖沒受傷，但心靈受傷，還
甩了很多頭髮。拍畢劇集的她可會放假？
煒哥透露稍後會拍一部電影，又會練歌
等，若有時間月底會去旅行。

黃心穎表示拍完《法證IV》之
後，會到七月才拍新劇，
期間她會隨黎諾懿到馬
來西亞拍攝特輯，她十
分期待說：“好開心
呀，那邊好多地方都沒
去過。（到時穿泳衣？）我
不會穿泳衣上節目，自己旅行就會
穿。”她又透露計劃去北美或歐洲

度假，想趁三姐姐做媽咪之前一齊去
玩。說到其男友馬國明投訴被她賣甩
自己去玩？心穎解釋因他要開劇，
很難遷就到時間。她又透露會趁
休息期間到北美修讀演藝及導
演課程，可能密集式讀兩、
三個星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影后惠英紅、蔡思貝、袁偉
豪、張寶兒等1日晚出席有份演
出劇集《鐵探》首映飯局，該劇
在內地播放平台較香港早個半小
時播出，首10分鐘點擊率已達逾
300萬人次，走勢強勁。令各演員
非常鼓舞，在劇中不擇手段的紅
姐揚言觀眾愈憎她便愈開心，證
明演出成功，而蔡思貝自言收視
有30點，不介意三點式示人展示
女人味一面！

紅姐對於內地平台首10分鐘
有300多萬點擊率感到高興，但

要再看下去，暫時未知滿不滿
意，她表示：“在內地經常有拍
劇，所以不擔心內地收視，反而
緊張香港收視，始終太耐無在香
港拍劇，不知大家又會否接受
我，不過弟弟特登請假捧場看首
播，很多朋友又問我myTV SU-
PER計不計點擊率，他們都很支
持，而不少街坊見到我反應比以
前熱烈，可能近日經常播出劇集
宣傳片，令大家拾起對我回
憶。”紅姐的角色做事不擇手
段，她笑言觀眾看完憎自己也沒
所謂，愈憎自己愈開心。

緊張新劇在港收視
惠英紅：觀眾愈憎我愈開心

亦正亦邪氣質獨步影壇
謝賢獲金像獎“終身成就獎”

謝賢謝賢笑稱笑稱
用拍劇利是用拍劇利是陪葬陪葬謝賢笑稱
用拍劇利是陪葬

■菊梓喬與郭藹明（右）出席活
動。

■■郭子豪郭子豪

■■台前幕後人員齊出席慰勞宴台前幕後人員齊出席慰勞宴。。

■■紅姐揚言紅姐揚言
觀眾愈憎她觀眾愈憎她
便愈開心便愈開心。。

■謝賢（中）、黃心穎（左）
與

陳
煒
（
右
）
齊
出
席
活
動
。

■藝人紛紛爭相與四
哥
自
拍
。

■■專業精神獎得主劉允專業精神獎得主劉允。。 ■■終身成就獎得主謝賢終身成就獎得主謝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郭藹明（Amy）與
菊梓喬2日出席護膚品牌活動，Amy透露最近都留在家
中當“煮飯婆”，經常給傳媒拍到在九龍城街市買
菜，她坦言現在對下廚感興趣，不時會發掘新食譜，
找老公劉青雲去做白老鼠試食。但Amy指這白老鼠好
“奄尖”（嘴叼），會嫌棄她的菜不好吃，令她變得
頗沮喪：“不過其實他也是老實地說出自己的口味，
說想我有所進步，會去接受意見！”Amy指青雲有獨
特口味，吃麵喜歡偏硬的質感：“有次泡麵慢了一至
三秒撈起，他已說麵軟了，真像個食神！”是否他對
Amy特別要求高？Amy笑謂也不是，他倆都喜歡外出
到處試新菜式，不好吃他一樣會講。青雲又有哪些拿
手好菜？她表示老公獨沽一味是煎牛扒，所以情人節
都是由他來煎牛扒，任他來發揮，他會開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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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沛恩拍戲女扮男裝剪短發
郭雪芙直呼被電到

新片《花咲了女孩》2
日在臺北舉辦開鏡記者會
，主創郭雪芙與謝沛恩[微
博]出席，謝沛恩在片中反
串飾演男生，她特別剪去
留了28年的秀麗長發、揣
摩男性的肢體動作，更穿
起束胸，她笑說：“洗澡
時看到自己胸前有兩顆就
覺得怪，趕快洗完澡，穿
上衣服。”郭雪芙則是羞
說：“跟男生的感覺不壹
樣，被她電到。”

謝沛恩扮男人已經壹

個月，希望自己每個動
作聲音姿態都像男人，
她看了很多電影揣摩，
覺得李奧納多特別MAN，
她也穿上男性內褲，裏
面塞襪子，至於剪去長
發留了壹頭帥氣短發，
她直呼自己很像媽媽：
“看鏡子時，覺得怎麼
那麼像賴佩霞！”謝沛
恩把妹最難，認為不能
太油、太欠揍、太不真
誠，她也才終於發現把
妹 會 被 拒 絕 ， 笑 說 ：

“我要跟以前被我拒絕
的那些男生說抱歉。”

謝沛恩透露，13歲的
時候曾被女同學告白，郭
雪芙則也透露自己曾被學
姐、學妹追求過，而兩人
都喜歡男生自然而然地示
好，不約而同都欣賞用音
樂告白、自彈自唱的男
生。該片目前正在臺北、
臺中等地取景，預計五月
中殺青，拍攝成本約4800
萬臺幣，預計2020年情人
節上映。

陳意涵自曝曾計劃日月潭劃船產子

因胎位不正作罷

陳意涵上月9日產下兒子
“小初”，懷孕期間閑不下來
的她，還曾挑戰跑步、登山，
嚇壞許多網友。她日前接受媒
體訪問時透露，整個孕期只胖
了4公斤，最讓她遺憾的就是
孩子剖腹產！

據臺媒報導，陳意涵透露
原先早已計劃好想要劃船到日

月潭中央自然產生下“小
初”，豈料“小初”在胎中
卻胎位不正只好作罷，直言這
對很有“控制欲”的她來說打
擊相當大；而這回生完小孩也
讓她體悟到“人生沒辦法控制
所有事情”。

報導中還指出，陳意涵表
示這次的孕期只胖了4公斤，

不過她不管是生產完還是生產
後，每天都處於饑餓狀態，但
也因為孕期常運動導致胖得不
多。此外，她也透露孕期中變
得喜歡吃甜食，特別是每天都
要吃壹個布丁，導致她最後學
習自己做健康的布丁來吃，最
後她卻笑說可惜每次都做成蒸
蛋。

林誌玲捐近半身家救助內地兒童
44歲女神難找對象

臺灣女星林誌玲以廣告
代言人身份，出席旺角壹間
保健產品新店開幕。她穿著
上開胸連身短裙，展露事業
線和長腿。林誌玲近年積極
參與慈善公益，投放過千萬
人民幣救助內地兒童，接近
身家壹半，雖然人美心善，
但已經44歲的她仍然還沒找
到合適的對象，她說：“男
生好像怕了我。”

林誌玲此行前往香港只
逗留兩天壹夜，活動後就返
回臺灣。近年忙於公益項目
的她透露，關註到內地山區
患有心臟病、罕見疾病的兒
童，有需要給予援助，所以
她以個人名義，在四川、雲

南、貴州、江蘇和寧夏等地
興建了10間兒童宿舍，未來
會再增多 2 至 4 間，讓這些
病童進行手術後，有機會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 她 說 ：
“人生有不同階段，以前
忙於追求事業，事業穩定
下 來，現在想努力回饋社
會，帶出正能量。”

捐了近半副身家
林誌玲透露已投放了過

千萬人民幣去救助兒童，問
她是否已捐出半副身家？她
靦腆地說：“快到壹半了，
問到數字這回事，我不好意
思回答。”林誌玲曾到內地
探訪受助病童，看到病童的

人生得以改變，她覺得是壹
件幸福的事，問她探訪受苦
的小朋友有沒有忍不住落淚
？她說：“與小朋友見面不
能哭，要讓他們快樂，以及
知道人生可以幸福。”

“我是單純的女生”
問到忙於慈善工作，可

有時間拍拖？林誌玲立刻笑
著說：“還需要騰出壹點時
間來，make time找對的人。
”問她身邊可有出現具潛質
發展的對象？她感嘆道：
“男生好像怕了我，可能覺
得娛樂圈好復雜，其實我是
單純的女生，可以跟對象好
好相處、壹起體驗就好了。
”

彭於晏主動私信示愛粉絲？
本尊澄清：是賬號被盜

男神彭於晏出道多年，如
今仍坐穩男神地位，卻鮮少有
緋聞傳出，感情世界壹直都是

外界關註焦點。
沒想到，他近來
卻遭人盜圖，對
方甚至冒充他的
身份、透過IG私
訊向粉絲告白，
得知此事後，他
傻眼不已，並緊
急 發 文 澄 清 ：
“是假的！”

日前有人盜
用彭於晏的照片

，創立假的IG帳號，甚至還冒
用男神身分，主動私訊粉絲表
示：“妳好親愛的，妳今天感

覺如何，我總是註意到妳在我
的官方網頁上的評論，所以我
不得不親自給妳發消息。”傳
訊內容中，盜用者甚至告白寫
道，“只是想說我喜歡和欣賞
妳。”壹番言論讓收到的人開
心不已，對話截圖也在網上瘋
傳。

然而，彭於晏本人得知此
事後，隨即出面還原真相、做
出澄清，指出對方根本就是假
帳號，本尊IG帳號應是有藍勾
勾認證的“yuyanpeng”。同
時，他也不忘呼籲眾人要小心
、不要受騙。

亂爆林心如非法同居 名嘴上訴後更慘
林心如與霍建華2016

年大方宣告10年好友變情
人，同年閃電舉辦婚禮，
卻被大陸名嘴宋祖德爆料
沒有領結婚證，算是 「非
法同居」 ，氣得林心如、
霍建華告上法庭。今北京
法院公開二審判決書，宋
祖德得在指定的全國發
行報刊道歉，並支付夫
妻倆 20 萬人民幣（約新
臺幣90萬）精神損害、維
權費用。

宋祖德在2017年 5月
22日在個人微博，以鬥大
標題 「霍建華與林心如竟
然沒有領結婚證」 ，捏造
夫妻倆非法同居等虛假信

息，林心如、霍建華壹氣
之下循求法律途徑。北京
人民法院經審理後判定，
自媒體以 「標題黨 」 、
「爆料」 、 「炒作噱頭」
等方式吸引網路流量，涉
及侵害公眾人物合法權
益，造成原告演藝形象遭
貶損、社會評價降低，侵
害林心如、霍建華依法享
有的名譽權，壹審判宋祖
德敗訴。

事後宋祖德以不清楚
臺灣法律，且已刪文致歉
為由再上訴，日前二審結
果出爐，宋祖德最終敗訴
，2日法院公開審判結果，
他除了得賠償林心如夫妻

精神損害撫慰金、維權合
理費用，共計20萬人民幣
（約新臺幣90萬），法院
也會選擇壹家全國發行的
報刊，刊登判決主要內容
，費用由宋祖德承擔，比
壹審要求微博公開致歉2天
懲罰更重。

事實上，過去宋祖德
曾爆料王菲、謝霆鋒分
手，還相當得意地聲稱若
不準就要吃屎謝罪，如今
造謠遭判賠，讓不少網
友開心直呼 「正義會遲
到，但是不會缺席」 、 「支
持林心如依法維權。拒
絕造謠誹謗，反對網絡
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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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如影隨心》MV海報雙發
由霍建起執導，陳曉、杜鵑主演

的愛情電影《如影隨心》日前定檔於
4月19日全國上映。3月28日，片
方曝光為電影打造的同名推廣曲MV
和“偷心”版人物海報。深情動聽的
歌曲將電影裏陳曉與杜鵑愛情中恩愛
虐心的情節逐壹呈現，海報上的紮心
臺詞則直指戀愛中男女截然相反的思
維方式，詮釋了兩位主人公之間的愛
恨糾葛。

戳心臺詞揭開“以愛之名”背後
的痛與傷害

電影《如影隨心》發布的同名歌
曲由JC陳泳彤與林家謙演唱。JC的

上壹首作品《說散就散》傳唱率驚
人，告別的傷痛與撕裂感十足；此
次的《如影隨心》則憑借著直戳人心
的旋律，配合影片中兩人在愛情中遇
到的各個階段跌宕起伏，將影片“最
痛錯愛”的情節與內核盡收眼底。

而在“偷心”版人物海報中，陳
曉手拉小提琴，體現自己的音樂家角
色，搭配臺詞：“我瞞妳，是因為我
愛妳”，是戀愛中令觀眾們感同身受
的“以愛之名”句式；在片中飾演設
計師的杜鵑手持緋紅色雨傘，以臺
詞：“妳瞞著我，就像以前妳瞞著
她壹樣”做出回應，顯然對這個看
似“用心良苦”的理由並不買賬，潛

臺詞中也流露出不少情感糾葛。

直面現代愛情中的真實與殘酷
電影《如影隨心》講述了小

提琴家陸松與室內設計師文罌巴
黎邂逅，不打不相識，最後彼此
迷戀，越陷越深，面對不斷而至
的情感難題，兩人糾纏出壹段虐
心的錯愛故事。

影片由導演霍建起執導，《北京
遇上西雅圖》系列導演薛曉路擔任出
品人，為《後來的我們》與《比悲傷
更悲傷的故事》制作歌曲的陳建騏擔
任音樂總監，更有王嘉、馬蘇、華少
、關曉彤等演員共同出演。

《
回
到
過
去
擁
抱
妳
》

上
演
青
春
奇
幻
畢
業
季“敢”性少年肆意青春，動人友情擁抱

今夏。由花明導演，侯明昊、彭昱暢、蓋玥
希、馬可主演的青春奇幻電影《回到過去擁
抱妳》將於6月28日登陸全國影院，今日首
曝“不負青春”版劇照。劇照中，侯明昊、
彭昱暢、蓋玥希所飾演的人物特質初露端倪，
三人間的青春友情更是令人遐想無限。

莽撞少年勾畫率性臉譜
另類青春“殺進”暑期檔
在影片定檔時，侯明昊、彭昱暢、蓋玥

希三位主演首次校服照同框，高顏值及滿滿
的青春感令影迷們期待十足。此次，“不負
青春”版劇照首次曝光，“活力”、“莽
撞”、“勇敢”、“歡樂”等青春關鍵詞，
在三個主要角色上身上都逐壹呈現。侯明昊
飾演的高斯林、彭昱暢飾演的張子揚、蓋玥
希飾演的郭思嘉，每個角色的個性都率真鮮
明，令人對影片中的青春故事充滿期待。

電影主要講述了這三位感情深厚的好朋
友，因為誤解其中壹人選擇離世，為挽回遺
憾另外兩人則想盡辦法回到過去渴望拯救他。
據了解，在決定角色造型之初，制作團隊力
求凸顯學生的青澀感，依托不同的造型細節
塑造出人物性格的差異化。侯明昊幹凈整潔

的發型和著裝是優等生的身
份象征，而彭昱暢的黑色圓
框眼鏡和踩著運動鞋的走路
方式，把他缺乏自信的壹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讓角色在造型的加持下，更加立體鮮活，從
細節處也勾起影迷的校園記憶。目前影片將
在2019年畢業季為觀眾帶來壹段另類的奇
幻青春記憶。

奇幻敘事玩轉時空
“擁抱回憶”引網友共鳴
影片不僅展現了元氣滿滿的青春群像，

其另類的青春故事也令人耳目壹新。導演花
明用穿梭時空的奇幻形式讓片中的三位好友
重新相聚，讓彼此重獲機會和勇氣表達出內
心的真情實感，化解矛盾和誤會。她表示其
實想通過這樣壹種敘事手法，傳達“擁抱回
憶”這個概念，讓青春的友情不留遺憾。

此前，“擁抱回憶”這個概念也在網絡
上引起不少網友的共鳴。導演在社交平臺上
發布“如果回到過去，妳最想做什麼”，而
引起了熱議。網友表示：“想擁抱過去的自
己”“回到過去見逝去的親人”；也有人想
通過回到過去彌補遺憾：“向傷害的人道
歉”“彌補自己的高中遺憾”。

《群演公社》海選復賽舉行
林永健任評委

青島東方影都全國群演大
賽暨《群演公社》項目在北京明
星基地開展了最後壹場大型線下
選拔活動。海選與復賽相繼舉
辦，緊密的賽事安排讓現場比賽
氛圍更為緊張刺激，選手們的演
技角逐大戰壹觸即發。此次選拔
由演員林永健、於莉紅、那威、
白玉以及著名編導鐘越擔任評委
嘉賓。據悉，4月8日、9日、
10日，《群演公社》還將在青
島舉辦青島站復賽以及全國決賽
。 當天還有許多專業院校的大
學生來到現場參賽。有人從冷靜
到癲狂再到自我懷疑，輕松演繹
三重情緒；有人頂著爆炸頭上演
壹出滑稽喜劇……首都師範大學
科德學院傳媒學院院長、著名編
導鐘越表示，“演員可以通過細
節為表演加分，希望同學們能通
過演戲學習做人、學會做事。”

在候場區，白玉、那威、鐘
越三位評委為候選選手上了壹堂
不壹樣的表演課。白玉和那威特
別強調了“第壹句臺詞”的重要
性，“要讓我們三秒鐘愛上妳，
而不是長時間的辛苦戀愛”。除
此之外，評委們也表示，會特別
看重選手的態度和表演狀態。此
次海選現場壹共有300余人報
名，其中77位選手拿到復賽資
格，2位選手拿到了直通卡。

在隔天的復賽中，從海選
脫穎而出的選手們競爭更為激烈。
為了凸顯角色的性格特點，選手
們各盡所能，展現不凡演技。

1106號選手李紫瑩可愛
蘿莉的外表下，卻有著壹副低
沈的嗓音。女團成員出身的她
，還為大家帶來壹段婀娜多姿
的反差古典舞。隨後，評委於
莉紅給出即興命題“在商店逛
街看到東西想買沒帶錢”。李
紫瑩臨場反應十分迅速，將這
段生活細節表演地活靈活現。

38歲的山東煤礦工人1110
號選手李明雲，因為熱愛表演前
來《群演公社》圓夢。她模仿林
永健小品中的經典片段，壹句
“幹嘛呢”逗得林永健哈哈大
笑。喜劇天賦過人的李明雲，更
是在現場動情表示“如果老天能
讓我表演，我寧願瘦50斤”，
該名選手對演戲的喜愛與執著感
動了在場所有人。選拔過程中也
不乏擁有多年表演經驗的演員，
以尋求新的提升機會。演過多部
影視作品的1107號選手摩西，
就特別感謝這個舞臺。在“給減
肥藥打廣告”的即興表演中，他
與林永健壹唱壹和、歡樂互動，
讓緊張的賽事氛圍多了壹絲輕松
愉悅。從俏皮可愛的女團愛豆，
到癡愛表演的中年煤礦工人；從

酒吧調酒師，到鄉村教師，各行
各業的表演愛好者來到這個舞
臺，追求自己的夢想。評委老師
們根據他們的現場演繹，給出了
不同的建議或鼓勵，助力他們早
日成為壹名合格的演員。

在同期舉辦的基層黨組織
生活會上，中廣聯演員委員會
發起成立全國“群演聯盟”。
青島東方影都《群演公社》項
目將成為全國“群演聯盟”的
首個樣板，引領群演行業發展。

會上，《群演公社》項目的
三大評委唐國強、林永健和高亞
麟驚喜同框，對群演行業的現狀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對群演聯
盟的成立給予了肯定。三人更是

現場分享了他們的群演經歷。林
永健表示，33年前用壹句臺詞
，讓當時的導演發現了自己。唐
國強表示，因為自己身高夠高被
抓去當群演，壹句臺詞、三句臺
詞……壹步步成長為演員。高亞
麟也有同樣感受，從群演壹步步
走到現在，就像自己的好友姚晨
、閆妮等，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青島東方影都《群演公社》
全國群演大賽海選已經結束，4
月8日、9日、10日將於青島舉
辦青島站復賽、全國決賽。晉級
的8強選手名單將會在北京電影
節公布，選手導師共同參與的真
人秀節目將於6月在山東衛視和
各大視頻平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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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的合
家歡冒險動畫巨制《神奇樂園歷險
記》正式定檔於4月19日登陸全國各
大院線。片方同時發布了定檔海報及
預告，向觀眾展現了壹個夢幻十足的
神奇樂園世界。

神奇樂園初次亮相
電影《神奇樂園歷險記》講述了

壹個充滿歡樂與冒險的神奇故事。
定檔預告中，神奇遊樂園宛如

壹片童話世界，華麗繽紛，夢幻的

場景，神奇的遊樂設施，還有可愛的
動物們。

壹流制作引期待
同時發布的定檔海報中，以神奇

樂園為背景，小六月和她的動物夥伴
們全員亮相，夥伴中有形象憨厚可掬
的藍色大熊蹦蹦，充滿智慧的猴子花
生，還有疣豬格莉塔、壕豬史蒂夫、
以及海貍兄弟蓋斯和庫柏。整幅海報
背景夢幻繽紛，小夥伴之間溫馨有
愛，充滿歡樂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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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傳奇影業、華納兄弟

影片公司聯合出品的好萊塢真人

電影《大偵探皮卡丘》今日發布

定檔預告及海報，萌到跺腳的大

偵探皮卡丘和男主蒂姆攜手在萊

姆市突破重重困難，揭露真相。

海報中更有寶可夢首次全體高萌

亮相。該影片由瑞安· 雷諾茲配音

出演，將於5月10日與北美同步

上映。

瑞安· 雷諾茲向中國觀眾發來

問候，並正式宣布了電影《大偵

探皮卡丘》國內定檔5月10日。

電影改編自任天堂3DS同名遊戲

，瑞安配音大偵探皮卡丘不僅完

美還原了遊戲設定中的大叔音，

更與皮卡丘的軟萌造型形成反差

，充滿喜感。

電影講述的是大偵探皮卡丘

和男主蒂姆為了揭開蒂姆父親哈

利失蹤背後的隱情，通過層層關

卡，追擊真相。定檔預告片中，

不僅有皮卡丘在探案過程中，為

了保護萊姆市和噴火龍及暴鯉龍

“戰鬥”的場景，更有皮卡丘被

摸下巴壹秒變回小可愛的超可愛

畫面，讓人萌到跺腳。

定檔海報中，電影中出現的

所有寶可夢首次全員集結，皮卡

丘站在中間絕對的C位出道，每

位寶可夢的表情都不盡相同，也

暗示著他們在電影中不同的經歷

。

在皮卡丘和蒂姆尋找關於哈

利失蹤的線索的初期，兩人遇到

了露西（凱瑟琳· 紐頓扮演），壹

個在萊姆市最大的新聞網絡實習

的記者。露西充滿激情，從不放

棄，她還帶來了她自己的夥伴寶

可夢：迷迷糊糊的可達鴨，她們

的加入讓偵探小分隊的冒險之旅

充滿了更多未知的可能。

電影《大偵探皮卡丘》由美

國傳奇影業、華納兄弟影片公司

聯合出品，羅伯· 萊特曼執導，瑞

安· 雷諾茲配音出演，賈斯提斯·

史密斯、凱瑟琳· 紐頓、克裏斯·

吉爾、蘇琪· 沃特豪斯、喬塞特·

西蒙、瑞塔· 奧拉、羅伯· 德蘭尼

等主演，渡邊謙、比爾· 奈伊特別

出演。

真人版皮卡丘萌賤無敵！
"死侍"配音反差萌

豆瓣評分8.4、IMDb2018年度最高

分的懸疑神作《調音師》於今日（4月

3日）全國上映，影片曝光了魔性洗腦

主題曲MV與最新海報！名為“盲目演

奏”的歌曲MV打破以往所有主題曲

MV的套路，影片中的三大主角阿尤斯

曼· 庫拉納、塔布、拉迪卡· 艾普特配合

鋼琴、鼓聲壹齊酷炫亮相，極富節奏感

的歌聲與舞蹈，透露著三位主角在片中

不可捉摸的人物關系。值得壹提的是，

片中飾演主角“盲人鋼琴師”阿卡什的

阿尤斯曼· 庫拉納本就是在印度演歌藝

三棲的實力明星，此次“盲目演奏”主

題曲正是由他本人演唱。

電影《調音師》講述的是壹個假裝

盲人的鋼琴師阿卡什，偶然闖入捉奸現

場並目睹女主人和其情夫清理男主人屍

體，成為謀殺案的唯壹“目擊證人”之

後，所遭遇的種種出其不意的經歷。此

次發布的主題曲“盲目演奏”，歌名與

歌詞完美契合電影劇情。主題曲以壹段

優雅的鋼琴音作為開場，“鋼琴”既是

影片的敘事核心，也是三位主角關系轉

折的重要契機。“盲人鋼琴師”阿卡什

與餐廳老板女兒蘇菲的相遇相知，正是

因為蘇菲傾心於阿卡什彈鋼琴的才華，

而阿卡什與“蛇蠍主婦”西米的相遇相

殺，也正是因為壹場私人鋼琴演奏會。

不僅如此，歌曲中的歌詞也反復和

影片的主題相交呼應，“懷疑束縛了所

有人,真相俘虜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

爭鬥”，暗示著不停變化反轉的人物關

系，是敵是友、是真相或是謊言，《調

音師》中的每個人物，都在自以為得到

的真相中迷失了自我；“盲人也看見鮮

血，他說自己看見了，但沒人聽他講述

”，正是主角阿卡什的自白，也是電影

《調音師》的劇情關鍵。假盲人、真兇

殺，阿卡什在盲與不盲之間猶豫。裝瞎

的阿卡什，像是《狼來了》中的那個小

孩，沒有人相信他說的是真話。《調音

師》的主題曲節奏歡快，MV畫面中出

現的墨鏡、導盲棍、黑白相間的寵物貓

等也都是片中的關鍵性道具，其中“魔

鏡迷宮”如萬花筒般映射出每個人的不

同造型，形成萬千種變化，預示著影片

中變幻無常的人物命運，而鏡子只可見

其形卻無法照其心，在MV最後阿卡什

露出壹抹神秘的微笑，轉身戴著墨鏡與

導盲棍深藏“功與名”消失在暗處，電

影最終展現也正是暗藏在人性背後那深

不見底的無盡黑洞。

與主題曲MV壹同曝光的“捆綁”

版海報也是極有深意，橙色的底色溫暖

陽光，顏色鮮艷，完全契合大家對此前

印度影片的印象。但海報上所呈現的人

物關系，卻與以往正能量主題的印度片

形成巨大反差。海報上的“蛇蠍戲精主

婦”西米與“裝瞎戲精琴師”阿卡什，

兩人背靠背被捆綁於板凳之上，懸疑感

與黑色幽默兼具。他們壹個戴著墨鏡、

壹個被蒙住雙眼，二人目及前方，卻沒

有人能看透兩人的眼神。“眼睛是心靈

的窗戶”，海報上的兩位主角，都選擇

蒙上自己的心靈，選擇“盲目”，似乎

透露著兩個主角都有自己的暗黑壹面。

而兩人是如何落得這番地步？又將如何

破解這捆綁迷局？

電影《調音師》就在各種各樣這樣

的疑問中，不停反轉劇情，調戲觀眾神

經、給觀眾知道驚喜。繼年初眾多大V

安利本片之後，上周日參加超前點映的

觀眾也對本片拍手叫好，有影迷評價說

“《調音師》是我今年（目前）為止看

的最驚喜的電影”。而熱衷燒腦懸疑影

片的觀眾們對片中多達50處的反轉印

象深刻，“暈頭轉向、心跳加速、懷

疑智商、質疑人性”是看完《調音師

》的必得後遺癥，“劇情起起起伏伏

伏伏伏”、“瘋狂反轉，令人嘆為觀

止！！”、“看完心裏直突突”、

“我滴天吶！我的媽呀”，觀眾們的

評論讓人忍不住讀出聲。對於影片意

味深長的結局和全員皆惡的人性主題

，影迷們也表示開始質疑自己“腦容

量不太夠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什麽”、“不知道從哪裏開始

就已經是謊言” ……還有女性觀眾解

讀說“寧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相信

男人這張破嘴”。

50+的反轉情節
這部電影令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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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放到

古代也同样适用。然而，与秦汉的质朴

清纯，魏晋的雅逸秀美，宋代的清新淡

雅不同，唐代审美情趣则以奢靡夸张而

著称。

可以说，唐朝的女性都十分的自信

。她们能当官，有气度，展现的是大唐

的风貌，体现的是一种盛唐的感觉。因

此在妆容方面，她们抛弃了前朝所追求

的纤弱秀美，展现出一种健美之风。

先来看看《都督夫人礼佛图》，它出

自敦煌莫高窟第 130 窟。这幅壁画集中

体现了唐朝女性妆容繁复的特点。从中我

们可以看到倭堕髻、透额罗、贴唇角的笑

靥和花钿，各类细节描绘的淋漓尽致。

翻看唐代诗人元稹的《恨妆成》，

他把唐代女子化妆概括了 7 个步骤，分

别是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化面靥

、贴花钿、描斜红、点口脂。今天我们

就来一起看看。

敷铅粉，相当于现在打粉底。唐代

女子喜欢用很厚的铅粉从额头一直敷到

脖颈，使肤白如雪，以此为美，古称铅

华，“洗尽铅华”就这么来的。

但铅粉毕竟是重金属，长期使用的

话会让皮肤发青、发黄，妙龄少女变黄

脸婆。然而，这不仅吓不跑爱美的女性

，她们还会在铅粉里掺入西域香料，叫

“迎蝶粉”，幻想吸引蝴蝶环绕，像

《还珠格格》的香妃一样。

除了美白，唐代还盛行“抹红”，

即是敷面之后用手晕开胭脂，涂在两颊

。浓的叫“酒晕妆”，淡的是“桃花妆

”，显得气色十分红润。

据说杨贵妃到了夏天，流的汗都是

红色的。但这还不算是最夸张的，王建

在《宫词》中曾描写过这样一个宫女，

卸妆时就跟擦泥一样。洗完之后，盆里

的水像泡了一层厚厚的红色泥浆。

中国古代女子化妆不画眼妆，但很

重视眉妆，他们认为眉是七情之虹，是

一张脸最传神的地方。

早期流行“蛾眉”，又叫“桂叶眉

”。像刘嘉玲扮演的武则天，画的时候

要先将原来的眉毛剃掉，再用笔沾上黛

粉描眉。为了显得不那么呆板，妇女们

还会将边缘的颜色轻轻地向外晕散，叫

“晕眉”，和现在一样非常讲究手法。

唐玄宗时，又开始流行起细长的

“柳眉”。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形容

杨贵妃“芙蓉如面柳如眉”，月牙般细

长的柳眉，能把人衬得温婉又不失大气

，很符合盛唐雍容的审美。

画完眉之后，刚刚没用完的胭脂，还

可以在酒窝处点上两点，像美人痣一样。

梨涡浅笑，尤其有种少女的娇俏感。

这种妆叫做“面靥”，有的俏丽，

“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有的妩

媚，“月分蛾黛破，花合靥朱融”，真

可谓一样妆容百样美丽。

唇边画好了，眉心还要贴花，名叫

“花钿”。花钿多是红色，可以直接描

，也可以用金箔或者鱼鳞片等反光的材

料裁成花型，贴在眉心。

传说以前有位公主在梅树下赏花，

风一吹，一朵梅花正好落在她额头上，

染成了一个梅花印，显得特别的楚楚动

人。人们争相效仿，就成了这种流行的

“梅花妆”了。

连酒窝都画好了，接下来该涂口红了

吧？不，唐代女性擅长将自己的脸当做画

布一样折腾。他们还要在太阳穴的两边，

各画上一个红月牙，名曰“描斜红”。

有个说法是，某宫女夜里伺候皇上

，不小心一头撞上水晶瓶，顿时鲜血迸

流，犹如朝霞消散，愈后留下两道疤。

但皇上反而觉得这样有种特别的美，对

宫女更加怜惜，于是其他人便纷纷效仿

，称之为“晓霞妆”。

折腾半天，终于来到画口红这一重

头戏了。从古至今，女孩子对口红色号

的狂热就没有停止过。虽然不如现在那

样种类繁多，但在唐代，光用来制作口

红的植物就多达 30 多种。最常见的有朱

砂、紫草，再加入蜂蜡，能调试出正红

、粉红、红褐色等不同色号。

另外，唐人崇尚“樱桃小口一点点

”，发明了一套唇妆，像圆形、心形等

。其中最风靡的，要数樱桃形和花朵形

。涂的时候，要先用白色打底覆盖原来

的唇色，再用口红在嘴唇正中，画出喜

欢的唇形。

当最后的点睛之笔完成后，一个粉面

朱唇、黛眉巧目的唐代美女，就出现在我

们面前了。额... ...总觉得哪里不对？没办

法，唐代的美女就是这么放飞自我。

唐代的美女是怎样放飞自我的？

蜀汉后主刘禅（207—271），自东

汉末以来一直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

”——某种弱智或低能儿的象征，这实

在是中国历史上的旷古奇冤之一。

其实，刘备和刘禅可以说都是中

国历史上最工于心计的帝王。前者靠

他的人格和谋略使其亲手创建的蜀汉

帝国在夹缝中生存了40多年；而后者

则靠其雅量与智慧使自己在外部条件

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度过

一生。

说起刘禅的雅量与智慧，不能不

提到他早年的经历。

一段出自南北朝裴松之注引的

《三国志》中的文字记载透露了刘禅早

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那还是在刘备受曹

操、吕布的夹攻，仓皇弃家出逃之时。

时年“数岁”的刘禅“窜匿，随人西入

汉中，为人所卖”。到了建安十六年

（211），关中大乱，扶风人刘括避乱

进入汉中，因系富豪，虽然是避乱，仍

须有奴仆服侍。有人向刘括推荐，说有

一个小童（即刘禅），可堪驱使，刘括

遂将刘禅买去充做书童。一次闲谈时，

刘括觉得刘禅言谈不俗，“知为良家子

，遂养为己子”——把刘禅收为义子，

还给他娶了个媳妇，并生下一子。

214 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得益

州，派其部下简将军入汉中寻找阿斗

。简将军见到刘禅，寒暄过后，刘禅

一一回答了简将军提出的种种问题，

曾做过刘备内侍的简将军终于认定，

面前这个出落得一表人才的青年，就

是当年赵云抱在怀里的阿斗。

这段难忘的与众不同的经历，对

刘禅后来的性格影响肯定深刻。在刘

禅看来，从小到大，他已从经历过的

无数次大灾大难中学会了察言观色和

隐忍，也知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而了解这一点，对于全面深刻地理解

刘禅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具有非常重要

的参考价值。

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年仅17岁

的刘禅继位，开始与诸葛亮这个“相

父”共事。在历史上多有前朝皇帝临

终托付朝中重臣辅助下一任幼君之事

，如公子异人让吕不韦辅助嬴政，顺

治将幼小的玄烨托付给鳌拜等四大辅

臣。而吕不韦跟四大辅臣中的鳌拜拥

兵自重，把持朝政大权，甚至越俎代

庖，视皇帝为无物，结果招来杀身之

祸。诸葛亮做的事情与吕不韦、鳌拜

并无二至，不同的是，他虽然骄狂，

我行我素，但自始至终确无反心，一

心一意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除此之外，青年刘禅也懂得以大

局为重，尽量委曲求全，将诸葛亮当

做父亲一般尊敬。在刘禅看来，既然

诸葛亮没有在刘备去世之初取他而代

之，自做皇帝，而是愿意继续当好

“参谋长”，那么，他这个皇帝宝座

诸葛亮是不会觊觎了！再则诸葛亮满

腹才华，好为人师。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知识的越来越丰富，

诸葛亮好为人师的愿望可以说是越来

越强烈，那何不满足诸葛老师这个可

怜的虚荣心，在他面前扮演一个好后

辈、好学生的角色呢？

纵观刘禅40多年的皇帝史，看起

来几乎是无所作为，或者说是清静无

为，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标新立异

的建树，在生活作风上也基本属于乖

孩子一类。看了这些，可能有人会认

为刘禅之所以清静无为，是因为他没

有能力作为。其实，刘禅是有作为的

，他用将近4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

判断，将蜀汉政权延续了将近半个世

纪，使西南一隅民族矛盾缓和，老百

姓基本上安居乐业。而且他做甩手掌

柜，放手让诸葛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君臣和睦相依相扶10多年（诸葛亮

病逝于公元 234 年）。

263年5月，曹魏大举攻蜀。大敌

当前，刘禅急召群臣商议对策。有人

主张南迁国都；有人主张归附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则力排众议，主张降魏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禅接受

了降魏的建议，派侍中张绍前往魏国

征西将军邓艾军前呈递降表。由于刘

禅“识时务”，因而深受敌方优待。

曹魏大概也是为了借之安抚人心吧，

就在刘禅肉袒出降的当场，邓艾就以

“承制”的身份，代表曹魏王朝宣布

任命刘禅为骠骑将军，发布公文时与

之合署。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自己回去复

命，把后主刘禅留在成都。后来蜀将

钟会、姜维发动兵变，司马昭觉得刘

禅留在成都不大妥当，恐有后患，于

是就派人让刘禅举家东迁。刘禅到了

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

为安乐公，邑一万户，建安乐国，还

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50多人

都封了侯。

后世都称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

”，可是，刘禅真的是傻子吗？一个

“通明智达”的贤主，何以在亡国后

变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实际情况

是刘禅到洛阳之后，发现事情有些微

妙：曹魏帝国封他为安乐公，而曹魏

的实权派人物，刚刚封为晋王的司马

昭对他却外信内疑，怀有戒备之心。

因此，这位人称阿斗的蜀汉后主只得

再寻求自保。

不久，司马昭设宴招待刘禅。席

间特请人演出蜀地技艺，由于司马昭

的暗中布置，有些人假装触景生情，

忍不住暗暗抽泣。坐在司马昭身旁的

刘禅本也哀伤于心，但他一看见司马

昭那阴晴不定的面孔，一下子就提高

了警惕，因而强充笑脸，喜笑自若。

一心以为刘禅是个“阿斗”的司马昭

放下心来，悄悄对他的亲信贾充说：

“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

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耶！”戏

艺终了之时，司马昭戏问刘禅：“颇

思蜀否？”一惊之后，刘禅答道：

“此间乐，不思蜀也！”这句话居然

骗过了司马昭，甚至骗过了与刘禅一

起降魏的蜀汉旧臣郤正。宴会之后，

郤正对刘禅进言说：“主公方才的答

话有些不妥。如果以后司马公再问您

这类话，您应该流着眼泪，难过地说

：‘祖先的坟墓都在蜀地，我怎能不

想念呢？’”

几天以后，疑心仍未完全消除的

司马昭又一次问起刘禅是否想念故国

，按照郤正的指教，刘禅背出了那几

句话，并装作一副悲伤的样子，只是

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司马昭见了，

心中有数（大概早与郤正有过沟通）

，突然说道：“你的话怎么这么像郤

正的腔调？”刘禅假作一惊，睁开眼

，说：“您怎么知道？这正是郤正教

我的！”司马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自此以后，司马昭忙于篡魏，不再

对刘禅生毒害之心。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

不仅自家性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的

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

，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的政策。

所以，他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

己的才能，才可以瞒天过海，养晦自

保。而阴险奸诈、疑心病特别重的司

马昭居然真的被他骗了。周寿昌的

《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

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确实

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271年12月，刘禅在洛阳病逝，终

年64岁。在中国历朝历代亡国之君中，

刘禅的下场恐怕算是最好的。纵观刘禅

一生，多数时间，命运多舛。出生不久

，即被父亲遗弃；小小年纪，被人买来

卖去；当了皇帝，还是活在父辈的阴影

之下；临到最后，当了亡国之君，仍然

要强颜欢笑，整日装傻。

古人云，宁当圣世犬，不为乱世

人。问题是不管乱世圣世，一个人

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困境

和磨难往往更能造就英雄。而就刘

禅而言，了不起的英雄也好，扶不

起的阿斗也罢，中国传统的封建道

德和政治秩序，注定了一个二世君

主刘禅的一生只能是悲剧。

可叹刘禅生于帝王之家，其雅

量和智慧不幸被后人误读，留下的

竟然是一个“乐不思蜀”的笑柄和

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骂名，更

是悲剧中的悲剧。

阿
斗
真
的
﹁
扶
不
起
﹂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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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美国最受欢迎，同时也是游客

最多的地方之一，但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

地区仍然保留着秘密。其中的一个秘密，

便是位于哈瓦苏峡谷底部的印第安人村庄

苏佩。

苏佩是美国最孤立的村庄，居住在村

庄的印第安部落，至少在大峡谷已经生活

了800年。如今虽然距离最近的公路仅13

公里，但没有公路和汽车可以到达村庄。

到达它的唯一方法是乘坐直升机或沿着小

路徒步或骑骡子。 苏佩是美国唯一一个信

件仍然由骡子运输的地方。

这个印第安部落，名叫哈瓦苏佩，在

当地语言里意思是“蓝绿色水域的人”

。这个名字来自哈瓦苏河，该河流流经

大峡谷并穿过苏佩村，并一直流入科罗

拉多河。 哈瓦苏佩部落是美国最小的印

第安民族，总人口只有约600人。在欧洲

人到来之前，这个民族曾经声称拥有着

一个像特拉华州一样大的地区。他们在

峡谷及其周边的广袤的土地种植，哈瓦

苏河的丰富水域让他们能够种植玉米、

南瓜、甜瓜和豆类。在冬天收获粮食后

，他们就搬到了峡谷的边缘，在那里人

们猎杀鹿、羚羊和狩猎，女人们则制作

漂亮的篮子。

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因19世纪初

矿工和牧场主的到来而中断，他们占领了

他们的土地，并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了峡

谷内部的小块地区。新建的圣达菲铁路几

乎摧毁了肥沃的土地。此外，1919年大峡

谷被建立为国家公园，进一步将他们推向

了边缘，他们的土地开始被国家公园管理

局使用。直到1975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

美国司法斗争，政府才恢复了他们祖先的

土地。

今天，哈瓦苏佩部落的人继续种植庄

稼和编织篮子，但他们如今的主要收入来

源是旅游业。每年有超过20000名游客徒步

前往大峡谷深处的这个小村庄。这个村庄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设施来迎合游客，

如咖啡馆、几家综合商店、旅馆和邮局，

从邮局了游客们可以邮寄明信片。该村还

有一所学校和两个小教堂。

美国最后的部落：
在大峡谷生活800年，仍用骡子运输信件

1、等信号： 车比信号走得快，

导航失效，不得不停下车来等信号到

了再开车。这就是发明互联网的美国

的现实世界。进入酒店大堂，有公共

的免费WIFI，但进入房间，就得付

费上网，每天19.9美元，也许还要加

上消费税。

2、停车费： 各地各处的停车费

不一样。如纽约法拉盛，从今年11

月1日起，从原来的二毛五15分钟涨

到五毛15分钟。在法拉盛最高楼，

三小时之内，三元，三小时以上，七

元，四小时以上就八元。在波士登的

喜来登酒店，停一个晚上要五十元。

尽管停车费贵，还得开车，公交不发

达，只能靠开车。

3、打包： 在美国就餐后打包

，还是一种特殊的礼仪。一份炒面吃

不完，还要打包。说是如果放着不打

包走人，店家会觉得不好吃，过来问

你，生出一大堆事儿，一般会打包带

出酒店再扔掉。原来美国人挺“虚伪

”的。

4、红绿灯： 美国的红绿灯是用

一根铁丝挂着的，风一吹来回摇晃，

红绿灯的方向也会被风吹得扭曲。如

果风大司机真的会没了方向。我就感

觉奇怪：美国的电线杆用的是巨大的

原木做的，就是买不起装信号灯的铁

架子？当地有两个说法，一是政府预算

少，装不起像样的红绿灯，二是美国多

飓风，装厚重的红绿灯架子，飓风一吹

，会伤害路人。美国的门，设备，下水

道，窨井盖，微波炉，洗衣机，汽车，

处处都可见厚重，但就是有一样物件是

轻装备，那就是红绿灯。

5、价格：美国的大部分商品在

大部分地区，商品标价不是售卖的最

终价格。标价加上一定比率的消费税

才是实际支付的价格。如纽约是8%

的消费税，波士顿是6%多一点。但

也有免税的州，夏威夷。但总体来说

，美国的物价是比较稳定的，20多年

前，一打鸡蛋卖130美分，打折促销

卖39美分。如今两打鸡蛋卖5.99美元

（好市多），实际上有一美元是中美

贸易摩擦以后涨价的，鸡蛋美国产，

但包装是中国生产的。

6、自助早餐：国内五星酒店一

般都按照入住人数提供免费早餐。美

国酒店网上预订并付款，价格有优惠

，但一般不提供早餐。如果要用早餐

，再另外付钱。每人位10到15元，

加上消费大概

要20元。食物

不见得很多品

种，但其服务

很细致。进餐

厅有领位，安

排座位，坐定

以后还可以点

餐。饮食过程

上水端茶换盆

，不用招呼，

服务员能主动

洞察需求。见

我从茶盒拿出

一小包立顿红

茶，就立即送

上热水与干净

的杯子。用餐

快结束的时候还特地送杯子，并提示

可以把饮料带走。这是我所见到过的

最好的早餐服务。

7、闸机：美国的高速公路与大

桥都有收费，而且也通常是分段收费

，桥，洞，路，都分别收费，但收费

口不会像国内那样拥堵。主要原因是

收费口已经渐渐撤掉闸机，不用停车

收费，实施全自动ETC收费。不过，

目前仍有收现金的收费站，就会有拥

堵情况的出现。在地铁，实施2.75美

元的单一票价，所以只要进地铁刷卡

，出地铁就不需要刷卡。地铁也没有

任何检查。

8、大学：美国的大学是没有可

以关闭的大门的，当然也就没有门房

与围墙。像耶鲁，哈佛，麻省理工这

些大学，甚至就是一个城市，可以叫

做“大学中的城市”。这些大学的“校

园”，其实就是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大学在城市中，城市在大学中，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分。大学的

公共图书馆，教堂等一般都是开放的，

但教学楼则必须刷卡进入。可以说是

“外部开放，内部封闭”。

美国大学看起来很宽松，实则很

紧张压力巨大。每门课都会要求提供

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的报告，用电子版

提交，教授会做“查重检测”，重复

率一般在20%到30%之间，但如果引

用别人而不注明出处，那是不可原谅

的错误，有可能被开除。这是美国大

学的学生底线。

美国大学没有像中国大学那样重

视“实践”，甚至不会组织统一的实

践活动。但教授会根据学生申请提供

个性化的实践机会，面试能否通过，

那是学生自己的事。至于大学老师，

从助理教授开始，进入副教授，再当

教授。一旦到终身副教授或终身教授

就比较稳定。但有一条是明确的，行

政与教师两个系列是分开的，做行政

以后就绝对不做教师。教师做科研，

尤其是文科，似乎都是自己的事儿，

也没有多少科研经费。科研也不是教

师收入的来源。

教师也要接受考评，主要三个方

面，教学，科研，服务。服务就是做

学校的事情。教师的基本底线是不要

冒犯学生。

9、中餐：有人说美国中餐不正

宗，这话只说对一部分。在大部分地

区，尤其是纽约以外的地区，中餐确

实做得比较烂，不是太甜，就是太咸

，或者是已经变种。但在纽约法拉盛

有比较正宗的中餐，而且价格则不算

贵，每人30美元也能吃到很有型很

有味也有格调的中餐。

10、食材：中国人吃热美国人吃

冷，饮食习惯决定了食物结构，对食

材的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人特

别喜欢吃甜食，所以，唐纳滋甜甜圈

店到处可见。但差不多的食材在不同

店铺的价差很大。如大牛角，在好市

多12个装一盒只售5.99美元，但在服

务区，每个售价2.5美元。在鲜食方

面，超市与餐馆的价差也非常大。美

国有名的“蓝蟹”，超市卖5.99美元

一打，但在火锅店，三只同样的蟹，

售价12美元多。一元两只与四元一

只的关系。

美国零售和生活的十点见闻

76%的美国人需要依赖月薪过日子，

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大约22%的美

国人储蓄不足100美元，无法应付任何紧

急需要用钱的情况，另外还有46%的人储

蓄不到800美元。但是，看起来大多数美

国人都过得很舒服。那么问题来了，美国

人是从来不存钱的，那么他们的钱从哪里

来呢？

美国人习惯透支消费，他们的信用卡

使用方式和中国差不多。但是，美国银行

给消费者提供了至少45天的优惠免息期。

就算是过了免息期需要收取利息，利息也

是相当低的。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鼓励

，他们提前刷了信用卡，再用下一个月工

资还利息，进入死循环。

外国人非常喜欢提前消费，提前预知

未来的收益，所以在外国很多时候大家在

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贷款，必须养成

了贷款的习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都是从

银行卡或者信用卡里取出来再去用作消费

的，那对于大家来说这样也是非常的省心

，每个月将工资的一部分用来还卡就可以

了。

在美国人眼里，把钱用掉了才算是自

己的，没用掉就是别人的。所以，美国人

比较懂得享受人生。不过，美国人并不是

不为自己养老幸福做打算，而是比我们考

虑得更多，美国人老了后有三个收入来源

，他们的养老体系比我们更加完善。

在美国，当他们发生意外时，有社会

安全保障；在生病时，有保险；找不到工

作或下岗时，也有失业保险。他们有着完

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好的社会福利。

这么坚实的后盾，让大多美国人都不害怕

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自然也没什么存款

。

美国人老了可以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

。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是能保证你的

基本生活需求，做到衣食无忧，吃喝不愁

。当然这也与美国的高收入与低通胀相对

应的。一般美国家庭在日常的生活开销上

面，一个月也就是几百块美金，所以，基

本养老金保障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是绰绰有

余的。

美国人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的费用

比例也较大。这三部分的花费也比较高，

在美国生活期间，经常看到美国人一下班

就沿着步行道疯跑，一是美国人重视健身

，二是美国人确实看不起病，医疗费超贵

。当然，如果实在看不起病，政府也有相

应的公共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提供救

助。

此外，美国的经济实的强大也带给美

国人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他们相信自己

有“提前消费，享受当下生活”的权利和

能力，所以出现了更为大胆的透支消费行

为，这也间接导致美国人没有钱去存款。

综上所述，美国人提前消费的观念和强大

的经济实力是导致美国人很少存钱的重要

原因。

美国人从来都不爱存钱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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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特惠全旅特惠】】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
美食美食遊遊，，55月月2828日日““買一送一買一送一””

全程中文導遊全程中文導遊，，帶您遊覽海陸空帶您遊覽海陸空
新新““玩意玩意！！((不含國際機票不含國際機票))

7001 Corporate Dr. Ste.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

棟大樓2樓)
【全旅假期】推薦
日本, 越南, 或是菲律賓海

上威尼斯 + 廣東美食遊
5月28日 “買一送一”
全程中文導遊，再額外贈

送日本沖繩岸上觀光項目
深圳啟航廣州離開 10天，

帶您開始海陸空新“玩意”
行程特色：
* 回國探親, 與家人團聚, 帶

家人體驗遊輪度假----北美最
流行的度假方式

* 深圳母港, 投資 800 億打
造, 璀璨堂皇, 無以倫比, 堪稱世
界第一

* Costa 大 西 洋 號 遊 輪:
85619噸豪華遊輪, 號稱"海上威
尼斯"

* 道地美食: 廣東點心午餐,
中山紅燒乳鴿, 荔枝木鵝

日本海上威尼斯廣東美食
遊

遊船日本線暢遊：沖繩(那
霸), 沖繩(宮古島), 沖繩(石垣島)

5 月 28 號抵達“買一送一
”！

內艙房 $499 起；海景房
$599起；陽臺房$699起 (不含機
票)

（本報記者秦鴻鈞）由於德州地處溼熱地帶，地板日漸
成為住家的寵兒，很多上檔次的住房，皆一一把房間換上地
板，不怕冷熱，清理方便。

「敦煌地板」 就在敦煌超市旁，由WILSON余先生主持

，已開設七年，在此之前，余先生在休市地板界已服務十餘
年，累積豐富的經驗，加上做人實在，腳踏實地，做事熱誠
，很多與他合作過的人，都會不斷回來找他，並介紹新客戶
給他，其口碑可見。

「敦煌地板」 專營地板，地毯，磁磚，花崗石…等上百
種款式，包工包料，且價格公道，品質佳，歡迎比較。如其
8MM每呎僅1.99元起，12.3MM每呎2.35元起，12.3MM高
仿真複合地板，每呎2.99元起，實木複合地板，每呎4.99
元起。

「敦煌地板」 與 「敦煌裝修」 是同一家， 「敦煌地板」
除為您更換地板，地毯，磁磚，花崗石外，還兼做與其環境
相關的如內外油漆，衛浴更新。

「敦煌裝修」 更承接商業，住宅工程，地板，瓷磚，地
毯，內外油漆，精細木工，浴室，廚房更新，廚櫃，花崗石
，大理石等工程。價格合理，工細用心，備受好評，歡迎您
家（或公司）有大小工程，跟余先生打一通電話即可。電話
︰832-353-6900，832-877-3777或至 「敦煌地板」 找他面
洽，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B-24C（敦煌超市旁）

圖為敦煌地板內部圖為敦煌地板內部。。 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圖為位於敦煌超市旁的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門面門面。（。（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敦煌裝修敦煌裝修
工細價公道工細價公道 新店新店 新舊屋裝修最在行新舊屋裝修最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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