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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斯 頓 黃 頁休 斯 頓 黃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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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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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

▲ 主持人鄭帥帥(左)與嘉賓談休斯頓體育比賽

節目介紹：
“體育報導火箭時間”由本台特約記者鄭帥帥策劃主持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包括休斯頓
火箭隊，太空人隊，德州人隊等球隊近期比賽回顧。

播出時間：
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注重播，
重播時間為月12日（週五）中午1點。

▲ 主持人鄭帥帥

▲ 嘉賓Chris Mouton與嘉賓周乃溟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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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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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星期四 2019年7月11日 Thursday, July 11, 2019

20192019年度機器人世界杯在悉尼舉行年度機器人世界杯在悉尼舉行 機器人機器人PKPK球技球技

法蘭西的雄鷹法蘭西的雄鷹
————拿破侖文物拿破侖文物((中國中國))巡展亮相貴陽巡展亮相貴陽

參觀者在貴州省博物館觀展參觀者在貴州省博物館觀展。“。“法蘭西的雄鷹法蘭西的雄鷹———拿破侖文物—拿破侖文物（（中中
國國））巡回展覽巡回展覽””從從66月月2525日至日至99月月11日在貴州省博物館展出日在貴州省博物館展出，，本次展覽本次展覽
共展出展品共展出展品150150余件余件（（套套），），既包括名家創作的油畫既包括名家創作的油畫、、雕塑雕塑、、版畫等藝版畫等藝
術品術品，，還包括拿破侖使用過的物品及拿破侖時期的服裝還包括拿破侖使用過的物品及拿破侖時期的服裝、、生活用品等生活用品等，，
從從““軍事思想的形成軍事思想的形成”“”“帝國理想的實踐帝國理想的實踐”“”“歐洲夢想的破滅歐洲夢想的破滅”“”“時代時代
英雄的落幕英雄的落幕””四個方面展現了拿破侖跌宕起伏的戲劇人生四個方面展現了拿破侖跌宕起伏的戲劇人生，，同時也再現同時也再現
了歐洲藝術文明的輝煌壹頁了歐洲藝術文明的輝煌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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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氣溫的飆升隨著歐洲氣溫的飆升，，冰川融水在阿爾卑斯山上形成了壹個藍色的冰川融水在阿爾卑斯山上形成了壹個藍色的
湖泊湖泊。。攝影師攝影師Franco CappellariFranco Cappellari在飛越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在飛越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勃朗峰—勃朗峰
時發現了這個引人註目的湖泊時發現了這個引人註目的湖泊。。即使在海拔即使在海拔30003000米的地方米的地方，，氣溫也達氣溫也達
到了到了1010攝氏度攝氏度，，海拔海拔48004800多米山頂上的冰已開始融化多米山頂上的冰已開始融化。。

探訪LED植物工廠：
中國有了自己的最高級農業

世紀90年代，每每路過現今北京北

三環路聯想橋壹帶，總會奇怪：三環以

內居然還有農田？後來才知道，那是中

國農科院的試驗田。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片試驗田上

蓋起了鋼結構的大房子，模樣既不像寫字

樓，更不像居民樓；後來才知道，那是比普

通試驗田級別高得多的LED植物工廠。

這裏所有的菜都可以摘了直接吃
“這裏所有的菜都可以摘了直接吃。”

壹進門，北京中環易達設施園藝科技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劉從文就對記者說。

前不久，記者應約來到上述聯想橋

邊的國內首個智能型LED植物工廠。300

多平方米的大廳裏，玻璃房內，是由雙

列5層育苗架組成的植物育苗工廠，藍

色、紫色的人工光源下，排列整齊的種

苗正茁壯成長。劉從文表示，其單位面

積育苗效率可達常規育苗的40倍以上，

育苗周期則縮短40%多。玻璃房外，是

采用5層栽培床立體種植的蔬菜工廠，

細圓陶粒“土壤”上種著葉用萵苣，幾

乎每壹棵都長得壹模壹樣，讓記者領略

到“工廠化生產”的奧妙。劉從文介紹，

這是選用深液流(DFT)水耕栽培模式，所

栽培的葉用萵苣從定植到采收僅用20天

左右，比常規大田栽培周期縮短40%，

單位面積產量為露地栽培的25倍以上，

產品清潔無汙染，商品價值高。

在壹套被稱為Agrilink的“設施農業

物聯網控制系統”顯示屏前，劉從文向

記者講解了該LED植物工廠是如何進行

智能化管理的：環境控制系統由傳感器、

控制器和執行機構3部分組成。“這裏

有幾十個傳感器”，覆蓋溫度、濕度、

光照度、二氧化碳濃度、營養液酸堿度

（pH值）、營養液濃度（EC值）、液

溫和溶氧（DO值）等作物根上部環境因

子及其根際環境因子。通過傳感器及搭

載人工智能攝像頭的視覺分析系統，不

斷優化調節溫光水氣肥等參數，采集植

物生長表型參數變化並進行學習計算，

得出作物生長最優化的數據模型，實行

“植物對話”。“最終的目的是用最少的資

源實現最大化的產量、最優化的質量。”

讓農業擺脫天和地，自由可控
“LED植物工廠是國際公認設施農

業發展的最高級階段。”我國植物工廠

技術奠基人、中國農科院農業環境與可

持續發展研究所“設施植物環境工程團

隊”首席楊其長研究員如是說。

說它最高級，是因為它使千百年來

“靠天吃飯”、依賴自然循環的農業既

擺脫了天（太陽），由人工光源代替；

也擺脫了地（土壤），由營養液代替，

實現了可控環境下的高效生產，“是壹

項真正的顛覆性技術”。

“高效生產”有多高效？楊其長解釋，

其單位面積產量可達露地自然栽培的幾十

倍甚至上百倍，用水量卻不到5%。由於植

物工廠是壹種通過設施內高精度的環境控

制，實現農作物周年連續生產的高效農業

系統，由計算機對植物生長過程的溫度、

濕度、光照、二氧化碳濃度以及營養液等

進行自動控制，所以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條

件制約，可以實現在荒漠、戈壁、海島、

水面等非可耕地，以及城市摩天大樓或普

通家居，乃至外太空環境下進行農作物生

產，源源不斷地為人類提供口舌之需。

數九寒天，如果嫌天氣冷，嫌菜價

貴，或擔心蔬菜安全和品質問題，不妨

自家備上壹臺冰箱大小的“家庭植物工

廠”，喜歡什麼菜就種什麼菜，“種得

省心、吃得放心、玩得開心”。這，不

是科學幻想，而是已經實現。

可是僅僅10年前，世界範圍內，僅有日

本、美國、荷蘭等少數發達國家掌握這項技

術，“對我們來說，當時這就是科幻”。

未來植物工廠也能成為中國名片
楊其長回憶，國內有關植物工廠的

系統研究，始於15年前中國農科院環發

所“密閉式人工光植物生產系統”以及

“水耕栽培營養液在線檢測和控制系統”的

研究；但更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上世

紀50年代的設施“小氣候”課題組，

“這是壹項歷經60余年攻關，幾代科學

家傳承接力的事業”。

2005 年，楊其長查閱資料發現，

LED的紅藍光組合，可為植物光合作用

提供理想的光譜；他馬上設想，將LED

用於植物工廠，代替當時的熒光燈，會

不會是壹個新的發展方向。

由於當時民用LED與植物所需光譜

成分差距很大，團隊先後與中國科學院

半導體研究所等國內多個科研機構聯系

，花費了數倍於民用LED的價格，共同

開發出4套LED植物光源板系統；此後2

年多，他們先後進行了植物育苗、葉用

蔬菜栽培、藥用植物栽培以及植物組培

等試驗研究，取得了壹大批植物光配方

參數。之後，在國家“863”計劃項目

“智能化植物工廠生產技術研究”和中

國農科院創新工程支持下，15家產學研

用單位聯合攻關，終於獲得壹系列創新

突破：率先提出多個植物的光配方，並

創制出基於光配方的LED節能光源及其

光環境調控技術裝備；首次提出光—溫

耦合節能環境調控方法，創制出植物工

廠節能環境調控技術裝備；率先提出光

—營養調控蔬菜品質方法，創制出采前

短期連續光照提升品質工藝及技術裝備

；率先提出植物工廠光效、能效以及營

養品質提升的智能管控方法，創制出基

於物聯網的智能化管控系統。

2009年8月31日，是載入中國植物

工廠發展歷史的壹天。團隊與北京中環

易達開發的國內首個智能型植物工廠在

長春農博會閃亮登場，收獲了170多萬

觀眾的驚喜目光；標誌著我國已經成為

世界上少數系統掌握智能化植物工廠技

術的國家。與此同時，我國的植物工廠

技術開始走向國際，基於光配方的植物

LED光源產品現已推廣到美國、日本、

歐洲等；植物工廠成套產品已推廣到新

加坡等國。“未來植物工廠也能成為中

國名片。”楊其長信心滿滿。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10年躍升近150倍，強勢反彈的背後……
綜合報導 2019國際貨幣論壇發布年度《人民

幣國際化報告》，這份主題為“高質量發展與高水

平金融開放”的報告顯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強勢

反彈，十年間人民幣國際化實現從無到有的重大變

化，目前已經躋身主要國際貨幣行列。

報告發布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

所長王芳在接受經濟之聲記者專訪時介紹，2018年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波動加劇。第二季度人民幣

直接投資顯著增加，推動RII達到歷史新高4.91%，

壹度超過英鎊和日元，位列全球第三大國際貨幣。

下半年出現滑落，在次高位附近重新企穩。

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客觀地描述了人民幣在貿易、金融

交易、外匯儲備各個方面實際的國際使用程度。到2018年

底，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是2.95%，就是說在全球範圍內

，國際貨幣的使用份額中，2.95%使用的是人民幣。

報告顯示，今年第壹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的初

步匡算值為3.20%，位列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後

。相比2009年我國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0.02%的數

值，上漲了150倍。王芳說，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化實

現了從無到有的重大變化，目前已經躋身主要國際貨幣

行列。尤其是2016年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

籃子，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

十年中，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首先，中國強大的實體經濟基礎，我們是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經濟的開放度也在不斷提高；第二，

我們的貨物貿易地位，我們是全球第壹大貨物貿易

國；第三，人民幣幣值在過去十年中保持基本穩定

；第四，十年間我們持續推進金融改革和發展，同

時不斷提高宏觀金融管理能力。

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有助於實現經濟高質量發

展，高質量經濟發展決定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中

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曾經擔任國家外匯管理局

局長，在任職期間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她說，

目前我國正在從商品貿易大國走向商品貿易和資本輸

出、輸入大國，從接納國際產業鏈轉移到通過對外投

資進行全球產能優化布局；從以產品為紐帶，發展到

以產品和資本雙紐帶聯結世界經濟、融入全球化發展。

這些轉變都使人民幣“走出去”的基礎更加堅實。

近年來，我國金融對外開放步伐正在加快。報

告也提出，下壹步要大力發展金融市場，以貨幣市

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的深化改革，

作為高水平金融開放的工作重點。

中國能否最終實現與經濟貿易地位相匹配的貨

幣地位，歸根結底還是要取決於非居民使用和持有

人民幣的意願與程度。王芳說，這也要求我國外匯

市場堅持漸進式改革。

非居民使用人民幣，這是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指數的

關鍵，他們需要有壹個兌換的場所，這就發生在外匯市

場上。現在的外匯市場還是要堅持走漸進式改革的路徑，

更加堅持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目標，在發展外匯衍生產

品方面多做努力，給非居民提供管理外匯風險的工具。

只有保值，他們才能放心持有人民幣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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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製沉管 一月製一節
深中通道採新澆築系統 效率快港珠澳大橋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兩大“超級工程”，深中通道與港珠
澳大橋經常被坊間“一比高下”。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方面指出，相比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矩形箱式
鋼筋混凝土結構”，深中通道在國內首次採用“鋼
殼混凝土結構”是最大的創新，也是整個工程的最
大挑戰之一。而深中通道隧道是目前全球最寬、體
量最大、施工難度極高的鋼殼沉管隧道。

智能化大型構件生產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專家表示，深中通道鋼殼

沉管寬度約為日本的1.5倍，用鋼量達32萬噸，如
此大規模、大體量地使用鋼殼沉管在全球尚屬首
例，該工程的設計和建造沒有現成標準；建成
後，它將建立完整的世界上最寬最大規模的鋼殼
沉管隧道技術體系和標準，成為行業的標杆。

深中通道每一個標準管節有超過2,500個倉

格，一個123.8米的標準管節焊縫長度超過227公
里，而165米的標準管節焊縫長度更是超過280公
里，最厚的鋼板達到了4厘米，焊接的工作量超
大、對工藝的要求極高。據介紹，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與廣船國際合作建成鋼殼智能製造“四線一系
統”，大規模應用機器人智能化焊接、智能化打
砂、智能化噴塗。這也是全國首條在超大型構件製
造上大規模應用的智能製造系統，其片體智能焊接
機械人的焊接速度達到每分鐘0.5米。

負責深中通道沉管鋼殼製造的廣船國際有關負
責人坦言，該超級工程建設不僅提升中國橋樑的技
術標準和國際競爭力，也促進了造船行業的工藝創
新和進步。其中，在廣船國際廠區深中通道沉管鋼
殼的智能製造片體車間，幾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該生產線是目前全國片體生產線自動化水平最高
的；並提早實現了內地造船業界智能打砂和塗裝及
大工件機械人焊接的夢想。

大量用鋼殼管 樹行業新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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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中 通 道 位 置深 中 通 道 位 置

■■由於沉管製作速由於沉管製作速
度快度快，，深中通道建深中通道建
設工效較港珠澳大設工效較港珠澳大
橋大幅提速橋大幅提速。。圖為圖為
深中通道沉管預製深中通道沉管預製
智慧工廠智慧工廠。。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交通重點樞紐工程“深

中通道”目前正進行最難的沉管隧道建設。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9日受訪

時透露，繼首個管節（E1管節）鋼殼在6月下旬從南沙龍穴島船廠運抵珠海牛頭島

預製廠後，目前進入E1管節混凝土澆築階段。據悉，該預製廠曾承接港珠澳大橋

33節隧道沉管建造，經過11個月的升級改造並獲得11項專利，打造成更加智慧化

的“夢工廠”。其中，幾乎所有生產的數據都可在一塊大屏幕上輕鬆捕捉，具備每個

月生產一節管節的能力，比港珠澳大橋提升了一倍多；而相比港珠澳大橋E1管節

從預製廠搬移到淺塢區花了1個多月，如今最快提升到3個小時，深中通道建設工

效較港珠澳大橋大幅提速。

據了解，深中通道隧道沉管的生產全部採用
“工廠法”流水線法，沉管管節首先在廣

州南沙龍穴島船廠完成鋼殼的製造，後運抵珠海
牛頭島預製廠進行混凝土澆築，在淺塢區、深塢
區完成一次舾裝和二次舾裝作業後，再運至隧址
進行沉放。

在深中通道隧道建設過程中，將由33個
標準管節“搭積木”般連接而成，每個標準
管節的尺寸為165×46×10.6 米，用鋼量約1
萬噸，其排水量相當於一艘中型航空母艦。
而相比港珠澳大橋6年建設33個管節，改造
後的預製廠將要在3年內完成深中通道33個
管節中的22個任務，對預製廠的設備與工藝
提出更高要求。

預製廠升級歷時11個月
“目前，沉管預製廠全面‘智慧化’升級改

造歷時11個月已完成，其間進行了80多次方案
研討、300多份圖紙、23項攻關，具備每個月生
產一節管節的能力，比港珠澳大橋提高了一倍
多。”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工程
師們通過上百次的科研試驗，突破了國際技術封
鎖，配製出更適合鋼殼沉管澆築、且穩健性更強
的“高流動性自密實混凝土”，並研發出智能澆
築系統。“該智能系統可通過對混凝土生產及澆

築等全過程監控，實時記錄統計數據，不需要人
工去作任何操作，包括作業人員所有的信息均可
在手機上查得到、看得到”。

據介紹，單個沉管鋼殼重達1萬噸，但鋼殼
澆築完成後將有近8萬噸，並將縱移至淺塢區進
行一次舾裝作業，這“縱移”如何操作備受考
驗。“經過一年半的攻克難關，研發出了單台承
載力達到800噸的智能台車。”中交四航局深中
通道項目總工程師黃文慧表示，通過200台智能
台車編組，將徹底解決單節8萬噸沉管轉運難
題，大大提升轉運工效，目前已全部完成安裝調
試整裝待發。

建設理念承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大型化、工廠化、標準化、裝

配化的建設理念在深中通道得到了傳承，而智能
化的加入，進一步按下了‘超級工程』的提速
鍵。”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透露，全球
首艘沉管浮運安裝一體船“一航津安1”已於上
月出塢，相比港珠澳大橋採用的分體式浮運安裝
船組，該船可連續完成沉管的出塢、浮運及定位
安裝等施工作業，且施工效率極大提高。按工
期，該船本月起開展多項聯調聯試，備戰今年底
首節沉管安放；而整個通道工程擬2024年建成
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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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帥溫網止步八強 仍創個人最佳
職業生涯首度躋身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女

單 8強，中國“金花”張帥 9日雖以 6：7
（4：7）、1：6不敵前世界“一姐”夏莉普
未能再進一步，不過這已是繼李娜之後中國球
手於溫網女單的最好成績，張帥以自己的經歷
勉勵所有人不要輕易放棄夢想。

當地時間周一，張帥以6：4、1：6及6：
2擊敗恩絲杜絲卡卡後，闖進8強的她寫下自
己於溫網女單的最佳成績，這亦是她職業生涯
第二度晉級大滿貫女單8強。

2013年起張帥受傷患問題困擾陷於低
潮，連續14場大滿貫正賽“一輪遊”更令她

自信受創，甚至出現退役的念頭，不過憑着堅
毅不屈的鬥志，張帥終於走出低谷，今年繼澳
網女雙奪冠後，於溫網亦創下晉級8強的佳
績。她表示：“我從沒想過我能在這裡進行8
強賽，因為在今年之前我從未贏過任何單打比
賽，希望每一個有夢想的人都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連我都可以在草地贏球了。”30歲的張
帥以表現告訴世人縱然不再年輕，只要永不放
棄仍可擁有無限可能性。

另外，六項大滿貫冠軍、美國名將莎蓮
娜威廉絲，則以6：4、4：6、6：3挫同胞瑞
絲姬晉級4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世大跳水項目共收穫11金4銀

■焦婧婧在混
合全能比賽
中，與黃博文
合作奪金。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正謙）雖然港隊於那不勒斯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尚未有獎牌進
帳，不過在不少項目均有出色
發揮，俞雅欣成功殺入跳遠決
賽，而網球女雙亦晉級八強。

年僅21歲的俞雅欣是港田
徑隊的未來希望，今年四度刷
新香港紀錄，包括今年5月於
香港田徑錦標賽跳出6米26，

來到世大運俞雅欣繼續發揮穩
定，以6米 21的成績殺入決
賽。

另外港隊於網球項目亦傳
來捷報，女雙張瑋桓及伍曼瑩
以2：0力克意大利組合晉身八
強。

而乒乓球方面梁灝程/潘
尚熙及李清韻/林依諾則分別
晉身男雙及女雙16強。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88日日，，中國大學生中國大學生

跳水隊在那不勒斯世界大學生夏跳水隊在那不勒斯世界大學生夏

季運動會跳水項目最後一個比賽季運動會跳水項目最後一個比賽

日獲得日獲得33金金11銀銀，，在在1515個項目中個項目中

收穫收穫1111金金44銀銀，，完美收官完美收官。。

俞雅欣闖跳遠決賽
港網晉女雙八強

▶▶張瑋桓張瑋桓（（左左））和伍曼瑩打入女雙和伍曼瑩打入女雙88強強。。 香港代表團提供香港代表團提供

■■細威盡顯霸氣細威盡顯霸氣。。 美聯社美聯社

■■黃博文與焦婧婧出戰混合全能比賽黃博文與焦婧婧出戰混合全能比賽，，並奪並奪
得金牌得金牌。。 新華社新華社

■■張帥面張帥面
對前世界對前世界
““一姐一姐””
夏莉普夏莉普，，
打得異常打得異常
頑強頑強。。

路透社路透社

法甲足球豪門巴黎聖日耳門
（PSG）當地8日發表聲明稱，由
於尼馬未有如期向球會報到，無故
缺席當日球隊訓練，會方將對他採
取相應措施。PSG體育總監李安納
度甚至直截了當稱，只要條件合
適，這位巴西前鋒可以選擇離隊。
但另一邊廂，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

則解釋，有關延遲歸隊的計劃早已
告知PSG。

PSG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尼馬
8日本該加入球會的季前集訓，然
而他並未在約定的時間、地點出
現，這是未經事先批准的。會方對
此深表遺憾，並將會採取合適的措
施。上月重回PSG體育總監之位的

李安納度更直接表明，只要出價條
件能滿足各持份者，尼馬是可以離
隊的，“球員想離開一家球會是很
平常的，不代表是球會的恥辱。”
這位足球名宿直言不會強留這位巴
西後輩，“一支球隊要前進就必須
駕馭到球員，包括最重要的球
員。”然而據巴西媒體報道，尼馬
的父親兼經理人山度士尼馬在採
訪中透露，PSG方面其實知道這
位巴西球星會缺席。“他缺席的
原因球會早已知道，這是一年前
就計劃好的行程。他要去參加尼
馬學院的活動，我們沒法推遲
它。尼馬15日會歸隊，就是這麼
簡單，也沒有那麼戲劇性，球會
對此知情，而且也參與了這個活
動。”尼馬的父親說道。

2017年8月，尼馬由巴塞隆
拿以2.22億歐元的破世界紀錄轉
會身價加盟PSG，然而由於諸多
的問題打算今夏重回巴塞，而巴
塞副主席上月亦證實尼馬確實提
出過希望回巢魯營的意願。西班
牙《每日體育報》指，尼馬願意
接受從PSG時期的約3,600萬歐元
年薪，削減回巴塞時期的2,400萬
歐元。 ■綜合外電■■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尼馬的父親兼經理人((左左))，，跟跟PSGPSG主席艾卡拉菲關係要好主席艾卡拉菲關係要好。。 法新社法新社

未按時回PSG 總監：尼馬可離隊

混合全能比賽，中國選手黃博文和焦婧婧
以381.80分拿下冠軍；男子10米跳台決

賽，黃博文不敵墨西哥選手獲得銀牌。此外，
根據此前跳水單人項目和雙人項目的成績，中
國隊還在當日獲得男、女團金牌。

跳水隊教練晏輝表示，對這次比賽隊員們
的表現十分滿意，男、女團都獲得冠軍是中國
跳水“夢之隊”硬實力的體現。

金牌的光芒同樣閃耀在田徑賽場——雅加
達亞運會季軍張德順以34分03秒31在女子1
萬米比賽中摘金。

張德順認為雖然名次令人滿意，但自己成
績並不理想。“剛開始自己帶了3圈，但（後
來）感覺體力比較差就跟着跑了。最後兩圈開
始發力，兩個日本隊員也上來了，我就拚了一
把，加了速。”她說。

女足 射擊項目留遺憾
女足比賽上演8強戰，中國隊迎戰愛爾

蘭，常規時間雙方打成0：0，按照規則比賽直
接進入12碼大戰。12碼大戰中，中國隊閆穎穎

的罰球射高，李江紅的罰球被對方門將撲出，
最終中國隊1：4不敵愛爾蘭隊，無緣四強。

當場有亮眼表現的閆穎穎賽後表示：“罰
第一個12碼本來就挺有壓力，沒有罰進，特別
可惜，也讓同伴們可能喪失了一些信心。我們
給自己定的目標是進入4強，所以還是覺得很
可惜。”

同樣的遺憾還出現在射擊賽場。10米氣步
槍混合團體3、4名對決（PK）中，中國組合
史夢瑤/王岳豐13：17不敵俄羅斯組合伊萬諾
娃/潘琴科，無緣銅牌。王岳豐和史夢瑤都是
第一次在新PK賽制中參加決賽，可能缺少經
驗和一點點運氣。本次世界大運會網球女雙頭
號種子、中國組合葉秋語/郭涵煜輕取斯洛伐
克組合晉級8強。郭涵煜賽後表示，比賽總體
比較順利，第一場比賽還沒有發揮到最好，兩
個人還在慢慢適應。當日葉秋語還參加了女子
單打比賽並取勝，加上9日單打同樣取勝的郭
涵煜，兩個小姑娘也在單打賽場攜手晉級16
強。此外，男雙組合吳昊/許帥擊敗英國組合
晉級8強。 ■新華社

由余浩彥、麥紹岐組成的香
港雙人組合，9日在南華體育會舉
行的第二十屆亞洲學校保齡球錦
標賽雙人賽中，僅負卡塔爾組合
屈居亞軍，為香港贏得首面獎
牌。卡塔爾組合艾沙達、艾馬蘇
利則由第一局起一直領先，最後
以2,915的高分完成，二人的六局
平均分為233.67及252.17，奪得
冠軍。

去年在同一賽事亞洲學校保
齡球錦標賽雙人賽為香港奪冠的
余浩彥，今年與新拍檔麥紹岐合
作，全程表現穩定，以2,729分奪
得亞軍。日本的畑秀明及菅野直
人於六局後以2,709分奪得季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港組合奪亞洲學校保齡賽亞軍
■■ 余 浩 彥余 浩 彥
（（左左））與麥紹與麥紹
岐奪雙人賽亞岐奪雙人賽亞
軍軍。。 保總提供保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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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製沉管 一月製一節
深中通道採新澆築系統 效率快港珠澳大橋逾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作為
粵港澳大灣區兩大“超級工程”，深中通道與港珠
澳大橋經常被坊間“一比高下”。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方面指出，相比港珠澳大橋沉管隧道“矩形箱式
鋼筋混凝土結構”，深中通道在國內首次採用“鋼
殼混凝土結構”是最大的創新，也是整個工程的最
大挑戰之一。而深中通道隧道是目前全球最寬、體
量最大、施工難度極高的鋼殼沉管隧道。

智能化大型構件生產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專家表示，深中通道鋼殼

沉管寬度約為日本的1.5倍，用鋼量達32萬噸，如
此大規模、大體量地使用鋼殼沉管在全球尚屬首
例，該工程的設計和建造沒有現成標準；建成
後，它將建立完整的世界上最寬最大規模的鋼殼
沉管隧道技術體系和標準，成為行業的標杆。

深中通道每一個標準管節有超過2,500個倉

格，一個123.8米的標準管節焊縫長度超過227公
里，而165米的標準管節焊縫長度更是超過280公
里，最厚的鋼板達到了4厘米，焊接的工作量超
大、對工藝的要求極高。據介紹，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與廣船國際合作建成鋼殼智能製造“四線一系
統”，大規模應用機器人智能化焊接、智能化打
砂、智能化噴塗。這也是全國首條在超大型構件製
造上大規模應用的智能製造系統，其片體智能焊接
機械人的焊接速度達到每分鐘0.5米。

負責深中通道沉管鋼殼製造的廣船國際有關負
責人坦言，該超級工程建設不僅提升中國橋樑的技
術標準和國際競爭力，也促進了造船行業的工藝創
新和進步。其中，在廣船國際廠區深中通道沉管鋼
殼的智能製造片體車間，幾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
該生產線是目前全國片體生產線自動化水平最高
的；並提早實現了內地造船業界智能打砂和塗裝及
大工件機械人焊接的夢想。

大量用鋼殼管 樹行業新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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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中 通 道 位 置深 中 通 道 位 置

■■由於沉管製作速由於沉管製作速
度快度快，，深中通道建深中通道建
設工效較港珠澳大設工效較港珠澳大
橋大幅提速橋大幅提速。。圖為圖為
深中通道沉管預製深中通道沉管預製
智慧工廠智慧工廠。。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交通重點樞紐工程“深

中通道”目前正進行最難的沉管隧道建設。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9日受訪

時透露，繼首個管節（E1管節）鋼殼在6月下旬從南沙龍穴島船廠運抵珠海牛頭島

預製廠後，目前進入E1管節混凝土澆築階段。據悉，該預製廠曾承接港珠澳大橋

33節隧道沉管建造，經過11個月的升級改造並獲得11項專利，打造成更加智慧化

的“夢工廠”。其中，幾乎所有生產的數據都可在一塊大屏幕上輕鬆捕捉，具備每個

月生產一節管節的能力，比港珠澳大橋提升了一倍多；而相比港珠澳大橋E1管節

從預製廠搬移到淺塢區花了1個多月，如今最快提升到3個小時，深中通道建設工

效較港珠澳大橋大幅提速。

據了解，深中通道隧道沉管的生產全部採用
“工廠法”流水線法，沉管管節首先在廣

州南沙龍穴島船廠完成鋼殼的製造，後運抵珠海
牛頭島預製廠進行混凝土澆築，在淺塢區、深塢
區完成一次舾裝和二次舾裝作業後，再運至隧址
進行沉放。

在深中通道隧道建設過程中，將由33個
標準管節“搭積木”般連接而成，每個標準
管節的尺寸為165×46×10.6 米，用鋼量約1
萬噸，其排水量相當於一艘中型航空母艦。
而相比港珠澳大橋6年建設33個管節，改造
後的預製廠將要在3年內完成深中通道33個
管節中的22個任務，對預製廠的設備與工藝
提出更高要求。

預製廠升級歷時11個月
“目前，沉管預製廠全面‘智慧化’升級改

造歷時11個月已完成，其間進行了80多次方案
研討、300多份圖紙、23項攻關，具備每個月生
產一節管節的能力，比港珠澳大橋提高了一倍
多。”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工程
師們通過上百次的科研試驗，突破了國際技術封
鎖，配製出更適合鋼殼沉管澆築、且穩健性更強
的“高流動性自密實混凝土”，並研發出智能澆
築系統。“該智能系統可通過對混凝土生產及澆

築等全過程監控，實時記錄統計數據，不需要人
工去作任何操作，包括作業人員所有的信息均可
在手機上查得到、看得到”。

據介紹，單個沉管鋼殼重達1萬噸，但鋼殼
澆築完成後將有近8萬噸，並將縱移至淺塢區進
行一次舾裝作業，這“縱移”如何操作備受考
驗。“經過一年半的攻克難關，研發出了單台承
載力達到800噸的智能台車。”中交四航局深中
通道項目總工程師黃文慧表示，通過200台智能
台車編組，將徹底解決單節8萬噸沉管轉運難
題，大大提升轉運工效，目前已全部完成安裝調
試整裝待發。

建設理念承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大型化、工廠化、標準化、裝

配化的建設理念在深中通道得到了傳承，而智能
化的加入，進一步按下了‘超級工程』的提速
鍵。”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透露，全球
首艘沉管浮運安裝一體船“一航津安1”已於上
月出塢，相比港珠澳大橋採用的分體式浮運安裝
船組，該船可連續完成沉管的出塢、浮運及定位
安裝等施工作業，且施工效率極大提高。按工
期，該船本月起開展多項聯調聯試，備戰今年底
首節沉管安放；而整個通道工程擬2024年建成
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
穎）容祖兒(Joey)早前為連鎖電
器店拍攝新一輯廣告，不經不
覺她已經連續第十四年擔任代
言人。雖然祖兒正積極籌備慶

祝入行二十周年演唱會，她在
拍攝現場依然狀態大勇，精力
十足跟同場的一班韓國舞蹈
員、有份參與拍攝上一輯廣告
的日本人氣女生Luka及香港近
期hit爆的“男人EEETV”主
角之一的李萬璣，又唱又跳，
為演唱會熱身。這次拍攝集合
了香港、韓國及日本不同界別
的表演者，當現場播出Joey的
演唱會主題曲《Pretty Crazy》
時，眾人聞歌起舞，縱使語言
不通，但卻做到“以舞會
友”，Joey覺得音樂和舞蹈果
然是世界各地的共通語言！

容祖兒“以舞會友”

開槍掃射華仔
墜馬留舊患 拍動作戲要避碰撞

古仔格外小心

劉德華與古天樂劉德華與古天樂((古仔古仔))合演的合演的《《掃毒掃毒22

天地對決天地對決》》在內地率先上映獲好口碑好票在內地率先上映獲好口碑好票

房房，，上畫五天已收超過五億元人民幣上畫五天已收超過五億元人民幣，，至至

於香港亦定於於香港亦定於77月月1616日上畫日上畫。。今次是華仔今次是華仔

墜馬意外受傷後復工首拍的危險動作戲墜馬意外受傷後復工首拍的危險動作戲，，

華仔坦言經過一年的休息華仔坦言經過一年的休息，，開工時仍留有開工時仍留有

後遺症後遺症。。古仔表示他都確有為華仔擔心古仔表示他都確有為華仔擔心，，

其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倒地其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倒地，，也怕華仔也怕華仔

會觸及舊患而受傷會觸及舊患而受傷。。

《掃毒2》中華仔身兼監製
之職，但控制預算

上，他指導演邱禮濤做得很
好，電影中最貴是搭建港鐵
站的實景，要花上 600 萬
(港元)。但這也不足兩位影
帝的片酬貴？華仔笑答：
“差不多啦！”而今次是華
仔墜馬意外受傷後復工首拍
的危險動作戲，華仔坦言經
過一年的休息，開工時仍留
有後遺症。他說：“騎馬
戲我當然不會拍，但拍動

作鏡頭前會想很多，不過到埋
位時又會忘記了，反而是導演
會擔心，像在泰國拍一場我跑
上樓梯，我一轉身導演就叫
cut。”古仔表示他都確有為華仔
擔心，其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倒
地，也怕華仔會觸及受傷舊患。

華仔古仔皆害怕親熱戲
但古仔自言不怕親身上陣拍

槍戰戲，拍親熱戲才是其死穴：
“今次我的角色幾鹹濕，常被一
班性感女仔圍着，真的尷尬到
嘔，本來要摸她們又有床戲，好彩

改了只跳舞，但一拍完我對眼要即刻望向其他
地方！”華仔亦笑謂看得出古仔拍攝時眼神尷
尬，在他而言，也寧學古仔在戲中講粗口也不
拍色情戲。

今次華仔和林嘉欣也有床上戲，華仔笑
說：“着住衫點都得，但無着衫就怎也沒法演
戲！”他記得當年跟張曼玉拍《旺角卡門》，
只穿底褲一場真的很尷尬，另一次跟吳倩蓮拍
《天若有情》輸剩底褲一場，他強行要求導演
杜琪峯要拍遠景交代算了。古仔反而不介意只
穿內褲出鏡，唯一不行的就是全裸演出。

華仔中二之後沒再高
顧名思義，戲中是華仔與古仔兩兄弟反

目對決，華仔指古仔的角色比較複雜，古仔於
戲中給他誤會，無法解釋下被他斬掉三隻手
指，遂憤然當上毒梟。華仔想起讀書時自己跟
一班同學被反黑組召見，其中有位同學不忿被
訓導主任視為壞學生，之後無惡不作，幸最後
回頭是岸考了做水警，古仔在戲中的心態也類
近如此。華仔又自言讀書時都很兇：“王晶有
個副導演有日來跟我說：‘記不記得細個我畀
你在球場打過？’我細個幾惡，以為自己是巨
人，讀中二時已有現在的身高，但之後一直沒
高過，真慘！”古仔則表示讀書時爸爸管接
送，沒機會跟同學去玩，所以沒受過引誘，不
過之前有跟舊同學聚會，即使有過拗撬的，再

見面也感覺不同了：“有時回頭一看只要肯放
低，一樣可以做很久的朋友！”

提到電影主題曲《兄弟不懷疑》亦由二
人合唱，華仔笑指是兩個最受歡迎男歌手的
合作，古仔則苦笑指自己習慣唱K坐着唱
歌，錄音時華仔教他唱歌應站着唱，所以幾
乎唱不出來。古仔又指向來很怕聽到自己的
聲音，故從來不聽回自己的錄音，拍戲則會
看playback，華仔表示自己倒是相反拍戲不
看playback，可能是怕拍得他不夠靚仔。不
過這次合唱，華仔讚古仔相當勤力，錄音前
自備貓紙記下唞氣位。問華仔會否鼓勵古仔
再唱歌？古仔搶答：“真的不好了！”華仔
半鼓勵笑說：“可能另一個廣東歌浪潮就靠
古仔！”古仔搖頭苦笑：“冚冧成個樂壇
呀？真是好大個浪潮喎，不好搞這些了！”
但這首歌有機會挑戰金曲獎，古仔尷尬說：
“不好了，轉講其他吧！”

華仔九月展星馬巡唱
另外，2人接受香港開電視《娛樂頭條

E-news Headline》主播馬梓軒（William）專
訪，去年底因喉嚨發炎，被迫取消演唱會的華
仔，亦預告明年會以最佳狀態重踏紅館舞台：
“因為我九月就已經喺星馬巡迴，所以由七、
八月開始，我會慢慢投入嗰個節奏，直至明年
二月香港演唱會補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徐朗軒）新人王嘉爾(Jackson)早
前聯同陳慧琳(Kelly)、張智霖
(Chilam)一同為月餅品牌拍攝全
新廣告片。在全新一輯的廣告
中，三位代言人飾演一隊音樂組
合，一起坐上“Moon Trio”旅
行車為“Moon Tour”啟程，前

往不同地方傳達中秋暖暖的心
意。為了營造熱鬧的中秋節氣
氛，拍攝時導演特別安排了十數
位演員聯同三位代言人一同在戶
外賞月場地載歌載舞，恍如一個
大家庭參加營火晚會。

王嘉爾表示從小視Kelly及
Chilam為偶像，也沒有想過有

機會可以與偶像合作。受到現場
佈置及四周愉悅的氛圍感染下，
不禁讓Jackson回想起小時候與
家人一起慶祝中秋節的片段，可
是後來由於工作繁忙的關係，與
家人相處的日子變得難能可貴，
希望今年能夠抽空與至親們一起
度過溫馨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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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爾王嘉爾孖孖KellyKelly張智霖張智霖組組BandBand

■■王嘉爾同陳慧琳王嘉爾同陳慧琳、、張智霖打成一張智霖打成一
片片。。

■■古仔表示錄音時華仔教他唱歌應站着唱
古仔表示錄音時華仔教他唱歌應站着唱。。

▶▶戲中是華仔與古仔兩兄戲中是華仔與古仔兩兄
弟反目對決弟反目對決。。

■■華仔預告明華仔預告明
年會以最佳狀年會以最佳狀
態重踏紅館態重踏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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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又唱又跳容祖兒又唱又跳，，為演唱會為演唱會
熱身熱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煒、苑瓊丹
（苑仔）9日為香港元朗一個商場的美食廣場擔任開
幕嘉賓，兩人談到入廚分外投契，現正向飲食界進
軍的苑仔，更有意拉攏煒哥入股，同時又期待再跟
煒哥合作拍劇。煒哥穿上紅噹噹性感低胸露背長
裙，一身亮麗打扮現身，她和苑仔一見面便雞啄唔
斷，話甚投契，說到廚藝更是互相讚賞，苑仔大讚
煒哥廚藝是她唯一摯愛，笑言：“可惜她整鮑魚沒
約我，哈哈。”煒哥亦讚苑仔的手勢也是五強之
內，其實兩人早於亞視時便開始合作，最近一次合
作是2016年播出無綫劇集《火線下的江湖大佬》，
兩人都冀盼再有合作機會。

近日煒哥已完成《法證先鋒IV》戲份，正斟洽
接拍電影《倩女幽魂》中的姥姥角色，煒哥透露已
看過之前幾部《倩》片，最鍾愛是劉兆銘演繹的姥
姥造型，在旁的苑仔即說煒哥應該是最靚的姥姥。

鮮有露面的苑仔透露正與陳浩民、林子聰等人
計劃在各地合資搞飲食生意，希望把香港地道美食
帶到不同地方，如無
意外，九月會先在泰
國開業，跟住會是大
馬和內地，她指有拍
檔睇住生意，自己可
以安心繼續拍劇，如
果發展順利，便可以
拉攏煒哥入股，大家
都知煒哥精於烹調花
膠、鮑魚，她可以負
責高貴食材，問到苑
仔投資金額，她表示
多有多做，少有少
做。

苑
瓊
丹
期
待
再
跟
煒
哥
合
作
拍
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徐朗
軒）活潑開朗的蘇麗珊亦會感到壓
力，她表示除了喜歡曬太陽做運動
外，也很喜歡欣賞藝術品來洗滌心
靈。欣賞藝術品不一定要到藝術
館，也可以在街頭找到。最近蘇麗
珊為品牌推廣活動兼攝影比賽，與
日本塗鴉大師合作，在中環卑利街
和荷李活道塗鴉牆壁，表面上一幅
是黑色大狗，另一幅是少女大頭圖
畫，但利用AR影像效果就會見到熱
情如火的太陽、飛舞的花瓣和燦爛
盛放的花朵。

蘇麗珊在拍攝宣傳片當日，突
然遇上滂沱大雨，她只好留在車上

聽天由命，等了三個多小時，接近
日落時候雨越落越大，雖然已計劃
另一天再拍攝。但蘇麗珊和工作人
員都不肯放棄，嘗試再走到塗鴉牆
前，突然停雨還放晴，眾人把握時
間立即拍攝，結果順利完成。

事後蘇麗珊說：“有時會花好長
時間去欣賞一件作品，因為我會上網
搵好多作者嘅資料和作品背後嘅故
事。而喺香港有時遇到大壓力時都會
偷懶，有時會去搵展覽睇。當工作人
員畀部手機我睇，原來有AR影像效
果，啲花會郁，仲有陽光射出嚟，我
睇到嘩嘩聲。原來可以從另一個角度
去欣賞，有另一種感受。”

蘇麗珊欣賞藝術品洗滌心靈

■■現正向飲食界進軍的苑現正向飲食界進軍的苑
瓊丹瓊丹（（左左），），有意拉攏陳有意拉攏陳
煒入股煒入股。。

■■古仔表示確有為華仔擔心古仔表示確有為華仔擔心，，其其
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倒地中在港鐵拍開槍射他後倒地，，也也
怕華仔會觸及受傷舊患怕華仔會觸及受傷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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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彤在 1995 年参演《 神雕侠

侣 》中的小龙女、抑或 1997 年《 天

龙八部 》的王语嫣，不食人间烟火古

装美人的形象深入民心，甚至连金庸生

前也盛讚过她。现时李若彤作品产量较

少，主要是参与客串为主。内地电视剧

《陈情令》刚在 6 月开播，李若彤再

度以古装登场，一身淡蓝素雅的古代服

现身大荧幕，为观众带来惊喜，惊鸿一

瞥已倾城。

热播古装剧集《 陈情令 》改篇

自 2015 至 2016 年大热连载网络小说

《魔道祖师》，在 2018 年被改篇成动

画，创下 17.4 亿的播放次数，难怪再

度被改篇成真人版电视剧。《 陈情令

》故事讲述五大家族瓜分天下，性格开

朗的魏无羡与冷静俊雅的蓝忘机一起调

查疑案，铲妖除魔。

在《 陈情令 》中，李若彤客串蓝

翼一角，是五大家族之一姑苏蓝氏的第

三代当家。作为唯一女性当家，是一位

修七弦琴、天赋骄人的厉害角色，住在

寒洞中为爱人守候一辈子，角色的设定

与现实中爱情路坎坷的李若彤几分相似

。

现年 45 岁的李若彤已经鲜少出现

在大荧幕，一般都是以客串形式过过戏

瘾，对上一次就是出现在剧集《 斗破

苍穹 》中，饰演母亲一角。而新剧中

，李若彤一出场已叫观众惊豔——一身

淡蓝色的古装服气质洋溢，讨论度不比

两位饰演男主角的年轻演员王一博及肖

战逊色。

由于是扮演「当家」的关係，李若

彤梳了一个与剧中男角色相似的髮髻造

型，女神仍然美若天仙，同时完美演绎

角色所带有的英气。

李若彤在剧中戴有犹如冠冕的抹额

头饰，亮眼的精品突出了她的精緻五官

，就算以淡妆上阵颜值也丝毫无损。

剧中李若彤手弹白色七弦琴，整个

画面唯美浪漫。

官方剧照中，李若彤手抱小白兔样

子超尘绝俗，获网民盛讚直呼一下子回

忆涌现。

看到她在《 陈情令 》中的剧照，

不禁联想到她在 1995 年曾饰演的《 神

雕侠侣 》小龙女，仙气依然。

即将在今年 8 月迎来 46 岁的李若

彤，无论样貌、身形、肌肤也处于冻龄状

态，她曾在访问指自己的逆龄秘诀是不喝

咖啡或茶等较刺激的饮品，以及保持做运

动的习惯。她的古装扮相太深入人心了，

就算穿起时装都有一种复古美。

《噬罪者》曹晏豪曝光真凶
庄凯勋坦承自己像王杰

公视戏剧《噬罪者》上週六播出曹晏豪惊人

告白，向观众解答当年害死蔡瑞雪的真凶到底是

谁，网友惊讶之馀也纷纷表示兄弟情很伟大，对

此庄凯勋表示他就是在演哥哥本人，有次聊天时

哥哥关心最近在演甚麽，还直接回答「我在演你

啊」。他还透露因为是家中老么的关係，自己本

人反而比曹晏豪更像王杰。

上週《噬罪者》播出内容出现由曹晏豪所饰

演的弟弟王杰，因为公司前辈朱大哥欠债累累来

找他来帮忙，结果对方竟然在晚上喝酒时跳楼自

杀。为了帮前辈获得保险金掩盖自杀事实，所以

向警方隐瞒真相。最后事件好不容易告一个段落

，王杰却在与哥哥聊天过程中，向观众意外揭露

他就是真正害死蔡瑞雪的杀人凶手，还质问当年

替他顶罪入狱的哥哥庄凯勋「你有守住祕密吗？

」，担心他洩漏真相。

但也有不少网友疑惑，为什麽王翔会愿意为

弟弟顶罪入狱，对此庄凯勋回答，「原因很简单

，就只因为他是我弟弟」。庄凯勋解释可能大家

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他自己的哥哥也是这样

，从以前就是会把最好的留给弟妹。

在家中身为老么的庄凯勋表示，其实自己真

实的性格比较接近剧中角色王杰，小时候都把自

己的兄长当作偶像，所以能有机会去扮演自己从

小到大的偶像，这件事情对庄凯勋来说是很兴奋

的，因此刚开始才会想接演这部作品。

经典古装美人！
李若彤《陈情令》
倾城造型大公开

观众期待已久的新剧《男神时代

》这个週末首播，剧中谢佳见饰演知

名畅销作家白云飞，帅气、人气、买

气兼具的他，第一集出场却是个变态

杀人魔！？

他不但回到犯案凶宅中重温杀人现

场，还被叶星辰逮个正著发生肢体衝突

，与他之期在预告中的帅气形象反差超

大。剧组为了逼真，还找了一间位于郊

区的空屋，把现场打造成凶宅，牆壁、

地上都佈满血迹，让谢佳见跟叶星辰都

说，大半夜在这屋裡真的有毛骨悚然的

感觉。

谢佳见表示，这场戏他不但要用尽

全力演出，还要来回拖著尸体，最后更

被叶星辰狠揍。笑说这场戏虽是由他来

饰演杀人犯，但自己却是最吃苦头的那

一个，「我拖尸体的戏要来回拖很多次

，一直很怕会拉伤那个女生。结果我自

己杀人那段更可怕，要发疯似地狂砸椅

子，最后还真的把那张椅子砸烂。」

谢佳见透露，他到导演喊卡时，才

发现自己在发抖，过度用力到头有点昏

昏的，还花了一些时间才平复。

叶星辰则是要躲在衣柜裡，目睹谢

佳见在凶宅内所做的一切，然后就抓著

球棒一阵发疯狂打。谢佳见不但被球棒

狠砸，还要被揍到大喷口水，男神形象

尽失。虽然揍人的戏是借位对著床垫猛

打，但叶星辰入戏程度，连导演都大喊

：「人真的快被你揍死了！」

躺在球棒落下位置旁的谢佳见，则

是吓到一动都不敢动，直到拍完还心有

馀悸，笑说真的不要乱惹叶星辰。虽然

整天拍下来累到不行，但导演称讚谢佳

见杀人魔的眼神相当传神，他也趁演杀

人魔这角色过足戏瘾，笑说整场戏演得

很爽。

谢佳见演变态杀人魔
被叶星辰狠K竟喊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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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佳音：曾以為《長安十二時辰》是我最後壹部戲
雷佳音是當下非常罕見的在專業性

和娛樂性之間遊刃有余的男藝人。壹方

面，通過《黃金大劫案》《白鹿原》

《我的前半生》等大戲裏的“小角色”，

他壹步步累積了觀眾對其演技的認可；

另壹方面，他在私底下言語幽默，自

黑恰到好處，跟郭京飛、李光潔自稱

“TF 老 boys”組合放飛自我，各種

“梗”積攢多了就被網友發掘出來，成

了“網紅”。

除了演技和個人魅力兩方面的好感

度，再遇到《長安十二時辰》這樣壹部

現象級作品，於是雷佳音幾乎壹夜之間

走到了演藝圈的超壹線位置。7月 4日

晚，《長安十二時辰》又更新4集，雷

佳音幾場高難度的武戲再度令人驚艷。

5日上午，雷佳音接受了媒體專訪。

走進采訪間，面對“長槍短炮”，雷佳

音露出標誌性的“憨萌”微笑，“受人

關註感覺真好啊。”有記者問到他跟易

烊千璽合作的感受，他故意自嘲：“又問

千璽？今天的采訪之後就是全問千璽了對

不對？”當他在采訪中說完“我喜歡千

璽，是因為那麼有才華的壹個孩子，

在生活中像壹個平常人壹樣”，突然話鋒

壹轉：“妳們不會以這句為標題吧——

《雷佳音說千璽特別平常》”……人氣爆棚

的感受雖然已經傳導到雷佳音身上，但他

顯然還是堅持做原來的自己，嬉皮笑臉

抵不過戲比天大——采訪記者才知道，

張小敬是他拿命搏下來的，“我曾經以為

這是我的最後壹部戲了。”

求角色
壹直在找人狠話不多的“張小敬”
用雷佳音自己的話說，《我的前半

生》之後，他的演藝事業“蒸蒸日上”。

為何在雪片般飛來的劇本中選擇了“張

小敬”作為“上臺階”之作？導演曹盾

前壹天接受采訪時說，《長安十二時

辰》是他“求”雷佳音來演的，雷佳音

卻說，“真實故事不是這樣的，張小敬

是我爭取來的。”

原來，本來劇組找雷佳音演的是

《長安十二時辰》的另壹個角色，他看

到劇本後，“壹眼中意張小敬”。“古

裝劇基本都是大女主，男性題材先不說

故事怎麼講，大都是帝王將相，要麼就

是架空玄幻，由小朋友來演的那類角色

。‘張小敬’很少見。而且大家當時對

雷佳音的了解，是生活中壹個嘻嘻哈哈

的人，而我想告訴觀眾，我還有大家不

知道的壹面，因此壹直在尋覓壹個人狠

話不多的角色。剛好遇到了張小敬。”

雷佳音記得，當時他跟曹盾約在壹

個大飯店見面，“那種覺得應該點好多

好菜的大飯店，但我倆就壹人點了壹碗

油潑面。唯壹的難點是，曹盾希望我進

組前拿出壹兩個月培訓動作，我時間上

做不到，就說我正在拍電影，能不能電

影拍攝之余每天拿出兩個小時培訓，他

說可以。這事就定下來了。”

聊情結
“實用”讓人物成為非典型英雄
話不多的張小敬在劇中使用頻率很

高的壹句臺詞是“妳對長安有用”，

“有用”，作為張小敬的價值觀外化，

在雷佳音看來是這個非典型英雄的重要

表現。“張小敬這個英雄形象不傳統，

就在於他的實用性，能豐滿還原壹個人

的形象。完美、高大全、力挽狂瀾的英

雄很多見，我是壹個不太有這類英雄情

結的人。我所喜歡的英雄，是父親帶著

女兒擠地鐵，父親為女兒撐傘，這種平

民的、父愛的形象能打動我。當張小敬

符合立體復雜的人的形象，我就對他感

興趣。”

接到夢寐以求的角色後，雷佳音私

底下做了大量功課。“看小說人人都覺

得這個人應該是個野獸，但我覺得張小

敬不應該是表面化的野獸，反而是平淡

、坦然的男人形象，我壹下子就想到了

高倉健，把能找到的高倉健所有的電影

又重新看了壹遍。後來又看了三船敏郎

的電影，那種純外化的野獸型，最後把

他們糅合在壹起，變成張小敬。”

說默契
“水盆羊肉”吃出和導演的信任
雷佳音第壹集出獄吃水盆羊肉那場

戲，精彩傳神，逗樂了觀眾也帶火了長

安美食。說起那場戲，雷佳音也很難

忘，“確實是戲來了。”他回憶那是自

己進組後拍的第壹場文戲，拿了劇本在

屋裏待了三四個小時，反復琢磨“張小

敬該怎麼吃這碗羊肉，該怎麼說話才像

張小敬”，而讓他印象更深刻的是，自

己跟導演之間的信任也是通過這碗水盆

羊肉建立起來的。

“演員和導演形成默契是需要壹步

步來的，我想在第壹天就告訴導演，我

是壹個還挺會演戲的演員，也希望導演

能信任我。那水盆羊肉壹吃完，哇的喊

了壹嗓子，導演空了三四秒鐘才說，

過！我就知道他相信我了。”

跑醫院
多拍壹天連替身都沒了
有了高倉健和水盆羊肉助力，文戲

對雷佳音來說都在可控範圍，《長安十

二時辰》最讓他刻骨銘心的還是異常危

險的打戲。兇險到什麼程度？雷佳音說

，拍攝期間，自己光醫院就去了4家，

兩個替身分別都休克過；片場每天都往

外擡人。最後壹場武戲，張小敬從馬車

底下鉆過去，壹個替身說“我替佳音

哥上”，壹上去臉劃開，擡下去了；動

作導演說“我鉆馬車”，把牙磕掉了

……壹天“廢”了三個替身，“‘長

安 ’再多拍壹天，連替身都沒得用

了。”殺青時，雷佳音在微信群裏

鄭重留言，“謝謝各位兄弟，護雷佳音

周全。”說到這他有點激動，“當時真

的以為這是自己最後壹個戲了。”

雖然雷佳音說，“長安”之後他不

太想拍動作戲了，但留在心中的驕傲

是，這部戲95%的打戲自己扛了下來，

殺青前，動作組做了組服，所有動作組

員的名字都印在後背，“我是唯壹壹個

名列其中的演員。”

上綜藝

擔心觀眾壹看見我就笑
觀眾緣頗佳的雷佳音也是火熱的綜

藝市場“香餑餑”，除了跟易烊千璽壹

起上《大冰小將》，最近更是加盟《極

限挑戰》。很多演員擔心上綜藝後會影

響觀眾在影視方面的代入感，原本以為

對演技自信的雷佳音不存在這種顧慮，

沒想到他連連說其實很擔心。

“不謙虛地說，這兩年所有綜藝都

找過我，但壹直都沒接。”而接下這兩

部綜藝的唯壹原因是人情，“我在上海

電視臺待了 6 年，裏面好多我以前同

事。”雷佳音坦言，自己能走到今天都

是朋友幫助，所接的戲壹半都是因為人

情，“我的優點是這個，缺點也是這個

，我邁不過人情這個坎。”他說的確很

怕觀眾壹看自己出場就想笑，以後會越

來越少參加綜藝，“還是讓大家覺得我

是個演員更好。”

《宵夜江湖》拍小店
紀錄片團隊也受挫

聲名大噪的《風味人間》之後，由陳曉卿擔任

總監制，國內首部城市宵夜文化紀錄片《宵夜江湖》

騰訊視頻全網首播。從“鋼鐵之城”沈陽開始，

《宵夜江湖》以美食為索引，行走於沈陽、廣州、

西安、重慶、杭州、南寧、武漢、廈門八大城市，

完成了對中國宵夜美食的探索。在首期《宵夜江湖》

中，觀眾通過炭烤豬心、牛板筋等硬核宵夜，以及

直來直去、幽默自信的沈陽人領略到沈陽這座城市

的生猛與可愛。該片總導演杜興在接受新京報專訪

時坦言，“夜晚”中人的狀態和白天很不壹樣，更

加自由放肆，“很多人都說吃夜宵不健康或者不利

於減肥，但是宵夜讓人快樂啊。”

北京沒入選因為“各環”差異太大
沈陽不僅是壹座充滿活力的老牌“鋼鐵之城”

，同時也是硬核宵夜美食的聚集地。無論是經層層

工序烤制的豬心，還是烤牛骨髓和特色板筋，無壹

不給人“硬通貨”宵夜之感。而第壹期中最為獨特

又略帶暗黑色彩的食物無疑是羊槍羊蛋，獨具“慧

眼”和刀工的沈陽店主將小小的食材分解出八種不

同口感和味道的部位。

杜興表示，每座城市都帶有獨特的內在氣質，

比如沈陽，外表看上去很生猛，但生猛外表之下有

很多生存智慧。《宵夜江湖》在武漢的拍攝中則關

註了幾個比較彪悍火辣的女人，武漢的女人撐起了

宵夜的整個江湖，和沈陽非常不壹樣。這也是美食

所帶來的獨特魅力，監制朱樂賢說，由於現代通訊

技術發達，讓每個城市都失去了差異性，但在美食

這壹領域，地域性仍然保持著很獨立鮮活的差異性。

這壹季的八個城市中沒有北京和上海，杜興坦

言，他們對北京做了很久的調研工作，“但大城市

太復雜了，比如北京就分為二環、三環、四環、五

環好幾個‘北京’，不同地區的差異太大了。”

“宵夜”的最大特點就是“野”
首期《宵夜江湖》中也出現了沈陽人最愛吃的

食物——雞架。雖然食材普通，但是沈陽人創意性

地通過炸、烤、煮、熏等多種做法，讓雞架成為沈

陽宵夜餐桌上的“頭把交椅”。夜晚負責運輸雞架

的貨車司機風趣地表示，“全國壹半的雞架都被沈

陽人吃掉了”。

談及對於創作“夜宵”題材的初衷，杜興表示

，最早他想拍壹部關於夜晚生活的片子，而《宵夜

江湖》的名字也是改了好幾次，“從開始我們想過

的《宵夜中國》到後來的《夜江湖》，最後就折中

了壹下，叫了《宵夜江湖》。”

美食類的紀錄片近年來是壹大熱點，監制朱樂

賢此前也擔任過《舌尖上的中國》以及《風味人間》

的制片人，在他看來，希望每壹部美食紀錄片都有

自己的風格，而“宵夜”的最大特點就是“野”。

杜興表示，這部片子中幾乎沒有選擇“高大上”的

夜宵餐廳，而是對準了更多的市井小攤，“很多人

去吃那種燈火輝煌的夜宵，是為了社交，或者發個

朋友圈，我們還是希望展現壹種輕松的夜宵氛圍，

出現的壹些食物也是比較猛的，比如羊槍。”除了

食物，宵夜的環境也“野”，選擇的餐廳多是沒有

什麼服務，顧客和老板關系很熟的那種小店。

最大困難是尋找主人公
江湖的故事離不開人，《宵夜江湖》不僅展現

了宵夜美食鮮活生猛的壹面，也體現了人物的風趣

堅韌。在第壹期中，50歲開始創業，從沿街擺攤到

擁有壹家門庭若市的店面，現年71歲的朝鮮族老太

李蓮花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然而在她看來

，“困難是將來的福”。以熱歌勁舞回饋食客的還

有沈陽特色音樂串吧裏的民間演員——耀威。作為

行業裏的大哥級人物，耀威極具現場感染力，壹出

場便會讓人感到解壓和釋放，在當地擁有不少歌迷粉

絲。但飽經世事的耀威卻在片中感嘆“江湖的路也是

很難走的”。除了樂觀開朗的七旬宵夜店主、駐店民

間演員外，無論是曾遭醉酒客戶惡意投訴但能體諒所

有人的女代駕司機，還是兼具開拓與守成重擔的90後

燒烤店主，他們都是具有時代精神的沈陽人代表。

提到該片拍攝的最大困難，杜興坦言，還是尋

找主人公。沈陽是東北的壹個中心城市，有很多

“沈漂”，劇組起初發現了壹個姑娘，非常能幹，

漂泊了很多年，在幫她男朋友賣烤串，“故事很好

，結果等調研完沒多久，兩個人分手了。”

更註重人物的故事還是美食的味道，是每壹部

美食紀錄片都需要考量的問題。對此杜興表示，首

先是吃，如果這道宵夜不好吃的話就不會去拍，此

外是要考慮人物特點，“有的人物身上的特點我們

能抓住，有的人物抓不住，這個很困難。”

總導演“訴苦”
夜宵店主對攝制組愛搭不理
找人特別難。壹般我們會先借助自己的信息網

絡，咨詢本地的朋友以及本地的自媒體，篩選壹遍。

第壹遍可以篩出非常多各種代表性的人物，第二遍

我們會派調研員親自去看去接觸人物，去吃，再確

定。第壹輪可能有30個待定的主人公，第二輪之後

有8到10個，回來之後我們再壹起討論確定5到6

個。因為我們片中主人公的生活都特別平常，妳去

拍他們，他們每天生活很單調，而且都不愛搭理妳，

攝制組只能在別人不願意搭理的情況下，找到壹點

他們身上不平常的東西。而且我們拍攝的很多夜宵

小店，店主是不歡迎拍攝的，他們不需要媒體曝光，

也不想增加客流，他們覺得妳的拍攝是壹種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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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蝙蝠俠漫長的影視化之路上，兩位

大師導演功不可沒。蒂姆· 波頓與克裏斯托

弗· 諾蘭先後制造的蝙蝠俠電影將這位超級

英雄帶入類型片的藝術殿堂。

1989年，華納大膽啟用初露頭角的鬼

才導演蒂姆· 波頓搭檔非傳統動作明星邁克

爾· 基頓，換來壹部最具古典黑色片氣質的

蝙蝠俠電影，市場反響極佳，以4.1億美元

全球票房的戰績高居當年第二。

1992波頓全權打造的《蝙蝠俠歸來》

延續前作陰郁基調。波頓高度風格化的哥

特美學在大銀幕上構造出壹處剝離時代感

的哥譚鎮，成就了壹部在銀幕永生的暗黑

童話。

2005年至2012年間，懸念大師諾蘭用

《黑暗騎士三部曲》塑造出史上最成功的

蝙蝠俠形象，克裏斯蒂安· 貝爾演繹了壹位

血肉豐滿的哥譚義警。寫實風格與哲學命

題讓黑暗騎士甩掉超級英雄電影捆綁的爆

米花式大眾娛樂標簽，留名影史最偉大的

電影系列之壹。

諾蘭的三部蝙蝠俠電影全球狂攬二十

多億美金票房，商業成就不菲。被封神作

的第二部《黑暗騎士》長期居於IMDb影史

評分第四的高位，就連美國電影學院也壹

改對商業電影的“歧視”，給予《黑暗騎

士》八項奧斯卡提名的褒獎。影片後期制

作階段突然離世的“小醜”希斯· 萊傑最終

獲得壹尊遲到的最佳男配角小金人。

夾在兩位大師系列之間的是兩部喬· 舒

馬赫導演版《蝙蝠俠》電影。喬· 舒馬赫

1995年拍攝了壹部過分明快的合家歡電影

《永遠的蝙蝠俠》，徹底推翻波頓的黑暗

風格，畫風華麗艷俗不說，方· 基默身穿的

蝙蝠戰衣還羞恥得設計出壹雙乳頭，震驚

到粉絲以為走錯片場。這件被嘲笑至今的

蝙蝠戰袍在設計時還有壹個bug：穿上它之

後無法扭頭。

《永遠的蝙蝠俠》還不是喬· 舒馬赫的

底線。他重新選擇喬治· 克魯尼領銜全明星

主演班底，在1997年帶著電影《蝙蝠俠與

羅賓》殺回觀眾視野。這壹部的風格比前

作更低齡更卡通，淪為粉絲眼裏最臭名昭

著的蝙蝠俠電影，最直觀的結果就是導致

華納將蝙蝠俠雪藏了八年。

2016年，諾蘭的繼承者紮克· 施耐德用

《蝙蝠俠大戰超人》引入本· 阿弗萊克飾演

的新壹代蝙蝠俠。“蝙超”版蝙蝠俠借鑒

弗蘭科· 米勒在漫畫經典《黑暗騎士歸來》

當中的人設：肥大的蝙蝠徽標與水桶腰式

重甲。

為正義聯盟組隊服務的“本蝙”時代

僅延續到2017年《正義聯盟》上映，隨著

馬特· 裏夫斯重啟蝙蝠俠獨立電影，新生代

明星羅伯特· 帕丁森即將接過蝙蝠戰袍繼續

守衛哥譚。

重構黑暗騎士 回歸起源：隕落、死亡與重生

他是身披黑色鬥篷的義警，是智勇的化

身，他是罪惡的克星、正義的衛道士，他沒

有超能力卻令超級惡棍聞風喪膽......誕生於

1939年的超級英雄蝙蝠俠，在八十年後的

今天依然是風靡全球的流行文化符號。透過

無數漫畫與影視作品，越來越多的人深陷於

蝙蝠俠的魅力，為這個虛構形象的命運歡呼

狂喜、感傷落淚。超人是最早問世的超級英

雄，因此坐穩DC壹哥的位置。然而在許多

人眼裏，哥譚鎮的黑暗騎士才是全世界最偉

大的超級英雄。天神下凡的氪星之子無堅不

摧，弱點屈指可數；黑暗騎士蝙蝠俠卻處處

是軟肋，只有壹個不缺：錢，超能力全靠氪

金。蝙蝠俠的魅力正是來源於他的平凡。人

們深愛蝙蝠俠，因為能在他身上看到真實的

人性，找到自己渴望擁有的品格。

1938年超人連載大獲成功，彼時國家聯

合出版公司漫畫部大受鼓舞，希望迎合讀者

口味開發更多類似的作品。1939年，漫畫家

鮑勃· 凱恩設計出壹個穿緊身衣、戴著眼罩的

形象。受達· 芬奇飛行器草圖的影響，他又給

角色披上壹件蝙蝠翅膀形狀的巨大鬥篷。

凱恩創造了蝙蝠俠的經典造型，他的合

作者比爾· 芬格則賦予蝙蝠俠人格特質。芬格

從1930年代流行文化元素汲取靈感，將佐羅

的雙重身份與鋤強扶弱的天性、福爾摩斯的

冷靜頭腦與偵探才能、黑夜代言人德古拉制

造恐懼的本領融入這個角色。

蝙蝠俠於1939年《偵探漫畫》（Detec-

tive Comics）第27期首次登場。起初的連載

將蝙蝠俠所在城市設定成紐約，為了讓漫畫

觸及更廣泛的讀者群體，芬格在《蝙蝠俠》

專刊當中將紐約改成哥譚市。哥譚這個名字

來自19世紀美國人給紐約起的外號，意思是

“愚人之城”。

《偵探漫畫》33期首次交代蝙蝠俠的起

源故事。此後只要提起他的傳說，我們總會

想到那個暗黑的哥譚之夜，韋恩壹家從影院

散場出來遭遇劫匪，小布魯斯親眼目睹父母

中槍倒在血泊之中……

“我是復仇，我是黑夜，我是蝙蝠俠”

。早期漫畫裏的蝙蝠俠對付敵人心狠手辣，

他曾經持槍射殺對手，也有把他們扔到硫酸

桶裏面的情節，或用熟練的功夫腿腳壹下折

斷壞人的脖子。更有甚者，直接給他們栓根

繩在脖子上然後從蝙蝠戰機上扔下去給他們

吊死。DC編輯部很快決定讓蝙蝠俠恪守不持

槍不殺人的清規戒律，人物形象變得更加有

血有肉。40年代初，蝙蝠俠壹絲不茍的鐵血

硬漢形象隨著助手羅賓的出現得以軟化，有

了導師家長般的父輩人設。蝙蝠俠與羅賓掀

起了同時期超級英雄漫畫搭配少年助手的風

潮，壹時間英雄們都有了自己的少年搭檔。

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二戰，蝙蝠俠漫畫

變成軍隊裏熱血青年們偏愛的放松讀物。這

壹時期為了鼓舞前方將士士氣，漫畫故事設

計過許多曾順應時事的情節，曾經把蝙蝠俠

與羅賓派往歐洲支援盟軍。

50年代初期，戰後現實的敵人消失，超

級英雄漸漸失去昔日魅力。DC決定停刊大部

分連載，只有三巨頭相關系列得到保留，漫

畫的黃金時代宣告終結。1952年，蝙蝠俠與

超人在《超人》第76期“世界最強組合”中

首次搭檔大受歡迎。DC隨後開辟《世界最佳

拍檔漫畫》，專刊講述兩位英雄聯合抗敵的

故事，獲得罕見的成功，拯救了下滑的銷量

。《世界最佳拍檔》在80年代中後期休刊，

不過兩位英雄的組隊合作仍然延續至今。

蝙蝠俠誕生之路 美漫黃金時代 黑暗騎士崛起

80年代後期，籠罩全美的冷戰陰霾將蝙

蝠俠帶回暗黑的起源基調，粉絲反響熱烈。

弗蘭克· 米勒1986年創作的連載《蝙蝠

俠：黑暗騎士歸來》重拾現實主義風格，講

述蝙蝠俠55歲之際再披戰袍的復出故事。米

勒將蝙蝠俠的雙重身份完美結合，讓他在極

致黑暗中向讀者展現光明。《黑暗騎士歸來

》上市後大獲成功，每次印發都會遭到粉絲

哄搶，不僅粉絲喜愛，高冷的主流媒體也難

得撰文，紛紛針對這本漫畫書寫起嚴肅文學

分析。《黑暗騎士歸來》自此成為漫畫史上

最重要的作品之壹，被無數美漫粉絲視作必

讀經典，幫助蝙蝠俠重回人氣巔峰時代。

1988年，阿蘭· 摩爾在保留芬格早期大

綱的基礎上創作了《蝙蝠俠：致命玩笑》，

重塑小醜的起源。《致命玩笑》因風格成熟

吸引來大批成年讀者，從此成為公認的非官

方小醜起源故事。

瘋狂的小醜在《致命玩笑》裏弄殘芭芭

拉· 戈登已經引得粉絲嘩然。同年，DC玩了

壹把更大的——殺死羅賓。這個決定不是編

劇拍腦袋想到的主意，而是DC通過發起電

話投票活動，讓讀者來決定二代羅賓的生死

。最終5343的死亡投票險勝5271的存活票

（據說最後8小時內有320張票是壹位律師

通過電腦刷票產生的），導致小醜在《蝙蝠

俠：家人亡故》中虐死了二代羅賓傑森· 托

德。傑森之死給粉絲群體造成了巨大影響，

也成為蝙蝠俠心中永遠的痛，蝙蝠俠懷抱羅

賓遺體的畫面則定格成為DC漫畫的經典瞬

間。

失去傑森還不是蝙蝠俠最慘的遭遇。

1993年《貝恩的復仇》與《騎士隕落》直接

將蝙蝠俠虐成癱瘓。這壹時期的DC英雄們

紛紛水逆，蝙蝠俠殘了，綠燈俠瘋了，羅賓

超人綠箭死了，編劇下手比超級反派還要狠

毒。英雄末路成就了反派的輝煌，眾多蝙蝠

俠的死敵人氣猛增。千禧年後，現任DC聯

合出版人吉姆· 李與編劇傑夫· 羅布聯合創作

出“緘默”故事線，角色庫豐富龐大，大量

蝙蝠俠反派、蝙蝠家族成員出場，還有老搭

檔超人助陣，幫助蝙蝠俠漫畫重返銷量冠軍

榜。

2011年，“閃點”大事件觸發了DC漫

畫宇宙全面重啟，老邁的蝙蝠俠回到30出頭

的青壯年設定。漫畫紙頁之間，經歷八十年

風雲變幻的蝙蝠俠依舊是那道劈開黑夜的閃

電，黑暗騎士永遠守護哥譚。

銀幕之上俠影千面 大師導演締造光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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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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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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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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年前，汉军和罗马士兵的唯一一次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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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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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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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军队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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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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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凱蒂亞洲城最
佳旗艦店標位置,昨已正式打響第一
炮--華裔社區的知名銀行--美南銀行
昨（7月10日）已正式動土，由美南銀
行董事長李昭寬率領董事們與 「凱蒂亞
洲城」 東主林承靜（Josie Lin )共同主持
動土儀式，以期在這凱蒂新分行的位置

，將為不斷增長的休士頓大西北區的人
群服務。動土儀式結束後，美南銀行所
有出序董事，進入 「聯禾地產」 凱蒂辦
公室內，由 「聯禾地產」 負責人林承靜
為大家介紹凱蒂亞洲城最佳旗艦店標位
置的獨棟舖位的特色及商機。

位於Katy 黃金位置，目前最紅火的

「凱蒂亞洲城」 日前又推出一棟獨立式
商場建築，就在凱蒂亞洲城的入口處，
地處最大的國際連鎖超市H-Márt的正
前方，位於商圈最大車流量和能見度最
好的Grand Circle大道上。它是亞洲城
最後的旺舖機會，就在凱蒂亞洲城的冠
頂位置。該棟舖位尺
寸從2200平方英呎
至8000平方英呎，
最多僅能有4個商家
進駐。

「Katy 亞洲城」
位於UH大學旁，其
最大特色不僅地處於
I-10和99的交界處
，有每日超過30萬
車流，步行可達UH
凱蒂校園，旁還有
Metro Bus 公交轉運
站以及Cinemark電
影院，JC Penny百貨

公司等生活設施。
「凱蒂亞洲城」 目前有多種休士頓

首家名店，如 「火爆鴨、九宮格火鍋」
， 「Tea Top」 德州第一家， 「Square
Root」 、 「Yummy PHO & BONE 」 、
「日出茶太 」 、 「常旺燒臘 」 及德州

第一家 「Beard Papa's 」 等具特色的商
家，吸引了主流生活圈的高檔客戶群，
以保障高品質商業環境。同時為主流人
群提供更多機會瞭解亞裔社區。

詳情請電 「聯禾地產 」 ，電話：
（713）630-8000

現 代矯 正牙科
彭 峲 牙 齒 矯正專 科 博 士

Jasmine PENG, DDS, MS Orthodontist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C-315

Houston, Texas 77036 (Dun Huang
Plaza, 敦 媓 廣 場 一 樓)

713-981-1888
衣服臟了要洗，牙齒也如此。正

確的洗牙方式並不會傷害牙齒，相反
，還會讓牙齒更加健康。

但是，“洗牙”只是一個統稱，
在實際的牙科治療中，洗牙分為了4
個等級，它們分別是：
1、成人潔牙—預防性/口腔衛生宣教

治療
2、全口牙清創術
3、刮治或根面平整
術
4、牙周維護治療
快來對照看看，你需
要的是哪一個級別的
洗牙。
成人潔牙—預防性/

口腔衛生宣教治療
適合人群：適用於牙

齦健康的病人。
治療目的：將牙齒及齦溝內的牙

菌斑、結石和色素沈著予以清除，有
利於讓病人保持口腔健康。

治療流程：
潔治：去除堅硬的沈積物
拋光：利用牙科專用拋光杯和拋

光膏，去除牙齒上柔軟的牙菌斑和色
素沈著針對不同病人的自身情況，進
行必要的口腔衛生宣教。

治療時間：整個過程大概需要30
至45分鐘。

全口牙清創術（全方位刮治術）

適合人群：適用於長時間未接受
專業潔牙，並患有牙周組織疾病的病
人。

治療目的：盡可能去除牙齒上的
沈積物，為全面評估牙齒及牙周組織
健康狀況創造條件。

治療流程：
去除大塊牙石，緩解牙齦腫脹、

出血、溢膿等癥狀
“徹底刮治”——以便去除殘余

的沈積物並拋光牙齒進行更全面的檢
查，評估是否需要接受刮治和根面平
整術。

治療時間：整個治療過程大概需
要45至60分鐘。

全口清創術屬於中級潔牙術，能
為相當一段時間內未看過牙醫的牙周
病患者提供更深層的清潔治療，可被
視為“兩步”潔牙術。

刮治或根面平整術（深度潔牙）
適合人群：牙周疾病癥狀非常明顯的
人

牙周疾病癥狀包括：發現牙周袋
變深（深度大於5毫米）、X光檢查

可見牙槽骨吸收、牙齦出血、溢膿以
及牙根表面出現牙垢堆積。

治療目的：刮治可以清除牙齦緣
下方、牙根表面的牙菌斑和牙石。牙
根上的粗糙部位被打磨平整，細菌被
清除幹凈，牙齒表面更加平整光滑，
方便日常的口腔護理。

治療流程：通常刮治和根面平整
等深度清潔劃分半口或1/4完成，通
常都需要進行局部麻醉，因此要2-4
次才能完成治療。

治療時間：由於過程比較復雜，
因此根據病情的嚴重程度，整個治療
可能需要1至2個小時。

當牙周疾病進展到支持骨組織喪
失的時候，這種治療只能控制病情發
展，無法治愈疾病。這和高血壓患者
一樣，他們服用降壓藥並不能治愈高
血壓，血壓只是被降壓藥“控制住了
”。

牙周維護治療
適合人群：接受牙周治療（如刮

治和根面平整術）後的人群治療目的
：牙周維護治療的重要性在於，如果

後續維護沒有做充分，牙周疾病便會
復發。

治療流程：清除牙齦周圍的牙菌
斑和軟垢，在特定部位進行刮治和根
面平整，最後拋光。

每次接受刮治和根面平整之後都
需要接受牙周維護治療。

治療時間：兩次治療的間隔時間
要根據臨床評估而定。但是通常每隔
3-4個月就要進行潔牙維護。

你需要哪種潔牙術？
在接受口腔和牙齦疾病評估的時

候，專業口腔衛生士會對你的口腔健
康狀況進行評估。評估標準包括：

牙周探診測量、出血狀況
牙齦腫脹、溢膿情況
是否吸煙
是否罹患全身系統性疾病（如糖

尿病、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等
無論你需要哪種潔牙術
第一步是先給自己定一個潔牙的

時間
“拖拖拖……”不去洗牙
最後潔牙術只會越變越復雜。

洗牙也分很多種洗牙也分很多種，，44種洗牙種洗牙，，44個等級個等級，，洗牙不被騙洗牙不被騙！！

凱蒂亞洲城最佳旗艦店標位置凱蒂亞洲城最佳旗艦店標位置 ,,美南銀行昨破土動工美南銀行昨破土動工
MBM PROPERTIES

F r e e  S T a n d i n g

2 3 6 0 3  &  2 3 6 1 9  G R A N D  C I R C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C E N T E R .  K A T Y .  T X  7 7 4 4 9

p r i m e  l o c a t i o n  i n s i d e  u n i v e r s i ty  c e n t e r

2 , 200  S F  

t o  

8 ,000  S F

ON  Grand  Circ le  Blvd .  

Main  Entrance  of  KAT

In  f ront  of  HMart

Across  UH  Katy  Campus

 Building 1  Building 2

 Building B  Building B

 Building A

 Building C

  G r a n d  C i r c l e  B l v d .

 Colonial Parkway

for lease

招商中

 Building 1  Building 2

Jewels
 of 

Katy Asian Town

Intersect ion  of  I - 10  &  99

CPD :  300 ,000+  cars

Walkabi l i ty  to  res ident ia l

and  other  great  reta i l s

  G r a n d  P a r k w a y

美南銀行昨在凱蒂亞洲城最佳旗艦店標位置美南銀行昨在凱蒂亞洲城最佳旗艦店標位置，，舉行舉行
動土儀式動土儀式，，由由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董事長董事長（（右四右四）） 「「凱凱
蒂亞洲城蒂亞洲城」」 東主林承靜東主林承靜（（左四左四））率眾董事主持動土率眾董事主持動土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出席圖為出席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凱蒂亞洲城說明會的凱蒂亞洲城說明會的
美南銀行代表與美南銀行代表與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成員在講座後成員在講座後
合影合影。（。（前排左六前排左六））為為 「「聯禾地產聯禾地產」」 負責人負責人
林承靜林承靜，，旁為旁為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董事長李昭寬董事長李昭寬

（（前排左五前排左五）。（）。（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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