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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休斯頓將迎來一股感受中國傳
統文化的清新空氣﹐2月17日晚7點半﹐
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授權作品

《霸王別姬》將在“史坦福表演藝術劇院”
隆重登場﹒日前﹐由休斯頓狂飆劇社﹑休
斯頓華星藝術團在美南貿易中心大樓聯
合舉辦首次公開記者會﹐介紹演員﹐說明
流程內容及文學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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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現在離下屆美國總統選舉還有近三年的
時間，不過，演員兼媒體大姐大奧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星期日夜晚在金球獎典禮上的獲
獎演說立即引起猜測。星期一，人們紛紛熱議她
會不會在2020年挑戰總統唐納德•川普。
“我們歡迎挑戰，不管是奧普拉•溫弗瑞還是別
的任何人，”白宮副新聞秘書霍甘•基德利星期
一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們說，“此刻對任何
人我們都歡迎。我們歡迎所有新人。”
溫弗瑞從來沒有競選過公職，這跟川普在競選總

統之前一樣。紐約房地產大亨川普
2015年開始競選總統時，沒有任何從
政經歷。星期日夜晚，在金球獎典禮
上，獲得塞西爾•B•德米爾終生成
就獎的溫弗瑞發表了鼓舞人心的獲
獎感言，引來在場電影明星們的陣
陣歡呼。她呼喚讓美國迎來“新的
一天”。話音一落，她的粉絲就立
即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支持她出馬競
選總統，與川普對陣。
63歲的奧普拉•溫弗瑞在頒獎典禮
的後台說，她沒有競選總統的計劃

。她主持了25年的每周電視脫口秀
節目，如今領導著她自己創建的有

線電視網OWN。但是《洛杉磯時報》援引她的
長期伴侶斯特德曼•格拉厄姆(Stedman 
Graham)的話說，“這由人民來決定。她絕對
會去做的。”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兩名不透露姓名的溫
弗瑞“密友”的話說，她正在“積極考慮”問鼎
白宮，不過還沒有做出決定。
2008年，溫弗瑞支持政治新秀、伊利諾伊州民主
黨聯邦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競選總統，奧巴馬
成功入主白宮；2016年，她支持前美國國務卿希
拉裏•克林頓競選總統，克林頓輸給了川普。

誰將代表民主黨在2020年挑戰川普？目前還沒有
明顯的領跑人。目前人們的焦點是今年11月的國
會中期選舉。擁有435名成員的眾議院將全部改選
，擁有100名成員的參議院有三分之一需要改選。

國會選舉後的幾個月內，也就是川普四年總統任
期過半時，有志挑戰川普並角逐總統大位的民主
黨人可能會開始宣布參選。

︱獲得金球獎塞西爾•B•德米爾終生成就獎的奧普拉•溫弗瑞。（2018年1月7日）

海報

▲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金球獎感言火花四射 
媒體大姐大要選總統？ 

【VOA】周一，紐約曼哈頓川普大廈失火，紐
約市消防局人員趕赴現場滅火。火情造成兩人
受傷。
有關官員說，星期一早晨，他們通過電話接到
火警報告，得知這座68層建築的頂層樓著火。
在川普近一年前勝選就任美國總統之前

，川普大廈一直是他的主要居住地。
失火時川普總統在華盛頓。
消防局官員說，消防隊員用了大約90分鐘把火
勢控制住。消防官員對路透社說，來自26支消
防隊的84名消防隊員趕赴現場。
起火原因目前還不清楚。

 ︱紐約市消防人員趕赴川普大廈滅火。

節目介紹：
《大時代》是由華誼於2010年出品的商戰劇，由汪俊執導，段奕宏、高虎、蔣勤勤、薛佳凝等主演。該劇主
要講述陳頂天和馮傑白手起家的創業過程。導演汪俊說這部劇的很多方面參考了1999年的TVB商戰劇《創世
紀》。確實，都是三個好朋友一起創業和奮鬥，都是因為價值觀不同反目成仇，大部分劇情都是發生在90年
代，都是講述20年的創業和奮鬥經歷。《創世紀》主角的最大理想是建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內地版《大
時代》主角的最大理想是制作出中國最好的電腦軟件。

播出時間：
每周三至五下午2時至3時首播，每周四至六凌晨4時至5時重播，敬請準時收看。

《大時代》
商戰劇  三好友奮鬥白手起家創業過程

▲ 海報

紐約川普大廈失火

精彩
節目介紹 K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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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近日
流感肆虐，多個城市均受影響。達拉斯
衛生部於今早公佈新增7人因流感致死，
因流感致死人數達到 18 人。這 7 人中，
死者年齡從47歲到88歲不等。其中6人
住在達拉斯，1人住在加蘭（Garland）。
他們都屬於高危人群，死於流感併發症
。

全國各地的流感病例呈上升趨勢，
有36個州報告了流感疫情。達拉斯衛生
和公共服務部醫學主任克裏斯托弗•帕
金斯博士表示，“老年人、患有慢性疾
病的人、孕婦、幼兒和嬰兒更容易患上
流感。隨著流感活動的增加，這些人群
應該採取特別的預防措施，因為我們正
處在流感季節。”

根 據 美 國 疾 病 控 制 和 預 防 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CDC）的數據，自去年10月1日以
來，已有2400多人因流感而住院。疾病
控制與預防中心建議從六個月大的嬰兒

到成年人每年都要接種一次流感疫苗。
達拉斯當地居民可以在周一至週五

上 午 8 點 到 下 午 4 點 ， 在 達 拉 斯 的
DCHHS大樓（地址：2377 N. Stemmons
Freeway , Dallas）的第一層，注射流感疫
苗。

我怎麽知道我得了流感？
如果有以下一些或所有這些症狀你

很可能就是患上流感：
發燒（重要的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患感
冒的人都會發燒。）、咳嗽、喉嚨痛、
流鼻涕、鼻塞、身體疼痛、頭痛、發冷
、疲勞及腹瀉或嘔吐。

如果我得了流感該怎麽辦？
大多數流感患者都只有一些輕微症

狀，不需要採用抗生素藥物。在大多數
情況下，如果你有流感症狀，最好待在
家裡，避免與其他人接觸，除非症狀得
到緩解。

但是，如果你屬於高危人群，流感
症狀嚴重，請盡快聯繫你的家庭醫生。

有些人患嚴重流感併發症的風險很高，
包括兒童、65歲以上的人、孕婦及一些
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季節性流感和新型
流感病毒感染都是如此。如果你是高危
人群，並出現流感症狀，最好盡早與醫
生聯繫，提醒他們你患流感的高危狀態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議高危人群應盡
早獲得抗病毒治療，因為通常在發病後2
天內開始治療，效果最好。

如果我只是有點不舒服，我需要去
急診室嗎？

不必。急診室應該用來治療那些病
得很重的人。如果你只是輕度生病，你
不用去急診室。

如果你有了流感的症狀，並且有很
高的流感併發症的風險，或者你很擔心
你的病，打電話給你的家庭醫生尋求建
議。如果你去急救室，而你沒有感染流
感，你可能會被那些有流感的人傳染到
。

【 美 中 頭 條 編 譯 報 導/ 鄧 潤 京 】
（CNN一月七日訊）經過一個多月的延誤
之後，太空公司（SpaceX）的獵鷹 9 號火
箭在上週日晚上8點的時候帶著神秘的載
荷升空。發射的地點在佛羅裏達州的卡納
維拉爾角（Cape Canaveral）空軍基地。

由特斯拉(Tesla)首席執行官埃隆•馬
斯 克 (Elon Musk) 領 導 的 太 空 探 索 公 司
(Space X) 最初計劃於去年 11 月執行祖瑪
（Zuma）的任務。

太空探索公司 (Space X) 解釋了一些改
變計劃的理由。其中有：推遲了“整流罩
測試”的任務。 “整流罩是運載有效載荷
火箭最頂端的部分。“極端天氣”也減緩
了公司的發射準備工作。

直到上週，SpaceX終於宣布，火箭和
有效載荷都是“健康的”，並準備發射。

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說法
，週日，祖瑪（Zuma）被送到了近地軌道
，該軌道通常被定義為距離地球表面1200
英里以內的任何軌道。 NASA並未透露祖
瑪的確切位置。

這並不是唯一對祖瑪（Zuma）保密的
事情。

祖瑪（Zuma）太空船是為美國政府建

造的，政府把關於有效載荷的信息置於保
密狀態並不罕見。通常這些有效載荷涉及
到軍事層面的內容，如國家安全，國防部
署或監視偵查。

當被問及11月份的這個項目時，負責
建造祖瑪航天器的弗吉尼亞州航天和防務
公司諾斯羅普• 格魯曼（Northrop Grum-
man， NOC ）拒絕透露有關航天器的任
何細節，甚至也沒有透露是政府的哪一部
門提供的撥款。

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美國政府
指派諾•格公司負責為這項任務提供服務
” 。 “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意識到這
是一份巨大的責任，我們已經非常謹慎地
確保為祖瑪提供最經濟的服務並且控制風
險。”

該公司實施了其標誌性的行動: 引導
第一級的火箭助推器返回地球並安全著陸
。

在周日昇火箭空後的兩分鐘內，第一
級助推器從火箭分離出來，並啟動了第二
級助推器的引擎。大火使分離出來火箭助
推器安全穿越了地球大氣層，並降落在卡
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的指定地點。

太空探索公司將政府飛船祖瑪送入軌道

流感季襲來流感季襲來 達拉斯達拉斯1818人因流感致死人因流感致死

祖瑪飛船於祖瑪飛船於20182018年年11月月77日在佛羅裡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順利發射升空日在佛羅裡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順利發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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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

汽”)麾下的红旗发展史上迎来重要里程碑。1月

8日晚，中国一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新红旗

品牌战略，新红旗的品牌理念是“中国式新高

尚精致主义”；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国第一、

世界著名”的“新高尚品牌”。

中国一汽董事长徐留平表示，新红旗品牌

将肩负起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重任。为达成这

一使命，新红旗将奋力向2020年销量10万台级

，2025年30万台级，2035年50万台级的目标迈

进。

同时，中国一汽还公布全新红旗徽标：徽

标采用金色与红色的搭配，体现中国特色和精

致；对开的红旗寓意红旗品牌旗开得胜；并以

经纬线条展现万物互联的新时代。

在全新品牌战略引导下，未来新红旗家族

将包括四大系列产品：L系-新高尚红旗至尊车

、S系新高尚红旗轿跑车、H系-新高尚红旗主流

车、Q系-新高尚红旗商务出行车四大系列产品

。在2025年前，新红旗将推出17款全新车型。

在研发领域，中国一汽已构建“一部四

院”研发体系的技术支撑和“三国五地”的

全球研发布局。其中，长春是其全球研发总

部，并新组建了造型设计院、新能源研发院

、智能网联研发院；前瞻技术创新分院和体

验感知测量研究院在北京，新能源研发院在

上海，前瞻设计创新分院在德国慕尼黑，人

工智能研发分院在美国硅谷。新红旗致力建

设世界顶级制造基地。

新红旗还将切入新能源领域，在 2018 年

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到 2025年推出 15款电动

车型。

新红旗还将把智能网联作为核心，在2019

年推出实现L3级自动驾驶的量产车型，到2020

年推出实现L4级自动驾驶的量产车型，2025年

实现L5级自动驾驶。

新紅旗2035年欲賣50萬臺 打造中國新高尚品牌

中國互聯網協會 9日發布

“網行中國網站指數”，對我

國境內526萬網站當前發展情況

進行綜合、分類、量化評估，

以期更全面、科學、客觀地分

析呈現我國網站基礎資源發展

現狀和總體態勢。

截至2017年底，我國網站

數量達到526.06萬個，網站主辦

者達401.65萬個，接入商數量達

到1274家。與2016年底相比，

網站數量增長51萬個，主辦者

增加41萬個，接入商新增62家

，總體持續增長。

“網行中國網站指數”全

稱“互聯網行業運行指數——

中國網站”，該體系采用綜合

分析方法，從網站的訪問熱度

、服務技術、網絡安全、社會

監督和第三方指標等五個維度

，對我國網站發展情況進行綜

合、分類、量化評估，綜合行

業發展特點和專家意見對指標

設置了權重，加權計算得到綜

合指數。

當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

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成效明顯，

網站應用服務種類日益豐富，地

區和行業信息化水平普遍較高，

新技術應用程度不斷普及。

根據“網行中國網站指數

”網站訪問熱度指標統計，信

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

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

務服務業等行業的網站訪問熱

度較高，民生類相關的金融業

、倉儲運輸、居民服務等行業

訪問熱度居中，傳統產業如采

礦、電力、水利等行業網站訪

問熱度相對較低。

在綜合考慮各省的網站數

量、網站平均“網行指數”的

基礎上對各省的網站發展情況

進行分析，北京市、上海市、

廣東省、浙江省等經濟發達地

區的網站發展情況普遍較好，

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征較

為壹致。從全國範圍來看，網

站發展水平不平衡的情況有待

進壹步改進。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
“網行中國網站指數”

继全国超600个“中华老字号”品牌进

驻天猫后，日本、法国等全球老字号品牌也

纷纷加入天猫新零售。数据显示，加入天猫

“天字号”计划的中国老字号2017年整体

销量增长显著，其中一批表现出色的年销量

增长甚至超过80%。与此同时，全球一线品

牌也得益于天猫的赋能而迎来“新生”。

“天猫正在以专属频道、数据和技术

赋能，支持老字号品牌的运营。”天猫食

品总经理方外说。“新生”也因此成为全

球品牌与天猫共创的新零售元年的核心主

题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加入天猫“天字号”

计划的中国老字号，2017年整体销量增长

显著，一批表现出色的年销量增长甚至超

过80%。

以北京的老字号饮料品牌北冰洋为例

，北冰洋近15年来第一次推出了新品，就

是因为通过天猫大数据洞察到女性消费者

对饮品的需求，这才研发出了适合冬日饮

用的暖胃核桃露“核花恋”。

同样基于天猫大数据对消费者需求的

洞察，杭州老牌餐饮品牌知味观推出的蛋

黄酥新品，在2017年的天猫双11实现了

销量翻番。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一个南方

老字号，双11当天其

北方消费占比首次超

过了江浙占比。

对此，天猫新零

售引来了全球老字号

的密切关注。据了解

，自元旦起持续到中

国春节前夕，日本京

都府联合日本最大百

货集团三越伊势丹在

天猫国际推出为期一

个月的“京都特辑”

推广活动，包括升苑

开运手工编织绳、朝日堂清水窑瓷器、宫

井吕风敷、和诗俱乐部纸扇、洛中高岗屋

坐垫等12个日本京都的老字号纷纷加入。

同样加入的还有全球的葡萄酒老字号，包

括法国的拉菲、玛歌、红颜容等。

除老字号外，2017年，全球20万品牌

在天猫发布了1200万新品，迎来了新发展

机遇。例如iPhone8、iPhoneX在天猫与其

官网同步首发、共享库存、同价同品，中

国第一台递送到消费者手中的 iPhone8、

iPhoneX都来自天猫。

2017年，GAP旗舰店从天猫累积了数

百万粉丝，Burberry的首个天猫超级品牌

日，在阿里大数据的赋能下沉淀高奢时尚

人群近500万。而全球顶级美妆品牌海蓝

之谜，基于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持续在

天猫推出半份装、限量版，曾经的“贵妇

品牌”在天猫收获了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

用户。

中國老字號銷售增八成
新生成天貓新零售年主題詞

英首相特完成內閣改組
新閣員集體亮相

當地時間2018年1月8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已完成內閣改組，新內閣成員在唐寧街10號集體亮相。

移民大臣Brandon Lewis被任命為保守黨主席，議員James Cleverly被任命為副主席。

韓朝在板門店舉行高級別會談

1月9日，韓方代表團團長、統壹部長官趙明均（左）和朝方代表團團長、朝鮮祖國和平統壹委員會委員長李善權在板門

店韓方壹側“和平之家”握手。當地時間9日10時（北京時間9時），韓國和朝鮮代表在板門店韓方壹側“和平之家”開始舉

行高級別會談，討論朝方派代表團參加平昌冬奧會、南北關系改善等議題。

日本“成人節”慶典
姑娘著絢麗和服甜美自拍

當地時間1月8日，日本年滿20歲年輕人穿著和服參加“成年節”。據悉，

每年1月的第二個星期壹，日本年滿20周歲的青年男女都要歡度“成人節”，慶

祝自己成年。圖為女孩子們在壹起自拍，慶祝自己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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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瑜從護士變演員
苦練臺語熬出頭
演员韩瑜从护士变演员，稳定生

活当演员后还得被公众检视言行，她

说一开始很不能这应，随著出道多年

练就一身懂得看淡虚心接受批评，加

上刚出道时台语根本不会说就被周游

钦点演本土居，为了苦练台语下了好

大功夫，不只找老师上课，拍完戏还

要天天恶补，才能造就今天说的终于

比较轮转的台语腔调！

最爱演古装，一来挑战演古代人

言行举止，二来都多多磨练台语，毕

竟韩瑜原本不会说台语。新戏又是本

土居还要说台语，现在的韩瑜比较轮

转2001年第一部戏，其实是国语。21

岁毫无演戏经验的护士，周游把她捧

为第一女主角，当女儿般疼，就算不

会讲台语依然想办法生舞台给她。

第一部台语戏《飞龙在天》，当

时台语不好找老师上课苦练，讲完一

遍录音听，再请老师修正腔调，终于

说起台语来比较有味道。自认比较喜

欢平稳生活，韩瑜没有想过护士变演

员，一部接一部成为另一位本土居女

王，也从一开始听到负评很难过，到

懂得虚心接受检讨熬出头。

張菲寶刀未老
睽違六年復出

综艺大哥大「张菲」暌违6年之后，

复出主持综艺节目，魅力果然无法挡，最

新收视出炉，看起来观众相当捧场，尤其

他和银幕绯闻女友金元萱再度碰面，收视

更衝到最高点，金元萱号称韩国玛丹娜，

现在还活跃于韩国演艺圈，去年还举行出

道30周年演唱会，展现他的舞台魅力。

唱完情歌来个深情拥抱，张菲复出新

节目请来银幕绯闻女友

金元萱助阵，果然收视

开红盘。观众就爱看两

人在银幕前打情骂俏，

即使老梗已经超过 20

年观众还是会买单。

不流利的国语是金

元萱的招牌，当年金元萱已经是韩国唱跳

歌手，号称是韩国玛丹娜，出道30年，

目前还活跃于韩国演艺圈。电视台安排老

中青三代唱跳歌手一起同台，金元萱完全

不输其他两位年轻人，最近他还举行出道

30周年演唱会，依旧宝刀未老，如今他又

回台湾和菲哥见面，又勾起观众满满的回

忆。

近日，林心如新剧《我的男孩》播出

9天就遭下架，原因被曝是该剧涉“台独

”遭举报。对此，林心如通过工作室发布

声明，强调以前不曾，以后也不会支持任

何“台独”的言论或行为。

据台媒9日报道，台湾电视剧制作产

业联合总会会长林锡辉表示，经他事后了

解，内情是“台湾自己人斗自己人”，与

林心如有投资纠纷的人士操盘检举。林锡

辉还强调称，林心如向来反“台独”，两

岸都很清楚。

台湾中时电子报7日报道称，有网民

实名举报台湾女星林心如“台独”，称她

领取“台独津贴”2000万新台币来拍摄新

戏《我的男孩》，后视频平台全面下架

《我的男孩》。台媒报道称，所谓2000

万津贴，指的是《我的男孩》获台当局文

化部门辅助金资助拍摄。

7日晚，林心如通过工作室发布声明

，称接受资助一事对于绝大多数台湾制作

的电视剧来说由来已久，也未被界定为

“台独”行为；并强调以前不曾，以后也

不会支持任何“台独”的言论或行为。

9日，台媒报道称，林锡辉8日带领

百位台湾业者，搭机前往深圳参加年度中

国国际电视剧节目交易会，希望为台湾电

视产业争取更多的大陆商机。

林锡辉透露，经他事后了解，林心如的事

是“台湾自己人斗自己人”，与林心如有

投资纠纷的人士在幕后运作，导致林心如

不但戏被下架，还莫名被画上“台独”的

等号。

林锡辉称，台湾影视产业近年相当依

赖台湾文化部门的辅导金补助，“拿不到

辅导金，几乎就拍不成”，因此不能简单

地“一刀切”。

台媒称，台湾影视音乐从业人员被牵

扯“台独”的争议，常常源于“内部举报

”。不愿具名的影剧人士表示，他曾经被

人检举过几次，几乎都是台湾人向大陆告

发、丢黑函。

国台办发言人曾表示，长期以来，我

们积极鼓励两岸的文艺界人士开展交流和

合作，并且为此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便利

。只要是正常的、健康的交流活动，都不

存在所谓的“封杀、干扰和阻挠”的问题

。我们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态度是

明确的、积极的，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活动，这一立场大家都很清楚。

据台湾媒体报道 艺人大S

（徐熙媛）生下儿子后，一直遭

酸变胖，但汪小菲7日晚上在微博上透

露，她近日靠著毅力短短1个月内瘦了

10公斤，惊人瘦身成果让人佩服。大S

事后受访也公开自己这个月以来的瘦

身方法以及餐单。

据悉，大S表示自己现在只吃早餐

和午餐，而且食物都是依照营养师所

开的食谱来吃，但是她都会特别再减

半，早餐原本该吃一罐无糖优酪乳，

以及半颗火龙果，但她只吃了半罐以

及4/1颗火龙果，午餐的话，她只吃了

2片肉片以及2碗烫青菜，不吃饭。除

此之外，瘦身过程中她也请了老师来

家里教课，1周上两次的各1小时的皮

拉提斯和瑜伽，1次1小时的伦巴以及

重训。

大S也透露，现在自己已经已能穿

最小号如S到XS尺寸，之前的衣服也

全送给S妈，老公原本没有发现她已经

瘦了，是直到有一天汪小菲起床上厕

所，看到一个很瘦的女人跟进去，吓

了一跳，定睛看了一下才发现是自己

的老婆，一问之下才知道她瘦了10公

斤，因夫妻俩都爱裸睡，对方抱著瘦

瘦的她睡觉，非常“幸福”。但是大S

表示自己仍要再瘦4公斤，才可以公布

实际体重。除此之外，大S也建议粉丝

，如果一直瘦不下来，应该要去做健

康检查，知道自己身体哪里出问题，

才能针对问题去解决。

藝人侯佩岑近來出版有聲書推
廣公益，在短短壹個月內就賣破萬
本，版稅也將全數捐贈罕見疾病基
金會，近來她還自己掏錢買書送給
全臺各地壹些老人養護中心機構以
及壹些罕見病兒童療養中心等，非
常有愛心。

侯佩岑透露新書用了兩年的時
間構思制作，中間經歷無數次的討
論修正，才成功出版，她在這本書

上也花了不少心思，她特別將書計
成壹份禮物，其實是代表著壹種愛
的循環，把這份愛的禮物送給妳愛
的人，也把這份愛與其他人分享，
這次她決定將版稅全部捐出，就是
希望可以幫助需要關懷的人。
除此之外，侯佩岑還自己掏錢買書
送給全臺各地壹些老人養護中心機
構，實現她用聲音陪伴長者的初衷
心願，加上她小兒子當初被診斷出

罹患ABO新生兒溶血癥，讓她更想
了解罕病的各項服務與病友的需要
，也特別感謝罕見疾病基金會做了
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她在28日下午
1點半也將將舉辦講座，與小兒科醫
師黃瑽寧對談，在開放報名 1 周後
立即額滿，因此出版社也緊急跟活
動場地協調開放第二現場，讓擠不
進會場裏的人可以在場外收看實況
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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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SS公開瘦身菜單公開瘦身菜單
11個月狂減個月狂減1010公斤穿回公斤穿回XSXS尺碼尺碼

侯佩岑新書侯佩岑新書11個月賣破萬本個月賣破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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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試圖“馬後炮”分析它票

房大賣的秘密時，發現它的黑馬之路

，確實和其他電影不太壹樣。票房破

10億，是因為它檔期選得好？元旦檔

期強片密集紮堆，論大明星大制作

《前任3》並不占優勢。難道是系列電

影的品牌效應？第二部《前任攻略2》

改編自韓國電影《男人使用說明書》

，並不是原創故事，連導演田羽生自

己都承認對前作口碑不滿意。又或者

是都市愛情片容易大賣？破5億票房的

愛情片屈指可數，超過8億的更是鳳毛

麟角。

但作為2018年內地影市第壹部票

房過10億的電影，《前任3》或許可

以代表了當下電影市場的新變化：在

細分市場的大背景下，每壹種能引爆

觀眾情緒的類型片，都有可能成為票

房黑馬。因為每壹個被《前任3》感動

得潸然淚下的觀眾，都願意把它稱之

為壹部好電影。

低開高走 上映第二周票房全面
反攻

《前任3》在上映第二周拿下10

億+的票房，截止 1月 8日累計票房

14.02億，成為2018年內地影市第壹部

票房過10億的電影。從上映第二天12

月 30日開始，《前任3》牢牢占據內

地單日票房排行榜冠軍已有9天，即使

《星球大戰8》上映，也未能撼動它的

領先位置。

《前任3》的票房走勢，可以用

“低開高走”來形容。12月29日首映

當日，《前任3》排片為18.6%，遠低

於排片首位《妖鈴鈴》28.7%，位列當

天第三位，首日票房報收6213萬，是

當日票房第二名。但從12月30日開始

，《前任3》的上座率開始明顯提升，

上映第二天報收8068萬，躍升至單日

票房冠軍。

從12月31日上映第三天，《前任

3》的票房開始猛烈發力，在排片位列

第二的情況下，單日票房沖高至1.31

億，上座率也高達52.4%,穩居單日冠

軍；1月1日是元旦小長假最後壹天，

該片又拿下1.14億票房。節後工作日

影片的熱度不減，在隨後四天的工作

日中，《前任3》有三天的單日票房均

超過1億大關。

上映第二個周末，《前任3》終於

迎來了票房大爆發，1月6日周六報收

2.02億，周日報收1.8億。上映10天以

來，這部電影單日票房最低的兩天，

竟然是上映的第壹天和第二天，上映

第二周票房全面反攻，次周六竟然比

首周六的票房多出壹倍以上。《前任3

》後勁十足，爆發力驚人的市場表現

，讓它成為2018年第壹匹名副其實的

“票房黑馬”。

檔期選得好？元旦檔期強片密
集紮堆

每年歲末年初的賀歲+元旦檔期，

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說《前任3

》檔期選得好，那麽最近上映的諸多

國產大片，估計紛紛表示不服——票

房只收兩三億的國產片，在這個檔期

裏數不勝數，為什麽它們沒有沾到檔

期的光？

截止1月7日，和《前任3》同期

上映的《妖鈴鈴》、《二代妖精》、

《解憂雜貨店》累計票房分別為3.51

億、2.66億和2.15億。《妖鈴鈴》是吳

君如首次執導的喜劇片，《二代妖精

》由馮紹峰、劉亦菲主演，《解憂雜

貨店》還請來了王俊凱、迪麗熱巴這

樣的流量“鮮花鮮肉”。論卡司陣容

，由韓庚、鄭愷領銜主演的《前任3》

並不占什麽優勢。

賀歲檔前期的成績單中，除了馮

小剛的《芳華》拿下13.59億票房以外

，其他國產片紛紛折戟：截止1月17

日，由袁和平執導、大鵬、倪妮主演

的《奇門遁甲》累計3億元，由成龍主

演的《機器之血》，創下成龍大哥近

年來歷史最差票房，僅收3.03億，由

鄧超、劉詩詩主演的《心理罪之城市

之光》拿下2.19億。而陳凱歌的《妖

貓傳》票房5.17億，已經算是國產片

中市場表現不錯的成績了。

在這個強片密集紮堆的檔期，

《前任3》能突出重圍，壹定有些其他

的過人之處，莫非因為它是傳說中的

“熱門IP”？

《前任3》是“前任”系列電影中

的第三部，2014年上映的《前任攻略

》票房1.29億，2015年上映的《前任2

：備胎反擊戰》票房2.51億。《前任3

》的票房不僅輕松超過前兩部之和，

最終票房有望超過15億沖擊20億，無

疑是該系列中最為成功的壹部電影。

雖然制作班底壹脈相承，但“前

任系列”很難稱為壹部“熱門IP”。

前作《前任攻略2》在2015年 11月上

映，距今已超過兩年時間，由田羽生

和他的“聖堂工作室”擔任編劇，但

劇本改編自韓國電影《男人使用說明

書》。嚴格來說，這樣壹部改編作品

已經很難稱得上“IP”的概念，只是

套上了“前任”系列的外殼而已。

《前任攻略2》講述了壹個略顯狗

血浮誇的“備胎轉正”故事，這部電

影在時光網評分僅有5.5分，不少觀眾

給出差評，連田羽生導演自己也對影

片口碑不太滿意。他在接受采訪時坦

言：“拍到第三部反響才這麽好，說

明第壹二部沒有拍好，這壹部也算是

彌補了前兩部的遺憾。”

他這樣解釋道，“我覺得《前任2

》可能在最後結尾處，比第壹部少了

很多引起共鳴的東西，因為我後來把

它做成了壹個童話般的愛情故事，它

離現實還有點遠，人設離生活中的人

設也比較不太壹樣。後來我再做《前

任3》的時候壹直反思，找到了現在這

個接近於生活的故事。”

癡男怨女與小鎮青年的神助攻

在時光網評分6.7分的《前任3》

，並不能算是口碑無可挑剔，這是壹

部套著“都市愛情片”外殼，打著

“性喜劇”擦邊球，充斥著生硬搞笑

段子的電影。兩男三女的愛情故事不

算有新意，但加上“前任”這個戳心

窩的梗，才算和其他國產愛情片區分

開來，擊中了眾多癡男怨女們的敏感

神經。

不少觀眾評價《前任3》，評價的

大多不是電影內容，而是想起了屬於

自己的情感故事。在這部電影的官方

微博中，曬出過有位姑娘在影片散場

後無視掃地阿姨，獨自哭到崩潰的視

頻，想必她壹定有段關於“前任”的

悲傷往事。

看電影有時屬於沖動消費，壹部

電影只要能充分調動觀眾的情緒，票

房自然不會差。或許每壹個被《前任3

》感動得潸然淚下的觀眾，都願意把

它稱之為壹部好電影。

據田羽生導演透露，《前任3》的

拍攝靈感，正是來自於他前女友的壹

條短信，電影故事中的不少橋段，都

來自他身邊朋友的親身經歷。田羽生

同時還是壹家火鍋店的老板，他經常

泡在這家“深夜食堂”聽各種人的故

事。在他看來，都市愛情片最重要的

就是尋找到和觀眾的共鳴，“太童話

了或者太仙兒的東西大家是不會接受

的。”

尋找和觀眾的共鳴，這自然讓我

們想起了2017年創下56億票房神話的

《戰狼2》，有觀眾在影片結束後自發

地鼓掌和流淚，和《戰狼2》壹樣，

《前任3》同樣引爆了觀眾情緒。

提起《前任3》的票房大賣，不得

不提的還有“小鎮青年”的神助攻。

2017年不少在北美市場票房平平的好

萊塢電影，在內地創下票房10億+的好

成績，小鎮青年的差異性口味，鑄就

了壹個又壹個票房奇跡：他們熱愛粗

暴特效，熱愛“走腎走心”，熱愛能

讓自己看海看哭的電影，至於電影的

藝術水平如何，似乎並沒有那麽重要

。

在《前任3》的用戶畫像中，女性

觀眾占據六成以上，壹線城市購票用

戶僅占13%，二線城市占比39%，三線

城市占比19%，四線城市占比27.3%；

可以看出小鎮青年和女性觀眾占據

《前任3》的購票主流群體，他們願意

把這部讓自己“看哭了”的電影，推

薦更多身邊的朋友。

為什麽《前任3》能創下14億票房奇跡
在賀歲檔突圍僅僅是因為運氣好嗎？
上映10天的《前任3：再見前任》票房已突破14億元，

現在正朝著20億大關壹路狂奔，它不僅牢牢占據元旦檔期
的頭把交椅，甚至在上映第二周，還把最新上映的好萊塢大
片《星球大戰8》遠遠甩在身後。這樣壹部中等投資成本的
國產愛情片，到底有什麽神奇之處？創下票房奇跡僅僅是因
為運氣好嗎？

“世界

名偵探排行

榜”中，中

國神探劉昊

然占據排行

榜第二名，

是目前曝光

的最高排名

。新加入唐

探團的肖央

位列第1998

名，勉強擠

入榜單。王

寶強則遺憾

落榜。

由陳思

誠導演的喜

劇探案系列

電影《唐人

街探案 2》

將於2018年

大年初壹全

國上映。今

日片方發布

了壹套“世

界名偵探”

版海報，劉

昊然、肖央

、尚語賢、

妻夫木聰等來自世界各地的偵探

紛紛登上“名偵探排行榜”，而

表情最為自信的王寶強卻成“落

榜生”。

在電影中，世界各地的偵探

會根據破案數量，難度等綜合評

分，登上“世界名偵探排行榜”

這壹偵探屆的最高榮譽。這組海

報就延續了此設定，中國神探劉

昊然占據排行榜第二名，是目前

曝光的最高排名。新加入唐探團

的肖央位列第1998名，勉強擠入

榜單。王寶強則遺憾落榜。

榜單的範圍還遠不止於此

。排名第三的是日本“浪子偵探

”妻夫木聰，排名第五的是二次

元“黑客偵探”尚語賢，加上美

國“特種兵偵探”、南非“輪椅

偵探”、英國“英倫偵探”、阿

根廷“半人偵探”、澳大利亞

“雙胞胎偵探”、墨西哥“夫妻

偵探”…… 壹共集齊了十個國

家的名偵探，風格各異。

《唐人街探案2》
“世界名偵探”海報
劉昊然世界排名第二 王寶遺憾強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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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絕命時鐘2:22》今日發布

了“驚心動魄”版預告片。該片由米

契爾· 哈思曼與泰莉莎· 帕爾墨搭檔主

演；男主米契爾· 哈思曼曾演過《時

光盡頭的戀人》《權力的遊戲》等影

視劇，女主泰莉莎· 帕爾墨曾在《血

戰鋼鋸嶺》《溫暖的屍體》《關鍵第

四號》等片中有出色表演。

此次發布的“驚心動魄”版預告

片通過壹系列撞車、追擊、爆炸等險

象環生的場景，將大片感的驚險刺激

渲染得十足十。尤其是身為航空管制

員的男主在管控機場航道飛機時，兩

架飛機差0.01秒就要驚險相撞的片段

更是讓人心跳加速，直呼過癮。

預告片中世界級地標建築紐約中

央車站的大爆炸無疑最具有刺激感。

車站中槍聲此起彼伏，眾人爭相逃跑

，炸裂的窗戶平添壹份驚心動魄之感

，讓人更加期待劇情走向。

在預告片中，2:22這個時間以各

種形式頻繁出現，可以說貫穿了整部

電影的重要場景。無論是飛機準相撞

、男女主角緣分相遇還是中央車站爆

炸都預示著這個時間的非比尋常之處

，同時也給觀眾留下了諸多的疑惑

——2：22這個時間在影片中到底有

著什麽樣的意義？

影片不但有驚險刺激的畫面，懸

疑燒腦的情節，男女主的顏值與感情

線也是本片的亮點。男主米契爾· 哈

思曼近幾年橫掃歐美各大顏值排行榜

單，具有極高的知名度與辨識度。而

女主泰莉莎· 帕爾墨更是被評選為好

萊塢澳籍新生代小花旦，是各大時尚

雜誌的常客。

兩位顏值超高的人談戀愛必然有

無數看點，從預告片中看出兩人仿佛

在看空中芭蕾時壹見鐘情，雙雙墜入

愛河，從而開啟了火熱的戀愛模式。

但後半程二人的爭吵與男主角從不間

斷的“巧合”也預示事情並不簡單。

二人濃情蜜意下是否掩藏了不為人知

的秘密，陷入僵局的感情能否重歸甜

蜜？

電影《絕命時鐘2:22》由保羅· 科

瑞導演，米契爾· 哈思曼與泰莉莎· 帕

爾墨這對超高顏值CP此次在電影中展

開首次合作，1月26日在國內院線上

映，敬請期待。

由斯蒂芬· 卓博斯基執

導，朱莉婭· 羅伯茨、歐

文· 威爾遜、雅各布· 特瑞

布雷主演的暖心勵誌電影

《奇跡男孩》將於1月 19

日在全國公映。據悉，該

片導演斯蒂芬· 卓博斯基，

以及男主角小奧吉的扮演

者雅各布· 特瑞布雷，將於

1月 14日來華參加首映發

布會，分享影片幕後的拍

攝過程，並與內地媒體和

影迷進行互動交流。

1 月 3、 4 日，電影

《奇跡男孩》開啟了大規

模的點映活動，演員們細

膩流暢的表演、溫暖勵誌

的情節、多線敘事的結構

賦予了電影《奇跡男孩》

強大的情緒感染力，在觀

影過程中，觀眾們的心隨

著劇情而起伏，並由衷對

小奧吉身上滿滿的正能量

感到欽佩。

電影《奇跡男孩》改

編自全球暢銷小說《奇跡

》，原著全球累計銷量超

過 800 萬本，還是美國部

分地區的教材，可見本書

寓教於樂的魅力。電影在

上映後也好評如潮，在專

業電影評論網站IMDb上評

分高達8.1，爛番茄新鮮度

達到 86%，CinemaScore 評

其為年度A+。

電影《奇跡男孩》由

斯蒂芬· 卓博斯基執導，獲

得奧斯卡、金球獎雙料影

後的朱莉婭· 羅伯茨，獲得

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提名的

歐文· 威爾遜，《房間》男

主角、奧斯卡備受關註的

新星雅各布· 特瑞布雷主演

，將於1月19日登陸全國

各大影院。

呼叫龍母!“囧雪”酒後亂性出軌“美人”
記者流連金球獎派對挖到哪些猛料

燒腦懸疑片燒腦懸疑片《《絕命時鐘絕命時鐘22::2222》》曝預告曝預告
““權遊權遊””男星搭檔男星搭檔““鋼鋸嶺鋼鋸嶺””女星組高顏值女星組高顏值CPCP

《《奇跡男孩奇跡男孩》》主演雅各布將來華宣傳主演雅各布將來華宣傳
1111歲歲““預備影帝預備影帝””演技爆棚演技爆棚 曾主演曾主演《《房間房間》》

第75屆金球獎落下帷幕，留下了許多

難忘的時刻。而隨後金球獎慶功派對，也是

不容錯過的。典禮結束後，壹眾影星參加了

在希爾頓酒店舉辦的慶功派對，難得放松壹

下。得獎的始終是少數人，但這並不妨礙大

家把酒言歡。時光網駐美記者也跟隨諸多好

萊塢壹線巨星壹起，“流連”於多個派對。

傑西卡· 貝爾攜家屬“賈婷婷”出席了

NBC電視臺舉辦的派對。貝爾主演的《罪

人的真相》雖然沒能得獎，但有老公現身支

持，心情也不錯。流媒體巨頭Netflix主辦的

派對上，香檳隨便喝。詹妮弗· 安妮斯頓短

暫地出現了壹會兒。排場最大的是“公鴨”

Drake，這位嘻哈天王帶著壹大幫隨從，只

跟“小11”米莉· 博比· 布朗聊了壹會兒，

外人接近不了。

美國另壹家流媒體巨頭Amazon的派對

在希爾頓頂層豪華會場，除了美酒，還有壽

司和各式甜點。馬特· 達蒙和“錘哥”克裏

斯· 海姆斯沃斯出現在了吧臺。兩人私底下

關系就不錯，“呆萌”去年還

在《雷神3》客串了壹把。“奶

牛”瑪麗亞· 凱莉也在派對上呆了大概壹刻

鐘，壹身性感造型亮相的她，秒殺了不少菲

林。

福斯的派對也是星光熠熠。“速激”系

泰瑞斯· 吉布森、今年金球獎大贏家《大小

謊言》卡司妮可· 基德曼、“權遊”劇組的

“囧雪”基特· 哈靈頓、“龍媽”和“美人

”格溫多蘭· 克裏斯蒂等紛紛出席。

人氣最高、最奢華、最不能錯過的當屬

華納兄弟主辦的派對。娜塔莉· 波特曼、梅

麗爾· 斯特裏普、西爾莎· 羅南、詹姆斯· 弗

蘭科、阿麗森· 詹尼、克裏斯· 海姆斯沃斯、

瑪歌特· 羅比、格蕾塔· 葛韋格、伊麗莎白·

莫斯等大咖紛紛現身。值得壹提的是，希爾

頓在舉辦金球獎派對期間依然正常對外營業

。就算沒能接到派對邀請，影迷（當然是壕

影迷）也可以坐在吧臺上小酌幾杯，並與心

儀的明星“偶遇”壹番！

漫威《黑豹》公布壹大波新
劇照和片場照，這批照片中出現
的幕前幕後人員皆為黑人，可謂
是“壹黑到底”。在片場照中，
可以看到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的黑
豹俯身爬車頂飆車的片段是如何
拍攝的。

《黑豹》劇情承接《美國
隊長 3》，因父親意外身亡而
繼承瓦坎達王位的黑豹T'Challa
（查德維克·博斯曼 飾演）在
復聯“內戰”後回國，並收留了

美隊和冬兵，坐擁稀有振金的超
高科技非洲國家瓦坎達揭開面紗
，黑豹的科技天才妹妹Shuri和
女子親衛隊Dora Milaje也壹壹
亮相。

《黑豹》由瑞恩·庫格勒
（《奎迪》《弗魯特維爾車站
》）執導，卡司陣容還包括奧斯
卡得主露皮塔·尼永奧、達娜·古
瑞拉、安吉拉·貝塞特、斯特爾
林·K·布朗。影片北美定檔2018
年2月16日，內地有望引進。

《黑豹》全黑陣容劇照&片場照來襲
臺前幕後皆為黑人主創
黑豹展示如何爬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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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
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主辦，世界華商石
油行業協會聯合主辦的 「元臣國際
2018 年1 月12 日跨境油氣併購/ 投資論
壇」 將於本國周五（1 月12 日 ） 上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二 時 ， 在 （11200Wes-
theimer 2nd floor Conference Room,
Houston TX 77042 ） 舉行。由陳帆主
任律師主持，由修宗明（ 世界華商石油
行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ice 大學納
米環境客座研究員）發言，及主講人莫
業湘主講。其議題和主要講員：

元臣國際 2018 年 1 月 12 日 跨境油
氣併購/投資論壇
論壇主題: 2018 Cross-border Oil & Gas
M&A / Investment Forum
日期和時間：Jan. 12, 2018 Friday 10:00

AM to 2:00 PM
地 址: At 11200 Westheimer 2nd Floor
Conference Room Houston, Texas 77042
參會報名費: $80 (lunch included)
Check payable to: Nguyen & Chen, LLP
報名方式：Joanna Wang
電話: 713-818-8866 或微信公眾號報名
; 限報50名，報滿為止
主辦方：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
聯合主辦：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
主持人：陳帆主任律師
發言嘉賓：修宗明 (世界華商石油行業
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ice 大學納米環
境客座研究員）
論題和主要講員
1. Topics and Keynote Speakers
介紹世界華商石油行業協會；2018年美

中石油行業發展潛力概述
發言嘉賓：修宗明
2. 如何通過開採、項目合作及併購投資
美國油氣田市場
主講人：莫業湘 Mark Mo
3. 如何通過獲得礦產權益、租賃權益及
併購/項目合作投資美國油氣田市場
聯合主講人：包鴻濱 & Paul Bowers ;
Joint Presenters: Hongbin Bao & Paul
Bowers
4. Panel Discussion 專家討論
油氣融資和財務盡職調查

該講痤報名費：$80 （ 包括午餐）
，支票請開：Nguyen & Chen , LLP，報
名 請 電 713-818-8866 ， Joanna Wang,
或微信公眾號報名，限報 50 名，額滿
為止。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淡江校友
會於上周六（ 一月六日 ）在59 公路邊
上，近Hillcroft 的希爾頓大飯店舉行年
會，共有淡江校友近四十人參加。貴賓
雲集，包括 「台北經文處」 陳家彥處
長，林映佐副處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及 「台北經文處」 教育組周慧宜
組長（ 也是淡江校友）等人。

該校友會會長，也是僑務委員甘幼
蘋首先在會上介紹淡江歷史，她說： 從
1950 年至 1980 年，是奠基時期，淡江
從英專，到文理學院，大學。1980 年至
1996 年，是 「定位時期」，正式更名
為淡江大學，重質不重量，1996 年至
2005 年，為 「提升時期」，創學46 周
年，提升國際學術聲望與國際接軌時代
。2005 年至2017 年為 「轉變時期」，
成立蘭陽校園、拓展淡江為淡水，台北
，蘭陽，網路四個校園。同時攜手國內
外大學相互合作，資源共享，落實雙贏
的 「藍海策略」。甘幼蘋會長提到，

2018 年將由校友集合力量，在建校六十
七年，興建的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象徵瞬時變革的第五波新創另一波競爭
優勢的動力。同時，學校也誠摯歡迎校
友重返母校，留下一磚一瓦的印記，一
點一滴的回憶。

甘幼蘋也介紹當天出席的知名校友
為：
1、楊朝諭博士學長，資深金鷹獎得主
，
2、馮啟豐學弟是去年剛出爐的金鷹獎
，大家都知道鴨子划水，大家看不到馮
老
弟，是淡江北美校友會總會長，也是淡
江校友世界總會副會長。等下會請他
自我報告。
3、吳堯明學長，臺塑在吳學長長達廿
八年的努力經營，我在1983年和今天相
比
臺塑廠是一個小城市，有機會我們可以
組團去參觀，台塑廚房做了到地的台

菜。
4、張哲三學長，我稱他是淡江人在休
城銀行界的老大，目前退而不休，在慈
濟
奉獻自己。
5、周慧宜學妹，經文處教育組長，最
傑出的教育組長，結合主流，宣揚我國
的
教育文化。
6、曹昌讚學長、李元平學弟，兩位是
文化媒體，創辦北美月刊，華報！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一一介紹，
在坐的每一位頭上都有一片天。

馮啟豐也在現場宣佈，淡江大學
2020 年的世界校友會雙年會，將在休士
頓舉行，連口號他都想好了： 「休士頓
愛你，情繫太空城 」。

當天還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由甘幼
蘋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許健彬，
並當場舉行交接儀式，由江江校友會世
界總會副會長馮啟豐主持監交。

淡江校友會上周六在希爾頓舉行年會
並舉行新舊會長交接，許健彬接任新會長

圖為淡江大學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圖為淡江大學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由甘幼蘋會長由甘幼蘋會長（（ 左二左二 ），），將會長將會長
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許建彬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許建彬（（左一左一 ），），而由淡江校友世界總會副會長馮而由淡江校友世界總會副會長馮
啟豐啟豐（（ 右二右二 ）） 監交監交。（。（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出席淡江校友會年會的校友與貴賓合影圖為出席淡江校友會年會的校友與貴賓合影（（ 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淡江校友世淡江校友世
界總會副會長馮啟豐界總會副會長馮啟豐，，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林映佐副處長林映佐，，處長陳家彥處長陳家彥，，
淡江校友會會長甘幼蘋淡江校友會會長甘幼蘋，，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僑教中心主任莊雅淑，，淡江校友會新任會長淡江校友會新任會長
許健彬許健彬，，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元臣國際2018 年1月12 日舉辦跨境油氣併購/投資論壇
本周五上午起在元臣國際律師事務所舉行，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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