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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您提供房屋買賣及相關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務, 包括:
1. 地產評估 2. 按揭貸款  3. 房屋買賣 4.過戶登記 5. 安家服務。

代理費用最低！
服務態度最好！

作為您的房地產經紀和置業顧問,

Sophie Zhang

地址：950 Corbindale Rd, Ste 100, Houston, TX77024
網址：sophiezhang.kwrealty.com
電郵：szhang@kw.com

  電話: 832-   833- 0551 

WWW.CHINATOURUS.COM 
713-568-8889

聖誕回國特優機票:原價$1899
上海 : $1250 (12/22-1/5 2019)
北京 : $1399 (12/23-1/6 2019)

T07-CHINA TOUR 全旅假期1234567C_8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

日本，韓國，台灣，泰國團（買一送一）

%
OFF202019 5月 東方快車外賓專列 新疆 西藏 古絲路 

10/31-11/1 紐澳良萬聖節狂歡特別團$258/人
3/7 2019 巴西秘魯阿根廷嘉年華冠軍巡遊14天 $5400
1/6 2019 東北三省冰雪世界 $999

美東 美西 黃石 全年
%
OFF10

特價機票總匯: 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台北

德州當地團

中國簽證$170 太空中心門票$18

羅榮華羅榮華 先生先生
跌打損傷專家及中醫師跌打損傷專家及中醫師
歌唱家及藝術家歌唱家及藝術家
王朝珍珠古董負責人王朝珍珠古董負責人
電話電話﹕﹕713713--981981--88888888
地址地址﹕﹕96009600 Bellaire Blvd. #Bellaire Blvd. #128128,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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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電視介紹

《科技與生活》
介紹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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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節目將介紹超音速客機，海
浪發電，以及超級機器人。請屆時鎖定。

播出時間：
每個月第三個週四，晚上7點30分首播，錯過首播可關註重播，
重播時間為7月13日（週五）中午1點。

▲ 節目截圖▲ 節目截圖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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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又好吃好看又好吃 英國英國V&AV&A博物館造巨型聖誕博物館造巨型聖誕““姜餅城姜餅城””

尼泊爾尼泊爾““亡人節亡人節””
民眾紀念逝去的家人民眾紀念逝去的家人

感受下大師的腦洞感受下大師的腦洞
《《星球大戰星球大戰》》服裝設計師手稿將拍賣服裝設計師手稿將拍賣

年內67只分級基金退場
轉為LOF型指基成主流

近年來，為防範金融行業系統性風

險，監管層壹直在有力地推進金融去杠

桿，目前已取得了顯著成效。對於公募

基金產品而言，采用杠桿策略運行的分

級基金自然成為整改的重點對象，轉型

或清盤成為存量分級基金僅有的兩條出

路。

今年以來，A股市場震蕩調整，眾

多采用杠桿策略的分級B基金面臨較大

虧損，也不斷有分級B基金進入到下折

“雷區”。記者註意到，為有效保護基

金持有人利益，各基金公司也在積極開

展對旗下分級基金的轉型：截至今年12

月10日，已經有60只分級基金啟動或完

成轉型、7只分級基金清盤——近四成

的分級基金已經退場。

選擇轉型或清盤
67只分級基金“退群”

近日，國金上證 50指數分級基金

申請變更註冊的資料被證監會正式接

收，分級基金轉型案例再填壹例。目

前，在證監會的行政許可辦理最新進

度中，正在排隊申請變更註冊的分級

基金仍有16只，其中，中證1000指數

分級、恒財分級債券型和久兆中小板

300指數分級等10只產品的轉型申請已

經獲得批復，其余分級產品仍在走變

更註冊流程。

公募基金市場上成立的最後壹只分

級基金，要追溯到2015年：當年下半年

監管層叫停審批分級基金，於該年9月

底成立的中融中證白酒分級成為公募基

金歷史上最後壹只發行的分級基金產

品，不過，該分級基金已經在2016年5

月份清盤。

隨著監管層金融去杠桿的不斷推

薦，以及今年4月底“資管新規”的發

布，基金公司對旗下存量分級基金產品

的清理也在加速。記者梳理發現，截至

今年12月10日，已經有67只基金產品

正在退出或已經退出：具體來看，有60

只分級基金啟動或完成轉型，7只分級

基金清盤，占公募基金市場上分級基金

總數量的比例近四成。

對於基金公司而言，分級基金的

轉型工作也並非易事：壹方面，分級

基金轉型轉型議案提出後需要召開基

金持有人大會，對於那些散戶持有較

多的基金，會議召開難度很大；另壹

方面，分級B基金的估值問題尚沒有

統壹的解決方案，如果投資者只持有

分級A基金或只持有B基金，其基金

凈值和交易價格之間就存在著壹定的

差異。

在此背景下，基金公司對旗下基金

規模較小的分級基金幹脆選擇了清盤處

理。今年11月3日，銀河基金公告了銀

河滬深300成長增強指數分級的最新進

展，根據銀行基金此前發布的該基金

持有人大會表決結果及該基金相關終

止上市的公告，該基金的最後運作日

為 2018 年 8月 30日，目前清算程序已

經接近尾聲。

轉型為LOF型指基
成眾多分級基金選擇
從分級基金整改情況來看，除了選

擇直接清盤的部分基金外，轉型為LOF

型指數基金成為了多家基金公司的共同

選擇。

記者根據東方財富 Choice 數據統

計，今年以來截至12月10日，已經完成

轉型或正處在轉型過程中的60只分級基

金（不同份額分開算）中，其中47只轉

型為指數基金，有39只轉型成為LOF型

指基（LOF是指數基金的壹種），其余

轉型為靈活配置型基金和債券型基金。

此外，在目前正在申請變更註冊的

16只分級基金中，也有11只選擇轉型為

指數基金。譬如華寶中證1000指數分級

申請變更為中證1000指數基金(LOF)，

博時中證800證券保險指數分級申請變

更為中證全指證券指數基金等。

記者註意到，對於原本就是指數分

級的產品而言，在已經明確提出轉型方

案的分級基金中，大部分基金仍保留了

指數基金的本質，但是對於其跟蹤的標

的進行了壹定的調整，在投資策略和表

現上也會有較大的變化：如已完成轉型

的鵬華滬深 300 增強，其轉型的前身

是鵬華新絲路基金；工銀瑞信深證

100基金，在完成轉型後跟蹤標的由深

證100指數改為中證京津冀協同發展主

題指數。

這也就意味著，部分指數分級轉型

成為LOF型指基後，仍保留著指數基金

的運行規則，也將具備LOF基金的特

點：投資者既可以在指定網點申購與贖

回基金份額，也可以在交易所買賣該基

金；其流通份額變化將更加透明，投資

者可以關註到該基金在每壹個交易日內

流通份額的變化。

臨近年底，記者也向多家基金公

司致電，詢問其分級基金的轉型進展，

從多家基金公司的最新回復來看，基

金公司對旗下分級基金的轉型比較從

容：規模較小的分級基金已基本完成

轉型，規模較大的分級基金由於有過

渡期（3億元規模以上的分級基金，可

以將轉型期限放寬到資管新規過渡期

結束）的存在，也有足夠的時間做轉

型前的準備工作。

中國減排成效在聯合國氣候大會獲多方點贊
綜合報導 第二十四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正

在波蘭城市卡托維茲舉行。會議期間多位與會者表

示，中國近年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成效令人矚

目，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提出到

2020年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0%~45%。到2017年年底，中國已經

提前三年超額完成這壹目標，單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比2005年下降了46%。

“中國已經提前3年完成了2020年的相關減排

目標，中國在實現自身氣候目標的投入上讓人印象

深刻。”第七十三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埃斯皮諾薩

（Maria Fernanda Espinosa）表示，“我相信中國的

做法對很多國家都有啟發意義，更重要的是中國增

強了人們對節能減排、控制氣候變化這壹目標的信

心。在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面前，在有些人依然對

氣候變化無動於衷的時候，信心和責任尤為重要。”

“各方對於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都寄予厚

望。”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

處促進性對話（Talanoa Dialogue）團隊負責人克勞

迪奧· 福爾內向中新社記者表示，中國給氣候談判

進程帶來大量正面推動力。他表示，中國政府大力

推動節能減排不是為了作出壹種姿態，而是基於推

動自身發展模式向綠色轉型出發的。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中國項目能源、環境與氣候變

化高級顧問楊富強表示，從2013年以來，中國減少

煤炭消費取得了壹定的成就，二氧化碳排放進入壹個

平臺波動期，5年排放增量幾乎為零，這表明中國的

經濟發展正從高汙染、高碳排放、高投入、低效率的

階段進入綠色、低碳、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階段。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氣候變化項目高級項目幹事

哈格爾貝格（Niklas Hagelberg）向記者表示，中國

在減排方面已經展現出巨大的進展，正走在世界的

最前沿。他以電動汽車為例指出，中國的電動汽車

擁有量占世界所有電動汽車總量的壹半，同時中國

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也是壹個巨大的市場參與者。

在扮演減排“模範生”的同時，中國也將應對

氣候變化的治理經驗分享給其他發展中國家。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秘書處

執行秘書帕特裏夏· 埃斯皮諾薩（Patricia Espinosa）

告訴記者，中國在氣候領域的巨大努力正在獲得越

來越廣泛的認可：中國正在采取行動降低其自身的

碳排放，並且在清潔技術領域甚至正在扮演全球領

先者的角色。在此期間，中國還向世界不同國家分

享其在節能減排領域的成功經驗。“我尤其要特別

感謝中國領導層在制定未來若幹年發展議程時，針

對推進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展現了明確的決

心和願景。”

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第三世界網絡（Third

World Network）氣候變化項目高級法律顧問、協

調員米納克希· 拉曼（Meenakshi Raman）向記者表

示，中國正在推動更多建設水壩的項目以幫助各個

發展中國家解決能源短缺問題，“中國不僅僅降低

了中國自身的排放量，還將這壹經驗通過南南合作

等途徑分享給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對全球應對氣候

變化意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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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版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

“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Zue Chan
Zue Chan的作品的作品《《澆花中的小女孩

澆花中的小女孩》。》。

■■Pantone CPantone C現時主現時主
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
育工作育工作。。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芬蘭藝術家
芬蘭藝術家Riitta Kuisma

Riitta Kuisma作品作品《《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Zue ChanZue Chan創作了多幅作品創作了多幅作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lessy ManBlessy Man（（右右））與與Henry LauHenry Lau的作品的作品《《彩虹彩虹
樓梯樓梯》。》。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法國藝術家法國藝術家Elsa JeandedieuElsa Jeandedieu的作品的作品《《經典荷里經典荷里
活傳奇人物活傳奇人物》。》。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Pantone CPantone C的作品的作品《《壁畫隧道壁畫隧道》。》。

““城市藝術城市藝術”（”（urban arturban art））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其最原始其最原始

的創作模式是塗鴉的創作模式是塗鴉。。近年近年，，香港也興起香港也興起““城市藝術城市藝術””的概念的概念，，街頭街頭

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

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香港城市藝術的興香港城市藝術的興

起起，，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同時提供同時提供

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Urban Art
Urban Art在港興起

在港興起
藝術家一展所長
藝術家一展所長 尋覓創作意義

尋覓創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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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200米混合泳比賽，衛冕冠軍汪順以
1分53秒18排名第一的成績晉級決賽。

決賽中，汪順從第一個50米處便確立了領先
優勢，最終以1分51秒01的成績摘得金牌，
拿到中國隊在本屆短池世錦賽上的首金，美
國選手和日本選手分獲二、三名。“非常激
動，完成了既定目標，在家門口創造了自己
最好成績，今天晚上非常棒！”汪順賽後表
示，比賽中自己並沒有想太多，很享受拚盡

全力的感覺。

瀨戶大也破世界紀錄
男子200米蝶泳比賽中，日本選手瀨戶大

也以1分48秒24的成績奪冠並創造了新的世
界紀錄，中國選手李朱濠以1分50秒39的成
績摘得銅牌，南非選手樂克洛斯獲得銀牌。
“最後好像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當時就覺得
這樣說不定破世界紀錄了，結果果然是真

的！”在自
己並不是最
擅長的 200
米蝶泳比
賽中打破
世界紀錄，
瀨戶大也賽
後也興奮異
常。“今天拿到
了 200 米蝶的世界
紀錄，400米混也要積極
地去比賽，特別是最後100米的自由泳，就算
最後游到崩潰，也要衝到最後。”他說。拿到
個人在世錦賽上的首枚獎牌，李朱濠賽後表
示，這對於自己來說是一種激勵，而瀨戶大也
是自己學習的目標。

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中，美國隊
以3分03秒03打破世界紀錄的成績奪冠，中國
隊排名第七。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賽，
美國隊奪得冠軍，中國隊獲得銅牌。男子400
米自由泳比賽中，立陶宛選手拉普賽斯以3分
34秒01破賽會紀錄的成績奪冠，南非名將霍斯
祖摘得女子400米混合泳金牌。女子200米自
由泳比賽中，澳洲選手蒂特姆斯摘得金牌，小
將王簡嘉禾獲得第5名。

至於其他比賽方面，出發時因腳底打滑未
能發上力的名將傅園慧，無緣女子100米背泳
決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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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本
月10日辭任港足主帥一職的加利韋
特，已落實加盟前身為川崎讀賣的日
乙球隊東京綠茵，他在11日深夜亦透
過社交網站，向公眾交代離隊一事。

韋特為香港球壇帶來了峰迴路轉
的2018年，9月上任港足帥位後，11
月即帶領港隊力壓朝鮮，勇奪東亞盃
決賽周出線資格，然而在3個月試用
期的最後一刻，卻向足總請辭並獲得

接納。韋特在個人IG戶口上載一張
港隊大合照，並寫上臨別感言：“我
在香港雖然短短日子，但是非常甜
蜜。很喜歡與一支出色、並充滿才華
球員的球隊合作，而且職員也極其專
業及有抱負。”他又感謝足總支持，
上至主席梁孔德，下至茶水間職員
“明姐”都有提及，充分展示其圓滑
的交際手腕。他又表示：“當港隊比
賽時，便要全部人一同拚搏，香港足

球已處於理想位置，又打入重要賽事
決賽周，球隊已準備好無畏無懼及自
信滿滿地去戰鬥，謝謝大家！”

落實接掌東京綠茵
至於韋特的去向，12日已經明

朗。今季位列日本乙組第6名的東京
綠茵，12日透過球會官方網站公佈，
2019年球季將由韋特擔任監督。

東京綠茵前身川崎讀賣為日職初
期班霸，旗下名將包括三浦知良及瑠
瑋等，2001年遷到東京並易名後，06
年降落乙組，2年後升班，但翌年再
跌落日乙，今年以第6名資格踢升班
附加賽，惟最終不敵磐田山葉。會方
季後宣佈西班牙主帥離隊，改由韋特
上任。韋特透過官網表示：“東京綠
茵是一支有輝煌歷史的球隊，我的目
標就是要帶領球隊升班。”

此外，原先有意主辦賀歲盃的香
港飛馬因未有進展，足總董事會已決
定復用港隊對港聯的戲碼於年初四獻
技。

加利韋特發表離隊感言

■■金牌得主中國選手汪順金牌得主中國選手汪順（（中中）、）、銀牌得銀牌得
主美國選手普勒諾主美國選手普勒諾（（左左））和銅牌得主日本和銅牌得主日本
選手藤森太將在頒獎儀式上選手藤森太將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日本選手瀨戶大也在奪冠後慶祝日本選手瀨戶大也在奪冠後慶祝。。 新華社新華社

■■汪順在首日比賽汪順在首日比賽
表現出色表現出色。。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永淦）超級工
商盃國際籃球邀請賽次日賽事，全日焦點
為B組兩支香港勁旅內訌，結果南華以
90：80力克永倫，為波斯尼亞籍新帥Men-
sur Bajramovic錄得兩連勝，提早出線準決
賽。不過主將羅意庭被對手撞爆眼角，未
知會否影響餘下賽事上陣機會。

南華及永倫上季都失落香港甲一冠
軍，新一季彼此陣容都作出調整，再與盟
主東方龍獅決一雌雄。面對有泰拿及賀斯
福等洋將的永倫，南華首節已領先23：
13，第2節“少林寺”有羅意庭被撞爆眼
角，要即時退下火線，但永倫未能把握良

機，反而南華一班由南青提拔的小將，臨
危受命下卻有出色發揮。經過第3節梅花
間竹的得分後，南華在最後一節開始擴大
領先優勢，最終更以10分之差大獲全勝。
蔡再懃全場為南華投入26分，是贏球功
臣。小將曾湛元賽後坦言初段有點緊張：
“以往都有與永倫對戰過，這次是第一次
在這麼多觀眾前比賽，所以初時都很緊
張。這次能與外隊比賽是很難得的經驗，
自己的身體質素也有需要加強。”

其餘比賽方面，頭場廣西威壯以95：
91擊敗美國福建。尾場東方龍獅113：55
擊敗印度出線。

2018 年世界
羽聯年終總決賽
12日在廣州天河
體育館開鑼。國羽
率先出戰的女單選
手陳雨菲在與老對
手因達農激戰 77
分鐘後以局數1：
2 落敗。男單方
面，石宇奇則以局
數 2：1擊敗韓國
的孫完虎旗開得
勝。

陳雨菲在不久前的福州公開賽才
擊敗過因達農，但今次再度碰頭情況
卻有不同。首局陳雨菲已接連出現失
誤，讓因達農以21：18拿下首局。到
第二局，陳雨菲雖依然未能改善失誤
多的毛病，但仍以22：20扳回一城。
可惜到決勝局，陳雨菲於初段已不停
失分，最終以17：21輸掉此局，在首
場分組賽宣告落敗。

賽後，陳雨菲本人亦承認失誤
的確太多：“今天整體打得有點保
守，可能心態上處理得不好，也在
於球比較慢，自己打起來有些難
受。”談到出線問題，陳雨菲就表

示自己依然樂觀：“小組前兩名均
能夠出線，我今天只是輸了一場罷
了，後面還是有機會的，會全力以
赴去打。”

同日其餘戰果方面，國家隊男
單代表石宇奇於先失一局情況下反
勝韓國的孫完虎。他賽後表示，對
手於第三局主動失誤較多，故能夠
咬緊對手並趁機拉開比分獲勝。至
於首日同樣惹人關注的還有日本男
單名將桃田賢斗，結果他在沒有遇
到太大阻力下，輕鬆直落兩局擊敗
維爾瑪旗開得勝。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南華挫永倫提早晉級準決賽

■■南華（白
衫）取得勝
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黎永淦攝

■■廣西威壯
（白衫）於
頭場報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黎永淦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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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菲首戰失利。 資料圖片

■加利韋特於IG發表感言。 加利韋特IG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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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經濟的增長沒能跟上川普政府花錢的腳步，美國政府債務今年有望創下2012年以來的
最快增速。

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自2018年初以來，公共債務總額增加1.36萬億美元，即6.6%。自川普
就職總統以來，美國公共債務增加了1.9萬億美元。

如果這樣的增長率持續到今年年底，美國公共債務將創下2012年以來最大的百分比增幅。
金融危機後經濟需要財政刺激措施的最大百分比增幅。截至本週一，美國的公共債務達到了創紀錄

的21.9萬億美元。
在川普就職以來的第一個完整財政年度，美國聯邦預算赤字達到7790美元，創下六年新高。
在去年川普稅改之後，美國聯邦收入僅略微上升，增加140億美元，增幅0.4%。而聯邦支出增加了

1270億美元，增長3.2%。除了國防開支激增之外，醫療補助、社會保障和救災費用也增加了政府支出。
美國財政年度從每年的10月1日開始，至次年的9月30日結束。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美國財政部已經表示，將加快發債，將在今年下半年共計發行7690億美元債券

，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
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結束時，美國公共債務預計將增加4.4萬億美元。
12月7日上週五，美國衆議院和參議院先後批准權宜性開支議案，同意七個政府部門因公共開支預

算問題而關門的截止日期推遲至本月21日。川普在最後時刻同意簽署為期兩週的臨時預算案，以避免政
府關門。如果21日以前國會不能批准相關支出議案，這些部門將暫時關門。

政府開支大增 聯邦政府債務或創六年最快增速

（本報訊）美國的假日季節來臨，聖誕節出行
將會出現一年一次的高超，根據預測，休斯頓機場
系統今年將會有370萬的乘客。

根據預測報導，超過3百萬乘客將在布什國際
機場在周五和一月6日之間轉機，乘機的乘客將超
過72萬人次。

全美範圍內，Airlines 4 America預測在12月
20日和1月6日期間將457萬人次將乘機旅行，比
去年同期增長5.2%。

最繁忙的出行日預計在12月20日和12月26日
的12月21日，出行人數最少的時間預計為聖誕前
夜和聖誕節。

聖誕節出行聖誕節出行 休斯頓機場將現休斯頓機場將現370370萬乘客萬乘客
從1980年12月12日上市至今 38年蘋果股價累漲43000%
一度是市值最高公司的蘋果公司，其股票自38年前的那個週三首次公開募股以來

已經累計上漲了43000%。
該公司於1980年12月12日首次在公開交易所上市，發行價為每股22美元。經過

幾次股票分拆和銷售超過10億部iPhone之後，蘋果股價上漲了43371%。（按絕對值
計算，該股目前的交易價格約為170美元。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該公司的股票已經分
拆過幾次了。）

不過，蘋果最近一直在下滑。上週，該公司對2018年的預期變為負值，上個月，
該公司遭遇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一個月交易。最重要的是，蘋果失去了
美國市值最高上市公司的桂冠，敗給了微軟。

相比之下，自1986年 3月 13日首次公開募股以來，微軟的股票已經上漲了
151000%。

蘋果上市38週年 股價迄今累漲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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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rt一詞較為正面，講streetart會覺得是塗鴉，有啲
負面。”香港塗鴉藝術家Pantone C說。Pantone C
這句說話中，提到“城市藝術”與“街頭藝術”的
概念。其實除上述兩個概念外，還有“公共藝術”
（public art）。“公共藝術”包含的範圍最廣，既
可指實體作品如雕塑，也可以指平面作品如壁畫，
甚至在公共場合進行某個行動，均可定義為“公共
藝術”。至於“城市藝術”和“街頭藝術”，則與
塗鴉有淵源。城市藝術最原始的形式是塗鴉，至於
街頭藝術的其中一種創作形式為塗鴉。前者多為合
法，後者則未必合法。前者的塗鴉較着重與城市環
境結合，後者則着重個人情感的表達。“街頭藝術
未必是合法，但urban art基本是合法的。以前未有
urban art出現時，我好無奈唯有叫street art，合法
定唔合法都叫street art。”Pantone C說。對於有接
觸過塗鴉藝術的人來說，Pantone C的名字也許並
不陌生。他從事塗鴉藝術創作已十多年，現主力從
事塗鴉藝術教育的工作。他曾玩過反叛的街頭藝
術，也參與過城市藝術作品的創作。

談香港掀起城市藝術風，實不為過。作為經驗
豐富的藝術家，Pantone C亦對此有感。近年，香
港街頭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無論商業區如
中環，還是老區如深水埗，都不難看到它們的身
影。極具個性化的塗鴉作品，風格與題材多元化，
可謂百花齊放。而這道獨特的城市風景，也成了旅
遊雜誌和網站推介遊人打卡的熱門去處。作為塗鴉
作品，精緻的作品固然亮眼，然而，“非法”才是

塗鴉的內在精神，那麼對玩塗鴉的人來說，合法的
塗鴉仍可否叫塗鴉呢？

“‘非法’才是塗鴉本身存在的價值。”
Pantone C說。對塗鴉藝術家而言，最享受的是從
事非法行為所帶來的自由。“非法的，好享受自
由。”對玩塗鴉的人來說，這種由無拘無束的藝術
創作所帶來的自由是無價的。Pantone C曾經也是
喜愛自由的“街頭藝術戰士”，無論在澳洲讀書，
還是在香港，也享受過塗鴉帶來的快感。後來，時
間久了，覺得再這樣繼續“過街老鼠式”的玩法也
不是辦法。此後，便逐漸轉移軌道。現在，
Pantone C主要從事教育工作，走入學校，教後生
仔玩塗鴉。以往游擊戰式的創作講求個人風格，一
般人未必看得明，也未必懂得欣賞。如今，除下面
罩，Pantone C更多的是創作合法的城市藝術作
品。最近，Pantone C又有新作品。今次他與一眾
藝術家參與由恒基舉辦的“藝里坊ARTLANE”活
動，在皇后大道西與德輔道之間的空間，畫上壁
畫。有別於其他藝術家的壁畫，Pantone C的作品
較特別，因塗鴉是他的拿手好戲，故今次他在地盤
的坑鐵上，用噴漆描繪人物剪影圖案，一路圍繞着
長50米的坑鐵走下去，會見到爵士樂隊演奏、披頭
四樂隊的經典唱片封面The Abbey Road及芭蕾舞
者等。作品看上去不如其他壁畫作品般仔細，他形
容是“粗枝大葉”。

為了今次的創作，Pantone C在事前做了十幾
次site visit，最後以三至四天完成作品。其他藝術家
的壁畫作品由於畫在大廈外牆，因此只要大廈一日

仍在此，壁畫也在此。但由於Pantone C的作品畫
在用以圍地盤的坑鐵上，因此待地盤完工後，作品
也隨之消失。雖然有點遺憾，但他認為只要發揮了
urban art的作用，亦滿足。“Urban art的價值就是
將藝術融入生活，像在今次的製作過程中，有家長
帶小朋友經過，小朋友說了句‘so beautiful’，是
很大的鼓勵。”

Urban Art發展在進步
近年，“urban art”在香港興起，談到

“street art”與“urban art”的分別，Pantone C表
示“urban art”一詞確實較為老實和正面，也可以
概括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講street art，傳統上
一定覺得是塗鴉，有啲負面。”記者問他喜歡做非
法的還是合法的，他笑言各有千秋，自由固然有自
由的好，但轉玩另一種形式，也有好玩之處。
Pantone C表示，“urban art”一詞也是近年才在
香港較常聽到，但在外國，城市藝術的氣氛已經好
成熟。他憶述，當年在澳洲讀書時，在墨爾本有幾
條原本並不起眼的後巷，後來cafe、酒吧進駐此
地，更陸續出現了很多塗鴉作品，吸引旅客專程到

此朝聖，成了遠近聞名的旅遊區。他又表示，在美
國的費城，亦有當地社區透過“urban art”的方
法，活化舊區。費城有“世界壁畫之都”的美譽，
全城共有約3,500幅壁畫，不過有趣的是當年費城
推 行 “ 壁 畫 藝 術 計 劃 ” （The Mural Arts
Project），卻起源於對街頭塗鴉的反制。當時由藝
術家 Jane Golden領頭，與一眾塗鴉藝術家美化社
區。“好多時在社區老化的情況下，如何令社區變
得更有生氣，就是透過urban art。”他說。外國
urban art的發展早已上軌道，在香港，作品是有
的，但仍不算多，而Pantone C認為，香港亦慢慢
進步中。他認為，urban art始終由西方傳入，也需
時扎根。他又提到，塗鴉所用到的工具，外國早已出
現，由於當地的噴漆實在過於普遍，因此美國有地方
法律規定年滿十八歲以上才可購買噴漆，“外國的塗
鴉風氣太盛行，基本上隨處可見塗鴉蹤跡，你唯有禁
止他們購買噴漆。”但在香港則近十年才開始引入。
至於“土地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在寸金尺土的香
港，想找一個理想的創作空間，亦非易事。“相比起
其他東南亞地方，香港想找個地方也未必那麼容
易。”不過，Pantone C認為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外
國亦有自己的玩法，故不必執着於比較兩者。
Pantone C現時從事塗鴉藝術教育，間中也參與跟市
區活化有關的藝術創作。他表示，由於街頭藝術愈趨
普遍，人們對於塗鴉的接受程度亦較以往高。“我哋
塗鴉時要戴‘豬嘴’，街坊多少有點避忌。以前行過
會指手畫腳，所以會覺得自己在作奸犯科。現在最多
快行快過，有的則會停下來看。相比起以前，他們對
這類創作的接受程度確實高了。”他說。

Pantone C認為，香港需要有更多類似的地
方，讓藝術家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香港有好多隱
姓埋名的artist，只是欠機會畀自己的作品expose。
我做咗（塗鴉）大大話話十幾年，見到有好多新
晉，以前想搵好多街頭作品都無，到後來陸續多
啲，亦都形成了一個氛圍。應該要繼續keep住做呢
件事。一旦少咗或者無咗，就好可惜。”

■■Zue Chan
Zue Chan的作品的作品《《澆花中的小女孩

澆花中的小女孩》。》。

■■Pantone CPantone C現時主現時主
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要從事塗鴉藝術的教
育工作育工作。。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芬蘭藝術家
芬蘭藝術家Riitta Kuisma

Riitta Kuisma作品作品《《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Zue ChanZue Chan創作了多幅作品創作了多幅作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壁畫在費城隨處可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Blessy ManBlessy Man（（右右））與與Henry LauHenry Lau的作品的作品《《彩虹彩虹
樓梯樓梯》。》。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法國藝術家法國藝術家Elsa JeandedieuElsa Jeandedieu的作品的作品《《經典荷里經典荷里
活傳奇人物活傳奇人物》。》。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Pantone CPantone C的作品的作品《《壁畫隧道壁畫隧道》。》。

““城市藝術城市藝術”（”（urban arturban art））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的概念在西方興起多年，，其最原始其最原始

的創作模式是塗鴉的創作模式是塗鴉。。近年近年，，香港也興起香港也興起““城市藝術城市藝術””的概念的概念，，街頭街頭

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巷尾均不難發現壁畫或塗鴉作品。。正因如此正因如此，，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促使近年城市或街頭

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藝術的發展有所改變。。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有香港塗鴉藝術家表示，，香港城市藝術的興香港城市藝術的興

起起，，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不但連帶令市民對塗鴉或街頭藝術的感覺有所改變，，同時提供同時提供

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予藝術家更多一展所長的機會。。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朱慧恩

Urban Art
Urban Art在港興起

在港興起
藝術家一展所長
藝術家一展所長 尋覓創作意義

尋覓創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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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慶全李慶全））郭富城與楊千嬅郭富城與楊千嬅1212日於頒獎禮上獲頒日於頒獎禮上獲頒““最強人氣最強人氣

廣告天王廣告天王、、天后天后”，”，城城被問是否拍廣告賺得多城城被問是否拍廣告賺得多，，所以最近買超級跑車獎勵自所以最近買超級跑車獎勵自

己己？？城城笑說城城笑說：“：“這是投資這是投資，，其實我買限量珍藏版跑車一直好低調其實我買限量珍藏版跑車一直好低調，，給傳媒影到給傳媒影到

也沒法子也沒法子，，這部新車是為一代車神冼拿而推出的紀念版這部新車是為一代車神冼拿而推出的紀念版，，我又是該車廠的我又是該車廠的

VVIPVVIP，，更加是這偉大車手的粉絲更加是這偉大車手的粉絲，，所以就買了這全球限量所以就買了這全球限量500500架的跑車架的跑車，，而它而它

的價值比報道的還要昂貴的價值比報道的還要昂貴，，貼近一千萬港元貼近一千萬港元！”！”

城城城收藏超跑有城收藏超跑有2020年年，，他強調都他強調都
是當儲蓄保值是當儲蓄保值，，當然他亦是以當然他亦是以

頗高的價錢才能獲得這些珍藏頗高的價錢才能獲得這些珍藏，，當當
中有比今次新車更昂貴的中有比今次新車更昂貴的。。城城城城
說說：“：“我想將來可以辦一個慈善我想將來可以辦一個慈善
車展車展，，用來籌款回饋社會用來籌款回饋社會，，不過不過
這不會是這兩年間的事情這不會是這兩年間的事情，，因為因為
心目中還有些珍藏的跑車要到心目中還有些珍藏的跑車要到20202020

年才生產年才生產，，所以希望集齊所有珍藏目所以希望集齊所有珍藏目
標標，，才會辦這個慈善車展才會辦這個慈善車展！”！”

收藏超跑收藏超跑2020年可保值年可保值
由於珍藏了多部名車由於珍藏了多部名車，，城城現時有專城城現時有專

人幫他管理人幫他管理，，反而自己家中的停車場是泊着反而自己家中的停車場是泊着
家庭車家庭車，，現在的是五座位現在的是五座位，，正物色七座位正物色七座位
的的。。問何時會增加到七座位問何時會增加到七座位，，是時候公佈是時候公佈
嗎嗎？？城城笑說城城笑說：“：“盡快啦盡快啦，，順其自然嘛順其自然嘛，，多多
謝大家的祝福謝大家的祝福，，我覺得其實一個家庭多些人我覺得其實一個家庭多些人
感覺更好感覺更好，，做了爸爸之後做了爸爸之後，，自然想有更多孩自然想有更多孩
子陪伴自己的家人子陪伴自己的家人，，像像1111日媽媽日媽媽8484歲生歲生
辰辰，，我們一家兄弟姊妹我們一家兄弟姊妹、、姐夫和我的家人一姐夫和我的家人一
起為媽媽慶祝起為媽媽慶祝，，所以希望將來都兒孫滿堂所以希望將來都兒孫滿堂，，
到百年歸老都是件開心的事到百年歸老都是件開心的事。”。”

城城也承諾自己要保持在最好的狀城城也承諾自己要保持在最好的狀
態態，，因要看着自己的兒女成長因要看着自己的兒女成長，，這也是他這也是他
目前積極工作的一大動力目前積極工作的一大動力：“：“因為我很簡因為我很簡
單單，，就是想成為一個好爸爸就是想成為一個好爸爸！”！”

千嬅聖誕放假陪兒子千嬅聖誕放假陪兒子
千嬅成為了廣告天后千嬅成為了廣告天后，，她笑言會獎勵她笑言會獎勵

自己在聖誕放幾天假期陪伴兒子去主題公自己在聖誕放幾天假期陪伴兒子去主題公
園玩園玩，，之後就投入工作之後就投入工作。。她指在她指在1818年專注年專注
了電影及電視方面了電影及電視方面，，明年會於音樂工作上明年會於音樂工作上
重新出發重新出發，，包括會出唱片及巡迴演唱會包括會出唱片及巡迴演唱會，，

所以聖誕後已經要錄製新歌和拍所以聖誕後已經要錄製新歌和拍
MVMV，，明年亦先會於海外舉行明年亦先會於海外舉行
巡迴演唱會巡迴演唱會，，之後才考之後才考
慮 香 港 開 演 唱慮 香 港 開 演 唱
會會，，由於申請由於申請
紅館期起碼紅館期起碼
要一年時要一年時
間間，，所所
以暫時以暫時
未知能否未知能否
趕及明年在趕及明年在
港開個唱港開個唱，，一切一切
得看時間能否配合才得看時間能否配合才
決定到決定到。。

黎諾懿及李佳芯二人分黎諾懿及李佳芯二人分
別獲頒別獲頒““最強人氣廣告飛躍男最強人氣廣告飛躍男
星星、、女星女星”，”，黎諾懿表示今年豐收黎諾懿表示今年豐收
拍了拍了77、、88個廣告個廣告，，希望明年再接再厲加希望明年再接再厲加
多三幾個廣告多三幾個廣告，，因為養育兒子真的好昂貴因為養育兒子真的好昂貴。。

黎諾懿全力以赴追黎諾懿全力以赴追““豬女豬女””
問到是否賺過百萬問到是否賺過百萬，，諾懿笑言其實自己收諾懿笑言其實自己收

好便宜好便宜，，廣告商不妨可打來問問價廣告商不妨可打來問問價。。而他賺到錢而他賺到錢
亦有獎勵老婆亦有獎勵老婆，，因他答應過太太結婚周年會送彩因他答應過太太結婚周年會送彩
虹寶石虹寶石，，今年第四年結婚周年今年第四年結婚周年，，他就送了顆綠寶他就送了顆綠寶
石給太太石給太太。。另諾懿亦有心願希望全力以赴追個另諾懿亦有心願希望全力以赴追個
““豬女豬女”，”，不過即使是不過即使是““豬仔豬仔””也開心也開心，，總之總之22
個就夠晒數個就夠晒數，，因為育兒好辛苦因為育兒好辛苦，，像像1111日兒子凌日兒子凌
晨三點醒來呼喚他晨三點醒來呼喚他，，一直玩到清晨六點才願再一直玩到清晨六點才願再
睡睡。。

另提到他有份角逐視帝另提到他有份角逐視帝，，諾懿高興地說諾懿高興地說：：
““今次與佳芯先拔頭籌拿人氣大獎今次與佳芯先拔頭籌拿人氣大獎，，希望台慶頒希望台慶頒
獎禮能再獲上帝之神眷顧獎禮能再獲上帝之神眷顧，，拿到一官半職拿到一官半職。”。”

城城心願辦慈善車展心願辦慈善車展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鍾欣潼(阿嬌)作客節目《Star-
Talk》，接受主播許文軒(Edmond)專訪，大談相隔四年推
出國語新碟及嫁作人妻感受。談到另一半，阿嬌直言剛
與對方拍拖一周年，她說：“都算閃婚，其實係我之前
去台灣拍戲時，信樂團的阿信同女友介紹給我，那時他
整天來探我，我們有共同興趣，就是看綜藝節目，我們
好愛看《非誠勿擾》。”問到另一半為自己做過最美的
事情時，她說：“去夏威夷旅行玩跳傘，不過他畏高，
他本身沒想過跟我一齊跳，但他怕我中途出事，所以最
終決定一齊跳，我看回放，他的樣子真是好好笑，不過
真是好感動。另外，他又會Book餐廳同我食飯，我亦想
打扮得美美地去，但我不會化妝，不會畫眼線，通常等
到餐廳關門我都未化好，搞到他生氣。”

陳慧珊製作節目探討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毅儀）香港開電視

明年將播出由陳慧珊(Flora)主持及製作的節目
《放學後》，節目中由Flora訪問星級嘉賓，12
日特舉行記者會介紹節目構思及詳情，出席包括
Flora同老公鍾家鴻（Mike）、外事部總經理譚
雪儀、節目策劃總監劉佩貞及外事部顧問曾醒明
等。陳慧珊透露節目將有16集，整個節目構思了
2年，當初決定做呢個project，係有兩個轉變
位。首先11年前自己做了媽媽，因為比較年齡大
才生個女，覺得有些事，如果唔去盡量做好些，
就唔會識得教女。第二個轉變位，是自己2012年
入港大讀MASTER，目前仍修讀博士學位課
程。在寫論文去接觸中，發現大家好多壓力，更
去跳樓，所以自己好想深入了解咩叫教育同大家
的壓力，同埋人生唔係剩係自己，為人先開心。
說到見到跳樓新聞，Flora更激動落淚。

陳慧珊說：“我女現在已經上中學，佢5歲
就已經拎住iPad做功課，我當時都唔識用，佢仲

叻過我，死啦，我會脫節，於是我去進修，讀碩
士學位。跟住寫論文，好多教授、家長同學生對
我好信任，會同我講好多心事，同我分享壓力。
後來好多人叫我去學校講Talk，我想過做個節
目，深入了解咩叫教育同大家壓力，同埋人生唔
係剩係自己，為人先開心。”

節目會訪問15位由50年代至90年代的人，
當中包括有宣萱、吳鎮宇、胡杏兒、曾俊華、嚴
浩、楊采妮等等，Flora說：“我第一個搵係宣
萱，佢係我好朋友，我知佢一定會支持我，她在
英國讀書，佢會感染到佢呢一班的人。之後我搵
鎮宇，佢由訓練班直至做咗爸爸，大家都見到他
的轉變，佢亦都可以感染到佢嗰個年代的人，當
時佢拍緊《逆流大叔》，佢即刻過來搵我，每次
開會去鎮宇家，都見到佢一家人嘅相處。第3個搵
嘅就係當時仲大肚的胡杏兒，所以過程幾漫
長。”Flora 13日將同老公一齊出發去美國，走訪
曾俊華在美國的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惠英紅空降內地節
目《我就是演員》決戰之夜，受邀擔任決戰夜參
謀官。作為總決賽唯一的參謀官，紅姐親自指導
選手，仲現場同大家分享寶貴的表演技巧同心
得。

今次係紅姐第二次現身《我就是演員》的舞
台，第一次佢作為特邀參謀官，驚喜亮相，仲即
席為觀眾演出一幕關於“家暴”題材的影視作品
《兒子的歌聲》，看到後輩章子怡大叫：“在我
心目中她就是一個神！”來到“冠軍之夜”，紅
姐再一次大曬演技，面對需要挑戰“現場轉變多
種人格”的選手宋軼時，紅姐悉心指導，而且仲
在僅有的時間將這個“臨時功課”變成十份精彩
的舞台作品。這份“臨時功課”入面，紅姐為自
己設定為患有老年癡呆的老人，雖然着住連身
裙，但完全冇局限到佢對角色的塑造。紅姐一上
台就除了高跟鞋，彎住條腰，由眼神到情緒變
化、語氣到動作的場面作一百八十度轉變，每一
種情緒都處理得恰到好處。短短一分鐘的表演，
看到人窒息又感動。

惠英紅一秒入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植植）
陳明憙12日到電台為全新國語歌
《放下》做宣傳，提到此歌是鄭
中基首次執導電影《阿龍》的插
曲，明憙坦言好開心可以同鄭中
基一起合唱之餘，明年對方開農
曆年演唱會，明憙更有幸成為嘉
賓。“其實今次係我第一次踏上
紅館舞台唱歌，亦係第一次做農曆年show，希望到時可以
一邊唱歌一邊逗利是，感受節日氣氛。”

就快聖誕，明憙會再到日本，傾談來年與當地的音
樂人合作，順道亦會放假休息，她說：“因為之前參與
的音樂劇《愛在星光里》，明年初會有巡演，所以要好
好休息裝備一下自己，另外都希望明年初會出到一張
EP，我會繼續寫多點歌，唱多點好的作品俾大家。”

鍾
欣

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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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最愛看綜藝節目

陳明憙
任鄭中基個唱嘉賓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李慶全李慶全））黃黃
宗澤宗澤(Bosco)(Bosco)日前拍日前拍
邵氏網劇邵氏網劇《《飛虎之飛虎之
雷霆極戰雷霆極戰》》一幕動一幕動
作場面不慎夾傷左作場面不慎夾傷左
腳腳掌至骨折腳腳掌至骨折，，要要
入院做手術入院做手術，，經過經過
五 日 休 養 已 經 出五 日 休 養 已 經 出
院院。。無綫高層樂易無綫高層樂易
玲透露玲透露1111日與苗僑日與苗僑
偉一同接了偉一同接了 BoscoBosco
出院去飲茶出院去飲茶：“：“他他
做手術時要禁食做手術時要禁食，，
加上痛又沒胃口加上痛又沒胃口，，
現仍要打着石膏現仍要打着石膏，，
不過他好厲害不過他好厲害，，康康
復得比預期快復得比預期快，，主主
要他還年輕要他還年輕、、鬥志鬥志
好又做開運動好又做開運動，，第第
三日已見他掠起隻三日已見他掠起隻
腳腳，，更拍片見他行更拍片見他行

得好快得好快！”！”樂小姐表示樂小姐表示
BoscoBosco左腳打了石膏起碼數左腳打了石膏起碼數
星期後才能拆開星期後才能拆開，，劇組暫時劇組暫時
唯有跳拍他的部分唯有跳拍他的部分，，不過他不過他
都好想盡快開工都好想盡快開工，，故可能一故可能一
些文戲大頭鏡頭不見腳的也些文戲大頭鏡頭不見腳的也
會照拍會照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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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左起：：香港開電視外事部總經理譚雪儀香港開電視外事部總經理譚雪儀、、節目策劃總監劉佩貞節目策劃總監劉佩貞、、外事部顧問曾醒明與陳慧珊夫外事部顧問曾醒明與陳慧珊夫
婦合照婦合照。。

■■黎諾懿及李佳芯分別獲頒黎諾懿及李佳芯分別獲頒““最最
強人氣廣告飛躍男星強人氣廣告飛躍男星、、女星女星”。”。 ■■城城想將來可以辦一個城城想將來可以辦一個

慈善車展慈善車展，，用來籌款回饋用來籌款回饋
社會社會。。

樂易玲樂易玲

惠英紅惠英紅
陳明陳明憙憙

鍾欣潼
同老公最愛看綜藝節目

■■今年專注電影及今年專注電影及
電視方面電視方面，，千嬅明千嬅明
年會於音樂工作上年會於音樂工作上
重新出發重新出發。。

為偶像豪買千萬跑車



BB77台灣影壇
星期四 2018年12月13日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8

被譽為「晨神」的林依晨今年36歲，在2014年時與交往兩年的另壹半完成

終身大事，至今壹晃眼就過了4年。壹直以來都非常低調的她，很少公開與老公

的親密模洋，沒想到近日竟在林依晨的IG上，看到她大撒糖的照片！

她與老公兩個人摟著彼此，在溫哥華美景的相伴，甜蜜又幸福的寫下：

「妳，就在我身旁...」讓粉絲大喊：「墨鏡給我拿來！」晨神壹直以來對

事情都有自己的壹番見解，對愛情也是壹洋...

「妳，就在我身旁...」

說到林依晨與老公維繫感情的方法，最間單的大概就是她說的這句話

吧！無論喜怒哀樂，抑或是人生遇到了什麼難關：

「妳，就在我身旁...」！婚姻的真諦不是永遠幸福，

而是我們陪著彼此度過，且從不放手，就想林依晨

與老公林於超壹洋，簽了手就永遠不放開。

我們恩愛自己知道就好

交往兩年、結婚四年，林依晨和老公曬恩愛的

次數屈指可數，但有時候，感情的事還是保持低調

的好，妳不用把交往的點滴都公開放在社群上，讓

很多事情放在彼此心裡，恩愛只有自己知道就好，

才是保持婚姻的秘訣啊！

「如果妳是真心喜歡壹個人的話，就算不說，他也

會知道的，如果妳是真心的，他應該感受的到的。」

很多戀人不太喜歡把「我愛妳」掛在嘴邊，壹派人

認為天天說愛才能讓對方感受到，但也有像林依晨這

種，認為就算不說，日積月累的相處，只要是真心真意

的態度，彼此壹定都能知道對方的心意的。

「婚姻中，兩人都要肯收起壹些些的自己，才

能成就壹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得到的愉悅、平靜與

滿足感，也會大於妳們願意放下的自我！」

俗話說：「相愛容易相處難」，在柴米油鹽的

醬醋茶的日常裡，婚姻並不會天天都有激情，甚至

更多的是每日的摩擦，要怎麼洋才能平順度過呢？

最重要的是彼此都要將自己的稜角越磨越光滑，慢

慢的就能磨合出最這合彼此的洋子了。

安心亞詮釋學霸拒當傻白甜
禾浩辰慘被尿洗頭

安心亞、禾浩辰在臺北出席《妳有

念大學嗎？》發布會，安心亞在劇中飾

演學霸，但其實現實中的她遺憾沒有念

大學，笑說：“沒想過演學霸，只想說

演聰明的角色就好，不想再演傻白

甜。”被問及如何詮釋學霸？安心亞會

看學霸訪談，揣摩他們講話方式，她認

為學霸想贏，會有壹點謙虛的高傲，她

也讓自己的角色更有個性。

安心亞劇中為了家庭犧牲念大

學的機會，與她現實中情況類似，

她認為沒念大學非常遺憾，笑說：

“少了學生生活，也會想選哪個社

團，男生走過去會不會跟我做朋友。”

她在劇中經營服飾店，她特地到百

貨公司當壹天櫃姐，學習迎賓、接

待SOP與基本禮儀，她也了解許多

櫃姐的小秘密，例如他們會在櫃臺

上放土地公，或在橘子上寫著招財

進寶，讓安心亞獲益良多。

禾浩辰戲裏戲外都是“玩霸”，

他會跟同學在野外解放，另外，有次

球隊同學在洗頭沖頭，他就突發奇想

尿在同學大腿上，同學氣到回擊，收

集大家不同的尿液裝在洗發精罐中，

趁他在洗頭時從他後腦勺倒尿，玩得

相當開。而他與安心亞第壹次合作，

笑稱朋友們都很羨慕他能跟女神壹起

演戲，頻頻叫他帶安心亞壹起去運

動，會幫她打折！

彭於晏擔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

啟程“尋龜記”之旅

彭於晏作為野生救援（WildAid）公益大使，進行了名為“Between the Sea

and Shore”（中文暫譯為：彼岸在召喚）海龜保護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此次公

益拍攝從亞洲到中美再到南美洲，跨越三大洲，歷時 11天，距離長達 34000公

裏。在哥斯達黎加南部Osa半島，彭於晏壹路跟隨野生救援隊伍和海龜保護誌

願者，從了解誌願者們的日常工作內容，到壹起慘與尋找龜蛋、轉移龜蛋、檢

查龜蛋孵化情況、測量記錄小海龜生長數據、放生小海龜、夜晚等候海龜上岸

等項目，不僅與海龜進行了親密的接觸，並且親身體驗了作為海龜保護誌願者

的工作和日常。據悉，紀錄片視頻即將上線，彭於晏將如何帶大家壹起體驗這

趟奇妙且富有生命意義之旅，敬請期待。

鈕承澤拍片“小天使制度”解密 女性員工倒酒服侍
52歲導演鈕承澤遭

控性侵新片《跑馬》女

工作人員，過去疑似性

騷擾的行為接連被起

底 。曾參與《軍中樂

園 》的工作人員阿 D

（化名）向媒體坦言，

劇組有壹套“小天使制

度”，這是其他劇組前

所未見，”劇組要安排

壹個女生專門坐在他旁

邊，幫他控制螢幕、倒

酒，還要安撫他隨時可

能爆烈的情緒。”

《軍中樂園》工作

人員阿D透露，壹般劇

組通常由場記控制螢幕

錄影、回放，但專屬鈕承澤的小天

使則要專門負責這些事。小天使限

定年輕貌美，身材也不錯的女性工

作人員，專職在拍攝期間坐在他的

身旁伺候，除了控制螢幕的工作之

外，更要隨時幫他倒酒服侍，才

能順利進行拍攝，“他多半喝紅

酒。”“總之小天使這個職位是

我們壹進劇組就壹直聽到前輩說

要找的，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只要

是豆導的劇組就壹定要有這個職

位，但很明顯，就是高層們都覺得

這個職位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且壹

定要是女生。”

“記得第壹任小天使好像是實

習生，但中間不知道為什麽被換掉，

劇組壹度要在各組中試探樣貌不錯

的工作人員，每壹組皮都繃很緊。

最後是找了本來是要給演員陳建斌

當助理的女生。其實現在想起來也

真的覺得蠻惡心的，包括我自己，

為什麽會默許安排壹個女生在他旁

邊服侍並安撫鈕承澤的情緒，而沒

有人覺得這樣很不合理呢？！”

阿D受訪時很表示，“現在想

想，我也是共犯之壹。就是因為我

們當時對這些行為默許、不吭聲，

才造成了今天又有了受害者吧。”

此外，鈕承澤在2007年拍攝了第壹

支長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

在導演的同時，也自己演出柯奐如

男友，並且拍攝了壹場床戲。然而，

當時有消息爆料，因為劇本寫得很

模糊，柯奐如壹直到當天抵達現場，

才被鈕承澤以“藝術犧牲”為由要

求全裸上陣，最後只好硬著頭皮上，

前後共拍了5小時，留下揮之不去

的陰影。

同壹年還有另壹起風波，鈕承

澤執導電視劇《我在墾丁天氣晴》，

也安排自己演張鈞寧壹夜情對象，

還被工作人員爆料，在拍攝壹場張

鈞寧被其他男演員吻額頭、脖子的

戲時，鈕承澤說要親自上陣示範，

突然真的親女方脖子，讓對方嚇到

變臉。但他事後直說不記得：“我

記得我有親彭於晏，也有親趙自強，

但我有親到張鈞寧嗎？”對於事情

真相打太極。

林依晨罕見與老公大放閃！
「「壹句話壹句話」」 道盡結婚道盡結婚44年甜如蜜的秘訣年甜如蜜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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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改革開放40周年獻禮作品，由

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電影（集團）有

限公司領銜出品的電視劇《大浦東》明

晚起將在中央電視臺壹套黃金檔播出。

電視劇從金融改革的角度，聚焦陸家嘴、

洋涇老街的變遷，生動講述了在改革開

放的大背景下個人與時代同頻共振、和

國家休戚與共的故事。

在今天上午召開的開播座談會上，出

品方表示，他們希望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

下，讓人的命運、人的情感作為這部電視

劇表現的壹個焦點，改革開放與個人命運

發展的互動，形成壹種新的藝術表達。

禮贊浦東巨變
電視劇《大浦東》以精心的藝術創

作回應社會發展變革，既是壹部浦東新

區深化改革的史實側記，又是對中國改

革開放40年偉大成就的禮贊。浦東應改

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改革開

放為浦東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第

壹家證券交易所的落戶、楊浦大橋的建

設等壹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為浦東發展

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助推著這片土地成

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和“上海現

代化建設的縮影”。劇中，這些重要的

歷史時刻均被真實記錄，使觀眾在觀劇

過程中潛移默化地了解到改革開放過程

中的歷史事件，深刻感悟改革開放為群

眾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

刻畫奮鬥群像
電視劇《大浦東》中，東

海財經大學經濟系學生趙海鷹

（張博飾）緊抓重大機遇，堅

守壹代金融人的夢想與初心，

歷經挫折與失敗之後終於成為

新上海金融界翹楚。與此同時，

圍繞著趙海鷹的人生際遇，塑

造了壹群在上海浦東改革大潮

中為實現自我價值、追求美好

愛情而努力拼搏的年輕人

群像，並將“畢業後的選

擇”、“異地戀的無

奈”、“婚姻的真相”

等與當代年輕人密切相關

的社會話題穿插其中。

實景重現老街
《大浦東》真實記

錄了30年間浦東所發生

的時代變遷，更以較大

篇幅還原了上世紀八九

十年代的民眾生活。為

了在劇中完美呈現年代

感，劇組在松江盛強影

視基地重新搭建起洋涇

街，實景重現了這條街

道當年的模樣，星光理

發店、日雜用品商店等

諸多承載著壹代老上海

人記憶的場所均能在老

街尋到蹤跡。院角的老

藤椅、街頭的二八自行

車、手提式煤爐等烙印

著歲月痕跡的老物件，

令這條街道充滿了時空

回望般的煙火氣息。制作團隊在服化道

上不遺余力地投入，從房間內的裝飾到

角色人物的每壹次出場所著服裝和發

型，都嚴格遵從於歷史，甚至讓過來人

壹眼就能猜到當時所處年代。

韓雪奪冠《我就是演員》總抉賽

從為演員提供飆戲平臺

到讓觀眾認識更多的好演員，

浙江衛視《我就是演員》用

13期的精彩好戲引發了“現

象級”的關註，而演員們勢

均力敵的演技較量更令大家

對總冠軍榮譽的歸屬充滿期

待。總決賽當晚，節目以三

場撼人心扉的好戲重磅收官，

讓觀眾過足戲癮。演員韓雪

實力摘奪總冠軍獲得了網友

的刷屏力贊。

韓雪挑戰飆戲極限實力
奪冠 網友力贊“實至名歸”

在觀眾的期盼下，4強演

員韓雪、塗松巖、王陽、宋

軼懷揣熱忱，用兩場

好戲奔赴總決賽榮耀

之巔。舞臺上，韓雪、

宋軼展現了驚人的學

習能力，全程西北口

音的臺詞以及情感的

精準把控，引得觀眾

大贊“刷新了對兩位

演員的認識，《平凡的

世界》這段戲真的是最

有愛的三角關系”。

而塗松巖、王陽則將

《大宅門》中兩個難

以復刻的經典角色演出

了自己的“味道”，其

中呈現的愛國情懷更

是得到了網友的高

度贊揚：“特爺們的

戲，熱血沸騰到眼淚

直流。”

最終章子怡戰隊的韓雪、

塗松巖以炸裂的演技脫穎而出，

通過24小時的飆戲挑戰，共同

解鎖最後壹場匠心之作《西

楚霸王》。節目中，韓雪憑

借對“虞姬”的高級演繹實力

奪冠。雖然劇本給予韓雪的發

揮空間不夠大，但她卻在有

限的時間內牢牢抓住了觀眾的

眼球，網友們紛紛嘆服“韓雪

這次的表演百轉千回太有力量

了，奪冠絕對實至名歸”。

塗松巖塑造的“項羽”則以

英雄末路的悲涼感染眾人。

六大導演再現高水準

“圓桌”探討掀全網熱議高
潮

除了有令人嘆服連連的總

決賽巔峰對決，本期節目組特

邀的六位頂級導演陳凱歌、許

鞍華、張紀中、胡玫、關錦鵬、

曹保平，還為觀眾奉上了壹場

高水準、寬視野的“圓桌”探

討，有網友笑言“忍不住誇壹

下節目組，之前壹位導演講戲

都聽的津津有味，這次六位導

演齊聚小抄都不夠記”“壹場

比拼請來六位頂級導演，總決

賽玩的有點大”。

節目中，導演們觀察入

微，針對演員的表演基調和

情感輸出進行了精準的分析。

其中陳凱歌、張紀中對作品

《大宅門》裏兩位演員細節

把控的意見碰撞，不僅為收

官之戰增添了學術性的“圓

桌辯論”，還獲得了表演愛

好者的傾力好評，大家紛紛

表示“導演們的點評走心了，

看的時候忽略了好多細節，

聽了點評打算再刷壹遍”

“導演們說的很精準，看戲

的同時還能跟著演員上課，

何樂而不為”。

演員回歸初心鍛造演技
重磅落幕引“現象級”關註

“這個舞臺太棒了，既

讓我們感受到了表演的美好，

也認識了壹批戲比天大的好

演員”，自9月8日開播以來，

《我就是演員》不僅通過創新

的綜藝形式為演員們打造了

壹個專業的演技試金場，還

以63位演員13期的精彩演繹，

掀起了全民對於演員行業以

及演技的熱議，鍛造了屬於

自己的“現象級”，有觀眾

肯定道：“期期不落，是壹

檔值得回味的好節目。”

在這個把演技作為最高

標準的舞臺，導師們的點評

也給觀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

印象。首播當晚，徐崢為演

員加油打氣“好演員的春天

到了”，吳秀波感慨“願戲

劇有悲天憫人之心，非常感

恩二位把命擱在臺上”，隨

後的演技比拼中章子怡又發

出贊嘆“讓我們發現偉大的

演員”。正是因為導師們的

悉心指導與鼓勵，韓雪、塗

松巖、王陽、宋軼等演員才

能不斷刷新精彩，達到演技

上的自我突破。

結束了本季的演技比拼，

節目組再壹次發出了什麽是演

員的提問？導師章子怡、徐崢、

吳秀波以及“演員推薦人”張

國立、總導演吳彤抒發了自己

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演員是

展示全人格的行當要做到百

分百的忘我；演員是壹群普

通人也是壹群瘋子；演員是

妳人生的主角，在這個舞臺

上用表演感知喜怒哀樂、品

味人生百態......

郭濤新居首次演反派
搭“鋼鐵直男”秦昊鬥智鬥勇
秦昊、郭濤，這兩位都是目前公認圈內最會演

戲的當紅男演員，兩位男星正邪對抗實力飆戲是怎

洋的體驗？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獻禮大居《江河

水》昨天在南京舉行開播發布會，該居導演李小

亭，主演秦昊、郭濤、闞清子、車曉、張粟等主創

也悉數到場，本居將於14日登六江蘇衛視。

《江河水》取景南通蘇州等地大港口
“真正對於港口的了解完全通過這部戲，以前

這壹塊真的是盲區。這個角色從公安局長後來成為

港務局長，包括對港務方面的工作進行了全方位的

了解，確實挺長見識，到了港口看到集裝箱啊輪船

啊覺得特別壯觀，對我的人生來說也是壹次特別難

忘的經歷”，男主角江河是該居的靈魂人物，堪稱

正居中的“大男主”，飾演者秦昊在發布會現場感

慨這部戲讓自己收獲頗豐，“我原來真不知道，原

來這麼多大的港口都在咱們江蘇”。的確，《江河

水》的主要拍攝地點都集中在南通、蘇州、鹽城等

港口城市，具有濃郁的江蘇特色，彰顯了江蘇的時

代精神和文化自信，展現了我們大江蘇改革開放四

十年來的巨大成就。

電視居《江河水》是首部以港口為載體、反

映改革開放主題的電視居，改編自杜衛東、周新

京的同名小說，以改革開放為背景，以港口改革

為主線，講述了壹個老港口在秦昊飾演的新局長

江河帶領下不忘初心，在時代浪潮中通過“破”、

“立”和“創”三個階段大刀闊斧推進改革創新

的故事，生動刻畫了活躍在改革開放前沿的代表

人物。現場，導演李小亭介紹：“《江河水》不

僅聚焦四十年來港口改革進程，更有懲治腐敗、

打擊走私、動人情感等豐富商業元素，情節扣人

心弦、懸念疊起，與以往類似題材相比更具觀賞

性”。

秦昊這次特別“正”，郭濤首次演反派
“江河是壹個有責任、敢擔當、想幹事、能幹

事、幹成事的領導人物，有著國際視野和長遠眼

光，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港口人砥礪奮

鬥、開拓創新、永立潮頭的精神面貌”，飾演男壹

號江河的秦昊在采訪中表示，這個角色的“壹身正

氣”特別吸引自己。這個角色在工作上雷厲風行，

在生活中也會不解風情，被網友戲稱為“鋼鐵直

男”，對此秦昊笑稱自己不太了解“鋼鐵直男”的

概念，但非常認同江河這個角色的三觀，“他跟我

的做人做事原則很像，就是認真、真誠，也就是

說，做人要實誠，壹個人不實誠，即使再有才華也

不會得到大家的喜歡”。

秦昊以往的獲獎作品多以文藝片為主，所飾演

的角色也多數是極富個性的文藝男，即使在去年大

熱的《無證之罪》中，他的角色也是個看上去亦正

亦邪的另類警察。此次擔綱“大男主”，他的角色

特別“正”。而居中男二、另壹位“影帝”郭

濤卻首次演起了反派角色秦池。以往或穩或萌

的屏幕“風情帥叔”郭濤此次在居中是最大的

反派角色，他是江河在開展工作中的最大阻力，

居中二人鬥智鬥勇，現場郭濤坦言：“以前從

來沒演過反派角色，接這個角色之前也有過顧

慮。但作為演員首先還是要看居本和角色，我

想把這個人物演得有血有肉，而不是上來壹看

就是個大壞蛋。他是壹步步走向墮落的，希望

觀眾看居的過程中，也吸取這個角色的教訓”。

兩位男星在居中飆戲，二人都表示特別過癮，

郭濤透露：“在居中對戲特別有火花，包括闞

清子、車曉大家都很認真。戲外我們關系特別

好，我年紀最大，大家都叫我濤哥，他們都特

別喜歡跟我壹塊玩”。

壹
代
金
融
人
追
夢
洋
涇
街

《
大
浦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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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視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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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BB99影視世界
星期四 2018年12月13日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8

宋康昊新作《麻藥王》曝

光壹組全新角色海報和壹支角

色預告片，七位主要角色形象

曝光，屬於每個人物的臺詞也

暗示了劇情走向。宋康昊飾演

的李鬥三始終在糾結自己是不

是個“愛國人士"，而夫妻反目

很可能將為李鬥三的販毒事業

帶來致命壹擊。

《麻藥王》以上世紀70年

代的的韓國釜山為背景，乘著國

家鼓勵"出口"的東風，宋康昊飾

演的李鬥三從壹個毫無底線的走

私犯掘起為壹代傳奇毒梟。而除

了宋康昊，曹政奭飾演的將李鬥

三視為眼中釘的熱血檢察官金仁

九、裴鬥娜飾演的李鬥三合作夥

伴金靜雅、金大明飾演的李鬥三

表弟李鬥煥、金素真飾演的李鬥

三的糟糠之妻成淑靜、李熙俊飾

演的李鬥三同行崔鎮必、趙友鎮

飾演的黑幫老大趙成江在這組海

報中悉數登場。

該片是《局內人》導演禹民

鎬歷時三年進行資料搜集和謹慎

考證之後創作劇本並執導的新作

。值得註意的是，該片並非單純

的犯罪劇情片，而是加入了喜劇

元素。該片將於12月19日在韓

國上映。

出口毒品到日本
難道不是愛國嗎？
"麻藥王"曝新海報預告
宋康昊事業巔峰遇危機

妳還記得《101真狗》裏邪惡的女反派庫

伊拉· 德· 維爾嗎？如今以她為主角的真人版電

影有了新進展。根據外媒報道，《我，花樣女

王》的導演克雷格· 吉勒斯佩有望接手這部影

片。

這部名為《庫伊拉》的影片幾年前就已經

敲定由“石頭姐”艾瑪· 斯通主演，2016年百

老匯音樂劇導演Alex Timbers原定執導本片，

但壹直沒有投入實質性拍攝。而他目前又忙於

翻拍挪威驚悚片《西爾瑪》，分身乏術，所以

迪士尼只能另尋他人。

克雷格· 吉勒斯佩目前正在與迪士尼商討

執導影片事宜，壹旦達成合作影片將於明年投

入拍攝。去年頒獎季上，吉勒斯佩執導的《我

，花樣女王》獲得三項奧斯卡提名，並最終摘

得最佳女配角獎。

庫伊拉是迪士尼最臭名昭著的反派角色之

壹，她表面上時尚親和，背地裏心狠手辣，絞

盡腦汁想要將斑點狗偷來剝下皮毛做大衣。在

老版電影中，格倫· 克洛斯成功塑造了該角色。

妳還記得想要剝
斑點狗皮的庫伊拉嗎

艾瑪斯通出演新版庫伊拉
"我花樣女王"導演有望執導

Adult Swim 動畫頻道將與

Crunchyroll公司合作，將制作經

典科幻《銀翼殺手》系列的動畫

劇集——《銀翼殺手：黑蓮花》

。

《銀翼殺手：黑蓮花》根據

《銀翼殺手2049》啟發，故事背

景設定在2032年，《銀翼殺手

》中的壹些角色也將在動畫中登

場，但具體的故事細節尚處保密

階段。《黑蓮花》共13集，每

集長達半小時。

神山健治（《攻殼機動隊

》）將攜手荒牧伸誌（《蘋果核

戰記》）制作《黑蓮花》第壹季

，著名動畫制作人渡邊信壹郎

（《星際牛仔》）以創意制作人

的身份加入創作團隊。在《銀翼

殺手2049》上映前，渡邊信壹郎

曾參與制作影片的三個動畫短片

前傳之壹的《銀翼殺手：2022黑

暗浩劫》。

Crunchyroll高層表示，《銀

翼殺手》是壹部影響深遠的作品

，Adult Swim很高興將為粉絲們

制作這部全新劇集，期待共同打

造該系列影視作品。

《銀翼殺手2049》去年上映

後票房慘遭失敗，制作方Alcon

娛樂受到巨大打擊甚至因此進行

裁員。以動畫劇集的形式繼續延

伸該系列，或許是壹個更加經濟

的選擇。

《銀翼殺手》
將推出全新動畫劇集！
《星際牛仔》《攻殼機動隊》導演聯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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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盛世，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汉

唐热血男儿拼出来的。

强大的汉朝，始于汉武帝君臣虽远

必诛的豪情；辉煌的大唐代，也是唐太

宗以来的志士们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唐朝刚建立的时候，环境也是非常

糟糕的。大唐的北部边境，简直成了突

厥的后花园。武德九年（626年），即

唐高祖禅位于太宗那年的八月，“突厥

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面对直抵长

安城下的突厥铁骑，唐太宗不得不

“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也

就是说，唐太宗是与突厥签署了屈辱的

城下之盟后，突厥才退兵的。

连首都长安城下，也成了突厥铁骑

自由出入的地方！

当此之时，倘若是今天的中国公知

们，一定会经过深入研究后，写出百万

言论文，论证：

1、突厥铁骑不是侵略，而是给大

唐送来了普世价值；

2、游牧文化超级先进，突厥文化

领先大唐8000年；

3、大唐必须尽快全面突厥化。

公知们会四处演讲，呼吁大唐深化

改革，改汉字为字母，改城市为帐篷，

改农田为草原，改定居为游牧……他们

会巫师般地预言：如果大唐不迅速实施

突厥化，就会亡国灭种。他们还会导师

般地指出大唐改革的捷径：举国投靠突

厥，给突厥当龟孙子。

当今中国为何娘炮盛行？因为这样

的玩意太多了！

幸运的是，在唐代时，“公知”还

是野猫野狗，没有投胎做人。

大唐的男人，都是纯爷们。

当此之时，唐太宗君臣研究决定：

整兵备武！他们身先士卒，参与练兵；

同时要求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扎实做好

本职工作。

仅四年后，天下大变。大唐将士主

动出击，平突厥，定西域，大唐声威振

于殊俗。

《旧唐书· 太宗本纪》：

（贞观）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

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三月庚辰，

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

，献于京师。……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

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

君长，则兼称之。

曾经肆虐长安城下的突厥颉利可汗

，就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随后，颉

利可汗当上了唐太宗的卫士。

随即，已知世界的各国国君，公推

唐太宗为“天可汗”。啥是“天可汗”

？就是天下共主！从此，西域诸国的国

君，都必须接受大唐皇帝的统一任命。

凡是没有获得唐朝朝廷册封的君主，都

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也不会获

得本国官民的认可。唐朝皇帝的诏书，

比当今联合国决议管用千百倍。

唐高祖、唐太宗都是才华横溢的文

化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同时也是能

征善战的猛士。尤其是箭术，这父子俩

都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据说，李渊

年轻时，就是靠百步穿杨的箭术，才娶

到了未来的皇后。打天下那阵子，唐太

宗更是经常张弓搭箭，冲锋陷阵，如入

无人之境。一刀一枪打下大唐江山的唐

太宗，自然懂得战备的重要性。当上皇

帝后，休闲时刻，唐太宗和大臣们聚在

一起，除了写诗作文，也时刻不忘狩猎

练兵。尚武之风，在大唐皇室代代相传

。因此，唐朝皇帝不仅学养深厚，而且

大多拥有不错的马上功夫。

毫无意外的是，尚武，成为大唐的

社会风气。

我们都知道唐朝有个著名的“边塞

诗派”。唐朝的“边塞诗”，如同当今

的“军旅歌曲”，反映的是军旅生活，

豪气十足，朝气蓬勃。在我看来，当今

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军旅文艺”流派，

除此之外，再难找到阳刚之气。

唐 朝 绝 不 存 在 什 么

“边塞诗派”，因为大唐

的知识阶层，都是纯爷们

；大唐的女人，也有六分

爷们气概。

爷们不是赳赳武夫，

而是铁肩担道义的“士”

。

一方面，他们爱家、

爱乡、爱百姓、爱社会、

爱大自然，他们的乡愁诗

、孝顺诗、爱情诗、悯农

诗、友情诗、山水诗、田

园诗、禅诗、仙诗等等

“人道主义”的诗歌，冠

绝古今，道尽了人间情谊

，说尽了世间真谛，试问

当今世界，可有谁比他们

懂得什么叫做爱？

另一方面，他们阳刚

之气十足，仗三尺长剑，

试问普天之下，谁敢挡我

！

李白是诗仙。他的双

足走遍中华河山，他的精

神游遍琼楼玉宇，他以自

己的肉体凡胎为人间销尽

愁怨。李白更是一位仙侠

，《侠客行》：

赵客曼胡缨，吴钩霜

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

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

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杜甫则为诗圣，一个典型的儒生。

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终生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淳”，同时，他始终也是勇猛的

孔门弟子子路，《遣怀》：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诗圣、诗仙，同一个境界：江湖侠

客。

王维号称诗佛。王维的辋川诗，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之外禅意盎然

，参透了宇宙。一旦走出辋川世界，又

是另一个王维，《少年行》：

出身仕汉羽林郎，

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

若非侠气齐天，如何道得这般豪迈

！

儒道佛的三大代表诗人反映的，何

止是诗人的豪气，而是大唐从长安到乡

村的精神面貌。我们若读一读晚唐张祜

等诗人的作品，看一看唐人传奇小说，

从初唐到晚唐，唐朝的男人始终是爷们

，女汉子照样是女汉子。

大唐尚武。尚武，不是打架斗狠，

而是以自己的阳刚之气博取功名，用今

天的话说，便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汉朝有个规矩，无功不得封侯。封

侯之道，文官靠才德，武官凭功勋。

大唐也是这规矩。宰相陆贽说：

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

也。唯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

途，不在赏典。

陆贽说，大唐的爵位，属于天下人

所共有，也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唯有才德

高尚者、功勋卓著者，才能够享受爵位的

名利，除此之外，任何人也不能获得。唐

德宗在避难途中，有百姓献瓜果给他，德

宗一激动，便想赏赐这位百姓一个“试官

”。尽管这“试官”仅是一个不领工资、

没有职位的虚名，相当于今天的劳模之类

，也被陆贽给否决了。陆贽说，皇上你赏

他一点钱，那是可以的；拿国家的荣誉来

赏赐他，绝对不行，否则，那些立功于疆

场将士们你怎么办？

因此，汉唐两朝，投笔从戎之风兴

盛，为“多士”时代。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出塞》：

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

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

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

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

男子汉大丈夫，获取功名何必在科

举场上！有志者当立功塞外！

王昌龄《闺怨》：

闺中少妇不曾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在妻子鼓励下，丈夫效力于边疆，

努力赢得功名。忽见陌头杨柳色，妻子

思夫之情油然而生。

当今的娘炮，如果穿越到唐朝，一

定只能躲进深山打光棍，因为，无论唐代

的男人女人，都不屑于理这样的人。嫁给

这样的人，岂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每有大战，唐朝往往广招天下豪杰

入伍。《资治通鉴》：

（仪凤三年，678年）癸未，遣左

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

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这年，朝廷准备对吐蕃开战，下令

征募天下英雄，无论出身，有本事就欢

迎。后面提到的娄师德，就是这时投笔

从戎的。

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妇孺皆知

的大唐英雄薛仁贵。《新唐书· 薛仁贵

传》：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

田为业。将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

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

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

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仁贵

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薛仁贵青年时代穷困潦倒，在妻子

的鼓励下投军，成为一代名将。其子孙

也是大唐声名显赫的人物。

薛仁贵是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典型，

而马璘则是男儿当马革裹尸的例子。

《新唐书· 马璘传》：

马璘，岐州扶风人。少孤，流荡无

业所。年二十，读汉马援传，至“丈夫

当死边野，以马革裹尸而

归”，慨然曰：“使吾祖

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

，挟策从安西节度府，以

奇劳，……进扶风郡王。

马璘是孤儿一个，四处流

浪。二十岁时，当读到自

己祖先马援的“丈夫当死

边野，以马革裹尸而归”

后，毅然到安西投军，后

来因为显赫军功，被封为

扶风郡王。

积极效力疆场的，远不止

是普通百姓，远不止侠客

猛士。

大批名闻天下的文士，那

些在科举场上声名显赫的

天之骄子们，也纷纷投身

于塞外立功的队伍中来。

《唐六典· 尚书兵部》：

其选人有自文资入者，取

少壮六尺已上，材艺超绝

；考试不堪，还送吏部。

要求投笔从戎的文官太多

了，所以，朝廷规定：文

官想成为武官，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一是年轻力壮

，且身高六尺以上；二是

拥有优秀的戎马才华。否

则，退回管理文官的组织

部门吏部。

实际上，在唐朝军队，本

来就有许多文职岗位。比

如，左右卫里的长史、录

事参军事、仓曹参军事、

兵曹参军事、骑曹参军事、胄曹参军事

等，皆为文职，许多明经、进士及第人

员供职于此。在边疆前线，都护府的长

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功曹参军事、

仓曹参军事，节度幕府里如判官、掌书

记、巡官、推官等等，也全是文职官员

。进士及第的著名诗人如高适、岑参、

韩愈、杜牧等等，都曾担任这样的职务

。

《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三，记述了

刘仁轨、裴行俭、娄师德三位优秀文官

投笔从戎的经历。

刘仁轨，“少贫贱，好学。值乱，

不能安业，每动止，画地书空，寓所习

，卒以通博闻。”刘仁轨博学多才，但

适逢隋末乱世，没能参加科举考试。唐

朝建立后，他以才学被选拔担任官职，

走上仕途。正当仕途遭遇坎坷之时，他

的机会来了。

仁轨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

贵此翁邪！”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或

问其故，答曰：“当削平辽海，颁示本

朝正朔。”

唐高宗时，他被选中参加征高丽。

他兴奋极了：我施展抱负、成就功名的

机会来到了。他发誓：一定要“颁示本

朝正朔”于高丽，即收复高丽，使用大

唐年号历法。经过极端艰苦的努力，目

标实现。刘仁轨从一个贫贱少年，依靠

个人能力与功劳，后来官至宰相。

裴行俭，是唐朝烈士遗孤，“幼引

荫补弘文生”。弘文馆是典型的贵族学

校，在唐朝，能够进入弘文馆读书的，

必是了不得的“官二代”。 裴行俭好

学不倦，博学多才，书法极佳，文武双

全。

贞观中，举明经，调左屯卫仓曹参

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谓曰：“吾用

兵，世无可教者，今子也贤。”乃尽畀

以术。

唐太宗贞观年间，他通过科举考试

，获明经及第，成为科举场上的成功者

。随即，进入军队任文职官员。他热衷

于军事，拜名将苏定方为师。苏定方也

十分瞧得起他，全心全意地收了这个徒

弟。后来，裴行俭屡建奇功：

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

李遮匐诱蕃落以动安西，与吐蕃连和，

朝廷欲讨之。……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

王，且为安抚大食使。……简精骑，约

赍，袭遮匐。道获遮匐使者，释之，俾

前往谕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状，遮匐乃

降，悉俘至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

纪功。帝亲劳宴，曰：“行俭提孤军，

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擒夷，可谓

文武兼备矣，其兼授二职。”即拜礼部

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突厥

余党联合吐蕃，发动叛乱。朝廷准备出

兵征讨。根据裴行俭的建议，裴行俭以

册封并送波斯王回国名义，并担任安抚

大食使的身份，没带几个兵，不慌不忙

，沿路召集西域各番国酋长和军队，然

后，突然袭击，兵不血刃，活捉叛乱头

子。他回京后，唐高宗亲自宴请他，因

其“文武兼备”，封他文武双职：礼部

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裴行俭亲手培养出一大批声名显赫

的将领，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睟、

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

多祚、黑齿常之等。

娄师德，就更了不起了，“第进士

，调江都尉”，是进士及第的难得人才

。当他被提拔到监察御史这个前途无量

的岗位上时，朝廷招募征讨吐蕃的“猛

士”，他毅然报名从军：

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

额来应诏，高宗假朝散大夫，使从军。

有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

并知营田事。与虏战白水润，八遇八克

。

在前线，一再立功。后来独当一面

，指挥军队八战八胜。就此，步步高升

，官至宰相。

唐朝男人都是纯爷们！你若想荣光

，多学着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娄师德为人十

分谦和。《新唐书》记载了关于他的一

个有名的故事：

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

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

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

干耳。”

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

临行前，身为宰相的娄师德告诫弟弟，

遇事一定要忍耐，问，如果有人往你脸

上吐唾沫，怎么办？弟弟说，那我就擦

干它。娄师德说，这样不是惹他更生气

吗！你让唾沫自己干，才是对的啊。

不与同胞争强斗狠，而是在沙场显

示英雄本色，才是真爷们。

整个上层社会，都充满尚武精神。

《新唐书· 兵志》：

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

、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

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

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

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

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

天宝年间，任何一个军区，战马动

辄马匹。但是，政府所养马的数量，在

全国微不足道，因为王侯将相们把自家

的土地用来建养马场，还在自家的马上

印有自己封邑号，而且私人战马的数量

“百倍于县官”。因为养马占用过多的

农田，皇帝不得不规定：洛阳、长安周

边五百里内禁止建养马场。人们一致认

为，自秦汉以来，唐朝的战马最多、品

种最优良，而且皇帝重视军事，因此，

西北戎狄越来越弱。

王维《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大街小巷，酒肆旁，垂柳下，处处

战马嘶鸣，弥漫游侠意气。如此景象，

方称得尚武。

正是有了这样的少年，在战场上，

才形成了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战斗力

，亲手创造了大唐盛世。

唐朝男人都是纯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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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份，任何东西似乎都能和

恐怖、鬼怪、吓人挂上钩。不过，如

果你是幼师、喜剧演员、政客，并不

意味着你的身份就是充满着欢声笑语

，万圣节也不是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

《商业内幕》杂志报道，一项由

Career Builder做出的统计表示，从事

这些工作的人全年都有自己所害怕的

事情。

做出这份问卷的普罗询问了3103

个在美国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来找出

最令人害怕的职业。

基于他们的选择，Career Builder

根据专精于就业与劳动市场数据分析

公司Economic ModelingSpecialist Intl。

(EMSI)从这些行业里选出了这些勇敢

者的数量以及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

些回答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哦！

政客

人数：56,857

时薪中位数：$9.89

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2014年

平均工资—$174,000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责任；对大

群体负责；被拒绝

研究传染病的微生物学家

人数：20,800

时薪中位数：$32.61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病菌、埃博

拉病毒、将沾有危险品的衣服不小心

落在家里

在青少年偶像演唱会上的安保人员

人数：1,163,023

时薪中位数：$11.62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被踩踏

幼师

人数：158,084(这个数字不包括特

殊教育幼师)

时薪中位数：$24.12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病菌、暴脾

气、塑造美国未来的重大责任

犯罪现场调查人员

人数：有12,8432侦探、法医及刑

事调查人员。

时薪中位数：$35.75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血、以及当

你告诉别人你的工作并非像电视演的

一样那么酷时候的失望表情

驯兽师

人数：32,360

时薪中位数：$12.03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动物的突然

袭击，突发的过敏症状

殡葬业服务人员

人数：全国有2,7505殡仪业者，

承办者及殡仪总监

时薪中

位数：$22.83

最令人

害怕的事情

：尸体、寂

静、僵尸袭

击

广播，卫星

塔等设备的

安装、修理

人员

人 数 ：

16,213

时薪中位数：$21.59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高

单口相声演员

人数：有3,7272工作在艺人和表

演，体育及相关产业的工人，其中包

括喜剧演员

时薪中位数：$16.89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公众演讲，

突然很尴尬的沉默

家长

人数：很多很多

时薪中位数：无底薪、无时薪

最令人害怕的事情：上述所有事

情……

美国最令人害怕的８种职业
居然还有幼师？

去美国生活，即使你自认为自己

英语说的不错，也常常会遇到听不懂

的情况，那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俗语。

对于初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来说，美国

人的口头习惯用语是够留学生们理解

一段时间了。

1、Nerd和Jock是美国学生常用的

两个俗语。Nerd 的意思和汉语中的

“书呆子”类似。这类人聪明勤奋，

但却过于保守严肃，在校园里颇让人

瞧不起。 Jock则恰恰相反。他们魁梧

帅气，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尤其擅

长American football和 basketball等各种

体育运动。当然，校园中也不乏漂亮

的girl jocks。

2、Hick和City Slicker这两个词的

意思在各种语言中一定都能找到对应

的词，它们分别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对

对方的贬称。Hick的意思是“乡巴佬

，土包子，”而 slick字面意思是“圆

滑的，油滑的”，因而city slicker也就

是乡下人眼中的“城里老油子，打扮

光鲜，老于世故却不可信的城里滑头

”。

3、Egghead这个词在1952年的美

国总统大选中被首次使用。当时的竞

选双方分别是二战盟军总司令艾森豪

威尔和书生气十足的伊利诺伊州州长

史蒂文森。史蒂文森精心准备的竞选

演讲文字华丽晦涩，只有和他一样的

知识分子才会感兴趣。因此对手取笑

他说：Sure, all the eggheads love Ste-

venson. But how many eggheads do

youthink there are. Egghead的意思，就

是指书生气很足的知识分子。

4、Turkey（火鸡），Shrimp（虾

）和Crab（螃蟹）这三种动物在美国

人眼中会是什么呢？Turkey是美国人

在Thanksgiving Day和Christmas Day家

家都要吃的食物。但是，活的火鸡样

子难看，行动又笨拙，所以turkey就用

来形容那种愚蠢无用的人。而那种雇

用了这些turkey，又不能开除他们的政

府或商业机构就被称作 turkey farm。

Shrimp常被用于指代那些个子矮小的

人或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请看下面的

句子：You may call Napoleon a little

shrimp. But for a shrimp，he certainly-

made the rest of Europe tremble.而 crab

因为长相丑陋凶恶，常被用来指那些

性格暴躁、脾气很坏的人。

5、 Backseat Driver, Wheeler-deal-

er, Free-wheeler, Fifth

Wheel是四个和汽车有关

的 常 用 习 语 。 backseat

driver 坐在汽车后排，却

不停地对前面开车的人指

手画脚，因此是指那些自

己不在岗位上，但是却喜

欢给在位的人提供人家不

需要的意见的人。 wheel-

er-dealer 精明能干，是那

种善于运用权利和财势在

政治或商业活动中为所欲

为 ， 独 断 独 行 的 人 。

Free-wheeler喜欢自由，不

受约束，是指那些不愿意

遵守自己工作单位的规章

制度，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的人。而 fifth wheel 的意

思则很好猜出。一辆汽车

只有四只轮子，那么，fifth wheel当然

是多余的、不受欢迎的人了。

6、Couch Potato和Mall Rat是两个

和美国人生活习惯有关的俗语。

Couch potato指一有时间就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就像一个圆滚滚的土豆。而mall rat当

然不会是购物中心的真老鼠，而是指

没事儿老喜欢到mall（大商场）里去逛

的人。

7、Baby Boomer, Yuppie（雅皮士

）, Dink（丁克）, Sandwich Generation

这四个词反映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变化

。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内，美国人口

激增，那个时期出生的人在美国被称

作baby boomers，因为boom有激增、

暴涨之意。yuppie（雅皮士）（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是指生活在大城市

、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富裕的成功职

业人士。Dinks （double income， no

kids）是指那些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

但是不要孩子的夫妇。Sandwich gener-

ation则恰恰相反，他们是既要赡养老

人，又要抚养下一代，像三明治一样

被夹在中间的经济负担较重的一群人

。

8、green Thumb 和 All Thumbs 也

是两个很有意思的俗语。Green thumb

指善于养花种草的人，这些人总是能

把花园收拾得绿色怡人，养出来的花

草光亮健康，羡煞那些费了很多劲儿

，种出来的花草蔬菜却总是半死不活

的人。所以，green thumb就是那些很

会养花种草的人。如果说一个人是all

thumbs会是什么样呢？想想看，拇指

虽好，可要是十个指头都长成短短粗

粗的拇指，干起活来肯定很难受。因

此all thumbs便是形容一个人笨手笨脚

。

9、Penny-pincher和Cheapskate都是

指花钱很小心、吝啬的人。Penny是一

美分，pinch意为“捏”，顾名思义，

penny- pincher就是那些连一分钱都要

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舍不得花出去的

人。Cheapskate则是万事以省钱为本，

越省越好，请客最多带你去 MacDon-

ald。这种人往往不受欢迎，尤其令他

们的女朋友反感。从这个意义上说，

cheapskate比penny-pincher更贬损。

10、Spring Chicken 和 Lame Duck

是指春天孵出的小鸡和瘸腿的鸭子吗

？当然不是，读一读下面这两句话，

猜猜它们的意思吧。（1）The woman

said， over forty， so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 more.（2）The governorof

our state ended up as a lame duck

when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still has-

six weeks left in office but there's noth-

ing to do except to pack up hispapers.

实际上，spring chicken意为“年轻人

，缺乏经验的人”，lame duck 是指

“竞选连任失败、即将卸任的官员”

，也用来指“不中用的人”。任何美

国官员——从市长、州长、参议员到

总统——都有可能因无能而被称为

lame duck。

那些令人费解的美国俗语

看电影吃爆米花是一种纯正

的美式习俗，所以这里回答的实

际上是为什么美国人看电影要吃

爆米花。这种习俗和看电影行为

的结合，有一定历史原因。

吃爆米花一直是美国人休闲

娱乐时的主要零食，至少从20世

纪初开始，看体育比赛、杂耍节

目、去游乐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

吃爆米花。但在最开始，它并没

有和看电影紧密联系在一起。

1905年镍币剧院兴起，使得看电

影成为一种空前流行的娱乐活动

，同时使各种真人综艺杂耍边缘

化。在这个时候，卖爆米花还只

是镍币剧院周边的一些摊贩自发

行为。

1910年代中期开始，豪华电

影宫（movie palace）取代镍币剧

院，成为电影消费的主流场所。

当时电影从业人员的心理是尽可

能提升电影的地位，使之高尚化

、上流化，从而和底层民众的娱

乐形式区别开来。最高档电影宫

的目标是要媲美欧洲的歌剧院，

谁会在看歌剧的时候吃爆米花这

种平民食品呢？所以电影宫的老

板都反对爆米花及各种零食。此

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一、零食

利润不足观；二、会污染影厅环

境，清洁困难，镍币剧院中的满

地垃圾让人心有余悸。

即便是这样，大多数电影观

众并不觉得看电影吃零食是很丢

人的事情，绝大多数电影院门口

都有卖零食的摊贩，很多观众会

买好带进去。

爆米花及零食正式引入电影

院是30年代后的事情。主要原因

是经济方面的，大萧条期间电影

院经营困难，开源增收的压力很

大。所以一些非从属于五大片厂

（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

福斯、雷电华）的独立影院开始

卖些简单的糖果。它们尝到了甜

头，于是这种做法迅速推广开来

。30年代几乎每家电影院都有了

自己的小卖部。

糖果之后是爆米花。30年代

后期，爆米花售卖装置成为电影

院的标配。当然为什么是爆米花

，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爆米

花制作简单，它的香味对等待的

顾客是很大的诱惑，而且价格便

宜，它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消费

量没有下降的少数食品之一。另

外，爆米花制作技术改进，不再

像以前那样会发出让人难以忍受

的臭味。

爆米花攻占电影院，其实我

们也可以说这是电影上流化路线

的一次失败。

爆米花进入电影院之后，它

的年产量暴增20倍。它的热销甚

至带动了玉米种植面积的大幅增

加。

二战期间，食糖管制，爆米

花更加成为看电影时唯一的零食

选择。40年代中期，美国爆米花

产业和好莱坞电影一起达到史无

前例的最高峰。

不过，外界对爆米花进入电

影院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40年

代的报纸上，常常出现批评看电

影吃零食等不良习惯的文章，还

有人出台“观影礼节”之类的指

南，劝说观众放弃吃爆米花。

顺便一提，二战结束后，食

糖管制解除，可乐等软饮料才开

始进入电影院。

爆米花等零食销售对电影观

看习惯也有不少影响。例如在二战

结束后的几年，即使不太长的电影

也有中场休息，原因不过是给电影

院提供二次贩卖零食的机会。

50年代后汽车影院兴起，观众

在自己车上吃起来更加自由，影院

的周围出现小型餐吧，卖的就不仅

是爆米花和可乐了，还包括热狗、

冰激凌、奶昔、三明治、咖啡、汉

堡、薯条、披萨……60年代之后

，零食经营越来越系统化和专业化

，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电影院利润

来源的一根支柱。

爆米花是
何时“攻占”
电影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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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訊】佳節來臨之際
，華美銀行特別推出 「繽紛迎新
」 冬季定存優惠計劃。即日起至
2019年1月31日止，客戶凡在該行
開立或續存至少12個月期合格定
期存款帳戶，且存款額不低於一
萬美元，即可獲得一款施華洛世
奇精美禮品。禮品數量有限，送
完即止。華美銀行提供全方位商
業和個人銀行服務，資本穩健，
連續八年盈利創新紀錄。今年，
華美銀行榮獲 「富比士全美百強
銀行 」 （Forbes America’s Best
Banks）第五名，並自2010年起，
始終位居該榜單前十五名。同時

，華美銀行憑藉卓越的客戶體驗
和銀行服務，獲選 「富比士2018
加州最佳銀行」 （Forbes America
’s Best In State Banks）第二名。

定期存款具有保本增值、收
益穩定等特點，是尋求低風險投
資者的理想選擇。存款越多，收
益越高。

您可前往華美銀行網站 east-
westbank.com/shine 或 致 電
1-877-828-9313，瞭解更多優惠
詳情，您亦可蒞臨附近分行，索
取全面優惠資訊。華美銀行位於
大華超級市場的超市分行，七天
營業，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週六上午10
時至下午5時，週日上午11時至下
午5時。華美銀行全體員工竭誠為
您提供超越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
。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
股票代號EWBC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
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
的商業銀行，現有總資產3百91億
美元，在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
超過13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
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內華
達州、紐約、麻薩諸塞州、德州
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
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
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銀行，
在北京、重慶、廣州、台北及廈
門亦設有辦事處。

華美銀行推華美銀行推出出 「「繽紛迎新繽紛迎新」」 冬季定存優惠計劃冬季定存優惠計劃
精美施華洛世奇好禮任選一精美施華洛世奇好禮任選一 20192019年年11月月3311日截止日截止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論時代如
何變更, 書籍永遠是伴隨我們生命成長
、充實、豐富的良伴。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多少的名人在專訪
中透露他們成功的訣竅---在於每天抽
一段時間讀書，數十年如一日。在書本

中他們找到創意和良機，在書本中他們
找到生命的突破口。

一項難得的 「2018 中國地方出版文
化圖書展」 將於本周六下午二時至六時,
在 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8, 百利醫
療廣場二樓，中國城郵局內舉行。書展
僅四小時，歡迎把握良機，在上萬冊近
千種書籍中，尋找您最需要的書籍。包
括：生活與健康類、少兒類、中華經典
類、工具類圖書----書的定價按人民
幣定價除六，折合成美元銷售，並設有
$1 元特價書專區。

National Culture Inc（中國影視）在
休斯頓已經第十九年了，已成為本地華
人的朋友。經過多次的出版與印刷，該
公司積累了豐富經驗，已成為出版印刷
的平臺。

出版方面：
著名作家陳瑞琳《“蜜月”巴黎》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著名攝影家賈忠攝影集《中國西部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緬懷先烈、振興中華的休斯頓僑學

界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文集》；華
夏中文學校《華夏中文學校20周年紀念
冊》、《華夏優秀作文選》……
印刷作品：

《第一次生日 Party》、《A Girl
Name Sue With A Secret》、《天堂與地
獄》、《絕對降服》……
著名作家陳瑞琳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出版的《“蜜月”巴黎》與董革在天津

科技社出版的《董革食藝》將在本周六
書展上簽字售書。

關於印刷出版方面的任何問題，歡
迎垂詢 713-484-7888

當天同時展出:
木製品： 博古架、屏風、折疊式木

籃、郎世甯名畫。
玻璃器皿： 鋼化玻璃煲、酵素瓶、

泡酒瓶、儲物瓶、不同款式、不同大小
共幾十種。歡迎各界到場選購，價格會
給您驚喜。

幫讀者找好書幫讀者找好書,,為好書找讀者為好書找讀者
20182018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中國地方出版文化圖書展1212//1515登場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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