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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軍串流娛樂事業的蘋果公司，據報已經與大導演史提芬史匹

堡旗下公司合作，翻拍1980年代大熱科幻恐怖美劇《Amazing Sto-

ries》，身為該劇原作者的史匹堡據報更會出任新劇監製。

蘋果夥史匹堡
翻拍80年代美劇

每集預算逾3900萬 看齊Netflix HBO

報道指，蘋果已與史匹堡旗下的Amb-
lin Television及Comcast旗下Univer-

sal Television 達成協議，新版《Amazing
Stories》大約有10集，每集製作預算將遠
高於500萬美元(約3,902萬港元)，超過大部
分電視劇成本，但與Netflix和HBO等平台
的高端節目相當。
蘋果今年6月從索尼挖走兩名頂尖電視節
目高層，以幫助開拓原創節目。據報兩人獲
提供多達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預算，除了
開發原創節目外，還要設計視頻節目策略，

包括能與Netflix等主要競爭對手匹敵的
串流媒體服務。

恐難吸iPhone睇劇年輕觀眾
當年《Amazing Stories》可說非常成
功，全劇台前幕後吸引諸多大牌加入，
演員有康城金球雙料影帝添羅賓斯，更
有馬田史高西斯和奇連伊士活執導。不過
分析認為，《Amazing Stories》在年輕人
中知名度不高，未必可以吸引這批iPhone
睇劇的主要觀眾。 ■《華爾街日報》

安祖蓮娜桂莉芙轟性騷擾
金牌監製離婚

荷里活金牌監製哈維溫斯坦的性醜聞愈爆愈臭，包括
安祖蓮娜祖莉和金像影后桂莉芙柏德露等知名女星，前
日相繼挺身而出證實曾受其害，當中42歲意大利女星
Asia Argento和另外兩名女演員更指控曾被溫斯坦強
姦。長期接受溫斯坦巨額捐獻的民主黨人亦終於開口回
應，前總統奧巴馬及前國務卿希拉里分別發聲明，譴責
溫斯坦所作所為。溫斯坦妻子、知名時裝設計師Geor-
gina Chapman前日亦決定與他劃清界線，宣佈離婚。
《紐約客》經過10個月調查，訪問13名聲稱曾被溫

斯坦非禮或性侵的女性。作為意大利著名懸疑片導演
Dario Argento女兒的Asia指稱，20年前曾被溫斯坦強

迫口交及強姦，她憶述當時不敢反抗，還
要假裝享受以令對方快點完事。
Asia承認當年的確曾借溫斯坦上
位，之後5年更與對方維持關係，
但強調這是因為害怕會被報復，
「我知道他以往摧毀了很多人。」
另外，桂莉芙柏德露前日亦證

實，22歲時曾經在酒店房內被溫
斯坦要求替他按摩，當時和她交往
的畢彼特知情後勃然大怒，與溫斯
坦當面對質。畢彼特前妻安祖蓮
娜祖莉亦發聲明，稱年輕時與溫
斯坦有過不好的經驗，因此選擇
不再跟他合作。 ■法新社/路透社

世衛組織(WHO)聯同英國科學家進行歷來最大規模癡
肥兒童問題研究，結果發現由1975年至2016的40年之
間，全球癡肥兒童及青少年數量升逾10倍，由1,100萬
人增至1.2億人。研究人員特別指出，相關癡肥率在美
歐等富裕國家已趨平穩，但亞洲等部分中低收入地區呈
上升之勢。
研究團隊分析超過2,400份學術報告，追蹤3,200萬名

年齡介乎5至19歲的兒童及青少年，預測身高體重指數
(BMI)趨勢，研究結果刊登於醫學期刊《刺針》。按數
量而言，體重過輕的兒童及青少年仍高於癡肥者，但研
究團隊估計到了2022年這情況將逆轉。東亞、拉美和
加勒比海地區的經驗顯示，由體重過輕到過重問題的轉
變可以很快速。專家建議政府向垃圾食物和汽水徵稅，
家庭和學校應提供更有營養的食物。研究又指出，食品
商應在產品上標明鹽、脂肪和糖分含量，讓消費者作出
健康的飲食選擇。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全球癡肥兒童青少年
40年飆10倍

東奧主場館監工
瘋狂OT自殺亡

日本再證實多一宗工作過勞致死
個案，東京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
場一名23歲建築監工，今年初自殺
身亡，當局日前認定他是因為「極
度長時間勞動」引發的精神病而自
殺，裁定個案屬於過勞死。
報道指，死者去年4月獲聘於新

國立競技場工程一家外判商，12
月中開始擔任地盤現場監工，今
年3月2日突然失蹤，當局搜索個
多月後，終於在4月15日於長野
縣發現他的屍體。新宿勞動基準

監督署證實，死者在失蹤前一個
月內，超時工作達190小時，並因
為工時過長產生精神問題。死者
父母7月向勞基署申請過勞死賠
償，上周五獲當局確認。
日本近期爆出多宗過勞死個

案，日本放送協會(NHK)上周證實
一名記者4年前因為超時工作159
小時過勞死。法庭上周亦裁定，
全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因容許
僱員嚴重超時工作，罰款50萬日
圓(約3.46萬港元)。 ■法新社

日本九州霧島山新燃岳昨日清晨噴發，
是6年以來第一次，氣象廳將噴發警戒級
別從二級提升至第三級，限制進入火山範

圍。
新燃岳位於宮崎縣和鹿兒島

縣交界，自上月下旬起，當地
火山性地震增加，月初以來亦
觀測到火山性微動，有時一天
內更會發生100次以上土山性地
震，顯示火山活動趨於活躍。
氣象廳稱，昨日噴出的煙霧升
到火山口邊緣上方約300米處，
認為距火山口約2公里範圍內可
能發生噴發導致的噴石飛散和

火碎流，因此將警戒級別上調至第三級。
昨日宮崎縣部分高地發現極少量火山

灰，但未有人員受傷報告。 ■共同社

九州新燃岳火山噴發

■■桂莉芙桂莉芙

■■當年當年《《Amazing StoriesAmazing Stories》》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史匹堡據報會出任史匹堡據報會出任
新劇監製新劇監製。。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地區領導人「雙十」講話

再提「四不」（即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

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其處

理兩岸關係的一貫原則。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有

關表述，島內專家和媒體普遍認為，不管其重複

多少次「善意不會改變」，都掩飾不了民進黨當

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識」的本質，所謂建立兩岸

良性互動的新模式也注定會落空。

捷 運 新 裝

台輿論：空談「善意」難解兩岸僵局
蔡拒不接受「九二共識」所謂互動新模式注定落空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理事長龐建國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
訪時表示，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講話沒有新意，只是句

子的重組而已，依舊是原來「維持現狀」的老調。說來說
去，台當局的兩岸論述基調不變，不肯接受「九二共識」、
不願作出「兩岸同屬一中」的宣示是不會改變的。

聲聲「善意」本質「台獨」
龐建國指出，民進黨當局一直在玩弄兩面手法，言辭上釋
放所謂「善意」，但行動上繼續搞「文化台獨」。因此，兩
岸關係不會有轉圜的空間，台當局所謂的兩岸關係能有所突
破、兩岸能坐下來好好談、能建立良性互動的新模式等等，
都會落空。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鄭又平指出，在文
化、宗教、媒體等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到民進黨當局在不斷操
弄，不斷稀釋淡化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兩岸一家親的
血緣觀念的認同。人們已經看到當局推進「去中國化」的態
度、漸進「台獨」的禍心和手段，所謂「善意」說了等於白說。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湯紹成受訪時認
為，民進黨當局表面上沒有直接挑釁「一個中國」原則，從來
不提「台獨」二字，但是行為上完全走的是「台獨」的方向。

強化戰力 言行不一
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受訪表示，講話在談及兩岸關係
之前，很大篇幅都在談論防務問題，在軍事發展上着墨，鼓
吹全力強化戰力，宣稱不會屈服，這與兩岸和平發展、和平
統一的大趨勢完全不是一個方向。
《聯合報》11日的社論認為，「善意不變」這樣的提法，

演講中說來輕盈、動聽，卻令人感受不到真實的溫度。所謂
「善意不變」、「承諾不變」，其實只是說明自己不會貿然
宣佈「台灣獨立」，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為自己保留退路。
中評社的快評則指出，沒有「一中」的「四不」，本質、
虛實瞞不了人，善意、承諾不能當真。順應歷史潮流，放下
「台獨」的意識形態，追求兩岸人民共同的福祉，才是真正
的善意，才是真正不走回對抗的老路。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高等法
院昨日就民進黨籍立法機構民
意代表柯建銘自訴台灣地區前
領導人馬英九涉教唆洩密案進
行二審宣判，判決馬英九無
罪，全案定讞。

馬英九：感欣慰
綜合中央社、聯合新聞網及

中時電子報等媒體報道，台灣
高等法院認為，時任台當局立
法機構負責人王金平與柯建銘
捲入一宗關說案，馬英九與台
行政團隊成員見面了解相關案
情，未違背台灣地區憲制性規
定，且首次見面乃時任「檢察
總長」黃世銘要求，有合理懷
疑第二次見面也是黃世銘主動
提出要求，無法證明馬英九涉
嫌教唆洩密。
馬英九、柯建銘昨日均未到

場聆判。馬英九辦公室發言人
徐巧芯昨日應詢時表示，馬英
九對此結果感到欣慰。
台「最高法院檢察署」
2013年偵辦柯建銘與王金平
涉嫌關說案期間，黃世銘曾到

馬英九官邸報告有關情況，並向時任台
行政機構負責人江宜樺等說明情況；馬
英九、黃世銘之後被指涉嫌教唆洩密和
洩密。
2015年2月，黃世銘被台高等法院判

處1年3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並定
案；馬英九因當時為台灣地區領導人，
享有「刑事豁免權」，直到2016年卸任
後，檢方才啟動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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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揚州
報道）「兩岸一家親——揚台交流
合作30周年」書畫作品展昨天在江
蘇揚州博物館開展，展出120餘幅
兩岸書畫家作品。台灣沈春池文教
基金會執行長蔡玉美在致辭中表
示，「希望通過美展以及藝術家的
交流，讓兩岸民眾可以觀賞到一流
的作品，帶給大家視覺藝術享受，

同時促進中華美術事業的蓬勃發
展」。
此次活動由揚州市文聯、市台辦

聯合台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共同主
辦。展出的120餘幅書畫作品中，
兩地各60餘幅，均為兩地書畫家精
心創作的與揚州或台灣有關的詩詞
歌賦、風土人情等書法和國畫作
品，題材多樣，藝術水平高。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二屆大陸優
秀圖書台灣高校巡迴展」昨日在台
北開幕，據新華社報道，來自大陸
200餘家出版機構、2,000多個品
種、800萬碼洋的簡體圖書，將參
加為期90天的台灣校園巡迴展。
書展由大陸華藝出版社主辦，台灣
兩岸出版交流協會、天龍書局、萬有
樓股份有限公司、麗文文化事業機
構、名山堂書店、秋水堂書店、唐山
書社等台灣圖書經營機構協辦。
華藝出版社常務副社長劉泰表

示，青年學生是圖書出版的重要受
眾群體，大陸售台簡體字圖書一半
以上的讀者來自大學校園。因此在
促進兩岸出版同業交流的同時，更
希望通過書展滿足台灣青年學子的
需求，給他們帶來新的閱讀體驗。

增進台青對大陸了解
台灣兩岸出版交流協會理事長沈

榮裕說，去年首次舉辦的大陸優秀
圖書台灣高校巡迴展非常成功，增
進了台灣青年對大陸的了解。現在

「台獨」勢力處心積慮「去中國
化」，還要調降台灣高中課本文言
文比例。所以今年書展增加了大陸
出版的線裝書品種、數量，其中很
多之前沒有在台灣出版過，希望能
讓台灣學生接觸更多中華文化。
書展期間，還將在兩岸同步啟動

「讀一本好書，留一份感動」徵文
活動，分別設置若干獎項和現金獎
勵。書展結束後，部分圖書將免費
贈送台灣高校圖書館收藏，以豐富
台灣高校圖書館館藏。

逾逾20002000種簡體書赴台高校巡展種簡體書赴台高校巡展

紀念兩岸交流三十年 百餘幅書畫揚州展出

■第二屆大陸
優秀圖書台灣
高校巡迴展昨
日 在 台 北 開
幕。為適應時
代發展和島內
讀 者 購 書 習
慣，主辦方將
同步舉辦網絡
書展。圖為開
幕式現場。

中新社

■兩岸書畫作品聯展吸引觀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起 點 大 坪
林、終點新

北產業園區的捷運環狀線昨日合龍，
中運量設計的環狀線列車亮相，由4
節車廂組成，最多可載客650人，時
速最高80公里，內裝有別傳統藍白塗
裝，把手、座椅等均採黃白設計，走清
新風格。 圖/文：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