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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即日起至 44 月月 1818 日日((星期日星期日))為止為止
高達高達 1818% Off%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6060 個月個月 00%%利率利率﹐﹐無需信用評估無需信用評估
身前契約高達身前契約高達 1212% Off% Off
全年最大折扣全年最大折扣﹐﹐最後機會到最後機會到 44//1818 為止為止
電話電話:: 832832--913913--588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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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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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上周五香港有一特約記者
， 去 到 瑞 士 日 內 瓦 近 郊
Chatelaine 的國際環保大廈

，直擊BCI的總部，要求回應為何BCI的中國分部，强調未發現新
疆有强逼勞動情況，而BCI的瑞士總部，憑什麽事實根據，不向新
疆棉花發出認證？

97歲的基辛格上周出席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
tham House）的網絡研討會。這個一手在上世紀70年代導演中美
建交的資深政客提出警告，如今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無休止地
競爭，將導致無可預計的衝突升級。若美國不能發展出對中國理解
的外交政策思維，那麼衝突就會不斷出現，全球將處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那種一觸即發的失控局面。

這的確是智者之言，新上任的美國拜登政府，試圖想用不同的
手段，做上任特朗普政府想做的圍堵中國的事情，這是一種危險的
嘗試，利用新疆出手，就是一例。中國別無選擇，只有奉陪。
美國選擇對新疆出手，除了易於令美國人相信之外，還有其深刻的

盤算。
1. 在中國製造動蕩。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
罕有地播放影片，內容是2018年8月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的幕僚長、陸軍退伍上校威爾克森在一個論壇上的發言。威爾克森
說： 「在新疆製造動亂，美國蓄謀已久……因為新疆有2000萬維
吾爾族人，如果中情局能夠採取足夠的行動，利用這些維吾爾族人
……如果中情局想破壞中國的穩定，最好的辦法就是製造動蕩，和
那些維族人在一起，從內部向北京施壓。」這是美國搞顏色革命的
典型套路。

美國自己大力反恐，卻對新疆曾發生多次恐襲視而不見，還把
發動恐襲的 「東突」組織從恐怖組織名單剔除。 「在新疆製造動亂
」顛覆中國的動機，不是昭然若揭嗎？

2. 向中國發起經濟制裁。美國制裁4名新疆官員，去年已把一
系列新疆工廠列入黑名單，如果只停留在這個階段，也沒有什麼大
不了，但誰說美國會停呢？有傳言亞馬遜要服裝零售商證明他們的
產品不含新疆棉，否則就要下架，說這是美國政府要求。新疆棉花
佔全國產量85%，絕大多數中國廠家用新疆棉花，若這要求屬實，
那麼大多數中國生產的服裝，就要從亞馬遜、甚至所有銷售平台下
架？推而廣之，從球鞋到背包，只要一條新疆棉線，就要在美國下

架，這豈非比加中國產品關稅更大的制裁？
美國對付恐襲只用武力打擊。中國對付恐襲除了打擊之外，還

有宣傳教育，還有為維吾爾人尋找工作，希望他們脫貧，就可以減
少受暴恐思想影響。如今工廠請維吾爾民工就變成美國口中的 「強
逼勞動」，難道中國真是坐以待斃？

中國是會還擊的，最後就出現H&M事件。H&M集團去年10
月發聲明，響應所謂NGO的 「更好棉花協會」(BCI)的號召，停用
新疆棉花。上周五派特約記者去到瑞士日內瓦近郊Chatelaine的國
BCI總部人員龜縮不答記者的問題，毫無透明度可言。

H&M集團去年的聲明被翻出來，結果被人大肆抨擊，接著包
括Nike 等一個個國際品牌，都被翻出曾宣布不用新疆棉花的舊帳
，觸發內地消費者抵制。

形勢非常清晰，若美國真是出招禁止用新疆棉花的中國產品在
美國下架，可以寫包單，中國也會要求抵制新疆棉花的品牌產品在
中國下架。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美國要開戰
，中國一定奉陪，這是一個互割喉嚨的遊戲。若那些國際消費品牌
自己頂不順，就回去遊說貴國政府，不要搵 「新疆強逼勞動」這些
偽命題來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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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之戰 中美互割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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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建太落伍 拜登追趕困難多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

才剛滿兩個半月，大動
作已一浪接一浪，在國
內施政上朝着三大目標
全速推進：一、通過啟
動廣泛接種新冠疫苗計
劃，爭取年內實現全民
基本免疫；二、在擊退
疫魔之前，透過直接派
錢及延長額外失業救濟
等措施，協助國民渡過
難關；三、大規模重建
基礎設施，振興經濟及

增強美國長遠競爭力，在創造就業的同時，也決心應對。
美國基建大落後，早已為國民詬病，要繪出宏偉藍圖不難，

只是過去幾任美國總統在政府缺錢、反對黨拖後腿、地方政府阻
撓下，基建計畫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拜登能否克服困難，並不樂
觀。美國基建落後乃因管治問題所造成，拜登卻以勿讓中國超越
來推銷基建大計，就未免諉過別人而沒正視自己美國的核心問題
。
今次拜登的二萬三千億 「重建美好未來」基建大計，包括六千二
百一十億重建道路、橋梁、公路與港口等基礎建設，並翻新電網

和推動電動車市場；五千八
百億加強美國製造業如提升
科研設施；六千五百億改善
民生如建設寬頻、更新供水

系統等；四千億改善老年及殘疾人照顧。大計既翻新舊基建，亦
開拓新科技的基建，野心不小。

拜登形容計畫是美國世紀一遇的投資，他恍如發現新大陸一
樣，難道過去多任美國總統就看不到嗎？美國基建為民眾詬病多
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每四年評估美國基建狀況一次，早於二
十年前已指出美國基建十分落後，今年三月剛發表的報告給美國
基建總體評級是C-，即很多範疇不足要改善，包括四成三公路
狀況不佳、四成半民眾沒有公共交通設施，諷刺的是這已是二十
年來最高的評級。
過去三任美國總統早提出過翻新基建，如奧巴馬任內八年先後三
次合共提出逾五千億基建大計，包括二○一六年卸任前提出未來
四年、耗資三千零五十億修復地面運輸；特朗普更提出一萬五千
億基建大計，由聯邦出資二千億，推動各州政府與私人合作。但
兩人的大計在政府缺錢、政黨反對和地方拖後腿下，都大打折扣
。拜登現在推出二萬三千億大計，面對的難題與他的前任一致，
且可能更難解決。

首先， 「巧婦難為無米炊」。美國去年財赤三萬一千億元，
創歷史新高，今年原估計為二萬三千億，國會三月通過拜登的一
萬九千億救經濟計畫，估計令今年財赤急升至三點四六萬億，再
創歷史新高，聯邦政府根本無錢再搞基建。對此拜登提出加稅，
企業稅由百分之二十一加至二十八，估計未來十年可增七千三百
億元稅收，另美國跨國公司全球最低稅率由百分之十三增至二十

一，估計十年可增五千五百億收入。兩者合計，每年額外稅收還
不足一千三百億，未夠支持拜登每年近三千億的基建開支，就算
再加富人稅，每年亦只能多五百億稅收，還有每年千多億的大氹
要填。況且加稅很可能對經濟造成打擊，隨時因加得減。

其次，共和黨勢成攔路虎。共和黨一直反對政府大灑金錢和
加稅，該黨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斥基建計畫是特洛伊木馬，會損
害美國經濟、加重人民負擔，他很可能投反對票。雖然拜登所屬
的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佔多數，在參議院亦佔半數議席，可強行
通過大計，然而這將加劇兩黨對立，令拜登其他施政面臨更大阻
撓。
其三，地方政府未必支持。美國基建及維護費用若五分一由中央
承擔、五分四由地方政府支付，地方政府近年財政緊絀是美國基
建失修的主因之一，特朗普曾希望用減稅等優惠，推動私人參與
基建，但基建項目資金投入大、回本期長、利潤偏低，令其算盤
無法打響，拜登料亦難以克服州政府的消極態度。何況現時五十
個州有二十七個州長是共和黨籍，他們更不想出錢為拜登爭政績
。
美國基建表面是日久失修問題，但背後卻是政客忙於黨爭、政府
長期忽視民眾需要的管治問題，拜登為減少加稅阻力、避免共和
黨和地方政府拖後腿，卻拿中國作擋箭牌，指中國基建開支超過
美國三倍，美國不容對方超越等，如此諉過他人，是否反映他心
虛，無力解決美國管治的老大難問題呢？

國各州各自為政，是大型基建的最大障礙，基建成本的付出
如何分攤，必然吵個天翻地覆，試想若要建一條横跨數州的高鐵
，要吵多久才能講得掂數？

鼠年去，牛年來。今年辛丑年，地支丑肖牛，
故新的一年是牛年；天干辛屬金，辛丑牛年，
就是真真正正的金牛年了。

筆者出生在牛年，且讓我這位牛佬，向大家講述一下牛年的
歷史及我在出生地澳門所見所聞之牛隻掌故。

中國以農立國，農耕文化，已有幾千年歷史，據考證，利用
耕牛犁田，最早出現於商代，至春秋後期，用牛助農耕，以提高耕作效率，已是非常普遍，距今亦已
有兩千多年了。牛既是農人的好幫手，又是人類重要的肉食來源，所以，屠場宰牛就是正常不過之事
。往昔，澳門的屠場位於媽閣，筆者家住南區，故幼時常見牧牛人牽着牛群，自北區的牛房，經提督
馬路、沙梨頭、河邊新街，抵達媽閣屠場；大多數牛隻，都會乖乖地走進屠場，但亦經常有牛隻走至
接近屠場時，便站着不肯前行，這時便需要勞煩屠場工友協助趕牛，常常是合數人之力，你推我拉他
打，才能把牛弄至屠場。一次，筆者就目睹工友們無論如何推打拉，也無法移動黃牛，工友取來竹竿
，架在牛角上，再合力用竹竿推牛，正當眾人用力之際，竹竿竟應聲折斷，黃牛仍是站立不動，最後
，他們只有弄來木頭車，把黃牛運到屠場去。

聽大人說：這是因為牛有靈性，知道此乃喪身之地，故不肯前行，但然終牛隻亦難逃厄運，實教

人無奈。至八十年代，澳門的交通日漸繁忙，當局便改以貨車運牛去屠場，牛牛 「行街」的風情，遂
告湮沒。

牛群穿街過巷之後，就必定會有遺留，那就是大大小小的牛糞了。春節前後，小孩在街上玩爆竹
時，牛糞就成為頑童的玩意兒，把爆竹藏進牛糞，引燃後，一聲炮響，牛糞四散的場景，又着實令人
笑破肚皮。

上世紀，澳門仍是葡治，因葡人酷愛鬥牛，故澳門也曾經從葡萄牙，請來鬥牛勇士，表演鬥牛。
記得那是六十年代，澳門舉行鬥牛表演。除了鬥牛勇士出塲外，當局為營造熱烈氣氛，讓觀眾落場戲
弄野牛，此等危險玩意，純作玩樂，當然乏人熱衷，於是，主辦單位就把五百元大利是，掛在牛角，
讓觀眾落場摘取，遂吸引許多勇者嘗試，奪得利是者固然樂呵呵，受傷者卻要在免責條款（落場前要
簽署免責文件）下，付出極大代價，而此一環節，就成了全場最緊張、刺激，且氣氛最熱烈的時段，
亦因之而成為一時美談。

昔日農業社會，牛是代表春耕，故數九歌謠的最後兩句云： 「九九加一九，黃牛遍地走。」是說
冬至後九十天，寒冬過去，大地回春，耕牛下地，農事重開之意。際此，牛年伊始，祈願金牛下界，
驅走新冠寒冬，百業復興，市旺人安。是我牛佬所禱也。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西看

牛佬牛年說牛
楊楚楓楊楚楓



BB44
星期日       2021年4月11日       Sunday, April 11, 2021

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日昇日落，人生
也是如此，尤其去年的新冠疫情，讓不
少人失去至親。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死
亡是每個人終將面臨的大課題，不管貧
富貴賤，無論種族、職業，上至總統下
至庶民，都有不得不面對之時。如何面
對死亡、以及該怎麼準備身後之事，似
乎變得更正面、也更需要趁早計畫。

以豁達的心態面對
以往，華人對於生死大事比較忌諱

，然而，隨著時代演變，更多人會以豁
達的心態面對，去年的疫情，更改變了
許多人對生死的態度。疫情的肆虐下，
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超過50
萬人，甚至，在疫情嚴重時期，有些地
方還傳出醫院太平間不夠、或是墓地滿
員的狀況，所謂的 「身後事」，並不意
味著應該等到年紀大了才考慮，其實現
在就可以開始部署。

Dignity Memorial(尊嚴紀念館)是休
士頓最具規模的殯儀館兼紀念墓園，我
們請到其中的陳專員來為民眾談談，為
什麼生前計畫如此重要? 可以幫我們降
低哪些方面的負擔？

對生死越想得開，會越沒有壓力
陳先生表示，傳統觀念中， 「身後

事」對於華人來說相當重要，許多人都
希望找到一個風水寶地安葬，並且庇佑
後代子孫，這種觀念深植人心。

以往 「生死大事」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個禁忌話題，但對於殯葬業而言是每
天都在面對的，死亡也天天都在不同地
方上演著，民眾對死亡抱持越想得開的
態度，自己會越沒有壓力，在生前就做
好身後的規畫，會幫自己以及家人帶來

安寧與平和。對墓地和葬禮進行預先計
劃極為重要，這樣的生前預先計畫將可
以幫助到家庭，以下將為大家分析說明
。

生前預先計畫減輕親人的負擔
當選擇生前預先計劃時，不僅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規畫，還可以減輕家
人的情感壓力與經濟負擔。

生前預先計劃自己的葬禮，可以仔
細考慮自己喜歡的選擇，確保是自己想
要的方式。有些人有宗教信仰，但與子
孫之間有差異，即使告訴家人自己的臨
終願望，家人也有可能不記得或不同意
。要確定葬禮是自己所希望的，唯一方
法是提前計劃。

一位民眾林先生表示，自己的父母
多年前做生前預先計劃，購買了預付的
喪葬費。經過這些年來，當父母親去世
，去使用這些服務時，才知道省下許多
費用，減輕很大的負擔。

父母親的生前預先計劃，使子孫在
遭受喪親之痛時，幫助他們不必同時擔
心喪葬費的金錢來源。一般來說，在人
死後的幾天裡，他的資產可能無法使用
，人壽保險可能需要六至八週的時間才
能支付。如果沒有適當的預付計劃，則
家人將被要求在葬儀服務之前支付所有
的費用。預先計劃和預付款意味著減輕
了家人的巨大負擔。

生前計畫鎖定現今的價格並省錢
生前預先計劃葬禮的一個實際好處

之一是省錢，隨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喪
葬費的成本也不斷上升。當您計劃並提
前付款時，實際上就是鎖定了價格保證
。例如，如果今天計劃並選擇一個價格

為 2,000 美元的棺材，即使未來價格上
漲了許多，也不必為再多付錢。以當前
價格購買商品，可以保護您和子孫免受
通貨膨脹的影響。

休斯頓的劉女士表示，“我的父母
在多年購買了預付的喪葬計畫，到使用
時已經有很大的差額，這為我們節省大
筆金錢。”

生前規劃讓家人不用擔心會出錯
若是突然遭逢意外，子女往往會面

臨很多意想不到的抉擇，例如像:爸爸會
想要手工雕刻的堅固紅木棺材嗎？媽媽
會希望她教會的朋友都參加葬禮嗎？如
果事先沒有準備好計劃，親人會有很多
猜測，擔心會不會弄錯了。通過生前預
先計劃，使家人免於產生疑問和焦慮。

家人不必面對倉促的決定
在需要時，葬禮安排通常在幾天之

內進行。即使在遺囑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您的孩子也有可能會爭執不休，因為
葬禮通常是在遺囑確定或宣讀之前舉行
的。為了保護您的親人在困難的時期內
避免匆忙做出決定，提前計劃自己的葬
禮，以書面形式寫下詳細內容，不僅可
以確保自己的意願得到遵守，而且可以
使家人不必代你做出判斷。

親人可以專注於回憶和康復
親人死亡後的一段日子中，家人會

經歷情感上的困難階段。生前預先計劃
自己的葬禮，無論是土葬或是火葬，葬
禮應如何安排，都能記錄您的意願，並
支付安排費用，這可為您的親人提供他
們所需要的情感與精神恢復時間，而不
用做出一個又一個的葬禮細節決定。家
人們可把時間用在與親友間共度中，回

憶過世親人的點點滴滴，並逐漸恢復難
受的心情。

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4/18
由於三月的“清明新墓產發布會”

活動反應熱烈，需求廣大，並有今年最
大的折扣，因此，Memorial Oaks宣布，
將把優惠期延長到四月，即日起至四月
18日為止，是全年最大的折扣優惠。

這個優惠包括高達 18% Off 生前計
劃墓產優惠折扣，60 個月 0%利率，無

需信用評估。身前契約高達 12% Off。
這是今年最好的優惠折扣，僅在四月18
日之前有效。許多家庭給予 Memorial
Oaks 很高評價，是既有墓地又有殯儀館
的複合型服務，能包辦追悼會到葬禮一
條龍式服務。

洽 詢 電 話 ： 832-913-5888。 Me-
morial Oaks 地址: 13001 Katy Freeway |
Houston。

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豁達面對做好生前計畫 讓自己輕鬆前行讓自己輕鬆前行
Memorial OaksMemorial Oaks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清明節優惠折扣延長至44//1818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一名醫學專家
週四在審判前警官德裏克·喬文（Derek Chauvin
） 的 謀 殺 案 中 作 證 ， 指 出 喬 治·弗 洛 伊 德
（George Floyd）因被警官的膝蓋壓在頸部固定
在人行道上缺氧死亡，強調拒絕喬文的辯護律
師認為弗洛伊德是使用毒品和其它潛在的健康
問題而死亡。

伊利諾伊州愛德華·海因斯退伍軍人醫院和
洛約拉大學醫學院的肺部和重症監護專家馬丁·
托賓博士（Dr. Martin Tobin）說：“一個健康
的人遭受到像弗洛伊德這樣的虐待也可能會死
亡。”

托賓用易於理解的語言來解釋醫學概念，
甚至松開自己的領帶以說明問題。托賓告訴陪
審團說，去年5月，喬文和另外兩名警官將這位
46歲的黑人放倒，腹部面對地面，他的手銬在
背後，臉緊貼地面，弗洛伊德的呼吸受到嚴重
限制。缺氧導致大腦受損，並使他的心髒停止
跳動。

托賓分析了叁名限制弗洛伊德的警官的圖
形演示，說這幾乎是9 1/2分鍾，他證明了喬文
的膝蓋在90％的時間內“幾乎壓在脖子上”。

他列舉了其它一些因素：警官擡高犯罪嫌
疑人的手銬、街道堅硬的表面、俯臥的姿勢、
轉他的頭部、膝蓋壓在背部，這也使弗洛伊德
難以呼吸。

托賓說，喬文在弗洛伊德體內的氧氣不到
一盎司氧這種氧含量轉折點的情況下，將膝蓋

壓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
3分2秒。

當檢察官在地面上
反複播放弗洛伊德的視
頻片段時，托賓指出了
他所看到的那人的面孔
變化，告訴他弗洛伊德
已死。那一刻發生在弗
洛伊德第一次被壓制大
約五分鍾之後。

托賓說：“起初，
您可以看到他的意識，
可以看到輕微的閃爍，
然後消失。” “那是生
命從他的身體中消失的時刻。”

弗洛伊德因涉嫌試圖通過偽造的20美元面
額鈔票而在附近的一個集市上被捕。現年45歲
的喬文因5月25日在弗洛伊德去世時被控謀殺
和過失殺人罪名成立。

圍觀者的錄像帶顯示弗洛伊德在哭泣，因
為圍觀者向喬文喊話要他下車，他無法呼吸，
這引發了抗議活動，並在美國各地引發了各種
暴力。

喬文的辯護律師埃裏克·尼爾森（Eric Nel-
son）辯稱，現役的白人警官做了他受過訓練的
事情，弗洛伊德之死是由非法藥物和包括高血
壓和心髒病在內的基本醫療問題造成的。屍檢
發現他體內有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

但是托賓說，他分析了攝像頭視頻上看到
的弗洛伊德的呼吸，並解釋說，雖然芬太尼通
常將呼吸頻率降低40％，但弗洛伊德的呼吸在
意識喪失之前“就在正常範圍內”。同樣，他
說患有嚴重心髒病的人的呼吸頻率很高。

托賓還說，醫院急診室測得的二氧化碳水
平很高，可以用以下事實解釋：弗洛伊德在護

理人員開始人工呼吸之前沒有呼吸將近10分鍾
，而不是芬太尼抑制了他的呼吸。

檢察官不同意德裏克·喬文辯護律師的辯護
，盡管喬治·弗洛伊德說“我吃了太多藥”。

醫生解釋說，正在播放的視頻顯示弗洛伊
德在講話，並不意味著他呼吸良好。他說，視
頻中看到的腿部動作是非自願的。他說，在呼
吸道縮小到15％之前，一個人可以繼續講話，
之後“您陷入了嚴重麻煩”。

可以在視頻中聽到警官告訴弗洛伊德，如
果他可以講話，他可以呼吸。

在盤問中，尼爾森敦促托賓應對這一普遍
的誤解，指出早先的證詞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官
受過訓練，如果人們能夠講話，他們就能呼吸
。

尼爾森還向托賓建議，街頭毒品中的芬太
尼對人的影響與合法獲得的芬太尼不同。他也
詢問了甲基苯丙胺的問題，並指出依法開處方
的理由很少。托賓同意這會增加心率，但表示
不會影響呼吸頻率。

托賓使用簡單的語言，用諸如“泵手柄”
（ pump handle） 和“桶手柄”（bucket handle

）之類的術語來描述陪審團的呼吸行為。他解
釋說，當氣道變窄時，呼吸變得“異常困難”
，就像“通過吸管呼吸”。

有一次，醫生松開領帶，將手放在自己的
脖子和頭後部，以演示呼吸道的工作原理，邀
請陪審員檢查自己的脖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人
都這樣做，盡管法官後來告訴他們，他們不必
這樣做。

專家計算得出，當喬文的腳趾處於地面附
近時，他處於接近垂直的位置，喬文的一半體
重（包括裝備）（91.5 磅）直接放在弗洛伊德
的脖子上。

托賓說，似乎弗洛伊德正在攝取足夠的氧
氣以保持大腦在頭五分鍾內活著，因為他仍在
講話。五分鍾後喬文的膝蓋並不重要，因為那
時弗洛伊德已經遭受了腦損傷。

喬文的律師反複從視頻中向陪審團展示了
靜止圖像，他說這表明喬的膝蓋位於弗洛伊德
的肩胛骨上。但是，根據時間戳記，幾乎所有
這些圖像都是在5分鍾標記後捕獲的。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審判前警官德裏克·喬文 醫學專家：
缺氧而不是毒品殺死了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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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造车背后：中国造车的第三种势力
科技互联网企业想要在汽车产业

成功跨界并站稳脚跟，仍需更多的资

源支持与时间考验。

小米造车，落下实锤。

最新的一则消息是，小米内部正

式立项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面向智

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100亿元

人民币，未来10年逐步加码，总投资

额为100亿美元。雷军亲自带队。

关于小米造车的消息，在过去几

个月里业内一度广泛讨论，如今一纸

公告的背后，能看出小米对造车赛道

的全面押注。

实际上，再往前看，在小米之外

，百度的造车消息要来的更早。

3月2日，集度汽车有限公司注册

成立。有信息显示，集度汽车公司注

册资本为20亿，其中，百度100%控股

的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认缴出资11亿元，持股55%，

吉利控股集团的下属企业上海华普汽

车有限公司认缴出资9亿元，持股45%

。

前有华为加入长安阵营联合造车

，阿里巴巴与上汽集团推出“智己汽

车”，今有小米成立电动汽车子公司

、百度与吉利合作造车，继传统车厂

、新能源车企之后，科技巨头们似乎

都对造车情有独钟。

国内“汽车圈”的第三股势力正

在浮现。

下场造车，谁也没落下

在上百年的进化中，传统车企已

将自己的优势像基因一样刻在了流程

里，让人觉得造车是制造业的集大成

者，外行人很难进入。

因此，10年前老牌车企们认为特

斯拉要造电动车是天方夜谭，是外行

人才会闹的笑话，5年前国人对国内新

能源造车新势力的态度也是普遍觉得

“不靠谱”。

但眼下，事实胜于雄辩。汽车市

场正进入以“电动化、智能化、共享

化、网联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四化时

代，

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也一扫补贴退

坡的阴霾，销量开始快速复苏。国外

市场不仅提高了碳排放标准，还持续

加码电动车补贴，使得不少国家连续

数月新能车销量都获得了大幅甚至数

倍的增长。

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中国

车市整体销量下滑2%，而新能源汽车

完成136.7万辆销量，同比增长10.9%

，车市占比约为5.4%。根据国务院印

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文件要求，新能车

新车销量占比将达到25%左右，智能

网联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将达到30%的

规划。规模超过两万亿美元的汽车市

场，吸引着由科技互联网公司组成的

第三方造车新势力，成为他们开辟新

增长空间的重要战场。

以往，很多人会觉得汽车开发流

程严谨高效，与互联网思维有天然的

矛盾。但其实不然，主要还是看企业

是否会扬长避短。

首先，当下互联网企业选择的造

车技术路线无一不是电动车，这直接

避开了传统燃油车结构复杂，生产工

艺苛刻，具有高深技术壁垒的发动机

和变速箱，将造车门槛大大降低。电

池和驱动电机是完全市场化的产品，

宁德时代作为一家独立的电池供应商

可以向所有客户都敞开提供最先进的

电池包产品。

其次，无论是传统车厂还是新能

源车企，造车路径都是从0到1，而科

技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是联合传统车厂

造车，走的时候从0.5到1的造车路线

。在电池和驱动电机等硬件的高度同

质化，先进的电子架构和智能化软件

水平越发成为产品好坏的关键。

联合造车不仅能快速切入汽车生

产链，还能让互联网企业专注自己在

算法、信息传输、智能互联等方面的

核心技术优势，与传统车企、新能源

车企站在同一起跑线，甚至后来者居

上。

目前，已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拥有

了一些可应用于智能汽车上的关键软

硬整合能力，比如华为的芯片、操作

系统、三电系统、激光雷达等；百度

的自动驾驶、高精地图等；小米的语

音系统等。

这些科技巨头过往积累的电子企

业供应链资源，可以延展到造车领域

。而互联网造车势力带来的新商业模

式和前沿技术，也势必会给汽车行业

注入新的活力。

小米向右，百度向左

实际上，如今落下实锤的小米早

在汽车领域有所布局。

根据天眼查显示，小米集团对外

投资中就包括不少整车厂、汽车后市

场企业，如2014年投资了地图厂商凯

立德；2017年先后投资买车网、车财

多；2019年投资小鹏汽车、投资智能

车载和智能出行领域服务商新案科技

；2020年投资比亚迪半导体公司等。

有媒体统计称，从2015年到2020

年，小米在汽车领域的专利达到了约

800件，并且同时加大了国际专利布局

。

不过，对于手机起家的小米来说

，参与造车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汽车本

身，而是场景流量。要知道，汽车场

景是承载资讯服务、娱乐休闲等当下

互联网服务以及链接未来自动驾驶的

新一代生态集合体，也是争夺5G时代

下一个超级流量的入口。

拿下这个流量入口不仅是业务版

图扩展的需要，也能与其旗下移动产

品联动，反哺流量。因此，小米“造

车”更倾向于“体验派”路线。

在申请的汽车领域专利中，小米

更多地从用户体验这一角度出发，侧

重改善当前驾驶场景中存在的痛点。

比如提高驾驶安全性的“疲劳驾驶检

测方法及装置”，能及时对处于疲惫

状态下的驾驶员进行预警；“控制车

辆预热方法及装置”则可以在用户未

到达车辆之前，自动控制车辆进行预

热，从而节省了用户时间，提高了用

户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汽车和智能

家居的连接是一个趋势。小米可利用

自身庞大的智能家居生态系统，联动

汽车提供智能个性化服务。例如小米

现在已与威马汽车合作，在车上即可

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未来势必会进一

步将自己的生态系统“移植”到汽车

上去。

至于小米会不会从一个技术服务

商转向自己下场造车，就目前来看，

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不占优势的情况

下，扮演好技术服务商的角色似乎更

为稳妥。

科技互联网企业相比传统汽车厂

商更为大胆、迅速，在与车联网相关

的新兴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又比新能

源车企具有领先优势，因此得到了更

多新生代用户的认可。

尽管作为第三方造车新势力，互

联网企业在产品销量、盈利能力上远

不及传统汽车巨头，却仍被资本市场

报以极大的期待。上一次“小米造车

”传闻冲上微博热搜，集团股价涨幅

一度扩大至10%，便可见一斑。

反观当下的百度，其更需要新的

增长点。

从某种程度看，电动汽车是生态

链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躬身入局造车

对百度而言是一项不得不为之的战略

级决策。

这些年百度一直大力发展无人车

技术汽车，旗下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已

与国内外数十家车企合作。又陆续投

资威马和蔚来，扶持造车新势力，合

作传统汽车厂商，最后将自己所有的

资源集合，推出自己的汽车IP“集度

”，即“集百度AI能力之大成”。

百度造车公司（集度汽车）CEO

夏一平曾直言：“跟别人希望把电动

车普及的道理一样，我们希望把无人

驾驶技术普及。”

品牌如其名，集度从诞生之初，

就有百度地图、人工智能、Apollo自动

驾驶、小度车载等百度技术矩阵全面

护航，再加上百度在数据、软件、用

户生态等软实力方面的优势，今后明

显会走“技术派”路线。

眼下正值特斯拉及国内头部造车

新势力股价大涨，资本市场一片看好

，百度Apollo平台在自动驾驶方面的

积累，使其在业内颇具号召力，宣布

造车之后股价随即大涨。

机会，也是风险

正如上文提到过的，从目前的市

场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来看，智能网

联、数字化场景在汽车产业中具有非

常高的市场前景，互联网科技企业的

入局绝对有利可图。

此外，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往往由

行业外，存在技术交叉的跨界巨头来

开启，科技企业造车作为第三种造车

新势力，确实有望成为加速汽车智能

化和迭代的领军力量。

但汽车行业从产品制造到推广销

售的产业链复杂且冗长，要想完全自

主造车需要重资产的投入。尽管仿照

百度、阿里的“代工”模式，选择具

备生产能力的整车厂合作，确实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时间和成本，但互

联网公司和传统造车企业本身存在差

异化，两家公司在发展理念、创新思

路也会有所不同，难免会产生摩擦。

即便磨合得顺利，烧钱猛、量产

难依旧是造车行业躲不掉的话题。

据悉，小米现正大力推进线下渠

道建设，与 OPPO、vivo 等竞相抢占

并夯实华为空出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展造车这

一耗资巨大的新业务，那么对于需要

双线乃至多线作战的小米来说，面临

的资金压力将成倍增加。

更何况，蔚来、理想、小鹏等造

车新势力已经拥有了行业一席之地，

“代工”模式上阿里、华为、百度已

经抢跑一步，要想突出重围，就一定

要有相当硬核的实力和差异化供给。

未来的汽车市场，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大概率会落到汽车自动驾驶能力

的竞争上这也是为何百度下场造车值

得期待，小米做技术服务商更为稳妥

的原因。此前，百度有芯片，有云计

算，有国内最强AI技术，有ACE智能

交通引擎，有Apollo自动驾驶，还有

高精地图，已经具备了造好一辆未来

汽车所必需的软实力，眼下联合传统

车厂造车是水到渠成的事。

对于吉利这类传统车企来说，与

科技企业合作能提升自己在数字化、

智能化等方面的优势，是一种合作共

赢、优势互补的做法。

对于百度来说，成立集度汽车当

前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要切入整车产业

去做一个销量为王的车企，

而是为了有一个平台能让自己的

自动驾驶、车联网、人工智能、智能

交互等技术能得到展现和变现，并完

成技术迭代。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不制造量产

车，那么包括百度Apollo在内的AI工

具商业化落地依然十分有限。

此前，百度增想通过持股造车新

势力的方法，介入Apollo自动驾驶开

放平台的推广，但因与新能源车企的

独立研发和掌控精神不合，在蔚来、

理想的投资中皆碰壁，最后百度只能

选择规模更小的威马汽车。

总之，科技这一要素对于汽车产

业的变革能力毋庸置疑，但汽车产业

链相比互联网科技企业的产业链要长

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科技

互联网企业想要在汽车产业成功跨界

并站稳脚跟，仍需更多的资源支持与

时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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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2 月，優人神

鼓紀錄片《非想非非想》製作團

隊投入一整年、近 200 萬元的經

費完成第一階段的田野調查。改

變正在發生，團員重建老泉山、

所有的生命和能量重新發芽。然

而，疫情的襲擊不僅使拍攝停擺

，優人神鼓的商業演出也幾乎全

部取消。導演陳懷恩表示：「不

只紀錄片拍不下去，優人日子也

快過不下去了。大家想的是如何

一起度過難關。」這段時間，彷

彿回到 30 年前的優，優人在老

泉山上與生態共建夥伴一同搬竹

子、蓋廚房、用雙手建造生態家

園，於自然中尋找優人神鼓的未

來。為了將這些關鍵時刻紀錄下

來，昨日（7 日）晚間啟動電影

拍攝集資計畫，希望以群眾之力

籌募 600 萬元的拍攝與發行資金

。《非想非非想》將保存優人神

鼓的文化、聲音和視覺美學，藉

影像技術，把太麻里的日出、明

池的雲霧繚繞通通送進戲院，讓

觀眾以最近距離感受優人演出的

感動。

「紀錄片作為社會中很重要

的介質，也告訴我們正經歷某個

時代，每個人的何去何從，都能

從中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導演

陳懷恩表示，30 年前、10 年前

和現在的優人故事都不同，重要

的是，他們的精神在每個不同的

時代是如何被適用的。這是一部

從過去看到未來的紀錄片電影，

有 90 年代的台灣藝術文化，有

優的開始、成長、共建與重生，

隨著導演陳懷恩的鏡頭，和優一

起在困境中探尋出路。若集資順

利，電影預計於 2023 年完成和

發行。民眾將可以用一張電影票

，看一場世界級演出。無論是明

池濛霧圍繞下的《聽海之心》、

或是太麻里日出之時，跟著優人

的鼓聲一同為世界祈福，當電影

美學與表演藝術碰撞，將在戲院

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感動，並真正

理解人與自然共存的意義。

優人神鼓紀錄片優人神鼓紀錄片 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
電影拍攝集資計畫正式啟動電影拍攝集資計畫正式啟動

「優的未來，從過去開始。」 2019 年八月的一場大火，使優人神鼓 30 多年來生活、訓練與創作的家園、
200 件樂器道具、文化景觀瞬間化作灰燼。火災後不到一個月，山上劇場排練場的階梯冒出了香楠木的嫩芽，和四
周燒到焦黑的木頭殘骸形成強烈的對比。 「這些木頭經過大火、經歷死亡，彷彿有了更強壯的生命力。」 優人神鼓
創辦人劉若瑀說，彷彿這場火來得正是時候，它將優燒回原點，也帶優回歸最初。火燒掉了什麼、優人神鼓重建的
又是什麼？災後共建展開之際，曾執導《練習曲》、《曼菲》，並以他們在島嶼寫作：瘂弦《如歌的行板》獲得
2015 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最佳攝影獎和最佳剪輯獎的陳懷恩導演，決定以鏡頭紀錄優的故事、和優一同探
索未知的答案。

Ella（陳嘉樺）出席美

髮品牌代言記者會，長髮飄逸

展女神魅力，而她透露兒子勁

寶就是「長髮控」，尤其見到

任容萱時更會主動示好，打趣

「對她很熱情，會牽她手，會

主動友好、不會勾引」，但也

得意兒子都說她最美，「小孩

一出生就是愛媽媽，爸爸可能

就要努力」。

她回憶18歲時也是留長髮

，自爆當時很多人追，而她現

場示範「長髮撩人」pose，轉

圈圈、撿東西等，被媒體虧

「老模」，氣到騷擾媒體，引起全場爆笑！

而她近期忙於宣傳電影「聽見歌 再唱」，

其中宣傳廣告的襯樂乍聽很像「伊爸爸Ella

」，連勁寶也會哼唱，她搞笑抱怨：「好不

容易留長髮變媽媽了，怎麼又變爸爸了。」

12日將是寶貝兒子勁寶的4歲生日，

Ella透露已準備好要辦個小派對，「他期待生

日，可以吃些有的沒的，不是覺得他生日有多

了不起」，而問到「二寶」進度，她直說：

「一直都沒說想要二寶，沒有了。」但被問到

房事，撩髮笑說「每天都有」，又轉頭怨媒體

歪樓。而Selina自爆有小鮮肉追求者，她先表

示不聊八卦，想了許久才說「那個鮮肉我沒看

過」，也表示「我們不需要鑑定啦，這種東西

順其自然」。

去年11月她於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舉辦2

場「艾拉秀」，締造口碑，問到今年是否有

望南下？她表示：「有好消息會跟大家說。

」除了宣傳電影，她也透露接下來會有主持

計畫，至於S.H.E 20周年的慶祝計畫，她表

示：「合體順其自然，不用太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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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如9日為頂級珠寶代言

，她穿著黑色個性禮服搭配祖母

綠項鍊華麗絕美，她主演製作的

「她們創業的那些鳥事」正播出

她和林哲熹的床戲，她笑說播出

當天正和老公霍建華一起看，糗

說「尷尬，兩個人一起看有點怪

怪的，我就先走開了一下。」

林心如笑說自己是沒怎麼拍

過床戲，頂多是吻戲然後就倒下

來，這次和林哲熹的床戲她雖沒

有脫，但整個人跨坐在林哲熹身

上，十分惹火。「電視台有尺度

，算是小小的，反正裸露的不是

我」，她說當天正和老公霍建華

一起看，但因為老公也是演員所

以知道是工作，只是她覺得怪怪

的很尷尬，先走開了一下。

她平日有一般配戴也有收藏

型的珠寶，自己最喜歡的是白鑽

，也愛粉紅鑽但量少價高所以也

只是在夢想的清單。女兒小海豚

也喜歡亮晶晶的東西，最常愛的

就是ELSA的玩具項鍊。老公平

日也會製造驚喜，她覺得價錢不

重要，重要的是心意，「不在特

定假日送花也會很驚喜。」

她前陣子在拍「華燈初上」

，片中演員王柏傑和謝欣穎大方

在IG認愛，林心如四兩撥千金笑

說他們拍攝時她都不在現場，所

以不知道她們在談戀愛，但是看

到消息後很祝福他們。

她和老公霍建華目前沒有合

作的計畫，主要是因為沒有適合

兩人合作的劇本，不過霍建華有

客串「華燈初上」，兩人有幾場

對手戲氣勢都很驚人。

跨坐林哲熹身上床戲好惹火

霍建華一旁觀看林心如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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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鄭俊弘
（Fred）和何雁詩、孫慧雪9日到電台做訪
問，Fred和老婆何雁詩會互爆“豬事瘀
事”，阿詩表示曾經試過入行後在停泊於
廟街的車輛上換裙，可是落車時未扣好拉
鏈裙子滑下，又驚又尷尬。

直至當上人妻後，阿詩的“瘀事”停
不了，她笑說：“有次煎牛扒險些火燒廚
房，火上到去抽氣扇，弄到廚櫃有煙燻痕
跡。”Fred亦不遑多讓，早前煎蛋後未熄
好火便出門，當時阿詩仍在睡覺中，就在
乾燒煎pan之際，幸而阿詩及時醒來才沒
造成意外，阿詩笑說：“結咗婚可能想攞
遺產。”

剛約滿星夢的Fred，仍跟無綫有經理
人合約，所以未來動向便交由高層樂易玲
處理，Fred透露：“來緊會簽唱片公司，
由樂小姐去傾，但相信不會簽回星夢。”
自由身的阿詩透露下周會推出EP碟，問到
會否簽回唱片公司，她不排除這個可能，
只要雙方對音樂想法一致便沒問題，更透

露跟“娘家”星夢有初步接洽過，問會否
跟老公簽同一家公司？她說：“無特別有
這個意向，也沒必須，如果夾得到先考
慮。”

孫慧雪向Coffee求教減肥法
孫慧雪在網上分享“肥瘦”的煩

惱，她表示：“之前減完肥之後出現皺
紋，應該是減得太快，所以現在效法韓
國網紅方法，重新增磅後再減肥，上次
全面戒掉澱粉質，搞到個人又攰又乾，
我想靚住減。最近同林芊妤（Coffee）見

面，她說我的方法錯誤，應該要正常食
飯同埋做運動，所以我就開始做運動，
日前跑一個鐘，瘦了一磅，好羨慕Coffee
擁有 22吋纖腰，我希望由 26吋減到 24
吋。”阿雪知道Coffee早前經歷小產，已
送上慰問。

提到另一位藝人好友陳積榮正接受肺
癌治療，阿雪透露：“佢現在進行第二次
化療，較易疲倦，所以不敢打擾太多，過
兩日會拎食物給他補身，閒時會上去幫佢
執屋，雖然他好瘦，但意志力好強，精神
一日比一日好，希望他加油撐住。”

何雁詩：可能想攞遺產
鄭俊弘外出無熄火 妻夢中驚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林文龍與好友謝天
華日前作客音樂節目《限聚音樂Hear To Feel》，二
人不但暌違15年再度合作，還首次在節目上同台開金
口；其間更摸住酒杯大談湊女經，以及細說演藝路上
不為人知的笑與淚。

入行超過三十年，林文龍和謝天華的演藝起點雖
然不一樣，不過同樣捱過苦過。文龍憶述從訓練班畢業
後，曾當了兩年的跑龍套：“古裝片一定飾演衙差，時
裝片就揸住‘大哥大’跟黑社會大哥；我試過在《太平
天國》同時扮演四個角色，演完清兵、再演舉人和死
屍，因為公司計算很精準，臨時演員以日薪計算，訓練
班的人拍幾多日都係一樣薪酬，所以我哋好好用。”天
華也坦言，從歌手轉型為演員的過程中，曾為了演出機
會，做盡大大小小的奸角：“例如姦淫擄掠、打女朋
友、變態殺人犯等等，我唔介意，乜嘢角色都做，最重
要係演出機會。”

天華坦言試過九個月零工作，每天無所事事，也因
而影響情緒：“當時唔係好想見人，最後我揀咗一個星
期六，去到銅鑼灣最多人嘅三角位，行返入人潮當中，
慢慢就好返啲，算係自己救返自己。”文龍亦表示年輕
時個性剛烈火爆，吃上不少苦頭：“低潮時，人哋會覺
得少一個對手，佢就多一個機會，當下我係深深感受到
呢句說話。”天華聞言也認同好友率性，更笑指對方是
“娛圈奇葩”：“簡單來說，你當時就係得罪人多、稱
呼人少，其實你喺呢個圈生存到，真係一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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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騷開支自資一半 蔣嘉瑩獲家人出錢撐

對於黎瑞剛所言，家燕姐表示亦有留意有關的訪
問內容：“他有些地方也講得好啱，公司係要

改革，好似我做節目的音響都要更新一下，好多歌
手拿起支咪已經有很不同的感覺，好開心公司知道
設備要改進。”

洪天明“追孫女”任務推給胞弟
其中黎瑞剛指無綫迷失了10年，家燕姐則沒留意

這方面，而阿姐汪明荃亦提及無綫有“山頭主義”，
家燕姐說：“阿姐講有她的道理，好多公司都有這樣
的問題，只是看問題是否很嚴重，而我們做藝人就不
分黨派，只會做好自己的工作。”家燕姐直言藝員拍
劇時間長兼很辛苦，希望公司體諒給藝人充裕時間休
息，更要注意到人才流失的問題，她舉例指無綫一年
拍很多劇集，是很需要人才和好劇本。談及阿姐又提
出無綫欠缺新面孔，家燕姐答謂：“曾志偉回來加強
新人訓練，培養多些人才做得很好，無綫劇我久不久
都有睇，是需要留意編排方面，不好每齣劇都是那一
些面孔，好開心公司改革，讓多些新人參與。”

此外，洪天明將返內地拍劇，約逗留三個月，

故未能為本月底生日的兒子慶祝，唯有送份大禮物
補數，並計劃於暑假由太太帶同兒子們來探他班。
對於父親洪金寶開到口說想抱孫女，洪天明笑說：
“老婆去年都話想追個女，但今年已說自己年紀
大，又不想生了，都是順其自然，追孫女的責任就
交予我兩個弟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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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阿

祖）無綫大股東黎

瑞剛近日於訪問中指

出無綫過去存在不少

的問題，迷失了 10

年，公司亦出現老化

之餘，更充斥着“山

頭文化”，薛家燕8日

晚於新城電台主持節

目訪問洪天明，她也

有留意黎瑞剛的意

見，並認同指無綫要

進步確實需要改革，

需要人才，現在曾志

偉回來加強新人訓

練，此舉做得非常

好，她亦呼籲藝人不

分黨派，做好自己的

分內事。

暌違15年再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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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寶開到口說想洪家添個孫女。 資料圖片
●TVB公布綜藝節目大革新，志偉也想藉是次改革去培訓新一代主持。 資料圖片

●洪天明將
返 內 地 拍
劇。

●薜家燕讚曾
志偉回來加強新
人訓練，此舉做
得非常好。

●林文龍(左)與謝天華首次在節目上同台開金口。
●●孫慧雪因孫慧雪因
““肥瘦肥瘦””問問
題而煩惱題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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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嘉瑩 8 日晚開直播
騷。

●●鄭俊弘和老婆何雁詩鄭俊弘和老婆何雁詩
互爆互爆““豬事瘀事豬事瘀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蔣嘉瑩8日晚舉行
網上直播音樂會，並會每逢周五在個人平台開騷唱
歌，跟粉絲互動，也讓樂隊維持有工開，一舉兩得。
她預告到時會碌盡人情牌，邀請歌手朋友擔任嘉賓。

她表示透過開直播騷，可以跟粉絲傾偈，又會即場
被要求點唱，“我有時會被考起，唔識唱就唱一段去滿
足大家，有數必找，他們最鍾意睇現場蝦碌，會覺得好
開心，所以開網上騷始終不及實體騷壓力大。”說到做
直播騷的開支，她表示跟公司一人一半，有部分獲得贊

助，現時做歌手不容易，加上疫情期間收入好少。問她
會否做兼職幫補？她說：“屋企是我的提款機，感謝家
人的支持，另一份兼職便是湊仔。”

她去年原本在九展舉行首個實體音樂會，最後因
疫情影響要取消，之後改變計劃移師去戲院開迷你音
樂會，又遇上戲院停開，兩度延期後再決定取消，大
失所望，她表示：“為免再三失望，而且自己的第一
個演唱會都想做到最好，所以暫且放下，待疫情穩定
先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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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
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從事體力勞
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
由於工作忙，沒有引起

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盤突出，腰
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
難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
，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
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第一
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
顯好轉，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
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

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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