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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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5日 星期五
Friday, November 15, 2019

幸運兒將有機會贏取現金:$100,000元

十一月三十日活動結束

十一月2, 9, 16, 23日，每個小時都會出現贏家

Coushatta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ccrla.com

$
$$

贏家現場     兌換現金

十一月裡面的
每個星期六

十一月

        每周從周一早上4點到周六晚上11點(11月30日午夜12點)賺取賭場入場券。入場券不會從一個星期延續到另
一個星期。
        每賺取1個領先的積分可獲得1個抽獎條目。在每個抽獎日下午4點後激活獲得的具有額定遊戲度的入場券。
該優惠入場的客人所準備。賭場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本活動的權利。更多信息請訪問ccrla.com

住宅： 買賣新、舊房屋、投
資房地產、物業管理
商業：買賣購物中心、土地、
公寓、出租、物業管理

Email: shirleyli_realtor@yahoo.com
Wechat: Shirleyli1060

Champions Real Estate group
(512) 743-0575

美玲地產
Shirley Li

(382) 343-5416
R01- Shirley Li 美玲地產-4C_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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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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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Do a quick search for health insurance, 
and you’ll find plenty of ads for “Trump-
care” plans that cost $59 or less per 
month. But there’s a catch: Trumpcare 
doesn’t exist, and many of these adver-
tised plans offer bare-bones coverage.
Why it matters: For people who buy 
health insurance on their own instead of 
receiving it through an employer, search-
ing for a plan is already challenging. And 
deceptive marketing only makes it hard-
er, especially when these plans will leave 
consumers on the hook for potentially 
ruinous medical bills. 
Reality check: The primary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ltered the 
insurance market is by expanding niche 
products — including short-term plans, 
association plans and health reimburse-
ment arrangements.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s like the 
one above serve to misled and confuse                                              
the public since there is no “Trump-

care” medical insurance program.

After seeing Trumpcare ads in search 
engines, I submitted contact information 
to get quotes about coverage options. 
Over the the next week, I was bombard-
ed with 70 phone calls and 12 texts from 
insurance brokers.
•Every broker I spoke to admitte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rumpcare, and that 
it is a marketing ploy from the lead gen-
erator site.
•When I asked how I could get the plan 
that was advertised for $59 or less per 
month, brokers said the ads were in ref-
erence to short-term plans or fixed in-
demnity plans that offer little to no cov-
erage for serious illness or injury.

What they’re saying: “These websites 
that are selling ‘Trumpcare’ are capitaliz-
ing on the fact that very few people know 

what’s going on,” said Louise Norris, an 
independent insurance broker in Colora-
do.
•One family who recently bought a 
short-term plan through Health Insur-
ance Innovations, a platform that has 
used fraudulent brokers, was on the hook 
for more than $244,000 in medical bills 
even though they thought they were pro-
tected, Bloomberg reported.
The other side: Jeff Smedsrud, 
co-founder of HealthCare.com, a site 
that has advertised “Trumpcare” plans, 
said he didn’t think it was misleading to 
use that framing for plans that are sold 
through its brokers.
•“Could it lead to confusion? I don’t 
think it has. Anything is possible,” he 
said. “I’ll certainly look at what we do. I 
may have our team change our mind on 
that.”

The graphic above is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 there is no “TrumpCare.”
The bottom line: “It’s impossible to 
expect consumers to discern between 
the good guys and the con artists,” said 
Sabrina Corlette, a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e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it’s not the good guys that pop up 
on the first page of your Google search 
results.” (Courtesy axios.com)

Related                                                                                                                                            
Trumpcare Facts And Information -- 
Important Update Regarding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Trumpcare) 

Plans  -- Updated August 1, 2018
(Editor’s Note: The term “Trumpcare” 
is used loosely in the health insurance 
industry to refer to short term health in-

surance.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a national healthcare program offered 
through the U.S. government. The infor-
mation below  is offered by way of clari-
fying the use of the term, “Trumpcare.”)                                                                                            
On August 1st, HH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nounced a rule change that 
impacts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is sometimes being referred to as, 
“Trumpcare plans”. Effective October 
1st, 2018, short term health plans will 
now be allowed to have a full one year 
policy term, instead of being limited to 
three months. We have outlined in mul-
tiple articles within this site, as well as 
within our Trumpcare update below, the 
pros and cons of short term health plans. 
They’re not for everyone, and they are 
not as tightly regulated as other insur-
ance products. While this expansion 
from 3 month to 12 month policy terms 
will 

There is no U.S. national healthcare 
program called “Trumpcare. “ The 
term is used loosely in the health in-
surance industry to refer to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help ease some of the regulatory burden 
on consumers who have been relying on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to reduce 
their healthcare costs, it will also incen-
tivize some of the less than ethical op-
erators in the business to ramp up their 
practices. This is why we continually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only speak to, 
or share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reputable, licensed health insurance pro-

fessional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hort term plans, or ACA alternatives. 
We believe that in terms of risk vs. re-
ward, there’s a lot of risk purchasing a 
plan from a small company that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Larger well estab-
lished companies providing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like United 
Healthcare, we feel are a much more safe 
and secure choice for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Short term health insurance is portrayed 
by almost all news media outlets as be-
ing “junk insurance”. This is simply not 
accurate or fair, but it makes for great 
click-bait. The problem, is that news out-
lets don’t have the ability or time to give 
you all of the facts and details about all 
insurance products. So our advice, is to 
research things in detail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 or judgement. (Courtesy 
trumpcare.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Ads For “Trumpcare” Are Seen 
Everywhere – But It Does Not Exist

Groups that promote Trumpcare”medical coverage are lying to the public. 
(Photo/Ax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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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roposing 
to cut the number of refugees permitted 
to resettle in the U.S. next year to just 
18,000 — down from a record-low of 
30,000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State De-
partment press release on Thursday.
Why it matters: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plans to prioritize refugees who 
have been persecuted for religious be-
liefs, Iraqis who have helped the U.S. 
overseas, and legitimate refugees from 
Northern Triangle countries, per the re-
lease. This would be the fourth tim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owered the refu-
gee cap, and it had reportedly discussed 
lowering it to zero. There are more dis-
placed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than at 
any point since World War II,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addition, Trump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on Thursday evening instruct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resettle ref-
ugees only in jurisdictions wher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nsented 
to receive those refugees, with “limited 
exceptions.”

Acting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Kevin McAleen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new refugee cap will allow DHS 
“to focus on addressing the ongoing 
crisis at the southern border, reducing a 
staggering asylum backlog that unfairly 
delays relief for those with meritorious 
claims...”

Between the lines: The asylum system 
and high number of applicants was also 
mentioned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press 
release. Advocates for cutting the refu-
gee cap often argue that the high num-
bers of asylum seekers the U.S. allows 
in compensates for cutting the refugee 
cap — both forms of humanitarian pro-
tection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 nations.
“The current burdens on the U.S. immi-
gration system must be alleviated before 
it is again possible to resettle large num-
ber of refugees,” the press release said.
Jared Kushner has also argued that the 
money spent on bringing refugees into 
the U.S. would be better spent helping 
countries already hosting refugees.
The big picture: Trump has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victims and refugees to find 
help in the U.S.
His administration has repeatedly tried 
to thwart asylum seekers through new 
regulations.
Denial rates for visas intended for vic-
tims of crime or human trafficking have 
rise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ended Tem-
porary Protected Status (TPS) for hun-
dreds of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from 
nations such as El Salvador, Haiti, Sudan 
and Nicaragua — although the courts 
have kept the protected status alive for 
now.

Related
Millions of immigrant files physically 
stored in underground Missouri cave
Officials are trying to carry out President 
Trump’s months-old directive demand-
ing that sponsors of immigrants pa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sts when those 
immigrants used certain public bene-
fits. But to tabulate that,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a cave in Missouri.

Acting Director of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 

Ken Cuccinelli. Photo: Chen Meng-
tong/China News Service/Visual Chi-

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he bottom line: The majority of those 
immigration files — including sponsors’ 
information — are located on physical 
sheets of paper often stored in a large, 
underground facility in Kansas City’s 
limestone caves, multiple current and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ell Axios. 
•“The cave stores more than 20 million 
immigration files, and we add 1.5 million 
new files every year,” a U.S. Citizen-
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 
Facebook post from 2014 says.
The state of play: An interagency work-
ing group has had monthly calls with the 
White House to work out a system, 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tells Axios. But 

it’s proved a complicated — if not im-
possible — task.
•“An alien’s file could be hundreds of 
pages long,” the official said. “It’s almost 
comical.”
USCIS’ former chief counsel, Ur Jad-
dou, said the agency has databases with 
some immigrant data points, and it has 
digitized a handful of forms — but there 
is no simple way to find an immigrant’s 
sponsor.
•Family-based visas — one of the mot 
common visas requiring sponsors — are 
handled entirely on paper, another for-
mer USCIS official said.
The response: A spokesperson said US-
CIS is continuing to work on digitizing 
records. (Courtesy ax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Federal Agencies Have Until November 19th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Congressional OK Also Needed

Trump Lowering The Number Of 
Refugees Permitted Into U.S. To 18,000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lso plans to prioritize refugees who have been per-
secuted for religious beliefs, Iraqis who have helped the U.S. overseas, and legit-

imate refugees from Northern Triangle countries, per the release. 
(Photo/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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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T National Bank  
A SBA PLP Lender 
Recently Closed Loans 

SBA Loan-Motel SBA Loan-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3,3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Loan Amount: $4,055,000 (Total Five Loans)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 

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 Working Capital 

Conventional-Gas Station SBA Loan-Motel 
Loan Amount: $1,8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Purchasing 

Loan Amount: $2,5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Construction/ Term 

Start Up 

Conventional: Retail Condominiums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Loan Amount: $4,350,000 

Term: 8 Month Interest Only /  
25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Tenant Improvement/ Term 
CRE Investor Program 

Loan Amount: $3,450,000 (Total 2 Loans)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e & Extra Equity for Gas 
Stations purchasing 

 

Conventional: Gas Stations Conventional: Builder line of credit 
Loan Amount: $3,780,000 

Term: 20 years straight payout  
Purpose: Refinancing and Extra Equity for 

Land Purchasing 
 

Loan Amount: $1,700,000  
Term: 12 Month Interest Only 

Purpose: SFR Construction 
Builder Line 

For your Commercial Loan inquiry and SBA Loan inquiry, please contact,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Cell Number: 713-560-1588   Office Number: 281-568-8888 ext. 1118    
Email: Ringo.Kwan@themintbank.com  
Address: 10333 Harwin Dr., Suite 630, Houston, TX, 77036 
Headquarters: 1213 Kingwood Dr., Kingwood, TX, 7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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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玫瑰花在市场上是比较

畅销的，而且它的盆栽在家庭

中养的也比较多，价格也相对

比较便宜了，特别是那种迷你

玫瑰，常常被人拿来嫁接，嫁

接成树状月季非常的漂亮，那

么如果玫瑰不嫁接的话，能够

把它养成树桩的吗？也是可以

的，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大

的养护条件，让他长得壮了，

长得旺盛了才行，最好的方式

是把它栽到地上，因为地栽长

势是非常快的，地大物博，养

分水分都非常的充足，这样后

期长势快，培育出来不嫁接也

是可以养成树状玫瑰的。

将他栽到地上以后，看着开

始生长了，长势比较可以了，

我们要给他做一步，就是将他

所有的枝条全部往下拉，往下

拉了以后任何植物都有一个顶

端优势，玫瑰和月季是最为明

显的，它会从底部长出笋芽来，

这样下拉枝条让他爆笋芽，长出

一根笋芽来了以后这就是一个最

优势最先天性的条件，让它快速

的长成树。这个笋芽长出来了以

后让它持续的往上长，长到一定

高度以后我们就要去给他把顶部

剪掉。笋芽顶部给他剪掉以后，

他就会快速的把剩下的枝干变粗

变硬化，而且笋芽长出来就非常

的粗壮。长势是非常快速的，打

完顶以后它的枝条变粗壮了，就

会从顶部往外长小的芽子。

这些芽子长出来长高了以后

，根据我们想要的高度再把它

的顶部剪掉，剪掉顶部以后它

会快速的再去长出侧芽来，一

直这样持续循环着，只要枝条

底部长出来给它及时的抹掉，

只保留顶端的，这样让它往上

长，逐渐的顶部就会形成一个

大的伞状，就是我们想要的树

状玫瑰。看着顶部长势比较好

了以后，我们把底部下压的枝

条全部给它剪掉，只保留这一

根枝条，这样我们就培育完成

一颗树状玫瑰了。

如果地栽的话，一年的时间在

他的生长季节去压条，他会快速的

爆笋芽，笋芽长上一年的时间，很

快就能够培育完成。但是要记住，

如果您栽到花盆里的话，一般建议

您去采用嫁接的方法，用蔷薇的杆

子去嫁接出来树状月季，蔷薇的根

系非常的发达，后期养护的话也是

容易很多的，本身自己长出根系来

的普通的玫瑰，它的根系不是很强

大，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能力也是

比较弱的，如果您持续地栽的话可

以，养到盆里，建议您采用嫁接

的方法。

把玫瑰花养成“玫瑰树”

虎皮兰皮糙肉厚，叶片高大

厚实，养在室内当做观叶绿植，

非常的好养，而且它还有一定的

净化空气的作用，所以喜欢养虎

皮兰的人就非常的多了。喜欢归

喜欢，好多花友都养不好它，不

知道是否可以给虎皮兰晒太阳，

也不知道是否要给他施肥料，其

实虎皮兰养护想要长得好的话，

这些东西都不能少。

先来说一下光照，虎皮兰是

一种典型的喜光植物，如果光照

不足，长势肯定不好，光照不足

，叶片长得细长，而且还会出现

折断的情况。所以说养虎皮兰一

定要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当然到了夏季温度高它会生长

比较缓慢，我们适当的给它遮掉

50%左右的光照，让它安稳的度

过夏季，其他季节光照越充足越

好。

再一个就是给他浇水和施肥

了，虎皮兰他的叶片比较肥厚，

根茎非常的粗壮，水分需求量不

大，但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浇水

，不然他的毛细根就会干掉，浇

水的原则就是盆土干透给它浇透

水就可以了，肥料它是以观叶为

主的，我们选择氮含量高，其他

元素也不缺失的肥料，这样去定

期的一个月给它 1~2 次的肥料补

充，就能够快速的长根系长叶片

。

光照，浇水，施肥这三点是

非常关键的，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配土，因为虎皮兰的根茎粗

，毛细根少，养护的过程中如果

土壤淤积，配土稍微透气性差点

就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我们给

他配土要配置砂质性的土壤，透

气性好的土壤，用河沙和有营养

的土，按照 1:1 的比例调配，栽

种虎皮兰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根

系直接能够长满盆，新芽长出来

以后接着破土而出。

虎皮兰就是这么好养，光照

充足，施肥浇水跟上，配土透气

透水性好，它就能够快速的长叶

片，快速的长小芽，一年的时间

几株虎皮兰就能够马上把盆撑爆

，很简单。

做好关键3点
虎皮兰一年盆挤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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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婚姻。婚姻

是需要维护的，但要看是什么样的婚姻

。有一些情感是婚姻中最常见的，有一

些事是婚姻中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有兴

趣，不妨看看下面的法则。

一、别人的恋爱总是很浪漫，自己

的恋爱总是很平庸。

在很多人看来，恋爱和浪漫几乎是

等同的两个单词。放眼望去，周围的情

侣几乎都有比琼瑶小说还要眩目的浪漫

体验。似乎每个人的爱情都有特别之处

，有的有着奇异的相识经历，有的有着

曲折的追求过程，有的沉浸于鲜花、烛

光晚餐、音乐会和郊游的幸福之中。但

是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恋爱很平庸

，即使是那些被羡慕的情侣也不觉得自

己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真是件奇怪的事

情。其实恋爱本来就是很平实的东西，

有一些浪漫的亮点，但更多的是平淡无

奇的东西，而你看到的总是别人生活中

的亮点，体味的总是自己生活中的平淡

。其实浪漫与不浪漫又有什么？追求幸

福才是恋爱的真谛。

二、初恋很美，但难有圆满结局。

在成千上万经典的爱情故事里，大

概百分之八十都是关于初恋的。初恋就

像一只青苹果，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但

是吃起来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酸涩。影

视作品里的初恋情人总是能过上令人艳

羡的幸福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初

恋故事大都以失败告终。

初恋的美丽在于它体现了一个心志

尚未成熟的人对童话的向往。就像小孩

子以为骑在扫把上就可以像女巫那样自

由飞行。当人第一次陷入对异性的强烈

好感，便以为自己会亲自演绎一出动人

的爱情童话。实践爱情故事里经常出现

的场面，比如一起去看流星雨、相约在

雨后的湖畔，会让人心醉神仪，毕竟所

有抛弃了现实背景的场面都异常美丽。

然而婚姻是太过现实的东西，随着时间

的逝去，现实的背景超越虚幻的表象，

初恋的美丽就像一个水晶球在眼前破碎

了。

初恋更像是一个自恋的过程，人真

正迷恋的是心里的影子，对方只是你梦

中情人的一个替身。因为初恋时对爱情

格外苛刻，失败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 、

结婚之前

适合自己

的太少，

结婚之后

适合自己

的太多。

当 你

想使用一

把锥子的

时候，翻

遍了家里

的每个抽

屉都没有

找到；在

你不需要

它的时候

，它却不

经意地出

现在你的

面前。造

物主有捉

弄人的本

性，即使

是爱情也

是如此。

当你把对

爱情的期

望一条一

条写在纸

上，然后

热切地盼

望爱情出

现的时候

，爱情总

是绕身而过，不是和这个人志趣不投，

就是和那个人激不起感情的火花。找到

心目中最理想的恋人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情，因而很多人是勉强走到一起的。

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发现特别心仪的

异性也能过着平和安定的日子，然而不

幸的是结婚之后，一个人总是有机会在

某个场合遇见那个曾经苦苦期待的人。

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眼神就能点

燃心火。有时候你不禁疑惑这到底是命

运的安排还是魔鬼的诱惑。但是最终，

这个问题又回到柏拉图的麦穗理论，如

果用你的一生去等待，你总能找出最适

合自己的那个人，但是你能用一生去等

待吗？既然不能，就珍惜手里的麦穗吧

。

四、和他的旧时情人成为朋友，把

爱情放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无论因为什

么样的原因分开，之间总会有一种

难以表述的特殊感情。人的记忆总

是习惯记录下美好的瞬间，所以，

即使是痛苦的恋情也会变成一段颇

值得品味的回忆。就像电影中经常

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在 30 年后见

到了初恋情人，仍会有不少故事发

生。旧时情人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

武器，随时会导致严重后果。想保

护好自己的爱情，没有比和对方的

旧时情人成为朋友更好的办法了，

毕竟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

地方。把她和他的联系，变成两个

家庭的联系，把所有隐秘的关系变

得透明，不失为明智之举。两个家

庭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自

己的家庭看起来比对方的家庭幸福

，就像两个分子，当其内部的原子

紧密结合的时候，便不容易发生反

应，这正是期望的结果。

五、离婚总是难免的。

几乎在每一份合同里都有和“不可

抗力”相关的条款，然而在婚姻的契约

里，人们都在尽可能回避这样的问题。

在结婚的瞬间，两个人都以为白头偕老

并不是件艰难的事情。然而人是变化的

，在人的变化中有些因素就像地震、火

山爆发一样不可捉摸。对于情感上的

“不可抗力”不要试图去预测，也不要

试图去找出来龙去脉，有些事情是没有

道理的。一个人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

相爱的日子，让每一天过得多姿多彩。

婚姻不是保险箱，躲在里面也许并不安

全，所以热爱自己的工作，保持自己的

朋友圈，给自己一点个人空间，才是最

好的选择。

五妙招让你的婚姻不再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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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潔為新片大秀美背
與阿部寬激情戲堅持不刪

由日本男星阿部寬、李心潔、張艾嘉主演新片《夕霧花

園》在臺北舉辦媒體試片，導演林書宇會後接受平面媒體聯

訪，李心潔片中與阿部寬有場浴缸激情戲碼，這也是兩人角

色發展的關鍵戲，林書宇透露，因該片是馬來西亞電影，考

量當地電影審查制度，曾思考是否要刪除這場戲，結果反而

是李心潔堅持要保留，因為這場戲對她的角色非常重要。

林書宇表示，這場戲開拍前壹周，李心潔向他表明這場

戲她只會演壹次，希望盡量不要有技術問題幹擾，因此劇組

、演員在開拍前不斷排練與走位，開拍時除了謹慎清場，更

特別找來女攝影師掌第二個鏡位，最後兩人壹次完成，林書

宇笑說：“當然我還是有點貪心問壹下，還能有壹個嗎？但

李心潔演完沒說話，已經精疲力盡了。”

該片背景為二戰時期日本殖民馬來西亞，林書宇透露，

阿部寬也曾有所顧慮，但林書宇對他說：“我不希望妖魔化

任何壹個人，而是給人物更多人性。”也把分鏡表給阿部寬

參考，於是他隨即答應接下角色。阿部寬片中飾演神秘園藝

師，角色不茍言笑，林書宇笑說，拍攝時期正好遇到世界

杯足球賽，阿部寬超嗨幫日本隊加油，“我們全劇組也卯

起來幫日本加油，希望他這樣心情會好壹點，隔天重要的戲

會比較好拍，還好最後日本贏了。”該片 11 月 29 日在臺上

映。

《大約在冬季》：
用電影演繹齊秦歌裏的遺憾

繼《左耳》之後，又壹部改編自

饒雪漫小說的電影《大約在冬季》即

將於11月15日全國公映。影片由王

維明執導，饒雪漫編劇，霍建華、馬

思純領銜主演，11月11日，影片在

上海舉辦媒體發布會暨觀影見面會，

編劇饒雪漫、導演王維明、主演霍建

華來到上海與觀眾見面交流。

《大約在冬季》講述了1991年

齊秦的演唱會上，北師大才女安然

（馬思純 飾）與臺北攝影師齊嘯

（霍建華 飾）因緣相識後，發生的

壹系列跌宕起伏的愛情故事。青春、

離別、遺憾、重逢。作為壹部純粹的

愛情電影，《大約在冬季》將重點聚

焦在跨越30年的愛情與堅守之上，

頗能引發共鳴。

發布會現場，導演王維明、編劇

饒雪漫和主演霍建華在臺上，分享了

演員和導演團隊之間在影片創作中愉

快的合作經歷。在隨後舉辦的觀影見

面會上，主創們也與現場的粉絲壹起

交流了觀影的感受。

霍建華：“我已經多了壹個裏程

碑”

《大約在冬季》是霍建華繼《他來

了，請閉眼》後，再度與馬思純合作

出演情侶，“跟馬思純的整個情感故

事是比較糾結的，很多曲折，很多錯

過，也有壹些遺憾，是很濃烈的情感

”。霍建華直言，有時壹大早起床就

要拍感情比較濃烈的戲，對他來說比

較辛苦，但因為與馬思純有過合作的

經驗，兩人更加熟悉，所以能夠很快

地投入到角色中去。

導演王維明對於兩位主演的表演

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們之間的默契

，他們對角色的投入，讓我們在拍戲

的時候得到了很多表演上的驚喜，比

我預期還要更多的驚喜”。霍建華也

表示，“之前擔心不太適合這個角色

，在跟編劇和導演的溝通過程中，提

出了自己的壹些想法和顧慮，都解決

了，還好沒錯過，這真的是壹部蠻棒

的電影。”

霍建華對自己這次的表現看來相

當滿意。“這部電影是我的夢想，沒

想到緣分真的在我身上”。他飾演的

齊嘯，在親情、愛情和責任之間不斷

搖擺，頗為糾結，霍建華選擇了壹種

更加真實更加直接的表演方式。他表

示，這部電影交出的都是很真誠的東

西，希望用最淳樸的方式讓大家感受

到愛情的熱烈。同時他也談到：“雖

然電影還沒上映，不知道觀眾到時評

價怎麽樣，但是對我來講，我已經多

了壹個裏程碑。”

時代印記承載愛情

《大約在冬季》中描繪的這場跨

越30年的愛情，頗為糾結和波折。

在看到故事大綱的時候，導演王維明

就給電影定下了基調，“這是壹個愛

而不得的，很真實的愛情故事”。萍

水相逢，曲終人散，別後重逢，愛情

與現實的碰撞在這部影片中悉數呈現

。

導演王維明表示，除了想表達愛

情之外，這場始於1991年的故事，

也承載著許多時代的印記。來自臺灣

的攝影師齊嘯在北京與安然相遇，開

始了壹段青春炙熱的愛情，當這份感

情跨越了30年後，他們各自都有了

自己很大的改變和成長，“我們見過

這些人，在那個時代裏面的成長，那

個時代追求愛情而不可得的遺憾”。

作為IP的原作者，編劇饒雪漫

表示，齊秦的金曲《大約在冬季》是

電影的靈感和線索歌曲，她本人是齊秦

的歌迷，將這樣壹首膾炙人口的歌曲IP

改編成電影也付出了幾年的努力，“其

實我們每壹個人，都還是蠻小心的，就

希望能夠盡全力做到最好”。

在談到這部電影想要傳達的愛情

觀時，導演王維明表示，希望在電影

裏面能讓大家看到愛的真諦，“妳必

須要真正勇敢地去面對妳曾經的對與

錯，因為在當下的每壹刻都是妳真正

付出的真心”，同時導演也希望通過

電影中齊嘯與安然愛情的結局，讓大

家看到“遺憾不見得是遺憾”，“妳

面對過愛情的遺憾，是不是能夠再有

壹顆跟年輕時壹樣的初心，對愛有壹

種期許，仍然有能量去愛別人，愛自

己。”

Selina 前夫曝新戀情！
與小 5 歲金鐘視後甜蜜約會

據臺灣媒體報道，46歲的張承

中（阿中）與任家萱（Selina）離婚

後桃花不斷，11月8日，有媒體直

擊他身旁又有新女伴出現，竟是41

歲的“金鐘視後”尹馨！令人驚訝

的是，兩人約會時，還有尹馨弟弟

壹家作陪，張承中還不時幫忙照顧

尹馨的侄女，有了親人的認證，顯

見“尹中戀”不是玩玩而已。

十壹月八日下午壹點半，穿著

紅色格子襯衫和西裝褲的阿中，步

出位於臺北市松山區的豪宅，搭捷

運到小南門站，壹派悠閑地到臺北

地方法院辦事，接著又搭捷運前往

北門站。

阿中的行程看似平淡無奇，但

他出了北門站後，不時東張西望，

並壹度進入機場捷運站又出站。離

開捷運站後，阿中走到南陽街買飲

料，接著步行到忠孝西路，開始講

起電話，似乎是在等待電話另壹頭

的指示，詭異的移動方式實在令人

好奇。

直到四點四十壹分，阿中搭上

前往新北市三重某社區的接送巴士

，約莫十分鐘後，抵達該社區的阿

中，熟門熟路地進入某戶。到了晚

間六點三十七分，尹馨的黑色轎車

駛離該社區，但開車的人竟是阿中

，尹馨則坐在副駕駛座，不知道隱

瞞了多久的“尹中戀”終於曝光。

晚間六點三十七分，尹馨的黑

色轎車由阿中駛離該社區，接著尹

馨的座車抵達火鍋店，這時本刊記

者發現，阿中穿的衣服和他出門時

完全不同，變成壹身輕便短褲跟上

衣，看來是在尹馨家中換了全套衣

物。

等待用餐的空檔，阿中與尹馨

的互動看來就像壹對伴侶。期間阿

中隨性地坐在階梯上休息、幫自己

按摩肩膀，並不時轉頭凝望著尹馨

，投以溫柔的眼神，尹馨則不忘邊

哄侄女邊幫阿中搥背，不知情的人

看了，恐怕都會以為他們是壹家三

口。三人甜蜜蜜地到停車場取車，

約莫九點抵達尹馨住處，直到淩晨

，阿中都待在尹馨家沒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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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登上視后和視帝的寶座，除了擁有天賦以外，還

得需要一個人背後的付出和正面的心態。觀眾在電視劇中

看故事情節，可是卻往往忽略演員自身就帶着精彩的故

事。憑藉《踩過界》封帝的王浩信和《不懂撒嬌的女人》

奪得視后的唐詩詠，相隔兩年再次遇上，並攜手正在熱播

的電視劇《解決師》中飾演一對情侶。即使二人對於演戲

並不陌生，但是每一次的拍攝對他們來說都是新鮮的體

驗。二人又大爆拍劇的難忘史，其中王浩信為拍劇不惜增

磅，以達至角色理想效果；唐詩詠更表示因不捨與劇中的

學生分離，在拍攝最後一幕的時候幾乎哭出來。

王浩信為拍《解決師》增磅

一接過劇本就能猜到“解決師”是
什麼行業的唐詩詠，憶述當時以

為自己將會飾演一個很酷的特工，後
來得知自己要飾演Miss Chan坦言相對
失望，但是最後卻還是得到了意想不
到的快樂。“拍攝的時候學生讓我很
開心。”唐詩詠感覺校園戲雖然很簡
單，但是一路和學生相處培養了感
情，讓她在拍攝最後一幕的時候幾乎
哭出來，因為要離開這班學生真的很
傷心。然而，即使在角色中享受當一
名教師的感覺，唐詩詠卻從來沒有想
過在現實生活中要教書。“因為當老
師真的很悶。”唐詩詠覺得自己沒有
這個能耐。

劇中二人飾演情侶
而並非第一次接觸動作戲的王浩

信，為了更專業地給觀眾呈現敖熙辰
（劇中角色）人生前後的反差，不惜從
正常的體重提升至85公斤，以達至角色
最理想的效果。在增肥那段時間王浩信
仍然有堅持做運動，但是身體就維持在
發胖的體形，要變回原來的體重他明白
也需要時間。“食量方面也需要慢慢調
整，因為突然少吃了，心情會不好，也
覺得很空虛。”體重上上落落、體形也
隨着拍攝不同的角色 時刻做出變化

和調整，王浩信覺得自己身心都習慣了
這種差異，對於他來說不會很痛苦，因
為最重要還是演好一個角色。除此以
外，他在《解》之後就愛上了拍動作
戲，他將動作戲形容為一場舞蹈。“步
伐要準、要快、要好看，越來越順，我
從此喜歡上。”王浩信除了跟武術指導
保持良好的溝通，也在這段時間關注了
更多搏擊和武術的社交媒體，每一天都
給自己熏陶和思考的時間。

在《解》中唐詩詠和王浩信再次飾
演情侶，他們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個關係
太過“正常”。他們有想過要是下一部
戲再遇上，或許可以試演父女，甚至那
些不尋常的關係。“想比較特別的，比
如說我是Les（女同性戀），他是Gay
（男同性戀）那種。”唐詩詠笑說。而
有機會讓自己選角的話，唐詩詠很希望
能做一個真實故事裡面的人物，王浩信
則想試做一個來自未來世界、與現實抽
離的角色。

希望有靈性上的提升
遇上好的角色不容易，沒有角色的

日子更加難熬。正正在《不》開拍之
前，唐詩詠憶述自己曾經有九個月的時
間完全沒有人找她飾演任何角色，她就
去了馬來西亞跟一個法國導師上演戲

班。“我去了上課，是因為那段時間真
的沒有事情可以做。”通過上課這段時
間，唐詩詠從中反思了自己對演戲的熱
誠度，也體會到現實的環境會漸漸磨滅
自己的鬥志。調整過後她尋回了自己對
拍戲的初心，重拾很大的能量。“這九
個月好像是一個低潮，但是我現在回看
原來是一個讓我轉變的過程。”唐詩詠
覺得心態決定了前面的路，也從此學會
將心放寬，去擁抱不同的際遇。

提到人生的低潮，王浩信與唐詩詠
的想法相當接近，對於是否得獎王浩信
就看得很開，反而會在每一部戲裡面開
始學習做人。他同樣領悟到相信每一件
事的發生都有它的原因，甚至是那些看
似不堪的事情最終都能成為生活裡面好
的養分。因為他相信只有經歷才會讓人
明白和珍惜，也期望自己七十歲再回看
人生的時候不會感到後悔。“要是有一
天臥病在床，什麼都做不了的時候，你
會想起自己有沒有曾經堅持去做一件
事。”王浩信覺得“Love， joy and
happiness”都是每個人心底最希望尋找
的，因此只要保持強大的心靈和好的生
活態度，就能滿足最基本的慾望。王浩
信也提到，除了在事業上拚搏外，靈性
上的提升是他和唐詩詠近期共同的追
求。

唐
詩
詠

難捨“學生”離別
不禁哽咽

打破婚變謠言？
Angelababy微博祝賀丈夫生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相隔17年再度主演TVB劇
集的楊千嬅，原定13日與一眾台慶劇《多功能老婆》演員包括陳
煒、朱晨麗、王浩然、周柏豪及洪永城等出席宣傳活動，可惜因修
例風波引致的社會交通問題，無法如期舉行，官方13日午發佈新一
輯精彩花絮硬照，見千嬅、陳煒和朱晨麗有泳裝亮相，當中更不乏有
千嬅分別與黃浩然、周柏豪的親熱場面，也有朱晨麗向洪永城潑咖啡
的畫面，觀眾也有機會欣賞到已故資深演員梁舜燕的演出。
《多功能老婆》劇情主要圍繞三位閨蜜楊千嬅、陳煒和朱晨麗之間

的故事，劇中千嬅是一位美麗時尚、開朗率真的“多功能”主婦，有一
個愛她的建築師老公黃浩然，和一個活潑聰明的兒子，家庭生活美滿。
女強人陳煒和美麗富太朱晨麗則是千嬅的閨蜜，三位女性的性格和愛情
觀各走東西，愛情路上也各有起跌。當黃浩然全力投入事業之際，被揭
發出軌後竟拋妻棄子出走內地。要獨力支撐家庭的千嬅恍如折翼天
使，將仍未供完的新樓分租給周柏豪，藉此二人經常鬥氣，笑料百
出。而機緣巧合下千嬅由“煮婦”變成名廚，柏豪就鼎力支持她建
立廚藝事業，經歷過遭老公拋棄的千
嬅，因柏豪的深情而再次盛放，
而此時黃浩然卻回歸要求復
合，遂發展出一段三角
關係而僵持不下。

楊千嬅
相隔17年再演無綫劇

Make up：Henry Li
Hair：Sue Cheung
Clothes：Theory

王浩信

Make up: Jessica Chan
Hair : Eve

唐詩詠

■■二人均指靈性上的提升是他們近期共同二人均指靈性上的提升是他們近期共同
的追求的追求。。

■■二人表示每次二人表示每次
的拍攝都是新鮮的拍攝都是新鮮

的體驗的體驗。。

■■王浩信和唐詩詠大爆拍劇的難忘史王浩信和唐詩詠大爆拍劇的難忘史。。

■■AngelababyAngelababy 與黃曉與黃曉
明的合照明的合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二人在劇中飾演情侶二人在劇中飾演情侶。。

■■唐詩詠在劇
中飾演老師。

■■楊千嬅楊千嬅（（中中））在在
劇中與陳煒和朱晨劇中與陳煒和朱晨
麗是閨蜜麗是閨蜜。。

採攝：植毅儀、陳儀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自2015年
Angelababy（楊穎）與黃曉明結婚並誕下兒子

“小海綿”，幸福家庭一直令人羨慕，不過今年卻
屢次傳出二人已秘密離婚的消息。由於夫妻二人久未有同台亮

相，甚至在社交平台上也鮮有互動，讓婚變之說成為熱烈討論的
話題，二人也未曾公開回應婚姻狀況。
13日是黃曉明的42歲生日，Angelababy準時在凌晨於微博上寫下

“生日快樂”送給老公，黃曉明也甜蜜地回應寫下“謝謝老婆”四個字，
還配上了三個親吻的表情，婚變之說不攻自破。黃曉明更有留言感謝所有人的

支持，坦言今年生日過得很有意義，也希望有更多人關注空巢老人。而有細心網
友發現，Angelababy其實已經是連續第三年準時用同樣的方式祝賀老公生日快樂，

希望他們多放閃晒合照，避免再被有心人訛傳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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