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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家 名 店商 家 名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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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商業、買房、重貸、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19
Deadline
截稿時間: 9/30

Representative 業務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ent's Signature 客戶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uston Yellow Pages AD as below. Please SIGN the proof & return with payment befor deadline, Thank You

□ OK as is 正確無誤      □ Correction 需修改

V:\#YP黃頁\YP Notice黃頁通知\YP-Notice黃頁廣告通知.pdf

Tel: 281.498.4310ーFax: 281.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today-america.comーAccounting@scdaily.com

休 士 頓 黃 頁
Houston Yellow Pages

� 休 士 頓 美 南 日 報 發 行 �

▋ Please confirm your ad about the address, phone number, 
company name and the contents.

▋ If everything is accepted, please sign your name then Email to 
ad@scdaily.com or Fax 281-498-2728  the ad to us.

▋ If any revision necessary, please revise on the ad directly Email or 
Fax back to us. 

•  請仔細核對您的黃頁廣告稿地址、電話號碼、公司名字、內文。

•  若無需修改，請簽名後 E-mail至 ad@scdaily.com 或 傳真 281.498.2728回覆。

•  若需要修改，請直接Email修正稿，或將稿件改過後傳真回來。
    修改以二次為限 (如本報有誤則不在此限)。

【本報完稿回覆後如10日之內未回傳則以定稿來論】
謝謝您的合作！

Client's Name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ze 廣告尺寸                                          Price 價格                                                   Note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休士頓黃頁廣告稿如下: (請圈選□確認)簽名後寄回此稿, 並且同時支付全額廣告費用 , 
   否則該訂單視為無效 （恕不接受口头订单）, 謝謝！

C10-MODERN DRAPERY 新世紀窗簾. (HC)

832-228-5858 (C)

2018 YP 1/2 Page 455.00

changrong_j@yahoo.com

C10-MODERN DRAPERY 新世紀窗簾_2 美南新聞 版權所有

有相關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Visa為Vis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的註冊商標。Mastercard為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的註冊商標。Discover 為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 的註冊商
標。American Express 為American Express 的註冊商標。Apple、Apple Pay 與蘋果圖標為Apple Inc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Android、 Chrome、Google Pay、Google Play與Google 圖標為Google LLC. 的註冊商標。

華美中小企業方案

方便快捷的結帳服務

我們為實體及網路商店提供多樣

的收款方式，助您開拓客源、大展

商機。

零售結帳終端服務：

  接受所有主要信用卡

  接受手機移動支付，拓展新客群

  增加收益流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fast 或致電 888.761.3967。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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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休斯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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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5月31号（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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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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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星期四 2019年6月06日 Thursday, June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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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星期四 2019年6月06日 Thursday, June 6, 2019

珍
貴
古
羅
馬
金
幣
將
被
高
價
拍
賣

珍
貴
古
羅
馬
金
幣
將
被
高
價
拍
賣

已
有
數
千
年
歷
史

已
有
數
千
年
歷
史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拍賣行工作人員展示壹枚在肯特郡發現的古羅馬金幣拍賣行工作人員展示壹枚在肯特郡發現的古羅馬金幣，，
這枚硬幣預計將在拍賣會上拍出這枚硬幣預計將在拍賣會上拍出66位數的價格位數的價格。。這枚金幣的歷史可以追這枚金幣的歷史可以追
溯到公元溯到公元293293年至年至296296年的阿萊克圖斯年的阿萊克圖斯(Allectus)(Allectus)統治時期統治時期。。

世界首艘氫動力遊艇航行至瑞典世界首艘氫動力遊艇航行至瑞典
計劃六年內環遊世界計劃六年內環遊世界

沖下埃菲爾鐵塔沖下埃菲爾鐵塔
遊客從遊客從115115米高空欣賞巴黎風景米高空欣賞巴黎風景

壹名遊客沿著壹名遊客沿著800800米長的路線從離地面米長的路線從離地面115115米高的巴黎埃菲爾鐵塔米高的巴黎埃菲爾鐵塔
二樓乘坐壹條繩索順勢而下二樓乘坐壹條繩索順勢而下。。

維密今年壹季度又關35家店
“內衣市場”無路可走？

全球知名內衣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 ，以下稱維密）自

創立以來，壹直都是女性內衣界舉足輕

重的時尚品牌，許多模特也將能登上維

密時尚秀作為自己的職業生涯目標。

但近年來，維密似乎已經大勢已去，不

僅銷售額不斷下跌，在全球也開啟關店模

式，就連年度時尚維密秀在去年的收視率

僅300多萬人觀看，創史上最低紀錄。

銷售額下滑、關店、或將停辦秀

場，曾經風光無兩的Victoria’s Secret，

為何會走到今天這壹步？

壹季度已關35家店
維密母公司L Brands於5月22日美

股收盤後發布第壹季度業績報告，集團

整體銷售額為26.29億美元，與上壹年同

期的26.26億美元相比幾乎無增長，凈利

潤則大跌15%至4030萬美元。其中維密

同店銷售額下跌 5%， Bath & Body

Works同店銷售額則大漲13%。L Brands

表示，今年第壹季度維密共關閉了35家

門店。

據悉，維密在去年已經關閉了30家

門店。此前，L Brands 的首席財務官

Stuart Burgdoerfer曾在年度財報後的電話

會議上表示今年還將在北美市場再關閉

53家門店，總部位於紐約的投資公司

Cowen則認為維密目前還有150家冗余門

店應該被淘汰。

事實上，維密於2017年才在上海開

設大陸首家旗艦店，同年底的維密大秀

也在上海舉辦，中新經緯客戶端在維密

中國官網查詢發現，目前，維密在北京、

香港等大中華區已經開設了49家新店。

記者發現，維密實體店從PINK系列

到維密系列，打折促銷活動基本上從未停

止，3件138元、2件238元、買壹贈壹等

促銷活動力度不小。線上渠道也有壹些促

銷活動，國外渠道也有不少折扣促銷。

其實，自2018年起， 維密就開始

把商品以大幅打折的銷售手法出售，但

都無法挽救其銷售額逐年遞減1.1%的困

局，而單單內衣產品的虧損亦不止

1.1% ，只好靠品牌的美容產品系列之盈

利抵消。

對此，分析師Ike Boruchow曾表示

，維密近年來業績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

消費者對性感內衣喜好度的下降外，還

來源於該品牌對線上業務崛起後線下門

店疏於管理有關，因為即使品牌的消費

者出現了大量向線上轉移的趨勢，該品

牌也並未關閉任何的線下店鋪，這也導

致了成本的持續增加。

全球數據零售分析師曾表示，該品

牌在過去兩年內已失去大約 380 萬名客

戶。

維密秀今年或將停辦？
近日，“維多利亞的秘密”母公司

L Brands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Les-

lie Wexner在公司簡報中表示，維密秀

將面臨重大調整：“時尚是壹項不斷變

化的產業，必須通過發展和變革才能成

長，電視和網絡已經不適合播放大秀，

將對傳統維密秀進行重新評估，2019年

以後會尋求新的形式。”這段表述，被

市場認為釋放了維密秀或將停辦的訊號。

對於今年的維密秀是否停止舉辦，

還是照常舉辦僅在電視臺停播，中新經

緯客戶端致電維密，維密方面並未給予

正面回應，只透露公司內部還在討論，

回復為“目前確實沒有相關信息可以提

供”。

經走訪北京維多利亞的秘密旗艦店，

店內工作人員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

“市場部目前沒有收到有關大秀推廣活

動的通知，今年有哪些新產品，我們還

不知道。”

據外媒報道，維密大秀去年的成本

超過1.3億，這對於經營狀況並不樂觀的

母公司 L Brands 而言無疑形成了重大

的財務壓力，向大秀的過度傾斜已經對

品牌形成拖累。如果維密秀今年真的停

播，這意味著從1995年開始至今，陪伴

觀眾25年之久的維多利亞的秘密大秀就

要從此成為歷史了。

有數據顯示，維密大秀收視率已經

連續6年下跌。維密大秀2015年的收視

率暴跌30%，收看人數驟降至659萬人。

2016年，觀看維密大秀的18歲至49歲觀

眾收視率僅為2.1，較2015年的2.3又減

少了9%。2017年，維密上海大秀收視率

則大跌30%，總觀眾數不足500萬，去年

由ABC負責播出的維密大秀收視率延續

下滑趨勢，總觀眾數跌至327萬，對比

輝煌時期的2001年1240萬的收看人數，

如今的維密大秀已然風光不再。

“內衣市場”無路可走了？
作為內衣界的龍頭大佬，曾於千禧

年代紅極壹時，主線設計與天橋上的

“天使”是“性感”的代名詞，副線系

列“PINK”就是代表青春；2004年蒂拉

班克斯、海蒂克拉姆、阿德瑞娜利馬在

維密橋上之時，是品牌最黃金最輝煌的

日子。

但近年來，維密秀與時代不符的價

值觀輸出也是其遭到女性消費者抵制的

重要原因之壹。比如去年大紅的Metoo

風潮，倡導女性不再如過往般需要用維

密內衣去塑造傲人的曲線來博取男性的

喜愛。

據了解，目前在我國內衣行業中如

安莉芳、黛安芬、芬怡、曼妮芬、都市

麗人等企業，都是是維密的主要競爭對

手。時代變遷配合時裝產業發展日新月

異，大眾對內衣設計的需求與口味也有

所轉變，數十億元的內衣業務背後，維

密面臨如何吸引年輕消費者的嚴峻挑戰。

戰略定位專家、九德定位咨詢公司

創始人徐雄俊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

近幾年全球經濟大環境的蕭條對整個女

性消費產業產生很大影響，包括美容美

發、化妝品及女性內衣市場等，維密內

衣在全球的存量市場、增量市場基本已

經達到飽和，現已趨於穩定。此外，大

部分西方國家的人口已經開始負增長，

中國的人口增長也在減緩，全球新增的

內衣市場在減弱。“女性內衣銷量是壹

個經濟晴雨表，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家

庭主婦會減少在內衣方面的支出。” 徐

雄俊稱。

徐雄俊認為，維密內衣是其業務主

線，美妝、身體乳等副線產品雖然銷量

較好，但市場份額很小，未來發展也無

法與歐萊雅、雅詩蘭黛等老牌美妝品牌

相抗衡，總體來說，競爭優勢不大。”

“維密歷年的時尚大秀，推出的內

衣產品過於強調‘性感’和‘時尚’，

也使得維密在產品的研發、設計上脫離

消費者，忽視了女性對內衣的舒適性、

實用性的需求，偏離了消費者對內衣的

本質需求。” 徐雄俊稱。

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圓滿落幕
綜合報導 2019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今

日在京落幕。記者從京交會的簽約儀式暨成果發布

會上獲悉：2019年京交會共實現意向簽約項目總數

440個，意向簽約金額1050.6億美元。其中，境內

項目數306個，金額為875.12億美元；境外項目數

134個，金額為175.5億美元。“壹主十輔”各會場

超過40萬人次參加各項活動。

本屆京交會主題鮮明、亮點紛呈、成果豐碩。

圍繞“開放、創新、智慧、融合”主題，突顯了展

會規格、國際化水平等亮點。

第壹，行業影響力更高。近600家跨國公司和

行業知名企業，63家世界500強企業參展參會，創

歷屆新高。阿裏、京東、華為等龍頭企業齊聚參展

。180余家境內外商協會、服務貿易領域專業機構

參展參會，10余位國內外院士、百余位知名企業家

等參會演講。會期發布了《中國電子商務報告

（2018）》《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2018》等近30

項行業發展報告、發展指數、榜單排名。

第二，互動體驗性更強。京交會設置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智慧教育等專題展區，集中展示人工

智能、5G等前沿數字技術在服務領域應用的最新

成果，包括智能家居、智慧藥房、8K高清顯示等

，為觀眾提供可視化、場景化、沈浸式、互動式體

驗。

第三，公眾參與度更高。首次采取“壹主多輔

”、打造“全城壹會”讓更多普通公眾走進京交會

。文博會現場開展傳統文化展演，東城分會場舉辦

時裝秀和旅遊消費嘉年華，西城分會場舉辦金融服

務展，朝陽分會場舉辦舌尖上的“壹帶壹路”國際

美食嘉年華，通州分會場舉辦文化旅遊和環球影城

主題推介活動，順義分會場舉辦電子競技大賽，昌

平分會場舉辦“回天有我、幸福生活”主題論壇，

吸引公眾參與，提升獲得感。

第四，成果可圈可點。會議期間，發起成立

了非官方、開放型的全球服務貿易展望委員會，

旨在把京交會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服務貿

易展會提供智力支持，推動國際服務貿易實現更

高質量發展；發起組建壹批促進服務業和服務貿

易發展的聯盟、基金及平臺。例如成立了中國

5G應用創新聯盟、中國音樂產業投資發展聯盟

、世界500強與跨國公司智庫聯盟等12個行業發

展聯盟、基金及平臺，推動形成服務業和服務貿

易發展的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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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8人8分鐘內

包16,400多個粽子，

屈原故里——湖北宜

昌市秭歸縣3日創造

了一項“最多人一起

包粽子”的健力士世

界紀錄。 ■中新網

屈原故里民眾創奇觀 年齡最小僅5歲
當天，秭歸縣民眾聚集到宜昌茅坪鎮鳳凰山屈

原祠參加挑戰，他們中最大的70餘歲，最小
的僅5歲。每位挑戰者手中的物料袋內有糯米、紅
棗、蓼葉、絲線等材料，每人在8分鐘內包好至少
一個粽子即為挑戰成功。當天上午8時26分，健力
士世界紀錄認證官宣佈挑戰開始，9,478名挑戰者
在190位現場監督人員見證下，開始包粽子。

現場，只見挑戰者將蓼葉捲成漏斗狀，然後
依次裝上糯米和紅棗，壓緊實、封口、綑紮，三角
棱形粽子便成型。8分鐘之後，認證官宣佈挑戰活
動結束，挑戰者高舉手中的端午粽，接受現場工作
人員監督檢查。認證官宣佈本次挑戰健力士世界紀
錄成功，活動作為“最多人一起包粽子”獲得健力
士世界紀錄認定。

據了解，本次活動共使用 4,000 斤糯米、
40,000片粽葉、1,200斤橙醬，成功包好16,400多
個繫着五彩絲線的“臍橙粽”。

秭歸是屈原的故鄉，當地端午習俗別具特色。
2009年，中國端午節．屈原故里端午習俗入選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粽子是秭歸端午
文化符號之一。

該縣每年過“三個端午”
據國家非遺項目“屈原傳說”省級代表性傳

承人、秭歸民俗文化專家鄭承志介紹說，秭歸百姓
每年要過“三個端午”，在農曆五月初五、十五、
二十五都會全家齊動員，用蓼竹葉、糯米和紅棗，
包出三角棱形的粽子。棱角分明的外形，象徵屈原
剛直不阿的品格；雪白的糯米，象徵屈原廉潔清正
的作風；紅棗，則象徵屈原的赤膽忠心。

■挑戰者們
聚集於屈原
廣場，以包
粽子傳承端
午文化。

中新社

近
萬
人
齊
包
粽

近
萬
人
齊
包
粽

破
健
力
士
紀
錄■■航拍湖北秭航拍湖北秭

歸近萬名民眾歸近萬名民眾
包粽子現場包粽子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山東日內發62條高溫預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山東省6月4日繼續發佈高溫橙色預
警，24小時內該省轄區各地已陸續
發佈62條高溫預警。

沿海“冰火兩重天”
當日，山東共有14個城市最高

氣溫達30℃，僅青島、煙台“幸
免”高溫“燒烤”。在氣溫排行榜
中，濟南、菏澤、聊城等7城最高氣
溫超37℃，預計局部地區可達40℃
以上，其中菏澤以38℃高居榜首。

而山東沿海城市青島，最高氣
溫僅為23℃。內陸沿海最高氣溫差
超15℃，又見“冰火兩重天”。

根據高溫橙色預警，4日和5
日，山東內陸大部地區將繼續出現
35℃以上高溫天氣，沿海地區在
30℃左右。同時，強對流天氣多發。

除高溫外，氣象部門預測，5
日，山東省內陸地區有重乾熱風。
乾熱風是在小麥開花灌漿期間出現
的一種高溫、低濕並伴有一定風力
的災害性天氣。

但乾熱風在山東比較常見，應
不會對農業造成危害。

市民出行多招防曬
按氣象數據記載，山東各地一

般在6月10日左右出現連續35℃及
以上高溫。今年5月22日，山東省
氣象台發佈了首個高溫橙色預警信
號，比2018年6月5日首個高溫橙
色預警提前了15天。而2017年6月
初濟南最高氣溫為31℃左右，2016
年，同期最高溫僅29℃。

記者當天在濟南街頭看到，遮
陽傘、太陽鏡、口罩、防曬服成為
市民出行必備，四處可見“臉基
尼”。全副防曬裝備的外賣小哥是
中午最為繁忙的人群，訂單量遠超
平日。

面對熱浪，山東網民依舊用“為
自己帶鹽”“曬化”“燒烤季”等詞
句形容今年早到的高溫天氣，更盼雨
“消火”。根據中長期天氣預報，6
月6日，山東或將迎來“滅火”甘
霖，有望將氣溫降到35℃以下。 ■市民出行“全副武裝”防曬。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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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聯賽香港站揭幕 中國力挫日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國際排

聯世界女子排球聯賽”香港站賽事4日隆重
揭幕，擁主場之利的中國女排以 3：0挫日
本，報卻瑞士精英賽一敗之仇，下仗將與荷
蘭對陣，爭取兩連勝。而今次香港站另一爭
標熱門意大利，則在收起主力伊干奴下，以
3：1力克荷蘭。

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賽事展開，香港體育
館吸引近9成人入座，場面熱鬧。揭幕戰由兩
支歐洲球隊內訌，實力較強的意軍以25：13拿
下首局。以年輕陣容參戰的橙衫軍團在第二局
有驚喜演出，以25：22扳回一局。不過意大利
畢竟為爭標分子，打醒十二分精神下，連贏
25：19及25：16，以3：1宣告旗開得勝。

尾場中國則強陣出戰日本，賽前揚言已恢
復狀態的朱婷果然正選披甲，與袁心玥、龔翔
宇、張常寧、丁霞及顏妮聯袂上陣。中國隊憑
袁心玥在網前穩定發揮下，一直保持領先。主

教練郎平賽前大讚日本有“夢幻般的防守”，
終局之際東瀛魔女也表現出頑強鬥志，更數次
追至刁時，幸關鍵時刻朱婷連環叩殺為中國拿
下27：25。接着兩局中國隊在現場球迷熱烈打
氣下，再贏25：18及25：21，順利打開香港站
勝利之門。

“菁英航運2019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
恒生香港公開賽”4日假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率
先展開外圍賽較量，東道主香港隊共有7位球手
在單打賽事旗開得勝晉級次圈，他們分別是（女
單）周穎詩、朱成竹、李嘉宜、麥子詠、（男
單）林兆恒、江天一及關文皓。比賽今日繼續上
演外圍賽單打次輪及第三輪，免費門票於伊利沙
伯體育館正門派發。

國際乒聯世界巡迴賽─中國公開賽在剛
剛過去的周日落下帷幕，香港公開賽接踵而

至。東道主港隊傾巢而出，派出所有精英球手
參賽。而國家乒隊（國乒）方面，儘管馬龍、
樊振東、丁寧、劉詩雯等絕對主力沒有參賽，
但仍有林高遠率領梁靖崑、何卓佳和陳幸同等
好手赴賽。而日本隊則以中國賽的原班人馬出
戰，中日之戰備受矚目。其中在男單比賽，林
高遠、梁靖崑同在上半區，日本新銳張本智和
則與水谷隼、丹羽孝希同處下半區，若無意
外，中日於決賽巔峰對決在所難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國奧四主力缺陣 土倫盃負愛爾蘭

■■國奧主帥希丁克國奧主帥希丁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我們現在仍然有時間，參加完這次比賽後，我們
會在9月、10月和11月繼續集訓。當然最重要

的是明年1月的比賽（U23亞錦賽），到時候我們的4到5名入選國
家隊的球員將會歸隊，球隊會更強。我們也許會有機會，儘管肯
定非常艱難。”

下半場連失兩個12碼
他說，這次參加土倫盃是為學習而來。“土倫盃是一項

非常有歷史的著名足球賽事，對於中國球員來說，來參加
這項知名賽事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但他同時說這場比賽讓大家看到了與世界高水平的
差距，“比賽結果很清楚，愛爾蘭球隊習慣了這種身體
高強度對抗的比賽。雖然開場不到10分鐘就以0：2落
後，但我們應對得很好。”

中國隊上半場很快憑李揚的頭球扳回一分，但下
半場裁判連續判罰中國球員手球犯規，判給愛爾蘭隊
兩個12碼機會，對方球員伊達主罰命中，中國隊也失
去了追平的機會。希丁克說：“最後裁判喜歡吹12
碼，當然對我們來說這不是大問題。”

多人入選國足削實力
他認為張玉寧、楊立瑜、朱辰傑和蔣聖龍等

多名球員入選納比率領的國家隊（國足），給全隊
的實力造成了很大損失。“我不是在抱怨，但我
們有4名球員入選了國家隊，我想念他們，因
為他們當中有兩名主力中後衛，兩名前鋒，他
們入選國家隊是好事，對於中國足球發展有
好處。我們需要讓替換他們的人適應，這次
比賽對他們是很好的經驗。年輕人來了必
須要提高。” ■新華社

據中國籃球之隊官方微博消息，正在備戰世界盃
的中國男籃（國籃）近日在主教練李楠的帶領下，開
始為期4天的軍訓。首兩日的軍訓，男籃小伙子們展
現出良好的精神風貌和訓練熱情，並得到教官的高度
肯定。近年來，軍訓已成為每屆中國男籃的必備項
目，目的是提升隊伍的凝聚力，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主帥李楠此前曾表示：“我們初步計劃是6月等所有
人都到齊之後去軍訓4天，目的是為了配合‘祖國在
我心中’這個主題，也希望通過軍訓讓隊員了解一下
部隊戰士日常的生活狀態。”

中國男籃第一批集訓成員已於5月15日集中，首
階段集訓主要以恢復和磨合為主，像丁彥雨航、趙繼
偉和劉志軒幾名球員雖然傷癒，但仍需要時間調整。
此後阿不都沙拉木、郭艾倫、可蘭白克、趙睿等第二
批成員也陸續赴國家隊報到，任駿飛和周鵬及在美國
接受腿部傷勢治療的“老大哥”易建聯也在日前歸
隊，至此，中國男籃20名集訓球員全部到位。

男籃世界盃將在8月底全面展開，東道主中國隊
與委內瑞拉、波蘭和科特迪瓦同分在A組。按照世界
盃規定，只有獲得所在地區最好成績的球隊才能獲得
東京奧運會的入場券，也就是說中國隊想要直通東京
奧運會必須奪得亞洲第一名。但同屬亞洲的韓國、日
本、伊朗及約旦等列強均虎視東奧入場券，所以對中
國男籃來講，任務十分難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中國國奧隊（國奧）法國時間 3日在土倫盃青年足球

賽C組首場比賽中以1：4輸給21歲以下愛爾蘭隊。賽後，

主帥希丁克說，進軍東京奧運會（東奧）之路非常艱

難，但只要入選國家隊的幾名球員明年 1月歸

隊，中國隊還是有機會晉級的。

亞足協宣佈中國主辦2023年亞洲盃

港乒七將晉外圍賽次輪

國籃軍訓提升凝聚力
迎戰世界盃

■■中國國奧中國國奧（（紅紅
衫衫））在土倫盃首在土倫盃首
仗以仗以11：：44不敵愛不敵愛
爾蘭爾蘭。。 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張玉寧被納比徵張玉寧被納比徵
召召，，目前正隨國家隊目前正隨國家隊
集訓集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足在今年國足在今年11月的亞洲盃月的亞洲盃88
強止步強止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男籃軍訓中國男籃軍訓，，表現出色表現出色，，受到教官讚揚受到教官讚揚。。
微博圖片微博圖片

北京時間4日下午在巴黎召開的亞足
協特別代表大會上，亞足協宣佈，2023
年的第十八屆亞洲盃將由中國承辦。這
將是中國時隔19年後再次承辦亞洲盃。

2023年亞洲盃的申辦，2016年開
始，亞足協確認共有中國、韓國、印
尼、泰國共4個國家申辦2023年亞洲
盃。此後，泰國和印尼先後退出，僅剩
下中韓之爭。

而在今年公佈主辦權歸屬之前，韓

國足協也宣佈退出申辦，中國成為唯一
的申辦國。韓國足協官方解釋稱，由於
2023年同時還將進行女足世界盃，韓國
足協希望能成功舉辦該屆賽事。因此韓
國足協選擇放棄申辦亞洲盃。

這將是中國第二次承辦亞洲盃。
2004年中國首次承辦亞洲盃，作為東道
主國足一路高歌猛進闖入決賽，最終不
敵日本屈居亞軍。

根據亞足協的競賽規程，2023年亞

洲盃將與今年 9月開始的
2022年世界盃亞洲區40強賽
捆綁進行，從40強賽出線殺入
12強賽者將自動獲得2023年亞
洲盃決賽圈24強的資格。

如今中國成功獲得2023年
亞洲盃的東道主資格，那麼40強
賽出線與否將不影響國足未來參
加2023年亞洲盃決賽圈的資格。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周一開操備戰下周
二友賽中國台北的香港足球代表隊，4日冒雨與西區扶
輪社晨輝、獅子會晨崗、屯門晨崗及翠林晨崗4間匡智
會學員進行足球交流活動。

新任主帥麥柏倫對於有聲音質疑他這份港隊名
單過於新嫩，他表示：“我不會為了滿足任何人而

挑選球員，大家要明白香港有出色的年輕球員，我
亦希望能盡快與他們合作。雖然他們現時未必是球
會常規正選，但我相信他們有能力在幾年內達到，
有他們在港隊一起訓練也很重要。”麥柏倫又提醒
外間不要急功近利：“香港是一支發展中的球隊，
我們仍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港足開操 與匡智會學員互動

■■中國隊主中國隊主
攻手朱婷扣攻手朱婷扣
殺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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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當地氣象部門的預報，
本週四本週五休斯頓將持續豪雨，預計一些
道路和區域將遭到水淹威脅。

根據哈瑞斯防洪機構的報告，週三的降
雨中，休斯頓大多數地區有至少2英寸的降雨
，休斯度市中心downtown降雨達到4英寸，
而Wharton County的降雨量接近9英寸。

受到天氣影響，該學區已經取消了所有
的夏季學校的課程，一些商家的房屋被淹。
目前已經有報告稱在位於Humble的一處道路

上，一輛SUV由於行駛速度過快，導致濕路
打滑，誤入水池，駕駛人死亡。

同時，大面積降雨也導致市內交通道路
受到影響，自西南高速至610西的道路受阻。

氣象部門稱，暴雨警報預計在周四上午
解除，但降雨不斷，本週週末，休斯頓地區
雨過之後迎來的將是高溫難耐的天氣，預計
最高溫度達105華氏度，請大家提前做好防暑
預防。

豪雨連連 休斯頓週四周五仍繼續大面積降水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4日批准首款用於
治療成人發作性叢集性頭痛的藥物——
“Emgality”注射液。

叢集性頭痛是一種神經性疾病，分發作
性和慢性兩種，表現為較為嚴重的單側頭痛
，常見於眼眶周圍，伴隨有眼眶紅腫、眼瞼
下垂、流淚、鼻塞等症狀，症狀持續15分鐘
到3小時左右，經常在每天固定時間出現，可
持續數週至數月之久。

美藥管局藥品評價和研究中心神經病學
產品部副主任埃裏克•巴斯廷斯說，該藥是

首款獲美藥管局批准的可以減少發作性叢集
性頭痛發作次數的藥物。

美藥管局說，該藥物的臨牀試驗招募了
106名患者，他們被分為用藥組和安慰劑組，
研究人員記錄了他們三週內叢集性頭痛的發
作次數。結果顯示，用藥組每週發作減少8.7
次，安慰劑組每週發作減少5.2次。

“Emgality”可由患者自行注射。 2018
年9月，美藥管局曾批准這種藥物用於成人偏
頭痛的預防性治療。

美藥管局批准首款治療叢集性頭痛藥物

（綜合報導）據美國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檢驗，發現市面上出售的肉品和海鮮，幾乎
有一半全氟烷基物質含量比這個標準高出一倍以上。魚肉、雞肉、牛肉、羊肉和熱狗等食物，
其含量在1兆分之134至865，巧克力蛋糕為1兆分之17640。環保局把對付全氟烷基物質稱
為“潛在的公關噩夢”和“全美優先事項”。

據報道，該問題過去2年受到聯邦和各州密切調查，國會為此舉行公聽會，各州還自行採
取管制措施，包括為地下水或飲水訂定標準等。

滅火泡沫也含有全氟烷基物質，但美國防部宣稱，這對撲滅噴射燃料引起的火災無可取代
。在美國軍事基地以及其他有關設施中，已使用全氟烷基物質幾十年，使相關設施的附近一帶
水土累積的這種物質含量不斷提高，用污水污泥加工製造的肥料以及牲畜飼料也受到影響。

報道稱，在美國東部一座全氟烷基物質工廠10英里範圍內栽種，並在市場出售的綠葉蔬
菜，全氟烷基物質含量超過1兆分之1000。

美發現海鮮肉類所含化學物超標一倍以上



BB66香江演藝
星期四 2019年6月06日 Thursday, June 6, 2019

2019年6月5日（星期三）神州大地2 ■責任編輯：李岐山

9,478人8分鐘內

包16,400多個粽子，

屈原故里——湖北宜

昌市秭歸縣3日創造

了一項“最多人一起

包粽子”的健力士世

界紀錄。 ■中新網

屈原故里民眾創奇觀 年齡最小僅5歲
當天，秭歸縣民眾聚集到宜昌茅坪鎮鳳凰山屈

原祠參加挑戰，他們中最大的70餘歲，最小
的僅5歲。每位挑戰者手中的物料袋內有糯米、紅
棗、蓼葉、絲線等材料，每人在8分鐘內包好至少
一個粽子即為挑戰成功。當天上午8時26分，健力
士世界紀錄認證官宣佈挑戰開始，9,478名挑戰者
在190位現場監督人員見證下，開始包粽子。

現場，只見挑戰者將蓼葉捲成漏斗狀，然後
依次裝上糯米和紅棗，壓緊實、封口、綑紮，三角
棱形粽子便成型。8分鐘之後，認證官宣佈挑戰活
動結束，挑戰者高舉手中的端午粽，接受現場工作
人員監督檢查。認證官宣佈本次挑戰健力士世界紀
錄成功，活動作為“最多人一起包粽子”獲得健力
士世界紀錄認定。

據了解，本次活動共使用 4,000 斤糯米、
40,000片粽葉、1,200斤橙醬，成功包好16,400多
個繫着五彩絲線的“臍橙粽”。

秭歸是屈原的故鄉，當地端午習俗別具特色。
2009年，中國端午節．屈原故里端午習俗入選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粽子是秭歸端午
文化符號之一。

該縣每年過“三個端午”
據國家非遺項目“屈原傳說”省級代表性傳

承人、秭歸民俗文化專家鄭承志介紹說，秭歸百姓
每年要過“三個端午”，在農曆五月初五、十五、
二十五都會全家齊動員，用蓼竹葉、糯米和紅棗，
包出三角棱形的粽子。棱角分明的外形，象徵屈原
剛直不阿的品格；雪白的糯米，象徵屈原廉潔清正
的作風；紅棗，則象徵屈原的赤膽忠心。

■挑戰者們
聚集於屈原
廣場，以包
粽子傳承端
午文化。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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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近萬名民眾歸近萬名民眾
包粽子現場包粽子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山東日內發62條高溫預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山東省6月4日繼續發佈高溫橙色預
警，24小時內該省轄區各地已陸續
發佈62條高溫預警。

沿海“冰火兩重天”
當日，山東共有14個城市最高

氣溫達30℃，僅青島、煙台“幸
免”高溫“燒烤”。在氣溫排行榜
中，濟南、菏澤、聊城等7城最高氣
溫超37℃，預計局部地區可達40℃
以上，其中菏澤以38℃高居榜首。

而山東沿海城市青島，最高氣
溫僅為23℃。內陸沿海最高氣溫差
超15℃，又見“冰火兩重天”。

根據高溫橙色預警，4日和5
日，山東內陸大部地區將繼續出現
35℃以上高溫天氣，沿海地區在
30℃左右。同時，強對流天氣多發。

除高溫外，氣象部門預測，5
日，山東省內陸地區有重乾熱風。
乾熱風是在小麥開花灌漿期間出現
的一種高溫、低濕並伴有一定風力
的災害性天氣。

但乾熱風在山東比較常見，應
不會對農業造成危害。

市民出行多招防曬
按氣象數據記載，山東各地一

般在6月10日左右出現連續35℃及
以上高溫。今年5月22日，山東省
氣象台發佈了首個高溫橙色預警信
號，比2018年6月5日首個高溫橙
色預警提前了15天。而2017年6月
初濟南最高氣溫為31℃左右，2016
年，同期最高溫僅29℃。

記者當天在濟南街頭看到，遮
陽傘、太陽鏡、口罩、防曬服成為
市民出行必備，四處可見“臉基
尼”。全副防曬裝備的外賣小哥是
中午最為繁忙的人群，訂單量遠超
平日。

面對熱浪，山東網民依舊用“為
自己帶鹽”“曬化”“燒烤季”等詞
句形容今年早到的高溫天氣，更盼雨
“消火”。根據中長期天氣預報，6
月6日，山東或將迎來“滅火”甘
霖，有望將氣溫降到35℃以下。 ■市民出行“全副武裝”防曬。 中新社

2019年6月5日（星期三）娛樂新聞6 ■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慶
全）“校長”譚詠麟推出新碟
《音樂夏令型》，當中共收錄6首
與新人合唱的新歌，前晚校長與
麥家瑜（Keeva）及趙浚承一同進
行網上音樂節目直播，為合唱新
歌《某月某日會OK》及《男人的
浪漫》造勢宣傳。

校長表示去年推出過一張跟

素人合作的大碟《音樂大本
型》，今次是第二部曲，將餘下
的六首好歌串連，而合作的新人
由他親自挑選，去配合適合的歌
曲和角色。校長指所有歌曲已拍
好MV，有多位藝人朋友來客串
演出，6首MV更會串連成微電
影，猶如一部浪漫日誌，當中他
會身兼不同的角色，以過往自己
經典電影如《陰陽錯》、《君子
好逑》及《雙城故事》裡面的角
色再度出現。提到過去他拍MV
都會與女主角有接吻場面？校長
笑說：“今次沒有，留給後生
Kiss啦！”是否不合口味？他笑
答：“不好這樣講，是劇情沒這
個需要！”

麥家瑜坦言要答謝校長的幫
助及支持，令她在演出上突破到
自己，因在MV中有場戲要她
哭，而本身她是個容易哭的人，
只是就位面對鏡頭就變得心慌
慌，但經校長從旁指導如何一秒
間變換情緒，真令她一秒由開心
跳到哭出眼淚，確實是大開眼
界。至於趙浚承則經常被校長突
擊考驗，前晚就即場考他的“海
豚音”，幸好都能勉強過關。

而校長的《銀河歲月40載》
演唱會，現到了45載仍在巡迴
中，稍後將繼續瀋陽站，至於何
時再巡迴回到香港站？他笑說：
“巡迴一直排到明天，香港總有
機會的，有拖無欠啦！”

視障童逆境自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植植）眾所周知，梁詠琪(Gigi)是愛狗之人，更讓女兒Sofia自小和愛

犬Luna生活，培養她有一顆愛護動物的心。日前Gigi為主演的導盲犬電影《小Q》，和導演羅

永昌分別到廣州、深圳和武漢展開宣傳。Gigi更被視障兒童在台上的自彈自唱，感動落淚。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滿30歲的Angelababy（楊穎）跟黃曉明結婚4年，兩人
最近因為較少一起公開現身，婚變的消息頻頻傳出，雖然雙方大力否認了這個謠
言，但再爆出婚變後，黃曉明與Angelababy一直沒被拍到同框的照片，這更讓夫
妻倆離婚的傳聞甚囂塵上。而前天，他們終於一起現身活動，其間黃曉明更是一
直幫Baby提着過長的裙襬，怕她會不小心摔倒，用超貼心的舉動呵護愛妻，親自
破除離婚謠言。

3日，Angelababy出席代言活動，她以一身銀色亮片的深V長禮服現身，宛如
公主般降臨會場，而黃曉明則是一套深藍色西裝，看起來帥氣十足。事後有人將
現場的影片分享到網路上，影片中可見Angelababy優雅地走下樓梯，黃曉明則是
在老婆身後，小心翼翼地替對方提着過長的裙襬，直到Baby走下樓梯到平地，他
才蹲低放開手中的裙襬，在兩人要走上台
時，黃曉明又替Baby提起了裙子，在
台上小兩口更是不斷親密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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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詠麟一秒入戲 麥家瑜大開眼界

在武漢一站，Gigi和導盲犬團體
到訪當地視障兒童學校，了解

到全中國有超過1,700萬視障人士，
但導盲犬卻不足200隻，所以視障兒
童第一次接觸到導盲犬時都表現雀躍
興奮。

旁人驚訝導盲犬乖巧
其中幾個視障兒童在台上自彈

自唱《小Q》電影插曲《你是我的
眼》時，台下全校200名盲童和在埸
家長齊齊合唱，這份逆境中的堅

強，令到在台下的Gigi和導演十分
感動，忍不住落淚。

《小Q》由星皓影業投資，改
編自感動亞洲3億讀者的小說《再見
了，可魯》，所以今次路演宣傳亦
有別以往，全程有導盲犬陪行，Gigi
說：“拍完電影後，了解多了導盲
犬情況，好想讓更多的人包容和了
解導盲犬，去到內地大學，導盲犬
示範了避開障礙；不刻意說，學生
也沒發現導盲犬原來已經坐在大家
中間，大家都很驚訝牠們的乖巧和

服從。”
在聽到內地大學生哭着分享和寵

物的故事時，Gigi既開心又感動，特
別是看到新一代對愛護動物的意識愈
來愈提高。而讓Gigi更難忘是和導演
有機會帶着導盲犬搭上廣州輕軌電
車，親身讓大家了解到導盲犬和宣揚
切勿騷擾工作犬執勤的重要。Gigi
說：“導盲犬好幫助到視障人士，但
有些人對導盲犬能夠上公共交通工具
和餐廳會表現驚訝，甚至抗拒，透過
今次宣傳希望讓大家認識更多。”

第九屆法國中國電影節在巴黎開幕
新華社巴黎電 第九屆法國中國

電影節3日晚在巴黎開幕，7部中國
電影將在法國多地參加展映。

第九屆法國中國電影節由巴黎中
國文化中心、中國國家電影局和法國
百代集團共同主辦，將在巴黎、康
城、馬賽、里昂、斯特拉斯堡和布
雷斯特等地舉辦近一個月的電影
展映活動，展映影片包括
《無雙》、《紅海行動》、
《影》等多部2018年上映的
國產影片。

電影節中方主席、巴黎
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嚴振全
說，法國中國電影節承載
着增進中法兩國友誼的文
化使命，電影節以更優

質的內容、更專業的組織、更豐富的
題材、更兼顧法國觀眾需求的影片類
型，通過電影這一媒介，與法國觀眾
分享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國文化
理念，推動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
解。

電影節法方主席、法國百代集
團總裁勒羅姆·塞杜表示，中國電影
市場發展迅速，突顯中國文化的無
窮魅力。在法中兩國建交55周年之
際舉辦第九屆法國中國電影節，對
進一步促進兩國專業人士和政府機
構之間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為方便法國民眾購票，巴黎中
國文化中心聯合法國當地媒體構建
了售票平台，僅在巴黎地區已預售
超過2,000張電影節門票。

中國駐法國大使翟雋，電影節
形象大使、法國導演兼法國電影資
料館館長科斯塔·加夫拉斯，法國導
演安妮·方丹，以及電影節特邀嘉賓
中國演員陳數和法國演員阿奈絲·德
穆斯捷等出席了開幕式。

孖 導 盲 犬 穿 梭 神 州 宣 傳

■■第九屆法國中國電影節開幕式第九屆法國中國電影節開幕式
在巴黎舉行在巴黎舉行，，一眾嘉賓共同按下一眾嘉賓共同按下
倒計時打板器倒計時打板器。。 中新社中新社

■■梁詠琪帶梁詠琪帶
導盲犬上廣導盲犬上廣
州 輕 軌 電州 輕 軌 電
車車。。

■■梁詠琪被視障兒梁詠琪被視障兒
童在台上的自彈自童在台上的自彈自
唱感動落淚唱感動落淚。。

■■視障兒童第一次摸導盲視障兒童第一次摸導盲
犬犬，，表現雀躍興奮表現雀躍興奮。。

■■譚詠麟與麥家瑜譚詠麟與麥家瑜（（右右））及趙浚及趙浚
承一同進行網上音樂節目直播承一同進行網上音樂節目直播。。

■■黃曉明幫黃曉明幫AngelababyAngelababy
提裙襬提裙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曉明、
Angelababy
合體破除離
婚謠言。
網上圖片

■■眾人到訪武漢視障兒童學校眾人到訪武漢視障兒童學校。。

GigiGigi感動落淚感動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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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演员李立群为了在八

大播出的陆剧《幸福一家人》

特地访台宣传，3日在台北和

媒体见面，长期在对岸拍戏的

他，在本剧中和邱泽合作，他

形容对岸几乎没有邱泽这种演

员，邱泽非常拚，对岸演员看

到他拚也跟著拚。

《幸福一家人》除了演员李

立群、邱泽外，导演也是台湾的

冯凯，算是有台味灵魂的陆剧，

在中国大陆开出亮眼收视，李立

群在剧中和邱泽饰演父子，剧中

有不少桥段都让观众飙泪。

回想起2人的合作，李立群

意味深长的说：「邱泽是台湾八

点档惨案下的演员，就像我以前

一样」李立群解释，台湾八点档

的演员都是大量拍戏，基本上是

拿到剧本就马上上场，而学会快

速背台词的功力，因此他一开始

不太能接受邱泽的演法「在大陆

比较少这种演员」，但李立群也

大讚邱泽非常努力，经过磨合之

后越来越顺，让很多对岸年轻演

员看了之后，也和邱泽一样拚。

李立群深耕中国大陆，难得

回台，他和导演冯凯对于对岸的

影视环境相当讚赏以外，也对台

湾影视表达正面态度，「我是从

悲观转为乐观，因为从谷底开始

反弹嘛！」

目前他在上海、新竹都

有置产，小孩也从加拿大返

台发展，以前常常飞来飞去

的他，也多了和孩子相处的

时间，他笑著透露过去对小

孩子严格，现在则反过来小

孩纠正态度和观念，也是温

馨的反转。

李立群曝不習慣邱澤八點檔演技

老少臺星磨合出飆淚劇情

《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励

颁奖典礼》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台湾“可爱教主”杨丞琳担任特

别表演嘉宾，献唱历年具有意义

的歌包括《年轮说》等11首歌

，每首都是全场大合唱。

后台受访时被问到与内地歌

手男友李荣浩同场演出的感觉时

，杨丞琳说：“你们觉得难得，

我觉得很平常。”为这次表演重

新编曲，看到编曲费很高时也吓

了一大跳，但是觉得非常值得，

她说：“完全是在做一个新单曲

的规格，希望听起来不像组曲，

像一首歌，不希望是热门串烧的

感觉。（花多少钱？）我有贴钱

，必须的，50万差不多，衣服造

型师不知道怎么找到的，很有份

量，音乐会上最在乎。”

再问到可遇见前绯闻男友潘

玮柏，杨丞琳表示：“我来得比

较早，只遇到他，两人还是会互

损一下，有闲说家常，互相找对

方聊天。”对方可有变胖？她妙

回：“没有变瘦，但有没有变胖

不晓得。”

與男友李榮浩
同場演出
楊丞琳編曲
服裝花50萬

張韶涵出道多年，擁有高

亢嘹亮嗓音，近年將事業重

心轉往大陸後，也發展得非

常亮眼，感情世界更備受外

界關註，除了先前曾傳出有

壹名圈外男友 SKY 之外，私

生活始終保持低調的她，近

日則罕見地在VLOG中暢談感

情觀。

張 韶 涵 近 期 常 拍 攝

“VLOG”和粉絲分享生活點

滴，她 30日 PO出最新視頻，

並有感而發地說：“是否有

時被理想化的愛情下了定義

，而忽略了妳想要成為的自

己？”只見視頻中，她正在

路邊欣賞著煙火時，被掌鏡

的友人詢問：“放煙火求婚

可以嗎？”她則響應：“錢

可以買到的東西那就不叫真

的愛。”

而張韶涵認為：“如果說

很多人不能滿足我們，我們自

己滿足自己就好了啊！”她也

不解為什麽女生就壹定要靠別

人，為什麽不能靠自己，更表

示很感謝過去及現在的自己，

“因為我無時無刻都在為自己

的未來打算！”壹字壹句流露

出對自己的要求及獨立，粉絲

看了也紛紛大贊：“靠自己才

擁有最強的安全感”、“張人

生導師開課啦”。

張韶涵暢談感情觀
錢買不到真正的愛情

大S、小S、范晓萱和阿雅

录《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四

人一起游缅甸，节目中四姐妹

为了要准备在缅甸举办的演唱

会，开始打理起彼此的造型，

更戴起假发，小S先调侃范晓

萱的造型很像短剧舞雷公会戴

的假发，大S见状则跃跃欲试

的戴起，被小S调侃“好恶心

！”

大S看见自己戴辫子假发

模样，直呼，“好想殴打自己

。”又惊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整个人呈现自我放弃模样

，让众姐妹们笑翻，却又身体

诚实地接受姐妹们帮她系上的

领结，让小S直言，“你等着

收汪小菲的离婚协议书吧！”

四姐妹完成演唱会造型后

，阿雅一脸担心，“我们会不

会吓到观众？”又忧虑自己一

上台就会忍不住笑场，说话时

，眼神还直盯着大S的假发上

看，让大 S 哭笑不得的说，

“你们都不敢看我，还叫我弄

这个造型。”

汪小菲曾在微博上透露自

己最怕三个女人，“怕女儿长

大，了解成人的世界有多麻烦

，然后怕我老婆，怕她这么有

才因为我被埋没，怕她忘记自

己是一个才女，一匹狼。我怕

我妈怕她膝盖不好，怕没人陪

她，我怕这几个女人，因为我

爱她们，也怕我丈母娘。”该

节目获得8.9的高分，更有逼近

60%的网友给予满分的评价，四

姐妹们在节目里互相伤害，旅

游时互动自然，展现认识二十

年以上的好情谊，让网友直呼

， “跟我自己出去玩时没什么

两样。”

大S假发造型被嫌弃
小S：等着收汪小菲的离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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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代君王逆襲成長傳奇，傳遞當

代青年所需勵誌能量。由賴水清、趙箭

聯合執導，王龍華、張含韻、張壹山、

王艷、翁虹、龔蓓苾、麥迪娜、蒲巴

甲、王剛、林永健、保劍鋒、甘婷婷、

沈夢辰、李宗翰、張亮等多位演員傾力

加盟的《重耳傳奇》，歷經三個月的溫

情陪伴，已於昨日圓滿收官。《重耳傳

奇》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普及春秋歷

史常識的同時，更傳遞了博古通今仁義

禮信、奮發圖強的正能量。當歷史照進

現實，這部青春勵誌傳奇巨制帶給觀眾

的不只有震撼，感動更甚。

壹代君王霸氣初現
重耳半世流亡譜寫英雄傳奇
生來駢脅異相被視為不詳，成年之

前壹直遠離父母，孤獨地成長於狄國草

原；以為父擋厄之由回歸晉國，新田賑

災為民謀利卻反遭奸臣陷害；喪母之

痛、驪姬之亂、流亡之路……重耳經歷

的任何壹項磨難加之於普通人身上，都

是難以忍受的噩夢，但重耳卻以超乎常

人的忍耐去寬解所有的不公。被迫流亡

長達十九載，期間飽嘗人間冷暖，這段

經歷成就了他掌權後註重民生，堅持秉

持仁政的寶貴經歷；流亡時期，重耳輾

轉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與各諸侯建立

起良好的關系，日後的“退避三舍”也

正來源於此。重耳以其恢廓大度、仁善

忠良得到眾民愛戴，最終憑借睿智寬仁

與萬民支持榮登君位，昭明後世，顯達

千秋，成為流傳千古的壹代明君。

不拘泥於刻板重現，也不草率的地

任意架空，《重耳傳奇》在兩者之間找

到了很好的平衡——在謹慎運用典故、

遵循歷史脈絡的前提下，輔以年輕觀

眾喜歡的方式戲劇性展現了“春秋五

霸”之壹的晉文公重耳跌宕起伏的壹

生。歷史上“零差評”帝王以這種

“近距離”方式貼近受眾，收視率穩

中增長，《重耳傳奇》不愧為壹部老

少皆宜、適合全年齡層壹同觀看的

“合家歡樂劇”。

兩個時代隔空對話
王龍華青春勵誌傳遞社會正能量
作為春秋霸主的再現者，演員王

龍華對這壹歷史人物始終保持著敬畏

之心：烈日炎夏頭頂厚重妝發奇癢難

忍也咬牙堅持，最後長了壹頭的包；

通讀劇本時情到深處情難自已，無法

控制流淚。王龍華坦言飾演重耳對自

己的人生也產生了巨大影響：“每當

我覺得做事情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

都會想起重耳。壹想到這麽多艱難困

苦他都能挺下來，我就充滿了克服困

難的勇氣和動力。”毫無保留去完成

這個歷史物，王龍華稱自己“真的是

用生命在詮釋”。

《重耳傳奇》把春秋時代和當今社

會相勾連，用普世正向價值觀去打動每

壹個感到困惑的人。重耳不僅用積極的

人生態度去感染身邊人，他的經歷更激

勵著當代年輕人磨煉吃苦耐勞、奮發上

進的意誌力。“境遇不由人，但是人的

心情好壞，卻可以自己掌握，低賤和屈

辱取決於心不取決於人”、“人活於

世，行惡積善，終究會自食其果”……

“重耳語錄”令觀眾印象深刻。用陽光

驅散黑暗，青春勵誌傳奇巨制《重耳傳

奇》本周圓滿收官。弘揚中華文化，傳

遞積極正能量，《重耳傳奇》在浮躁之

中始終保持自我，成為古裝劇中不可多

得的清流。

《我的青春都是妳》全新預告點燃畢業季

今夏“不說再見”！
由柴智屏監制、新銳導演周彤、代夢

穎執導，“少女代言人”宋蕓樺和“新壹

代國民校草”宋威龍聯袂出演的2019青春

愛情走心之作《我的青春都是妳》將於6

月21日高甜來襲，登陸全國院線。影片

今日曝光“不說再見”版預告和海報，青

春逼人的宋蕓樺和宋威龍帶著最純真悸動

的年少時光，為妳講述了壹個浪漫又不落

俗套的青春愛戀故事。預告片伊始，在高

速前進的列車上，懵懂少女周林林如夢中

囈語般問出那個問題：“妳會在什麼時候

喜歡上壹個人？”伴隨著蘇打綠那首表達

年輕人純真和狂熱的《他夏了夏天》，故

事正式拉開序幕。在“不說再見”版海報

中，壹臉憧憬眺望遠方的周林林和臉如雕

刻般五官分明的宋威龍，都預示了這對少

年人即將上演壹段夢幻般的青春熱戀！

學霸學渣
歡喜冤家青春難忘懷
在《我的青春都是妳》“不說再見”

版預告裏，那個帶著微醺的吻將周林林從

夢中喚醒，少女頂著剛睡醒的壹頭亂發驚

恐地大喊：“我的初吻！”隨著劇情的展

開，大家漸漸了解到為何周林林會將這個

吻看作壹場“噩夢”，原來每次考試都是

第壹名的方予可就是傳說中的“隔壁家的

孩子”，被媽媽要求每晚向方予可的學習

時間看齊的學渣周林林，難怪會憤憤不平

地在塗鴉墻寫下“方予可，回火星吧，地

球不歡迎妳！”充斥著周林林壹整個青春

的方予可，在邁入大學後竟然從鋼牙學霸

晉升為舞會上最耀眼奪目的男神。那個曾

經默默註視著心愛女孩嬉戲打鬧、收到心

儀之人送的蘋果轉身羞澀壹笑的學霸方予

可，居然也會大大方方地向周林林說出

“妳才是我的女朋友。”學渣的生活軌跡

被學霸打亂，方予可在周林林最需要的時

候出現，用暖心的行為靜默守護她。但相

戀的兩人也會產生隔閡和爭吵，究竟方予

可和周林林能否最終甜蜜相擁？今夏6月

21日，我們影院揭曉答案！

如詩年華
95後新新人類愛情觀令人動容
《我的青春都是妳》今日曝光的“不

說再見”版海報，男女主演的人物特寫畫

面將少年人的青澀和對未來的憧憬完美呈

現。在宋蕓樺版人物海報中，夢幻櫻花粉

的色調映襯著周林林望向車窗外的臉龐，

讓所有人都忍不住憶起自己青澀時光中的

那個唯壹。而在宋威龍版人物海報中，方

予可堅定的眼神則有他更篤定的答案，

“往後余生，我不願讓妳壹個人！”這對

學霸學渣情侶很好地詮釋了如今95後的

更具包容性的愛情觀，宋蕓樺在幕後采訪

中談道：“我覺得學霸學渣之間的愛情和

普通的愛情其實沒有差別，都是愛情，只

不過可能表達的方式不太壹樣。”宋威龍

對此也說道：“學霸可以幫助差生學習上

進，差生讓學霸懂得真正的快樂，這其實

也是我們這部電影的主題。”不管是學霸

方予可還是學渣周林林，都將自己如詩的

年華恣意揮灑在他們的青春歲月裏，令人

無比動容！

由浙江東陽小宇宙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群星瑞智國際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萌樣影視制作

有限公司、北京影

行天下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出品，安樂

影片有限公司、中藝

國際影視股份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浙江東

陽小宇宙影視傳媒有

限公司發行的《我的

青春都是妳》將於6

月21日全國上映，

如詩年華難忘懷，畢

業不說再見！

電影《八佰》曝“正面剛”預告

導演管虎最新力作《八佰》發布

“正面剛”版預告，曝光影片正面抗

擊日寇的激烈鏡頭。殘暴日軍多次對

四行倉庫發起猛烈進攻，八百壯士戰

至壹人壹彈也絕不放棄，用血肉之軀

築起長城誓死反抗守衛家國……影片

對殘酷戰場的真實還原，和對英雄鐵

骨的銀幕重現，令人不敢挪目、熱血

翻湧。本片將於7月5日全國上映。

八百壯士死守最後防線
正面對敵誓死不退
電影《八佰》取材於1937年淞滬

會戰最後壹役，上海瀕臨淪陷，為了

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拖延日軍進攻腳

步，第88師 524團團附謝晉元奉命率

420余人，孤軍留守最後的防線——四

行倉庫，與日寇血戰4天4夜。為迷惑敵

人、壯大我軍聲勢，謝晉元對外稱倉庫裏

有800人，由此得名“八百壯士”。

彼時，中日雙方已經激戰近3月，

留在上海的日軍達30萬余，八百壯士所

面臨的境況正如預告中所言，四行倉庫

是最後的陣地，也將是戰士們的墳墓。

日本侵略者殘暴成性，使用飛機、炸彈、

毒氣彈，無所不用其極輪番進攻四行倉

庫。八百壯士面對強敵，不畏犧牲，硬是

用血肉之軀築起了壹道長城，發出“縱

使戰至壹人壹彈，也絕不放棄抵抗”的

決絕誓言，寸步不退守家衛國。

壯士孤勇以身許國
壹河兩岸天地之差造就戰爭奇觀
預告還展現了四行倉庫保衛戰中

最悲壯的壹幕。在對峙到第三天時，

日軍見戰局遲遲不得推進，便以鋼板

陣掩護步兵潛至倉庫底層，企圖打開

突破口。在這千鈞壹發的危急時刻，

年輕的敢死隊員在自己身上掛滿手榴

彈，從窗口縱身躍下，與日軍同歸於

盡，只留下壹句“弟兄們，來生再見”

的許國遺言，響徹整個倉庫。壯士忠

肝義膽，令人淚目。

除了八百壯士血肉護國的壯舉外，

影片對四行倉庫保衛戰的戰役奇觀性

也做了真實的再現。四行倉庫位於上

海閘北區蘇州河北岸，而五十米河寬

之隔的南岸，正是當時的上海公共租

界，雲集了市民、難民、學生、各國

媒體及駐軍等。這使四行倉庫保衛戰

成為了人類戰爭史上第壹場“被圍觀”

的戰爭。北岸血戰之時，南岸依舊歌

舞升平，猶如這場戰爭的看臺壹般。

“戰況至此，全上海的百姓都會看著

我們”，八百壯士用生命向世界昭告

著日本人的侵略惡行，打出了中華兒

女誓死護國不容外辱的民族血性。

英雄鐵血為民族註入強心劑

管虎竭盡付出還原真實戰場

戰爭從來與仁慈無關，戰爭是戰

場上血淋淋的生與死，是家與國毫無

尊嚴的被踐踏剝奪，是歷史之痛，是

民族之殤。戰爭來臨時，即使十幾歲

的少年，也要擔起保家衛國的責任，

這從影片預告中就可見壹斑。從初戰

沙場膽戰心驚的少年士兵，到深陷絕

境英勇赴死的鐵血軍人……八百壯士

四行倉庫壹役，給在當時淞滬會戰中

節節敗退的國家帶來了希望曙光，給

萎靡不振、人心渙散的民族打了壹針

強心劑，感召著無數國人，不畏強暴、

團結壹心奮起反抗。

而這也正是導演管虎及主創團隊付

出諸多心力拍攝《八佰》的初衷。劇組

不惜打造20萬平米拍攝基地、人工挖出

200米的蘇州河、全程使用IMAX攝影機

拍攝，只為1:1實景還原抗日戰場，最真

實地將歷史中不能被忘記的壹段戰役重

現給當今的人們，讓更多人知道這群民

族英雄們曾熱烈而偉大的活過。

暖春開播燃夏收官
《重耳傳奇》以勵誌內核
共振當代青年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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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科幻動作巨制《黑衣人：全球追緝》發布“外星集結”版海報，全新
外星人首次集體亮相，氣勢如虹。海報中多達12名星際移民結隊矗立，造型各異
顛覆觀眾想象。黑衣人系列電影中的奇異外星人壹直廣受粉絲追捧，而在本片中
，將有更多腦洞大開的外星人出現，造型充滿想象力，能力更加神奇，絕對會讓
觀眾大飽眼福。

在全新發布的“外星集結”版海報中，12名星際移民首次集結亮相。誇張奇
特的面容加上類似人形的體態給觀眾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海報中的外星人氣場
震撼，每個角色的衣著服飾都各不相同，不同的裝扮似乎暗示著角色身份的不同
，外星人們已經隱藏身份成功潛入地球，是敵是友壹切只能等電影上映後壹探究
竟。

在《黑衣人》系列電影設定中，外星移民偽裝成地球生物的模樣與人類共存
，而星際移民局則負責監管他們在地球上的壹舉壹動，防止邪惡外星人對地球的
破壞。

在《黑衣人：全球追緝》中，新晉探員M和探員H面臨著外星人秘密潛入地球
並妄圖破壞的巨大危機。他們所遭遇的蜂獸，被稱為宇宙最強威脅，不僅可以偽裝
成任意形態，更有震動大地的神奇力量，這股邪惡勢力已經開始在地球上興風作浪
，壹場前所未有的挑戰正等著黑衣人探員前去化解。

《黑衣人》外星人集結亮相
辣眼睛！12名星際移民造型酷炫腦洞大開

由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和騰訊影

業聯合出品的好萊塢科幻動作巨制《黑

衣人：全球追緝》全新發布了NBA特別

聯動預告片，主演“錘哥”克裏斯· 海姆

斯沃斯、“女武神”泰莎· 湯普森首次進

入NBA“抓外星人”，與兩位NBA知名

球星飾演的外星人對質。在與外星球員

的對手戲中，錘哥發揮出天生的幽默天

賦，短短幾句臺詞和肢體語言將觀眾帶

入美式笑梗裏。在影片中，他們還會和

哪些看似地球人類，實際是外星人的明

星搞笑對戲？導演F· 加裏· 格雷到底會為

他們的會面開什麽樣的腦洞？6月14日

，全國院線將壹壹揭露謎底。

曝光錘哥自我洗腦上癮球場上與
王牌球員互“逗”

相比以往場面激烈火爆、特效酷炫

奪目的物料，NBA特別聯動預告片透露

出大量的笑料。扮演探員H的錘哥遇到

麻煩，他已經不知道去哪尋找隱藏於人

類中的外星人，泰莎· 湯普森飾演的新晉

探員M給出的建議是調查NBA球員，不

料精神恍惚的錘哥把這當成自己的主意

，原來是他對自己進行了記憶消除留下

的後遺癥，活脫脫成了壹個洗腦上癮患

者。

與NBA球星的見面也頗具喜感，克

裏斯· 保羅在NBA中以視野廣泛著稱，就

連錘哥都贊他“後腦勺上就像長了眼睛

”，可隨手丟過去的籃球讓他原形畢露

，原來這位真是眼睛長在後腦勺的外星

人，他與錘哥用大眼瞪小眼的方式詮釋

了臺詞“我們會壹直盯著妳”。兩位探

員還見到另壹位球星拉塞爾· 威斯布魯克

，這位外星球員是NBA著名的時尚達人

，給二人帶來了壹場變裝秀。看來在黑

衣人宇宙裏，擅長偽裝的外星人早已散

布在地球各處，探員們怎樣應對眾多秘

密潛藏在人類中的外星人？又如何保衛

人類安全？重重謎團被隱藏在還未上映

的電影裏。

錘哥泡外星人睡辦公室 另類黑衣
人制造大笑料

錘哥塑造的黑衣人探員形象，本來

走的是經典的風流倜儻路線，又融入了

克裏斯· 海姆斯沃斯天生的幽默基因，外

表英倫紳士常常幹出讓觀眾笑到淚噴的

事來。與外星美女壹夜風流之後，不顧

滿身的觸手印記，悄悄起床拿起衣服迅

速落跑，又因為睡眠不足，上班時在工

位上打瞌睡被搭檔泰莎· 湯普森抓個正著

後強行解釋，瞬間神秘的王牌黑衣人化

身鄰家逗比帥哥。

導演F· 加裏· 格雷在《黑衣人：全球

追緝》裏設計了更加全球化的黑衣人世

界，目前已為廣大影迷展示了大量超越

想象的黑科技武器、眾多稀奇古怪的外

星人種，還包括各種讓人津津樂道的笑

料。觀眾對此多有期待，非常想知道導

演在影片裏為克裏斯· 海姆斯沃斯、泰

莎· 湯普森劃定了壹條什麽樣的搞笑路線

？兩位表面搭檔之間互懟互“逗”的背

後，是否還有更多的笑點可以挖掘？

電影《黑衣人：全球追緝》由史蒂

芬· 斯皮爾伯格（《頭號玩家》、《侏羅

紀公園》）監制，F· 加裏· 格雷（《速度

與激情8》、《偷天換日》）執導，克裏

斯· 海姆斯沃斯（《雷神》、《復仇者聯

盟》）、泰莎· 湯普森（《雷神3：諸神

黃昏》、《西部世界》）、連姆· 尼森

（《颶風營救》系列、《真愛至上》）

、艾瑪· 湯普森（《黑衣人2》、《真愛

至上》）、麗貝卡· 弗格森（《碟中諜6

：全面瓦解》、《異星覺醒》）等聯袂

主演。影片將於2019年6月14登陸內地

院線，敬請期待！

昆汀·塔倫蒂諾導演的《好萊塢

往事》在戛納首映後，反響不錯，他

上個月接受采訪時還說，公映版會比

戛納版更長，他會剪進去更多內容。

他還表示，《好萊塢往事》作為他的

第九部電影，他此生壹共只想拍十部

片——名額只剩下最後壹部了！

而根據外媒報道，昆汀目前想

拍壹部姜戈/佐羅交叉宇宙電影，改編

自DC漫畫。漫畫原著是由昆汀本人

做編劇，故事將接著《被解救的姜戈

》往下講，姜戈的妻子Broomhilda

被安置在芝加哥後，姜戈在全美各處

找工作。在旅途中他遇到了佐羅，兩

個人結伴同行，共同實施正義。

官方給出的劇情梗概是，

“《被解救的姜戈》故事發生幾年之

後，姜戈繼續做了賞金獵人，在美東

，他可是頭上有通緝令的人，於是他

開始壹路西行。在把自己的妻子

Broomhilda安全地安置在芝加哥之後

，他再次踏上征程，壹旦完成壹份工

作，就給她寄錢。機緣巧合之下，他

遇到了上歲數、飽經風霜的Diego

de la Vega——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佐

羅，馬上被佐羅非比尋常的性格吸引

了。

這也是第壹個對於姜戈的膚色

毫不感興趣的有錢白人，而且還能打

。他成了佐羅的雇傭保鏢，為了解救

壹處的原住民，卷進了壹場戰鬥，發

現原來被奴役的不僅僅是黑人。在這

壹旅途中，他向老年佐羅學到了很多

（他有點兒像當年那個牙醫），甚至

在有些場合，還戴上了佐羅的面具，

揮起了鞭子！”

2014年的“索尼黑客事件”後

，就曾有報道說，索尼有意開發這部

電影，昆汀當年還給索尼影業的主席

艾米·帕斯卡爾寫信稱自己感興趣。

時間過去了5年，不知道這部新片他

會究竟參與多少，這會是昆汀的第十

部導演作品麽？還是說他只會當制片

人或者編劇？讓我們拭目以待。

姜戈/佐羅交叉電影真的要來了！
昆汀創作原著DC漫畫

据外媒报道，歌手埃尔顿· 约

翰的传记片《火箭人》在俄罗斯遭

遇删减，片中涉及到同性接吻、性

爱以及毒品的镜头均被剪掉，长度

达5分钟，试图淡化这位歌手的性

取向。埃尔顿· 约翰最近在《卫报

》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火箭人》

。他说：“一些电影公司想降低情

色和毒品在片中的比例，这样就能

获得PG-13的评级。”“但我还没

有过PG-13级的生活。”

据报道，由于俄罗斯法律禁

止“同性恋宣传”，所以《火箭人

》的相关镜头遭到删减。俄罗斯著

名影评人安东· 杜林(Anton Dolin)

在Facebook上写道，“所有男人之

间接吻、性和口交的镜头都被删掉

了……最糟糕的是，最后的字幕被

从大结局中删除了。”

最初的文字说明约翰和他的

丈夫住在一起，他们一起抚养孩子

，但俄文版却说他成立了一个艾滋

病基金会，并继续与他的音乐伙伴

合作。

约翰在《卫报》的一篇文章

中也谈到：“虽然我也不想让电影

充满毒品和性，但每个人都知道在

七八十年代，我在这方面有相当多

经历。”

约翰一直是俄罗斯最著名的

西方摇滚明星之一，他利用自己的

名气在世界各地为同性恋者、双性

恋者和变性者争取平等权利。

1979年，他首次访问苏联。

2013年俄罗斯通过了有争议的《反同

性恋宣传法》。该法律的保守派支持

者表示，有必要保护传统的家庭价值

观和未成年人不受“非传统性取向”

影响。但也有人批评该法律，称它既

带有歧视性，又含糊不清。

2014年，普京曾这样评价埃

尔顿· 约翰：“埃尔顿· 约翰是一位

杰出的人，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尽管他的取向不同，但我们数以

百万计的人民真诚地爱着他。”

俄羅斯刪減《火箭人》同性接吻性愛鏡頭

埃爾頓約翰不滿：我沒有過
PG-13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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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3年，吐蕃人已经攻陷了兰、

河、鄯、秦、成等州。一年之后，吐蕃和

回纥大军在仆固怀恩的指挥下侵入关中，

长安告急。面对京师的威胁，河西节度使

杨志烈为了缓解关中的压力，于是派出了

5000名河西镇最善战的部队突袭仆固怀

恩的后方基地灵武，缓解关中的压力。虽

然这支援军在回师的仆固怀恩和2000吐

蕃兵的夹击下损失惨重，但是杨志烈将牺

牲视为理所应当，让河西镇的士卒十分寒

心。不久，吐蕃人又大举入侵凉州。由于

士兵大多不愿意为杨志烈效力，所以凉州

迅速沦陷。

公元766年，吐蕃军再次攻克甘州和

肃州，河西咽喉之地接连丧失。除了吐蕃

，为了抵御党项等部族的入侵，唐朝还需

要从774年起，召集各个藩镇的精锐力量

到京师西北的八个军镇和长安防御。这其

中不乏河湟、北庭、朔方五原的精锐部队

。这样一来，河西地区的防务越发空虚。

河西沦陷的恶果，不仅在于青藏高

原和蒙古高原的敌人可以彼此勾连。在玄

宗时期，这里繁盛的军马场曾经养育过

40万匹战马。但现在被吐蕃人攻克，导

致盛唐时代河西和朔方守军极高的战马装

备率成为历史。唐军在和周边对手的战斗

中，陷入了更加巨大的劣势。

与此同时，在陇西地区沦陷后，西

域的唐朝孤军也一直在努力支撑。得益于

西域的国际局势，远离长安的当地居然暂

时比较平静。西边的阿拉伯阿巴斯王朝，

在怛罗斯之战后没有要大举东进，翻越葱

岭的意思。北方的突骑施在苏禄死后，发

生了黄、黑二姓的持续内讧。取代东突厥

的回鹘人，此时尚远在漠北而未染指西域

。此外，吐蕃优先攻略的是唐朝的河西地

区，所以西域地区暂时孤立于风暴之外。

公元762年，吐蕃人短暂地攻取过伊

州，但是次年就被北庭和安西的守军夺回

。由于安西和北庭的汉族驻军数目较多，

而附近的于阗、疏勒、焉耆三国的君主对

唐比较友好，所以这些区域得以坚持一段

时间。由于安西诸属国王仍皆对唐始终不

渝，唐代的机构和组织大都得以保存，并

在有序的状态下运作。唐人和西域人的村

落比邻而居，各个级别的官府中同时存在

胡汉官吏共事。

除了民事机构外，负责财物出纳的

孔目司、 负责招待外国来使的宴设司、

负责修建水渠的掏拓所等机构还在有序地

运行，各个交通要道上都有守捉，戍堡，

烽燧等防御设施，监控入侵之敌。

在失去内地联系的情况之下，将士

们完全靠自己给养。郭昕遂带领将士们开

荒屯垦，在将士和当地百姓的劳作下，戍

边的粮饷基本得到保障。直到今日，还能

在库车等地发现唐军屯田的遗址。为了维

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郭昕还下令自铸

货币。在阿克苏等地的唐代遗址中，曾出

土大唐将士们自铸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以及大批“元”字钱和“中”字钱等钱

币。

但在军事上，唐军由安史之乱前的

进退自如，变成了依托城镇的被动防御。

连机动的防御都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士兵

和战马的缺乏，唐军经常陷入与对手一城

一地的争夺。

很明显，半农半牧且善于建造石质

堡垒的吐蕃人，自己就有很不错的重步兵

战斗传统。吐蕃重步兵身披覆盖率极高的

精良铠甲，只露出2眼，使用剑和比唐军

步槊更长的长枪作战。方阵的前排阵亡，

后排就补充上去，非常考验单兵战斗力和

战斗意志。在以战死为最高荣誉的激励下

，只有遇到重大打击，才会选择却退。在

之前的唐藩战争中，唐军经常可以采用重

骑兵冲击或者精兵夜袭的方式，快速袭击

吐蕃人。但是随着精兵和战马产地丧失，

这种战法难以施展。而以坚韧的重步兵打

消耗战，却又是吐蕃的专长。所以时间隔

得越长，战争的天秤就会向着不利于唐朝

一方发展。

一直到781年，郭昕派出的使臣才与

朝廷取得联系，此时距他来到西域已过去

整整十五年。但西域唐军不知道的是，在

此期间，河西和长安的局面又经历了一系

列巨变。

唐德宗为了削弱国内藩镇的势力，

而在边疆问题上选择了退让，甚至默认吐

蕃和唐军分别各自保有现在占据的疆土。

双方不得越界屯田和建造堡垒，事实上默

认了吐蕃对于河陇领土的占有。唐德宗的

对外妥协-对内收严的政策，搞得各个藩

镇人人自危。最终引发了朱滔、李希烈等

人的叛乱。用于镇压叛乱的泾源军因为待

遇问题和唐德宗对外忍让态度，也造反并

占领了长安。

吐蕃看到唐朝天子再度出奔，于是

主动提出帮唐军平叛，以此要挟唐朝的

土地，达到进一步侵占唐朝土地的目的

。为了平叛，唐德宗短暂地提出向吐蕃

借兵，并以赠送安西和北庭土地的条件

。这无疑是出卖了依旧在西域死守的唐

军，也给了吐蕃人吞并西域以名正言顺

的理由。但是在唐军的镇压叛乱和朝中

文武大臣的反对之下，唐军仅仅凭借自

己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所以唐德

宗在意识到对待边境战士不公的严重后

果，取消了原定的割让安西北庭、召回

郭昕等人的计划。还派人并取道回纥，

对郭昕等人予以封赏，并用一万匹绢帛

作为对吐蕃人“善意”的答谢。

感到被戏耍的吐蕃人也怒不可遏，

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以沙洲为代

表的盐、夏、银等州县。再次受到了吐

蕃入侵。所有的野外牧场、农田均被捣

毁，汉人只能战战兢兢地闭门守城。在

一番掠夺后，河西地区只有沙洲的敦煌

，更远的吐鲁番西州、哈密的伊州等地

没有沦陷。

在沙洲，本来当地大族周鼎准备召

集全城军民焚毁城市，穿越大漠，借道回

鹘回归唐朝。但是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反

对。于是在兵变之后，阎朝成功地领导沙

洲军民。以贸易积累的雄厚财力作为后盾

，击败了吐蕃的多次围攻。最后到了公元

786年，城中弹尽粮绝，阎朝在以吐蕃不

摧毁城池，不放逐城中军民的前提下有条

件投降。让沙洲免于遭到大规模破坏。

虽然阎朝投降了，但是保护沙洲城

池的举动意义却十分重大。从汉武帝开辟

西域以来，沙州就是南北丝路商道的起点

。西有白龙堆沙漠，南有祁连山河雪水形

成的党河滋润，东有三危山，是河西城镇

中位置最险要，也是贸易最发达，经济最

富庶的城市之一。

依托这里的农牧业和贸易经济，五

胡时期的前凉曾以此为中心立足西北，对

抗来自中原的胡族势力，让这里古风犹存

。后来李唐王室的先人也是长期经营过这

里，以此为基地打下根基，成为北魏的奠

基家族之一。经过南北朝时代的运作，这

里还成为了汉传佛教的重镇。

宗教中心加贸易重镇的地位，让这

里免遭同样信佛的吐蕃人的破坏。所以后

来的唐朝使节经过这里时，认为河西四州

中只有沙州的语言文化、民风服饰和内地

大致相同，其他地区已经吐蕃化。因为有

这样的文化和家族组织根基，后来的张议

潮也是以此为中心创建了归义军政权。在

保全河西唐文化方面，敦煌的作用功不可

没，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虽然条件更加艰苦，直到公元789年

，还有僧人悟空取经从印度东归，途径龟

兹。当时四镇的建置依旧完好，节度使坐

镇安西，各个属国和唐的关系比较和睦。

但在悟空取道回纥离开之后不久，

伊州刺史袁光庭因兵尽粮绝，举家自杀。

同年冬天，吐蕃对北庭都护府发动了大规

模突袭，并于次年4月攻克了北庭治所的

吉木萨尔地区。

北庭沦之后，节度使杨袭古准备联

合回鹘人夺回北失地，但是最终失败。随

后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

载，公元790-791年，南疆重镇于阗王国

被吐蕃人北征征服。这是安西都护府沦陷

的丧钟。

对于于阗的灭亡，于阗王族自己是

有预感的。早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初，唐代

宗拜尉迟胜为骠骑大将军、毗沙府都督、

于阗王，希望他领军回国，主持国政。然

而，深知故土危在旦夕的尉迟胜耍了滑头

，他效仿汉人的兄弟让国典故，将危险的

故土交给了兄弟尉迟曜，还不让自己的儿

子回国即位。这一做法其实暗示了西域王

族对于残破的唐朝维持西域能力的怀疑。

白居易的《西凉伎》则通过滞留中

原的胡人的命运，从侧面写道了普通西域

人对于故土沦陷的悲哀。两个紫髯碧眼的

西域杂技表演者，为唐朝将领表演舞狮子

，舞得活灵活现。他们是在天宝年间，被

安西都护从西域带到中原的。很多年过去

了，他们的技艺丝毫未变，和盛唐时代的

一模一样。但是这时战报传来，凉州沦陷

，内地和安西都护府失去了联络。两个舞

狮人向着西方悲哭哀嚎，而观看表演的将

军却以此取笑他们。

最后一个老戍卒实在看不下去，出

来指责不思进取的将领：现在唐朝的前线

已经从安西萎缩到了凤翔，您纵然无力去

收复西域，但又怎么忍心取笑亡国之人呢

？

尽管如此，安西的残局还是因为外

力的介入有了一丝好转。在公元791年，

回纥可汗一度夺回了北庭都护府城。回鹘

军队继续向西，在龟兹地区打败了围困安

西都护府的吐蕃兵马，为安西驻军解围。

后来回纥又一路西征，降服了一部分葛逻

禄突厥，并让他们接受回纥可汗的领导。

这几次战胜，暂时为安西驻军争取了一些

生存空间。

在丧失了重镇于阗后，剩下的唐军

在郭昕的指挥下继续抗战十余年。疏勒城

在何时沦陷，史料中没有记载。不过其沦

陷时间，应该是在于阗丧失之后。到公元

793年，西州所在的吐鲁番地区也被吐蕃

人夺走，孤悬于西域的唐人变得越来越难

以和内地联系，乃至音书断绝。

在中原的正史中，比较缺乏对安西

守军下落的记载。倒是具有写实风格的新

乐府诗，可以旁敲侧击的提供了某些证据

。

元稹的一首《缚戎人》，揭示了安

西唐军的最后结局。公元808年，龟兹王

都在吐蕃军队的一次初冬夜袭中沦陷。唐

人在吐蕃的掠夺下骨肉分离，少壮者沦为

奴隶，而老者被断足折磨而死。本诗的主

角，是一个少年时就到安西戍边的戍卒。

他采用昼伏夜出的方式躲避吐蕃骑兵搜捕

，最后回到了唐朝的凤翔，却因为裘服披

发而被唐军当成吐蕃人捉走。

在唐军最后的抵抗被粉碎之后，吐

蕃人将自己的军事封建制度和部落民事

制度带入了西域地区。类似于唐代的安

西四镇，吐蕃人在南疆盆地设置了四个

军镇： 萨毗节度、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

度、吉尔吉特节度、和疏勒节度。在节

度之下，是各种各样的地方守军和不同

兵种。

在此之前，西域各国就有驿站，和

向导护卫等武装力量维护丝路贸易。吐蕃

人来到之后，对其进行了保留和改造。吐

蕃在西域的地方驻军主要有斥候、坐哨、

城镇守军等部队。前两者主要来自于西域

本地人和吐蕃人，以吐蕃人为指挥。这些

人主要负责保卫重要的商道和水渠，盘查

商队文书，防止盗贼侵害农田，也需要监

视汉人等有强烈抵抗情绪的族群造反。城

镇守军则分布在以前的西域城市和吐蕃堡

寨中。

在军事补给上，初步进入盆地的吐

蕃人主要是携带大量的牛羊进行补给，或

者掠夺被占领的城池。但西域地区的绿洲

，到唐代因不断的开垦，面积已经大为减

少。所以吐蕃军队和随军家属被迫分散到

了各个绿洲。他们也被迫放弃劫掠习气，

开始了以征收粮食税和商税，外加奴役本

地人耕作的模式。吐蕃人将一部分西域土

地分割给中小贵族，让他们奴役战俘作为

奴隶耕作。最肥美的牧场和田野这划为国

有领地，由军队监视附近的被征服臣民，

比如于阗人、汉人来集体耕作。此外，来

往西域的商队也要缴纳沉重的商税，维持

吐蕃驻军开支。

在民事制度上，原有的西域城邦和

汉人已经是封建制度下的居民了。但吐蕃

人直接打散以前的封建制度和汉人的州

府-坊-里，将于阗人、龟兹人、吐谷浑人

、羌人、汉人、粟特人和回纥人，分成不

同的种族部落，加以统治。不同族群根据

自己的特长和产出，被分为不同的部落。

有军事部落，也有农业部落，还有贸易部

落和丝帛部落等等名号。不同的部落以十

进制来统治，主要的层级有千户、小千户

、百户和十户。职位通常由吐蕃化程度较

深的本地人或吐蕃人自己直接担任。

于阗和龟兹因为是主要的贸易中心

，也是南疆地区少有的大绿洲，被吐蕃采

用了双轨体制，在于阗设置军镇的同时，

保留了于阗王室作为傀儡。这里的于阗部

落民的主要职责是农民，在绿洲间运输货

物的差人，还有监视潜在叛乱的斥候。于

阗各个部落以轮流值班的方式为吐蕃人提

供斥候和西域各地的情报，将潜在叛乱扼

杀在摇篮状态。当然所有的斥候组织都是

由吐蕃人来牵头的，于阗人作为二等人，

在军饷和牧场分配上都受到吐蕃人的歧视

。

对于曾经生活在青藏高原，长期和

吐蕃人厮杀的吐谷浑人，还有同样和羌族

有渊源的多弥人和白兰人，吐蕃人是加以

笼络利用的。吐谷浑人主要是军事部落的

成员。在西域的吐谷浑人主要活动在塔里

木盆地南缘东部，即且末、诺羌一带地区

，居地和于阗人相接。吐蕃吞并吐谷浑后

，从吐谷浑部中抽取丁壮，作为外侵的主

要兵力。因为半农半牧的风俗与吐蕃人接

近，所以他们在吐蕃的民族歧视链中有比

较高的地位。

对于突厥人和回纥人，之前吐蕃人

就联合葛逻禄袭击过北庭。所以，吐蕃人

看到一部分突厥亲附吐蕃，一部分归安西

都护府的残兵指挥。对于前者，吐蕃人采

用的办法是拥立阿史那馁子仆罗和拔布等

人为伪可汗，将突厥人编为农业部落或者

军事部落。对于亲汉的“汉人突厥”则加

以讨伐。

对于粟特人，吐蕃人对他们的贸易

能力乃至军事能力都是认可的。吐蕃文书

中有“粟特处军官”的头衔，这些人信奉

景教或者祆教，主要为商队提供武力保护

或者斥候服务。

对于汉人，吐蕃人对他们的主要定

位是僧尼部落、农业部落、丝帛部落或者

手工业部落。和河西汉人的地位一样，在

吐蕃的歧视链中汉人是属于比较受压迫的

。对于前战俘一般是手背负在枷锁上，头

发绑在枷锁上，就连睡觉时也不能解开、

到达押送地点后。脸上还要烫上烙印，防

止逃跑、老弱被断手刺眼，因折磨而死。

对于剩下的幸存者，仅仅在每年初一才能

换上唐服祭祖过节，对东方遥祭。

这一切恢复正常，则要等到敦煌归

义军起义和于阗王室起义，反抗崩溃的吐

蕃殖民者之后了。

在唐朝的军事史上，吐蕃一直是躲避不了的对手。虽然不是传统游牧强敌，却在地缘

位置上卡主了唐朝的后背。在其鼎盛时期，吐蕃几乎切断了唐朝与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交通

渠道。分布在西域沿线的唐军，就是吐蕃人重点攻打的对象。

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西北地区的兵力大量进入东方平叛，唐朝的西北军镇开始不断

地遭到吐蕃人蚕食。吐蕃深知河西走廊是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很容易从南北方向上截断

。所以他们对于河西走廊的进攻策略，主要是从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这样的战略主要是为

了切断中原和西域的联系，为日后蚕食西域做准备。

帝国遗民：西域唐军的最后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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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NBC的建议，通常有三种计

算方法（这里均已税前收入计算）：

一、4%原则

4%原则是美国人最常使用的一种方

法，也就是说，将你的年度开支除以

4%（或是乘以25），便会得出你的养

老所需。例如，每年的花费在4万美金

左右，那就意味着，你需要准备100万

的储备金才能安享晚年。

二、70%规则

这种算法的意思是，你需要准备平

均收入的70%用作养老金。按照美国标

准，普通人会在63岁退休，预期寿命为

85岁，也就是说，将会有22年的退休生

活。如果你的年收入在6万美金，那么

你需要准备6万*70%*22=92.4万美金的

养老金。

三、5%-35%规则

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算法，就是按

照年收入来计算。当你的年收入在$35,

000-45,000时，需要存下15%的税前收入

用作养老金；当你的年收入在$85,

000-100,000时，需要存下30%的税前收

入用作养老金……当然，如果能储存下

更多的钱那是再好不过了，具体算法如

下：

一、 你还需要考虑什么？

但是不是意味着存够了这些钱就可

以高枕无忧了呢？其实并非如此，福布

斯金融理事会的专家们就提醒：养老金

计算时还应当考虑到许多突发状况。

1.寿命比预期的长

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长寿已经

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超过85岁的

老人更是数不胜数，那么超过了预期的

寿命该怎么办？养老费又该存多少？这

是大家必须考虑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2.生活方式对储蓄有着重大影响

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储蓄的金额

数量，如果一直开销很大，那么常规的

算法可能并不适合你，也许需要预先存

下2倍乃至3倍的养老金才可以。

3.需要抵抗通货膨胀

要知道，钱存在银行除了贬值并没

有任何好处，根据Trading Economics统

计，1914年至2018年美国的平均通货膨

胀率为3.27%，2018年的平均通货膨胀

率为2.45%，所以，如果有一些稳健的

投资会更好地为你抵抗通货膨胀。

4.重大疾病、慢性疾病或长期护理

老实说，养老金多有多的用法，少

有少的用法，因人而异。但如果碰到了

重大疾病或者需要长期护理的疾病，那

可能再多的养老金也会觉得心中没底。

根据美国最大长期护理保险公司Gen-

worth的报告指出，2010年，在年龄65

以上的美国人中，需要长期护理的比率

高达81%；平均每人需要长期护理3-4

年。

那么美国的长期护理到底有多贵？

2016年，美国长期护理的全国平均成本

，养老院的半开放式私人房间每天225

美元，每月6,844美元；完全私人房间

每天253美元，每月7,698美元；一个房

间每天119美元或每月3,628美元用于辅

助生活设施的护理；健康助理每小时

20.50美元；家庭主妇服务每小时20美

元；成人保健中心服务费每天68美元

……

二、 美国人如何应对突发状况？

对此，美国人又是如何应对此类突

发状况的呢？他们最常见的做法便是在

养老金的基础上附加人寿保险。

根据2018年9月11日最新发布的关

于2017年的美国全年开销统计数据：美

国人在养老金和人寿保险的花费排在了

所有开销中的第四位。

想要在美国安度晚年，究竟需要多

少钱呢？

三、 为何美国保险如此受欢迎？

对于美国人来说，人寿保险并不单

纯只是给家人子女留有一份保障，更多

的是看到了保险的附加价值：

1. 长期护理险（Long Term Care

Rider）Or慢性疾病险（Chronic Illness）

美国的人寿保险可以搭配长期护理

险或慢性疾病险一起购买，一旦需要用

到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支付所需的各项

费用，完全不用担心花光养老金的风险

了。

长期护理（Long Term Care Rider

）最大的特色是“暂时性受伤都可以理

赔”。例如：中风、残障、骨盆修复等

。这类疾病或是意外受伤的特点是：都

需要一定时间修养，但它们都可以恢复

到接近正常的生活水平。如果碰到长期

的病变，例如老年失智，也可以获得理

赔，甚至许多公司都不要求连续90天的

自行付款证明等待期（Proof of Lost

Any 90 Days Elimination Period）。

慢性疾病险基本上需要永久性的病

变或是永久性残疾才能理賠。公司通常

需要医生开证明确认被保人的状况这一

生基本都无法恢复。很多保险公司会要

求一年內连续90天自行付款证明等待期

（Proof of Lost Continuously 90 Days

Elimination Period）。所以相对来说，

购买慢性病险的理赔程序相对來讲比较

严格，保单出险不是这么容易。

以下是不同保险公司所附带的护理

险种：

想要在美国安度晚年，究竟需要多

少钱呢？

2.重大疾病理赔（Critical Illness）

重大疾病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

伤身又伤钱的。据统计，每年全美有

735,000人突发心脏病，四位患者中就有

一人因此死亡；中风患者每年高达795,

000人。而最惊人的是患癌人群，2018

年新增癌症病例高达1735,350，每年10

万患癌人群中有163.5人因此死亡。

但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那么完

全可以附加重疾险一起购买，用作更高

层次的预防保险。但是对于这一点，每

家公司的规定有不相同，例如有的公司

规定：心脏病、中风、癌症、肾功能衰

竭末期、重要器官移植、失明、瘫痪、

艾滋病、再生不良贫血（骨髓）、首次

冠状动脉气球扩张术（心脏）、首次冠

状动脉搭桥术（心脏）,运动神经元疾病

或中枢神经疾病等，需要医生开出证明

才可以获得理赔。

3.保费低、保额高

许多人购买美国保险就是冲着它保

费低、保额高的优点，这从美国与香港

人寿保险的对比（美国比香港便宜

441%）中便可看出。

从以下40岁的受益人美国人寿保险

资料可看出：

香港人寿保险 1年保费：$5万

美金,

对应保额约：$100万美金

而美国人寿保险 1年保险：$5万

美金

对应保额约：$441万美金

跟香港的保险比起来，这6家公司

平均都是2倍多的杠杆，但是在美国的

保险却是可以达到8.8倍杠杆（保额/总

保额；441万/50万）。

4.现金价值和投资

人寿保险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随着

时间不断增加的现金价值，这是抗通货

膨胀的最佳手段。人寿保险里的投资型

万能险Variable Universal Life以及指数

型万能险Index Universal Life除了有普

通人寿保险的功能以外，还可以让客户

在保单内进行投资，从而获得相应的回

报。

同时，它也带给了你最后的经济保

障，一旦发生资金短缺的问题时，你可

以根据保单的现金价值，用非常低的利

息获得贷款，渡过了危险期再把钱还上

，不会对保单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5.合理避税

如果在美国拥有一两套房产，那就

千万别忘了美国还有一个高额的税——

遗产税。特别对于那些在美国有房产的

外国人，美国的免税额度仅6万，超过

部分会被国税局征收40%的遗产税，并

且要在9个月内交齐，不然房产会被拍

卖用以缴纳税金。

这个时候，保险就能发挥它最大的

功效了。你可以直接用保险理赔的钱去

交付遗产税，不用担心被拍卖的风险。

美国人寿保险的理赔速度非常快，通常

在几个礼拜内就可以完成，这也是为什

么，很多外国人可以用人寿保险金来付

遗产税的原因了。

但要注意，并非所有的保险都可以

搭配附加险种购买，不同的公司推出的

保底机制和上限封顶也都不同，所以建

议大家要一定要找一个靠谱且真诚的保

险经纪人咨询购买。

如果是外籍人士想要购买美国保

险，那就一定要到一个精通外国人投

保业务的保险经纪人，因为外籍人士

购买保险方面也与本地人有所不同。

谁都不想远渡重洋最后是一场空吧！

只有靠谱的保险经纪人才能从专业且

实惠的角度为你挑选出最可靠且最适

合你的那一份。并且不要害羞，但凡

心中有任何疑问都应该及时与经纪人

沟通，以免造成误解从而影响到自己

的切身利益。

想要在美国安度晚年
究竟需要多少钱呢

一直以来，美国完善的养老体系、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优质的自然环境都是大
批华人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的理由。那么，想要在美国度过一个舒适的老年生活究
竟需要花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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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大放送全旅大放送】】買機票送中國遊買機票送中國遊!! 多條精選優多條精選優
質線路質線路,, 遍布中國東遍布中國東、、南南、、西西、、北隨你挑北隨你挑！！
從美國回中國

探親或旅行的小夥伴越來越多，
那么，

如何買到性價比最高的機票？
此時此刻您最需要的是，
來找【全旅假期】，

因為不只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機票
，

而且還可以免費遊中國！
免費哦！

回國路有千萬條，唯有此條最舒
適！

即日起至4月30日期間，
凡是在全旅假期預訂美國回中國

的機票，
就送一條經典中國遊線路！

2019全年有效！
多條精選優質線路，

遍布中國東、南、西、北隨你挑
！

部分線路還有超值大禮贈送！
***需21歲以上持美國/加拿大護
照或綠卡之華僑享有此特別計劃

***

John WooJohn Woo熱誠地產熱誠地產(Passion Realty)(Passion Realty)負責人負責人
www.KATatUniversity.comwww.KATatUniversity.com
電話電話：：832832-- 876876--86788678

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Wechat/Line ID : JohnTheRealtor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去年休士頓最震撼人
心的大事，莫過於座落在Grand Parkway 99 號公
路與 I - 10 高速公路東北角的 「 凱蒂大學城」 整

體化商圈的動土，使這塊佔地15餘英畝，高質量
控制開發的凱蒂大學城及附近商圈，成為休士頓
地區躋身主流多元生活圈的獨具特色的地區。該
區距Cypress 17 英哩，距Cinco Ranch 5 英哩，距
6 號公路 8 英哩。其影響範圍將覆蓋凱蒂（ Katy )
,Cypress, Spring 甚至延伸至Woodland , 滿足大休
士頓西北區的多元族裔生活需求。該地區由超過
300多個國際性，全國性，和當地的公司所組成，
其中包括埃克森美孚化工，康菲石油公司，雪鐵
戈，陶氏化學，沃利帕森，殼牌石油公司，以及
BP America。而附近佔地8100 英畝的住宅社區，
更有著12000 戶家庭，使該區適合餐館、零售、
醫療、辦公大樓和老年人生活住宅區，平均家庭
收入$120，000 美金，是面向高檔客戶群，以保障
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群提供更多機會
了解亞裔社區。

隨著凱蒂UH ( 休士頓大學） 的動土，H Mart
已新開幕，現凱蒂大學城，再次出擊！也吸引眾
人的目光。 「 凱蒂大學城 」 就在有上萬學子的
「 休士頓大學 」 （ University of Houston ) 的校園

之南，乃商家必爭之地，位於中西合併的圓環中
心，全時段的人潮車流，還有高速雙十字地勢I10
及99高速公路每天30萬車流量，更是上學下班必
經之路。

凱蒂大學城，打造整體化商圈！包含辦公，
醫療，住宅，還有餐飲，全美第一漢亞龍超市，
購物，娛樂，整體生活機能，近在咫尺步行之間
。跟著 「凱蒂大學城」 走，讓您生活更完善。 「
凱蒂大學城 」 的商舖面積，各種大小隨意，從
1500 sf 到20,000 sf 皆有。並附有油井和消防系統
聯結。並有對街校園的頂級位置，先到先得，租
約最優，歡迎比價！

凱蒂大學城凱蒂大學城，，旺鋪招租旺鋪招租,,商舖有限商舖有限，，租約最好租約最好，，附送油井附送油井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正對上萬學生校園，，雙高速圓環中心點雙高速圓環中心點，，人潮車流不斷人潮車流不斷

「 凱蒂大學城」 現正熱誠招商中。洽租請找
Passion Realty （ 熱誠地產）的John Woo,電話：

832- 876-8678 ，或以E-Mail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聯繫，John Woo 的
微信及Line 的ID : JohnTheRealtor 網站：www.

KATatUniversity.com

D.O.I. Sep 2018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D.O.I. Sep 2018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D.O.I. Sep 2018  TICO:#4671111 / #4671053  BC:#24426 / #36488 / #63436

$59
$59

$199

$49
$49

$199

$170$140Single Supp

成人 Adult

Non-adult under 12yrs w/o bed

Non-adult under 12yrs with bed

時尚北京
輕鬆五/六天遊
時尚北京
輕鬆五/六天遊
時尚北京
輕鬆五/六天遊
Beijing 5/6 DaysBeijing 5/6 DaysBeijing 5/6 Days

 Arrive BeijingDay 1

 Beijing
早餐後前往世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天安門廣場】，
之後外觀【國家大劇院】，前往世界上最偉大的世界文
化遺產【故宮】，午餐後品嚐茶葉，之後前往北京著名
的商業街【王府井大街】，晚上欣賞精彩絕倫的【少林
功夫秀】，今天晚餐可在王府井大街自理。 
1.Tiananmen Square; 2.National Theatre(Outside); 3.Forbidden
City; 4.Wangfujing Street; 5.Shaolin Gongfu Show

Day 2

今天貴賓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PEK）或高鐵站，接
機/接高鐵送往酒店或自行入住酒店休息。
免費接機時段：抵達當天全天接機，2小時內航班將會安
排一趟車。
免費接高鐵時段：北京南站或西站，抵達當天全天，3小
時內班次將會安排一趟車。
Transfer to hotel or check in by self. (Whole Day Pick Up)

USD

up494949$
Tour Code:BJS5/6

 Beijing
早餐之後前往參觀玉器工廠，之後中國最著名的軍事要
塞【居庸關長城】，這裡是中國古代守衛京師的雄關鎖
鑰。午餐後去往寶樹堂，前往2008年奧運主會場【鳥巢
+水立方】外觀，去往中華養生，後車遊【長安街】。
1.Juyong Pass of Great Wall; 2.Bird Nest and Water Tube(Out-
side); 3.Chang’an Street by coach

Day 3

 Beijing
早餐後前往絲綢工廠，後前往明清兩代帝王祭祀天，祈
求五穀豐登的地方【天壇】，現為世界文化遺產，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5A級旅遊景區。午餐後去往寶
石店，之後乘坐【三輪車遊胡同】，體驗老北京的胡同
風情。
1.Temple of Heaven; 2.Beijing Hutong by pedicab

Day 4

 Beijing
早餐後前往老北京的繁華商業街【前門仿古商業街】，
參觀距今已有450多年曆史的【古城門箭樓】，後去往
中華老字號-同仁堂，繼遊覽北京的老城區【什剎海】，
前往世界著名的【秀水街】自由購物。
1.Qianmen Main Street Mall; 2. Jianlou; 3. Shichahai Scenic
Resort; 4. New Silk Alley Market

Day 5

 Depart BeijingDay 5
貴賓今天結束愉快的北京之旅，並送往首都機場(PEK)或
高鐵站或自行離開酒店。
免費送機時段：完團當天全天送機，2小時內航班將會安
排一趟車。
免費送高鐵時段：北京南站或西站，完團當天全天，3小
時內班次將會安排一趟車。
Transfer to airport or check out by self. (Whole day Drop off)

 Depart BeijingDay 6
貴賓今天結束愉快的北京之旅，並送往首都機場(PEK)或
高鐵站或自行離開酒店。
免費送機時段：完團當天全天送機，2小時內航班將會安
排一趟車。
免費送高鐵時段：北京南站或西站，完團當天全天，3小
時內班次將會安排一趟車。
Transfer to airport or high speed train station or check out by 
self. (Whole day Drop off)

五天團 六天團

酒店：5★北京瑪雅島酒店或同級
Maya Island Hotel or equivalent

酒店：5★北京瑪雅島酒店或同級
Maya Island Hotel or equivalent

餐食：B/L

酒店：5★北京瑪雅島酒店或同級
Maya Island Hotel or equivalent

餐食：B/L/D

酒店：5★北京瑪雅島酒店或同級
Maya Island Hotel or equivalent

餐食：B/L/D

餐食：B

餐食：B

酒店：5★北京瑪雅島酒店或同級
Maya Island Hotel or equivalent

餐食：B/L/D

USD

Tips

Pre/post Hotel

$50 $60

Extra transfer $30
Compulsory Program $180

$100

頤和園=US$40/位；全聚德烤鴨=US$40/位；金面王
朝秀=US$80/位

 Arrival Beijing Date:

1. 團費=報名費+指定自費+綜合服務費（未含行李
員及服務生服務費）；
2. 12歲以下不佔床兒童早餐費用請自行諮詢酒店前台
費用自理；
3. 適用於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國籍華僑參團，全程
中文導遊，恕不設英文翻譯，其餘國籍人士參團費用
另議；
4. 包含部分購物行程，客人報名後則說明接受相關安
排並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內參觀或中途離團，否則
需另付離團費USD100/人/天且所有費用不再退回；
5. 保留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行程及酒店的權利，請
以實際走團確認為準；
6. 如因國家政策法規等因素導致無法成行，將扣除手
續費後退回預付的門票項目，但團款外一切損失請自
行承擔。

Your Travel Agent

行程所列酒店標準間、餐膳、豪華旅遊巴士、專業
中文導遊、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Included:

機票及稅項、簽證費、自費專案及導遊司機服務費、
個人消費、醫療保險（強烈建議自行購買各種旅遊保
險：醫療、失竊、旅程中斷等）、因私人原因及航班
延誤等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Not included:

Note:

大小同價 Optional Program

五天團 六天團

1月1號至12月31號天天出發，除28JAN～10FEB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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