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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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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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 節目截圖 ▲ 節目截圖

《休斯頓論壇》
不容錯過，休斯頓自己的“鏘鏘三人行＂

精彩
節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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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06号（週五）中午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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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018 -9/8/2019

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2 3 4 5 6 7 8-Sep

00:00-00: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0:30-01:00 養生堂 (重播) 

01:00-01:30

01:30-02:0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中國大舞臺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重播)

03:30-04:00 司馬白話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5:30-06:00 中國大舞臺

06:00-06:30 空姐新發現 (重播)

06:30-07:00 司馬白話 (重播)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洋言洋語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重播) 華夏新紀錄  (重播) 養生堂 游在中國 大鵬秀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這裡是北京  (重播) 這裡是北京

12:30-13:00 大鵬秀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14:00-14:30 空姐新發現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15:00-15:30 洋言洋語 記住鄉愁

15:30-16:00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歲月留聲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華夏新紀錄 歲月留聲 (重播) 美國人走長征路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上集 幸福來敲門  下集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今日關注 (重播)

19:00-19:30 先鋒人物 中國緣 (重播)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司馬白話

23:00-23:30 游在中國 (重播)

23:30-00:00 幸福來敲門  上 (重播) 幸福來敲門  下 (重播)

電視台保留變更節目權利，以實際播出為準。 Updated as: 9/2/2019

王者歸來 (重播)

武林風 (重播)

22:30-23:00 養生堂 (重播)五味草堂

光鹽健康園地 城市一對一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今日亞洲

武林風

味道 (重播)

Chinese Class

電影藏密 (重播)

Southern Television 15.3             2019年9月份 電視頻道節目表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行之中國

中國民歌大會 (重播)

開門大吉 (重播)

中國文化

城市一對一 (重播) 休士頓論壇 (重播)

中國輿論場

美南大咖談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華人世界  (重播)

台灣心動線 (重播)

檔案

檔案 (重播)

王者歸來

幸福帳單

央視國際新聞

蜜蜂花園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健康之路

檔案 (重播)

華人世界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央視國際新聞

中國文藝 (重播)
先鋒人物 (重播)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幸福帳單 (重播)

味道

休士頓論壇 台灣心動線

中國文藝

電影藏密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大鏡門》 第32~36集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重播)

經典電影

中國民歌大會

美南大咖談

電視劇《愛情公寓4》 第17~21集

今日關注 (重播)

開門大吉

電影藏密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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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Thursday, September 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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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經濟

時事剪影
星期四       2019年9月5日       Thursday, September 5, 2019

西班牙舉行西紅柿狂歡節西班牙舉行西紅柿狂歡節 參與者互擲番茄嗨翻天參與者互擲番茄嗨翻天

大英博物館展出壹批珍貴古硬幣大英博物館展出壹批珍貴古硬幣
已有千年已有千年““高齡高齡””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展出了壹批可追溯到哈羅德二世和威廉壹世時大英博物館展出了壹批可追溯到哈羅德二世和威廉壹世時
期的硬幣期的硬幣。。這批古硬幣有這批古硬幣有10001000年至年至26002600年歷史年歷史，，價值約為價值約為500500萬英鎊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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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節尼泊爾古城巴德崗民眾慶祝夏五禮節尼泊爾古城巴德崗民眾慶祝夏五禮節（（Pancha DanPancha Dan）。）。在這壹天在這壹天，，人們人們

要迎接佛像要迎接佛像，，佛教徒們還要向僧人贈送谷佛教徒們還要向僧人贈送谷、、米米、、鹽鹽、、錢和水果錢和水果55種物品種物品。。

2019WAIC：全球競逐“智慧城市”
數字化轉型亟待深入

綜合報導 既有頂級智慧頭腦的碰

撞，也有未來智慧城市的模樣。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上海

沿陸家嘴到世博、濱江帶，建設了壹批

智慧城市“樣板間”，從無人駕駛、智

慧酒店、智慧商業，到智慧樓宇、智慧

養老、智慧醫療，作為AI落地的載體，

上海這座城市已嘗試將智能科技生態全

方位種植在市民生活之中。

在全球，這樣的“智慧城市”探索

者不在少數。8月31日，在2019世界人

工智能大會國際智能城市峰會上，意大

利米蘭市副市長Roberta Cocco表示，米

蘭正在進行非常宏大的數字化轉型戰略

規劃，壹是通過5G基礎設施建設將米蘭

市內超過200個數據庫進行鏈接，二是

為市民創建數字檔案，提升政務服務效

率。

首爾市經濟政策室室長Cho InDong

同樣表示，數據是智慧城市的基礎，首

爾市政府想要建立五萬個遍布城市的IoT

傳感器，獲取城市市政、行政管理及市

民活動所產生的數據。

“首爾關註三大指標：智慧的基礎

設施，智慧的服務和智慧的信息。我們

希望能夠有壹個傳感器的革命。”Cho

InDong在主題演講中表示。

在與會者看來，智慧城市是壹個生

態，包括政府層面的通信連接、數據獲

取等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傳統城市管

理思維的變革和市民信用網絡的優化。

前香港特區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認

為，城市在經歷數字化轉型的時候面臨

的是壹個已運轉很久、非數字原生化的

政府架構的變革，因此需要懂技術的政

府官員用新的方法、新的模式來提供政

府服務。

政府實施智慧服務的核心是面向人

。謝菲爾德大學城市學院主任 Simon

Marvin認為，正是由於人的活動的復雜

性，在城市管理中要更多關註人的因素

、人的生活。這也是在場與會者此番討

論的共識。

在上海騰梭科技有限公司CEO胡亮

看來，人是城市的主體，在智慧城市建

設中，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協助建立個體

信用體系，實現個人城市生活的便利和

城市管理上的有效性。

胡亮認為，城市應抓住自己的特點

發展人工智能，上海作為金融中心，有

最大的金融交易市場，是AI技術以發展

金融信用為切口，深入城市信用管理的

獨特城市場景。

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工商金融

科技業務總經理梁宇指出，包括個人、

公司、機構在內的信用系統搭建是未來

城市建設的重要部分。事實上，在人際

關系陌生化的城市，人工智能和社會信

用數據能夠幫助城市管理解決更多的

“最後壹公裏”難題。

上海市浦東新區副區長徐惠麗表

示，人工智能可以將城市當中的資源

和城市的管理力量通過新的更有效的

領導力結合起來。在她看來，人工智

能建立的信用化城市可以使社區自治

成為可能。

“如讓老人把家裏的鑰匙交給誌願

者或者社區社工，當他求助的時候，鄰

居和他結隊的誌願者可以幫助他，最終

完成人工智能服務社區居民的最後壹個

環節。”徐惠麗舉例說。

“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壹方面在大

力研發人工智能，另壹方面政府也會大

力關註研發成果的應用。”Simon Mar-

vin在演講中表示。

當天峰會上，來自中國上海、德國

路德維希堡和英國謝菲爾德的城市代表

還壹同發起了《共建全球人工智能城市

生態倡議》。

“5G+AI”雙劍合璧 推動中國城市智慧更新
當醫生和病人相隔千裏，遠程遙控機器手也能

完成高難度手術；當工廠面臨精密材料鋪設任務，

高清視頻實時監測能夠大大減少人工質檢的時間。

剛剛於上海閉幕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

5G和AI這對好拍檔為人們呈現出無限可能。在5G

高速、泛在的支持下，二者的碰撞並非只是火花壹

現，而會不斷創造新的行業變革。

突破局限 千行百業迎來智能體驗
在陜西，盛放似雪的蘋果花開花期僅有壹周，

而帶有5G高清視頻功能的無人機只需在上空飛行

掃視，後臺連接的人工智能就能分析判斷出花朵的

數量、哪些可以結果，精確估算蘋果園產量，提前

預估出售，能夠獲得更好的期貨價值。

患者在北京，醫生在海南，今年3月，在中國

移動與華為的合作下，位於海南三亞的解放軍總醫

院海南醫院的醫生，遠程遙控位於北京的解放軍總

醫院的機器手，為北京的帕金森患者完成了開顱手

術，傳輸穩定，時延很短。

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

鄔賀銓在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列舉的兩個實例

。他表示，5G本身低時延、高可靠、高寬帶、大

連接，能很好地適應於各個行業的應用。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展區內，“5G+AI”組合

隨處可見。有“5G+無人礦車”，實現了露天礦區

鉆、鏟、裝、運的全程無人操作，礦山經濟效益和

安全環保指數大幅度提升；有“5G+智慧教育”，

不僅能讓教師與學生遠程實時互動，還能通過學生

的壹舉壹動評估教學質量。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王誌勤提出，5G與

AI結合的智能應用開始逐漸從生活領域走向行業應

用，在智能工廠、醫療和交通領域都能大放異彩。

完美契合 5G、AI彼此賦能
為何5G與AI能夠開啟如此豐富的想象空間？

專家為這對好拍檔的契合度進行了深入分析。

鄔賀銓說，5G的增強移動寬帶、高可靠低時

延和廣覆蓋大連接及與邊緣計算的結合，使得人工

智能與物聯網融為壹體，同時，5G具有切片的能

力，還能夠增強安全性能。

人工智能企業依圖科技首席創新官呂昊認為，

對於視頻解析行業來說，5G的高帶寬能夠很好地

解決以往視頻數據傳輸中的問題，大量原始數據不

再被浪費，而是傳回雲端保存，並可綜合多個終端

的數據進行全局化的判斷與決策。

“4G是面向人的連接，而5G則建立了面向萬物

的連接，這就為AI能萬物智能奠定了基礎。”華為

技術有限公司無線網絡產品線總裁鄧泰華表示，到

2025年全球會有超過1000億物的連接、400億個人終

端以及超過 10 億的 5G 終端，數據流量會超過

180ZB。這麼海量的連接和數據，只有通過5G才能實

時上到雲端用於AI的學習和訓練，同時，AI運算結

果也會通過無處不在的5G網絡作用到千行百業。

中國移動研究院首席科學家馮俊蘭認為，AI的

典型應用和5G的典型應用有近80%的重疊，5G能

夠支撐AI應用的大規模落地。

5G與AI的契合，也體現在AI對5G本身發展的

重要作用。隨著通信網絡的發展，網絡性能優化的復

雜度指數級上升，如何有效降低運維成本成為難題。

“AI和5G網絡層面結合，有助於實現5G的柔性

自治。基於5G獲取的海量數據進行建模、算法優化，

訓練結果可以將整個網絡資源進行更精細度地調度和

優化。同時，把AI和操作運維結合起來，從人工走向自

動化，能進壹步實現極簡運維。”鄧泰華說。

未來可期 更多場景等待挖掘
在大會上亮相的種種應用，還只是未來時代的

序曲。專家預計，5G與AI能催生出更多讓人驚嘆

的行業變革。

鄔賀銓介紹，目前5G+AI智能產業已經從單機

智能逐漸進入互聯智能時代，可以通過中央雲或者

邊緣計算控制多個終端，打破了孤島效應。而未來，

還將進入主動智能階段，智能系統根據用戶行為偏

好、用戶畫像、環境等各類信息自我學習，主動提

供適用於用戶的服務。

隨著5G進壹步向生產和社會的更多領域滲透，

形成的大量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將有助於推動更多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王誌勤指出，這不僅將進壹步

改造社會生產中各類基礎設施，通過5G與各行各

業的思想碰撞和深度融合，更能催生出新的價值體

系、業態模式。

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預計，在2020-2025年，

5G將拉動中國數字經濟增長15.2萬億元。

對大會的舉辦地上海而言，“AI+5G”是不容錯

過的發展機遇。當前，上海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高

地，積極建設“5G+AI+物聯網”先進信息基礎設

施，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有70多個AI和5G項

目簽約，華為5G創新中心、IBM Watson Build 人

工智能創新中心等都將落戶上海。

“5G和AI就像萬物互聯的智能社會的孿生引

擎，5G帶來無限連接，AI帶來無限智慧，‘物聯

網+AI’帶來無限可能。”鄧泰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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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 全覆蓋 廣深港線搶頭班車5G
廣東移動攜華為打造 投資1.5億開工 春節前完成內地段

■■廣深港高鐵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廣深港高鐵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
第一條第一條55GG全線覆蓋的高鐵全線覆蓋的高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在移動通信的網絡覆蓋中，高鐵場景

一直很複雜。專家指出，高鐵列車
的封閉性很好、列車速度很快、用戶集
中、沿線場景的多樣化等特徵，使5G網
絡覆蓋在高鐵場景中存在挑戰。

研車載5G Wi-Fi 4G用戶受惠
“為實現5G網絡在廣深港高鐵全面

覆蓋，將投入1.5億元專項資金，建設超
過300個5G信號發射點，實現用戶下載
峰值突破1 Gbps。”中國移動廣東公司
有關負責人透露，未來5G+4G將協同提
升用戶體驗。譬如，未來5G完成覆蓋
後，5G用戶將能獲得高鐵500公里時速
下流暢的通信體驗，4G用戶也可以通過
“接收5G轉Wi-Fi信號”的方式體驗大
於100Mbps的網絡速率。

國產高鐵Wi-Fi集成5G的車載設備
研製和測試工作也正在抓緊展開，預計
今年底可完成。而Wi-Fi系統與5G技術
集成是利用邊緣計算、網絡切片、虛擬
化等關鍵技術，實現5G用戶與Wi-Fi系
統的高度業務集成，解決高速鐵路屏蔽
5G信號的問題，有效提升旅客出行體
驗。

華為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周建軍介
紹，針對高鐵不同場景，華為提出了差
異化的解決方案，比如針對車速快、小
區切換頻繁的線路場景，人流密集、容
量需求大的站台站廳場景，華為會分場
景規劃，保障用戶體驗，打造全球5G高
鐵標杆。

廣鐵將技術推廣至更多線路
據透露，中國移動廣東公司將與華

為、廣鐵集團緊密協作，通過加大施工
力量壓縮75%的工期，該工程在9月啟
動後隨即進入設計、施工等階段，11月
可進行設備安裝、調試，力爭在2020年
春節前完成內地段全線5G網絡覆蓋。

廣鐵集團副總經理蔡培堯表示，
5G是“智慧車站”、“智慧旅途”的
有效載體和高效平台，將有利於鐵路
全面提升人性化、智能化、自主化的
站車一體化服務水平，實現旅客智能
引導、智能安全及智慧旅途等功能。
“廣深港高鐵是‘先行先試、示範引
領’的首條高鐵5G線路，未來廣鐵將
全力做好協同配合，推動更多線路實
現5G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在“香港+佛山”合作模式下，
佛山將推出多個粵港合作以及服務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的重磅措施。其中，此前
備受關注的港澳青年高鐵通勤補貼方面
有最新進展。在廣深港高鐵開通一周年

節點前後，佛山《粵港澳合作高端服務
示範區創新創業人才交通補貼暫行辦
法》將公佈初步方案，向包括港澳青年
在內的民眾、機構徵求意見。根據消
息，方案初步確定香港西九龍至廣州南
站或佛山西站，每人單程最高補貼160
元（人民幣，下同），珠海站至廣州南
站或佛山西站，每人單程最高補貼60
元，全年最高補貼12萬元。有關方案最
終將於年底前正式實施。

規劃順德港澳城建功夫小鎮
此外，佛山正有步驟地打造對接香

港高端資源的平台，推動港澳服務+佛
山實業的合作。位於佛山經濟強區順德

的港澳城，是其中一個重磅項目。該項
目包括兩個片區，總面積達100平方公
里。其中一個是20平方公里順德港片
區，目標打造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示範
區，對接港澳科創、金融等高端服務。
第二個是80平方公里順德均安鎮片區，
定位功夫特色小鎮。整個平台將統一規
劃，利用順德港“點對點”直通香港、
順港共同文化IP——李小龍功夫、港澳
鄉親資源豐富等優勢，主動對接港澳科
創、金融、工業設計等資源，引進高端
醫療和養老服務，與香港共建世界級功
夫小鎮，打造大灣區中的港澳創新創業
合作平台，爭取更多高端產業項目、文
旅項目落地。

■■順德港澳城局部規順德港澳城局部規
劃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廣深港高鐵5G覆蓋工程

3日在廣州南站啟動。中國移動廣東公司總經理魏明表示，將廣深港

高鐵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第一條5G網絡全線覆蓋的高鐵，將進一

步推動粵港澳三地的人才互通、經濟互促和文化交流，助力提升粵港

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水平和世界級影響力。據透露，中國移動廣東公

司將投入1.5億元（人民幣，下同）專

項資金，攜手華為力爭在2020年春節

前完成內地段全線覆蓋工

作；下一階段，雙方合作

還將在更多高鐵線路實現

5G網路全覆蓋。

佛山引港才 高鐵通勤補貼年最高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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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會 窗 關 閉 前 重 要 轉 會
球員 年齡／國籍 司職位置 原屬球會 加盟球會 轉會費(歐元)

基羅拿華斯 32／哥斯達黎加 門將 皇家馬德里 巴黎聖日耳門 未有透露

艾路拿 26／法國 門將 巴黎聖日耳門 皇家馬德里 借用

莫路伊卡迪 26／阿根廷 前鋒 國際米蘭 巴黎聖日耳門 借用

法卡奧 33／哥倫比亞 前鋒 摩納哥 加拉塔沙雷 500萬

米希達利恩 30／阿美尼亞 中場 阿仙奴 羅馬 借用

列比錫 25／克羅地亞 前鋒 法蘭克福 AC米蘭 借用

安達施華 23／葡萄牙 前鋒 AC米蘭 法蘭克福 借用

■■為了爭取上陣機為了爭取上陣機
會會，，基羅拿華斯轉戰基羅拿華斯轉戰
法甲另求出路法甲另求出路。。

PSGPSG圖片圖片

■■莫路伊卡迪舉起莫路伊卡迪舉起PSGPSG的的 1818 號球號球
衣衣。。 PSGPSG圖片圖片

■■米希達利恩米希達利恩((左左))與卡連歷成為羅馬與卡連歷成為羅馬
隊新成員隊新成員。。 羅馬隊圖片羅馬隊圖片

■■紅黑兵團簽入列比錫紅黑兵團簽入列比錫。。
ACAC米蘭圖片米蘭圖片

作為皇馬歐聯三連霸功臣之一
的哥斯達黎加門神基羅拿華

斯，於轉會窗關閉前趕及由皇馬改
投PSG，雙方簽約至2023年。拿
華斯在被問到加入法甲豪“門”時
表示：“我現在情緒很激動，聖日
耳門在拉丁美洲威名遠播，我對加
入一家有野心的球會感高興，希望
我在西班牙的經驗能帶來幫助。”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PSG把年輕門
將艾路拿外借至皇馬一季。

除了拿華斯，PSG於轉會窗最
後一天還有另一重磅引援；今夏一
直未能和國際米蘭修復關係的阿根
廷中鋒莫路伊卡迪，成功趕及以外
借身份加盟PSG，來年夏天PSG有

權以7,000萬歐元買斷；至於伊卡
迪成功離開國米後於IG不停上載
相片，並表示“自豪成為巴黎
人！”

紅狼借入米希達利恩
另一方面，意甲球會於轉會

窗關閉前亦不停入貨，其中“紅
狼兵團”羅馬順利由阿仙奴借用
阿美尼亞國腳米希達利恩後；再
從馬德里體育會簽入克羅地亞射
手卡連歷，轉會費據報為800萬歐
元。至於原効力羅馬的捷克射手
柏德列舒希克，則被外借至德甲
的RB萊比錫，後者來季可以 2,
800萬歐元正式買斷。

至於AC米蘭在最後一天亦變
動頻繁，他們和德甲法蘭克福作球
員交換，A米借用克羅地亞國腳翼
鋒列比錫，法蘭克福則借用葡萄牙
射手安達施華。

朝鮮射手加入祖記U23
此外，祖雲達斯亦於最後一刻

增援，以借用方式從卡利亞里簽入
朝鮮射手韓光成，但只會暫時於
U23等待機會，只是如韓光成表現
出色，“祖記”來季可以500萬歐
元正式收歸旗下。年僅20歲的韓光
成在2017年首度替卡利亞里於意甲
上陣，之後兩季皆被外借至佩魯賈
効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夏季轉會收市 羅馬A米趕掃貨

拿華斯 伊卡迪 壓線入“門”
今年歐洲夏季轉會

窗於3日正式關閉，多

支球隊均積極於最後一

天“入貨”希望增強實

力，其中法甲班霸巴黎

聖日耳門（PSG）成為

主角，除於皇家馬德里

簽入門將基羅拿華斯，

還成功由國際米蘭借用

已被“藍黑兵團”放棄

的中鋒莫路伊卡迪，戰

鬥力進一步加強。

今 夏 歐 洲 十 大 轉 會
球員 年齡／國籍 司職位置 原屬球會 加盟球會 轉會費(歐元)

祖奧菲歷斯 19／葡萄牙 前鋒 賓菲加 馬德里體育會 1.26億

基沙文 28／法國 前鋒 馬德里體育會 巴塞隆拿 1.2億

夏薩特 28／比利時 前鋒 車路士 皇家馬德里 1億

哈利馬古尼 26／英格蘭 後衛 李斯特城 曼聯 8,700萬

馬菲斯迪歷特 20／荷蘭 後衛 阿積士 祖雲達斯 8,550萬

盧卡斯靴南迪斯 23／法國 後衛 馬德里體育會 拜仁慕尼黑 8,000萬

尼高拉斯比比 24／科特迪瓦 前鋒 里爾 阿仙奴 8,000萬

法蘭基迪莊 22／荷蘭 中場 阿積士 巴塞隆拿 7,500萬

洛迪卡斯簡迪 23／西班牙 中場 馬德里體育會 曼城 7,000萬

祖奧簡斯路 25／葡萄牙 後衛 祖雲達斯 曼城 6,500萬

隨着歐洲轉會窗終結，今夏“標
王”及十大轉會亦正式出爐，結果馬德
里體育會的葡萄牙新星祖奧菲歷斯，以
1.26億歐元身價順利“當選”。

今夏歐洲足壇十大最高轉會費收
購，西甲成功霸佔了頭三位，除了馬體
會以1.26億歐元由賓菲加引入祖奧菲歷
斯；巴塞隆拿亦以1.2億歐元從馬體會
收購法國射手基沙文；至於第三位是皇

家馬德里新援夏薩特，車路士共獲得1
億歐元轉會費。

相比之下，英超今夏似乎就有所顧
忌，從李斯特城加盟曼聯的中堅哈利馬
古尼，只能以8,700萬歐元身價排名第
4位；至於由里爾加盟阿仙奴的尼高拉
斯比比，則以8,000萬歐元身價，與由
馬體會加盟拜仁慕尼黑的法國守將盧卡
斯靴南迪斯，並列第6位。另外曼城今

夏兩個收購都進入十大
轉會，其中由馬體會來
投的洛迪卡斯簡迪，以
7,000 萬 歐 元 排 第 9
位；而由祖雲達斯加盟
的右閘祖奧簡斯路，則
以6,500萬歐元身價排
第10位。

其餘位置方面，由
阿積士轉投祖雲達斯的
馬菲斯迪歷特，以 8,
550萬歐元身價排第5
位；同樣離開阿積士轉
投巴塞隆拿的法蘭基迪
莊則以7,500萬歐元排
第8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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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奧菲歷祖奧菲歷
斯正隨葡萄斯正隨葡萄
牙備戰歐國牙備戰歐國
盃外圍賽盃外圍賽。。

法新社法新社

■■艾克森艾克森（（右三右三））隨國足出席公開訓練隨國足出席公開訓練。。中新社中新社

鄭賽賽 段瑩瑩
首晉美網女雙八強

2日，國足在廣州開始了備戰2022
年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40強賽的集訓，
歸化球員艾克森首次以中國國家隊球員身
份亮相。面對眾多記者的長槍短炮，他用
“加油，中國”的中文結束了自己面對記
者的國足首秀。

對於艾克森來說，這一天意義非
凡，他說自己焦慮到天還沒亮就起床，早

早來到國家隊下榻的酒店，成為恒大隊第
一個報到的國腳。而主帥納比也特別安排
他作為當天唯一接受記者採訪的球員。

“今天是很特別的一天，對於我來
說有點焦慮，所以我早上4點30分就醒
了。”艾克森深知，自己身上肩負着很多
中國球迷的期待。他表示，自己的目標就
是要為中國隊進球和爭取勝利。

“希望我的到來能夠幫助到球隊，
我的目標就是在國家隊中射進更多的球，
能夠幫助球隊取得更多的勝利。現在距離
第一場比賽還有一周時間，希望我們能有
好的開始。”他說。

作為一名國足新兵，艾克森表示隊內的
氛圍非常好。“大家見到我的時候特別開
心，球隊有一個很好的氛圍。希望接下來一
周有很好的訓練，在納比教練的指導下有好
的結果，去踢好比賽。”艾克森說。

艾克森來到中國已經七年，但從進
入國家隊這天開始，學習中文的意義非比
往常。“大家多給我一些時間吧，我會努
力的。但我不可能一天24小時都在學中
文，我相信我會很快用中文和大家交流
的。”

“加油，中國！”艾克森用一句鏗
鏘有力的中文，為自己面對記者的國足首
秀畫上了一個句號。 ■新華社

美國網球公開賽女雙第三輪比賽紐約時間
2日繼續進行，中國組合段瑩瑩/鄭賽賽以6：
4、6：3擊敗帕芙柳琴科娃/塞瓦斯托娃，首次
打入是項大滿貫賽事8強。

首盤前四局，雙方戰成2：2平，隨後兩局
各自保發，此後，段瑩瑩/鄭賽賽在第8局再度
破發成功，取得5：3的領先，並以6：4拿下首
盤。第二盤，段瑩瑩/鄭賽賽開局取得2：0的領
先，隨後對手扳平。不過，中國組合仍掌握主
動權，在第9局發球決勝賽局，段瑩瑩和鄭賽
賽順利保發後以6：3取得了勝利。

另外，在當日進行的單打第四輪角逐中，
男單2號種子、西班牙名將拿度以3：1力克克
羅地亞球星施歷晉級男單8強，女單衛冕冠軍
大坂直美則以5：7和4：6不敵剋星、瑞士名將
賓絲，被淘汰的同時，其世界“一姐”寶座也
將於下周拱手讓給新科法網冠軍、澳洲球員芭
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艾克森隨國足集訓：“加油，中國！”

■■艾克森稱艾克森稱，，作為國足作為國足
新兵新兵，，他焦慮得早上他焦慮得早上44
點點3030分便起床分便起床。。中新社中新社

■■鄭賽賽鄭賽賽（（上上））//段瑩瑩在比賽中段瑩瑩在比賽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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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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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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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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 全覆蓋 廣深港線搶頭班車5G
廣東移動攜華為打造 投資1.5億開工 春節前完成內地段

■■廣深港高鐵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廣深港高鐵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
第一條第一條55GG全線覆蓋的高鐵全線覆蓋的高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攝
在移動通信的網絡覆蓋中，高鐵場景

一直很複雜。專家指出，高鐵列車
的封閉性很好、列車速度很快、用戶集
中、沿線場景的多樣化等特徵，使5G網
絡覆蓋在高鐵場景中存在挑戰。

研車載5G Wi-Fi 4G用戶受惠
“為實現5G網絡在廣深港高鐵全面

覆蓋，將投入1.5億元專項資金，建設超
過300個5G信號發射點，實現用戶下載
峰值突破1 Gbps。”中國移動廣東公司
有關負責人透露，未來5G+4G將協同提
升用戶體驗。譬如，未來5G完成覆蓋
後，5G用戶將能獲得高鐵500公里時速
下流暢的通信體驗，4G用戶也可以通過
“接收5G轉Wi-Fi信號”的方式體驗大
於100Mbps的網絡速率。

國產高鐵Wi-Fi集成5G的車載設備
研製和測試工作也正在抓緊展開，預計
今年底可完成。而Wi-Fi系統與5G技術
集成是利用邊緣計算、網絡切片、虛擬
化等關鍵技術，實現5G用戶與Wi-Fi系
統的高度業務集成，解決高速鐵路屏蔽
5G信號的問題，有效提升旅客出行體
驗。

華為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周建軍介
紹，針對高鐵不同場景，華為提出了差
異化的解決方案，比如針對車速快、小
區切換頻繁的線路場景，人流密集、容
量需求大的站台站廳場景，華為會分場
景規劃，保障用戶體驗，打造全球5G高
鐵標杆。

廣鐵將技術推廣至更多線路
據透露，中國移動廣東公司將與華

為、廣鐵集團緊密協作，通過加大施工
力量壓縮75%的工期，該工程在9月啟
動後隨即進入設計、施工等階段，11月
可進行設備安裝、調試，力爭在2020年
春節前完成內地段全線5G網絡覆蓋。

廣鐵集團副總經理蔡培堯表示，
5G是“智慧車站”、“智慧旅途”的
有效載體和高效平台，將有利於鐵路
全面提升人性化、智能化、自主化的
站車一體化服務水平，實現旅客智能
引導、智能安全及智慧旅途等功能。
“廣深港高鐵是‘先行先試、示範引
領’的首條高鐵5G線路，未來廣鐵將
全力做好協同配合，推動更多線路實
現5G全覆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在“香港+佛山”合作模式下，
佛山將推出多個粵港合作以及服務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的重磅措施。其中，此前
備受關注的港澳青年高鐵通勤補貼方面
有最新進展。在廣深港高鐵開通一周年

節點前後，佛山《粵港澳合作高端服務
示範區創新創業人才交通補貼暫行辦
法》將公佈初步方案，向包括港澳青年
在內的民眾、機構徵求意見。根據消
息，方案初步確定香港西九龍至廣州南
站或佛山西站，每人單程最高補貼160
元（人民幣，下同），珠海站至廣州南
站或佛山西站，每人單程最高補貼60
元，全年最高補貼12萬元。有關方案最
終將於年底前正式實施。

規劃順德港澳城建功夫小鎮
此外，佛山正有步驟地打造對接香

港高端資源的平台，推動港澳服務+佛
山實業的合作。位於佛山經濟強區順德

的港澳城，是其中一個重磅項目。該項
目包括兩個片區，總面積達100平方公
里。其中一個是20平方公里順德港片
區，目標打造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示範
區，對接港澳科創、金融等高端服務。
第二個是80平方公里順德均安鎮片區，
定位功夫特色小鎮。整個平台將統一規
劃，利用順德港“點對點”直通香港、
順港共同文化IP——李小龍功夫、港澳
鄉親資源豐富等優勢，主動對接港澳科
創、金融、工業設計等資源，引進高端
醫療和養老服務，與香港共建世界級功
夫小鎮，打造大灣區中的港澳創新創業
合作平台，爭取更多高端產業項目、文
旅項目落地。

■■順德港澳城局部規順德港澳城局部規
劃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廣深港高鐵5G覆蓋工程

3日在廣州南站啟動。中國移動廣東公司總經理魏明表示，將廣深港

高鐵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第一條5G網絡全線覆蓋的高鐵，將進一

步推動粵港澳三地的人才互通、經濟互促和文化交流，助力提升粵港

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水平和世界級影響力。據透露，中國移動廣東公

司將投入1.5億元（人民幣，下同）專

項資金，攜手華為力爭在2020年春節

前完成內地段全線覆蓋工

作；下一階段，雙方合作

還將在更多高鐵線路實現

5G網路全覆蓋。

佛山引港才 高鐵通勤補貼年最高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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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大使的Sammi表示，自己也會密密自我
檢查，即使不每月檢查一次，也會在沖涼

時記起便“順手”檢查，她笑說：“我從小有個
迷思，癌症和乳房大小有關，不過到中學有講
座，所以要盡早檢查，發現有硬塊就要處理，抗
癌路上家人和伴侶的支持也很重要，未處理身
體，心理質素也要做好，現在情緒病好嚴重，要
積極和信心去面對！”問到自己的伴侶有否代為
檢查？Sammi尷尬笑答：“自己沖涼時會做，男
性應該不太清楚，不過男性也一樣會患乳癌，但
較難去檢查，最好去做基因測試。”

坦言未想投入工作
Sammi與老公許志安及張衛健夫婦之前到歐

洲旅行順道探望雷頌德，她表示歐遊了兩個多星
期去休息，主要是演唱會之後身心也很累，此行
雖然跟好朋友一起放鬆了心靈，但仍未想投入工
作：“適當時候要停一停，金錢是一世人搵不完
（一輩子賺不完的），可能我年紀大了，一踏入
47歲就很累！”Sammi透露未來只做一些電影宣

傳，到12月才做秀，會趁這幾個月想報讀神學及
心靈的課程，若沒開班她會繼續去旅行充電。

談到歐遊時不斷給人拍到她跟老公安仔很
sweet抱實的照片，Sammi笑言除偷影外，其實
任何地方的人要求合照，很有禮貌會先問一
聲，除非自己當日“無眉”（沒畫眉毛）或好
醜，否則也不介意合照。記者笑指她跟老公
每張相都很sweet，Sammi即笑說：“下班
後正常相處，都是平平淡淡！”問到安仔
開始投入工作沒有？她說：“將來由他自
己來講，凡事有個過程，整理好自己、
面對好自己，我反而不急他要不要工
作，修理好自己、靜思己過，重整
自己先！”問這趟旅程後夫妻感
情有否再昇華？Sammi 笑
謂：“沒有呀！自然地相
處，無特別 sweet 或不
sweet，自然啦，凡
事都有一些過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鄭秀文（Sammi）3日以大使身份出席“癌

症基金會粉紅革命2019啟動禮”，Sammi於台上分享其一位親人也患上乳癌四

期並擴散至全身，雖然抗癌路很辛苦，但現在都接近康復過來。Sammi在完成演

唱會後，與老公許志安及張衛健夫婦到歐洲旅行，更被拍到她跟安仔很sweet抱

實，Sammi對此笑指這是下班後正常相處，都是平平淡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
全）2011年香港小姐季軍許芷熒
（前名：許亦妮，Whitney）3日
與商人男友Alex於洲際酒店舉行
婚禮，筵開超過40席。一對新人
與姊妹團蔡思貝、何依婷、陳曉華
及李天縱等接近傍晚6時給傳媒拍
照，新娘子許芷熒穿上低胸婚紗由
新郎拖着手出場，新郎吻向新娘臉
頰，再咀嘴了近半分鐘。

3日接新娘場面感動，令一眾
姊妹統統哭成淚人，新郎 Alex
說：“我都是講心底說話，我好愛
Whitney，我本來自信地以為不會
哭，但讀誓詞時也感動到忍不住
了！”

Whitney也笑指自己哭到停不
下來：“我會一世尊敬老公，永遠
仰慕他，懂得當他為 No.1 偶
像！”新郎即冧新娘說：“我見到
她在哭好心痛，很想立刻掀開她的
頭紗替她抹眼淚，但傳統又不可
以！所以希望下世我們都能再在一

起！”Whitney即謂：“你這樣講
我又想哭，最感動是他說一世愛
我！”笑問老公有否說將錢都交給
自己？她笑說：“有講呢，不然怎
開到門！”新郎又肉麻地說：“不
止錢，是將最好的都給了她！”

談到是否努力造人？新郎笑言
祖母想要兩個“好”字，新娘望着
老公說：“你OK，我OK！”

至於度蜜月方面，Whitney表
示自己會在11月生日才去，而婚
後她不會只做少奶奶，會繼續下廚
放上網分享，Alex也大讚太太廚藝
好，之前減肥也沒用，Whitney即
幫口：“他只是大隻（健碩）！”
新郎即親了新娘子一口。Whitney
又指老公只准許有他時才可性感，
故3日的婚紗已是最性感。

另外，二人沒透露所戴婚戒多
少卡，Alex說：“鑽石代表永恒就
像他們的愛情，她喜歡就可以
了！”Whitney則笑言是“愛心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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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慶全）朱晨
麗與新娘子許芷熒是同屆港姐出身，現季
軍搶先冠軍嫁得出，朱朱笑說：“好感動
她終於快過我，恭喜她三年抱兩！”新娘
說要生4個，她笑言應該可以，因她煮飯
厲害，自己可以吃得好飽又餵人吃。朱朱
單拖沒何廣沛陪同到來，原因主人家沒邀
請她另一半，問是否公開何廣沛是另一
半？她笑說：“沒有，我也是3日才決定
來到，將來公開另一半看緣分吧，我會告

訴大家！”中秋她會返家鄉蘇州，不過今
次也沒預何廣沛。

陳嘉寶對於好友王敏奕與曾國祥日本
秘婚一事，她說：“我不知情，沒聽講
過，就算是真的也很正常。”而她與敏奕
有兩、三個月沒見面，是否對方待嫁忙籌
備婚禮？嘉寶指大家都各有各忙，平日約
其他好姊妹都花很多時間才約到，就算對
方結婚沒通知也不會生氣，因也是開心
事。

朱晨麗返鄉不帶何廣沛朱晨麗朱晨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李
思穎）“中國內地電影展2019”於9月
3日至10月13日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開幕典禮3日假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
由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立法會議員
馬逢國、開幕電影《音樂家》總策劃人
沈健、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理事長余
倫、銀都機構有限公司總裁陳一奇、
《愛上這片土地》出品方代表宋捷及導
演羅英擔任主禮嘉賓，儀式完後便播放
開幕電影《音樂家》。本屆影展挑選了
兩部作品作免費放映，包括陳力執導的
《古田軍號》 及羅英執導的《愛上這
片土地》。

陳一奇致辭說：“今年影展適逢祖
國七十大慶，我們特意挑擇了18部題材
多樣的影片，力求呈現內地電影百花齊
放的盛況。中國電影走過了百年的道

路，在‘兩岸三地’電影人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亮麗成績，我們
十分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成果，也期待
大中華電影市場可以再創高峰。”

馬逢國受訪時透露沒時間參與今次
策劃工作，問他近日社會問題是否影響
到很多文化活動取消，他謂：“應該
係，作為代表演藝文化出版，議員辦事
處都有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有幾大衝

擊，現時都有收到一些業內求助，主要
是有些外地表演者和参加者未能到來，
以致活動取消，但實際情況尚在調查
中，但他們來不到也沒法子。”

原本有份到來的吳思遠因扭傷腰骨未
能現身，出席酒會的邵音音，之後會再趕
下場到《潛行者》首映禮，問她有沒有參
演今次電影展的作品，她即說：“如果有
份便夢想成真。”

SammiSammi笑認笑認：：
正常相處正常相處

與老公歐洲遊好sweet

“中國內地電影展”香港開幕

■■SammiSammi望趁這幾望趁這幾
個月報讀神學及心個月報讀神學及心
靈的課程靈的課程。。

▲▲Sammi IGSammi IG上上
晒與張衛健夫晒與張衛健夫
婦婦、、雷頌德妻兒雷頌德妻兒
歐遊的合照歐遊的合照，，但但
卻不見老公安卻不見老公安
仔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去年同為去年同為88
月 壽 星 的月 壽 星 的
SammiSammi與安仔與安仔
一起慶生一起慶生，，而而
今年二人也一今年二人也一
同身處歐洲慶同身處歐洲慶
祝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當了大使的Sammi表示，自己也會密密自我檢查。

■■左起左起：：陳一奇陳一奇、、羅英羅英、、沈健沈健、、李美嫦李美嫦、、李海堂李海堂、、馬逢國馬逢國、、余倫余倫、、宋捷擔宋捷擔
任主禮嘉賓任主禮嘉賓。。

■■許芷熒許芷熒33日與商人男友日與商人男友AlexAlex舉行婚禮舉行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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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分局」口碑轰炸全台，不仅在上映

首日夺下全台票房冠军，截至昨天(9月1日)全

台票房飙到近2000万持续衝高，荣登新片票房

冠军，更拿下全台票房榜第二名，仅次于好莱

坞强片「全面攻佔3:天使救援」。电影除了灵

异惊悚与悬疑动作等丰富元素之外，最让影迷

印象深刻的就是剧情中暗藏好几个超强催泪弹

。而片商也选定今天(9月2日)发佈电影片尾曲

「月光下的影子」MV，请来曾获「超级偶像

」歌唱比赛冠军的张语哝填词演唱，她清新甜

美的嗓音恰恰唱出片中动人的情感。张语哝表

示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邱泽与海裕芬的对戏，

她说：「电影裡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故事，邱

泽和海裕芬的戏让我忍不住落泪。」

暑假压轴钜片「第九分局」集结好莱坞商

业元素与台湾在地宗教文化，在片中更设计出

如八卦黑伞、圣水枪、桃木棍刀、香架等东西

合璧的超酷抓鬼法器引起粉丝热烈讨论，新鲜

电影题材更吸引大批影迷涌入戏院朝圣，而片

中澎恰恰和刘奕儿之间动人的父女情谊，以及

邱泽与海裕芬这对人鬼殊途的母子亲情，动人

故事让许多粉丝忍不住泪崩。

电影片尾曲「月光下的影子」演唱者张语

哝也被深深感动，她表示：「「第九分局」有

别于一般的惊悚电影，故事主轴是来自于对亲

人的遗憾与情感，会让观众看完后馀韵犹存！

」也坦言自己在电影最后一幕忍不住落泪。此

外，片中灰黑色的半透明魂魄给了张语哝填词

的灵感，她运用色彩「黑、白、灰」代表著绝

望、希望以及中间需要跨越的辛苦路程，她说

：「歌名「月光下的影子」也有涵义，它代表

我们所有人的心裡都有一个守护自己的守护者

，不管那个守护者是人还是灵，这是一个非常

温暖动人的电影。」

「第九分局」 全台周末票房狂吸2千萬

奪新片票房冠軍

我知道这部片好评爆棚、讚誉

不断，但我必须很真实地说出自己

内心的感想是：说好的HBL为主

题的电影去哪裡了呢？！！！！

如果满分100分，那我会给出

60分刚好及格的分数而已。

或许是因为曾经身为HBL高

中联赛与UBA大专联赛的球员，

历经了七年的球员生涯，在进电影

院前，我的确抱了非常大的期待在

心中，期许电影中的热血场景可以

沸腾我的眼眶，让我再青春一波！

但看完时，只有一种：「啊？

就这样了吗？」的感觉，我必须说

，我真的有些失望，作为一个曾经

奋战在这个球场上的一员，我并不

觉得这部片有真正拍出HBL精神

的那种态度。

所谓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

门道，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我是否太

苛刻了一点？但我觉得这部片是热

闹有到、门道不够。这部片的确也

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所以我这

次决定把优点都说在前面，后面再

来慢慢探讨为什麽我觉得这是一部

刚好及格的电影而已，甚至是，我

觉得他不像HBL的电影！

优点：

一、运镜唯美、顺畅

张荣吉导演的逆光飞翔不用说

了，导演对于光影的捕捉真的很擅

长、在这部片裡，不论是弟弟桐豪

陪脚受伤的学长练球练到快天黑时

的光线掌握、到哥哥秀宇各种谈恋

爱暧昧泡泡时的背景，导演在处理

【光】这个元素真的很厉害，总是

能拍出独特与唯美的镜头，这也是

这部电影会让人看得很舒服顺畅的

原因之一。

二、小鲜肉大补帖

不管是电影的相关新闻宣传、

或电影的内容镜头，的确有大量的

鲜肉弟弟，还不乏一些让眼睛大吃

冰淇淋的镜头、或者是哥哥与弟弟

之间各种亲暱的手足之情的动作，

都能大大满足少女心和BL精神(误)

XD

总之，如果想看一堆帅哥，这

部电影真的很可以满足你/你的需

要～～

三、亲情线的铺陈

从一开始就开始埋梗的各种兄

弟之间的情感默契、打球时的合作

无间（一开始街头篮球那一场戏）

，到最后因为爸爸的事件引发两人

的误会、不解、埋怨、愤怒到爆发

，尤其是朱轩洋饰演的桐豪在跟哥

哥秀宇大打出手后，被球队教练

David罚练球那个镜头，你真的能

够很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崩溃与爆发

，这也导致最后总决赛时，桐豪的

失控与脱序，这一连串的情绪连贯

真的很完整，不得不称讚朱轩洋这

个新演员的演技，真的指日可待！

以及爸爸因为总是缺席兄弟的生活

，到电影最后的结局，我觉得都是

一个很美满的交代。

四、华丽的运球、传球镜头

如果你喜欢看秀，那我想这部

电影的一些镜头的确可以满足到你

！比如一开场兄弟在街头篮球的那

一场戏，足以展现许多花式技巧、

让人目不转睛，的确，这些画面很

吸引人，相信对于两个都不是HBL

出身的演员来说，一定下了非常多

的功夫与努力才能展现出戏裡的天

份！

五、结局的设定

对于育英中学与光诚（大鲸鱼

对小虾米）谁最后赢球的设定，我

感到欣慰，因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因为资源足够的历史强校，的确

在资源上是佔尽优势的（不论是人

才的选拔、到练球环境软硬体的设

备），电影没有为了取悦观众而设

定了一个比较不可能出现的结局。

当然，现实的HBL赛场上的

确出现过奇蹟，如：101学年度

HBL女子组赛事永仁高中凭著第一

次参赛而且还只有六人的状况下一

路过关斩将拿到冠军！

说完优点，再来说说缺点吧！

这些缺点也非常个人主观，也

许在大多数人眼中无伤大雅，但对

于一个球员来说，这些缺点足以让

一个对这部电影充满高度期待的影

迷失望、失落。

一、电影的定位不符合宣传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大张旗鼓

的宣传是台湾史上第一部以HBL

为主题的电影，的确，裡面的内容

有HBL，但是我却觉得这是一部主

打［手足情、父子情］的电影，而

不是HBL球队裡面真正的［兄弟

情、姊妹情］！电影花了太多的篇

幅来描述秀宇与桐豪之间的相处的

状况下，就是减少了与队友之间练

球的默契、磨合、争吵、争执的画

面呈现。

秀宇的部分，只有队友拿掉他

的助听器大打出手；桐豪则是被学

长呛、要留下来收拾，这些极度简

短的篇幅，然后快速地透过一日牵

手交代过去～对于球队之间真正会

存在的队友之间从彼此互看不爽、

衝突、到最后到底怎麽站在同一阵

线，那种【革命的情感】我觉得

电影并没有拍得很到位，这是

我第一个失望的地方。既然电影的

走向一开始就定位成兄弟情，那我

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强调这是台湾

第一部以HBL为主题的电影，因

为在裡面，我看到的亲情永远比队

友之间的感情要多，这是我满失望

的，电影的定位模糊了。

如果要说，我反而觉得台湾

2016年的电视剧【High5制霸青春

】反而更能满足不管是身为HBL

球员或球迷的期望。

那你可以会说，电视剧集数多

、电影只有短短两小时，这样怎麽

可以拿来一起比较？但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导演与团队的功课，既然

你们想拍摄出一部HBL主题的电

影，那球员在那三年裡面所付出的

所有努力、汗水、泪水要怎麽透过

短短的两小时呈现？这就是考验整

个团队的功力了。因为国外不

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像【卡特教练

Coach Cater】就是个超激励人心

的作品。

二、预告片与正片给人的印象无法

衔接

我必须得说，预告片看到育英

高中集体练球的片段真的有震撼到

，也是衝著这一幕决定进场看这部

电影，但育英高中的练球画面？大

概也都在预告裡面了........。更别提

光诚中学的练球，大多是在描述秀

宇本身遇到的状况：例如助听器没

电、谈恋爱被罚、教练失落

球队未来去向....，预告片让人

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是让人充满

著期待进电影院享受球员热血的过

程，但正片真正描述球员生活的画

面却比例极低，让我有一种被预告

片骗了的感觉。

三、情感的投射无法对焦

这部电影因为著墨在每个球员

身上的时间都太短，两位主角（兄

弟）的设定很强烈明显，都是先天

有天分的天才型球员，哥哥秀宇绝

佳的传球视野造就一个单场可以10

助攻的控球后卫、弟弟桐豪的爆发

性与身体素质良好成就了一个超级

新人得分后卫，两个人在定位上

都很明确，但现实生活中的

HBL，虽然不乏天才型球员、但我

相信绝大多数更是【苦练型】的球

员，大家在身为球员的那三年、不

论是三分射手、控球后卫、当家门

柱中锋禁区扛霸子，每个人都有属

于自己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电影

中能被投射和相对应的时间却太短

，对于一部主打以HBL为主题的

电影却让真正的球员无法好好投入

自己的情感到电影中，我觉得是相

当可惜的一件事，也明显违背了当

初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最后，我想说的是：

原本我预期进电影院我会大哭

到用掉一整包卫生纸来纪念我的青

春，但整部电影只有光诚中学校长

邀请陈教练上台为学生勉励时我哭

得乱七八糟，我当过球员，那些台

词配上棉花糖乐团的【贰拾贰】真

的很好哭！我也当过教练，陈教练

说过的那些话我也曾经对我的球员

们说过，那种感同身受才真的是打

从心底的被感动！但就仅止于这一

幕，然后，没了。

或许是我对于这部电影抱持著

太大的期待与希望，导致我的失落

感这麽严重，但既然能有这麽好的

资源、环境、成本、可以花七年的

时间来製作这一部主打HBL主题

的电影，我想问的是：不是更应该

让曾经身为或现在正是HBL球员

、又或者是在场边支持、加油、一

路陪伴著球员们的加油团与观众们

，能够有更多的共鸣与感同身受吗

？

如果你想看看鲜肉、运动、甜

美华丽的镜头，那我推荐！如果你

是想悼念自己的青春，那也许你会

有点失落。不过失望归失望，我在

看完电影后还是默默地去follow了

范少勳的IG（被圈粉）囧RZ。

下半場,臺灣首部HBL主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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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誅仙Ⅰ》陸雪琪特輯曝光
李沁解鎖“雙面”女神

由香港金牌導演程小東執導，

改編自蕭鼎同名小說的電影《誅

仙Ⅰ》已經開啟預售通道，即將

於中秋檔 9月 13日全國公映。該

片由肖戰、李沁、火箭少女101孟

美岐領銜主演，唐藝昕特邀出

演。片方今日公布陸雪琪“高冷

女神”特輯，解鎖李沁片場雙面

魅力。白衣脫俗出塵，紫衣利落

神秘，十余米高空俯沖威亞絲毫不

懼，盡顯敬業態度。

“青雲門學霸”陸雪琪挑戰高
空倒掛速降

為求精準“再來壹次”成口
頭禪

在《誅仙Ⅰ》今日曝光的陸雪

琪特輯中，李沁表達了自己對這壹

角色的理解：“這個角色是定在那

裏的，人物性格決定人物動作，陸

雪琪的性格沈穩，所以她的動作也

要穩，不能飄。”原著中的陸雪琪

是正道第壹門派青雲門門下弟子的

個中翹楚，天資修為極高。基於這

個設定，李沁在拍攝過程中給自己

定下了嚴格標準。 所以像空中旋

轉、倒掛、快速滑行等高難度動

作，李沁不僅要求自己做得到，更

要求自己做得好。其中壹套高達十

米的半自由落體俯沖的威亞動作，

還要求演員從眼神到形態動作都保

持住。雖然導演點頭肯定李沁的表

現，但她依然多次要求“再來壹

次”，以選取最好的效果。面對李

沁對自己的高要求，導演程小東給

予了高度評價：“這樣倒掛的動作

對演員身體的各項條件要求很高，

多做幾次身體就會很難受。但李沁

很敬業，我過了她都要再來壹次，

真的特別認真。”

“雙面女神”高冷可愛秒切換
自有獨特方式快速入戲
陸雪琪作為《誅仙Ⅰ》原著小

說中的女神，書迷們壹直都不吝嗇

對她的贊美。顏值高、氣質清冷的

李沁，也被書迷們蓋章認定為陸雪

琪的不二人選。為了體現陸雪琪的

仙姿出塵，《誅仙Ⅰ》的造型團隊

也是下足了功夫。李沁的服裝多采

用長款飄逸紗式的設計，壹席白色

長裙仙氣飄飄卻又自帶幾分冷漠疏

離。紫色紗裙設計炫酷凸顯出陸

雪琪的神秘高貴，打鬥時也更顯

利落。特輯中李沁展現出的反

差，也讓我們迅速 get 到了女神

的雙面魅力。投入工作時，李沁

會和導演頻繁探討每場戲的人物

狀態，還機智地在手機裏下了很

多應景的音樂，聽音樂幫助自己

快速進入角色。休息時，李沁則

抱著劇組的狗狗演員大黃逗趣，

和眾人分享養寵物的經驗。特輯

結尾更是奉上俏皮比心，格外活

潑可愛。

《誅仙Ⅰ》由新麗傳媒集團

有限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

任公司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視文

化有限公司、愛奇藝影業（北京）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預售火熱進

行中，將於中秋檔 9月 13日全國

公映。

《我和我的祖國》“相遇”預告
致敬我國首顆原子彈爆炸背後的英雄

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

出品的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

近日曝光影片七個故事之壹——由張壹

白執導的《相遇》，並發布故事預告和

海報，及主演張譯、任素汐、張嘉譯、

周冬雨、彭昱暢的角色海報。影片以

1964年我國第壹顆原子彈爆炸為背景，

講述了國防科技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刻骨

銘心的愛情故事，他們隱姓埋名、遠離

至親至愛之人，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了

祖國。影片將於國慶上映。

“東方巨響”震驚世界

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原子彈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時整，壹

聲巨響響徹西北戈壁，萬米高的蘑菇

雲騰空升起，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爆炸

成功。這壹聲“東方巨響”震驚世界，

震碎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

自此中國跨進了核大國行列，令全世

界刮目相看，因此這枚原子彈也被親

切的稱為“爭氣彈”。《我和我的祖

國》總導演陳凱歌回憶“小時候有天

放學發現北京街頭人山人海，我仰頭

看著天，無數《人民日報》的號外滿

天飛舞，上面寫著中國第壹顆原子彈

爆炸了”，這壹歷史瞬間在“相遇”

預告中得以呈現。《相遇》講述的是

這枚“爭氣彈”背後，國防科技戰線

上的無名英雄“獻了青春獻終身”的

抉擇和他們刻骨銘心的愛情，同時也

囊括了民眾歡慶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共

同記憶。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黨中央

和毛主席果斷做出了自力更生研制“兩

彈壹星”的戰略決策，因為“要反對原

子彈，就得自己先擁有原子彈”。在那

個物資匱乏、科技工業水平低下還有國

外技術封鎖的年代，中國人想要研制自

己的原子彈可謂難上加難，科研人員用

計算尺、算盤進行理論計算工作，更

要忍饑挨餓共克時艱，陳毅元帥曾說

“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

來！”

張譯暴瘦15斤演繹國防科技戰線無
名英雄

與任素汐上演刻骨銘心愛情故事
原子彈的研發工作在極其保密的

情況下進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

妻兒，要把在基地看到的壹切，永遠

爛在肚裏”。作為原子彈理論設計攻

關的組織領導者，鄧稼先曾對夫人

說：“從今以後我的生命就交給了這

個工作。家中的事和兩個孩子我是不

能管了”，連他的嶽父都不知道女婿

到底在幹什麼。負責核部件試驗的王

淦昌，隱姓埋名為“王金”長達十六

年，直到 1978 年人們才從報上看到

“王淦昌”的名字。

不辭沈默鑄金甲，甘獻年華逐紫

煙。除了科學家們的無私付出，“爭氣

彈”的成功研制，亦離不開國防科技戰

線上的無名英雄。他們隱姓埋名、遠離

親人，在壹度從地圖上消失的“金銀

灘”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許多人甚至

在原子彈成功爆炸之後，才知道自己從

事的是原子彈研制的工作。他們“獻了

青春獻終身”，來時風華正茂，走時白

發蒼蒼。

在《相遇》的故事中，高遠（張譯

飾）便是這群無名英雄中的壹員，他獻

身國防科技事業“人間蒸發”三年，他

的女友方敏（任素汐飾）便苦苦尋了三

年，兩人上演了壹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

事。直到高遠回到北京，二人才得以在

公交上相遇，這是以往兩人約會完高遠

回家的車，也是方敏三年來希望能遇到

高遠而經常乘的車。那天，也是原子彈

成功爆炸的時刻，二人很快被沖散在普

天同慶的人山人海裏。高遠和方敏，是

許許多多國防科技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和

他們家人的縮影，壹旦“許國”，便只

有相遇，沒有相聚。無名英雄們的身影

裹挾在洶湧的時代浪潮裏，他們是支撐

國家、民族的柱石。

為了更好的接近角色狀態，張譯閉

關十多天減重15斤。預告片中的張譯，

大部分時間帶著口罩且沒有臺詞，只能

用眼神展現角色復雜的內心世界，表演

難度極大。但張譯的演繹還是得到了網

友的高度認可，甚至被稱為“口罩都遮

不住的演技”。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由華夏電影

發行有限責任公司領銜出品，由陳凱歌

任總導演、黃建新任總制片人，陳凱

歌、張壹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

浩、文牧野七位導演聯袂打造，回溯新

中國成立70周年難以忘懷的7個歷史瞬

間，喚起全民回憶。影片將於2019年國

慶上映。

編
劇
高
滿
堂
：

《
老
酒
館
》
的
故
事
在
心
裏
藏
了
十
年

在北京衛視播出的年代

大戲《老酒館》，由金牌編

劇高滿堂與實力演員陳寶國

再度攜手創作。該劇自開播

以來收視數據持續攀升，並

在上周末再創新高。如果說

十年前的《闖關東》是國產

電視劇史上繞不過的現象級

作品，再度提筆描寫東北題

材，高滿堂這次其實是想把

故事獻給自己的父親、獻給

故土。

高滿堂祖上從爺爺那輩

開始闖關東來到大連。他介

紹，如今的大連有近半數的

人口來自山東，而他的父親

就在大連的興隆街上開了壹

家酒館，《老酒館》裏迎來

送往的故事壹半是戲，壹半

則來自他父親的生活經歷。

《老酒館》的故事從風雨如

晦的1928年壹直到1949年新

中國成立，跨越近20余年的

歷史風雲，講述了闖關東來

東北的小人物陳懷海（陳寶

國飾）歷經磨難以後，來到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大連，開

老酒館謀生計，並通過老酒

館結交抗日誌士，傳播抗日

思想，與殖民者鬥爭的故

事。

“壹個旅順口，半部近

代史”，懷著對歷史的敬畏，在父親百年祭的

時候，高滿堂終於落筆開始書寫這個已在腦海

中千回百轉的故事。他記憶裏最深刻的，便是

小時候父親飲酒後的美妙時光：“我父親每次

喝完酒都會拉起他那把破二胡，唱《空城計》

就是喝美了；唱《徐策跑城》，就是喝得差不

多了；如果再來壹出山東呂劇，這就差不多該

睡了。”

雖為酒館掌櫃，印象裏父親卻從未因喝酒

失態，究其原因倒並非由於酒量好，而是克制

和自律。“有的人喝了酒是豹子膽，醒了酒是

兔子膽。喝起酒連說話都要小聲的人，是白吃

白喝看白眼；而喝酒拍胸脯的這種人，也要離

他遠點。”話糙理不糙，父親話中蘊含的道理

影響了高滿堂的世界觀，乃至多年以後他將這

半生的體悟都潤物細無聲地滲透到這部作品裏

：“我雖然沒看到他的酒館是什麼模樣，但是

這幾十年當中，他不斷地描述著老酒館裏的故

事和他的為人處世。這個酒館的模樣其實早就

在我的心中存在，而且是光芒四射的。”

高滿堂筆下的陳懷海，既有自己父親的影

子，又進行了藝術創作，塑造了壹個“中國人

心中最好的父親樣板”。他在家為父，愛護妻

兒；在酒館為掌櫃，關心兄弟；在好漢街是主

心骨，攜老扶幼、扶危救困，是《老酒館》的

核心，是那種脊梁式人物。和過去的作品有明

顯不同，《老酒館》超出了壹半家庭戲和社會

戲的範圍，而是通過戲劇情境的建構，讓老酒

館這個載體成了壹個特殊的場合。

高滿堂在群像塑造和敘事結構上，采用了

以酒館掌櫃陳懷海為核心的多層結構：“陳懷

海相當於壹個穩固的主線和樞紐，來往的酒客

們就是壹根根縱橫交錯相互融合的支線，這些

人物進出開合，收放自如。”在導演劉江看來

，這些人物群像栩栩如生，充滿了江湖氣，卻

又將掌櫃陳懷海的重情重義體現出來。

《老酒館》這個故事正式動筆其實寫起來

很快，對高滿堂來說，因為這個故事在心中裝

了十年，所以壹旦準備落筆，寫起來就如有神

助。這樣用十年去準備、再用三年的時間去創

作跟組，對高滿堂來說是常態，對如今市場上

的新生代編劇來說則顯得“過時和老土”。高

滿堂說，只有生活永遠能賦予自己源源不斷的

創作靈感，要想故事寫得真，就得真的去感受

，“我願意讓創作速度慢下來，有了原創，中

國的電視劇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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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聞說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羅

曼· 波蘭斯基會通過視頻連接或者Sky-

pe方式參與他的競賽片《我控訴》的

記者發布會。

波蘭斯基現在住在法國，1978年

因強奸壹名13歲少女被判刑之後，他

在判決執行前逃離了美國，並且再也

沒有回去過。如果他來到意大利，將

會面臨被引渡回美國的風險。

那些傳聞最終被證實都是假的，

在現場，這位 86 歲的奧斯卡獎得主

（憑借《鋼琴家》獲獎）既沒有本人

到場，也沒有以其他方式出現，但關

於他的話題在電影節的開幕日就像幽

靈壹樣盤旋纏繞，始終不停。

由於他的過去，《我控訴》這部

電影躋身頗有聲望的威尼斯電影節主

競賽單元引起了不少爭議，評委會主

席，阿根廷女導演盧奎西亞· 馬特爾表

明自己並不想“祝賀”波蘭斯基，他

的入圍令她感到“不舒服”。

關於導演的爭議這麽激烈，電影

本身被籠罩在巨大的陰影之下，不知

道是否能如期在威尼斯亮相。最終，

它還是如期上映了。首先舉行了發布

會，之後在開幕慶典上進行了首映式

，現場觀眾在電影結束之後，起立鼓

掌，足足有五分鐘之久——這是很好

的反響，但在威尼斯電影節中算不上

罕見。

《我控訴》在威尼斯獲得的評價

基本都是好的，讓· 杜雅爾丹（他曾憑

借《藝術家》獲得過奧斯卡最佳男主

角獎）作為主角奉上了精彩的表演，

他飾演壹位法國軍官。電影講述的是

發生在壹八九零年左右的，震驚法國

的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

壹位猶太軍官阿爾佛雷德· 德雷福

斯上尉（路易斯· 加瑞爾 飾）被冤枉

為德國間諜，在壹場秘密審判之後，

他被送往魔鬼島服刑。

電影改編自英國作家羅伯特· 哈裏

斯的壹本小說，波蘭斯基跟哈裏斯早

在2010年的時候就合作過《影子寫手

》。在《我控訴》裏，杜雅爾丹飾演

的是執著的軍官喬治斯· 畢誇特，他是

軍情服務處的指定負責人，他懷疑德

雷福斯是被壹位反猶太上級陷害的。

在他試圖揭開真相的過程中，他自己

的前途、生命都面臨著極大的風險。

波蘭斯基本人的壹些言論更助長

了圍繞電影展開的爭論，在壹份電影

宣傳稿裏出現了波蘭斯基的訪談，他

說歷史上發生在德雷福斯身上的冤案

，某種程度上映照了他自己被定罪的

這段經歷。

“大部分來騷擾我的人都不認識

我，對案子本身也壹無所知，”當被

問及他要如何“應對當今的新女權麥

卡錫主義者”時，他這樣回答。

“我的作品不是解藥。不過我必

須承認，電影裏出現的那些迫害行為

我都很熟悉，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

換句話說，《我控訴》在表面上

可能是壹部歷史劇情片，但對導演本

人來說，這卻是壹部個人化的作品。

當妳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很難忘掉這

壹點。然而，我們應該明白，不管他

的過去怎麽樣，波蘭斯基都是壹個技

法嫻熟的，有時候可以說是很優秀的

導演。

盡管這部電影並不是他事業的巔

峰，但他卻用這場電影進行了壹場對

根深蒂固的偏見的精彩展現。有些時

候——特別是在前45分鐘裏——它可

能會顯得節奏緩慢，情節仿佛沒有發

展，最終電影能這麽成功還要得益於

杜雅爾丹的精彩表演，他所飾演的這

個男人決心要去做正確的事。

當畢誇特悄悄開始進行自己的調

查之後——他自己既是軍官，又是個

間諜——波蘭斯基從這裏開始加快了

節奏，電影變成了老式驚悚片的感覺

，被攔截的信件，偷拍的照片，秘密

會議，這些都生死攸關。當他發現了

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叛徒不是德雷福

斯而是另壹個軍官的時候，他的上級

還是警告他，不要插手這件事。

他拒絕了上級的要求，並且開始

在軍隊之外尋找幫手，向媒體透露消

息，最終由作家愛彌爾· 左拉創作了著

名的文章《我控訴》，控訴政府和軍

隊的反猶太行為。

片中還有壹些處理的很好的片段

，比如壹開始德雷福斯在練兵場上被

剝奪軍銜的場景。波蘭斯基的鏡頭從

灰蒙蒙的天空移到巨大的建築物上，

在建築物外面，壹排排士兵列隊而立

，包圍著壹個小小的男人。

這個場面非常聰明地展現出了德

雷福斯正面對難以抵抗的壓迫，他在

抗議，說自己是清白的，但他的軍章

和紐扣還是被當著眾人的面，用非常

羞辱人的方式拽了下來。

電影的藝術設計非常豪華，服裝

精良——大部分都是軍裝，不過波蘭

斯基的妻子艾瑪紐爾· 塞尼耶在片中飾

演了畢誇特的愛人，她穿的都是華麗

的禮服。電影拍攝得很精致，也很符

合那個時代的特點。

奇怪的是，德雷福斯在片中很少

出現——我們看到他被送到魔鬼島服

刑，但除了在開頭聽過他為自己辯解

，其他時候很少聽到他說話。不讓這

個人說更多話，也沒怎麽展現他孤獨

的流放歲月（他的判決最終在1905年

被撤銷），看起來好像有點奇怪。不

過在這部電影裏，波蘭斯基更著重展

現了那些迫害行為，和壹個勇敢站出

來的人。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波蘭斯基把自

己的經歷跟德雷福斯相比較的行為難

以接受——就像《綜藝》雜誌說的，

德雷福斯是壹個無辜的人，但波蘭斯

基是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並且被當庭宣

判的。《綜藝》的影評人說這種類比

是“下流的”。並且補充道，“波蘭

斯基說他跟德雷福斯的經歷類似，還

說罪名裏指控的是‘我沒做過的事’

，這種言論就是駭人聽聞的謊言。”

《我控訴》是壹部背著很多負擔

的電影。它是壹部好電影，很紮實，

但看電影的時候，妳很難不去想這位

導演過去的經歷。

場刊最高分
波蘭斯基新片"炸"了

《我控訴》：導演借歷史冤案自我辯護
羅曼·波蘭斯基的性侵醜聞是他身上

無法抹去的陰影，近年來隨著#MeToo 運

動的興起，他的往事再被搬上臺面，引發

新壹輪抵制。

今年，他的新作《我控訴》入圍威尼

斯主競賽單元，壹開始，圍繞他個人的爭

議又壹次蓋過作品本身；然而隨著《我控

訴》的正式亮相，影片本身也逐漸吸引了

大眾的註意——這部似乎在影射波蘭斯基

自身遭遇的電影，是目前意大利媒體場刊

的最高分（4.4星）。

然而這部受歐洲媒體認可的影片，在

美國媒體處卻遭到冷嘲熱諷，《綜藝》甚

至稱波蘭斯基的強行影射是“無恥下流”

的。

這到底是壹部怎樣的影片？

羅曼波蘭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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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光《水浒传》，金庸、古龙

等武侠大咖们创作的时代背景也喜欢选

择宋朝。这是因为宋朝有一个特殊的民

间组织——弓箭社。

一、弓箭社的诞生

“弓箭社”这名字，有点像咱今天

的射击馆，给人一种射箭组织的即时感

，但实际上，这里是综合演武场，不光

有拉弓射箭，除了铠甲盾牌、火筒火炮

等管制品之外，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在

这都不鲜见。弓箭社的演武项目很多，

有“使拳”、“舞斫刀”、“舞剑”、

“舞蛮牌”，还有“射弓”、“乔相扑

”、“射弩”、“使棒”，总之，这里

就是一个实战格斗培训场。

而要论弓箭社的诞生，可以上溯至

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代，不但各路

豪杰轮流称雄，甚至还有异族武装各种

乱入，兵痞、流氓、土匪更是一时盛景

，九州百姓只能用饱受涂炭来形容，这

是一段“亡、百姓苦”的真实历史。

正是基于当时几乎无政府的现实，

民间武装组织弓箭社应运而生：每家每

户出一个男丁，参与弓箭社，他们正常

形态是“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器甲鞍

马，常若寇至”，意思就是，可别小瞧

这里“民朝黄土背朝天”的小老百姓，

这些人随时能抽刀子玩命！

这个模式，很有点像三国时代的军

屯制，只不过军屯成员本质是士兵，而

弓箭社成员本质是农民。

这种组织对付大批量的正规军或许

不行，但对付土匪、流寇，那还真够他

们喝一壶的。

等到赵宋时代，由于自家是武将夺

权立国，所以在宋朝初年，弓箭社属于

严格防范的非法组织。

只不过，行政命令永远抵不过现实

需求：当时的天下，除了宋国之外，北

方还存在着一个庞然大物——契丹。而

且由于缺少长城防线的阻隔，契丹骑兵

时不时就南下打个草谷，一路顺风，开

心快乐，简直就是娱乐锻炼。而大宋的

部队，却很难做到快速反应。这种现实

需求之下，宋辽边境区域（河北、山西

一带）的弓箭社只能重新组建（其实从

未消亡），至于行政禁令——你当权者

好意思提吗？

尤其在澶渊大战之后，宋辽双方的

主旋律已经成了——和平，为表诚意，

双方在边境线上大玩裁军行动。不管私

下有啥小摩擦，正面的军事冲突那是不

行的！那维持治安靠啥？正是弓箭社！

此后，西夏又强势崛起，弓箭社的

存在就更具现实意义了。尤其韩琦、庞

籍主政西北的时候，正规军不够用咋办

？弓箭社啊！边境领土有多广袤，弓箭

社组织就有多庞大！仅当时的定、保二

州（今河北正定、保定一带），就有

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伙，

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到了此时

，当年的行政禁令，已经形同废纸，弓

箭社成为政府默认的武装组织。

而到了元祐8年（1093年），在定

州管事的苏轼，干脆上书要求“复置弓

箭社”（奏议乞复置弓箭社及修订条约

），从此，弓箭社从默许状态正式被摆

到了台面上。

此后，宋朝官方，甚至给保州、定

州这一带老百姓松绑：免除租税，安安

心心种田练兵！

二、弓箭社的战斗力

那这种农民武装战斗力怎么样呢？

堪比正规军！单兵作战能力甚至更超正

规军。举个例子：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军就是

由武装平民搞起来的，别看都是一帮没

经过正规训练的农民军，可是打起仗来

，那是毫不含糊。不但有数丈高的车船

，而且船上精锐战士“各执雁翎长刀，

光彩夺目”，且“战船有车船、浆船、

有海鳅头。军器有弩子，有鱼叉，有木

老鸭，弩子、鱼叉短兵所不能敌。”在

与官军交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

数次打退官军的围剿，直到岳飞到

来。

宋朝的弓箭社：现实的大宋男儿，

远比想象尚武

此外，弓箭社这地方，还盛产猛人

！

比如：有“王夜叉”之称的王德，

当兵之前，就在弓箭社习武。后来被招

入伍，归到了姚古部下。金军入侵时，

姚古派他去侦察，结果他跑去带回一名

金军头目的头颅，随后，又带着16名骑

兵直入隆德府，活捉了太守姚太师。

再有魏胜，也是出自弓箭社，曾是

韩世忠的部下。在完颜亮侵宋时，这哥

们率领三百义士连夜渡过淮河，一举占

领了涟水城。打完涟水，又带着五百来

号人，智取海州。堪称智勇双全、一身

是胆。

其实，就连岳飞、韩世忠也算是弓

箭社出身。

三、弓箭社的组织

虽然是乡兵组织，可弓箭社也是职

责分明、分工明确。

先看职责：有社长（由乡民推举家

产丰厚、武艺过人者出任）、理事（处

理弓箭社日常事务、组织训练等等）、

教头（教授武艺，比如岳飞的师父周同

）。

再看分工：不但有主战的弓箭手，

还有探查情报的巡逻兵（急脚子）。

此外，在他们脚底下，山是自家的

山，地是自家的地，老坟都在这块儿埋

，开仗打架完全是自愿行为，所以弓箭

社的战斗意愿非常强烈。而他们之间还

有严密的攻守同盟协议，基本上一敲锣

鼓，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抄家伙就能

赶过来。

岳飞在太行山地区抗金时看到，河

北、河东人民到处自动团集，靠山的结

为山寨，靠水的结为水寨，分别对女真

军队从事于激烈的斗争。

正是得益于弓箭社的培育，靖康之

难之后，热血义军啸聚山林，在黄淮之

间，足有百万之众。只是很可惜，这样

一大笔军事化、半军事化力量，赵宋朝

廷始终没有善加使用，反而像防贼一样

，处处提防，甚至背后捅刀子。

在风雨飘摇的两宋，在缺乏强力保

护的特殊岁月，民众百姓所能做的就是

拿起刀枪弓弩，保护自己。甚至于在家

国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慷慨赴难。

千年以还，遥想当年的弓箭社，我

们似乎依稀看到九州尚勇、天下布武的

盛景，那是华夏曾经高傲扬起的脊梁。

如此勇悍的军民，如果得以善用，那是

真正足以横扫天下、重现汉唐的力量！

可惜的是，百万热血义军，却难抒

壮志雄怀，他们逐渐在宗泽、岳飞的悲

叹中落寞，更在宋朝王室的背叛中离散

……

宋朝的弓箭社宋朝的弓箭社
现实的大宋男儿现实的大宋男儿
远比想象尚武远比想象尚武

我们知道，名著《水浒传》中有108条好汉，除了林冲、

董平、花荣、秦明、呼延灼等人算是军方出身之外，大部分好

汉都出自民间。而且这些民间好汉在某些领域还有冠军级表现

，比如：卢俊义的枪法、武松的双刀、李逵的神力、燕青的相

扑…… 一个疑问自然滋生：大宋朝“崇文抑武”，民间哪来

那么多大侠好汉？符合史实吗？答案是：完全符合。

清朝满人的总人口大约在300万左

右，其中20万人是部队，而当时的汉人

已有3亿左右，如此悬殊的比例，清朝

却统治了天下276年，直到列强进入，

清朝才分崩离析，这是为什么呢？

满清入主中原，但对明朝的制度却

延续了下去；不仅全盘吸纳了明朝的政

治架构，再用创立的八旗集权制，成为

中国历代王朝最专制的政治体制，清朝

没有外戚专权和宦官结党，连宰相都没

有，任何的大事都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商

议而定。

满清近三百年，权臣也有但不敢独

大，皇权非常集中，满清没有异姓政变

，皇位始终归属爱新觉罗家族；为什么

3亿多汉人会被满清300万八旗统治近

276年,有4个原因。

其一、满清加强了思想控制，大兴

文字狱；

因言获罪者之多，前无古人。这种

愚民政策用是一把双刃剑，既愚了民，

也愚了己，满清皇室之蠢笨僵化也是空

前，后期更是闭关锁国，没有唐朝那种

海纳百川的气势。儒家的奴役思想自从

汉朝开始，儒家在皇权的引导下一直宣

扬君国天下，忠君就是爱国的思想深入

人心；皇权与国一体，很多皇帝即使无

道，臣下也只能规劝进谏，不敢乱动换

皇帝的念头，怕留下千古骂名。

其二、在历史上，汉人对抗骑兵就

没有很好的办法；农耕民族对于这骑术

之类是一窍不通，李自成的40万部队被

满清6万骑兵打的屁滚尿流；清朝严格

控制战马与骑兵，只有满人能当骑兵。

汉军是不可以当骑兵的，反清复明的起

义在清初是有的，但这些人法对抗骑兵

，最后只好以失败告终了。

其三、所谓“满人”，在清朝就是

旗人，这是由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

组成 的 ， 是 当 年 入 关 的 “ 军 功 阶

层 ” ； 严 格 来 说 这 旗 人 里 面 不 是

纯 的 满 人 ， 统 治 者 姓 什 么 ， 对 老

百 姓 来 说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该 纳 税

还 是 得 纳 税 ， 该 过 日 子 还 是 得 过

日 子 ， 对 老 百 姓 来 说 ， 安 居 乐 业

过 日 子 ， 交 税 保 平 安 ， 谁 当 皇 帝

又有什么两样？

其四、明代就已进入南美高产

作 物 ， 而 在 满 清 时 得 到 大 面 积 推

广 ； 这 粮 食 产 量 的 剧 增 ， 使 得 老

百 姓 吃 饱 饭 后 生 育 力 大 涨 ， 人 口

成 倍 速 的 翻 番 ， 对 于 老 百 姓 而 言

， 生 活 这 是 头 等 大 事 ， 只 要 日 子

好 过 ， 吃 的 饱 穿 的 暖 ， 孩 子 们 有

学 上 ， 老 有 所 依 ， 谁 闲 的 没 事 嫌

皇帝和自己不一个族的就反呢。

最后，清朝虽是满人天下，实

际 上 除 了 皇 帝 和 个 别 大 臣 是 满 人

； 汉 臣 占 了 大 半 壁 江 山 ， 传 统 的

汉 学 和 儒 家 思 想 并 没 有 改 变 ， 使

用 的 也 全 是 汉 家 礼 法 制 度 ， 汉 臣

因 此 只 才 没 有 很 强 烈 的 反 抗 之 心

， 愿 意 臣 服 到 清 庭 朝 廷 。 对 于 齐

家 治 国 安 天 下 的 道 义 不 改 ， 在 清

庭 与 起 义 军 两 方 面 ， 他 们 还 是 选

择站到清庭这边去的！

为什么3亿多汉人会被
满清300万八旗统治近2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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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 “看病难，看病贵”这件事

，可能世界各地的人都或多或少体会

过，但它在不同区域的表现也是不同

的。

一则“中国留学生在美遭遇高额

医疗费用”的新闻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据报道，一名中国女学生在斯坦福

大学医院接受心脏手术五天后，收到

了两张来自美国医院和医生的账单，

金额超过 170 万美元，约合 1100 万元

人民币。这一下子让人唏嘘不已，也

情不自禁让我想到了很多之前在美国

的经历。

拔一颗智齿要花近7000元

五年前，身边有朋友因为扁桃体

炎吃了将近一个星期的阿莫西林后，

去看学校的医生。

如果不是紧急情况，需要提前预

约。因为过了一个星期才有位置，所

以朋友发高烧等了一个星期。一个星

期后,护士给朋友测量体温，高达100.7

度(38.2℃),护士吓了一跳。朋友告诉她

，已经服用退烧药和阿莫西林两个星

期了，护士已经取了两管血做检查。

之后，医生进来看了朋友的初步体检

报告，问朋友吃了什么药，然后检查

了朋友的嘴，发现朋友的扁桃体发炎

严重。医生说朋友应该停药三天，三

天后验血报告出来，然后再来门诊。

因此,晚上朋友的温度是39.2℃。

这件事深刻的让我知道，在美国

，医疗需要事先预约。

三天后回来。医生说，看了朋友

的验血报告，一切基本正常，让朋友

继续吃药。随访总时间不超过 3分钟

。当朋友拿到医生的处方时，忍不住

又哭又笑：一个人可以服用阿莫西林

七天!手术前后花费60美元。

还有一次我去看牙医，牙医发现

我的智齿位置不对，就问我要不要做

预防性的拔牙，我问要多少钱?当牙医

说要花大约1000美元时，我不得不付

钱，因为他的保险不包括这部分费用

。2015年回到中国时，我拔掉了这颗

智齿，只花了600多元。

在美国，培训医生的高成本导致

了医疗工作者的高劳动力成本。

在美国，医疗保健一直是一个严

肃而敏感的社会问题。根据美国政府

2013年的医疗支出报告，美国每年人

均医疗支出达到 8600 美元，占美国

GDP的17.1%。这一比例逐年上升。

美国医疗费用高的原因有两个。

医疗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医务人

员的劳动成本高。例如，要训练美国

医生，医生必须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

，四年的医学院学习，四年的医生在

医院(MD)培训和两年的实习。在美国

，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总共需要26年

的时间。专攻某一领域的医生需要博

士后学位，

至少32年。

此 外 ，

医学专业的

学费高得离

谱。如果不

花150万美元

就不可能成

为一名医生

。如果你没

有钱，你可

以去银行贷

款。你的学

生贷款利率

是 多 少?10%

!20 年期抵押

贷款的利率

只 有 4.9% 。

当了 14 年的

医学生之后

，房子基本

上没了。这

些医生怎样

才能挣回学

费?羊毛出在

羊身上，病

人付钱。

美国实行“武器造就医生”和“药品

造就医生”的方针。

医疗设备和昂贵的药物就像联合

航空的货源一样具有美国特色。美国

的医院实行的是“用武器养医生”和

“用药物养医生”的做法，加班费通

常在 15%左右。由于美国的医院大多

为私人所有，除了医疗工作者的工资

外，他们其余的收入都捐给了医院。

例如，一副医用手套在市场上只需要

几美元，但当它到达一家大医院时，

加起来可能要几十美元。

美国的公立医院由联邦、州和地

方政府资助。由于这些医院只服务于

某些人员，因此不对平民开放。例如

，现役和退役军人、军人家属和土著

人民。

因此，美国绝大多数的医院现在都

是私人的(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的)。作为

一所私立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途径有很

多。美国的大型私人医院需要盈利，或

者至少收支平衡。有三种主要的资金来

源:

1、由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用。绝大

多数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

2、研究基金和衍生品收益。美国

的主要医院负责广泛的研究、开发、

试验和临床试验。几家医院的调查结

果往往会影响FDA的政策和许多公司

的财务状况，因此制药公司正大举投

资于临床试验和早期开发。此外，政

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在

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也很昂贵。大

部分费用由大型医院的实验室承担。

在药品和各种医疗器械成功开发和销

售后，价值回报也是民营医院重要的

收入来源。

3、各种捐款和投资。全美无数的

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每年向医院系

统捐赠数百亿美元用于医学研究和帮

助有需要的病人。

还有毒品问题。首先，病人必须

与保险公司协商，因为保险公司不承

保某些药物。当你服用药物,你必须支

付药剂师,你必须控制用量, 限制间隔

时间,这样病人就可以持续发送钱到制

药公司。去年，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

经理买下了一种治疗高血压的紧急药

物，将价格从几美元提高到1200多美

元。

再说说美国糟糕的医疗保险

根据美国自己的调查，医疗保险

普及率非常高，至少有六到七成的人

有医疗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分为四类:

A.健康维护组织(HMO)是指健康维

护组织

B.优先提供者组织(PPO)是指雇主

或工会提供的医疗保险

C.服务点

D.赔偿计划(定额结算制度)

美国的两种主要的健康保险是A

和B, C和D是罕见的。HMO可以满足

基本医疗保障，但只能在指定医院进

行治疗。留学生购买的保险一般属于

这一类。然而，在所有州，比如阿拉

斯加，这并不是强制性的。PPO是一

项高端医疗服务，对医疗项目和医院

没有任何限制。HMO在个人和中小型

企业中很流行，而PPO是大型企业的

最佳选择。

加 州 卫 生 署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的一项调查显示，2014 年加

州居民的医疗保险年平均成本为95美

元(占收入的1%)，2015年上升至325美

元(占收入的2%)，2016年飙升至695美

元(占收入的2.5%)

如果你每年“捐赠”数千美元给

保险公司，去看医生可以吗?不!

有了HMO，你只能去看指定的医

生;使用 PPO，虽然可以多看一些医生

，但保险公司又把医生分为两种:内网

和外网。内网的医生，可以多申请报

销，更好的保险公司可以报销 80%。

网络医生外，给你少报销或拒绝报销

。你怎么知道医生是在网络内部还是

外部?你必须在网上查一下，然后给保

险公司打个电话，把自己的名字写在

医生的名字上，然后得到保险公司的

批准，如果幸运的话，保险公司会在

一个月内告诉你:你可以去看医生。

需要注意的是，HMO和 PPO都不

包括紧急费用。保险，包括紧急护理

费用，起价数千美元，而且很昂贵。

例如，叫一辆救护车的费用是每次800

美元。而且，只要你没有死或重病，

急诊室一般不会带你去。所以，即使

你叫了救护车，在医生来看你之前等

上七八个小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

美国的医院里急救人员很少。

每次你走出急诊室，你可能会发

现宝马 4系不见了，因为急诊室比常

规检查贵三倍多。我的一个朋友曾经

因为过敏而去急诊室，最后他收到了

一张超过 39000美元(约合 270,000 元人

民币)的账单。幸运的是，他有包括急

诊室在内的保险，但他实际上只负担

了200美元(近1400元)。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优缺点

美国的医疗服务到底好不好?什么

是好的和坏的?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看

法:

1.美国在重大疾病和罕见疾病如癌

症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对于常

见病，中国前三名医院的医生水平非

常高，这是基于对大量患者的治疗积

累的经验。美国的医疗优势并不明显

。美国在重大疾病和罕见疾病的治疗

方面有巨大优势，因为美国在人力和

物力资源上投入巨大。

2. 美国的医疗费用高于平均水

平。由于医疗费用昂贵，美国的医

疗费用基本上是其他欧美国家的几

倍。例如，一副外科手术手套在美

国要花费几十美元和数百美元的设

备。即使有了医疗保险，对大多数

美国人来说，医疗费用仍然高得令

人望而却步。

3.美国的医疗在人性化方面是很

好的。例如，考虑到肿瘤学家和癌

症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美国医院

有卖各种慰问卡、鲜花甚至假发的

礼品店。在美国，病房里的产科包

是免费的，你会收到一份表格告诉

你宝宝吃什么好，准确到月;对于需

要立即手术的患者，医院也会先进

行手术，患者康复后再邮寄账单给

您。

总而言之，就医疗体系而言，到

哪个国家都是有利有弊，就看您怎么

选择了。

在美国看病有多贵？几个真实案例

刚去美国的时候，小编对美国最直

观的印象就是：美国的肌肉男怎么那么

多？特别是在大学里，腹肌，胸大肌，

弘二头肌琳琅满目。

但是再反观我们的大街上，好像要

么就是干瘦，要么就是虚胖，难道没有

练得好的么？有！但是太凤毛麟角了。

这到底为什么呢？难道真的只跟人

种有关系？经过小编的深入研究，发现

美国人练得壮不止跟他们的身体条件、

锻炼方式有关，还跟他们的文化有关。

一、健身文化

美国人健身乘风，连孩子也很早就

开始接触健身了，一般是跟着父母或者

跟着学校练。在美国身体健壮是成功人

士的标配，在学校里，拉拉队长和橄榄

球队长都是大家追捧的对象；而学习成

绩好的瘦弱同学，往往会被大家称作

“书呆子”。

这从侧面印证了身体好的是多受欢

迎。孩子们喜欢健身，家长也表示支持

。还有不少家长希望能跟自己才10几岁

的小孩子一起锻炼。在美国的各大健身

论坛上都有不少关于怎么教小朋友举重

的帖子。

有专业的健身教练表示锻炼身体开

始的越早越好，虽然孩子的肌肉不会变

的特别大，但是如果早早的开始举铁可

以锻炼肌肉的强度，一旦促进肌肉生长

的荷尔蒙开始分泌，肌肉的size就会快

速增长。

所以不少美爸美妈们都是从小就带

着自己的娃娃一起去健身房。很多青少

年到了14,15岁的年龄就开始自己主动举

铁了，为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练出线

条以后可以变得受欢迎。

说起来，现在国内14,15岁的小孩子

正一头扎在学习里呢，学校连体育课都

恨不得取消，哪有空锻炼呢。

二、饮食文化

这里不是说那些健身狂魔们，吃个

饭都要用秤称着，摄入的蛋白质要精确

到克。而是普通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下

面是美国人每天热量摄入的结构图，虽

然大多数热量都来自糖份和脂肪，但是

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蛋奶和肉类。西餐

以肉类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就是满

满的蛋白质。

热量大部分都是从谷物中获得的，

肉类第二，鸡蛋和牛奶的摄入却很少。

简单来说美国人是食肉动物，中国人是

食草动物。

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肌肉是如何长

出来的。首先你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破坏

肌肉纤维的过程，而蛋白质就是用来补

充被破坏肌肉的。在这个过程中肌肉纤

维会慢慢变大，你的肌肉纤维也能承担

更大的重量，所以蛋白质至关重要。

而蛋白质多来自于肉类和蛋奶，谷

物里虽然也有，但是毕竟是植物蛋白。

在动物蛋白的摄入量方面，美国人远远

超过了中国人，所以肌肉长得快也是有

道理的。

三、健身气氛

美国的健身房，多如牛毛，但是主

要的就那么几家，LA Fitness，Equinox

，Lifetime Fitness。美国人从小就参加

各种锻炼，对于健身也有一定的基本常

识，而且美国的健身教练相当专业，这

不仅仅是有一副好身材就能当的，还需

要经过NCCA（国家委员会认证机构）

的严格考核，内容包括人体解刨学，领

导力，营养学等等。

当然现在中国的健身房也很多，可

是质量，实力和管理层次不齐，很多地

方给教练的工资都是日结，因为随时都

有倒闭的风险。

再说说教练，我们都听过由于健身

教练不专业导致学员身材练走心的新闻

，因为不少人仅仅是通过几天的高强度

突击，应付考试获得的健身教练许可，

怎么感觉都不靠谱。而且由于利益的关

系，教练通常都是各种游说学员买课办

卡，虽说也是无奈之举，但是感觉确实

不好。

难道国外就没有不负责任的教练了

么？

有，但是少。

难道国内就没有负责人的教练了么

？

也有，但是少。

四、人种差异

最后我们来说说小伙伴们抱怨的人

种差异。其实只有在最尖端的比赛，比

如奥运会，这种差异才能被体现出来。

而对于平时把健身当爱好的人而言是可

以忽略不计的。亚洲人只要科学地进行

训练，也能练出一膀子肌肉来。姚明出

国前后身材的对比就是个好例子：

所以小伙伴们，不要叹息人种的差

异了，美国肌肉男爆棚不仅仅是因为这

个，还跟他们的文化饮食和努力有关系

。所以只要你多摄入蛋白质，合理锻炼

，也能练出一副美国人那种八块腹肌的

身材。

为什么美国的肌肉男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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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磊
2019年度第十六屆休斯頓“舞蹈盛

宴”大型舞蹈演出，將於9月7日晚7:30
在休斯頓華生劇場 (The Wortham Center)
隆重開幕。此次晚會，由Dance Houston
舉辦，亞美舞蹈團團長葉繼瑩總策劃，
被邀請參加演出的有亞美舞蹈團，
（Dancing of Asian America), INERTIA
DANCE COMPANY, AD DEUM DANCE
COMPANY, FLY DANCE COMPANY, UP-
TOWN DANCE COMPANY，等諸多優秀舞
蹈表演團體聯合演出。演出節目包括東

西方不同風格的舞蹈，東方的溫婉優雅
，細膩含蓄，西方的熱烈奔放，自由灑
脫將在同一個舞臺為觀眾一一展現。不
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匯，不同風格的表達
和演繹，將會給觀眾帶來又一場視覺盛
宴。

此次, 亞美舞蹈團攜其以先進教學方
式訓練培養出來的小學員們，將在晚會
上傾情出演活潑歡快的“剪紙姑娘” 和
英姿颯爽的“蒙古小騎兵”。學員們年
齡均在8-11歲, 小小年紀已有不俗的舞蹈
功底, 豐富的舞臺表演經驗, 這次又將與

休斯頓的知名舞蹈團體一起同臺獻藝。
讓我們盡請期待 - 第十六屆 Dance

Houston “舞蹈盛宴”優美精湛的演出！
演出時間: 9/7/2019, 7:30pm
地址：The Wortham Center
501 Texas Ave., Houston, TX 77002
訂 票 網 站: https://tickets.houston-

firsttheaters.com/single/eventDetail.aspx?
p=2807

訂票電話: (832)487-7041 周一至
周五10點－5點

20192019年家庭聯誼共修學佛營圓滿結束年家庭聯誼共修學佛營圓滿結束

亞美舞蹈團小學員將在市中心亞美舞蹈團小學員將在市中心
WorthamWortham劇場演出劇場演出

德州佛教會於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至九月二日（星期一）
，利用勞工節三天長假於美洲菩提中心舉行三日 「家庭聯誼共修學
佛營」 ，這次的主題為 「自在」 ，恭請德州佛教會會長上宏下意法
師指導，共有近兩百二十多位會友大眾參加。

家庭營是個鼓勵全家人一起參加的學佛聯誼活動，活動內容依
據該營的主題，分別對父母、青少年和幼童有不同的課程安排，有
些活動又針對家庭全方位設計，以期增進親子和各家庭之間的和樂

相融。成年人的課程內容包括：禪坐共修、早晚課誦、中英文分組
佛學研討。青少年的活動則包括簡易佛學講座、手工藝術創作、室
內戶外團康遊戲。小朋友則有歌曲教唱，初級禪修、瑜珈練習、電
影欣賞等。全家可以一起參加的活動則有氧舞蹈、枕頭躲避球比賽
、綠野仙蹤尋寶遊戲，林間行禪、迷你高爾夫，乒乓球等。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的開營典禮中，宏意法師歡迎大家的到來，
說到這個營是個家長、青少年和兒童共同參加的活動，希望大家在
共聚期間，每一個人，包括出家眾和在家眾，都能彼此更加認識，
互相幫忙，像家人一樣相處，舉辦這個營的初衷，除了為會員家庭
之間提供一個交流聯誼的機會，也是為了某些隻身在美的華人，提
供一個假日團聚過節的活動。

在為少青的開示中，宏意法師除了深入淺出的說明佛法基本的
的教義如 「因果」 、 「禪定」 、 「五戒」 之外，也針對目前社會上
經常發生的槍殺和吸毒事件，特別提醒青少年孩子們，要對他殺自
殺和毒品說不。同時也針對青少年常見的手機上癮和學習壓力的現
象，告誡孩子可以為自己訂下規定，如每天上網時間，睡覺時間。
把佛法的戒律精神和練習專注的方法用在日常生活上。學習如何控
制意念，了解自我，遠離煩惱，自在無礙。

九月一日下午的佛學問答，中文組在善法堂舉行由宏意法師主
答，英文組則在明心堂舉行，由圓福法師主答。兩位法師分別對各

組學員所提的有關親子教育，家庭和諧，工作壓力，金錢財物，人
口和轉世，女眾在佛教中的地位，佛教心理諮詢，有漏布施和貪欲
的差別，禪定的修習和慧力的開發提出解答。其中圓福法師更針對
佛教不僅是一門慧解的宗教，也是一套人生哲學，更可以看成是一
種生活的方式，提出深切的說明。

九月二日結營儀式提前到早上九點十五分在明心堂舉行，宏意
法師首先提到昨晚的尋寶遊戲，當時有孩子問他要怎麼走才能找到
寶藏? 看到大家玩得很開心，佛陀告訴我們，受持戒律，不犯威儀
，不擾眾生才是開心自在的基礎。在精神上專注，能夠做出正確的
決定和道路，進而找出人生的寶藏，才是延續內在輕安的方法。

法師進一步提到，感受覺知(Perception)、專注的定力 (Concen-
tration)、正確的思維知見(Right Understanding) 是維持長久快樂自在
的方法。最後法師以昨天發生在德州的槍擊殺人案件，再次提醒大
家受持五戒的重要，並感謝所有義工的護持和大眾的參加。隨後並
頒發昨天尋寶遊戲的前五名，且抽出多名幸運的參賽獎。家庭營在
午餐後圓滿結束。 如果您對德州佛教會的活動有興趣，或者願意加
入 義 工 的 行 列 ， 請 上 網 www.jadebuddha.org 查 詢 或 來 電
281-498-1616玉佛寺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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