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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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aire C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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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Untitled-1.pdf   1   8/26/2019   2:54:54 PM



BB22

﹒﹒

美南電視介紹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科技與生活》
為休斯頓觀眾報導最新的體育賽事情況。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首播時間：每個月第三個週四，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
首播可關注重播，重播時間為8月30日（週五）中午1點。

節目介紹：
由美南特約主持人付繼群和Tina為大家帶來的科技節目，
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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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時尚先鋒、行業精英、

業界大咖。。。。。。
熱點時事、熱門話題、勵誌故事、

傳奇人生。。。。。。
美南國際電視最新訪談欄目

《美南大咖談》隆重上線！
本期嘉賓：休斯頓TMCO交響樂團
中提琴演奏家劉銳、青年鋼琴家

LULU LIU;
熱點話題：青年鋼琴家LULU LIU的
成長之路、青少年音樂教育等
歡迎點擊以下鏈接收看：

https://youtu.be/TmqpViWMapA

《美南大咖談》報紙預告：

星期四 2019年8月29日 Thursday, August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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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星期四 2019年8月29日 Thursday, August 29, 2019

是時候面對自己的體重了是時候面對自己的體重了
倫敦動物園年度大盤點倫敦動物園年度大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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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摩爾曼斯克，世界首座浮動核電站——“羅蒙諾索夫院士”
號浮動核電站。22日，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在俄羅斯摩爾曼斯克，向媒體
展示並介紹世界首座浮動核電站——“羅蒙諾索夫院士”號浮動核電站
。當天，該公司浮動核電站建設與運營部負責人表示，這種類型的核電
站主要優勢在於它的靈活性，可以隨時隨地滿足對能源的需要，而且不
會造成環境汙染。

第十二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第十二屆中國—東北亞博覽會
在長春開幕在長春開幕

參觀者在博覽會上參參觀者在博覽會上參
觀觀。。當日當日，，第十二屆中國第十二屆中國
—東北亞博覽會在長春開—東北亞博覽會在長春開
幕幕。。本屆博覽會以本屆博覽會以““增進增進
互信合作互信合作，，開創東北亞美開創東北亞美
好新未來好新未來””為主題為主題，，共設共設
置主題館置主題館55GG新時代館新時代館、、
東北亞國家館東北亞國家館、、東北振興東北振興
與對口合作館與對口合作館、、進口商品進口商品
館館、、康養產業館康養產業館、、吉林館吉林館
等展館等展館。。

中國內陸開發開放“第壹區”
跑出智能制造“加速度”

“沒想到重慶已將智能制造轉換成

先進生產力，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已不輸

國外。”在參觀完重慶金康新能源兩江

智能工廠後，《英國僑報》副總編曹愛

娟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慨。

“行走中國· 2019海外華文媒體高層

重慶行”參訪團走訪中國內陸首個國家

級開發開放新區重慶兩江新區，了解兩

江新區如何深入推進智能化建設，促進

高質量發展。

傳統產業“智造”升級現代產業體
系加速成形

在金康新能源兩江智能工廠內，參

訪團壹行看見，這座今年4月正式投產

的工廠，目前已開始試制樣車。這座工

廠擁有自動化、智能化、定制化和網聯

化四大特性，是中國國內罕有的滿足工

業4.0標準的工廠，被譽為重慶汽車產業

的標桿性智能工廠。

工廠裏，1000臺機器人聚集在沖壓

、焊裝、塗裝、總裝，以及電池PACK

和充電檢測車間，貫穿了整個生產線的

焊接、塗膠、滾邊、工位間輸送、大件

的上料等生產環節，既提高了汽車生產

過程的可控性，同時也減少生產線人工

幹預。

在兩江新區，這樣的場景正逐漸成

為常態。作為重慶及兩江新區的支柱性

產業，如今汽車產業也正借助智能化手

段，向著新能源及智能網聯方向壹路疾

馳。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兩江新區

智能網聯汽車實現總產值22.3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加210%。

汽車產業“智造”升級僅僅是兩江

新區推進現代產業體系加速成形的壹個

縮影。今年7月，全球領先的高端半導

體封裝載板和高密度互連印制電路板制

造商——奧特斯，與重慶兩江新區簽署

投資協議，計劃在未來5年投資近10億

歐元，在奧特斯重慶工廠現有廠區內新

建壹座工廠，生產應用於高性能計算模

組的高端半導體封裝載板。

近兩年，兩江新區把智能化作為推

動制造業升級的新動力。壹方面，以工

業互聯網、企業上雲、智能化改造推動

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另壹方面，培育

壯大生物醫藥及醫療器械、機器人及智

能裝備、通用航空等十大新興產業，以

順應新壹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

兩江新區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兩

江新區正積極推進智能制造試點示範工

程，鼓勵和支持汽車、電子信息、裝備

等行業龍頭企業利用物聯網、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新壹代信息通信技術和機器

人等新壹代裝備開展數字化設計、數字

化車間、智能制造單元、智能物流等建

設，實現設計智能化、生產過程智能化

、決策管理智能化。

數字經濟引領智能產業“補鏈成

群”步伐加快
作為兩江新區驅動數字經濟產業的

載體，重慶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自2018

年年初掛牌以來發展迅猛，現已成為重

慶市大數據智能化發展的主陣地。

人臉識別、跨境追蹤、3D重建……

在雲從科技展廳內，“行走中國· 2019海

外華文媒體高層重慶行”參訪團對人工

智能技術的觸角已深入到金融、安防、

教育等多個領域發出陣陣贊嘆。

落戶於重慶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 互

聯網產業園內的雲從科技，是近年來中

國快速成長的人工智能企業和研究機構

之壹。該企業通過人臉識別技術作為跨

行業入口，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傳統行

業，成立短短4年就已成為中國自主人

工智能技術產業化的領軍者。

事實上，雲從科技展廳展現的人工

智能技術應用，折射出兩江新區從智能

制造、數字經濟、科技創新、智慧城市

等方面入手，紮實推進智能產業決心和

成效。

今年4月，位於兩江數字經濟產業

園的紫光集團重慶大樓正式投用；6

月，阿裏雲創新中心(重慶)在兩江數

字經濟產業園投用……今年上半年，

兩江數字經濟產業園新增數字經濟企

業 415 家，園區聚集數字經濟企業超

4000家。隨著騰訊、豬八戒等行業龍頭

紛紛“搶灘”入駐，物聯網產業協同創

新中心、“村村旺”農村電商綜合服務

平臺等相繼投用，兩江新區數字經濟集

群不斷壯大，能級不斷提升，生態不斷

完善。

截至7月底，兩江新區已集聚規模

以上電子企業39家。圍繞“芯屏器核

網”，兩江新區也在集成電路、顯示

面板、智能終端、核心配套等多領域進

行了布局，構建起了覆蓋全產業鏈的電

子產業集群。

乘著數字經濟發展浪潮，兩江新區

的產業結構亦在持續優化，制造業與大

數據智能化愈發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

、轉型升級步伐正進壹步加快。今年上

半年，兩江新區數字經濟產業營收702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其中，集

成電路產業增長8倍，人工智能產業和

智能網聯汽車增長2倍，智能硬件產業

和軟件服務產業增長1倍。

如今，在重慶大數據智能化為引領

的創新驅動發展行動計劃推動下，兩江

新區正全方位推進大數據智能化與傳統

行業的融合發展，促進全區經濟社會的

高質量發展。

財經觀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非洲前景可期
綜合報導 在非洲剛果河畔的布拉柴維爾，

中剛非洲銀行辦公大樓是當地標誌性建築。經過

四年發展，這家合資銀行讓更多當地民眾享受金

融普惠的同時，還致力於拓展人民幣貿易結算

和匯兌業務，實現人民幣在中部非洲地區的應

用及推廣。

“過去，剛果（布）銀行業幾乎被西方銀行壟

斷，銀行服務滲透率不高，只有10%的人口擁有銀

行賬戶。”中剛非洲銀行副總經理帕特裏克· 奧邦

比說。2015年開始營業的中剛非洲銀行是中國農業

銀行在非洲成立的首家合資銀行，打破了剛果

（布）沒有大型本土商業銀行的局面。

近年來，中非經貿合作不斷深化，人民幣以其

便利中非貿易與投資、優化外匯儲備結構、防範匯

率風險、穩定金融體系等多方面優勢，日益受到非

洲各國重視。目前，中國金融機構在非洲已設立十

多家分行。南非等八國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中

國還與贊比亞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與摩洛哥等

四國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

2018年，中非貿易額達2042億美元，比上壹年

增長20%，中國已經連續十年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

伴。“隨著中非貿易的快速增長，在非人民幣結算

的比例也從 2015 年的 5%提升至 2018 年的 12%左

右。”中剛非洲銀行行長張建羽說，人民幣國際化

進程在非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相比中非貿易

總量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業內人士指出，在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

從加大政府層面支持、把對非貿易投資與人民幣國

際化相結合、加快中非金融合作等領域入手，讓更

多非洲國家及其機構對人民幣更熟悉、更信任、更

樂意用。假以時日，人民幣在更多非洲國家納入儲

備和結算貨幣將水到渠成。

據中剛非洲銀行金融市場部主管張誠介紹，中

剛非洲銀行是首個在中部非洲地區發行銀聯卡的銀

行。通過中剛非洲銀行銀聯卡，客戶可使用在剛果

（布）存入的中非法郎在中國境內支持銀聯的銀行

機具上取出人民幣現金或消費，而中國境內發行的

銀聯卡也可在中剛非洲銀行機具上使用，它將中非

法郎和人民幣自動互換變為現實。

“此前，客戶需要匯出人民幣時往往要通過西

聯匯款，現在通過銀聯卡渠道進行跨境結算可以為

客戶節省壹半手續費。”張誠說。

今年7月7日，第12屆非洲聯盟非洲大陸自由

貿易區特別峰會宣布非洲大陸自貿區正式啟動。

“雖然非洲大陸自貿區要真正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是它將對人民幣在非國際化產生積極影響，

壹個規範化的市場將為人民幣流通創造良好的制度

條件。”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者蓋裏雄·

伊基亞拉說。

張建羽表示，中非之間有望借非洲自貿區建

設和“壹帶壹路”倡議，構建更緊密的經貿合作

關系，這有助於把中方發展經驗、適用技術和資

金與非洲豐富的自然和人力資源結合，進壹步增

強雙方貿易和經濟合作，從而擴大人民幣在非洲

使用。這也是推進人民幣在非國際化進程的壹個

重要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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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
商會會長、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27日
出席論壇時表示，在大灣區科技創新
的新形勢下，穗港之間的科創合作可
以從產業鏈互補協調、交通樞紐以及
兩地學術成果轉換等三方面來合力發
展，進一步將南沙新區建設成為穗港
科技合作的核心門戶。

蔡冠深指出，香港科技創新擁有科
研實力和市場轉化能力，也擁有完善產
業配套服務。作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三
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能夠為科技創新
融資資金，風險投資、銀行貸款等各種
基金需求提供支持，能夠發揮“矽谷+
華爾街”的雙重優勢。

善用地理優勢 聯繫灣區海外
而在產業鏈互補協調方面，廣州高

新技術產業發展蓬勃，比如汽車、電
子、航天航空、醫藥等先進製造工業具
備相當的規模，正好跟香港上游科研、
專業服務互補優勢，可以打通科技產業
鏈上、中、下游的發展。

此外，蔡冠深指出，要充分利用穗
港地理優勢，加強大灣區和海內外需求
的聯繫。同時也要深化兩地大學的交流
合作，成立聯合實驗室或技術轉移中
心，進一步提高大灣區科研實力。

蔡冠深介紹說，目前香港不少大學
已經在內地成立分校和研究院，去年香
港科技大學更與廣州市政府、廣州大學
達成協議，在南沙共同籌建香港科技大
學廣州分校，這種合作辦學模式不僅把
香港國際化的教研文化、管理方式引進
內地，也可以充分利用大灣區人力資
源，構建大灣區國際科技人才的培養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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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企業各顯優勢 互補共拓國際市場
■■蔡冠深指出蔡冠深指出，，香港擁有科研實力和市場香港擁有科研實力和市場
轉化能力轉化能力，，也擁有完善產業配套服務也擁有完善產業配套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應用在智能物流方面的機械人成為會場焦點應用在智能物流方面的機械人成為會場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成為當日穗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成為當日穗
港共覓商機的重點港共覓商機的重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當日，在會場最為開闊的展板位置
前，京信通信帶來的人臉識別系

統以及智能物流機械人成為展會焦
點。葛鑫介紹說，京信通信作為通信
與信息解決方案及服務提供商，為全
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提供移動
網絡覆蓋及行業應用整體解決方案和
服務。

首採刷臉系統 入場不費一秒
此番帶來的機械人和人臉識別系

統，背後的核心研發團隊便匯聚了大
批香港科技人才。在葛鑫看來，得益
於香港高校的科研培育力量，香港科
技研發不僅在售前、售後端都擁有自
己的獨特優勢。單從技術研發來看，
他們在軟件方面的優勢也更為突出，
而廣州本土的科研技術優勢體現在硬
件設施上。兩者合力，讓企業在5G
時代的通信領域擁有繼華為、中信之
後的行業國際競爭力，也能憑借過去
20多年在移動通信業務上的經驗，助

推大灣區智慧城市的建設。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方舜文表

示，為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發展，今
年論壇與京信通信合作，首次應用人
臉識別技術，以平均少於1秒的技術
協助與會者入場。如此沉浸式的會場
體驗，能夠更好地營造業務洽談氛
圍。

7港原創品牌 盼拓文旅市場
此外，論壇重點聚焦粵港澳大灣

區的科技創新前景，在洽談區匯聚了
56間香港專業服務、創業服務和科技
服務供貨商，包括：香港投資推廣
署、香港檢測和認證局、香港律師
會、香港數碼港、京信通信有限公
司、安匯國際支付、思為國際建築師
事務所等，集中介紹香港的優質專業
服務和創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還有7家香港原創IP設計集中以懸
浮3D影像技術立體展示，希望能夠在
大灣區覓得合作商機，一齊開拓內地

文旅市場。
來自香港的ARTRO DIGITAL

市場總監黃維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
示了3D影像服務於各大品牌的視覺體
驗。作為一家一站式數字化解決方案
的數碼科技公司，擁有亞洲領先的全
息成像系統，可以在半空中顯示清晰
細節的3D圖像，而無需佩戴物理耳
機。

黃維嘉透露，該技術應用於當下
的社交媒體活動和在線廣告效果很
好，因此也斬獲了大批國際高端品牌
客戶，諸如佳能、六福珠寶、潘朵
拉、中國電信等。

在內地商業發展日新月異的當

下，黃維嘉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能
夠覓得在內地的合作夥伴，一起為內
地的商業營銷應用注入新體驗。

56港企灣區科創覓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7日，為配合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科技創新 環球聯繫”為主題的

“創新升級．香港論壇”在廣州舉行。56間香港專業服務、創

業服務和科技服務供貨商匯聚一堂共覓大灣區產業合作商機。

京信通信有限公司智能製造事業部總經理葛鑫表示，聚集5G新

機遇，企業的核心研發團隊匯聚穗港科技精英人才，當下重點

為製造企業和工業園區提供智能化、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

主要應用於移動機械人、智慧工廠、智能物流等領域，共同推

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生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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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雕展廳聽古琴、琵琶等傳統樂
器演繹《流水》的潺潺切切、《彩雲追
月》的輕鬆寫意、《寒鴉戲水》的別致
優雅；在二樓大堂觀看《國家寶藏》廣
東省博物館特輯……如此優雅的活動，
是否特別適合帶着孩子前來體驗傳統文
化的魅力呢？

為了豐富觀眾的夜間精神文化生
活，廣東省博物館（以下簡稱粵博）將
參照大英博物館、英國V&A博物館等
世界著名博物館的通行做法，從8月9
日開始，試行每周五夜間開放。粵博不
僅對場館設施、安保措施、人員協調等
方面進行了完善，還為觀眾準備了豐富
的體驗活動。

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的廣東省博物館
新館被譽為“月光寶盒”，是一棟四四
方方、通體透亮的灰色建築，在一眾高
樓之間顯得格外的內斂而沉穩。新館展
覽以廣東歷史民俗、藝術、自然為主要
陳列方向，包括歷史館、藝術館、自然

館三部分，設有潮州木雕藝術展廳、端
硯藝術展廳、陶瓷展廳與書畫展廳等。

夜遊粵博，一定不能錯過正在展覽
的“群龍出沒——恐龍時代大穿越”。
是次展覽是以“穿越恐龍時代，探索恐
龍世界”為主題的大型家庭親子類展
覽，主要面向年齡為5到12歲的觀眾，
分為“恐龍世界”、“飛上藍天的恐
龍”和“混進恐龍圈的‘假恐龍’”三
大部分。

展覽用輕鬆調皮的語調，講述了遠
古時代恐龍之間發生的各種故事，如
“隔空對決”、“生死時速”、“結伴
同行”等；還描述了恐龍向鳥演變的過
程；並且從“假恐龍”之恐龍的近親、
遠鄰以及“假恐龍”們的食物這三方面
展開，向孩子們解釋帶“龍”字的動物
不一定是恐龍。展覽以“鳥類起源於恐
龍”作為尾聲，倡導保護恐龍的後
裔——鳥類的理念，讓孩子們感受到生
物進化之美。

毛澤東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舊 址 紀 念 館 （ 下 稱 “ 農 講
所”），原為明代修建的孔廟，
清代更名為番禺學宮，清末民初
曾改為八桂中學。1926年5月至9
月間，毛澤東在此主辦農民運動
講習所。1953年成立“毛澤東同
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
館”。1961年，國務院公佈廣州
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為第一批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色漸暗，夜幕降臨，古建
築的木質花窗透露出點點燈光。

穿門而入，敞亮的展廳已經在等
待前來參觀的人。一家老小攜手
而來，這邊廂看看展覽，那邊廂
打卡拍照，玩得不亦樂乎。就在
剛剛過去的周末，一場名為“家
國情、悅讀行”紅色研學公益活
動在廣州農講所紀念館舉辦，30
位多名小學生在專業研學導師的
帶領下，體驗了一堂神秘有趣的
夜間研學課。同學們在講解員的
引導下一邊在夜色中感受農講所
的建築之美，一邊認真聆聽講解
員的介紹。不一會兒，靜謐清涼

的紀念館上空，響起了《英雄讚
歌》的朗朗讀書聲和革命歌曲的
激越之音。一個多小時的課程轉
眼間結束，學生們不僅體驗到新
穎的愛國主義教育、獲得贈閱圖
書和文具，還參加了“家國情、
悅讀行——我來當研學設計師”
評比，收穫滿滿。相關負責人介
紹，這是農講所的創新嘗試。由
於報名情況火爆，活動主辦方特
在本周六、日增加兩場公益活
動，並考慮日後多組織策劃此類
有意義的紅色研學活動。

'��
"��

還記得電影《博物館奇妙夜》

嗎？每當夜色降臨，各種館藏物品

就會獲得自由行動的力量，整個博

物館就熱鬧起來了。如今，隨着夜

遊經濟的火爆，從今年8月開始，

廣州首批博物館實行夜間開放，多

家博物館、紀念館紛紛推出研學、

電影放映等豐富多彩的夜間活動，

一時風頭無兩，有興趣的港人，不

妨趁着周末前往，親身體驗一次現

實版的“博物館奇妙夜”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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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是依託廣州
大元帥府舊址籌建的人物紀念館，為國
家二級博物館，前身為興建於清光緒32
年（1906）的廣東士敏土（水泥）廠，
因孫中山1917年和1923年兩次在這裡建
立革命政權而得名。

1996年11月，廣州大元帥府舊址被

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1998年10月，籌建“孫中山大元
帥府紀念館”，2001年對外開放。現館
內設有《帥府百年》復原陳列、《捍衛
共和、復興中華——孫中山三次在廣東
建立政權》基本陳列、《帥府名人》、
《一個澳洲建築師的中國情結》等常設

展覽，每年慕名而來的海內外遊客絡繹
不絕。
自本月夜場開放後，孫中山大元帥

府紀念館已於8月9日夜場開放時段舉
辦了紅色電影《五朵金花》的展播。此
外，該館也準備了多個文物展覽，供市
民夜間參觀。

廣東省博物館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離開高速後經黃埔
東路、中山大道東、G107、黃埔大道、獵德大道、花城大道、
冼村路即可，全程約1小時40分，或高鐵到廣州南站轉地鐵，大
劇院站下車；

農講所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經廣州繞城高速進入廣園快速路，
隨後沿着內環路到恒福路、麓湖路、東濠涌高架路、越秀北路、中山四路後到
達，全程約1小時50分，或高鐵到廣州南站轉地鐵，農講所站下車；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離開高速後經黃埔東路、中山大道
東、G107、黃埔大道、內環路到江灣路即可，全程約1小時45分；

廣州博物館

從深圳灣口岸出發，進入廣深沿江高速，經廣州繞城高速進入廣園快速路，
接轉內環路到環市中路，隨後轉入解放路後抵達，全程約1小時45分，或高鐵
到廣州南站轉地鐵，越秀公園站下車。

■■孩子們認真聽講解員科普恐龍知孩子們認真聽講解員科普恐龍知
識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攝

■■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的廣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的廣
東省博物館東省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粵博展出四川自貢恐龍化石標本，吸引
大批遊客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

■■農講所創新推出紅色研學農講所創新推出紅色研學
公益活動公益活動。。圖為小學生參加圖為小學生參加
夜間研學課夜間研學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鎮海樓現為廣州博物館所在地鎮海樓現為廣州博物館所在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攝

現在的人出門喜歡到處拍照
“打卡”，其實百年前廣州也曾
流行過“打卡”風，而熱門打卡
點則是被街坊們親切稱為“五層
樓”的廣州博物館。

原來，清朝年間，外商橫跨
大半個地球來廣州海淘，歸家時
總要帶幾張手繪明信片炫耀，那
就是大家熟悉的外銷畫，有趣的
是，這些畫當中經常會出現一個
熟悉的身影——鎮海樓。那時珠
江的江面很寬闊，登上越秀山頂
的鎮海樓遠眺，可以飽覽珠江美
景。更重要的是，這座高高在上
的紅色建築，也是外商來到
“CANTON”的航標，看到鎮
海樓，也就意味着離賺取金山銀
海不遠了！

今天的廣州博物館坐落在風
景秀麗的廣州市越秀山，以始建
於1380年的明朝建築鎮海樓為
館舍。這裡藏着眾多的廣繡、象
牙雕等展品，常設的展覽包括
“廣州歷史陳列展覽”、“海貿
遺珍——18至20世紀廣州外銷
藝術品展覽”等。8月1日起，
廣州博物館加入了夜場，在工作
人員配置方面與白天無異，每層
展廳都會配一名工作人員站崗，
安保、售票處的工作人員人數也
和白天一樣。在參觀解說方面，
目前夜間還沒有固定解說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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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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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
州報道）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
商會會長、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27日
出席論壇時表示，在大灣區科技創新
的新形勢下，穗港之間的科創合作可
以從產業鏈互補協調、交通樞紐以及
兩地學術成果轉換等三方面來合力發
展，進一步將南沙新區建設成為穗港
科技合作的核心門戶。

蔡冠深指出，香港科技創新擁有科
研實力和市場轉化能力，也擁有完善產
業配套服務。作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三
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能夠為科技創新
融資資金，風險投資、銀行貸款等各種
基金需求提供支持，能夠發揮“矽谷+
華爾街”的雙重優勢。

善用地理優勢 聯繫灣區海外
而在產業鏈互補協調方面，廣州高

新技術產業發展蓬勃，比如汽車、電
子、航天航空、醫藥等先進製造工業具
備相當的規模，正好跟香港上游科研、
專業服務互補優勢，可以打通科技產業
鏈上、中、下游的發展。

此外，蔡冠深指出，要充分利用穗
港地理優勢，加強大灣區和海內外需求
的聯繫。同時也要深化兩地大學的交流
合作，成立聯合實驗室或技術轉移中
心，進一步提高大灣區科研實力。

蔡冠深介紹說，目前香港不少大學
已經在內地成立分校和研究院，去年香
港科技大學更與廣州市政府、廣州大學
達成協議，在南沙共同籌建香港科技大
學廣州分校，這種合作辦學模式不僅把
香港國際化的教研文化、管理方式引進
內地，也可以充分利用大灣區人力資
源，構建大灣區國際科技人才的培養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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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企業各顯優勢 互補共拓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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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共覓商機的重點港共覓商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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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在會場最為開闊的展板位置
前，京信通信帶來的人臉識別系

統以及智能物流機械人成為展會焦
點。葛鑫介紹說，京信通信作為通信
與信息解決方案及服務提供商，為全
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提供移動
網絡覆蓋及行業應用整體解決方案和
服務。

首採刷臉系統 入場不費一秒
此番帶來的機械人和人臉識別系

統，背後的核心研發團隊便匯聚了大
批香港科技人才。在葛鑫看來，得益
於香港高校的科研培育力量，香港科
技研發不僅在售前、售後端都擁有自
己的獨特優勢。單從技術研發來看，
他們在軟件方面的優勢也更為突出，
而廣州本土的科研技術優勢體現在硬
件設施上。兩者合力，讓企業在5G
時代的通信領域擁有繼華為、中信之
後的行業國際競爭力，也能憑借過去
20多年在移動通信業務上的經驗，助

推大灣區智慧城市的建設。
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方舜文表

示，為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發展，今
年論壇與京信通信合作，首次應用人
臉識別技術，以平均少於1秒的技術
協助與會者入場。如此沉浸式的會場
體驗，能夠更好地營造業務洽談氛
圍。

7港原創品牌 盼拓文旅市場
此外，論壇重點聚焦粵港澳大灣

區的科技創新前景，在洽談區匯聚了
56間香港專業服務、創業服務和科技
服務供貨商，包括：香港投資推廣
署、香港檢測和認證局、香港律師
會、香港數碼港、京信通信有限公
司、安匯國際支付、思為國際建築師
事務所等，集中介紹香港的優質專業
服務和創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還有7家香港原創IP設計集中以懸
浮3D影像技術立體展示，希望能夠在
大灣區覓得合作商機，一齊開拓內地

文旅市場。
來自香港的ARTRO DIGITAL

市場總監黃維嘉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
示了3D影像服務於各大品牌的視覺體
驗。作為一家一站式數字化解決方案
的數碼科技公司，擁有亞洲領先的全
息成像系統，可以在半空中顯示清晰
細節的3D圖像，而無需佩戴物理耳
機。

黃維嘉透露，該技術應用於當下
的社交媒體活動和在線廣告效果很
好，因此也斬獲了大批國際高端品牌
客戶，諸如佳能、六福珠寶、潘朵
拉、中國電信等。

在內地商業發展日新月異的當

下，黃維嘉表示，希望在年底之前能
夠覓得在內地的合作夥伴，一起為內
地的商業營銷應用注入新體驗。

56港企灣區科創覓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27日，為配合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科技創新 環球聯繫”為主題的

“創新升級．香港論壇”在廣州舉行。56間香港專業服務、創

業服務和科技服務供貨商匯聚一堂共覓大灣區產業合作商機。

京信通信有限公司智能製造事業部總經理葛鑫表示，聚集5G新

機遇，企業的核心研發團隊匯聚穗港科技精英人才，當下重點

為製造企業和工業園區提供智能化、數字化產品和解決方案，

主要應用於移動機械人、智慧工廠、智能物流等領域，共同推

動大灣區智慧城市生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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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純粹、再利用——這是趙靜
身上的標籤，也是她追求的生活方式。
趙靜曾是一名服裝品牌設計師，她發現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生產大量的垃圾，
這對於生態環境是一種破壞，為了追求
簡單純粹的生活方式，2015年她辭去設
計師的職位，來到深圳梧桐山“撿破
爛”，並改造這些物品，變廢為寶，使
其以另一種姿態呈現。

刪繁就簡
甫入趙靜位於深圳的展廳，門簾是

用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而成的，一旁別
具特色的屏風則源自回收來的舊窗框，
而她正在着手將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成
為一個包。展示廳內，掛着她用回收來
的舊牛仔服改造的衣服……

“你怎麼弄一堆破爛兒回來？”剛
開始在梧桐山做舊物改造的時候，她的

房東比較抗拒。但三年多來，趙靜堅持
自己的生活方式，把別人不穿的牛仔
褲、舊傢具等撿回家，用設計和創作把
“垃圾”變成了生活藝術品，不僅扭轉
了房東的看法，還影響到周圍的人們。
“後來很多朋友都開始一起‘撿破爛’
了，”趙靜笑着說，自己目前帶着改造
品在內地多個城市展覽，“不一定像我
這樣生活，但每個人都可以思考自己的
需求到底有多少，刪繁就簡。”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真的需要那
麼多物品嗎？”趙靜和她的朋友們，正
在現代化城市裡，嘗試探索一種更加環
保和純粹的生活方式。

辭職隱居
辭去設計師的高薪厚職，源於長時

間對着電腦工作的她突然感到眼睛的灼
痛，並被醫院診斷為重度乾眼症，她甚

至一度擔心自己會失明。正是那場大病
改變了她的觀念，在養病兩個月之後，
她終是做出了選擇，辭職並搬到深圳梧
桐山山腳下，在村子裡過上了半隱居的
生活。

從設計師淪落到“撿破爛”，她的
選擇遭遇了家人的反對，但並沒有打消

遠離城市喧囂的念頭。她租下村子裡的
小樓，在朋友的幫助下，着手以回收舊
物改造新居，別人丟棄的床、沙發、窗
框、瓶子等，都是她的寶貝。

自從居於山腳下後，趙靜發覺，自
己對物質的渴望也越來越少。每月的生
活費控制在1,000元以內，而收入的主要

來源是做一些舊物改造的定製設計，一
方面補貼生活費，另一方面，她也希望
與眾分享環保永續的生活方式，影響更
多的人。她想做的，不只是舊物改造本
身，更多的是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探
索——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是否能夠
維持生活。 文、圖：新華社

設計師設計師趙靜趙靜 變廢為寶追求純粹生活變廢為寶追求純粹生活

■■趙靜把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為一個包趙靜把裝咖啡豆的麻袋改造為一個包。。

■■趙靜在位於趙靜在位於
深圳的展示廳深圳的展示廳
裡工作裡工作。。

事實上，早在比《臥虎藏龍》更前的
很多年，葉錦添在行內便是大師

了。《胭脂扣》、《英雄本色》等等電
影的美術，內地電視劇《大明宮詞》、
《橘子紅了》等，都讓人驚艷於這個藝
術家大手一揮下的創作。履歷漂亮成這
樣，接下來理應順理成章與更多電影大
師合作，繼續創作電影經典，然而，葉
錦添並不只關注這個領域，他開始頻繁
與不同的藝術家以多種形式交錯合作，
並寫了四本書。“我從十年前開始寫這
個系列，主要是寫我自己的哲學、‘新
東方主義’，一直寫到現在的第四
本。”

除了寫書，葉錦添也做展覽：“我
在北京做了一個展覽，是跟科學家合作
的，我提出了一個精神DNA的概念，在
講世界上所有的物質背後還有一面是物
理學世界沒有研究過的，所以導致我們
似乎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不是很深。”這
些之外，他還和許多不同領域的藝術跨
界合作藝術作品，有舞蹈、服裝、音樂
等等，很難具體地說葉錦添有什麼頭
銜，因為他個人就抗拒有形的東西。

對於“大師”這個稱呼，他不置可
否：“我覺得我的狀態仍然還是非常試
探性，很年輕的，我不覺得自己已經穩

定了。我覺得驚慌和恐懼是和別的感受
同時存在的，所以我不會因為這些感受
而惶恐，因為我還一直在前行。”

高於物質生活的宏觀
他在書中不怎麼提自己的作品，講

的是更加宏大的東西，關於精神世界、
關於未來、關於“生物”。“‘生’和
‘物’其實是兩樣東西，”他說，“雖
然我們都是生命體，但是常常忽略了
‘生’是我們本身，而‘物’是依附我
們存在的物質。”

即使撇開書中的內容，葉錦添討論
的命題也有一點宏大：“現在的這個時
代，我們身處在一個物質很飛躍的時
候，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更好的物質生
活，但我覺得我們沒有停下來想想，這
個世界能不能負荷。”他提出：“現在
的人需要很多的物質才能得到滿足，但
其實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他認為並不需要。《臥虎藏龍》裡
有這樣一個場景，男女主角坐在一個涼
亭之中，背景是一片翠綠的竹林，李慕
白說：“我的師父常說，把手握緊，裡
面什麼也沒有；把手放開，你得到的是
一切。”葉錦添對於精神世界的探索，
大約就是這麼一種狀態。

形式會限制所有想像力
限制是藝術的天敵，葉錦添說：

“我覺得每段時間都是一個重複，好像
一個循環一樣。是圓形的。事情發生
了，它有它的屬性，會一直在不同的時
間中發生，就像一種模式。”但這個模
式不是好的事情，它會讓想像力被制
約。

因此，葉錦添離開了香港。搬去台
灣後，他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一起，想
去找屬於自己源頭的東西。因為他被邀
請去了歐洲做設計，遇到很多很棒的藝
術家，就發現自己拿不出中國的東西，
感覺無法自處，他覺得自己作為香港
人，在文化上是很迷茫的，因為特殊的
歷史及地理原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
麼”。這個時候，“新東方主義”這個
概念便萌發了。帶着濃濃中國特色的美
學，在他這裡新舊交融，變成自由的素
材，所以他說：“我覺得我找到了。”

“很多人知道我做很多關於古典的

東西，但是其實這種文化在人們心中已
經是約定俗成的東西，已經有了一個根
深蒂固的方法去理解它，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要進入未來，中國還有一個可能
性，用新的方法去看古代的東西。在創
作上，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利用到，
需要換一種眼光去看。”他說：“如果
有這個方法，在我的創作中，就會產生
不同的融合，不同文化和時代的融合，
這樣我就可以很自由地去使用這些素
材。”

在北京的展覽主題是精神DNA，這
個措辭很概念化，但一用上他精神層面
的解釋，便十分清晰：“我對這個概念
的提出是因為我在做一些古代人物的時
候，覺得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去了解古
代的人想事情的方式。

他們更多的是用精神層面的方式去
尋求對世界的認知，但是我們好像經過
西化以後，物質化越來越強烈，以及現
在大家對物質的追求越來越多。我自己
覺得，在寫書的過程中，希望對精神上

的東西有更深的認知。所以我會做這個
展覽，去研究。”

作品中帶着濃濃的“自己”
他覺得，真正的藝術家創作出來的

東西，會讓人有熟悉感，因為那是來自
精神中的東西，而不是世俗。世俗對於
葉錦添來說是“被創作出來的”，而精
神上的富足才是藝術的本質。藝術家的
創作，一定帶着自己的影子，葉錦添
說：“比如我為什麼覺得《蒙娜麗莎的
微笑》是很偉大的藝術品，因為她有畫
家自己在裡面，她的樣子也是達文西年
輕時候的樣子。”所以，葉錦添的藝術
作品中，都會帶着濃濃的“自己”，那
是不能言說的一種交流。

“溝通是最困難的，也是最有趣
的，和人交流的過程是在打開對方的世
界，但是並不一定用語言。因為語言是
約定俗成的模式，但不是最有效。”這
些無形的東西，最終形成有形，變成葉
錦添的獨特藝術。

究竟是時代造就大師，抑或大師造就時代，這是個問題。但幾乎可以很肯定的是，無論在哪個時代，葉錦添都大

概是個不尋常的人。《臥虎藏龍》在奧斯卡金像獎拿到最佳藝術指導的小金人，並提名最佳服裝設計的那一年，葉錦

添便成了“香港之光”，然而這個頭銜與其毫不匹配。走進人群中的葉錦添，時常穿着很素淨的衣服，戴帽子，說話

平緩、輕柔，表情很少，怎麼看都沒有光芒萬丈的樣子。葉錦添並不只關注戲劇服裝設計領域，他頻繁與不同的藝術

家以多種形式交錯合作，開始出書寫自己的哲學“新東方主義”，探索精神世界的東方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葉錦添葉錦添探索探索““新東方主義新東方主義””
從藝術中尋求個人哲學理念從藝術中尋求個人哲學理念

■葉錦添認為，
真正的藝術家的
作品來自於精
神，會讓人有熟
悉感。 胡茜攝

■葉錦添月前在香港書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精神DNA”。 主辦方供圖

■葉錦添做電影《臥虎藏龍》時主角
造型的草圖。 資料圖片

■葉錦添去年在港舉辦首次個人展覽“葉錦添：藍——藝術、服裝與記憶”。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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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音串流龙头 Netflix

首次投资华语自製原创内容，

便由台湾导演、演员挑大樑，

採跨国合作模式，打造华语新

势力！Netflix 国际原创总监Eri-

ka North 26 日表示，希望在亚

洲开发新的类型戏剧，呈现华

语内容的文化背景与叙事风格

， Netflix 首 部 华 语 原 创 影 集

《罪梦者》10 月将在全球 190

国家地区上线。

Netflix逐步在亚洲布局，目

前在孟买、东京、首尔与新加坡

设4个办公室，连结印度宝莱

坞、日本动漫、韩流戏剧、

华语内容等产业，并在新竹

成立以工程开发和建立策略

伙伴为主的办公室，台湾也

正积极争取 Netflix 来台设立製

作中心。至于在大陆，Netflix

刚结束与爱奇艺的内容授权

合作，据传是受到大陆内容

审查制度与用户兴趣的影响

。据了解，两者从 2017 年开

始合作，Netflix 希望透过原创

内容输入，先培养大陆市场

，为日后登陆暖身。

Netflix 首波投资的华语原

创内容，主要由电影导演以

电 影 规 格 拍 摄 ， 採 6-8 集 呈

现，不同于台湾常见八点档

、偶像剧，在内容创作、收

看方式引领华语内容走向新

局。

打头阵的「罪梦者」是一部

融合犯罪及虚实交织的黑帮电影

，接著12月上线的是「极道千金

」描述黑道千金爱上偶像的爱情

喜剧，皆由台湾导演掌镜、演员

挑大樑。「极道千金」导演吴子

云表示，面对全球强势影音串流

平台，台湾创作者要拿出台湾独

特内容吸睛，「极道千金」将呈

现国术馆、黑道家庭以及台语文

化等。

Netflix攜臺灣 打造華語新勢力

金钟奖导演陈长纶与金钟

视后严艺文联手执导製作，改

编自台湾作家江鹅同名散文的

迷你剧《俗女养成记》，诙谐

呈现六年级女性成长史，每集

製作费仅190万元，却有极佳品

质，播出后叫好叫座，创华视

13年以来，自製剧最佳收视成

绩。

全剧集合众多金马、金钟

奖实力派演员，其中80％採台

语发音，跳脱传统台语剧的乡

土氛围，打造幽默又贴近人性

的台式喜剧，令市场惊喜。

一年多前，导演陈长纶与

编剧群忍痛放弃一个耕耘许久

的戏剧案，写了10个月的剧本

仍不满意，只能另觅题材。一

日，陈长纶在一间历史主题图

书馆閒逛，无意间看到《俗女

养成记》，「裡头记述六年级

女生的庶民生活与文化，幽默

自嘲的笔调觉得很有意思，刚

好我们的编剧都是六年级！」

他推荐给交往四年的演员女友

严艺文，促成她转型为编剧及

导演。

视后转行 严艺文

1976年出生于基隆

台北艺术大学剧场研究所

代表作

2019年 戏剧《俗女养成记》担

任编剧、导演、製作人

2018年 主演电影《生生》

2017年 主演舞台剧《致．这该

死的爱》（电影《谁先爱上他

的》舞台版）

2015年 戏剧《天使的收音机》

获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

女主角奖

2012年 戏剧《爱。回来》入围

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金钟导演 陈长纶

1965年出生于台南

文化大学戏剧学系

代表作

2019年 戏剧《俗女养成记》担

任导演、製作人

2017年 执导戏剧《外乡女》

2016年 执导戏剧《紫色大稻埕

》

2014年 戏剧《在河左岸》获得

金钟奖戏剧节目导演奖

2000年 电影《晴天娃娃》获台

北电影节商业类年度导演新人

奖

1995年 执导《遗失的相机》获

金穗奖优等短片

《俗女養成記》道出六年級女生心聲
創華視13年最佳收視成績

凤小岳26日出席活动，透

露下个月将飞往美洲1个月拍

摄公路喜剧片，被问电影细节

，他表示不能多透露，仅说是

台湾团队，但根据他所列出的

条件推测，应是《比悲伤更悲

伤的故事》票房亿万导演林孝

谦跟编剧搭挡吕安弦的新作

《跟你老婆去旅行》。

凤小岳去年离开台湾半

年拍摄戏剧《Ai 在西元前

》，只能用视讯和老婆、

儿子小木耳维繫感情，所

以 接 下 来 离 开 1 个 月 只 是

「小 Case」，

恰巧上半年工

作量减少，他

笑言：「做家

事赎罪。」小

木耳即将 4 岁

，他表示经常

放手让孩子摸

索世界，即使

偶尔无法陪伴

在对方身边，

他对最近的家

庭生活仍颇满

意，「关係不

错！」

凤小岳这阵

子尽量和儿子

一起做早餐、

洗澡，睡觉前

也会聚在一起

，儿子会童言

童语说：「我

最喜欢爸爸跟

妈妈！」让他

和老婆备感窝

心。2人偶尔对

孩子严肃，「吃饭时候要有规

矩，很多家教学习空间都在餐

桌上。」想不想再生一胎？他

坦言：「看缘分，没有做防护

措施！」和老婆的共识是「顺

其自然」。

他表示近半年学会用网路

购物，购物慾不强，最喜欢逛

菜市场，「想要多支持在地小

农。」是否会提供老婆的餐厅

建议？他表示餐厅事务完全是

老婆在处理，自己并未插手，

顶多在家下厨当「煮夫」。

鳳小岳赴美拍片
先做家事贖罪

演红《我的老师叫小贺》的

「包贝尔」黄金鸿，日前受邀民

视《大时代》客串，首次进八点

档客串的黄金鸿，一收到剧本马

上找朋友恶补台语，台泰混血的

黄金鸿表示在家都讲泰文，但家

人很爱看八点档，希望透过这一

次演出可以有不一样的经历，更

令他期待是可以跟《小贺》演员

群在《大时代》中相见欢。

让黄金鸿开心这一次《大

时代》中名字跟《我的老师叫

小贺》一样叫做包贝尔，虽然

两个角色背景不太一样，但很

开心可以继续让这个名字延续

下去。黄金鸿在《大时代》中

饰演猪肉摊的儿子，在剧中跟

黄少谷、林玉书有许多对手戏

，期待未来跟「小贺帮」邱子

芯、马俊麟等演员能够同框演

出。

黄金鸿表示收到剧本的那

天，他人在屏东执导电影节比

赛的作品，看到台词对旁人而

已非常简单，但他却整整练习

四天，整个团队在空档陪他恶

补台词，让他直说超级感恩的

。黄金鸿回忆拍摄当天外景导

演跟林玉书、黄少谷等人都非

常耐心的引导他，让他对演台

语八点档没那麽有压力，虽然

有NG个几次，对剧组很不好意

思，但还是很谢谢大家的包容

，藉由这次的经验也让他学到

了不少台语以及表演经验。

台泰混血的黄金鸿表示因为

从小在家就是讲泰文，所以觉得

自己中文都说不够溜了，更不用

说要讲台语，还好製作人王珮华

知道他台语的程度后，教他以用

肢体表演代替台语，好在剧组团

对都对他像家人一样，让他像吃

了定心丸，现在也开始上台语课

程，希望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戏剧

角色演出。

八點檔《大時代》找來臺泰混血演員

為了臺語發音花四天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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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華

夏電影”）在北京舉辦以“躍境新生 盡享極致”為

主題的CINITY品牌發布會，CINITY品牌及融合

了電影放映領域高新技術格式的CINITY影院系統

正式和大家見面。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學與藝術的深度融合

推動電影產業不斷升級疊代，導演和攝影師們堅

持不懈地嘗試和探索將新技術不斷應用到電影制

作之中。以情感細膩、內涵深刻的電影作品享譽

世界、榮獲兩次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國際知名導

演李安，繼《比利· 林恩的中場戰事》之後，再

次用技術追求藝術的極致表達效果，推出又壹采

用4K、3D、120fps等高技術格式的電影——《雙

子殺手》，而CINITY放映系統完全契合了《雙子

殺手》的攝制技術，可將該片的創作特點和表達

效果精確完美地呈現給觀眾。

在當前的流媒體時代，融合了多項高新技術

的CINITY電影可以顯著地提升電影的觀賞體驗和

價值，突破傳統電影原有的桎梏，吸引更多觀眾

走進電影院。李安導演在現場播放的VCR中談到：

“在拍攝《雙子殺手》時，我們對每壹幀畫面的細

節都精雕細琢，希望能夠借助技術讓電影裏的許

多細節和內容越過銀幕來到觀眾的身邊。具備創

造性技術革新的CINITY影院系統，銀幕視覺效果

將會達到極致清晰與真實，4K、3D、120幀的技

術細節將會完美展現。”CINITY電影是電影行業具

有裏程碑意義的探索，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是未

來中國乃至全球電影產業的發展趨勢。李安導演說

：“未來CINITY將引領電影進入前所未有的觀影

新時代，我也將和華夏電影攜手制作更多的高技術

格式電影，以此推動世界電影的長遠進步。”

壹方面，電影導演們壹直在努力尋找合適的

技術手段以更好地講述電影故事，推動電影制作

向極致發展；另壹方面，為了讓觀眾更好地體驗

電影，終端放映設備廠商提供不斷升級疊代的放

映技術和設備，目的是為了讓電影更加完美地承

載藝術和思想，讓觀眾獲得最高享受的視聽體驗，

讓更多的人喜愛電影。

本次與業界見面的CINITY影院系統，攻克了

放映端的技術瓶頸，創造性地融合了4K、3D、高

亮度、高幀率、高動態範圍、廣色域、沈浸式聲

音等電影放映領域的高新技術，全面提升整體聲

畫品質，具有畫面更清晰、色彩更絢麗、影像更流

暢、動作更連貫、聲音更臨場等特點，能夠極大地

提升影院的放映品質，提升觀眾的體驗享受，讓觀

眾全方位沈浸於“能看清畫面每壹個細節”的全新觀

影體驗。CINITY影院系統的定制影院設計加嚴控品

質標準，讓觀眾擁有超出壹場電影的極致享受。

華夏電影董事長傅若清先生表示，“華夏電

影從2015年開始關註高格式電影的核心技術，

2017年開始重點籌備高格式電影項目，2019年4

月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辦的CinemaCon上，華夏

電影與科視和GDC簽署戰略合作，共同研發高格

式電影放映系統——CINITY影院系統。目前，

CINITY在產品規劃及設計、項目實施、服務運營

、市場營銷規劃和前後期實驗室建設方面都取得

了階段性成果，我們希望以重點技術環節突破帶

動整條高格式電影產業鏈的形成，打通高格式電

影從前期拍攝、後期制作到發行放映各個工藝和環

節，推動電影向差異化、專業化、高端化發展，

進而促進全球電影產業的升級。”

隨著CINITY品牌正式走入大眾視野，CINITY

影院系統正式在全球範圍內上市，並陸續在影院進

行安裝使用。在發布會上，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

公司常務副總經理黃群飛與廣州金逸影視傳媒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曉東、博納影業集團副總裁黃巍

、萬達影視集團總裁兼萬達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曾茂軍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三家院線規劃將分別

安裝20套影院系統。此外，華夏電影目前已與全國

票房領先的部分院線、影投商談建立合作，覆蓋地

區涵蓋北上廣深壹線城市，以及杭州、武漢、鄭州

、西安、昆明、青島等二線重點票倉城市。

除了對終端放映設備的投入，為保障高技術

格式電影節目的支撐，CINITY項目將集中大量資

源和人力投入在制片上，包括前期拍攝和後期制作

。此前，華夏電影建立了“CINITY電影實驗室”，廣

邀相關電影機構和國內外知名電影人參與實驗室

的建設和影片制作探索，培養高技術格式電影的

前期拍攝和後期制作人才。李安導演作為實驗室

的顧問，指導實驗室的建設、試驗與研究。

此外，華夏電影還進行高技術格式電影的投

資，對制作高技術格式電影的機構與團隊給與全

力支持。發布會上，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長傅若清與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於

冬、復星影視集團董事長李海峰簽署戰略合作協

議，後續將共同合作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藝術精

湛和和技術精良的高技術格式電影精品，吸引更

多的觀眾來到電影院觀看電影。

《催眠·裁決》“幻象”預告現極致催眠術

刺激感與腎上腺素齊飈
由黎兆鈞、施柏林、劉永泰共同編劇

及執導，爾冬升監制，郭瀟擔任總制

片人，張家輝、張翰領銜主演，秦沛特

別出演，鄭則士、金燕玲、張兆輝、李尚

正、蔡瀚億、蘇麗珊、谷祖琳、郭政鴻、

王浩信、艾米、董暢聯袂主演的犯罪懸疑

電影《催眠· 裁決》將於9月12日全國公

映。今日片方發布了壹支“幻象”預告，

張家輝飾演的催眠專家許立生極速黑化，

顛覆了影片上壹版預告中的剛正不阿形

象，壹步步掌控局面、“催控”壹切，

氛圍緊張到令人窒息。究竟他是為破危局

鬥智鬥勇的高智商大神，還是為非作歹的

反派？9月12日，揭懸念。

正邪難辨密室內暗潮湧動危局難破
“幻象”預告中，針對轟動全城的林

氏家族遊艇兇殺案被告的判決，陪審團成

員因意見相左僵持不下，又遇上法庭突然

爆炸，壹切仿佛都陷入了無解的危局之中

。張家輝飾演的催眠專家許立生本應履行

陪審員的職責，根據事實和證據對該案件

進行客觀判決，但從預告中展現的種種細

節來看，他似乎另有盤算；在被質疑時，

許立生更是眾目睽睽下拿刀傷人；壹句

“我要妳下半輩子，在黑暗裏活著”，語

帶威脅，頓時令觀眾進入緊張刺激的氛圍

之中。

此版預告的發布，讓人不禁聯想到，

許立生是所有事件的幕後黑手。但享譽國

際的催眠專家為何鋌而走險，是否心有苦

衷？“幻象”預告中最終投票結果被隱

藏，讓人期待反轉；同時，此版預告稱

為“幻象”預告，似乎暗示畫面內容並非

事實真相，懸念重重令人難辨。張家輝是

否黑化？催眠專家是否被反催眠？究竟孰

真孰假？時間會給答案，9月12日，力撐

真相，堅守正義。

限時營救張家輝張翰 90分鐘扭轉
乾坤

《催眠· 裁決》主要講述了蜚聲國際

的催眠專家、陪審團成員之壹許立生被匪

徒以女兒性命作威脅，要求其在90分鐘

內完成壹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

解救被綁架的女兒，許立生壹邊遵循匪徒

的指令，壹邊暗中聯手小舅子楊凱（張翰

飾）展開限時營救。此次張家輝、張翰首

度合作，兩人都挑戰了人生中極為特殊

的角色。第壹次飾演催眠專家的張家

輝表示在退庭商議室這壹密閉空間中

的戲份非常有挑戰性，直言“拍戲過

程中覺得很緊張”。

相比起大眾熟知的犯罪懸疑電影，

《催眠· 裁決》同時融入了催眠與審判兩

大新奇元素，碰撞出絕無僅有的化學反

應。大眾概念裏，正義無懈可擊；而該

影片中，壹位催眠專家為救女兒憑壹己之

力試圖利用催眠控制壹切，真相顛覆僅在

壹掌之中，刺激緊張，揪心十足。結果如

何？令人期待。

由大河影業揚州有限公司、完美威秀

娛樂（香港）有限公司、美亞電影制作有

限公司、星門娛樂有限公司出品，華誼兄

弟電影有限公司、耳東影業（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太平盛世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盛世影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北

京潤德澤鑫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映

華夏（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的《催眠· 裁決》將於9月12日全國公映

。這場正邪較量的結局究竟是什麽？9月

12日，拭目以待。

CINITY攜李安新作《雙子殺手》超長預告亮相
導演劉江攜主演陳寶國、秦海

璐、馮雷、王曉晨、方清平、曹可

凡、張晞臨、屠洪剛、陳月末、姬

他、張可盈、譚峰、剛毅、寒青、

王曉龍、蕭松原、曹夢格、馬程程、

馮粒、曲柵柵、張東升、蔡榮亮相

《老酒館》全國首播新聞發布會，

發布會上首次對外發布了三分鐘的

定檔片花，眾主創與現場的媒體和

觀眾，壹同分享了老酒館戲裏戲外

的精彩故事。

高滿堂稱與劉江“相知、相
認、相惜”

“給年輕人帶來有營養的東西”

作為國內殿堂級編劇的高滿

堂從未停止對東北黑土地文化的

發掘，他深切註目著這方土地上

百姓的生死歌哭，從《闖關東》、

《老農民》、《北風那個吹》都聚

焦於大時代下平凡小人物的命運，

《老酒館》也不例外。對於此次與

劉江的合作，他感懷道：“我和劉江

十幾年前合作了《滿堂爹娘》，之

後各奔東西，人生起伏，直到前年

我們又遇到，算是再續前緣”，高

滿堂認為他與劉江兩人是“相知、

相認、到相惜”。與高滿堂惺惺相

惜的劉江動情回應，能夠拍這樣壹

部戲是“三生有幸”。

《老酒館》從中國1928年民族

最危急之際，壹直寫到1949年全國

解放，高滿堂認為這當中的苦難歷

史不該被人們忘卻：“我們不僅要

珍視未來，也要回顧歷史，向當下

的年輕人，他們在享受生活的時候

，作為藝術工作者的我們有必要帶

給他們壹些營養的東西”。

劉江對《老酒館》誌在必得“做
個講究人，做個有情義的人。”

與高滿堂的上臺先“敘舊”

不同，導演劉江的自我介紹方式

顯得更有“事業心”，壹上來就

直奔主題：“希望大家多給《老

酒館》捧場”。談及與該劇的緣

分，劉江表示：“我碰到了人生

當中非常重要的壹個劇，這是滿堂

老師寫給他父親的戲，是很有分量

的。”這樣壹部在高滿堂眼中“壓

箱底”的戲，他誌在必得，“豈能

錯過？必須拿下”。劉江對高滿堂

在作品中的歷史感悟深表贊同：

“劇中雖然說的是過去的事，但是

過去照耀了當下，它反映的其實是

我們當下需要的事，做個講究人，

做個有情義的人。”說罷，他用劇

中陳懷海的臺詞細致地詮釋了這壹

內核：“我們也許當不了千古英雄

，但是我們至少要做壹個有情有義

有骨氣的中國人，這就是我們的民

族精神。”

“創新是藝術永不枯竭的源泉”，

劉江在《老酒館》中感受到與以往

作品不同的魅力：“橋段非常新，

人物非常獨特，有很多民間傳奇，

甚至有點魔幻現實主義的東西，底

蘊非常厚。”同時作為導演的壓力

也隨之而來，“我們也要從形式上

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可以用更新

的視聽語言把年輕觀眾也拉進來，

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讓他們愛

上這部劇。”

陳寶國再現劉江淚灑片場
“有戲韻者為上上品”

陳寶國此次在劇中飾演山東

老酒館的掌櫃陳懷海壹角，這個

角色是以高滿堂的父親為原型進

行創作。從《大河兒女》《鋼鐵

年代》《老農民》到《老中醫》

《最後壹張簽證》，再到此次的

《老酒館》，陳寶國與高滿堂已

是六度合作，多年好友默契十足，兩

人在現場壹見面就熱聊起來，談

及此次合作，陳寶國表示：“原

本是戒了若幹年的酒，前後算壹

算得有十年，老酒館開了酒戒，

沒辦法，還收不住了，沒辦法，

戲好，沒辦法，就得喝。”同樣，

能夠與劉江導演在這部戲中合作，

與壹眾戲骨飆戲也是吸引他接拍

該劇的原因：“壹部劇，有戲味

是良品，有戲感是上品，這部劇

從劇作家到導演到演員，聚集了

中國當今最有戲德的人，是有戲

韻者，為上上品。”

酒館掌櫃陳懷海為人處世始

終堅守“仁義禮智信”的中華傳

統美德，待人謙遜和善，生意場

上誠實厚道，生逢亂世又心系家

國，被高滿堂評價為全劇的核心

人物，陳寶國對該角色也有自己

的理解：“他是北方爺們，壹個

仗義的男人，壹個重情義的男人，

在大連好漢街是主心骨，在小酒

館裏是掌櫃，在家是爹，要護好

壹家妻兒。”能夠出演這樣完美

的壹個人物讓陳寶國感嘆道：

“三生有幸。”他也在該劇中傾

註了更多心血，自言是壹場哭戲

接著壹場，劉江在壹旁打趣道：

“這可以說是他演戲以來哭戲最

多的壹部戲了。”陳寶國動情地

說道：“沒辦法，滿堂老師的劇

本寫得太好了，震撼人心的戲太

多，他是怎麽紮心怎麽寫，那我

只能去演，只能哭。”

雖然堪稱劇中哭戲最多的演

員，陳寶國卻細心且耐心地揣摩

每壹次哭戲的情感，細膩地呈現

出角色的內心情感。但陳寶國卻

在現場爆料，他並不是劇組裏哭

的最多的，而是身旁的劉江導演，

每次演員們在相機下面哭，劉江

就在監視器前壹同落淚，常常是

壹天要哭四五次，話音剛落，他

還在現場即興模仿了壹段劉江揮

淚的場景。

《老酒館》將播
高滿堂劉江“相知、相認、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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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930年的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今年89歲。55年前，壹部《荒野大

鏢客》開啟了他的明星生涯。

沒有得到太多名導青睞的他，40

歲時決定自己做導演。在62歲的年紀

，大多數男人都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

，他憑借壹部《不可饒恕》獲得奧斯

卡四項大獎，事業步入黃金期。

在進入古稀之年的新世紀，又接

連拍出《神秘河》、《百萬美元寶貝

》、《換子疑雲》、《老爺車》等壹

系列作品，迎來職業巔峰。

似乎在他的字典裏，永遠沒有

“遲暮”二字。不少人會問：在這個

人人疲於奔命的時代，壹個年近90歲

的老人為何還讓自己這樣高強度運轉

？他為什麽不退休？

他講了壹個人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那是童年見過的“努力生存下去的

人”帶來的力量。

女兒艾莉森在《騾子》首映上說

，這位好萊塢傳奇接下來也不會放慢

腳步。他的新片《理查德· 朱維爾的悲

歌》將聚焦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爆

炸案，講述壹位保安被錯誤指控，從

英雄跌落至嫌疑人，並在數年後郁郁

而終的人生。

《騾子》洛杉磯首映的夜晚，對

伊斯特伍德壹家來說或許意義非凡。

2018年12月10日，“老東木”導

演88歲的生日已經過去大半年。他帶

著87歲的前妻瑪吉· 約翰遜、55歲的

女友克裏斯蒂娜· 桑德拉、50多歲的兒

子凱爾及其妻子、48歲的女兒艾莉森

及其丈夫、25歲的女兒弗朗西斯卡、

21歲的女兒摩根，以及24歲的孫女葛

雷蓮壹起出現在紅毯上。

當然，龐大的家庭成員中，自然

也少不了他知名的演員兒子、32歲的

“小東木”斯科特· 伊斯特伍德。但54

歲的金伯和34歲的凱瑟琳卻缺席了老

爸電影的首映。

這些兒女來自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的兩段婚姻，以及多段婚外情。

東木與第壹任妻子、模特瑪吉· 約

翰遜育有兩個孩子，兩人於1984年分

手；跟第二任妻子、新聞播報員蒂娜·

魯茲生了壹個女兒摩根，2013年離婚

；此外，他還有五個私生子。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的子女所面

臨的問題難以想象，即便他們擁有壹

個明星老爸。

巧的是，東木在《騾子》中飾演

的90歲毒販厄爾· 斯通，也面臨家庭困

擾，尤其是女兒，非常憎恨父親。厄

爾出走半生才意識到，以前犧牲的那

些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才是最值得珍

視的東西。為販毒集團當“騾子”是

表象，想用金錢和所謂的成功與家人

和解才是主題。

而在電影裏出演厄爾女兒的，正

是東木現實生活中的女兒艾莉森· 伊斯

特伍德。有段時間，這對父女的關系

非常不穩定，部分原因在於東木的諸

多婚外情。

艾莉森2014年演完《尋找和諧》

之後，就已經決定不再演戲了。壹個

周五的晚上，制片人山姆· 摩爾打來電

話，“他說，妳爸爸想讓妳拍這部電

影。我幾乎要吐了。我已經退出演藝

圈了，他為什麽要

找我？”

“後來我越想

越覺得，也許這是

壹個機會，可以和

他壹起度過壹些空

閑時間。”艾莉森

的丈夫也勸她：

“如果妳不這麽做

，會後悔壹輩子的

。”

其實自從 2012

年的《曲線難題》

後，東木也已經 6

年沒有主演過電影

，但《騾子》卻吸

引他再次走到臺前

。制片人克裏斯蒂

娜· 裏韋拉就說：

“當我閱讀劇本的

時候，厄爾讓我很

容易聯想到克林特

，我很容易就能把

他想象成這個角色

本身。”

在 78歲那年，

東木還未和第二任

妻子蒂娜離婚時，

他坦陳：“妻子是

我最親密的朋友

……我和其他女人

有孩子，我要感謝

蒂娜把大家聚在壹

起，她從來沒有第

二個妻子的自我意

識，妳知道穴居女

人的心態，自然的

本能可能是殺死其

他所有人。但她把

所有人都召集到壹

起，她對我第壹任

妻子很友好，對前女友也很友好，她

想盡辦法把大家團結起來，她對我的

生活影響極大。”

東木與厄爾· 斯通某種程度上壹樣

，他們富有魅力，浪蕩不知疲倦，但

都面臨著難以駕馭的生活和遺憾，而

顯然，屬於老炮兒的救贖可能得等到

90歲以後。當觀眾在大銀幕上看他拖

著顫巍巍的身體奔波在運毒路上，期

望彌補對家庭的虧欠，那些意在言外

的東西，總讓人浮想聯翩，覺得那分

明就是老帥哥的自白和寫照。

曾經有人問過壹個問題：在妳心目

中，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是個怎樣的人？

第壹種回答：他是壹個老牛仔，年

輕的時候是個好演員，上了年紀開始當

導演，他的作品《神秘河》、《百萬美

元寶貝》都拿過奧斯卡大獎。

第二種回答：他是好萊塢的傳奇

，在超過60年的從業生涯中，演繹過

70部電影，導演了40多部作品。在他

的演員生涯中，塑造過叼著雪茄的西

部牛仔、暴力執法的銀幕硬漢，都堪

稱經典；而其導演作品更讓他成為好

萊塢最偉大的影人之壹，《不可饒恕

》、《廊橋遺夢》、《神秘河》、

《百萬美元寶貝》、《硫磺島來信》

、《換子疑雲》、《老爺車》……這

位藝術大師愈戰愈勇，在古稀之年漸

入巔峰，並且從未打算退休。

第三種回答：他年輕時並不懂演

戲，靠著迷人的微笑和1米93的性感

身體不斷重復著硬漢角色，或許他覺

得從牙縫裏擠臺詞和在銀幕上幹掉壹

個又壹個惡棍會很酷，可直到60多歲

才明白要如何繼續電影生涯。他戲裏

的女人靠暴露身體賺取票房，而他自

己的私生活也相當混亂，跟他上過床

、被傷害過的女人不勝枚舉。他還是

片場霸主，任何跟他合作的人都領教

過他的獨裁，在他的字典裏只有“不

可饒恕”。

三種回答中，壹是不了解他的人

，二是愛他的，三是恨他的……但都

構成了人們眼中的伊斯特伍德。

生於1930年的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今年89歲。55年前，壹部《荒野大

鏢客》（1964）開啟了他的明星生涯

。

當時東木還是個龍套演員，也並

非導演萊昂內的首選，在劇組沒能力

支付已經名滿好萊塢的亨利· 方達的高

片酬、又被動作巨星查爾斯· 布朗森以

“劇本太爛”拒絕、緊接著這個故事

還被三四位壹線演員表示嫌棄後……

《荒野大鏢客》才輾轉到了東木手上

。

除了他身上自由散漫的氣質和沈

默不語的臉龐與角色契合，價格便宜

也是電影公司的考量。在那個時代，

片廠大佬們並不看好東木走紅，聲音

太軟、喉結突出、牙齒黯淡，甚至連

他的高大的身材都成為挑剔對象。

不過這壹切都在《荒野大鏢客》

之後徹底改變了，隨著《黃昏雙鏢客

》（1965）、《黃金三鏢客》（1966

）接連上映，“鏢客三部曲”為強弩

之末的西部片註入全新活力，而這三

部曲的主人公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也

迅速成為萬人迷般的存在。在此之後

，他無數次在大銀幕上飾演牛仔、警

探、硬漢，壹步步變成影迷心目中的

“老牛仔”。

其實細數東木的演員生涯，除了

萊昂內和唐· 希格爾（《骯臟的哈裏

》），他並沒有合作過太多著名的導

演。但紮根這壹行的種子早就在他心

裏發芽。

早在1954年，當24歲的伊斯特伍

德還是個簽約環球影業寂寂無名的小

演員時，因為常常沒什麽事情做，他

總是跑到其他片場觀摩，看瓊· 克勞馥

那些大明星是怎麽工作的，導演又是

如何處理鏡頭的。他非常認同父親的

壹句話：“無論妳做什麽，都要做好

，成為妳領域內最優秀的。我對這句

話很有共鳴。”

1967年，已然成為明星的東木自

己成立了公司，並在40歲時嘗試做導

演。他先後拍攝了《迷霧追魂》

（1971）、《荒野浪子》（1973）、

《西部執法者》（1976）、《撥雲見

日》（1983）、《蒼白騎士》（1985

）、《爵士樂手》（1988）等電影，

終於在1992年迎來導演生涯的輝煌時

刻——《不可饒恕》誕生了。

《不可饒恕》獲得當年奧斯卡最

佳影片、最佳導演等四項大獎，62歲

，在大多數男人都開始走下坡路的時

候，東木的導演事業卻步入真正的黃

金期。

此後，他開始突破西部片與動作

片的窠臼，廣泛嘗試各種題材類型，

包括《完美的世界》（1993）、《廊

橋遺夢》（1995）等，並在新千年到

來之際，奉上壹部《太空牛仔》

（2000）。片中四個老頭倔強到宇宙

，因為在東木的字典裏，永遠沒有

“遲暮”。

“機器人導演”如何對抗時間？

他講了壹個人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東木導演曾說：“我總是向前看

，而不是向後看。很多時候，人到了

壹定的年齡就收山了。但我總是為弗

蘭克· 卡普拉、比利· 懷爾德這樣的導

演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在60多歲時就

退出了。為什麽要這樣？其實他們在

六七十歲甚至更老的時候還可以做更

偉大的工作。”

事實上，新世紀進入古稀之年的

東木，才迎來創作上的巔峰。《神秘

河》（2003）、《百萬美元寶貝》

（2004）、《父輩的旗幟》（2006）

、《硫磺島來信》（2006）、《換子

疑雲》（2008）、《老爺車》（2008

）、《成事在人》（2009）……老爺

子開掛壹般，年年都是奧斯卡種子選

手，連不怎麽待見好萊塢的法國《電

影手冊》，都始終對伊斯特伍德青眼

有加。

而近年來，他執導的《胡佛》

（2011）、《澤西男孩》（2014）、

《美國狙擊手》（2014）、《薩利機

長》（2016），包括即將在中國上映

的這部《騾子》，都在水準之上，對

於感興趣的題材，他從未停止涉獵。

東木談到《不可饒恕》的成功時

曾說：“當我讀完故事就知道，那個

項目是壹個轉折點，我相信直覺，所

以把‘車’開到了最大檔。現在大多

數人都把直覺理智化了，但我想說，

當妳有感覺的時候，就必須去做。”

他還說：“我從來沒想過我做的

任何東西會走紅。當妳完成壹部電影

的時候，雖然看著不錯，但妳又覺得

，‘哦，沒人會想看這個’……我其

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看薩利，但

我不在乎，我在做，就這樣。”

在這個人人疲於奔命的時代，不

少人都會疑惑：壹個年近90歲的老人

為何還讓自己這樣高強度運轉？他為

什麽不退休？

“很多人退休後，就會壽終正寢

。這種情況男性比女性更普遍。因為

女性通常對家庭事務很感興趣，男性

則不然。”東木笑言。

壹方面希望靠工作保持活力，更

重要的是，他說童年見過“努力生存

下去的人”。回想起那個人生中最感

人的故事之壹，老爺子哽咽了。

在他5歲時，有個人站在家門前

對他媽媽說：“夫人，後院有壹堆

木頭，我可以幫您劈嗎？”媽媽對

那個人說：“我們沒有錢。”對方

回答：“我不要錢，壹個三明治就

夠了。”那時東木的父親為了找到

壹份加油站的工作，帶著全家搬到

500英裏外的地方，要跟現有的壹切

生活狀態告別，因為那是唯壹能養

家的機會。

“所以壹想到現在那些只會抱怨

的混蛋，這件事就會在我心頭反復。

”他說。“我見過有人過得很糟糕，

沒有社保，沒有福利。來我家的那個

人只想要個三明治而已。他是壹個努

力生存下去的人，那時的人就是那樣

。”

很多人問東木老爺子是如何保持

活力的，他說：“我從朋友那兒聽過

壹句老話，人們問他，‘為什麽妳在

這個年齡看起來這麽好’？他說，

‘因為我從來不讓那個老人進來’，

所以這取決於妳的內心，妳覺得自己

有多年輕就有多年輕。”

人人疲憊的年代人人疲憊的年代
9090歲的他歲的他
為何還不退休為何還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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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活化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導自演的最新電影《騾子》，今天在全國藝聯專線上映
。考慮到他近90歲的高齡，這極有可能是“老牛仔”主演的最後壹部電影，所以觀眾是在見證傳奇
本身。

如果妳對東木復雜的情感生活有壹點點了解，那麽看《騾子》感觸會更深。可以想象，在他漫長
精彩的人生裏，對家庭，壹定留下諸多遺憾，所以才會把這部電影拍得如此溫和。

某種程度上，東木與《騾子》的主人公厄爾·斯通壹樣，他們富有魅力，浪蕩不知疲倦，但都面
臨著難以駕馭的生活問題，想讓老炮兒學會做壹個普通父親或丈夫，可能真得等到他們90歲以後。

所以當觀眾在大銀幕上看他拖著顫巍巍的身體奔波在運毒路上，期望彌補對家庭的虧欠，那些意
在言外的東西，總讓人浮想聯翩，覺得那分明就是老帥哥的自白和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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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发生在太平天国都城

天京(今南京)的一场惨烈祸乱，成

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事情起因于东王逼天王，于是

，天王就要北王杀东王，冀王又要

杀北王，王杀王，杀了个血流成河

，史称“天京事变”。

潜在的政治隐患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

全与表亲冯云山借助西方基督教义

，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

但是，拜上帝教在广东传教失利，

只好转战到广西的山区进行传教。

1848年春，冯云山被地方团练

逮捕，送往广西知县衙门囚禁。当

时，洪秀全在广州，教众一时群龙

无首，处于一片混乱。就在此时，

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用一种不可

思议的方式，最终力挽狂澜。

那时候，在广西的民间，特别

是在贫困农民中间，非常相信“附

身”的说法。杨秀清就用这个迷信

的概念，自称天父耶和华附身，以

此传上帝的旨意，分崩离析的会众

很快团结起来了。

按太平天国的宗旨理论，天王

洪秀全是上帝之子，是上帝派来解

救人间的最高代表，而杨秀清在起

义前，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机时候，

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

”(注：拜上帝会称上帝为天父、

称耶稣为天兄)下凡的把戏，也就

是说，一旦杨秀清“天父”“附身

”，就比“天王”洪秀全的位阶还

高。

对此，洪秀全也不得不承认，

要是揭穿的话，大家就都露馅了。

隐患就此埋下，1851年 12月

永安封王时，杨秀清晋爵东王，称

九千岁，拥有节制诸王的权力，执

掌军事最高指挥权。尽管东王杨秀

清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地以天

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

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

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

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

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

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在

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

掩护下，太平军打破了江南大营。

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

大的危机：太平天国是一个天王(

洪秀全)加上东(杨秀清)、南(冯云

山)、西(萧朝贵)、北(韦昌辉)、翼(

石达开)五王，天王高高在上，南

、西、北、翼四王都受东王杨秀清

的节制。

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先后

战死，起义的最高领导层只剩下了

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

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

期的全面工作，总揽朝纲，而洪秀

全天王则大都是高高挂起，虚君味

十足。由此，杨秀清权威日盛。

在杨秀清主政的三年时间里，

他充分展露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

才干，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自己更

多的政治野心。据史料记载，从

1848年至1856年8月，杨秀清假托

天父下凡传言共有25次以上。

迫使洪秀全禅位

东王杨秀清既然大权在握，不

但视洪秀全如无物，而且对韦昌辉

、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

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

韦昌辉的哥哥因得罪杨秀清而

被五马分尸，连韦昌辉自己也被杨

秀清打过数百大板。韦昌辉等人为

求自保，只能隐忍不发。

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的保留节

目——借“天父”发号施令时，大

家都很害怕。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

，就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

义给捆了，差点被打杀。甚至连高

贵庄严的天王洪秀全，也屡次被杨

秀清责罚。

据《贼情汇篡》上说，军中有

人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男女

之事，洪天王大怒，将此人绑了要

杀头。杨秀清对此事很不以为然，

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再次“天

父”下凡，训斥责罚洪秀全。洪天

王有苦说不出，只能跪下认罚。幸

好有其他兄弟求情说愿意替天王受

罚，杨秀清才见好就收，免此一打

。

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

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

禅位。据《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

舆论准备，在科考中故意出了个题

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

常明显。

后来，杨秀清假裟生病，要洪

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Ⅲ

自己的天王府，来到东王府，见杨

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洪天王强压心

头之火，假心假意地宽慰东王好生

养病。

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

：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

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

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随员

对杨秀清九叩首，山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突然的举动，反倒让杨秀

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杨秀清想

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动手杀了他。但洪秀全猝令手下对

杨秀清高呼万岁，反倒让他无话可说

，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洪秀全见杨秀清半天没有反应

，便假称上厕所，乘机跑回了天王

府。回到天王府后，洪秀全后怕得

全身冷汗直流，一面立刻下令紧闭

宫门，加强护卫。一面密诏正在外

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顶天侯秦日

纲立即率部回京。天京城内一时暗

流涌动，危机

四伏。

天京的血雨腥

风

韦昌辉与秦

日纲得令后，

带领 3000 精兵

昼夜兼程赶到

天京城后，立

刻拍马杀奔东

王府。杨秀清

当时本已睡觉

，突然被外面

的打斗声吵醒

，听到外面动

静不对，吓得

赶紧躲在水阁

下面，但最后

还是被找到并

给捆了带走。

东王所有的妻

妾子女，全部

被韦昌辉的亲

兵杀死。

其实，即便没有天王的密诏，

韦昌辉也早就看杨秀清不顺眼了。

韦昌辉将杨秀清连夜押去天王府见

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

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

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

他扶正到杨秀清的地位的话，恐怕

以后同样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

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命令

左右立刻宰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

杨秀清被杀后，也不褒奖韦昌辉的

功劳，反下诏说不要多杀，把自己

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韦昌辉这下

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

。

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担

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于是矫诏

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

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

无首，3000多个原东王的部下在惶

恐之下，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

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

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

，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

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

，近2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

尽。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急速赶

回天京，见韦昌辉如此滥杀，就好

言劝导。韦昌辉心里清楚自己杀戮

过多，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

石达开来主持大局，于是又想杀了

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

由于提前获得了消息，石达开

连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爬出

城墙逃走。韦昌辉率兵冲进翼王府

，给来了个满门抄斩。

石达开逃奔安庆召集部属，准

备发兵杀回天京。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

剩余人马的共愤，在洪秀全的号召

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

拿。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

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

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

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

，石达开这才重回到了天京。

石达开被迫出走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善于拉拢

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说他“凶

、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

其他人之上。

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洪秀

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

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而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也多

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心存畏惧，

只相信自己家族中的人。

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洪天

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

成了杨秀清一样的人物。

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

，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

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

，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

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

这两兄弟，喜好贪敛财物，无才无

能，还自以为得计，日渐专横，年

轻气盛的石达开备受排挤，渐渐难

以忍受。这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说

：大王既然深得军心，何必在此受

制于人?中原不易拿下，何不挺进

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

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便决

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

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

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吸引更多的

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

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

老战士从者如云，跟随石达开而去

的人竟有10万人之多。太平军精

华，一时俱去。

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

东部抚州一带杀到浙江西部金华衡

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后

来进入赣南。

石达开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

20万人，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

阳)的时候，被湘军阻截，并遭到

重大挫折。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

，很多人纷纷脱队，石达开随后率

军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权。

1861年，石达开率残部约1万余人

，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

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新

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

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

以待。

1863年，石达开见四川早有防

备，便率军进入西南贵州一带，在

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夹击

，进退无路，陷于绝境。

最终，石达开被凌迟处死。

太
平
天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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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在天津设立机构后，就开始

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

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

们的耳目，当地的官吏也不敢随便过问

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

，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务

们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轻也要落

个残疾的下场。 据明史记载，锦衣卫

常用的刑具有18套，什么夹棍、脑箍、

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

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

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

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

重；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

问”；要求狠狠打，不论死活的就说

“好生着实打着问”。一般来说，只要

犯人被抓进来，18 种刑具都要受过

一遍。和锦衣卫有密切关系的一种

刑法，叫“廷杖”，即殿廷上杖责

进谏触怒或有过失的大臣，以提高

皇帝的威权。洪武年间，公侯如朱

亮祖(死有余辜)，大僚如工部尚书薛

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 相对于

杖刑、夹棍等刑罚，厂卫不常使用

的几大酷刑可就令世世人不寒而栗

，在几大酷刑中，刷洗、油煎、灌

毒药、站重枷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

来，生不如死。

【刷 洗】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

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

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

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最

后直到犯人死去。

【油 煎】类似于后来的铁烙铁。

将一口平的铁盘烧热后，将人放在上面

，不到片刻，将犯人烧焦。

【灌毒药】特务们灌一次毒药，然

后喂一次解毒药，然后再灌另一种毒药

，直到将犯人毒死，目的是使犯人尝遍

了死的恐怖和痛苦，特务们从旁观赏。

【站重枷】明代的这一刑法却很特

别，戴枷之人必须站立，不准座卧。枷

的重量超过常人体重，最重曾经做过

300斤的大枷，给犯人戴上后几天就得

活活累死。据明朝野史记载，厂卫杀人

的酷刑还有剥皮、铲头会、钩肠等刑罚

，据说，这些刑罚又要胜过以上所说的

几种酷刑。

明朝锦衣卫用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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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空姐，一向是很多国家航空公

司的门面。大家脑海里的形象也都是二

十几岁面容姣好、身姿婀娜的年轻姑娘

。

事实上，去过美国，乘坐过美国航

空公司航班的人回来都会“吐槽”——

为什么美国的空姐都像“大妈”？根本

不能像其他航空公司一样看到美女！

据统计，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乘服务

人员80%以上都超过了35岁，自然无法

强求这些“阿姨”在外形方面和国内的

“小姐姐”相比。

美国航空公司还有实际上“最长待

机”的空姐，目前已经82岁的“超龄

”空姐贝蒂· 纳什(Bette Nash)。

2017年 12月 19日，飞机抵达弗吉

尼亚州阿灵顿市的罗纳德· 里根华盛顿

机场后，贝蒂还在引导乘客们下飞机。

很多人走上去拥抱她、和她合影，

向她表达了感谢。

在过去60年的飞行生涯中，贝蒂

一直保持着自己工作的高水准、不可思

议的能量，以及不变的微笑。

在美国，飞行员必须在65岁退休

，但是空乘人员没有这样的限制。她总

是第一时间掌握新规定和新设备，所以

即使年逾八旬，还是能作为一名合格的

空姐。

她每天仍然提着自己的手提箱，在

航站楼里穿梭。 贝蒂表示，“我每天

早上2点10分开始工作。我有两个闹钟

，这让我不会耽误工作。”她家住在与

华盛顿交界的弗吉尼亚州，家里有一个

患有残疾的儿子，贝蒂每天还要为儿子

准备食物。因此，她总是在日出前到达

罗纳德· 里根国家机场。

她说自己最喜欢华盛顿-波士顿-华

盛顿这条路线，因为这样可以赶回家给

儿子做饭。基于她无人可比的资历，她

也可以选择自己飞什么航线。

贝蒂是在她21岁，时任总统是艾

森豪威尔的时候，进入美国东方航空公

司（Eastern Air Lines）成为一名空姐

。渐渐的，“空姐”不再是一个光鲜亮

丽的词，就像乘飞机也不再是某些精英

的专属。

她回忆，“最初飞机上很多人都是

政商界大亨，男人在谈生意，女人衣着

华丽，经常戴着帽子穿着皮毛大衣。不

像今天的人，穿着人字拖、运动鞋就上

飞机。

约翰· 肯尼迪上任后，一切变得更

加开放。空姐在那段时间的制服十分

‘疯狂’，会穿热裤和靴子。

而且几十年前，没有塑料餐盘。空

姐会端着龙虾、鸭肉走到头等舱，那里

的乘客都用银器和瓷器吃饭。

对于经济舱的乘客，我们提供三明

治和牛奶。三明治是50美分，牛奶是

15美分。还有些咖啡、茶、热巧克力和

肉汤。”

几十年间，贝蒂已经经历了美国航

空业的罢工、兼并、收购等一切波动。

她甚至为特朗普的飞机(Trump Shuttle)

工作过，这家航空公司在上世纪90年

代初曾短暂拥有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Donald Trump)的股份。

贝蒂表示自己想要工作到90岁。

谈到退休的话题时，她表示“我不想去

想它！”，会做到自己身体不允许的那

一天。

被“贝蒂奶奶”的故事鼓舞的时候

，人们也不禁思索，为什么美国人能接

受这样的大龄“空姐”？航空公司也不

设定什么年龄限制呢？

一起来看看知名问答网站Quora上

网友的答案：

Rakesh Agrawal 这是美国工会化和

劳动法的综合作用结果。

美国大多数的空乘人员都隶属于工

会。航空公司要裁员的话要根据资历，

而工作年限很长的“大妈”更容易留下

来。这就使处于中年的老员工更容易留

下来。

而且你会发现，越“黄金”的航线

，空乘人员年龄越大，这就是因为她们

资历更老的原因（比如飞往夏威夷）。

每个航线的空乘人员一般都是通过个人

竞选，在这个过程中，资历就很占优势

。

另外，空乘人员的工资是按在空中

飞行的小时计算，飞一个13小时的国

际航班比飞很多趟2小时的航班要方便

快捷的多。因此，这些资历老的空姐就

偏爱国际航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去

美国发现飞机上大多是“大妈”空姐的

原因之一）。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一些航

空公司，空乘人员满30岁之后就会被

辞退。他们对于空乘人员体重和外表也

有一些限制，一旦超标也会被辞退。

但这种情况发生在没过的话会被认

为是“歧视”，美国的法律和工会保证

劳动者的就业权。

Aves Raggiana 其实很多西方国家

的航空公司都有年纪比较大的空乘人员

，只是不像美国的那么多，也不会像美

国的大龄空姐那样做那么久。

为什么美国空乘人员在工作岗位上

待的时间远远超过国外同行呢？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依赖雇主的医疗保

险福利，很多情况下还需要退休金。

但是在那些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善的

国家，就不需要这样的“刺激机制”，

很多空姐厌倦了和飞机、乘客打交道之

后就会空乘人员在发现其他事情或厌倦

了旅行和与乘客打交道时就会放弃这份

工作。美国空乘人员没有这样的奢侈的

“自由”。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只要条件允许

、自己愿意，就可以一直工作，以获得

医保和退休后的经济保障。

另外，如果你观察到很多美国航空

公司的大龄空乘人员，会发现她们往往

会飞国内或者短程的航线，这样就不需

要离家太久。

Donna Cuervo 我 是 一 名 JetBlue

（美国捷蓝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

许多航空公司倾向于聘请年龄偏大

、成熟稳重的员工，因为他们很多人都

有过其他行业的工作经历，因此更专业

、经验也更丰富。比如我所在的航空公

司就曾雇过退休警察、消防员、护士、

医生、从商人士和老师等，年龄都在40

岁到60岁之间。

你想想，如果发生了危险，你命悬

一线的时候，你觉得一个拥有30年处

理应急事件的消防员，和一个刚出校门

、缺乏经验的惹火美女哪个更靠谱？

我认为只要空乘人员外貌得体，年

龄和长相不应该是乘客关心的事情。你

不应该要求所有人都像20多岁的模特

。

虽然有些空姐年龄偏大，但是有一

点我敢保证——我们所有人都通了每年

的训练和合格测试。

Aileen Rose 我希望可以多看到一

些中年的空乘人员，而不是年轻貌美的

小姑娘。这些“小孩子”根本不能给我

安全感，她们满脑子只有玩乐、喝酒和

爱情，能让我觉得安全的都是航班上经

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那些年龄偏大的空

乘人员心理更成熟，处事更圆润，更擅

长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沟通，在处理

紧急空情时也更冷静。总之我觉得年轻

空姐和大龄空姐至少要一半一半吧。

现如今，飞机上年轻空姐越来越多

，我领教了她们恶劣、不成熟的态度，

我也感觉她们根本没有享受自己的工作

，只是谋份生计，或者体验生活，享受

玩乐罢了。希望航空公司的高管们可以

针对这种情况做些什么。

除了上述网友提到的工会、法律、

经验等因素，美国近几十年的两次女权

运动也促使美国的航空服务业发生了巨

变。

第二次“女权浪潮”起于20世纪

60年代，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

次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至今

。

女权运动开始后，女性就业机会大

大增加，年轻漂亮的优秀女性不会首选

教育和服务行业，很多女性对于事业的

积极性比男性还高。

另外，因为定价权解冻，很多航空

公司的航班价格越来越低，正如“贝蒂

奶奶”提到的，乘飞机不再是“精英”

的特权，乘客趋于平民化，很多年轻美

女也就不再寄希望于飞机上的“大佬”

。

（有网友提醒，想看年轻的欧美空

姐，欧洲的廉价航空是个好选择。这些

航空公司为了削减开支，专门招聘没有

经验的年轻姑娘，提供最低层次的训练

，开最低价的薪水，很多还没有津貼和

养老保险。这些姑娘虽然年轻，但是和

几十年轻层层挑选的空姐还是有所差距

~）

“贝蒂奶奶”曾说过，“每个人都

想要最好的，(想得到)一点爱和关心。

” 是乘客和同仁让她不断决定重返机

舱工作，每次只要一登机，所有压力都

立刻烟消云散。

虽然美国很多空姐看起来像“大妈

”，但是她们很多人都有专业技能且资

历丰富。美国一向对专业人员十分尊重

，我们在乘飞机的时候也要给予每一位

空姐相应的尊重。

超长待机60年！
为什么美国空姐
都是“大妈”？

82岁的“超龄”空姐贝蒂· 纳什(Bette Nash)

在美国，避孕措施一般被美国人

称为Family Planning，每个人和家庭因

为生活习惯会选择不同的避孕措施，

因此在美国有一些国内可能并不普及

和流行的避孕措施，在国内常听到的

是安全套、女性上环、男性结扎。而

在美国避孕措施则更多样化，并且男

性的绅士风度在避孕措施上也能体现

。

首先，国际惯例，最常用避孕方

式为安全套。根据美国卫生局2016年

的数据统计，93%的成年女性在产生

性行为时主动要求使用避孕套；82%

的青少年男性在第一次性行为时使用

了安全套；而 68%的青少年女生在第

一次性行为时也主动要求使用套套。

在西方青少年男女对性爱上的安

全措施教育的确比国内要做得更到位

，不仅仅是女生要求，大部分男生在

恋爱时也会主动使用，对彼此身体负

责。

而美国女性在众多避孕方法中，

最多依赖于短效避孕药（可长期服用

），因为有效、方便还能去痘痘，很

多大学女生群中十分常见。（并不是

紧急避孕药，下文有详细解释。）下

面是在美常见避孕措施排名，看完感

觉太开眼界了，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

有：

避孕套 Condoms

· 男性避孕套，目前全美乃至全

世界人民使用率第一名，根据 NBC-

News2017年的报道称，三分之一的美国

成年男性都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方式，

但并不是每一次性行为都会使用。

· 女性避孕套，顾名思义专门供

给女性使用。女性避孕套是一种两头

有圆环的塑料袋，所有的女性都可以

使用，不会对女性体内激素产生影响

，缺点则可能增加细菌性阴道炎及泌

尿道感染风险。在美国使用频率非常

少。

短效避孕药 Birth Control Pills

短期避孕药使用率在全美女性中

位列第二。

从小国人性教育中谈“避孕药色

变”，需要说明的是：女性应该远离

紧急避孕药，紧急避孕药对女性身体

的副作用是极大的，而短效避孕药可

长期服用，成功率达到 99%，费用在

50美金以下（大学、等有医疗保险的

情况下，都包含可以免费领取和续药

）。再次说明短效避孕药不等于紧急

避孕药，前者甚至可以作为药物治疗

某些疾病。

避孕植入棍Birth Control Implant

这类手术目前国内也有但未普及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妈妈或有固定

两性关系的女性使用这类避孕方式。

但是，因为费用和方便性仍然没有避

孕药和安全套受欢迎（NBCNEWS）。

这是一种在女性手臂上植入一根

像火柴棍大小的小棒棒，其原理是释

放孕激素，从而抑制女性排卵，并使

宫颈粘液变粘稠来阻止精子接近卵子

，从而实现较高的避孕效果，成功率

达到99%，有效期为三-四年。随时可

以取出来，取出后生育功能立即恢复

，不会引起下体发炎等情况。留学生

在学校有医疗保险，一帮都包含了此

费用。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无法避免

艾滋、性传播疾病。

男性结扎 Vasectomy

在中国仍不太能接受和选择男性结

扎。目前，这是唯一长效性男性避孕方

式，相对于女性的输卵管结扎手术，男

性结扎更 “安全、有效、低成本和更

体贴”。在美国，女性结扎费用比男性

贵4-5倍。因此，除了安全套，很多西

方男人婚后比较能接受这种方便且绅士

的避孕方式。在他们眼中这是个非常简

单的手术，并没有痛苦。

避孕贴片 Birth Control Patch

贴片外形像膏药一样粘粘在女性

皮肤上，原理通过皮肤向体内不断释

放雌激素和孕激素，来阻止卵巢排卵

，并使宫颈粘液变粘稠来阻止精子接

近卵子，从而实现较高的避孕效果。

一般在月经第五天开始使用，一片可

以贴一周，每周更换一片。目前有美

国8%女性尝试过用避孕贴片，相比于

上列措施，并不是最为流行的避孕方

法。

避孕棉 Birth Control Sponge

在查找资料前，米叔对此很陌生

。这是一种含有杀精剂的塑胶棉，将

其吸水后塞入下体即可，通过物理阻

断和杀精剂起到避孕功效。它的优点

在于可以提前几小时放入，在体内可

以停留30小时，期间进行性行为也无

需取出来。缺点在于，可能引起发炎

或者取出、放入时出现不便。

最后，除了以上这些美国常有的

避孕方式，其实还有熟悉的女性上环

、避孕针、安全期甚至禁欲等方法。

美国人避孕都用哪些方法？绝对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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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林承靜）女士在90年代
初從臺灣移民，於1998年定居德克薩斯
州。在從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獲得碩士
學位後，Josie選擇做一名全職媽媽照顧
兩個孩子。在孩子長大後，Josie決定進
行另一次職業轉變並幫助她父母的事業
。在這期間，Josie在購買新房子甚至還
未完成購買手續的過程中，已經經歷了
幾次失望，Josie這才意識到自己作為買

家和房地產代理商之間存在著一連串誤
解。這點燃了她的鬥誌，立誌要成為一
個專業的房地產經紀人。

Josie 是 RE / MAX美國第一地產公
司特許經營的亞裔企業主之一，經營著
兩個在城市地標位置的辦公室，並擁有
一份她在房地產領域豐富專業知識的履
歷。她也是這座城市最熱門的新地標背
後的推手 - 凱蒂的亞洲城和密蘇裏市的

Brazos Lakes Center。
Josie 在住宅和商業房地產

方面的經驗成為了開創新企
業 的 動 力 - AsUnited Mar-
keting Alliance Group （AMA
）。AMA提供資源，幫助企
業家和專業人士建立聯繫，
尋找獨特的機會和解決方案
。AMA始於2018年10月，一
直穩步增長，將越來越多的
企業與黃金地段聯繫起來，
並與獨家房地產項目的合作
夥伴關係密切。

AMA被稱之為“共羸圈”
，主要使命有兩個：

1．將現有的生意和特許
經營主與有抱負的特許加盟
者或未來企業家聯繫起來

2．為零售會員和合作夥
伴提供綜合業務支持

結果如何？AMA的成員都
有共贏的機會！這是如何實

現的呢？
AMA的所有會員都受益於免費的營

銷諮詢，零售商會員從AMA提供的營銷
和品牌推廣，諮詢以及經AMA過濾的可
靠供應商中獲益，商店、餐館和服務提
供商可以成為這一級別的會員。而產品
與服務提供商這一級別的會員，運用他
們在公共關係，人力資源，營銷，業務
運營，物流，財務管理和房地產交易方
面的專長提供服務。

加入AMA，意味著獲得了接觸合格
客戶的機會，並從簡化的營銷平臺中受
益。Josie 解釋說，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
合適的人互助企業蓬勃發展。例如，
AMA中的大多數商家都太小，無法支付
3,000美元的廣告費用，但是如果五個
小商家分攤一個3000美元的廣告版面
，就可以獲得他們各自獨力所不能實現
的好處。Josie 說：“他們一起使它成功
，這就是AMA所做的。”

Josie的目標是為會員創建一個龐大
的關系網絡。 “我們正在與值得信賴的
個人和公司建立真正的聯繫。” Josie
說：“我們的合作夥伴創建了業務渠道
，通過聯合起來，他們可以花更少的精
力營銷自己的產品和服務。”

對 Josie來說，每一天都是不同的
。 “我一直在尋找新的資源和工具來幫
助我完成工作。”她說。 “對我來說，
樂趣是來自 7/24 全天候湧現的想法。
人們說擁有想法是最難的部分，恰恰我
有想法。”

至今Josie已成為RE/MAX United聯
禾地產所有者的第8年，她在中國城的

辦公室已是歷經13年風雨的中流砥柱，
兩年前她在凱蒂亞洲城開了第二間辦公
室。她的商業頭腦是持續的職業實踐的
結果。 “作為銷售人員，你必須遵循正
確的專業實踐。” Josie說。她解釋說
，這意味著要知道如何堅持以及如何克
服障礙。

Josie Lin（林承靜）女士榮獲 RE /
MAX名人堂獎，並獲得RE / MAX美國第
一地產公司終身成就獎。在過去的兩年
裡，RE / MAX授予她休斯頓地區頂級商
業經紀人榮譽獎章。她也是第一個獲得
這一殊榮的亞裔美國人，同時也是德克
薩斯州十大頂級經紀人之一。

Josie成為凱蒂亞洲城的負責人之一
，也是商業地產領域的主要經紀人。最
近，作為Brazos Lakes Center的開發商
，她和她的團隊將在休斯頓創造新的商
業潛力。Josie說：“作為RE / MAX休
斯頓地區為數不多的亞裔經紀人之一，
剛開始的時候讓她感到有點害羞，最終
我意識到，如果我不試圖從人群中脫穎
而出，沒有人會知道我在做什麼。”她
笑著說： “我決定把自己的心投入到我
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展現自已對她來
說並不是問題，就象她曾經被Ni Hao
USA, KHOU-TV, Houston Chronicle, and
World Journal等知名媒體所報導的那樣
。

我們讓AMA的會員為自己做生意而
不是自己做生意。Josie解釋說，她在職
業實踐過程中所學到的一切都已成為
AMA的基礎，但真正成就她建立AMA
的熱情是 “我想把人們聚集在一起”，

她說， “這個項目觸動了我的心，因為
我能夠幫助創建一個共贏的人脈和生意
圈子。”

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
亞洲人是美國增長最快的種族群體，
2000 年至 2015 年間增長 72％，達到
2040萬。在休斯頓地區，亞洲人和亞裔
美國人越來越多地搬到休斯頓西部的
Sugar Land，Katy和Cypress。現在，亞
洲零售商正在關註休斯頓西部的人口膨
漲，甚至從唐人街吸引顧客。

“我以所有來到美國的亞洲人為榮
，因為他們非常勇敢，來到異國他鄉的
美國重新開始，白手起家。”她說：
“這是美國的美麗 ：所有這些不同的文
化在這裡聚集在一起。”

AMA的最新項目是全新的UH Katy
校區所在大學城的一個公寓項目 – 蒂
凱佳苑的營銷活動 。在未來，Josie希
望AMA擴大其服務的範圍，以服務當地
零售商為開始，並在未來為醫療界服務
。

與此同時，Josie除了不斷增強自己
的實力， 也希望用她持續的對社區的熱
情助力更多生意夥伴，實現共贏。

歡 迎 您 通 過 訪 問 www.asunited-
marketing.com或者以下聯系方式了解
更多AMA的信息，與我們建立聯繫。

AsUnited Marketing Alliance
(AMA Group) 聯亞營銷聯盟集團
電話：346-298-3466
郵箱：team@asunitedmarketing.com

RE / MAXRE / MAX美國第一地產公司休斯頓頂級商業地產經紀人美國第一地產公司休斯頓頂級商業地產經紀人
助力新一代企業家實現美國夢助力新一代企業家實現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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