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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商 家 名 店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1臥方售6.3萬，2臥8.49萬，3臥10.3萬
百利大道好地點獨立建築，最適醫療診所，270萬
Memorial和EnergyCorridor區，Salon & Spa店，17萬
Beaumont餐館20萬
百利失去近小學4509 Holly St. Lot Value 57萬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中國城診所
德州第一診療中心
中國城診所))
以 專 家 匯 診 的 醫 療 模 式 ﹐團 隊 一 起 做 診 療
專 精 : 疼 痛 管 理 ﹑物 理 治 療 ﹑脊 椎 矯 正 ﹑幹 細 胞 治 療 ﹑事 故
工 傷 治 療 ﹑脊 柱 減 壓 ﹑鐳 射 疼 痛 治 療 ﹑減 重 等 ﹒
電 話 832
832-998
998-2416
2416(( 中 文 ) ﹑281
281-208
208-7335
7335(( 英 文 ) ﹒
地 址 : 9440 Bellaire Blvd., #230
#230,,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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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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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由本台特約記者鄭帥帥策劃主持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包括休斯頓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火箭隊，太空人隊，德州人隊等球隊近期比賽回顧。

節目介紹：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 主持人鄭帥帥

播出時間： 1. 掃二維碼(QR code)：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重播時間為3月15日（週五）中午1點。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 主持人鄭帥帥(左)與嘉賓談休斯頓體育比賽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 嘉賓Chris Mouton與嘉賓周乃溟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文華時間》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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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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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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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載Apps收看：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1. 掃二維碼(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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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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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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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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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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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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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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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塞加拉發現壹座第五王朝時期貴族墓葬

埃及文物部發布聲明說，
埃及文物部發布聲明說
， 埃及壹支考古隊在首都開羅以南約 30 公
裏的塞加拉地區發現壹座第五王朝時期的貴族墓葬。考古隊隊長穆罕默
裏的塞加拉地區發現壹座第五王朝時期的貴族墓葬。
德·穆賈希德介紹說
穆賈希德介紹說，
，考古隊通過墓葬前廳西墻的兩個入口找到墓室
考古隊通過墓葬前廳西墻的兩個入口找到墓室，
，
整個墓室幾乎被壹座石棺完全填滿，
整個墓室幾乎被壹座石棺完全填滿
，該石棺已被盜墓者毀壞
該石棺已被盜墓者毀壞，
，但考古人
員還是找到了墓主人胡威的部分遺骸，
員還是找到了墓主人胡威的部分遺骸
，發現了明顯的木乃伊痕跡
發現了明顯的木乃伊痕跡。
。

在蒙娜麗莎畫像前舉杯暢飲
把家搬進盧浮宮

“畢加索與戰爭
畢加索與戰爭”
”特展
在法蘭西軍事博物館亮相

“畢加索與戰爭
畢加索與戰爭”
”特展在法蘭西軍事博物館亮相
特展在法蘭西軍事博物館亮相。
。本次特展主要展
出了畢加索生平創作的眾多和戰爭有關的重要畫作。本次特展由法蘭西
出了畢加索生平創作的眾多和戰爭有關的重要畫作。
軍事博物館與畢加索博物館聯合主辦。
軍事博物館與畢加索博物館聯合主辦
。

大話經濟

布局移動支付 香港接連出招
另壹方面，香港人在信用卡和“八
達通”的使用上已養成成熟的習慣。尤
其是“八達通”，這張誕生於 1997 年的
卡片集交通、餐飲、購物、服務、門禁
等功能於壹體，發行已超過 3500 萬張，
已經覆蓋香港市面逾 1.5 萬家服務商的
2.4 萬個零售場所，幾乎滿足了市民所有
日常消費的支付需求。

近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向3家金融機
構授予香港首批虛擬銀行牌照。業界認
為，虛擬銀行會專攻近年方興未艾的移動
支付，即電子錢包市場，開發各種針對網
購、商戶及個人的移動支付方案。
盡管目前香港人還是習慣用現金和
“八達通”付款，但他們對移動支付的
接受度已有所上升。面對廣闊的發展空
間，香港金管局和運營商們接連出招，
力爭讓移動支付體驗更方便、場景更豐
富，從而更受港人歡迎。

當地移動支付普及指數為53.9（最高為100）
，高於50的分界線。結果還顯示，約三成受
訪市民曾使用過手機支付，其中25歲至34
歲人士對移動支付的接受程度最高；超過九
成受訪零售商戶有提供非現金支付渠道，最
常見的渠道為信用卡簽賬（81%），其次為
手機支付（43%）。該結果反映了移動支付
已在香港日漸成型，普及度不斷提升。
香港移動支付推廣的難點何在？其
壹便是信息安全問題。移動支付需要綁
定銀行卡和獲取用戶資料，讓謹慎的香
港人望而卻步。騰訊金融科技部副總裁
接受度日漸提升
陳起儒表示，從微信香港錢包的運行經
香港生產力局 2018 年公布的“支付 驗來看，香港市民對於隱私、數據的敏
寶（香港）智能支付普及指數”顯示， 感是推行移動支付的難點之壹。

“掃壹掃”隨處可見
“讓手機成為您的錢包”，這是支
付寶香港官網的廣告詞。盡管香港的移
動支付普及度有待提升，但困難沒有讓
香港金管局和移動支付運營商們望而卻
步。相反，他們認為香港是壹片有待開
拓的市場，用戶習慣也可以逐步培養。
前不久，支付寶（香港）用戶已可在
香港專線小巴上使用“易乘碼”（EasyGo
）進行二維碼流動支付。只需“掃壹掃”
，乘客僅花不到壹秒的時間就能完成付費
，輕松坐車。該方案采用雙離線及先乘後
付技術，確保用戶在網絡不穩定或余額不
足的情況下，依然可使用電子錢包繳付
車資。目前，港版支付寶已在香港覆蓋逾
150 萬個人用戶和 2 萬多商戶，深入幾千
輛出租車和30多個街市。

個人數據使用，期待更規範
綜合報導 數據擁有價值，個人信息也是壹種
財產權益。信息價值如何合理體現、正確運用，關
鍵是要建立“誰擁有、誰受益；誰使用、誰付費”
的合理機制
近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了第壹批境
內區塊鏈信息服務備案清單，涉及金融、物流、通
信、農業、教育等行業的 164 家企業。可見管理部
門開始摸底市場主體情況，邁出規範互聯網信息服
務的重要壹步。
讓“區塊鏈”健康發展，對妳我很重要。您可
能有過這樣的經歷：剛剛瀏覽完某個購物網站，就
有電商或社交平臺發來相關的廣告彈窗。這是因為
我們的數據被轉賣給了其他平臺。引入區塊鏈技術
後，存儲的交易信息是公開的，但賬戶身份信息會
被高度加密，只有在數據擁有者授權的情況下才能
訪問到，數據安全性大大提升。
互聯網時代，數據擁有價值，個人信息也是壹

種財產權益。信息價值如何合理體現、正確運用，
關鍵是要建立“誰擁有、誰受益；誰使用、誰付
費”的合理機制。
金融行業消費者的訴求尤其迫切。當前金融行
業與其他行業之間、行業內各個機構之間數據無償
交換、轉讓的現象屢見不鮮。比如，眼下壹些第三
方保險中介交易平臺，已經開始大規模向醫療機構
搜集患者信息，然後出售給保險公司，作為開發長
期壽險、重疾類保險產品的基礎數據。再如，電商
平臺搜集用戶銀行賬戶等信息，作為自己金融業務
板塊的數據來源，或者轉手出售給銀行、小貸公司
等，幫助對方提高精準獲客的能力，並從中獲得巨
大收益。金融數據直接關系個人資產狀況，壹旦被
不法分子利用，後果不堪設想。特別是在信息化程
度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個人信息之間的關聯性更大
，數據泄露或者濫用帶來的危害性更為凸顯，數據
開發和使用規範亟待建立。

不只是支付寶，當下電子錢包在香
港可謂百花齊放。香港生產力局 2018 年
7 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內地兩大支付龍
頭企業支付寶（用戶占 22%）及微信支
付（用戶占 19%）搶占了香港手機支付
領域的大部分市場，其次是 Apple Pay
（用戶占13%）及Payme（用戶占8%）
。截至目前，香港金管局已經發放 16 張
儲值支付工具牌照。
為了方便電子錢包的付款及相互之
間轉賬，香港金管局 2018 年 9 月推出快
速支付系統“轉數快”。用戶無需另外
安裝程序或 APP，只需以手機號碼、電
子郵件地址或“轉數快”識別碼作為收
款人的識別代號，就可以在各自的網上
銀行及電子錢包上進行跨平臺支付或轉
賬，並支持港幣和人民幣兩種貨幣。
無障礙暢行內地
“過去我到內地旅遊，都需要先兌
換好人民幣才行。現在好了，我只要打
開港版支付寶或微信香港錢包，就可以
直接支付了，省時省力。”談及移動支
付在跨境使用方面的便利，在香港從事
金融工作的嘉豪這樣表示。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步伐加快，

對個人數據信息的抓取和使用，的確有助於金
融機構更準確地把握消費者需求，全面識別風險，
設計出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因而有觀
點認為，大數據時代，消費者只要享受了信息互聯
互通的便利，就必須付出信息讓渡的代價，這是壹
種公平交易。這壹觀點實際上忽視了信息的價值，
忽略了信息的所有權。首先這種交易是不透明的，
消費者在接受服務時提供個人信息，只是基於當下
場景的金融服務所需，與商業機構之間並沒有就個
人信息的開發利用達成契約。其次這種交易也是不
公平的，消費者個人信息被卷入“商業鏈”後，信
息的去向、範圍和被開發使用的深度往往是不可控
的，與消費者從商業機構直接獲取的便利相比，也
是不等價的。事實上，在壹些個人信用信息制度完
備的國家，商業機構獲取個人信息時，已需要付費
給消費者。比如，日本 EverySense 公司研發的壹
款手機應用程序，用戶下載程序後可以提前設置願
意出售的傳感數據，比如位置、加速度、步數、氣
溫等，所有註冊用戶都會收到數據購買公司提供的
“菜單”，裏面詳細記錄著各種交易項目和條件，
消費者提供 3 個月的個人位置數據，可以獲得 500
日元。

許多香港人越來越多地來往於大灣區的
內地城市和香港。為了讓香港用戶感受
到更多移動支付的便利，部分運營商不
只思考將支付手段接入香港本地的應用場
景和店家，更是努力和內地平臺、商家對
接，讓跨境支付變得越來越便捷。
例如從去年10月1日開始，騰訊、騰
訊金融科技公司聯合銀聯，通過“微信香
港錢包”，為香港用戶在內地消費提供跨
境移動支付服務。香港居民來內地消費的
時候，只需打開“微信香港錢包”，便可
像內地居民壹樣通過掃描二維碼進行支
付，微信錢包自動將所付人民幣金額轉換
為港幣，在用戶錢包余額或是事先綁定的
銀行卡賬戶中扣除相應金額。12306 鐵
路 售 票 、 滴 滴 出 行 、 美 團 、大眾點評
……對於香港用戶來說，他們只需花港幣
，就把在內地的衣食住行解決了。
自 3 月起，支付寶(香港)業務從香港
拓展至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覆蓋飲
食、旅遊、醫療、交通等多方面，數十
萬大灣區內地商鋪接受用戶使用支付寶
（香港）支付。中國銀聯也在港澳地區
推出雲閃付 APP 港澳持卡人服務，以滿
足港澳居民在內地的跨境旅行中快捷使
用移動支付服務。

當前除了金融業，很多行業都在利用大數據實
現轉型。我國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等行業已經走在
世界前列，如果不能盡早補上消費者個人信息交易
的短板，數字經濟的根基就不牢靠，這些領先行業
優勢就可能喪失。加大對個人信息商業化的規範力
度，強化對消費者的保護，用信息科技手段科學管
理和規範個人信息交易市場已是迫在眉睫。
當務之急是盡快從法律層面明確對數據財產權
益的保護。此前有法律條文規定，網絡運營者應公
示信息收集的目的，采用時須經用戶同意。應將這
壹點擴展到所有涉及個人信息的領域，特別是“互
聯網+”行業。用戶提供個人信息時，可以嘗試與
機構、平臺簽署協議，規範個人信息的收集方式、
範圍等：哪些數據收集後可以匿名化脫敏處理，但
不能核查原始數據；哪些數據不能有商業用途。只
要數據產品是商家用於向消費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而不是用來交易牟利，就不妨認定免費使用。否則
，需要向消費者說明交易對象和付費標準。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只有推行對消費者個人
數據的有償搜集和使用，才能讓每壹個使用環節的
經營主體都把消費者信息當回事，避免泄露消費者
個人信息的事情發生。

■責任編輯：郭愉薇
神
育州
新大
聞地■責任編輯：李岐山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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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孝女披婚紗
七孝女披婚
紗
簽約兩年免
“跳船
跳船”
”
港足新帥
扮亡母還父願
%



近日，一

段 “7 個 ‘ 女

兒’身着婚紗

陪父親過結婚紀念日”的

短視頻在網上刷屏。視頻

裡，7 名身穿潔白婚紗的

麥柏倫：以特性擬戰術 助球員發揮所長
年輕女子，同時向一名老
人伸出手，老人挨個撫摸
着她們的臉龐，看到她們

會。
倫（右二）出席記者會。
■麥柏倫（
攝
永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

跪下的那一刻，老人眼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前芬蘭國家

紀念雙親結婚43
紀念雙親結婚
43周年
周年 視頻讓無數網友落淚

隊主帥麥柏倫
9 日履新，接掌因加利韋特離開而
止不住流下……
懸空 4 個月的港隊帥印。足總主席梁孔德透露，
■《揚子晚報》

■父親與女兒們拍
視頻。
視頻
。 視頻截圖

董事會已同意跟麥柏倫簽約兩年，並不設試用

這

期，相信可以避免加利韋特“跳船”的鬧劇重
段視頻也讓無數網友淚目。很多網 點擊量已經達到了 740 萬次，收到了 1.2 紗走過，王秀華嘀咕了一句，“這輩子都
沒穿過婚紗，我能不能也穿一次婚紗拍張
演。 友留言稱這是 2019 年開年來“最 萬條網友留言。
感動的瞬間”。記者來到江蘇省徐州市
照片？”高宗良順嘴說了一句，“那有什
母親想穿婚紗 拍照留念
■7個“女
邳州市區，聯繫到短片的主人公——67
麼不行的，等到結婚紀念日，讓女兒帶着
位港足新帥原名 Mixu Paatelainen，不過足總 9 日向傳
兒”與父親拉
歲的父親高宗良以及視頻拍攝者四女兒
“7個人中，有5人是女兒”，高焱告 我們拍。”
媒發放的新聞稿，官方譯名卻將其姓氏（Paatelain手。視頻截圖
en）及名字（Mixu）倒轉，今後他將以名為姓，以姓為
高焱。記者了解到，7 名“女兒”不僅穿 訴記者，當天她要負責拍攝，就由老大的
老伴的一句話讓高宗良記在了心
名，改叫“麥柏倫”。
婚紗陪伴父親過結婚紀念日，還瞞着父親 女兒替她穿上了婚紗，另一人則是最小的 裡，他還特意跟女婿們聊起了此事，傳到
2 月剛踏入 52 歲的麥柏倫是紅褲子出身，球員生涯曾効
“眾籌”購買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
弟弟的妻子。“二姐在9歲時，因病離開人 了女兒們耳中。當時，她們就定下了計
力登地聯、鴨巴甸、保頓、狼隊及喜伯年等英倫三島球會。
房，作為今後長久陪伴老人的住所。
世。從此以後，我們家裡就一直保留着她 劃，在今年 2 月 13 日父母結婚 43 周年紀
司職前鋒的他為芬蘭國家隊上陣 70 場，取得 18 個入球。他
這段短視頻最早發在了四女兒高焱
的位置。”高焱說，弟媳自從嫁入了高家 念日，要帶着老兩口拍婚紗照。
2005年退役後向教練生涯發展，並曾執教喜伯年、基爾馬諾
的某社交軟件賬號上。視頻中，7名年輕
後，家人們都把她當成了高家的女兒看
克、登地聯及泰國球會 Ubon Umt United。於 2011
至 15 年
患癌突然病逝 計劃破碎
接掌芬蘭國家隊教鞭，去年則為拉脫維亞國家隊主帥。
女子身穿潔白的婚紗，一字排開，面對着 待，“二姐雖然走了，但是弟媳的加入，
首次來港的他周一已抵埗，9 日穿上西裝出席記者會。
一名老人。她們同時向老人伸出了右手，
然而，這個計劃在2018年10月被擊
我們姐妹7人仍然是完整的”。
他在席上回答傳媒提問時表示：“我有看過港隊一些比賽片
老人挨個拉起她們的手，依次撫摸她們的
老四高焱策劃了這段短視頻的拍 碎了。一天，王秀華幹完農活後，突然感
麥柏倫 Mixu Paatelainen
段，球員表現很正面，我的工作就是讓球員發揮所長，亦會
面頰。隨後，7名年輕女子同時向老人跪 攝，她表示，這本該是一次慶祝父母結 覺腹痛，到醫院一檢查，竟然是腸癌晚
在年輕球員及經驗球員之間取得平衡。”他又表示，會以球
出生日期：1967年2月3日
下磕頭，此時，老人臉上已掛滿了淚水。 婚 43 周年的“大團圓”。高焱簡單介紹 ■
期，她只在重症監護室住了不到
24 小
今年春節期間，老四高焱將姐妹召
麥柏倫（
麥柏倫
（左）從梁孔德手上接過港足隊服
從梁孔德手上接過港足隊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
員特性來擬定戰術，自己上任並不代表港隊會改踢歐陸式踢
出生地：芬蘭赫爾辛基
了家裡的情況，老人名叫高宗良，家裡 時，就被宣佈搶救無效去世。整個家庭都 集起來，提出了一起穿婚紗陪父親過結婚
法。
故事感動人心 留言逾萬
原本有 7 個女兒、1 個小兒子，二女兒年 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一向硬朗的高宗良陷 紀念日的想法，“這是為了完成母親的遺
■7 個“女兒
女兒”
”同時
身高：1米83
逾百人應徵 不設試用期
親磕頭。
親磕頭
。
視頻
根據視頻描述，2月13日原是老人和 幼就去世了。
入了長久的痛苦中。
願”。
足總去年聘請加利韋特期間，曾被時任董事的梁芷珊指
曾効力球會
妻子結婚43周年紀念日，但是妻子在4個
高焱說，小時候，她家經濟條件不
為了開導父親，使父親從痛苦中解脫
四女兒高焱表示，自小母親就跟女
責程序出錯，後來梁芷珊更憤而辭職。足總主席梁孔德強調
前東方主帥陳婉婷（牛 東方主教練，季內率隊衞冕
老七一家陪着父親居住。
月前突然患上重病離開了這個世界。隨 好，父母就是守着幾畝地，靠打零工將孩 出來，家在南京的大女兒先是將父親接到 兒特別親近，母親性格溫和開朗，女兒的
（球員時期）
登地聯、鴨巴甸、
今次絕對依足程序：“這次全球招聘有超過 100 人應徵，麥
丸）9 日在 facebook 宣佈出任 銀 牌 及 奪 港 超 聯 冠 軍 ， 成 為
7個姐妹拍完婚紗照後，又商
南京，陪伴了50多天。父親回到邳州後，
後，老人陷入了長久的痛苦中。為了勸慰
子們拉扯大。隨着姐弟7人陸續成家，家
心事都願意說給母親聽。
保頓、狼隊及喜伯年等
柏倫面試時很有誠意，表示很願意與球會溝通合作，因而獲
中國國家女足 U16 助教，她同 首 位 帶 領 男 隊 奪 取 當 地 頂 級
年的計劃。母親在世時，雖然經常
老父親，6個女兒經過商量，想到了這麼
庭經濟條件越來越好。
其餘幾個女兒輪流到家中陪伴。可是她們
是女兒們的一次次“驚喜”，慢慢融化
得我們青睞。”行政總裁溫達倫則表示：“麥柏倫擁有多年
時還貼出一張身穿國家隊訓練 聯 賽 冠 軍 的 女 教 練 ， 並 因 此
（教練時期）喜伯年、基爾馬諾
一個主意：集體穿白色婚紗，在父母結婚
去年年初，高宗良和老伴王秀華在
執教球會及國家隊經驗，我很高興看到他出任港隊主教練一
服的自拍照，拍攝地為國足香 發現，父親仍然意志消沉，時常獨自流
於 2016 年留名健力士世界紀
了高宗良長久的悲傷情緒。自從妻子離世 居住地南京短住，但是姐妹們一直
克、登地聯及泰國球會 Ubon
職。”
河訓練基地。
錄大全；同年年底，再當選
會帶着老兩口到更遠的地方旅遊。
紀念日這天，出現在父親面前，給父親一 田裡幹農活，村裡有人娶親，新娘穿着婚
淚。
後，他才知道了女兒們的一個秘密。原來，
Umt United等
前任港足主帥加利韋特上任不足 3 個月便請辭，並立即
陳婉婷在 fb 寫到：“九年 亞 洲 足 協 本 年 度 最 佳 女 教
個寬慰。同時，母親在世時，曾經提及想
早在2017年，7個“女兒”（6個女兒和1個 她們決定整個家庭都空出時間，帶
轉投日乙球會東京綠茵，令港隊帥位懸空至今。為免鬧劇重
前在這裡開始我在 AFC 的第一 練 ； 今 季 再 度 出 任 東 方 主
國家隊生涯
到夢想的目的地北京來一次全家遊
跟年輕人一樣穿起婚紗，拍攝一張結婚紀
兒媳）就瞞着他，採取了幾家“眾籌”的方
演，梁孔德稱：“我們已跟麥柏倫簽約兩年，由今天開始計
個教練班，想不到今天回到最 帥，惟於今年 2 月辭職。
年開始，全家出遊也將變成家庭的
念照，她們此舉也是希望完成母親的遺
式，為他和老伴購買了邳州市區黃金地段一
（球員時期）
芬蘭國家隊上陣 70
算，今次不會再設試用期，雖然政府的資助計劃尚餘一年便
初的起點，竟是教練路上新的
國家女足 U16 主教練是現
目。
願。
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兩年時間裡，女
場等入18球
結束，但董事局已同意足總會承擔合約期內薪金，不過我們
一頁。來到北京，展開國家女 年 55 歲、來自荷蘭的雷拿斯，
“我們都已經計劃好了，不會
這段短視頻傳上網後，戳中了無數網
兒們偷偷地完成了裝修，只等着將老兩口接
很有信心可以繼續獲得政府撥款。”
足 U16 國家隊助教的新旅程。 “牛丸”到埗後，將與前國家
（教練時期）芬蘭國家隊及拉脫
麥柏倫上任後，只有不足半年時間便要應付 9 月的世界
我 想 ， 道 路 對 了 ， 就 不 怕 遙 女足名宿孫雯一起共同輔佐這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母親雖然離開
友的淚點，並被網友大量轉發，很多網友
到新房裡。
維亞國家隊
盃外圍賽，賽前足總只在
6 月 12 日安排一場對中國台北的熱
遠。”
位前荷蘭女足主帥。
■陳婉婷在 facebook
宣佈出任國家女
是7個‘女兒’將長久陪伴父親”。
說“看哭了”。有網友留言稱：“這是今
老四高焱告訴記者，為父親買的新
身賽，之後便是年底在韓國釜山舉行的東亞錦標賽決賽周。
“ 牛 丸 ” 於 2015 年 出 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足U16助教。
如今，每天晚上，7個“女兒
年最感動我的畫面，7個女子就像七仙女
房特意準備了2個客房，姐妹們商定，由
一樣，訴說着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各家輪流在新房裡常住。自從母親去世 流來到新房為父親做一頓晚飯，
■爸爸和
爸爸和6
6 個女兒
個女兒。
。 視頻截圖
在高焱的社交賬號下，這段短視頻
後，她們就將父親接到了市區，目前，由 樓下的公園散步。

這

陳婉婷出任國家女足 U16 助教

兩網球精英獲資助出外參賽

香港網球總會與盈豐青少年
運動員基金會攜手推出一項名為
“EFG HKTA Tour Team” 的
新計劃，資助年輕的體育精英，
為本地有潛質的青少年網球運動
員提供實際的財務支持。計劃的
首兩位受惠者為重點網球運動員
張瑋桓和王康怡。
首 屆 “EFG HKTA Tour
Team”計劃的總資助金額最高達
300 萬港元（配對贊助），主要用
於承擔網球手出外參賽時的支
出，如聘用隨行護理治療師、教
練等費用及相關交通費用。

張瑋桓於 2018 年 6 月成為全
職球員，她創下連續四奪全美大
學體育協會網球項目第三組別的
女單冠軍，並連續四年保持年終
排名第一位。
而王康怡則於剛過去的 2018
年捧走其網球生涯首座國際網球
協會 G1 級別女單冠軍獎座，青少
年世界排名迅即攀升至第 23 位。
2019 年伊始，王更首度直接出戰
澳州網球公開賽青少年錦標賽的
主賽圈賽事，最後殺入單打 16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東方前鋒
林萬進突至
籃下。
東方圖片

東方淘汰福建續保爭標希望

■王康怡（左二）與張瑋桓（左三）成為“EFG HKTA Tour Team”計劃的首批受惠者。

中國隊出征世乒賽 力保三冠
中 國
乒乓球隊
全體隊員
（國乒）8
日深夜從
北 京 出
發，正式踏上布達佩斯世乒賽征程。中國乒協主
席劉國梁表示，國乒此番將力爭男女單打與混雙
三個單項冠軍，日本天才選手張本智和以及伊藤
美誠將是中國隊的最大威脅。
2019 年世乒賽單項賽將於 4 月 21 日到 28 日在
布達佩斯舉行，國乒派出全部主力出征。按照計
劃，國乒將在奧地利進行為期一周的適應訓練，
隨後開赴首都布達佩斯參戰世乒賽。
本次世乒賽將進行 5 個單項的角逐，這是明

長話短說

年東京奧運會之前最重要的單項世界大賽，包括
國乒在內的強隊紛紛派出最強陣容出戰。由於東
京奧運會新增混雙項目，國乒派出許昕/劉詩雯以
及樊振東/丁寧參賽。對於本屆世乒賽的目標，劉
國梁直言不諱：“對於男單、女單、混雙這三個
奧運項目的金牌，我們志在必得！”但“雙打方
面，我們會以鍛煉年輕隊員為主。”
在劉國梁看來，日本隊將是國乒強大的對
手，其中張本智和與伊藤美誠更會是中國隊在東
京奧運的最大挑戰。“張本和伊藤兩個人給我們
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不僅是因為他們的球，而是
來自他們內心深處強烈的求勝慾望。”劉國梁坦
言，希望中國隊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擺正位置
去拚對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劉國梁上月為取得直通世乒賽資格的球手頒獎。
資料圖片

香港銀牌籃球賽9日晚在修頓室內場完成兩場男子
高級組賽事。頭場為負方出線權爭奪戰，最終東方龍獅
以94：66淘汰標準福建，繼續保持爭標希望。該場比
賽，東方的陳翊麟奪得全場最高的29分，福建得分最
高球員為梁嘉顯25分。至於尾場勝方賽事，南華則以
83：69將滿貫打落負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三名中國女籃球員衝擊WNBA
2019年WNBA選秀大
會 將 於 北 京 時 間 11 日 進
行。據中國女籃主帥許利
民透露，19 歲國青小將韓
旭（見圖）、八一隊鋒線
球員李夢以及廣東隊後衛
楊力維均會向 WNBA 發起
衝擊。包括 ESPN、美聯
社在內的多家美國專業媒
體預測，韓旭的最高預測
順位為首輪第 9 位被康涅
狄格太陽隊選中，而 ESPN 則預測韓旭在次輪 17
順位被達拉斯飛翼選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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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城市新建房屋 德州兩城領跑
（本報訊）根據地產網站
realtor.com 的 最 新 報 告 ， 在
2019 年全美各大城市新建房
屋的數量排行榜上，達拉斯和
休斯頓分別位居首位和第二名
。
受到市場房屋庫存短缺的
影響，美國地產市場目前正處
於十年來房屋可居住指標最低
的時期，今年二月份，根據美
國人口統計調查，近 10%的
去年開建的新屋到目前尚未完
成，因此，新屋數量的增長滯
緩無疑對市場來講，可謂加劇
房市緊缺。
儘管全美地產開發速度落
後，但是在全美的一些大都市
，仍不乏快速增長的亮點，根
據 根 據 地 產 網 站 realtor.com
的統計，一些需求旺盛的城市
和地區去年的新增房屋數量依
然顯著。

全美建商協會首席經濟學
家 Robert Dietz 表示，新增房
屋是一個城市經濟健康發展的
關鍵，目前新建房屋市場主要
集中在南部和西南部，原因是
當地建築勞工和建築成本較低
，以及較為寬鬆的建房規定。
雖然受到目前人工成本，
建築材料以及土地成本等因素
的影響，新建房屋的價格通常
要超出現有房屋的 26%，但
是不斷推向市場的房源為購房
者提供到了更多的選擇，使市
場保持良性的循環，市場的房
源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價格合理
的可供住房，由此又為該地區
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創業者入駐
。
以下是 2019 年房屋增幅居前
的美國城市。
1. 達拉斯, TX
房屋中間價: $335,700

批准開工房屋數量: 63,421
一年開工數量變化: 2.8%
2. 休斯頓
房屋中間價: $310,100
批准開工房屋數量: 57,021
一年開工數量變化: 33.6%
3. 紐約, NY
房屋中間價: $525,100
批准開工房屋數量: 48,384
一年開工數量變化: -3%
4. 亞特蘭大, GA
房屋中間價: $313,300
批准開工房屋數量: 39,132
一年開工數量變化: 19%
5. 鳳凰城, AZ
房屋中間價: $337,500
批准開工房屋數量: 31,343
一年開工數量變化: 5.7%

急劇上升 3月美墨邊界抓超過10萬人
（綜合報導）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今天表示，3 月從墨西哥無證入美並遭逮捕的
移民人數驟升至 10.3 萬多人，且抵美的移民家庭數量同樣上升。
移民人數從冬季每月平均約 6 萬人急劇上升，凸顯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各項措施成效不彰，無
法阻止移民成羣結隊逃離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的貧困與暴力。
這項數據公佈之前，川普大刀闊斧對負責管轄邊界政策、規範 CBP 等機構的國土安全部
（DHS）進行人事改組。
本月 7 日，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KirstjenNielsen）同意辭職。據說她因與川普就打擊移民
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而‘被辭職’，許多她的下屬也跟著丟官。
上個月共 10 萬 3492 名移民遭捕或被歸為不得入境，其中 5 萬 7271 人與家人成羣同行，
9348 人是無人陪伴的兒童。
2 月逮捕總數則達 7 萬 6535 人，其中 4 萬 741 人攜家帶眷，有 7254 名兒童獨自踏上旅程。
據報，川普對居高不下的移民人數極為不滿，但尼爾森堅稱，在美國法律約束下，她在遏
止移民上沒有太多施展空間。
川普昨天稍早告訴記者：‘有必要修正庇護這方面的情況。這太扯了，一大堆人跑來尋求
庇護，他們把律師交給他們的東西照本宣科讀一遍竟就可以獲得庇護。有些人你根本不會希望
在我們國家之中。

地 ■責任編輯：郭愉薇
神樂州新大
香江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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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惠英紅曾揚言有
33 點收視，會在鬧市笠
陪父親過結婚紀念日”的
絲襪扮安全套影相
短視頻在網上刷屏。視頻

“快閃”，現在有望

達成，但她將到北京

年輕女子，同時向一名老

試造型，也會守諾在當

人伸出手，老人挨個撫摸
地“快閃”影相給大

惠 北京
英 鬧市
紅 笠絲襪

家看，她更號召
着她們的臉龐，看到她們
劇中一眾男演
跪下的那一刻，老人眼淚

止不住流下……

員行“股
惑 ”

■《揚子晚報》

■惠英紅或
會在北京笠絲襪
影相給大家
看。

號
召
男
演
員

兒 年至今黃金時段劇集首集收視
’身着婚紗
點，更成為 2018

行“
股
惑
”

■《鐵探》成為 2018 年至今黃金時段
劇集首集收視冠軍。

蔡思貝、楊明及許紹雄等
9 日為無綫劇集《鐵探》
%
段
“7
個
‘
女

宣傳，其間公佈首集錄得 7 天跨平台總收視 29.5

裡，7 名身穿潔白婚紗的

Thursday, April 11, 2019

七孝女披婚紗
七孝女披婚紗
扮亡母還父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惠英紅、袁偉豪、

近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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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愉薇

紀念雙親結婚43
紀念雙親結婚
43周年
周年 視頻讓無數網友落淚

這段視頻也讓無數網友淚目。很多網
友留言稱這是 2019 年開年來“最
感動的瞬間”。記者來到江蘇省徐州市

點擊量已經達到了 740 萬次，收到了 1.2
萬條網友留言。

守
諾
倘
收
視
報
捷

■女演員身貼身
邳州市區，聯繫到短片的主人公——67
夾爆氣球。

。

母親想穿婚紗 拍照留念

■父親與女兒們拍
視頻。
視頻
。 視頻截圖

比 《BB 來了
來了》
》 稍勝
稍勝，
， 蔡思貝
則開心整齣劇和演員均有正面回應 ，
則開心整齣劇和演員均有正面回應，
紗走過，王秀華嘀咕了一句，“這輩子都
即使自己只出了兩集戲，
即使自己只出了兩集戲
， 同樣獲得正面評
價：“
：“其中有個留言令我好感動
其中有個留言令我好感動，
，對方說之前
沒穿過婚紗，我能不能也穿一次婚紗拍張
罵我很對不起，
罵我很對不起
，
努力是有人會看到的，
努力是有人會看到的
，這番話我
照片？”高宗良順嘴說了一句，“那有什
好感動，
好感動
，我不知對方是誰
我不知對方是誰，
，但會是種動力令自己要做
麼不行的，等到結婚紀念日，讓女兒帶着
數
得更好！”
得更好
！”是否能為過去平反了
是否能為過去平反了？
？思貝說
思貝說：“
：“未必說到
未必說到
我們拍。”
要平反，
要平反
，我會向自己目標去做
我會向自己目標去做，
，就是每個劇都希望進步
就是每個劇都希望進步！”
！”

■7個“女
兒”與父親拉
手。視頻截圖

歲的父親高宗良以及視頻拍攝者四女兒
“7個人中，有5人是女兒”，高焱告
高焱。記者了解到，7 名“女兒”不僅穿 訴記者，當天她要負責拍攝，就由老大的
老伴的一句話讓高宗良記在了心
眾演員開香檳慶祝
袁偉豪坦言因負評不舒服
婚紗陪伴父親過結婚紀念日，還瞞着父親 女兒替她穿上了婚紗，另一人則是最小的 裡，他還特意跟女婿們聊起了此事，傳到
外，亦大玩遊戲
亦大玩遊戲，
，
問袁偉豪又是否需要平反，
問袁偉豪又是否需要平反
，因日前他與粉絲合照
因日前他與粉絲合照，
，卻被粉
“眾籌”購買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 弟弟的妻子。“二姐在9歲時，因病離開人
了女兒們耳中。當時，她們就定下了計
幾位鐵探單手做掌上壓，
幾位鐵探單手做掌上壓
， 女演
絲負評指他拍照後隨即變臉，
絲負評指他拍照後隨即變臉
，他則回應粉絲與他素不相識
他則回應粉絲與他素不相識，
，不
房，作為今後長久陪伴老人的住所。
世。從此以後，我們家裡就一直保留着她
劃，在今年 2 月 13 日父母結婚 43 周年紀
員則身貼身夾爆氣球，
員則身貼身夾爆氣球
，多位奸角齊
該批評其人格。
該批評其人格
。袁偉豪回應說
袁偉豪回應說：“
：“要講的也講了
要講的也講了，
，平時我不工
展示奸樣。
展示奸樣
。
這段短視頻最早發在了四女兒高焱 的位置。”高焱說，弟媳自從嫁入了高家
念日，要帶着老兩口拍婚紗照。
作也很低調，
作也很低調
，當日情況其實也不太記得清楚
當日情況其實也不太記得清楚，
，應是影完合照
應是影完合照，
，
十年沒拍劇的惠英紅聞得劇集有好收
的某社交軟件賬號上。視頻中，7名年輕 後，家人們都把她當成了高家的女兒看
我好快收起了笑容，
我好快收起了笑容
，可能當日太累
可能當日太累，
，加上環境開始混亂
加上環境開始混亂，
，影完
視表示心情激動，
視表示心情激動
， 之前曾揚言有 33 點收 患癌突然病逝 計劃破碎
女子身穿潔白的婚紗，一字排開，面對着 待，“二姐雖然走了，但是弟媳的加入，
就離開，
就離開
，但對方不認識我
但對方不認識我，
，而且之前都有不認識我的人去斷
視，會在鬧市笠絲襪扮安全套影相
會在鬧市笠絲襪扮安全套影相“
“快閃
快閃”，
”，她指進入第二周
她指進入第二周
定我的人格，
定我的人格
，其實這也沒大不了
其實這也沒大不了！”
！”他指這事情最後是該粉
他指這事情最後是該粉
一名老人。她們同時向老人伸出了右手，
然而，這個計劃在2018年10月被擊
我們姐妹7人仍然是完整的”。
收視應該會更高，
收視應該會更高
，但她今日要為新劇到北京試造型
但她今日要為新劇到北京試造型，
，她會留意
絲聽到他的回覆，
絲聽到他的回覆
，9 日私訊他留言說已明白他的出發點
日私訊他留言說已明白他的出發點，
，並着
老人挨個拉起她們的手，依次撫摸她們的
碎了。一天，王秀華幹完農活後，突然感
老四高焱策劃了這段短視頻的拍
收視報捷，
收視報捷
，她即守諾在當地
她即守諾在當地“
“快閃
快閃”
”影相給大家看
影相給大家看。
。不過紅姐
他繼續努力給予支持。
他繼續努力給予支持
。袁偉豪坦言自己的 EQ 也時有高低
也時有高低，
，
指劇集真有 33
點收視，
點收視
，會號召劇中一眾男演員行
會號召劇中一眾男演員行“
“股惑
股惑”，
”，她
她
面頰。隨後，7名年輕女子同時向老人跪
攝，她表示，這本該是一次慶祝父母結
覺腹痛，到醫院一檢查，竟然是腸癌晚
心情不好的時候見到負評的確內心很不舒服：“
心情不好的時候見到負評的確內心很不舒服
：“有人會說我
有人會說我
帶笑說：“
帶笑說
：“有嫩股
有嫩股、
、有老股
有老股、
、亦有穩陣股
亦有穩陣股，
，我就負責點評
我就負責點評，
，
看
下磕頭，此時，老人臉上已掛滿了淚水。
婚 43 周年的“大團圓”。高焱簡單介紹
期，她只在重症監護室住了不到
24 小，但我都是為工作
今年春節期間，老四高焱將姐妹召
■
林宥嘉幾
不懂演戲，
不懂演戲
，在《鐵探
鐵探》
》中最不喜歡我
中最不喜歡我，
但我都是為工作，
，爸
哪隻股夠韌力！”
哪隻股夠韌力
！”
了家裡的情況，老人名叫高宗良，家裡 時，就被宣佈搶救無效去世。整個家庭都
乎全以廣東
集起來，提出了一起穿婚紗陪父親過結婚
爸過身第三日我已經開工，
爸過身第三日我已經開工
，如果這一撮人不喜歡我大可以不
袁偉豪也
故事感動人心
留言逾萬
話對談。
話對談
。
看，我工作最重要有家人和觀眾支持
我工作最重要有家人和觀眾支持，
，紀念日的想法，“這是為了完成母親的遺
我仍然會繼續這樣
原本有 7 個女兒、1 個小兒子，二女兒年
難以接受這個事實，一向硬朗的高宗良陷
■7 個“女兒
女兒”
”同
很開心收
生活下去！”
生活下去
！”
親磕頭。
親磕頭
。
視
根據視頻描述，2月13日原是老人和 幼就去世了。
入了長久的痛苦中。
願”。
視點
另提到惠英紅建議一眾猛男“
另提到惠英紅建議一眾猛男
“露股
露股”
”慶祝好收視
慶祝好收視，
，袁
妻子結婚43周年紀念日，但是妻子在4個
高焱說，小時候，她家經濟條件不
為了開導父親，使父親從痛苦中解脫
四女兒高焱表示，自小母親就跟女
偉豪帶笑指自己是香港先生出身，
偉豪帶笑指自己是香港先生出身
，當年所穿的泳褲也很細
老七一家陪着父親居住。
月前突然患上重病離開了這個世界。隨 好，父母就是守着幾畝地，靠打零工將孩 出來，家在南京的大女兒先是將父親接到
兒特別親近，母親性格溫和開朗，女兒的
條，故沒所謂
故沒所謂，
，在旁的思貝笑謂買本袁偉豪的寫真集就什
7個姐妹拍完婚紗照後，又商
後，老人陷入了長久的痛苦中。為了勸慰 子們拉扯大。隨着姐弟7人陸續成家，家 南京，陪伴了50多天。父親回到邳州後，
心事都願意說給母親聽。
麼都有得看，
麼都有得看
，袁偉豪即說
袁偉豪即說：“
：“各出奇招啦
各出奇招啦，
，enjoy 吓大
家，好難搵啖飯食
好難搵啖飯食，
，可以全面一點
可以全面一點！”
！”思貝則支持紅
思貝則支持紅
老父親，6個女兒經過商量，想到了這麼 庭經濟條件越來越好。
其餘幾個女兒輪流到家中陪伴。可是她們
是女兒們的一次次“驚喜”，慢慢融化 年的計劃。母親在世時，雖然經常
■幾位“鐵
姐，會一起笠絲襪玩
會一起笠絲襪玩“
“快閃
快閃”。
”。
探”輪流單
一個主意：集體穿白色婚紗，在父母結婚
去年年初，高宗良和老伴王秀華在 發現，父親仍然意志消沉，時常獨自流
了高宗良長久的悲傷情緒。自從妻子離世
手做居住地南京短住，但是姐妹們一直
掌上壓。
紀念日這天，出現在父親面前，給父親一 田裡幹農活，村裡有人娶親，新娘穿着婚 淚。
後，他才知道了女兒們的一個秘密。原來， 會帶着老兩口到更遠的地方旅遊。
個寬慰。同時，母親在世時，曾經提及想
早在2017年，7個“女兒”（6個女兒和1個 她們決定整個家庭都空出時間，帶
跟年輕人一樣穿起婚紗，拍攝一張結婚紀
兒媳）就瞞着他，採取了幾家“眾籌”的方 到夢想的目的地北京來一次全家遊
■相隔兩年再
念照，她們此舉也是希望完成母親的遺
式，為他和老伴購買了邳州市區黃金地段一 年開始，全家出遊也將變成家庭的
赴
港
開
騷
的
林
宥
願。
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兩年時間裡，女 目。
嘉，已切換為爸爸
“我們都已經計劃好了，不會
這段短視頻傳上網後，戳中了無數網
兒們偷偷地完成了裝修，只等着將老兩口接
身份。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母親雖然離開
友的淚點，並被網友大量轉發，很多網友
到新房裡。
九，希望冇後遺
■翠如講述當日文龍的受傷情況。
是7個‘女兒’將長久陪伴父親”。
說“看哭了”。有網友留言稱：“這是今
症 ， （ 老 婆老四高焱告訴記者，為父親買的新
見
香港文匯報訊
如今，每天晚上，7個“女兒
年最感動我的畫面，7個女子就像七仙女
房特意準備了2個客房，姐妹們商定，由
（記者 李思穎）一臉稚
香港 到好心痛？）
一樣，訴說着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氣的林宥嘉於 2017 年與太太
各家輪流在新房裡常住。自從母親去世 流來到新房為父親做一頓晚飯，
文 匯 報 訊 如果中到翠如
■爸爸和
爸爸和6
6 個女兒
個女兒。
。 視頻截圖
事，
丁文琪結婚，翌年便誕下兒子
樓下的公園散步。
在高焱的社交賬號下，這段短視頻
（ 記 者 梁 靜 仲 大 件後，她們就將父親接到了市區，目前，由

一

幫翠如頂一劫？

林宥嘉以偶像學友

儀）林文龍、黃
翠如、連詩雅、馬
貫東、陳自瑤到九龍塘
出席無綫劇集《致所有
愛過的人》煞科晚宴，當
相隔兩年再赴港開騷的宥嘉，
晚筵開十多圍。
已切換為爸爸身份，他感覺蠻深
林文龍與翠如受訪時表示
奧，因每天湊孩子是挺好的事，藝
酒席由幾位主要演員及兩位監
人和創作人往往容易浮現出負面
製夾份宴請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想法，但當你要工作和照顧孩
文龍表示都有點不捨得
，畢竟這
子，也沒多餘時間去理會負面事
三個月不易過，因劇本有先天不
情，所以當爸後的改變很大，
足，台前幕後花好多心力，是他入
對“idol”這個字亦有了不同
行以來拍得最攰的劇集，都想早日
看法，也是成為演唱會用上
完成，但如今煞科又感到不捨。提
“idol”這個字的原因，他表
到早前拍攝一場跑落閘口戲份時，他
示：“年輕時不喜歡大家說
不慎被閘口撞到頭頂的事，問到他現
我是偶像，其實當時對‘偶
時的傷勢情況？他說：“好得八八九
像’一詞不大明白，到做了
連
■詩雅 左( 一)見陳自瑤

多年歌手，經歷多了，越來
越想變成歌迷的偶像，因我
很想給粉絲們力量，心底裡
有份使命感。偶像不僅限於
在台上表演得如何厲害，是要
無間地不停影響大家，像我喜
歡的偶像張學友、陳奕迅，他
們結了婚，自己很鍾意這類型的
歌手，好有真實感覺，除了崇拜
之外，他們經歷人生的感覺，就
是有另一種意義，我會用自己的方
法告訴大家，林宥嘉心目中的 idol
是怎麼樣的，也想藉此機會說給兒
子知道，我也是他的 idol。”

即上前攬攬。

為目標
Eason

當爸後心態變 掃走負面思維

“酷比”，當上人夫升呢人父
後添上了一份穩重，心態上成
熟不少。擁有幸福家庭的他，
彷彿眼前所有盡是美好，過往
的負面思維也一掃而空，更會
以偶像張學友、陳奕迅（Eason）為
目標，成為歌迷心目中切切實實的
偶像。
林宥嘉將於 5 月 24 日至 26 日假
紅館舉行《林宥嘉 idol 世界巡迴演
唱會》，入行十周年第五次赴港開
騷，站上紅館舞台已是第四次，也
是頭一次開三場，早前宥嘉專程赴
港宣傳，整個訪問過程中，令人意
外的是幾乎全部以廣東話對談，見
他逐個字吐出來的認真，不禁驚嘆
這份堅持，也期待着他獻唱自己僅
有的一首廣東歌。
“廣東話很難學，但身為一個
心地非常好的歌手，為了歌迷可能
再練多一首廣東歌回報大家！哪一
首便要先賣關子。”全晚以廣東話
溝通？他點頭謂：“其實可以，這
次 的 idol 演 唱 會 要 說 話 的 時 候 不
多，所以特別珍惜開聲說話的機
會，我也沒特別去練廣東話，打從
灌錄完唯一一首廣東歌後，似是受
啟發了，有時也會想想如果我再多
一首廣東歌會是怎麼樣？又會提醒
自己不說廣東話便要捱餓，抱有這
心態會更用心去講。”

林文龍撞到頭腫

佢（個頭）會
爆咗，頸骨都會
有事，個閘係吊住
C
威吔，我撞到個頭都
hok 一 Chok，我哋做開運動承受個力
大啲。”
翠如猶有餘悸說：“幸好得到龍爺
保護，呢場戲試拍咗幾次，突然個閘一
跌落嚟大家都反應唔切呆咗！佢撞完瞓
喺地下好耐冇郁到，之後起身坐埋一邊
再冰敷，見到佢個頭腫晒，大家都好
驚。”文龍續指以為會爆頭，因為受傷
後摸到傷處腫了，但堅持拍完先去醫院
檢查， 入院做了 X 光及腦掃描，睇完
冇事即晚走得。
問翠如如何報答救命恩人？她笑
指說一向跟着龍爺走，龍爺就稱翠如
幫他留意新樓盤，又大爆翠如好留意
新樓盤，鍾意便會買，合作過的對手
中翠如最有錢。翠如亦爆他最近對一
個新樓盤很有興趣，呎價更要十萬港
元。追問他們哪個想買樓？二人互相
推說是對方。文龍笑指今次為翠如頂
了一劫，她老公蕭正楠應好好報答
他。
連詩雅（Shiga）因拍劇而與翠如
及陳自瑤結誼，日前更結伴行山，前
晚她表示再次見到劇組人員好開心，
雖然之前曾客串演出《使徒行者 2》，

■林文龍笑指今次為黃翠
如頂了一劫。
如頂了一劫
。
但今次《致》戲份較重。她笑謂入行
九年來，未試過日日都對住同一班人
對足三個半月。Shiga 更自爆煞科當日
忍不住喊了出來：“我係唯一一個爆
喊，原本拍最後一幕時都忍住唔喊，
但阿 Yo（陳自瑤）一攬我就喊咗出
嚟，劇組工作人員都笑我，話冇見過
一個人拍完情緒咁大波動，最唔捨得
係翠如同阿 Yo。”她又指拍畢後的一
個星期感到好失落，連街都唔想出，
又會每日短訊翠如：“煩住佢，好冇
用，翠如話我傻妹，因為我冇姊妹，
現在突然多咗個姐姐咁，咁啱我知佢
老公唔喺香港。（去佢屋企度瞓？）
其實我想㗎，如果佢唔介意。我約咗
大家出嚟行山，我同佢講希望拍完都
Keep 住咁 Friend。”
說到她拍攝期間經常萬歲請食早
餐，她表示通常都會買給梳頭、化妝及
服裝的工作人員，大約買十幾份。說到
她貼錢打工？Shiga 說：“我哋講心唔
講金， 係用咗好多錢萬歲，賺咗經
驗，呢啲幾多錢都買唔到。”不過 Shiga 就笑言下一套劇集不會再用人工去
買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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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誌玲
變老的那壹天，也許會選擇躲起來
的殘酷人生考驗：站在聚
光燈下，頂著“第壹美女”
的頭銜，接受公眾的挑剔
和評判。解析林誌玲的爆
紅期，壹夜成名時 30 歲，
對壹個模特來說早就過了
黃金年齡。當兼職模特長
達七年的蟄伏期，她曾是
幫蕭薔整理衣物的小模特。
瓶頸期，她會花兩年時間
去基金會做策劃展覽的工
作，重新找回自我，
就像她說的如果不
能解決問題，就選
擇離開，“我壹
直比較知足，從
不會想壹定要
贏過誰，或要
什麼野心，我
有種個性
是會讓黑
暗、低潮
停駐的
時間變

1 三十歲走紅，被稱“意外驚喜”
說起成長的經歷，林誌玲也不
是慣常想象的那樣壹帆風順：這個
以美貌著稱的女孩，本來的職業規
劃是當個普通職員。
15 歲那年被星探發掘走上模特
之路，此後她獨自壹人前往加拿大
留學，靠著當圖書管理員和兼職教
中文來補貼生活費；回臺灣後，為
了湊齊攻讀研究生的學費，還曾當過
很長壹段時間的兼職模特；2003年，
她被業內封為“臺灣第壹美女”，距
離成名也越來越近；30歲那年，沒拍
過壹部電影，沒出過壹張唱片的她憑
借出眾的容貌和知性的氣質，在演藝
圈掀起了壹場“林誌玲現象”，成了
娛樂圈的“意外驚喜”。
從此，林誌玲也進入了壹場新

短，只有感受過沮喪、疼痛和挫敗，
才會知道之後的日子能如何成長，
負面情緒丟給他人也不壹定能解決，
能夠改變未來的只有自己。”
她定了定神，“任何低潮不要
躲避，面對它、承受它、解決它，
然後放下。”
2 得體，是對他人最基本的尊重
不過，眾人都爭相誇贊的美貌
在林誌玲心裏卻不足為道，她把小
時候的自己定義為壹個愛笑的女生，
戴副眼鏡、穿著女校校服，不在乎
什麼外表，不會用所謂的美和漂亮
去形容自己，就是壹個小書呆子。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我都覺
得美對我來說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相處，是種讓人舒服的姿態，就像
我覺得女人到了某壹個年紀，能夠
呈現出自己的魅力，壹定是內心的
底蘊內涵，會讓人覺得舒服喜歡。”
從小，林誌玲的父母就很註重
她的才華培養，舞蹈、繪畫、書法、
禮儀的學習從不落下，對她的要求
也極為嚴格，氣質、涵養對她來說，
不是人前苦苦維持的形象，而是最
真實的自己。不管參加什麼活動、
出現在哪種場合，林誌玲總能以最
好的狀態出現在人前。
她熱愛禮服，去再小的場合都
穿得“隆重”，連工作人員都不太
理解。她說，因為來看她的人都是
出於喜歡，無論如何都要狀態最佳，
這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也是對別人的
尊重。“我從小被灌輸最深的觀念
就是得體，經過了很多美譽、德育
的教育，禮貌、尊重，是最基本的，
保持壹個得體的儀態，也是對環境
的尊重。如果面對客戶，我會拿出
百分之百的狀態去面對壹天的工作，
這是最起碼的。”
3 人生就壹次，不相信運氣
很多人覺得林誌玲活得真累。
拍攝《道士山下》時，陳凱歌示意
讓她坐下等戲，她因為擔心旗袍會
被坐皺，硬生生在片場站了 3 個小
時；2005 年遇上的那次意外墜馬，
六根肋骨骨折，習慣忍受身體疼痛

缺點即優點
很長壹段時間林誌玲被視為
“理想的花瓶”，關於她的爭議也
從未間斷，標誌性的娃娃音被質疑
是在扮嗲，但她似乎找到了另壹種
看待問題的角度。問到林誌玲的軟
肋是什麼時？她給出了這樣壹個解
釋，“很多時候缺點也是優點，像
以前人家說什麼娃娃音啊，是不是
裝的？後來我會說這是我的缺點，
但正因為這個缺點讓妳們認識了
我 ，所以這難道不是我的優點嗎？
因為這樣妳們記得了我。以不傷害
他人為前提，那這壹個可以共存的
優缺點，不是很好？所以，懂妳的
人已經懂了。”
“誌玲姐姐”
這些年，除了客串《西遊記女
兒國》，林誌玲少有影視作品，被
提到還有沒有想挑戰的角色，她不
假思索地說了四個字“誌玲姐姐”，
“回頭看，我人生第壹部電影是吳
宇森導演執導的《赤壁》，合作過
的男主角們也是妳們最愛的，《決
戰剎馬鎮》裏的紅雷，《101 次求婚
》的黃渤，這些都很精彩，所以接
下來，我要做的應該是把自己的人
生角 色 經 營 好 ， 做 好 林 誌 玲 這 個
角 色 。”問她，對如今自己的生活
狀態滿意嗎？“Yes，我很滿意。”
新鮮問答
輿論
記者：妳會在網上搜自己的名
字嗎？
林誌玲：不太會，雖然好像現
在放眼望去每個人都在刷手機，但
我不太看這些，要知道自己的底氣
在哪，妳做了什麼。
記者：出道至今，難免會出現
很多不好的聲音，會在乎別人的看
法嗎？
林誌玲：不只是藝人，在任何
角落、任何地方都會有各種不同的
聲音，但妳要因為他人的聲音影響
自己的正確判斷嗎？或是別人的質
疑而阻滯前進，讓別人的言語起伏
引領妳的情緒波動嗎？我不這麼想，
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掌控，
我不會被這些影響，也不應該被這

些影響。我之前說過在妳年紀小的
時候妳會很在乎，會想他們怎麼這
樣說我？但後來我想可能老天爺是
要告訴我壹些事情，那之後我的心
臟就更強大了、更柔軟了，就不會
把外界（的評價）放在自己身上。
不過，不好的聲音也會有幫助，要
知道藝人的第壹課就是學習接受。
所謂的快樂，選擇權在自己手裏。
記者：被叫了這麼多年的“美
女”會累嗎？
林誌玲：也不會累，有很多人
都共同擁有這些稱呼。但我自己比
較喜歡大家叫我誌玲姐姐，那樣很
親切。
年齡
記者：為什麼看起來還是像二
十多歲壹樣？
林誌玲：有嗎？為了見妳們我
先跑了壹個小時才過來的（笑），
保養真的就是要比較積極地運動，
例如每天堅持跑步、遊泳。
記者：年齡是每個藝人不得不
面對的問題。
林誌玲：年齡確實是每個人都
必須面對的課題，人的皮囊都會漸
漸老去，所以大家不是說有趣的靈
魂才萬裏挑壹嗎？我認為要充分保
養的是內心，由內養外也由外養內，
妳沒法逆轉時間，就只能用壹個最
正確健康的心態去面對現在的自己。
有了皺紋、白頭發，妳可能會想讓
自己鉆進壹個深淵，那個深淵會讓
妳往下掉，那為何不用壹個青春的
心境來面對這件事？我始終認為心
境決定壹切，快樂的心態也能決定
外在，決定是否能有青春的光彩。
所以我常常選擇快樂，往下掉就要
記得把自己提起來。
記者：那妳怕不怕有天會變老？
林誌玲：壹定會的，我那時候
應該會躲起來（笑），因為妳們對
我太嚴格了，除非妳們承諾以後我
有了皺紋也會繼續愛著我。
愛情
記者：妳應該已經處於壹個無
欲無求的階段了，如果能有水晶球
妳最想知道什麼？
林誌玲：之前也有人問這個問
題，我說這是壹個陷阱題嗎？這是
挖了壹個坑要我回答嗎？（笑）是

的，我到目前沒有實現的當然是組
建自己的家庭。如果有水晶球，我
會想知道未來會不會結婚？會不會
有孩子？是不是雙胞胎？其他好像
也不要知道太多。
記者：面對各路人馬的催婚，
妳是什麼心情？
林誌玲：我會覺得我怎麼壹點
進步都沒有？沒有給到妳們新的答
案，我也很沮喪。
記者：妳會著急、渴望結婚嗎？
如何正面回應催婚？
林誌玲：妳們不要再催嘍（笑），
其實現在像我壹樣單身的女孩很多，
我覺得不要因為所謂的年齡等問題
就把自己背負的很多社會價值否定
掉，也否定掉自己，我們可以從生
活、朋友、工作中去獲得現階段應
該有的幸福，那是另外壹種幸福。
當妳準備好的時候，該來的就會如
約而至。
●慈善
“從孩子們身上學到很多”
這些年，林誌玲經常到偏遠山
區去看望貧困生病的兒童，她記得
有壹次在壹間學校裏問壹個孩子，
做人最重要的品格是什麼？那個男
孩睜大眼睛叫著說“真誠”。“妳
大概不會相信，我反而覺得從孩子
們身上我學到很多。也許我們所在
的社會環境已經變得太復雜了，說
的話會經過大幅修飾，也許已經忘
記真誠的核心多麼重要。但他們其
實很單純，當五個十個小朋友全抱
著我的腿的時候，那種舍不得，我
都會把這種甜蜜的回憶放在心中。”
是的，只要壹和林誌玲聊慈善，她
就有說不完的話。
事實上，早在林誌玲沒有成名
前就開始做公益，這也成了她的習
慣。目前她已經在雲南、貴州、寧
夏等地蓋了10間誌玲姐姐兒童之家，
之後還會開啟“護童專案”，針對
貧困地區的貧困家庭、重癥病童，
希望通過醫療的輔助改變他們的壹
生。到現在，林誌玲捐款的總金額
甚至達到了 8 位數人民幣，被外界
評價為“快把自己的嫁妝捐出去了”，
但在她看來只是輕描淡寫的壹句，
“這是該做的事情”，問她最驕傲
的慈善舉措是什麼，她靦腆地說，
還遠遠不夠。

修傑楷帶梧桐妹外出吃飯逛超市
父女互動溫馨有愛

眼前的林誌玲，標準的模特坐
姿，壹頭長卷發，黑色長裙裹著她
纖細的四肢。對於她的臉無需多加
贅述有多美，壹旁的人低聲細語道：
今天遇到仙女了。當她得知整個采
訪團隊都是聽著她播報的“語音”
導航找到了目的地時，害羞壹笑。
好似外界的各種紛擾，都無法影響
到她最大限度地尋找平衡點，有人
稱這種平衡為“情商高”。
采訪中，她喜歡說“正能量”，
會耐心、禮貌地回答所有問題，有
些屬於林誌玲的必問題，例如變老、
催婚以及“不紅了”，無論多麼敏
感，無論外界的獵奇心多麼強烈，
她依舊會不緊不慢地真誠作答。她
笑稱自己也知道外界有無數雙眼睛
註視著她，如果哪天自己變老了，
幹脆就躲起來不讓別人看見。壹聽
這話，旁邊的人急切地接道：不要，
我們可舍不得誌玲姐姐。逗得她大笑，
“我壹向覺得藝人隨時都會不紅啊
（笑），也許隔天起床，發現這壹切
（指自己現在擁有的）就是壹場夢。”
她停頓了片刻，“我真的已經很知足
了，每壹個舞臺都有它的期限。如果
期限到了，大家鼓鼓掌，下臺，也是
很光榮、驕傲的，也會深深感激能夠
擁有曾經的壹切，接下來就是該什麼
階段做什麼事。”

的她，說了壹句“要與痛苦並存”；
參加《花樣姐姐》，她不小心吃到
辣椒，也只是緊縮肩膀吐吐舌頭，
沒發出壹絲聲音；今年央視春晚，
她用精彩的水上表演奉獻了《綻
放 》 ，可背後的吃力，她都選擇吞
下去自我消化。
林誌玲的身上似乎混合了極致
的柔軟和堅強，她坦承對自己的要
求極高，這麼追求完美真的不累嗎？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追求完美，也
慢慢發現在這個很不完美的世界中，
有這樣壹個信念是好的。完美是個
動詞，妳必須對自己嚴格，才可以
站在舞臺上讓他人審視妳，也是讓
自己不斷前進的動力。”
她不相信運氣，即便到了現在，
收獲了認可的同時，也沒有壹點飄
飄然，而是反復強調著努力的重要
性，“我的意誌力是很強，有人說
我應該叫林誌力，有時候我也告訴
自己，我不壹定能夠做得到，但在
不同的舞臺，不同的機會面前，我
都是勇於面對冒險和挑戰，因為人
生就這麼壹次，很多的機會，過了
就沒了，必須珍惜。”想了想，她
笑著寬慰周圍驚訝的面孔，“不會
太累了，我也有放松的時候，只是
妳們沒有看到而已。”

13歲梧桐妹（Angel）
是賈靜雯與前夫所生的大
女兒，遠赴上海定居求學
的她，日前抽空返臺，和
媽媽開心團聚。然而，期
間賈靜雯似乎因為有工作
在身，曬出機場照透露
“要飛了…”所幸，修傑
楷當天親自帶著梧桐妹，壹
起外出吃飯、逛超市，貼
心舉動被贊超暖，也意外引發烈討論。
近來《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在網絡上掀起極大討論
度，主演之壹的賈靜雯，在最新壹集播出隔天PO文坦言，
“昨晚看完戲很沈重但又很感動…這樣發人省思的好戲我也
參與其中，謝謝大家壹起有共鳴，愛妳們。”她也不忘呼籲
入戲的觀眾，“喬安姐真的很兇兇但靜雯姐真的很溫暖。”
此外，賈靜雯似乎因為有工作在身，必須要飛出國，無法壹
直陪伴近來特地返臺的梧桐妹，不知是否因為如此，文中也無奈
提到“心情有些黑白”。然而，引人註意的是，當天修傑楷隨即
透過 IG 限時動態發文，PO 出陪梧桐妹用餐的視頻，上頭標註了
“陪大妞”3 字。畫面中，梧桐妹坐在對面，害羞地用手遮住半
張臉，臉上掛滿開心笑容，顯見雙方相處氣氛相當歡樂。
不久後，修傑楷又 PO 出另壹段視頻，和梧桐妹壹起逛超
市，在後面拍下對方推著購物車的畫面，互動被贊溫馨又有愛
。而他抽空代替賈靜雯陪伴梧桐妹，並以實際行動表達關愛，
貼心舉動被贊超暖，同時也大獲網友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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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昊：觀眾對我有誤解 未必是壞事
記得幾年前因為另壹部電影采訪秦
昊時，他穿著大紅色的西裝套裝和花襯
衫，頭發噴得高高的，不管不顧地在沙
發上伸著腿，采訪間隙邊抽煙邊跟工作
人員開著玩笑。
可能因為回到了婁燁導演的作品，
秦昊也進入了他最熟悉的狀態。叫他去
走廊裏拍照，他用壹貫的放松步子踱過
去，頭輕輕地抵在墻上，偶爾壹擡眼看
向鏡頭。這可能就是婁燁曾經提到的，
與秦昊第壹次見面時看上他的原因：走
路姿勢特別迷人，是壹種生活中人的迷
人。
做秦昊的專訪，常暗暗替他捏把汗。
很少有演員會公開表示對自己出演的作品
不滿，秦昊不，他批評起自己的作品不加
掩飾，罵起導演也毫不含糊。但是對好的
導演、好的作品，他挺直背滿臉的驕傲，
有時候像個特“擰”的小孩子。
電影伴侶
“寵我、讓我抓狂的，都是他”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以下簡稱
《風雨雲》）是秦昊跟婁燁合作以來壓
力最大的壹部電影。本來已經說好，合
作了三部電影，該休息休息了。然而在
開拍前婁燁又找到秦昊，說，這個角色
還是得妳來。
拍別人的片子，秦昊的態度是，妳
讓我演我就演，演好演壞，反正我演了。
對婁燁，他是，從答應的那壹刻起，就覺
得責任巨大。
在了解劇本和人物後，秦昊覺得反
映時代變遷的《風雨雲》是像《美國往
事》壹樣的史詩作品，特殊身份、復雜
關系，都是自己在以前的表演經歷中從
未碰到過的，如果自己不好好演，就太
辜負這個角色了。拍攝時正趕上秦昊的
太太伊能靜快要生產，到了預產期秦昊
還在打電話問太太：“導演說能不能再
拍幾天，妳能不能晚幾天生……”搞得
他心力交瘁，還被太太嫌棄說“妳和婁
燁才是真愛”。
秦昊說婁燁很寵他。每次演戲，
秦昊啪啪啪說壹大堆自己的想法，婁
燁靜靜地聽，然後說，好，試試。婁
燁滿足了秦昊屬於演員的部分創作，
這在別的導演那裏幾乎是不可能的。
拍《浮城謎事》時秦昊拿到的劇本只
有六場戲，他花了三天跟婁燁聊到三
十場。《推拿》裏秦昊最想演的是王大
夫，興奮地告訴婁燁自己想這樣改那樣
改，婁燁告訴他這個角色不能自由發揮，
秦昊想壹想說，那我演沙復明吧，我想怎
麼來就怎麼來。
然而最讓秦昊抓狂的導演，也是婁燁。
《浮城謎事》中有壹場戲是郝蕾飾演的妻
子和齊溪飾演的情人狹路相逢，本來拍攝
計劃中沒有秦昊的戲份，拍了二十多條後，婁
燁突然推秦昊，妳進去。三個演員都驚呆
了，就這樣把戲演了下去。
到了《風雨雲》，婁燁更“過分”。
秦昊飾演的房地產商姜紫成在整部電影
中最高潮、最激情的壹場戲，婁燁安排
在第壹天拍。當時他跟宋佳和陳妍希還
沒有見過，三個人忍著尷尬硬上，演完
了這場戲。對於第壹次跟婁燁合作的陳
妍希來說，演婁燁的戲是個恐怖的過程，
也是自己當演員以來從沒有經歷過的。
演到自己已經手足無措到心裏發毛，婁
燁還是不喊停，讓她對自己的演技懷疑
了好長壹段時間。第四次合作的秦昊，
依然備受這種拍攝方式的折磨，但是已
經能明白婁燁的意圖。“我覺得出來的
很多閃光點，都是在他不喊停的時候把
妳逼到極致而演出來的。妳本能的求生
欲所反映出來的狀態，對電影來說是有
幫助的，也是婁燁想要的”。

“每次演婁燁的戲，就像剝壹層
皮。”秦昊苦笑。
但即使這樣，秦昊從來沒有拒絕過
婁燁。無論是《春風沈醉的夜晚》，還
是《浮城謎事》中因出軌在暴雨中殺人
的丈夫，或者《推拿》中的盲人沙復明。
他覺得壹個演員應有的態度是，“這個
角色我沒有任何信心，我不知道怎麼演，
我不接，而不會因為這個角色是邊緣人
物，我就不演了。”
2009年合作《春風沈醉的夜晚》前，
秦昊有過猶豫，擔心自己費勁兒拍的電
影沒人看，但他更擔心如果拒絕，就再
也沒有跟婁燁合作的機會。
如今，40 歲的秦昊依然套用自己的
拍戲原則：角色喜不喜歡，故事夠不夠
吸引，導演值不值得信任。三個都齊了，
接。剩下的事情，不是演員需要考慮的
問題。拍《春風沈醉的夜晚》時婁燁說：
“昊子，拍這部電影是妳做了壹件特別
偉大的事，很多人會感謝我們”。秦昊
壹直記著這句話。
《風雨雲》發第壹版預告片，伊
能靜在微博上看完，對秦昊說：“沒辦
法， 婁 燁 就 是 婁 燁 。 ” 首 映 看 完 片 ，
沒人看出秦昊臉上的痘印是每天花費
兩小時壹點壹點貼上去的。剛進組的
時候秦昊看到的是光鮮靚麗的井柏
然 ，沒過幾天，也被導演要求在臉上
畫上斑斑點點。井柏然開玩笑說，
“等拍完這部我壹定要接部偶像劇！”
秦昊也在記者會上“控訴”婁燁：
“以後合作沒別的要求，能不能至少
讓我看起來幹幹凈凈的。”
“他要不晃，他就不是婁燁了”
真實、力量、美感，是秦昊對婁燁
導演作品的形容。在他看來，婁燁的作
品不能用單純的“文藝片”來定義，而
是擁有屬於導演獨有的審美和氣質，這
是最吸引他的。同時這些現實主義題材
的作品擁有著強大的力量。“說出來妳
可能都不相信，我跟婁燁這麼多年，好
像都沒壹起吃過飯。”他把婁燁形容成
純粹的電影伴侶，兩個人所有的見面都
是在辦公室裏，從中午 12 點聊到晚上 12
點，聊電影，偶爾也聊聊身邊的人和家
庭。他敬佩婁燁旺盛的創作力，把這當
成壹份感恩。
秦昊對婁燁的風格也不是沒有“怨
言”。
2012 年《浮城謎事》上映，秦昊
領著全家坐在影院中間排觀影。電影
開場沒多久，五十多歲的阿姨就受不
了晃動的手持鏡頭出去吐了。後來只
要和 媽 媽 、 姥 姥 打 電 話 說 又 跟 婁 燁
合 作 ，她們就說：“妳能不能跟婁燁
說壹下，別讓他那麼晃，受不了。”
秦昊回：“他要不晃他就不是婁燁了
，想不晃那就找別人拍吧。”
《風雨雲》首映，片方給觀眾發了
嘔吐袋，還在海報特別提醒大家不要坐
前三排的座位，依然有不少觀眾出來覺
得頭暈。秦昊喜歡這種紀實感、貼近的
拍攝方式，覺得好酷。但他也覺得這對
很多普通觀眾來說，真的是壹個門檻。
“妳有跟婁燁建議過嗎？”
秦昊馬上壹臉嚴肅：“這個怎麼能說
呢，這個越級了。我是演員，我哪有資格
對導演說妳該不該晃。而且婁燁拍的是作
者電影，就是這些點點滴滴的與眾不同又
恰如其分，最後形成了婁燁的風格和美感
的東西。如果把它變成通俗的大雜燴，大
家看個熱鬧，那就不是婁燁了。”
妻子伊能靜是婁燁的影迷，每壹部
作品都愛到不行。問他，伊能靜有沒有
說過也想參與到婁燁電影中，秦昊想了
想，“我覺得她內心壹直都有這個想法，

但是她沒有跟我說。她懂得婁燁的珍貴，
所以她肯定是想的。”
“但算了，我不想她演，”秦昊苦笑
壹下 ， “ 我 家 ， 我 壹 個 人 受 婁 燁 摧 殘
就可以了，再摧殘我老婆，我心裏過
不去。”
但其實伊能靜“差點”就以另外壹
種方式在《風雨雲》中出現。片中有壹
段上世紀九十年代以臺灣為背景的戲，
劇組搭了壹個很有時代感的歌舞廳布
景。有天秦昊去現場，婁燁導演突然抓
住他說，妳看，這是什麼。原來歌舞廳
裏貼著伊能靜年輕時的海報。那個年
代，伊能靜、方文琳和裘海正組成的飛
鷹三姐妹是臺灣最紅的。“可惜這個鏡
頭最後被刪了。”
戛納真好，比所有夜店裏最嗨的都
要嗨
因為高中時迷上姜文的戲，本來打
算畢業後在家鄉當公務員的秦昊告訴父
母要去考中戲。從理科轉到文科，什麼
表演訓練課都沒上過，他就輕松拿到了
中戲專業第壹名的成績。
結果，進了中戲勤勤懇懇學習的秦
昊，反而落在了後面。同班同學章子怡拍
了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劉燁拍了
《藍宇》，心高氣傲的秦昊直到畢業了還
在挑劇本。畢業第壹年他推掉了 8 部戲，
第二年拒絕三部，到了第三年就沒人再來
找他了。那時，章子怡已經去了奧斯卡，
劉燁和秦海璐拿了金馬，秦昊卻在跟朋友
做外貿生意，喝酒混夜店。
畢業第五年，在飯局上秦昊碰到了
王小帥，終於等來了自己滿意的劇本。
在《青紅》裏，秦昊飾演上世紀 80
年代貴州山區的青年技工李軍。有壹場
戲是李軍穿著格紋喇叭褲，戴著蛤蟆
鏡，跳貓王的舞步挑逗女學生。法國媒
體把這場戲與《低俗小說》中那段著名
的“剪刀舞”片段相媲美，據說楊德昌
導演也對他詮釋的小鎮青年贊不絕口。
在王小帥導演的新作《地久天長》裏也
有壹段舞廳的戲，很多人都說那是在重
現秦昊當年的表演。
2005 年秦昊憑借《青紅》獲得戛納
電影節最佳男主角提名。也是在那個時
候，他知道了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意義、
價值，電影和創作者的至高無上。之後
參演的《春風沈醉的夜晚》《日照重慶》
《浮城謎事》讓秦昊四赴戛納。
現在回想起第壹次去戛納，秦昊還是
很興奮，“戛納這個小城就是為了妳們這
些人準備的。這比所有夜店裏玩得最嗨的
都要嗨。我當時就在想，我終於牛了。”
那次經歷也被秦昊形容是壹輩子都忘不了
的感受，但經歷過之後，現在的他反而對
獎項看淡了很多，覺得這是“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得獎了，開心，沒得獎，也
沒有不開心，繼續演戲。
不會因為錢再去接不好的戲
有導演這樣評價秦昊：“他堅持拍
了很多年文藝片，始終是只在最好的電
影中出現的演員。對導演來說這種堅持
是很可貴的。”所以當秦昊出現在綜藝、
網劇、電視劇、訪談節目中時，不少人
覺得他變了，這個“文藝男”終於開始
掙錢了。
秦昊的回答很坦誠，他說：“我在接
戲的初衷上沒有任何變化。可能有的時候
認知錯了，戲不好，我也願意為這個所謂
的惡果買單。買彩票也不可能總中啊，對
不對，我也有眼光不行的時候。反正是我
自己選的，我認了。我不怕演了爛戲，怕
的是不真實，不好的我沒法說好。”
2016年，秦昊參與了《歡樂喜劇人》。
有幾期節目標題是“秦昊最新小品”

“跨界逗比笑出新
花樣”。喜歡他的
影迷傻眼了。秦昊
倒是壹臉輕松，
“玩得挺開心，演
得挺過癮。”
今年秦昊又接
了邀請他兩年的配
音 節目《聲臨其
境 》。去年 9 月拍
完上壹部戲，他壹
直碰 不 到 好 的 劇
本，就在家休息，
每天陪女兒和家
人。大概過了五個
月後，秦昊慌了，
覺得壹個男演員
最 好 的 40 歲 黃 金
年齡，每天不出門
跟老婆孩子玩，好
像有點說不過去。
這個 時 候 《 聲 臨
其 境 》又來邀請他
，秦昊就答應了。
《聲臨其境》
打破了他對綜藝就
是玩、鬧的印象，
他沒想到節目中壹
幫非常專業的演員
那麼玩命、認真
地去做壹件事。
他喜歡節目組的
友善，沒有炒作
點，沒有窺探私
生活，大家高高
興興地比賽。觀
眾反響不錯，調動起了秦昊東北人的
喜劇天賦，也想著“那我就讓妳們也
高興高興”。
綜藝讓秦昊在電影外看到了可能
性，他慢慢把自己打得越來越開，反
而狀態更加舒服了。他覺得現在的自己
放開了，時機也對了。“因為我什麼都
接了，所以我終於有底氣可以說，只要
我覺得不好的，哪怕我休息壹年、半
年 ，都可以跟妳說 NO。我不會因為錢
再去接我覺得不好的戲了。”
網劇則是秦昊又壹個“正確的選
擇”。
有段時間他接到的電影劇本“爛得
我都想罵街。在電影院上映壹天的也叫
電影？看著我就生氣。”電視劇也不在
秦昊的考慮範疇。當初他拒絕《步步驚
心》，說覺得愛來愛去沒意思，後來吳
奇隆因為演這部電視劇火了，他也不後
悔。
這個時候網劇《無證之罪》找到了
秦昊。“我壹看就覺得人物太豐滿了，
很多電影都沒法拍成這樣。”跟年輕班
底的合作讓秦昊找到了當年拍學生作業
的感覺。
而看到身邊的朋友郝蕾、譚卓偶爾
會活躍在話劇舞臺上，嘗試過了綜藝、
電視劇的秦昊也有點心癢。但他總覺得
自己在電影上還能再多完成點什麼，現
在去做話劇，是壹件特別奢侈的工作。
“就是等吃飽了撐著的時候再去演話劇
吧”，玩笑裏帶著敬畏。
文藝是生活態度 是不矯情、不造作
不演戲的時候，秦昊在臺北生活。
接送女兒上課，帶女兒去公園玩，跟太
太去電影院看電影，可以說臺北是他演
員身份的背面。
看秦昊的作品，妳會覺得生活中他
也是憂郁的、文藝的，但其實他是個陽
光、幽默的人。因為這種強烈反差，他
有段時間曾覺得特別有成就感，覺得是

演技得到了認可，沒有辜負婁燁和王小
帥的信任。但慢慢地，他發現這讓他在
生活中碰到了不少困擾。
比如跟伊能靜宣布結婚時，伊能靜
的微博下面全是“妳千萬不要跟他在壹
起，他是渣男”的留言。“從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原來觀眾對我的所有認知，
都是 來 自 於 我 的 作 品 ， 因 為 他 們 看 不
到生活中的我。可這就是演員工作的
壹部分。如果大家對妳的生活了解到
就像是家人壹樣，我就沒法再在角色
中 ‘ 騙 ’ 到 他 們 ， 至 少 難 度會增加很
多。後來我想清楚了，為了演戲，為了
還能‘騙到’妳們，我就讓妳們誤解好
了，沒什麼”。
同樣容易讓大家忽略的，是秦昊的
努力。很多人覺得秦昊是“靠天賦和運
氣吃飯”，碰到的角色都適合他，也不
怎麼需要磨煉演技。秦昊說，這就像上
學的時候有兩種同學，壹種是每天都在
玩，壹考試就第壹，另壹種是天天學，
壹考試成績就不行。“作為演員，我更
希望能成為前壹種。沒有任何壹個角色
是我說演就能演了，但我不想讓大家看
到，也沒必要。”從帶著話劇舞臺範兒
到學著控制收放之間的分寸，秦昊用了
十年，但他幾乎不跟別人說。
他不喜歡別人給他貼上文藝的標
簽，即使是在生活中。對秦昊來說，
文藝更像是壹種生活態度。包括對工
作的態度、對家人的態度、對身邊朋友
的態度。“我覺得文藝跟真實是息息相
關的，不矯情、不造作。”
《風 雨 雲 》 上 映 ， 秦 昊 說 可 能 的
話 ，自己不想去看。如果有選擇，他甚
至不想看自己的任何電影。因為他覺得
作為演員，演完就算完成了工作。最終
被剪成什麼樣，跟自己無關，觀眾看不
看，跟自己也無關。他不想在重看時
發現自己表演上的遺憾，給自己找不
痛快。他有個小小的心願，等自己年
紀大了，抱著孫子，說，孩子，咱們看
部電影吧，那時再回顧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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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回國就業到底還有多大優勢
《2017 海外人才就業分析報告》
顯示：2017 年的歸國人數預計突破 60
萬，這個數字將明顯超過今年出國留
學的總人數。
14.8%的海歸期待回國後進入金融
行業，緊隨其後的是互聯網行業，占
比 11.2%；排在第三的是文化教育行業
，占比 7.7%，這與海歸具有的語言的
優勢是分不開的。
對於企業來說，最需要海歸人才
的行業與海歸的期待卻有所出入。根
據報告，最需要海歸的行業是製造業
，製造業中 13.6%的企業都表示需要海
歸；其次是材料科學和互聯網行業，
分別有 12.5%和 12%的企業表示自己的
部分職位，更傾向於招聘海歸人才；
而只有 7.2%金融行業的企業表示對海
歸有強烈的需求。
超過 40%的海歸期望自己的年薪
在 7-12 萬這個區間內，相比較之前幾
年，海歸的薪資需求趨於理智。畢業
於英國的海歸對自己的薪資期待大多
維持在 7-9 萬的區間內，而美國的畢業
生則最期待 9-12 萬級別的年薪。
除了薪資，海歸最關注的福利集
中在“年假”、“入職培訓”和“住
房福利”上。留學生大多願意留在一
線城市，受近年來高房價影響，“住
房福利”也進入海歸考量企業的備選
因素中。
不少企業錄取海歸也會受到畢業
國家的影響，比如說管培生這個職位
大多會錄取美國畢業生，金融類企業
的會選擇英國，財務會計的行業偏好
澳大利亞，而製造業錄取德國海歸的
比例最大。
同樣是海歸，就業經歷大不同
“留學經歷當然是有用的，很多
單位招聘的時候很看重這個。”去年
剛從澳洲留學回來的孫榮(化名)學的是
商科，他透露，自己沒費什麼勁兒就
被招進一家商業銀行工作，負責對公
業務。當時在家人的建議下，他目標
明確，直接向各家銀行投簡歷。“面
試的時候，相對於其他國內的應屆畢
業生，我明顯更有優勢，考官聽到我
曾出國留學很快就讓我過關了。”
為什麼留學經歷對找工作有幫助?
孫榮認為，一般來說，留學生經歷能
鍛煉人，相對而言留學生比國內普通
大學畢業生的獨立生活能力更強，解決
問題、適應工作環境方面也更有優勢，
在專業相同的情況下當然更有競爭力。
同樣留學歸來的劉悅，回國找工
作卻並不順利。她在英國讀完本科，
由於依然無法適應當地生活等種種原
因，最終選擇回國工作。
“出國留學時花銷比較大，剛剛
回來就想先去大城市闖闖，機會多、
工資也高。但其實，上海的海歸到處
都是，我這種根本沒有競爭力，遇上
國內名校畢業生甚至碩士生、博士生
更別談了。”劉悅表示，她留學讀的

老外与海归在华
正失去就业优势

从香港留学归来但如今在北京
工作的云南小伙彼得· 陈说道，
“就技术能力来说，内地毕业生并
不差，甚至更出色。”在中国经济
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海归”曾
扮演开拓者角色并创建许多知名中
资企业。但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更多家庭具备将子女送到海外留
学的经济能力，“海归”们在受到
良好教育的中国现代劳动力中正变
得越来越泯然众人矣。
某招聘网站今年 1 月发布的调
查显示，2018 年八成“海归”的预
期年收入为 20 万元，但一半以上受

大學一般，選擇的統計專業又很“雞
肋”，回來根本找不到對口的工作。
“當時先去了一家外資企業做文
秘，月薪 6000 元都不到，也就應付應
付日常開銷。”乾脆利用英語優勢和
留學經歷，找了一份留學機構培訓老
師的工作。
“也不能說留學經歷對找工作完
全沒用，但像我這種，學校不牛、專
業不熱門，確實無法找到對口的工作
。”劉悅認為，留學還是要選擇好學
校和專業，金融、商科以及電腦等專
業，回國後還是比較好找工作的。
“當然，要是能留在國外工作個兩三
年再回來是最好的，國外的工作經歷
比留學經歷更有用。”
專業雷同，海歸就業也有壓力
相對於海歸，國內應屆生在找工
作時也有很多優勢，首先國內大多數
企業的招聘期在 8 月到 12 月，而海歸
一般的畢業時間大多數是在 6 月，少部

访者的年薪低于 10 万元，该迹象表
明“海归”已丧失优势。“几年前
，我可能还会说‘海归’是更好的
员工。”上海科技企业 IT Consultis
联合创始人奥雷利安· 里加德说道
，“但如今我不再那么认为，中国
国内培养的人才的素质和职业道德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毕业
的“海归”吉米· 费表示，如今中国
企业更乐意招聘中国名校毕业生。今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有望达到834
万。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也正使在
华外国员工和企业面临挑战。由于国

内培养的优秀人才增多，在华中外企
业都在积极使员工实现本地化。
像里加德这样的在华外国人和
像陈这样的“海归”无异于正在一
个“新中国”工作，这里的就业和商
业市场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市场一样充
满活力。数据显示，2018 年在中国
从事人工智能的工程师中，具有海外
教育背景的人数同比激增 47.83%。
陈即是其中拒绝欧洲车企示好的人才
之一。“在一些自动驾驶领域，中国
企业可能已走在西方同行前面。”陈
说道，“在中国企业，我能对研发发
挥强有力的影响。”

分是 12 月。“
對於海歸來說，錯過校招季並不
是一個優勢，回國找工作時能不能被
當作應屆生對待首先就是一個讓很多
人憂慮的問題。其次，目前留學生所
學專業主要以金融、經濟、管理、工
程學等為主，留學生紮堆也會增加回
國就業競爭壓力。”
“此外，由於能力參差不齊，很
多公司已經不盲目迷信海歸。”上述
負責人提醒，現在很多企業會挑更好
用的人，他們對國內的學生更瞭解，
覺得國內學生更肯吃苦，工作的時間
可能維持得更長，期望的待遇更低。
海歸就業，最終要看綜合素質
留學人數越來越多，那麼，這些
海歸在找工作時如何凸顯優勢?畢業於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小張告訴記者，
他在上海一家會計師事務所面試時發
現，有將近一半的學生都有海外留學
經歷。

用人單位首先會看你在海外就讀
的學校。“招聘者對名校的學生還是
很認同的。”其次，用人單位會看海
歸在筆試和麵試中的表現，有的海歸
體現出了更創新開放的思路，更好的
英語水準等海歸應有的優勢，有的海
歸則從表現上看不出他留過學。
“用人單位對綜合素質的考察就
是看你有沒有在國外把有限的時間最
大限度地利用起來。”小張總結道。
應屆海歸求職注意事項
1、關於海歸到底算不算應屆生？
這是很多海歸回國後都會產生的困
惑。很多企業在校招的職位中都會明確
列出限 xx 年應屆畢業生，這就讓很多
畢業時間和國內不一致的海歸們有些望
而卻步，到底是投還是不投呢？
官方定義：
國家統一招生的普通高校畢業生
離校時和在擇業期內（國家規定擇業
期為二年，有些地方延長至三年）未落

實工作單位、其戶口、檔案、組織關係
保留在原畢業學校，或保留在各級畢業
生就業主管部門（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
中心）、各級人才交流服務機構和各級
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畢業生，可按應屆
高校畢業生（graduates）對待。
詳細解讀：
應屆生的定義其實是針對國內畢
業的學生來說的，其實就是納入當年
就業計畫的畢業生。
而對於海歸，教育部很明確，不分應
屆和往屆。海歸有教育部留學服務中
心的派遣證和報到證，手續齊全，檔
案齊全的，在轉檔報到時與國內應屆
生一樣。就業時間在報到證上，也屬
於國家的就業計畫。從這一點上說，
海歸的就業視同應屆生。
在實際的企業招聘中，是否應屆
並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大多數企業
還是看重個人的經驗和能力。尤其是
民企、外企，招人的靈活性更高，是
否應屆對他們意義不大。當然，如果
部分企業制定了嚴格的校園招聘規定
，時間上達不到校招要求，就只能走
社會招聘的管道了。
2、選擇校招時間
在時間和經費都允許的情況下，
還是建議提前參加校招。
以國外兩年、四個學期的碩士專
案為例，在第三個學期初就應該關注
校招，並且就自己特別喜歡的一些公
司進行投遞。
在投遞的時候，除了挑選有專門
海外場的（比如騰訊、複星、東航、
華為等），還要關注前幾輪的面試是
否可以在海外遠程進行。
3、求職心態
放平心態很重要，在海歸大軍越
來越多，海歸越來越不“稀罕“的大
環境下，要首先擺正自己的心態，明
確自己的優勢和缺點，並提前瞭解國
內就業環境，做好心理準備，對薪酬
有合理的期望值。
不要因為出國留學的投資太高，
就急於希望得到高薪回報，對於剛開
始工作的海歸，和國內的應屆生一樣
，積累工作經驗、提高工作能力才是
首要的。
4、工作經驗
對於應屆海歸來說，工作經驗往
往是求職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
海歸剛剛回國，缺乏具體的實踐經驗
，不熟悉國內的工作環境，相比在國
內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應屆生來說缺乏
經驗優勢。
針對這一點，建議想要出國的同
學們，在出國前，就能提前做好職業
規劃，到了國外後，有意識地在留學
期間展開與專業相關的實習。如果是
即將畢業或已經畢業的海歸，在初期
求職目標不宜定地過高，要注重積累
實際工作經驗，在工作中凸顯優勢，
提升綜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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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前，汉军和罗马士兵的唯一一次对抗
汉军发现对方军队中有奇特的士兵
。
当战斗时，这些士兵手持一人高的
巨型大盾牌，他们组成正方形队列，用
盾牌把队伍包裹得密不透风，然后喊着
口号、迈着统一步伐往前走。
注:早些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派
出摄制组，到中国甘肃寻找罗马第一军
团后裔的下落。意大利媒体的到来，引
起人们对 2000 多年前那一段历史的关注
。
公元前 36 年，为了打击与西汉为敌
的北匈奴郅支单于，西汉派 4 万大军西
征。当大军抵达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
境内）时，竟意外地发现，在郅支单于
的部队中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直到战
斗结束，西汉将士才知道，这些士兵居
然来自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远征中亚，罗马军团士兵神秘失踪
公元前 53 年，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
克拉苏率领罗马第一军团进攻中亚地区
的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安息，
地处伊朗高原）。帕提亚人进行了殊死
抵抗。5 月，罗马远征军进入一个叫卡
莱的地方，结果中了帕提亚人的埋伏。
面对四周黑压压的帕提亚大军，不甘心
坐以待毙的克拉苏拼死突围。经过一番
激战，罗马军团彻底崩溃，克拉苏命令
手下各自逃生。
卡莱之战后，罗马帝国暂时不再侵
扰帕提亚。公元前 20 年，两国言和。然
而当罗马人提出希望全部遣返卡莱战役
中被俘的罗马军人时，一件令他们困惑
的事发生了。
在清点战俘的数目时，他们发现仅
有区区几百人。而此前他们得到的消息
却是，当年第一军团实际上很多士兵没
有战死，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帕提亚人，
一时都陷入了困惑之中。
后来，历史学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个
谜团。原来当时有 1000 多名罗马军团士

兵冲出了重围。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唯
一的选择便是避开帕提亚军队的封锁继
续向东前进。最终，这支罗马第一军团
的残余部队冲出帕提亚国境，进入了中
亚盆地。而在那里，散布着像康居、大
月氏这样的小国。于是，善于作战的罗
马士兵们便分别以雇佣军的身份被这些
小国接纳。
来到中亚地区后，这些罗马士兵
仍保持独立的作战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他们很可能
就会在这里逐渐繁衍生根。然而就

在此时，一场战争再次改变了他们
的命运。
当年流落到中亚的罗马士兵，一部
分投奔康居，另一部分则充当大月氏的
雇佣军。公元前 40 年，大月氏国内发生
动乱，五位副王之一的贵霜发动战争，
自任大月氏王。被击败的四位副王带着
自己的军队和属民，包括那些罗马士兵
，向东逃到西汉境内的河西走廊。在那
里，这些罗马士兵得到了妥善安置。而
投奔康居的那部分罗马士兵则没那么幸
运了，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北匈奴与西汉

明朝军队有多厉害？

1592 年，北京皇宫里显得格外忙碌。朝廷大
小官员都被动员起来，就连宅在深宫多年的万历
，也比以往更忙一些。倒不是忙着过节，而是明
朝得到朝鲜使臣的告急，朝鲜本土大半以上被日
本占领，朝鲜王子被俘，国王落难出逃。这个消
息十分意外。
在印象中，朝鲜的实力是强于日本的。日本
不过只是一个海岛小国，怎么可能击败朝鲜。更
让明朝怀疑的一点，朝鲜使臣送来的消息中，并
没有对战事的具体描述，只是含糊带过。此时，
又有消息传来，朝鲜可能与日本有所勾结，准备
诱惑明朝出兵，趁机消灭明军。
明朝的怀疑，让朝鲜十分忧虑。他们很快又
向明朝递交了日本恐吓朝鲜的书信，并向各部的

官员，乃至太监游说，希望明朝能出兵援助。按
照宗主国的义务，明朝确实应该出兵。可在情报
没有被验证以前，贸然出兵，于国家不利。
为了验证事情的真伪，明朝派人去辨别流亡
在外的是否真的是朝鲜国王。最后，经过一番讨
论得出结果，日本不仅对朝鲜发动了战争，而且
真正的目标，不是朝鲜，而是中国。
这个判断，确实是正确的。日本不但进攻朝
鲜，还曾派出使臣到南掌、暹罗、莫卧儿帝国、
葡属印度、菲律宾、琉球、朝鲜等亚洲各国，让
他们俯首称臣，协助日本一起进攻中国。在日本
给朝鲜的国书中，他们提出向朝鲜借道，进攻明
朝。可朝鲜根本就没有回复，还把消息传回明朝
。只是明朝不相信，没做出什么反应。

JIAXIN LU,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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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战争中。
自汉武帝以来，西汉边境的匈奴已
遭受多次打击。公元前 57 年，匈奴内部
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 53 年，
呼韩邪单于宣布归属西汉，并率部南迁
至阴山附近。而与西汉为敌的郅支单于
因惧怕呼韩邪联合汉军合击他，率众向
西面的中亚方向逃去。公元前 40 年，当
郅支单于的军队到达康居国时，只剩下
3000 多人。但郅支单于很快得到了康居
国的帮助。康居国王不但将郅支单于安
置在东部边境，还将手下的罗马士兵借

当时日本这种扩张侵略的野心，主
要来自他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
吉。丰臣秀吉出身贫苦，却靠着自己
的本事，统一了日本。但他的野心，
不止于此。丰臣秀吉的书简中，常以
“天下人”署名。这个“天下人”的
原文在日语中，不仅代表着“殿下”
的含义，更表明丰臣秀吉想要成为已
知世界的绝对统治者。
而且，这个想法早就由来已久。丰
臣秀吉占领九州后，曾写过一封信：
“壹岐和对马都已臣服于我 ，不久朝
鲜国王也将服属于我。早晚一定要用
自己的生命把明国搞到手。”
他还构想了占领明朝后，应当如何
统治。在丰臣秀吉的规划中，日本占
领朝鲜后，北京将成为天皇的驻地。
北京周围的土地，将成为皇室领地。
养子关白由秀次出任中国的关白，日
本的关白、朝鲜交给亲信或亲戚担任
，日本天皇中皇室挑选。丰臣秀吉本
人驻守宁波，借助这个贸易中枢，他
可以控制日本、朝鲜、中国和南蛮。
这个就是当时丰臣秀吉自己的想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还辞去了
关白的职位，担任太阁，向日本各大
名派出了征兵动员令。在进攻朝鲜以
前，丰臣秀吉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
间，最后，集结了 10 万五千人的陆军
，九千二百人的水军，船只七百艘，
向朝鲜进发。日本军队进攻朝鲜，而朝鲜几乎是
以溃败结束了战争。
他们的地方官员几乎没有坚守，就放弃了抵
抗。皇室中央与地方失联。这也是为什么，朝鲜
使臣对战争的实际情况并不熟悉，跟明朝报告战
争时，也是十分模糊。当明朝同意援助朝鲜出战
，朝鲜提供的情况，也非常的不准确。同时，他
们也无法提供军粮。
所以，明朝第一次出战的时候，只派出了少
量兵马，由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先头 3000 铁骑渡
江入朝，直扑平壤，是在极为不利的天气条件下
进攻。这自然是难以取胜。但第一次的失利，让
明朝重新进行了调整。他们一方面派遣使臣跟日

给他。就这样，残余的罗马军团又成了
北匈奴军队的雇佣军。
在康居的帮助下，郅支单于很快再
次强大起来，并且对西域诸国横加凌辱
，筑起郅支城，准备与汉朝军队抗衡。
鉴于郅支单于的活动严重威胁到
了汉朝西域各属国的安全，公元前 36
年，西汉王朝派兵攻打郅支单于。当
汉军包围郅支城后，发现了对方军队
中这些奇特的士兵。据中国史书记载
，郅支城不但“土城外有重木城”拱
卫，而且还有“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
阵”。而据汉朝人以往的了解，身为
游牧民族的匈奴人是根本不可能掌握
这些战术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战斗时，这些
士兵手持一人高的巨型大盾牌，他们组
成正方形队列，用盾牌把队伍包裹得密
不透风，然后喊着口号、迈着统一步伐
往前走。当敌人相距较远时，他们先把
手中的长矛扔出来；稍近以后，则拔出
短刀肉搏。
不过由于实力上的差距，这种奇特
的战术并没有改变战斗的结局。由于汉
朝的重骑兵速度很快，转瞬间就把罗马
士兵的方阵团团包围，然后从四面进攻
，轻易地就攻破了罗马士兵的方阵。最
终，汉朝大军一举攻破郅支城。而那些
可怜的罗马士兵，则只剩下 100 多人，
成了汉军的俘虏。
汉军将这些罗马士兵带回中国，为
了安置这批特殊的俘虏，汉元帝特地下诏
在河西地区设立骊靬县（今甘肃省永昌县
）。据《后汉书》记载:“汉初设骊靬县
，取国名为县”，而后世一些历史学也认
为骊靬正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从此，曾经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
后裔，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公元
592 年，隋文帝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禾
县。从那以后，中国史书中再也没有关
于这些罗马士兵的记载。

本接触，争取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做长期战争
的准备，做全国动员。同时，将兵权从朝鲜手中
拿回。援助朝鲜的明朝军队，一律归中央兵部调
令。因为朝鲜为了复国，过于心急，常常不顾战
机。
后续由李松如为提督总兵官，集结 4 万精锐
明军，开赴朝鲜。虽然兵力上跟日本有较大的差
距，但打起仗来，却丝毫不含糊。明军迅速击溃
了中朝边境的日军，兵锋直指平壤，在取得平壤
大捷之后，李松如又亲率 3 万铁骑，包围拥有 12
万日军的汉城。同时，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的率领
下，也沉重打击了日军。
日本节节败退，无力再战，只能选择暂时跟
明朝议和。可停战仅过两年多的时间，丰臣秀吉
又一次发动战争。这一次他又集结了 14 万陆军，
7 千水军，这可算是准备以人数取胜了。而明朝一
共派出七万援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再次击败
日本，将日本彻底赶回本土。丰臣秀吉也在战争
中，遭遇打击，不久后病重去世。他死后，入侵
朝鲜的军队也全部撤出了朝鲜半岛。
之所以后续明军能在朝鲜吊打日军，这与明
军的构成有关。
万历时代的明军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北方边军，主要由辽东，宣府，大同
的北方骑兵组成，他们中间不乏各种外族雇佣兵
，蒙古人，女真人，都在其中效力。他们的编成
方式很类似于西方的骑士，主将率领少数精锐家
丁，或者“家将”作战。比如祖承训率领 3000 多
人直取平壤，而不等待大部队，因为这 3000 人已
经是他的精华。
第二种是来自南方，主要为戚继光系统下的
新式步兵，被称为南军，他们使用火绳枪及盾牌
长枪等配合，和 15 世纪欧洲步兵主流非常相似，
讲究兵种配合，有精锐的肉搏步兵与火绳枪兵，
有部分戚系军官被调配到神机营和蓟镇军镇，他
们也一般被视为南兵。
而当时的日军，则主要由精锐的火绳枪兵及
长枪手组成。优势是火绳枪略胜过明军，但在那
个年代，火绳枪兵在平原地带不管是三段射还是
五段射，实际上对于骑兵冲击都比较薄弱，所以
陆战野战方面，日军人数上的优势，在明军面前
根本不值得一提。万历朝时期的明军的战斗力仍
是不可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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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小费是习俗，你们真的了解吗
付小费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普遍习
俗。在美国的许多服务行业中，老板
付给服务生的工资都很低，服务生在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小费收入，而小费
的意义则在于激励服务生提供优良的
服务。付小费并非必需的，只是一种
习俗，除非服务令人不满，否则还是
应该付点小费。
小费的数额视所受服务的满意度
而定，可多可少。一般而言，在机场
、车站、码头和宾馆，付给搬运工的
小费为每件行李 1 美元；出租车司机
的小费为车费的 10%～15%；餐馆侍应
生的小费为餐费的 15%～20%；理发师
和美容师的小费为收费的 15%～20%，
女性理发工序较多时，对洗头、剪发

和烫发的理发师应分别付给小费；对
旅馆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每天应付 1～
2 美元小费。
付小费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将
小费放在餐桌的茶盘或酒杯下，也可
直接交给服务生，或者在付款时，只
将找回来的整票收起，零钱不收，就
算是付小费了。在用信用卡消费时，
可在签单时另栏加入小费。
另外，美国公寓楼房的住户还有
给物业服务人员发放“新年小费”的
习俗。一般来说，公寓的经理会在年
底之前送给住户恭贺“圣诞快乐”的
贺卡，卡片里夹带一份公寓看门人、
管理员、修理工和清洁工等服务人员
的名单，有的可能多达几十个人。通

美国人奇怪的
传统风俗

每个国家的传统风俗都不一样，
可能一个国家习以为常的习俗，在其
他人看来却是非常古怪的行为，虽然
因为好莱坞和其他媒体的宣传，美国
文化以及传播到很多国家内部，但是
美国还是有一些比较让人感觉奇怪的
传统风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
下。
1、观看超级碗广告
对于很多人来说看电视广告通常
是比较难熬的，一般遇到广告都要跳
过，但是美国人却非常的喜欢看超级
碗的广告，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比赛最
大的观众群体，即使是在比赛间隙投
放的广告也是非常的喜爱，他们想要
对比一下哪一个广告会更加的吸引人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
兴致勃勃地争论哪支广告最好，同时
还会做出排名来，乐此不疲。
2、庆祝美国梦
虽然在各个时期的美国梦的定义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最近几
年的时间里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调整
，但很少有人否认，基本上所有的美
国人都会和自己的孩子说美国梦是他
们每个人的美国梦。
从情感角度来说的话，美国梦有
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可以唤起了那
些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工作的年轻人
的热情，同时他们也坚信在通往富足

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有
更多的人认为，实现美国梦已经和现
在的主流消费主义是一样了，在本质
上已经不是以前单纯的一种信条理念
。
3、开展“世纪大审判”
美国人非常的喜欢耸人听闻的时
间，而国家的媒体也乐于配合，在写
新闻稿的时候往往会使用那些夸张至
极的语言使公众哗然。所以，我们就
可以看到每过几年的时间都会有一个
新的“世纪大审判”出现在美国社会
上，每一个案件都要比上次的事件更
加的恶劣、更让人痛心疾首。
“世纪大审判”最为常见的就是
在名人的身上发生，比如罗斯科· 阿巴
克尔、美国前总克林顿等等，但是在
更多的时候，大审判会让一个原本是
普普通通的寻常人变成一个名人，不
管他们本身的意愿如何。
4、感恩节赦免火鸡
对于那些不是很了解的人来说会
觉得非常的奇怪和困惑，在节日中总
统都会赦免一只由国家火鸡联盟送来
的火鸡，这只火鸡就逃脱了被宰杀的
命运。
以上的就是美国人奇怪的传统风
俗，当然了除了以上的这些还有很多
奇怪的风俗，而且每个国家也都是一
些自己比较奇特的风俗。

常每户应给每个工人三四十美元的小
费，合计下来每户年底要送出的小费
可能高达上千美元，而在住户多的公
寓楼工作的服务人员这一笔可能高达
上万美元的“新年小费”，算是对他
们一年来笑脸迎送、周到服务的年终
报偿。
但是，切记，绝不可付小费给
警察、海关职员、大使馆官员和其
他各类政府公务人员，否则会被视
为违法行贿。另外，公共汽车司机
、售货员、快餐店职员、旅馆柜台
职员，以及剧院、体育馆、画廊和
博物馆等处的询问处职员、售票处
职员、门童、导游、电梯工等，也
都不收小费。

美国人的习俗和禁忌
美国有超过 80%以上的人民是欧洲
移民的后裔，其中华裔之大概有 100 万
。在信仰方面，超过一半的人信奉的是
基督教和天主教，剩下的人大多数都是
信犹太教和东正教，下面来看看美国人
的习俗和禁忌。
美国人的见面礼仪
1、美国人的性格一般都是比较开
朗的，乐于交际、不拘礼节。首次和对
方见面的时候不一定行握手礼，微笑打
招呼说一声“Hi”就算是打招呼了，如
果是握手的话要稍微用点力气，眼要正
视对方，稍微的弯腰，这样算是比较有
礼貌的举止。
2、在告别的时候，也多是挥挥手说
声“再见”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别人和
他们致礼的话，也要采用相应的礼节对待
对方，比如握手、点头、拥抱等等。
3、在深夜如果有客人前来拜访的
话，主人如果只穿着睡衣出来见客会被
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4、收到邀请前往美国朋友家里做
客的时候要准备好小礼物。
5、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朋
友家做客时，如果你需要使用家里的电
话打长途电话的话要经过主人同意，而
且在离开之后要把电话费留下。

6、在美国，如果要登门
拜访的话，不管是多么亲近
的朋友都需要事先打电话说
明一下，不能随心所以的前
往。
7、名片一般不送给别人
，只有在两者都想要继续保
持联系的时候才会递名片。
8、如果想抽烟的话要询
问下对方是否许可。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1、美国人和在外面聚餐
相比，更加喜欢在家里宴请
客人，在菜肴方面不喜欢使
用而清蒸和红烩烧出来的菜肴。
2、不喜欢过烫的菜肴，味道更加
喜欢少盐味和甜食。
3、不喜欢把食物剩下在碟子里面
，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
4、非常喜欢我国的苏菜、川菜、
粤菜。
美国人喜欢的颜色
美国人偏爱白色，觉得这种的颜色
特别的纯洁，另外还喜欢黄色、蓝色和
红色，黄色在他们看来是和谐的象征，
而蓝色红色，则被当作是吉祥如意的象
征。对白色的喜欢也体现在动物上，他

们更加的喜欢白猫，认为白猫可以给人
带来好运。
美国人的禁忌
1、和美国人握手的时候眼睛一定
要直视对方，如果是目视其它地方的话
会让对方很反感，认为这是我们对他的
轻视、傲慢和不礼貌的表示。
2、给女性送东西的时候不要赠送
香水、衣物和化妆用品。
注意了，如果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话
，那么以上的这些基本的习俗和禁忌是
一定要了解的，这样才会和他们相处的
更加愉快。

请不要和美国人谈这些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终于踏上
了这篇广袤并富于活力生机的土地，也
许你的旅行计划是在快节奏的曼哈顿悠
闲地享受着落日下的长岛冰茶，在不分
昼夜的赌城豪赌，在西海岸吹着海风和
加州甜橙一样让阳光把自己喂饱，甚至
只是去费城感受一下历史的沉重与变迁
，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过多思虑的，既
然来到这个开放跳跃又井然有序的国家
，提前记住一些美国当地风俗也不失为
一种精神体验。
文学 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潮
流，预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镜子，美
国文学也体现出美国人独特的哲学观、

价值观。美国
早期的移民多
是从英国或者
欧洲来到这片
新大陆的，他
们想摆脱欧洲
旧的封建传统
，追求自由、
民主。而这些
要求体现在文
学方面，个人
主义成为贯穿
早期美国文学
的一个特色。
就此而言，美
国文学的发展是承前启后，极具连贯性
的。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
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
生活的理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
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
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
。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的理
想前往美国的。
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方语
言，部分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英
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
言，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由于多年
来推动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运动，美国 50

个州中已有 31 个州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
官方语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相关议
案，不过，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 3 个
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路
易斯安那州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
语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美国人的三大忌：
一是忌有人问他的年龄，二是忌问
他买东西的价钱，三是忌在见面时说：
“你长胖了!”。年龄和买东西的价钱都
属于个人的私事，他们不喜欢别人过问
和干涉。至于“你长胖了!”这句中国人
习惯的“赞赏话”，在美国人看来是贬
意的。因为在美国的“瘦富胖穷”的概
念，一般富人有钱游山玩水，身体练的
结实，容貌普遍消瘦;胖人没多少钱，更
无闲习去锻炼了，所 偏胖。
信仰忌讳
美国人忌讳“13”、“星期五”、
“3”。认为这些数字和日期，都是厄运
和灾难的象征。还忌讳有人在自己面前
挖耳朵、抠鼻孔、打喷嚏、伸懒腰、咳
嗽等。认为这些都是不文明的，是缺乏
礼教的行为。若喷嚏、咳嗽实在不能控
制，则应同部避开客人，用手帕掩嘴，
尽量少发出声响，并要及时向在场人表
示歉意。他们忌讳有人冲他伸舌头。认
为这种举止是污辱人的动作。他们讨厌
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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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華美易經學社主辦
於對這整個世界的未來有什麼影響力？若你好奇
想要知道答案的話，我們休士頓易經學會特別邀
請統計學博士李兆璿先生於 4 月 13 號給我們—個演

講會。歡迎學員們踴躍參加
ՙੲбཎσց10ЈཌॳϞਡ

講 題 : 大數據
主 講 者 : 李兆璿 時 間 : 2019 年 4 月 13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中午 12:00 地 點 :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演講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西班牙
意大利
梵蒂岡
法國
摩納哥
講座連絡電話 : 會長 李兆瓊 (713)-995-8784
助理 Mandy (713)-980-1622
副會長 呂惠娥 (409)-370-2075
李兆璿畢業於新竹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並
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拿到統計博士學位
。此後在 AT&T, Verizon, United Healthcare 等數家
公司做統計分析，並在 Business Intelligence, Marketing Research, Data Science 等部門做領導有
30
團費
USD
多年的經驗。現退休後仍繼續幫兩家公司做
Sta$
tistical Consultant.

TX 77042

大數據

1499

什麼是大數據？為什麼它在近年來變成最熱
門的議題之—？它對人類到底有什麼用途？乃至

Tour Code:
Sovereign09

【全旅純玩系列
全旅純玩系列】
】只要
只要$
$1499
1499//人起
人起,,
包機票,, 包團費
包機票
包團費,, 讓你陸海空暢遊歐洲
讓你陸海空暢遊歐洲!!
中國與美國都玩膩
了嗎???
【全旅假期】特別推出
2019 年西班牙義大利 10 天微
風之旅
郵 輪, 悠 閒 的 旅 遊 方
式 -- 沒有太多行走距離,
最適合老年人, 以及想
要放鬆悠閒遊玩的您
包機票, 包團費, 包機票稅金
, 只需 $1499/人起
座位有限, 請盡快聯絡
【 全 旅 假 期 】
713-568-8889 訂購
7001
Corporate
Dr
Suite210 , Houston , Texas

第1天 休斯頓 - 巴塞羅那

西班牙

意大利

梵蒂岡

法國

摩納哥

自行搭乘國際班機飛往巴塞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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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Code:
Sovereign09

77036

* 免費停車, 大量車位. 停車

場二樓有更多空位*
價格(USD) 單房差價
出發日期

【大小同價】 (USD)

9月15日， 10月13日， 
11月10日

第1天 休斯頓 - 巴塞羅那

*團費不包含碼頭稅US$260/人（大小同價），需在報名
時與團費一同繳付

自行搭乘國際班機飛往巴塞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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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酒水全含 ALL YOU CAN DRINK, EXCEPT PREMIUM ONES
專業華語導遊
指定觀光自費【大小同價，請報名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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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起 350

360

US$

那不勒斯、羅馬梵蒂岡、佛羅倫薩比薩、尼斯摩納哥、
蒙彼利埃、巴塞羅那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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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
✞᷋Ƙคϳヶホ
⯫⭗⾴ǗΠ⋝ฃႪᾫⲵፂᙅ⾴Ǘ
費用不包含：
คᄾ፯ᵧ
ੵƇӚ⋇Ƈ⧋97Ǘ㘸ࠥԁ͑㘼⣃ޑԂჀဋǨ㘹
ᳱゑ᷈97
ຍী⠗⊑⧋97
Π⋝ฃ؏ฃଭ97ࠜ⋝ฃ؏ฃଭ97
⌼Ҟᾫࠜ⋝ฃ⿏ӧǨ97
ʫǗᬃ⳱᭞ӚഹࠜĵƘ⯉Ӟᖐʕ⾒
✞᷋ค⿏Ƨᄾယ⥉ᠲӚ⤩
᪲ၧƊӯๅтۓᾱ⋇ၥۓᾱ⯔ǽȳ✞᷋Ƨ⥗ᄰ㘼෦ᵄ
Ɗ⦴⦿⧦ͬ⦿ǽ
ǲƇᅔϳႠƧƁϨ⧋᪩

ヶホႄヶ

ႄヶషుްᣡᗿƮ⬎๓⯴ϻ݈㘼ӗ⠗Ʉ⌜۫㘼ǲӚ
ㄿӥ⯳፠㘼еޔ㘼ࠜ⠗ᔔହᢹҩᣕㄇ㘼௯Ѡ̉ለၞ
ބݍĶష⯫⠔§ްᣡ¨ݍ㘼⮠⭗ⱥۑĶ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9ࠦ ଲްⰯ

ヶホႄヶ

ႄヶషБభ⮋᧮⾼⋇㘼షӗ⠗ଲްᾞ⊨ᗿՖ↞ᮆˈ
ହޔᾑ౺᳓㘼⯫⠔ଲްⰯݍସҨⰞᮆੇ¤ᮻ⬑ੇ㙋
ࡇ⯬ᄺƠ⮋ޔ㙋ʜଲްⰯΡლ㙋ӗ⠗
℅ᕗҩ⠔ᄺƠ⮋ޔ㘼ࠜ⠗࠹ᢹΤ۫㘼ࠜ⠗↑ဥ
ݰ㘼ႶƑᫀƇዕᵟ࠵⋯ఛᮆỏƧƁ㘼ƳႶଲްⰯᄸ
হ˙ᮆỏՖᄸԂᮆၮ⯫џۿĶ⯫⠔ࠜ⠗⮬ᮆὁƧ
㘼ଲᣡᕅΤ㘼ҭᢹࢸᣡƧ㘼⯫⠔ለ▋ࠥ⯳㘼۸Ƒᫀ
ひᾫջᣄ➀ⷕ⧼ൂᮆԂջĶヶషΟȭⲵĶ
ȭ㙊ଲްⰯ⽏⮝ۏႪᾫⲵ

ṵ10ࠦ ଲްⰯ⾼߇

特約代理

ヶホႄヶ

ႄƇ㐋㘼⮽భ፯ޔ㘼✞᷋ΐᅺĶ
D.O.I. Sep 2018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

Sovereign

ヶホႄヶ

ႄヶషБభȹˈ┫㘼⯫⠔ƑᫀǄࠥဥݰƧƁᮆ↑ᑙᮂ⌜
ࠥဥݰ㙋⯫⠔↑Қকޔ㘼ȦƂ̴㘼↑Қকဥݰ㘼ࠜ⠗Ȧ
ƂဘਨĶ⊑᪲ᕠљƁჀ㘼ࠥӯǲⰍ࿀ʫ՝כƁᅿ
ᐆㄴ՝כҭკ࠵⣫㘼෪⊑᪲Ⰽ⧼ญନƧݍᮆԂᮞѵՖఛ

船上酒水全含 ALL YOU CAN DRINK, EXCEPT PREMIUM ONES
專業華語導遊
指定觀光自費【大小同價，請報名時支付】

ヶホႄҟヶ

ႄヶష⯫⠔ⰯƊїၞ㘼ႶۿƘᖀᄸԂᮆチლџۿƧƁ㘼
▭ᷤ§ഹࠥϻᒤಲᮆе¨ޔĶⰯƊїၞǲΩ⥻ᮆᐜӲĵ
၄҂ĵ║✢Ֆ℅ホⅦᷤĶ⯫⠔ⰯƊїၞӥݍკ⿈ᑞ
ᣡޔ㘼↑ҭᕅе⽡㘼ၟބݍĶƧషБభƑᫀҚࠥᵟᶯӥ
ݍ㒃⦲ӥݍ㘼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5ࠦ ㄿ ÷

1499起 350

⨅⮽

ヶホヶ

ǐӟⱥ⭗༖ɮῢ೯ᮆӺᷡ⊮Ⰱǐӟ㘼೯ӯ⊥ၮ⯉ၟΐ⤶ᮆ
ᅀӛǌ༟఼ᄺ㘼Ƴӯᮼഃ㇀ⱥ⭗Ƈሙຈ⊥у⇸˯Ρ
ᮆຏཾᒾ㘼ӯᏥ⧤᮷ࠥᮆᐃ⊵ẇ✮ᚡ㘼෪ႶӖ⧱ޔಘ
ഃƖ⡽ƈ⊑ଯญᒕ㘼⋇Ƈᄺᙅ̏Ӻ௪ᕠљǲӚǂљỊᯆ㘼
⋇ƇΡࠦɮභ⥻᮷℅Ղᮆɋヿ㘼ྻᄾ⨩⯮ʫƊԁᮆヶ
༖ɮӺۨチՂĶᮼഃǐӟ℅ࡘᮆƁࠦԓ㘱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4ࠦ ⰯƊїၞ

團費

【大小同價】

*團費不包含碼頭稅US$260/人（大小同價），需在報名
時與團費一同繳付

⧄⧝๓⯴ଲްⰯۨ⾉፯ޔష㘼Ƙҟ㐋۸፯⾤ޔӽ㘼Ʈ
ਅ⬎Бభᳱゑ⋇Ķ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3ࠦ ᖀƇଦ⯫

ՙੲбཎσց10ЈཌॳϞਡ

價格(USD) 單房差價
(USD)

出發日期
9月15日， 10月13日， 
11月10日

360

US$

那不勒斯、羅馬梵蒂岡、佛羅倫薩比薩、尼斯摩納哥、
蒙彼利埃、巴塞羅那一天遊

ⴐㄱレĶБభὁᅈݪޔ㘼ʜ⠔ȹˈ┫ΡლĶ₮₹
Бభᑞ┫㘼⯫⠔࠵⫍ޔ㘼ᑞ┫ࠥဥݰӚᑞ┫၏ި㘸ƊƇ
ި㘹㘼ᑞ┫၏ިႶഹࠥϻᮆፂ⢙Ķӗ⠗ষ᫊ష⮠⭗⯫ۑĶ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7ࠦ ਢၞ㘸ᔔۨ㘹÷ཾᾞ

ヶホႄヶ

ႄヶషБభᾱᄾ¨⧱ۨ¨ƧᷤᮆཾᾞΤۨ㘼⯫⠔ᣡҭ
ࠥޔ㘼ଲ㏾ࠥヤ㘼ࠜ⠗ᣡҭࠥ⧱ޔĶБభƑᫀ
ԂۿƘᖀිદ⹜݈⍰㘼ӗ⠗ිદƇᮆԂᮆკႏၞ
JVEKSRE⌜ৌࣆㄴᒢҩᣕㄇ㘼ƻ⠦ᔔۨㄴᒢ၄҂㘼ƳӯⰍ
⧼ᾥࠦ᠒ㄴᒢ҂᪦ջ㘼ⅦƏṆ۸ҩᣕㄇӯル⠔Ⓗ╅ᖀੵ
ᮆࠋ㏡チ㘸Ⴠ㘹ĶБభᔔۨਢၞ㘼Ⴖᔔ̬ۨᏤၧଲ
㏾ᮆṵƾࠥၮ⯫џۿ㘼ΡᐆᕗᄸΪ㈴тᮆ╅⋯ᖀੵĶ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8ࠦ ϻ݈㘸ᔔۨ㘹

費用包含：
✞᷋Ƙคϳヶホ
⯫⭗⾴ǗΠ⋝ฃႪᾫⲵፂᙅ⾴Ǘ
費用不包含：
คᄾ፯ᵧ
ੵƇӚ⋇Ƈ⧋97Ǘ㘸ࠥԁ͑㘼⣃ޑԂჀဋǨ㘹
ᳱゑ᷈97
ຍী⠗⊑⧋97
Π⋝ฃ؏ฃଭ97ࠜ⋝ฃ؏ฃଭ97
⌼Ҟᾫࠜ⋝ฃ⿏ӧǨ97
ʫǗᬃ⳱᭞ӚഹࠜĵƘ⯉Ӟᖐʕ⾒
✞᷋ค⿏Ƨᄾယ⥉ᠲӚ⤩
᪲ၧƊӯๅтۓᾱ⋇ၥۓᾱ⯔ǽȳ✞᷋Ƨ⥗ᄰ㘼෦ᵄ
Ɗ⦴⦿⧦ͬ⦿ǽ
ǲƇᅔϳႠƧƁϨ⧋᪩

ヶホႄヶ

ႄヶషుްᣡᗿƮ⬎๓⯴ϻ݈㘼ӗ⠗Ʉ⌜۫㘼ǲӚ
ㄿӥ⯳፠㘼еޔ㘼ࠜ⠗ᔔହᢹҩᣕㄇ㘼௯Ѡ̉ለၞ
ބݍĶష⯫⠔§ްᣡ¨ݍ㘼⮠⭗ⱥۑĶ
ȭ㙊ԊƠ▭⦋⏮ⱥ⭗㘸Π⋝ฃ㘹

ṵ9ࠦ ଲްⰯ

ヶホႄヶ

ႄヶషБభ⮋᧮⾼⋇㘼షӗ⠗ଲްᾞ⊨ᗿՖ↞ᮆˈ
ହޔᾑ౺᳓㘼⯫⠔ଲްⰯݍସҨⰞᮆੇ¤ᮻ⬑ੇ㙋
ࡇ⯬ᄺƠ⮋ޔ㙋ʜଲްⰯΡლ㙋ӗ⠗
℅ᕗҩ⠔ᄺƠ⮋ޔ㘼ࠜ⠗࠹ᢹΤ۫㘼ࠜ⠗↑ဥ
ݰ㘼ႶƑᫀƇዕᵟ࠵⋯ఛᮆỏƧƁ㘼ƳႶଲްⰯᄸ
হ˙ᮆỏՖᄸԂᮆၮ⯫џۿĶ⯫⠔ࠜ⠗⮬ᮆὁƧ
㘼ଲᣡᕅΤ㘼ҭᢹࢸᣡƧ㘼⯫⠔ለ▋ࠥ⯳㘼۸Ƒᫀ
ひᾫջᣄ➀ⷕ⧼ൂᮆԂջĶヶషΟȭⲵĶ
ȭ㙊ଲްⰯ⽏⮝ۏႪᾫⲵ

ṵ10ࠦ ଲްⰯ⾼߇

特約代理

ヶホႄヶ

ႄƇ㐋㘼⮽భ፯ޔ㘼✞᷋ΐᅺĶ
D.O.I. Sep 2018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