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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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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來中國了，千萬別愛上他

來自英國的間諜詹姆斯· 邦德，繼2012年的《007：大破天幕殺機 》（Skyfall）蟄伏3年後，開始第24次
出山執行任務——《007：幽靈黨》（Spectre）10月底在英國上映，11月13日登陸中國影院。在007迷們拭目以
待之時，主演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卻流露卸任之意，007到底該何去何從？

不久前，習近平對英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國人面對這一提高中英兩國經貿領域合作水平的重大舉措，除
了宏觀上的認識，更多的是對那些有趣小細節的趨之若鶩。英國國宴歌單得到瘋狂分享傳播，不難發現，那
裏面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披頭士樂隊名曲，還有一首Carly Simon演唱的《Nobody Does It Better》，演唱
者和歌名或許略有陌生，但那熟稔旋律的出處卻名號響亮——它是007系列電影主題曲，來自1977年由羅
傑·摩爾（Roger Moore）主演的《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

丹尼爾·克雷格：真的不想再演

身處2015年底，整個世界娛樂圈都無法忽略

的一個大事件就是——電影《007：幽靈黨》（Spec-

tre）將于10月26日在英國，11月6日在美國上映。

這位來自英國的間諜詹姆斯· 邦德，繼2012年的

《007：大破天幕殺機 》（Skyfall）蟄伏3年後，又開

始第24次出山執行任務了。全世界007迷再度陷

入一場對恢宏開闊、暢快淋漓鏖戰的暌違期待，而

就在這個時刻，“詹姆斯· 邦德”自己卻毫不保留地

表達了消極怠工的態度。在上映前的一次面對英

國《Time out》雜志的采訪中，時任007丹尼爾· 克

雷格（Daniel Craig）表示，自己不再想繼續扮演這

個傳奇間諜了，並且開玩笑式地撂下了一句狠話：

如果還要演邦德，我甯願當場“割腕自殺”。

不過陪伴了我們將近10年、四度讓整個世界

在其麾下稱臣的丹尼爾· 克雷格對邦德堅決抵觸，

讓整個世界在最新007火熱上映的階段，就陷入

了對下一任007究竟會是誰的無限猜想。

一線男星虎視眈眈

1952年10月，曾在二戰中做過英國特工的伊

恩· 弗雷明（Ian Fleming）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

自此這位放蕩不羁、天性風流的特工007誕生了，

1962年的《諾博士》（Dr.No）讓邦德有了真實的肉

身以供垂涎膜拜，曆經6任薪火相傳，讓詹姆斯·

邦德成爲了超越半個世紀，形象以及個性最爲多

樣以及豐滿的真人英雄。而關于易角的風言風語，

即使未經求證，也在一時間讓一衆一線男演員成

爲了當紅候選人。

第三任007羅傑· 摩爾強烈推舉“金剛狼”休·

傑克曼（Hugh Jackman）和“林肯總統”戴米恩· 路

易斯（Damian Lewis）。另外，“抖森”湯姆· 希德勒

斯頓（Tom Hiddleston）、“法鲨”邁克爾· 法斯賓德

（Michael Fassbender）等人也頗爲搶手。連剛剛加

入漫威大家庭，開始擔任《奇異博士》（Doctor

Strange）的卷福本尼迪克特· 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也開始湊熱鬧，表現出了對007極大

的熱情，雖然也坦承自己的氣質並不契合邦德，但

態度仍舊樂觀：“說不定他們想來

個不同的路數，誰知道呢，絕對會

有意思。”

不同膚色或者女性版007？

很難確定以上幾個壯年的知名男星就是

007的未來，縱觀這幾年的電影市場，半路殺出

的中年巨星數不勝數，比方《侏羅紀》中的克裏

斯· 帕拉特（Chris Pratt），《蟻人》中的保羅· 路德

（Paul Rudd），都是默默無聞、勤勉努力多年後

突然星光璀璨。所以很難講未來兩三年內，不

會又有一個新的“抖森”橫空出世。而第5任邦

德皮爾斯· 布魯斯南（Pierce Brosnan）則認爲英

倫黑人演員伊德瑞斯· 艾爾巴（Idris Elba）也是

個不錯的選擇，小說原著中邦德是黑頭發，而

金發的丹尼爾· 克雷格已經成爲了十分出色的

007，那換個膚色，又有什麽不可以？

而僅僅把名單局促地控制在英倫男星更

是太顯保守，在一次采訪中，丹尼爾· 克雷格表

示，雖然007本身早期被塑造爲一個反女性的

形象，但他個人並不介意未來的007系列由女

性接管，丹尼爾甚至還調侃一般給女007起好

了名字：“就叫她賈絲明 · 邦德吧（Jasmine

Bond）。”的確，傳統的男性英雄007邦德體現出

的所謂的雄性神話，是上世紀對男性性別角色

的極度誇張和放大。如今，男女兩性的角色分

工在調和，男女平等的觀念得以普及，女權在

崛起，如果讓007繼續鼓吹那種虛妄的男性氣

質，豈不顯得昏庸無知?

就連英國工黨領袖米利班德都認爲007應

該與時俱進，變成女間諜。他甚至想好了由誰

飾演女007，那就是《消失的愛人》（Gone Girl）

的女主角羅莎蒙· 派克。且不用提最新《碟中諜

5》中麗貝卡· 弗格森（Rebecca Ferguson）扮演的

巾帼女刺客，利索的冶豔迷倒了多少男女粉

絲。如今，連一部動畫片中（《頭腦特工隊》）的

11歲女孩角色都不再是啦啦隊員，而是真正在

冰球賽場骁勇善戰的運動高手時，一部英雄主

義電影若是轉航以女性爲主角，似乎也顯得不

是荒謬胡鬧，而是大勢所趨。

邦德何去何從？

007曾經因爲過分臻于完美倜傥的形象，

讓自身發展陷入了瓶頸。而丹尼爾· 克雷格接

棒後，粗粝生猛的血性，讓007從風格上又重回

到了第一任邦德肖恩· 康納利（Sean Connery）

的氣韻。不得不說，詹姆斯· 邦德如同繞了一個

大圈又回歸到了源頭。未來的歲月，那個大圈

的半徑想必會變得更大，一切皆有可能。

或許我們真的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接受007

是LGBT群體的時代？而且即使選角萬

事求穩，還有一群思緒孟浪的導演們對

這個項目虎視眈眈，連克裏斯托弗· 諾蘭

都表示過“雖然007沒有我也拍得不錯，

但我從小就是邦德系列的粉絲。”他在采

訪中賣了個關子，對于有沒有開始接洽

這個項目，既沒承認也沒否認。所以說在

未來，007系列會陰沈乖戾地探求深刻也

說不定。無論下次那標志性槍管漩渦開

場的剪影會變成怎樣的輪廓，只要這個

軍情六處的間諜還會標志性地點一杯馬

天尼，讓酒保“Shaken, not stirred”，就總

會有人繼續買賬。人們對間諜片危如累

卵的緊迫感永遠不會厭倦，而不受限的

創意也正好是能走在世界電影産業最頂

端的那些人安身立命的准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