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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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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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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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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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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奧斯卡

作為六十多年電影迷的我，對於今年的第
九 十 三 屆 奧 斯 卡 電 影 頒 獎 典 禮 (93rd Academy
Awards)，當然不會錯過。四月二十五日，.萬眾
期待的電影大事，於加州洛杉磯的杜比劇院和
聯合車站順利舉行。今屆頒獎禮受疫情影響，也是近年毫
無激情的一屆。更是承接 二 0○六年頒獎禮後，沒有一套
電影奪得多於三個獎項的一年，我的感覺就像太公分豬肉
一樣，人人有份、樣樣瓜分。
今次 Netflix 電影《曼克》(Mank)屬於大熱倒灶，僅
得最佳攝影及美術指導兩個獎項。而由華人女導演趙婷執
導的《浪跡天地》(Nomadland)成為頒獎禮的大贏家，分別
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大獎，趙婷是首位
華裔女性導演獲得最佳導演殊榮，亦是史上第二位女性導
演得此獎項；缺席的八十三歲老牌金像影帝安東尼鶴健士
(Anthony Hopkins)，憑著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成為史
上最年長的影帝，美國女星法蘭西絲麥杜文(Frances McDormand)繼二零一八年的《廣告牌殺人事件》再得影后殊榮；七十三歲的韓國女星尹汝貞，成為
韓國首位獲提名及奪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的演員。
提到今年奧斯卡話題，非《浪跡天地》，又名 「遊牧人生」（Nomadland）莫屬，它打破了
最佳影片必定在最後頒發的慣例，而且在法蘭西絲麥杜文第三度封后之際，她亦提出悼念上個月
離奇自殺的《浪跡天地》混音師米高(Michael Wolf Snyder)，也當着在坐嘉賓及觀眾之前，做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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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扮狼嘴臉的表情，令觀眾都不太理解。此外，她亦呼籲觀眾多些入戲院觀看《浪跡天地》，這
絕是值得觀賞的電影。不過，翻查紀錄發現，《浪跡天地》是史上獲得最佳影片的電影中最少的
票房的作品，要挽回面子仍需努力。
因為中國大陸政府要封殺 「辱華」的趙婷！因此今次她所執導的獲獎的影片，無法在大陸上
演，令投資公司迪士尼頭大如斗。
趙婷憑著《游牧人生》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裔女性，但中國媒體卻全
面噤聲、隻字不提，網路相關話題陸續被刪。影評人膝關節表示，中國目前封殺趙婷的做法，讓
漫威頭大、迪士尼影業窘迫，接下來該如何公關操作是一大難題。
膝關節說，趙婷得獎後，中國官媒封殺她所有消息，連名字都不能提，片名《游牧人生》
（台灣版本），中國最早翻譯片名是《無依之地》，由於這片成為禁止說的片名，有人要提的話
，只好把這片變成《有靠之天》，完全就是把原本的片名反著翻譯的感覺。他認為，中國目前封
殺趙婷的做法，應該會讓把下一個大案子《永恆族》導演棒交給她的漫威也很頭大，接下來迪士
尼如何進行公關操作，避免他們的大投資，在中國無法上映的窘境。
奧斯卡頒獎禮歷來都是演藝界的大事，但因為香港爭民主的反送中運動紀錄片《Do Not Split
不割席》與 「
辱華女導」趙婷執導作《游牧人生》（Nomadland）都入圍，使得今年盛會變得政治
化，在中國盛況已不及從前。翻看各大官媒及地方媒體，都隻字不提頒獎禮，就連去年作出專版
直播報導得獎名單的新浪娛樂，也噤聲，只有一些微信公眾號和微博大 V（擁有大量粉絲的帳號
）在自家帳號內，陸續發出相關消息而矣。
幸好一向為女星最愛的紅地氈環節，由澳洲女星瑪歌羅比(Margot Robbie)、青春女星薛達亞
高雯(Zendaya Coleman)、荷里活女星嘉莉蒙妮根(Carey Mulligan)、《賤熊 2》女主角阿曼達舒花
(Amanda Seyfried)及《綠簿旅友》女星維珍娜京(Regina King)等領軍，為今次頒獎禮添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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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染疫死者的火化地點。
印度醫療系統崩潰，英國廣播公司(BBC)駐當地記者稱，每
天早上都有人找她撲床位，但她卻無能為力。當地居民 Avani
Singh 說，為了病重的 94 歲祖父，找了 200 處尋找床位和氧氣，
由清晨 6 時開始打電話、WhatsApp 和上社交網，透過一名同學才
找到醫院有床位，但卻無氧氣供應，那時祖父已失去意識。最後
在 Facebook 求救，幸好朋友知道一個有氧氣供應的急症室，
Singh 的祖父那晚才活下來。另有醫院的深切治療部床位爆滿，
有患者失救死亡，醫護人員遭家屬毆打，導致最少 7 人受傷。也
有不少醫護人員染疫現病徵仍要上班，有一間醫院甚至有四分三
實習生染疫。
世衛指出，在印度，變種病毒 B.1.617 個案增長較其他變種
病毒為高，認為該變種病毒傳染力較高，而 B.1.617 已最少在 17
個國家發現，包括英國、美國和新加坡。但世衛目前只將印度變
種病毒列為 「
引關注變種」，未像英國和南非變種毒般列為 「
引
憂慮變種」。除了病毒變種加速傳播，印度容許舉行印度教節慶
和競選集會，也是疫情蔓延原因。在疫情失控之際，週二 「
大壺
節」最後一天，仍有 2.5 萬人在恆河沐浴。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
爾稱，印度第二波疫情或阻礙印度經濟復甦，也可能導致其他國
家爆發另一波疫情。
印度新冠確診病例連日多次再創單日新高，鑑於疫情的嚴重
，美國總統拜登經己簽署行政命令，由 5 月 4 日起，禁止大部分
非美國公民從印度入境美國，以策美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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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
而在韓國垃圾分類也非常嚴謹，垃圾分類不僅在家庭，在公
共場所做的也很細緻，最特別的是我們在便利店買了熟食後，在
就座區吃完要將包裝紙分類好放入垃圾袋再離開。還比如在機場
，吃完的杯麵杯如果有湯汁沒喝完就丟棄在一般垃圾袋是不行的
，我們應要將湯汁先倒在另一個垃圾桶，再將杯麵杯放入一般垃
圾袋。
前一段時間，曾經有孩子做了一個關於垃圾分類的思維導圖
， 「
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一般綠」四種顏色所對應的垃圾
桶，分析甚麽廢棄物放入甚麽顏色的回收箱。
其實垃圾分類的宣傳口號從幼稚園起一直在學校推行，然而
教學與實際行動卻不一定能達到一致效果，這更需要配套設施與
全民意識行動，包括政府宣傳環保的導向應從入境口岸開始，從
每一處垃圾處理站、垃圾分類箱管理做起，長遠規劃回收機制，
才能讓生活在小城、旅遊在小城的人們感受環保與生活，讓 「
愛
地球」不再只是 「
熄燈一小時」，而愛地球又豈僅僅是 「
息燈一
小時」呢！

印度在過去 24 小時內,
新增 386,452 個病例，為全
球最大單日增幅。同一時
間段裡,還有至少有 3,498 人死於新冠病毒.印度單是今個 4 月已新
增近 600 萬宗確診，不過，世衛(WHO)專家估計實際感染人數,
或是官方數字的近 30 倍，累計超過 5.29 億人染疫。印度染疫死
亡人數同樣被嚴重低估，昨新增 3,293 人死亡，打破單日紀錄，
累計死亡人數達 201,187 人，是繼美國、巴西和墨西哥後，死亡
數字第四高國家。惟當地傳媒根據火化場每日火化遺體的數目，
每天實際死亡人數或較官方公佈多一倍，因官方只計算於醫院逝
世個案，但各地醫院爆滿，不少人等不及入院，已在家裡或街上
去世。
印度約有 13 億人口，世衛首席科學家 Soumya Swaminathan
稱，根據印度民眾的抗體檢測統計，染疫人數或是當局公佈的最
少 20 至 30 倍，按照週二,4 月 27 號的數字推算，估計印度累計個
案或超過 5.29 億宗。另外，華盛頓大學專家估計，印度的死亡人
數將持續增加至 5 月中，高峰期每天或有逾 1.3 萬人死亡，是目
前的 4 倍，甚至形容 「每一個家庭都可能有人染疫死亡」。印度
衛生人員和科學家早已警告，因為基建不足、人為錯誤和病毒檢
測率偏低等因素，或致確診和死亡人數被低估。 《印度時報》
稱，在第三大城市班加羅爾，3 月至 4 月有 3,104 名染疫死者火化

每年的四月二十二日，
是 「世 界 地 球 日 」
（World Earth Day） ， 也
是全世界環境保護宣傳日，在這一天，不同國籍的人們，以不同
的方式來宣傳和實踐，保護地球環的觀念。而今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 「
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也是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活動。
香港和澳門，也已連續十三年參與 「
地球一小時」熄燈活動
，支持全球性的環保行動。
一般小學生對這兩項環保活動的名稱都是一知半解，但卻非
常感興趣。在網路上曾看到，有小孩問教師：甚麽是 「
地球一小
時」，甚麽是 「世界地球日」。 於是老師耐心地告訴孩子，
「
地球一小時」是一個全球性節能活動，於每年三月的最後一個
／倒數第二個星期六當地時間晚上八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家
庭及商界用戶關上不必要的電燈及耗電產品一小時，希望借此活

，但官方數字僅有 1,422 人死。 NDTV 電視台也指
，在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區，上周有 3,096 宗火
化，但官方公佈染疫死亡人數是 1,938 人。北德里市
市長周三說，最近一周，德里的火葬場每天要火化 600 多具屍體
。火葬場日焚 1000 遺體。德里的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則是每天
300 多。
市長傑伊·普拉卡什（Jai Prakash）表示：“是的，報導的死
亡人數約為 300，但我們每天必須火化 600 多個屍體，他們故意
低估死亡人數。”
德里的三家市政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星期一，德里火化了
631 具屍體，土葬了 22 具。
“我們從早上開始就有屍體進來，然後又陸續不斷的進屍體
，我們必須在晚上把火葬場關閉，否則即使天黑後人們也會把屍
體送來”這是德里最大的火化場“尼甘博德卡特”（Nigambodh
Ghat）的官員蘇曼·庫瑪·古普塔（Suman Kumar Gupta）週三說
。
古普塔補充說，在 4 月 19 日至 4 月 25 日之間，僅尼甘博德卡
特一個火化場就每天大約火花 70 具屍體
有火葬場負責人說， 「我可以輕易說每天約有 1,000 宗新冠
肺炎死者火化，是官方的 7 至 8 倍。」
美國密歇根大學流行病學家 Bhramar Mukherjee 推算印度死
亡人數最少是官方公佈的 2 倍，甚至多 5 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重災區德里甚至徵用狗隻火葬場、公眾停車場和空置土地，作
動推動電源管理，減少能源消耗，最主要的作用是喚起人們以
實際行動應對全球變暖的意識。
而 「
世界地球日」就是為地球健康貢獻自己的力量，比如垃
圾要分類呀，也是保護地球，愛護自然的行動。
孩子說，那我就從垃圾分類做起吧。喝完的水樽要送去回收
機，喝完的益力多樽要洗淨，並撕下標籤膠紙聚了一袋送去回收
箱，還有鋁罐回收等。孩子說到做到，也感染着大人。
我知道孩子能學以致用，這是非常好的開端。地球的垃圾人
為製造實在太多，而港澳市內的垃圾分類，則說了很多年，街上
也有分類箱，但執行的時候，就沒那麼嚴格，這包括收拾垃圾分
類箱的人與丟棄垃圾的人。
我曾經到過台灣與韓國旅行，看到街頭的垃圾分類做得非常
細緻。台灣街道上設置的垃圾桶不多，基本上看不見，一般只在
捷運站或者街頭的 M 記可以見到，捷運站的垃圾分類則分為一
般垃圾和資源回收。回收類別也分得更細，分成紙類、鋁箔包、
塑膠瓶、鐵鋁罐、餐盒、廚餘和一般垃圾。這些除了是]政府的
導向作用與當地居民的配合之外，我想應該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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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計劃提前釋放 76,000 名囚犯
包括無期徒刑重罪犯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加利福尼亞州星期六(5 月 1 日）在毫無通知的情況下，正在提出提
前釋放 76,000 名囚犯，其中包括暴力犯罪和重罪犯。這個曾經是美國最大的懲教系統的州因提前
釋放大量囚犯而使監獄的囚犯人數聚減。
超過 63,000 名因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囚犯將有資格獲得良好的行為學分，從而將其刑期縮短
了叁分之一，而不是自 2017 年以來的五分之一。
這其中包括將近 20,000 名正在服無期徒刑並可能被假釋的重罪犯。
根據加州的“叁振出局法”（Three Strakes Law，這是一種對慣犯判長期監禁的法律)，有 10,
000 多名被判犯有第二項嚴重但非暴力罪行的囚犯，在服完一半刑期後將有資格獲釋。
據加州懲戒部門預計，提前釋放計劃將適用於近 2,900 名第叁次非暴力犯罪的囚犯。
同樣從週六開始，在工作中出現的最低安全限度的所有囚犯，包括消防營中的囚犯，無論其
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如何，在監獄中度過的每個月，都將有資格在每個月的早期提前釋放。
這項變更在叁週時間內提交給了加州行政法律辦公室，本週獲得了批准，作為應急條例，幾
乎沒有提前公開通知。
該部門發言人達娜·西馬斯（Dana Simas）在一份聲明中說：“目標是提高被囚禁的人們的思
想動機，使他們在服役期間採取良好的行為習慣並遵守規則，並參加回心轉意和教育計劃，這將
導致更安全的監獄。”
她說：“此外，這些變化將使被監禁的囚犯能夠更快地回家，從而有助於減少監獄人數。”
她根據美聯社的要求提供了緊急條例和對他們將影響多少名囚犯的估計，但該部門未作任何
公告。
與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的加州監獄中的約 117,000 名囚犯相比，現在囚犯人數已減少了 21,000
多人，部分原因是約有 10,000 名監獄囚犯被暫時關押在縣監獄中。

官員們於 4 月中旬宣布，由於囚犯人數減少，他們將關閉第二所監獄，這是民主黨州長加文·
紐瑟姆（Gavin Newsom）的承諾。這位州長現在正面臨罷免。
加利福尼亞懲教中心蘇珊維爾（Susanville)懲教所將於 2022 年 7 月關閉，而官員們於去年秋天
宣布，舊金山東部特雷西（Tracy)的迪爾職業學院(Deuel Vocational Institution) 將於今年 10 月關閉
。
但是從十年前開始，監獄裏的囚犯一直在減少。為了減輕囚犯擁擠在州監獄中，加州開始在
縣監獄中關押低級重罪犯。
因財產和毒品犯罪的囚犯的減刑在 2014 年獲得選民批准的兩年後，加州允許大部分囚犯獲得
提前假釋，這種趨勢仍在繼續。
曾經擔加州假釋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參議員吉姆·尼爾森（Jim Nielsen）這次批評了州長紐瑟
姆單方面採取行動。
尼爾森說：“他這樣做是通過他自己的權力，而不是投票選擇他的選民的意願。”“這就是
我所說的紐瑟姆因不良行為而離職，他使我們所有人面臨更大的風險，而且他想要做到的程度似
乎沒有盡頭。”
西馬斯說，部門通過規則制定過程獲得了授權。緊急規章將於週六生效，但部門必須在明年
提交永久規章，然後將在公開聽證會上進行審議，並有機會徵詢公眾意見。
紐瑟姆今年秋天將面臨罷免，部分原因是他對大流行病的處理不當，包括大筆訂單使經濟停
滯了數月之久。
但是許多民主黨立法者和倡導團體一直在呼籲進一步釋放囚犯或更短的刑期，提出該州應關
閉 35 所監獄中的至少 10 所。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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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造车”的第一个真相
检验华为自动驾驶能力的量产成果终于落地。
4月17日，北汽新能源搭载华为Hi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落地的首款量产车型极狐阿尔法 S 上市。
科技公司已经在智能汽车赛道上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今年来，百度、小米、滴滴先后官宣变
身整车制造商。
此时，在智能车系统领域布局多年，且综合
实力强大的华为要不要宣布造车，已经成为业内
关注的焦点，即便华为官方在多个渠道多次重申
华为不造车，但外界普遍对这样的表态持怀疑态
度。
数天前举行的分析师大会上，再次重申华为
不造车，只帮助车企造好车。
重注智能汽车，目前看来却只做一级供应商
，华为在想什么？

先卖全栈能力给车厂？
在当前可落地的智能汽车量产成果上，“智
能座舱”和 “自动驾驶”是竞争的两条主线。
以阿尔法 S 为例，该款车搭载了华为 HI 智能
汽车解决方案，包括计算与通讯架构，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智能网联、智能电动、智能车云服
务，以及激光雷达、AR HUD 在内的 30 个以上智
能化部件。
华为智能驾驶产品线总裁苏箐近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称，华为提供三种高阶自动驾驶模式：
一是目前仅限北上广深开放的 NCA 模式，
车内预制高精地图，用户只需要在地图中输入目
的地，然后通过车辆的巡航拨杆，可一键开启此
功能；
二是 ICA+ 模式，这种模式无高精度地图，
该模式具备自我学习能力，但无法实现点对点自
动驾驶；
三是 ICA 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特斯拉
Autopilot，可以在驾驶员保持注意力的情况下，
实现驾驶辅助功能。
从 NCA 到 ICA，三种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
，自动驾驶的能力从最高到最低。
“华为自动驾驶能够在市区做到 1000 公里无
干预的自动驾驶。”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称，
“这不比特斯拉差。”
然而，与特斯拉的整车制造和智能化技术均
采用全套自研不同，华为至少目前将自己定义为
“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 ”。
也就是说，华为至少在短时间内不会类似特
斯拉，推出华为牌汽车。目前华为想做的，更确
切的表达方式是：希望车企能采用华为在智能驾
驶领域的全套解决方案。
为车企提供智能解决方案，这样的战略在华
为内部早就已经开始重兵部署，其他几大巨头，
如阿里、腾讯等科技公司，也早在前几年就开始
用不同姿势部署这个市场，比如，腾讯的优势产
品是微信，腾讯将微信的能力导入到智能汽车的
操作系统中。
中国车市已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智能
网联被认为是跳出目前竞争困境的新利润极。
具体而言，华为自动驾驶在体验上称可达
到 L4 级别（完全自动驾驶），但在法律上是
L2（驾驶辅助）。二者的区别是责任主体还是驾
驶员。L4 当下还受限于法规和场景的应用却作为
智能汽车的标配，成为溢价关键。
智能电动车领域的新势力小鹏汽车的一线运
营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今年开始，消费
者对智能网联功能的在意程度有了质的提升。
他判断，这个市场的需求推高了竞争层次。
完全自动驾驶这种功能，即便现在用不上，但是
车辆上市时就得具备这些能力，否则没有卖点，
“卖不出去，还谈什么竞争？”
华为目前已经初步具备“帮助车企造好车”
的全栈智能能力，涉及芯片、操作系统、语音、
地图、云计算、大数据、车路协同、自动驾驶，
甚至包括未来软件的迭代升级和云端数据训练。
在智能电动车领域，所谓“全栈”的智能能
力，可以简单理解为掌握所有环节研发或控盘能
力，包括底层到应用层，能独立形成系统闭环。
在科技公司中，“全栈”是华为的优势。但
这些事情不能只靠华为自己来做。
这些产业链中上游包括元器件供应商、通信
设备提供商、汽车电子系统供应商等，下游则是
整车厂商，此外，产业链中还包括大量服务业角
色，如地图与数据提供商、通信服务商、车内软
件提供商等。
华为要想做好做大，无论是不是自己造车，

想要整合上述玩家，单
纯依靠技术，可行吗？
“芯片是华为的核
心护城河。”一位华为
资深技术人员向《财经
》记者表示，目前，尤
其是在自动驾驶所需的
高精度芯片领域，华为
具有绝对优势，国内科
技巨头们并无能出其右
者。
从百度员工处了解
到，当下百度自动驾驶
主要依赖高通芯片。除
了华为之外，其他科技
公司，如小米，恐怕短
期内也只能采用国际大
厂的汽车芯片。
上述华为资深技术
人士认为，长期来看，
如果考虑到未来贸易脱
钩风险，华为技术自主
性就会成为相对优势。
华为在汽车上的芯片布局，很有可能类似智
能手机，而且，华为芯片的能力在智能手机上已
经获得了充分的验证。他认为，“就算有些汽车
厂商现在是不想用，但最后不得不用我们的芯片
，再然后是全套方案。”
另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资深人士向《财经》
记者透露，在手机市场受损后，大量原属于终端
业务的员工调岗去了海思部门，“芯片是华为支
持力度最大的部门。”
有接近华为造车业务的相关人士表示，华为
也正在与比亚迪联合开发可用于车机操作系统的
芯片。
中金公司在近期发布的一份研报里指出，自
动驾驶呈现出五大关键趋势，一是渐进式与一步
到位式路线并行；二是纯视觉识别存在缺陷，激
光雷达成为刚需；三是车载硬件成本居高，但呈
现快速下降趋势；四是车载芯片厂商地位上升：
汽 车 芯 片 供 应 商 在 产 业 链 中 由 Tier2 转 变 为
Tier1，成为车载计算平台提供商；五是车路协同
降本增效，智慧交通和 V2X 车路云协同技术有
望带来路侧红利。
如果用以上逻辑分析华为自动驾驶，可以做
出一些基本面的判断：
首先，华为采用摄像头与毫米波雷达、激光
雷达共同协作的方案是行业共识。这也意味着成
本的竞争将会加剧。
第二，芯片和高精地图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
更加凸显。
此外，量产落地与算法优化并不矛盾，自动
驾驶能力会逐渐开放给消费者，这也意味着华为
需要加强数据训练和生态的构建。

权衡和考量？
即便只是做品牌车厂的全套智能驾驶方案提
供者，这样的生意体量对于华为来说已经不算小
，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算简单。
要在智能汽车领域重新做起一套大而强的生
态，对于目前的华为来说，并不算容易。
华为目前布局有 Harmony（鸿蒙）操作系统
HOS，基于 Harmony 操作系统，可以构建整个座
舱的生态，华为提供语音、语义、视觉、音效等
基础能力开放给第三方应用。
这也是当下国内科技公司跨界汽车领域的主
流方案。通俗理解，华为等科技公司都希望自己
能够成为“汽车界的安卓”，第三方开发者可以
利用华为平台提供的硬件能力和软件系统、数据
信息，自行开发软件。
此前在手机端，华为的生态圈相对封闭。
“我们缺乏做软件的基因。”前述华为技术人员
告诉《财经》记者，和英伟达这样成熟的生态相
比，华为起步较晚，“所以还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去做开源生态。”
华为的另一个挑战是平衡成本和能力。用高
成本的技术去展示给外界，是目前一些科技公司
的普遍做法，“秀肌肉”可以被“叫好”，但能
不能“叫座”，是一个更现实的命题。
如果大规模量产，这将成为华为能否在这个
市场走得更远的重要因素。
华为员工称，目前华为表现出不输于特斯拉
，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成本更高的激光雷达，“离

开了激光雷达，算法上我们是没有优势的。”
华为拥有逾 2000 名和自动驾驶业务相关的
研发人员，其中超 1200 人为算法工程师。
多位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长远来
看，算法的竞争不存在绝对壁垒，但是现阶段，
自动驾驶的算法仍有很大优化空间。
威尔森智能网联应用中心总设计师竺大炜告
诉《财经》记者，华为和特斯拉的差异首先是中
美路况的差异。在中国市区仅靠一颗激光雷达是
无法保证视角无盲区，极狐用了三颗激光雷达，
还有 6 颗毫米波雷达、13 个摄像头以及 12 个超声
波雷达，实现 360°全方位覆盖，避免雨雾天气削
弱激光雷达效果。
不过，极狐和华为都是在打样，而特斯拉要
考虑大规模量产和销售结果。国内堆料的思路还
是为了能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先保证第一步能活
下去；真正要量产了，也是要做减法的。
他的观点得到了前述华为员工的认同。“在
保证整体功能算力的情况下，华为提供的计算模
块如内存颗粒和芯片颗粒，已经在想办法替换为
低成本一些模块，这也是为了车企考虑。”
华为在智能电动车市场目前的另一个渴求点
是拿到更多数据。
和特斯拉通过大规模量产获得的实际驾驶数
据不同，此前，华为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有限路测
。《财经》记者了解到，华为有类似特斯拉的影
子模式，可以不断学习车主的驾驶行为并进行迭
代。此次华为与北汽的合作有相关协议，北汽将
会反馈给华为阿尔法 S 的用户数据。
和前面几个因素比较来说，现金流反而不是
华为的当务之急。有华为相关人士向《财经》记
者透露，在公司车库里，有数百辆市场价在 50 万
以上的豪华车，而这只是华为用来测试自动驾驶
方案的改装车。
据华为官方透露，每年将投入 10 亿美元用于
自动驾驶的研发，保持 30%左右的增长速度。
自动驾驶将是一场销金游戏，即便对于华为
这种体量的大型科技公司而言。
不过，鉴于华为目前的现实情况，根据前述几
位华为人士的综合信息显示，华为当前采取的更多
是相对安全的“策略性布局”方式。即阶段战略上
不可能扩张太大，会集中力量在几个点上。
另有受访华为员工表示，华为没有立刻造车
，钱确实是制约因素之一，“过了这段时间，那
就不好说了。”

竞争者有谁
传统汽车供应链的封闭性将是华为的一大考
验。
一位业内分析人士向《财经》记者分析，高
通、英伟达在智能驾驶领域已经有了很强的先发
优势，对于国际 OEM 大厂来说，选择这两家显
然比华为更放心。
其次，对于国内的合资企业，在智能驾驶方面
更倾向于沿用国际大厂的合作对象，而对于自主品
牌来说，“华为造车”已经成了薛定谔的猫。
捕风捉影背后，隐藏着行业公司对华为进入
这个领域的焦虑。
他们的担忧是，技术、产品、渠道、华为造
车似乎万事具备。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
华为之所以不贸然涉入整车，更多是担心会引发
合作车企的剧烈反弹。“你帮我们做，是合作者

；你自己做，那就是竞争者。”
对于华为这种量级的选手，这样的担心并不
算杞人忧天。
华为全套高阶自动驾驶合作伙伴包括了北汽
、广汽、长安以及欧洲的大厂，“大概有十余家
。”单个车企合作车型不止一款。
未来，这些品牌车厂和华为的合作车型车身
上将标有 HI LOGO，HI 代表 Huawei Inside。标有
HI LOGO 的车型，即搭载了华为高阶自动驾驶
系统和全部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这也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华为急需一款车
进入市场、获得品牌们的信赖。
这一说法得到前述华为资深技术人士的认同
。他的观点是，第一款量产车是和北汽合作。其
实双方之间相互需要的程度是非常匹配的。
一方面，北汽不是国内智能电动车实力最强
的，希望借助华为技术实力在市场竞争中有所转
机；另一方面，华为需要北汽这样不太强势的厂
商，先把车做到市场上，借此打开市场。
这也是一个标杆效应：其他车企看到华为确
实有这个能力，并且在北汽的背景上能做到这样
的程度，那他们就有信心了。
利益捆绑点会随着时间变化，竞合关系也是
。一家自动驾驶科创企业的 CEO 向《财经》记者
表示，主机厂们担心华为自己造车，是害怕直接
来抢整车利润。其实华为做供应商，有一些人也
害怕。过去，零部件利润由博世和大陆这样强硬
的老牌一级供应商把持，国内车企想要去博世化
和去大陆化已久，他们也不希望走了博世，来了
华为。
传统供应商不喜欢改变。移动出行技术和解
决方案提供商大陆集团的一位前资深员工告诉
《财经》记者，传统零部件巨头正在被动经历痛
苦的科技转型。“以前强调自己的质量好，现在
智能化竞争，国内厂商也不差了，而且他们还便
宜，从技术上更灵活的可以配合整车厂。”
有采访对象认为，华为未来有可能成为“中
国的博世”。《财经》记者了解到，华为其实与
博世展开合作。在两者合作中，华为提供硬件，
博世基于硬件去做软件，“现在的合作从某个角
度未来也是竞争。”
不同科技公司切入智能汽车赛道亦有不同思
路。威尔森智能网联应用中心总设计师竺大炜告
诉《财经》记者，华为、百度、小米和滴滴在车
或者造车上的定位并不相同。
他分析，小米是要抓车主用户，滴滴是要去
除驾驶员成本，百度和华为接近一些，都是要把
技术产能转移到新赛道上。而华为强调跟车企合
作，是为了最大化输出技术方案，避免进入不熟
悉的领域。
还有更多玩家等待入局。有多方消息人士告
诉《财经》记者，中国手机领域的主要玩家 OPPO 同样有意进入造车领域，《财经》记者拿到
的信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OPPO 相关团队已
经做了多轮调研和接触。
这个市场镁光灯下的舞台中心，原来属于上
一波造车新势力。他们包括蔚来、小鹏和理想汽
车等。
但现在，舞台中心开始变得拥挤。根据平安
证券的研究报告，具有硬件和软件集成能力的企
业进入汽车领域，将开启第二轮智能化新势力浪
潮。第二轮新势力造车潮将以智能化为核心，壁
垒提升。

台灣影視
星期日

柯震東、徐若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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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Sunday, May 2, 2021

化身銀幕情侶

年度愛情首選電影《買
一送一》由陳駿霖導演執導、李
耀華監製，今日(4 月 27 日)舉辦電影殺青
探班，徐若瑄、柯震東、于子育、范少勳和
姚黛瑋等華麗卡司陣容首度曝光，今日拍攝地點
選在台北市某間酒吧，拍攝徐若瑄與柯震東兩人共舞
的浪漫橋段！導演陳駿霖在電影《一頁台北》推出的
12 年後，這次帶來 「另一頁台北」 的動人愛情故事《買
一送一》，徐若瑄與柯震東首度化身銀幕情侶，徐若瑄更
讚賞導演拍攝角度特別，她笑說： 「在戲裡面我是柯震東
29 歲的禮物，讓我們跟著導演的引導，享受拆禮物的過程
。」 而導演陳駿霖則表示在電影中徐若瑄與范少勳是關
係疏遠的母子，而于子育和柯震東則是關係緊密的母子
，兩個家庭因為一段純真的愛情而相遇，最後所有人
都獲得面對生活的勇氣，他說： 「這是關於兩對
關係完全不同的母子，也是關於第一次愛戀
的故事，我們用比較輕鬆明快的方式來
訴說這段故事。」 電影預計在年
底與全台灣觀眾見面。

新片買一送一

共譜浪漫姊弟戀

柯震東、范少勳為她大吃飛醋
徐若瑄、于子育為戲變 「髮」

張庭合作金馬影帝破局？

由陳駿霖執導的愛情電影《買一送一》
請來徐若瑄、柯震東、于子育、范少勳和姚
黛瑋等金牌卡司攜手演出，導演陳駿霖坦言
：「很多演員都是第一次合作，我想了很久
，希望每個演員都能突破觀眾的想像。」而
片中兩位媽媽角色徐若瑄和于子育更為戲改
變髮型，徐若瑄笑說：「我從來沒有為了拍

戲而去燙頭髮，就為了這一部，剛燙完的時
候好像貴賓狗。」而柯震東首次與徐若瑄配
對演出，他說：「在演這齣戲時勾起我很久
以前的回憶，要想起那種初戀的感覺。」他
更爆料小學同學以前是徐若瑄的鄰居，他們
曾經在樓梯間等著她出來倒垃圾，展現徐若
瑄的巨星魅力！
此次徐若瑄與范少勳飾演母子，范少
勳為了入戲，私下都會叫徐若瑄「媽咪」
，但被嚴厲聲明殺青後就不可以這樣稱呼
，而范少勳在戲中還為了徐若瑄大吃飛醋

，與柯震東大打出手，徐若瑄爆料：「我
們都不敢靠近范少勳，因為他在排戲時就
會非常入戲，完全殺紅了眼。」而此次在
電影中飾演鋼琴酒吧老闆娘的姚黛瑋戲裡
戲外都是徐若瑄的好姊妹，她更坦言自己
18 歲就開始做鋼琴酒吧歌手，就在拍攝取
景的附近，她說：「感覺像回到自己的主
場，人生又回的某個原點一樣。」

《買一送一》故事大綱
邁入 29 歲的小洪(柯震東飾)是一個溫和
有禮、長相帥氣的男生，但至今仍是母胎

單身！他與媽媽美玲(于子育飾)相依為命，
但美玲對小洪過於愛護，從用餐順序到人
生的各種決定都會習慣性地為兒子下指導
棋，讓小洪變得缺乏自信，甚至有點社交
障礙。直到小洪遇見了旅館的副理樂樂(徐
若瑄飾)，善解人意的樂樂為小洪解決了不
少窘境，讓小洪初嘗戀愛的滋味。但看似
堅毅開朗的樂樂卻也有著自己的煩惱，她
在年輕時曾有段短暫的婚姻，離婚後不懂
如何面對孩子的樂樂決定選擇逃避，把兒
子偉傑(范少勳飾)送回老家讓外婆帶大，母
子間的疏離讓樂樂備受煎熬，此時陪伴在
身邊的小洪便成了她的避風港…

VR 電影《大師狂想曲：蔡明亮》

入圍翠貝卡影展

由綺影映畫與 ATLAS V 共同製作之 VR 影集《大師狂想曲(Missing
Pictures)》這個系列計畫，是以五位優秀的大師級導演，談沒有機會實現
、或者不會去拍成電影的精彩故事。本集影片獲得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
（TAICCA）「IP 內容實驗室」的技術支援拍攝，試圖使用動態捕捉技術
訪問導演，並且利用動畫讓訪問場景重現，以及那些被談論的電影，把
這些結合到場景裡。
翠貝卡影展的 VR 競賽單元一直是國際上公認最具影響力的獎項
之一，過去包含李中導演的《董仔的人》、徐漢強導演的《星際大騙局
之登月計劃》、許智彥導演的《舊家》都曾經入圍該影展單元，而《大
師狂想曲：蔡明亮》導演賴冠源曾以 VR 電影《哈瑪星列車》入圍法國新
影像藝術節正式競賽片、更獲國內外眾多獎項如熱海電影節最佳 VR 影片
獎，本次狹帶最新作品《大師狂想曲：蔡明亮》入圍翠貝卡影展競賽片
，期望能帶來好成績！本屆翠貝卡影展將於 6 月 9 日到 20 日線下及線上
同時舉辦。
林瑞陽再婚張庭，兩人婚後
《大師狂想曲：蔡明亮》故事是以蔡明亮導演的童年往事切入，蔡導
逐漸將生意重心轉移至大陸，並
在影片中分享了許多關於疼愛自己的外公外婆、在馬來西亞古晉當時自
且慢慢淡出演藝圈，改發展微商
由自在的美好回憶。導演賴冠源表示，因為 4Dviews 掃描錄製的檔案量非
生意，外傳夫妻倆的身價超過千
常地大，所以在回答的時間上有一些侷限，「蔡導對於童年這段回憶的
億，雖然不少人都爭相希望能和
問答也很重視所需傳達的字句，所以在現場蔡導還特別跟我一起根據我
張庭合作，但是近日卻有媒體報導，她向好閨蜜陶虹老公徐崢爭取合
們的訪綱與腳本來撰寫回答的內容，這個過程對我而言是一個奇特的經
作機會，無奈卻吃了一碗閉門羹。
驗。」而正式開拍後，又感覺很像在看蔡導的首映記者會映後分享感言
林瑞陽、張庭去年遭爆料斥資 17 億人民幣（約新台幣 73 億）
，「我們大家都很『沈浸』在這部『大師』狂想曲裡！（笑）」而本次與法國
買下上海一棟大樓，當時更傳出完工後要把一間房子送給陶虹當
導演及台灣製作團隊合作，導演賴冠源也表示：「克萊蒙德諾導演讓我們在許
作辦公室，可見兩人之間的關係良好，不過張庭近日卻被媒
多視覺、風格或是 VR 體驗
體爆出，想和陶虹老公、金馬影帝徐崢爭取合作機會，卻遭
上都有很多共識跟交流，我們
到拒絕。
都有不希望在創意上被技術侷
據《鏡週刊》報導，徐崢近期仍忙著監製電影《我心
限的堅持，希望找出方法來解決
飛揚》，而張庭曾透過陶虹詢問是否能在電影中加入置
技術的瓶頸；台灣部分真的很感謝綺
入性行銷的片段，但徐崢似乎興致缺缺，不想在作品中
影，讓我們在跟法國製作人與台灣動
放入太多置入性商品，無緣合作。
畫公司之間可以更有效率地在疫情期
張庭的微商事業已經在大陸闖出一片天，據
間下完成這樣的國際合製；台灣的製
傳她上個月在抖音平台創下 2.11 億人民幣（約
作團隊其實也很有潛能在國際上發揮更多創
新台幣 9 億元）的銷售金額，不少藝人都爭
意，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刺激台灣產業有更
相和她合作，像是汪東城就曾在她的節
多面向的思維來創造更大的軟實力！
目上不計形象搞笑演出，成為
關於 VR 系列影集《大師狂想曲》最新訊息可鎖定
大家討論的話題。
公視粉絲團： www.facebook.com/PTS1997/與綺影映畫粉絲
團：www.facebook.com/serendipity.tw/。

香港娛樂
娛
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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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拍逾廿部戲 默契十足

家棟每次對戲

都愛上古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金錢
帝國：追虎擒龍》4 月 29 日晚舉行首映禮，導
演王晶、演員古天樂、林家棟、梁家輝、鄭
則仕、姜皓文及蔡潔等齊出席。古仔戴上高
度防禦病毒的穿戴式空氣清新機，但卻將他
聲線都隔開了，他用力講話都聽不到。家棟
與古仔合作無間，至今已經合作共 22 部戲，
培養出一定的默契，家棟更直言每次拍戲必
須要愛上對手，不論對手是演拍檔還是仇
人，二人更不諱言願意演同性戀角色。

映禮。
龍》舉行首
國：追虎擒
●《金錢帝

於《金》中，古天樂與林家棟飾演廉政公署專員反貪，林家
棟表示讀藝員訓練班第一堂便教要愛上對手：“這當然是
最基本，不愛上對手無得做（戲），無論演拍檔、仇人也要愛上
對方，今次我食麵，古仔有幫我加隻蛋！”古仔也笑說：“他死
了（戲中）我直頭傷心欲絕，現在拍的一部戲他做我仇家，我又
想殺了他！”不過二人表示有共同目標的角色，二人原來已經合
作共22部戲，已培養出一定的默契。問二人能否接受演同性戀角
色？古仔說：“我得㗎！”家棟亦說：“下次有機會。”不會厭
了對方？家棟笑說：“愛是不保留嘛，大家有了默契，也開心培
養到個對手，演出時可以少花時間飄來飄去。”
另有指古天樂花半億港元購入馬鞍山豪宅，古仔搖頭說沒
有，近期亦沒有置業的考慮。

●《一家人大戰機械人》於Netflix上架。

香港文匯報訊 電影公司天下一開始
進軍動畫市場，首部投資作品《一家人大
戰機械人》（The Mitchells vs The Machines），更是聯同哥倫比亞影業（Columbia Pictures） 與 索 尼 動 畫 （Sony
Pictures Animation）出品，並於 4 月 30
日在 Netflix 上架，而天下一主腦古天樂更
擔任執行監製。
故事講述機械人引發世界末日，打斷
了咪嘈一家的旅程。電影提醒大家科技雖
然方便但亦可以成為人與人溝通的阻礙。
天下一希望透過電影傳達正面訊息，這正
正是投資《一》片的原因。片中一幕講到
一家人食飯，爸爸說話時，其他人個個耷
頭玩手機，是不是似曾相識？希望大家嘗
試放低手上的科技產品，去同親朋好友再
一次好好溝通。可能你會發現原來他們都
好型、好可愛㗎。
電影英文版有 Olivia Colman 聲演誓
要人類臣服的發癲女皇電腦 PAL 及紅爆網
絡有過千萬粉絲的狗狗明星 Doug the Pug
聲演 Cute 爆的戇狗狗 Monchi！還有，為
配合電影“重視家庭”主旨，劇組好有心
地在片尾呈上古仔的驚喜“合家歡”。
而天下一發言人回應：“動畫開發及製
作是公司未來發展之一，不斷在此範疇上探
求、了解日新月異的製作模式及擴闊視野是
我們的首要任務。這次的合作正是一個契
機，亦為多方向學習及多元發展這理念踏出
了重要一步。而投資各地合適及帶有正面訊
息的劇本；繼續支持香港新晉導演、演員及
製作，做好香港電影及保持探求觀眾所需亦
是我們會持之以恒的事。”

●林家棟直言每
次拍戲必須先要
愛上對手。
愛上對手
。

梁家輝潮洲話配音慘過剃頭
久未露面的梁家輝顯得消瘦不少，他笑謂自己沒瘦，只是拍
《黑》片要特技化妝扮演跛豪，令皮膚鬆弛至今，而當晚他架墨
鏡扮四哥謝賢，但他自嘲畫虎不成反類犬，後來想扮家棟，無奈
曲髮又不及他有型。而在戲中家輝為求貼近角色將前額頭髮剃
掉，他指也不算是為藝術犧牲，這都是做演員的專業：“但最初
都驚頭髮長不出來，還好我老而彌堅，生得返晒，其實之前《寒
戰》我都剃光晒，等頭髮長回兩日才去開工！”梁家輝又指今次
戲中最辛苦竟是配音：“我堅持自己配潮洲話，又要之前找老師
學，最後我和老師都崩潰了！”
家輝自去年拍完抗疫電影《總是有愛在隔離》，一直留在家
中自我隔離，每天專心美容為鬆弛的皮膚急救，但仍失敗。不過
最近也有電影接洽當中，若王晶新戲先開便留港拍攝，否則他會
返內地開工。提到現回內地工作要先隔離及打疫苗？家輝說：
“去工作也必須要做，不過現在自我隔離還未去打針，畢竟我年
事已高，但我每年都有驗身，暫時未有‘三高’，而且我一望就
知血壓有沒有飆升。”
姜皓文在戲中有場手推火燒木頭車的戲，拍攝時沒料風向被
火燒燶眼眉和睫毛，他笑言嗅到一陣燒焦味，才發現左邊眼睫毛
沒有了，幸好現也長出來。而蔡潔拍戲時有向一眾前輩偷師，更
大讚演員前輩們都會一齊坐膠凳仔等埋位，實在很敬業。至於蔡
潔之前於社交平台貼文表示自己遇上“心機女”，她回應：“只
是小事一樁，都是私人事，謝大家關心！”

天下一進軍動畫市場 首部片古仔任執行監製

星期日

● 古天 樂與 林家 棟飾 演廉 政
公署專員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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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輝架墨鏡扮四哥謝賢。
●片尾展示了古仔與父母的合照。

《真‧三國無双》成開畫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 由導演周顯揚執導及監
製、獲日本遊戲商“光榮特庫摩”正式授權
的同名電影《真·三國無双》4 月 29 日在港上
映，結果以開畫票房連特別場累收 52 萬元
（ 港 元 ， 下 同 ） （ 開 畫 首 天 單 日 收 44 萬
元），壓倒同日開畫的 6 部電影。而《真》
片更成為今年華語片首日開畫最高票房第二
位，僅次《拆彈專家 2》（收 117 萬元），至
於今年華語片首日最高票房的第三位則為
《一秒拳王》（收 37 萬元）、第四位《金錢

帝國：追虎擒龍》（收 33 萬）、第五位《狂
舞派3》（收31萬元）。
今個五一檔期出現古天樂打古天樂，
《真》片除有古天樂飾演“呂布”之外，他
聯同五位影帝級人馬梁家輝、吳鎮宇、林家
棟、鄭則仕、姜皓文主演的《金錢帝國：追
虎擒龍》亦湊巧同日上畫，《金》片單日票
房收 33 萬元，單日票房排第三位的則是由
“蜘蛛仔”湯賀蘭（Tom Holland）孭飛的
《讀心叛變》（Chaos Walking），收19萬。

●姜皓文與蔡潔各有拍攝難忘事。

林文龍向樂易玲
“借港姐”
麥明詩復出幕前 預告有睇頭

●崔嘉寶已廿
多年沒拍劇。
多年沒拍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由
“亞洲心動娛樂”副總裁林文龍領
軍，戚其義監製的網劇《逐流時代》
（暫名）4 月 30 日舉行拜神儀式，已
轉投律師界發展的“十優港姐”麥明
詩、退隱娛樂圈逾 20 載的崔嘉寶均
“出山”演出，連同其他演出藝員
黃德斌、麥子樂、黃又南、陳觀泰
均有出席開鏡禮。
林文龍透露《逐》劇籌備近大
半年，劇本經第二次重寫才達到要
求，至於邀得友台港姐麥明詩演
出，文龍承認是親自致電無綫高層樂
易玲“借人”，對方跟公司商討後，
很快便回覆答應。該劇還有另一位港姐王

菲參演，問到無綫答應借用麥明詩，附帶條件
是否加插其他新人演出，林文龍表示不知道：
“樂小姐答應麥明詩演出，我便交給戚其義同
工作室去傾，我諗會有提議，但都要適合先會
用，始終我們是需要人手，本身也沒有自己台
合約藝員，所以未來也會採用這種開放形式，
（這部劇會否賣給無綫播放？）不會啦，無綫
自己有很多劇，我們是放在App播映，但暫時
未定播出時間，原本都計劃年底再開另一套
劇，但疫情反覆，相信要明年先可行。”

為泳衣戲努力操練線條
麥明詩在劇中周旋於麥子樂和黃德斌的
一段三角關係，她與麥子樂會有親熱戲，其
中一幕以泳裝上陣吸引子樂的注意，麥明詩

表示：“自從劇集《跨世代》後沒有泳裝示
人，今次要為這場泳衣戲努力操練線條，暫
時磅數是沒問題，不過近日開工時間很長，
要吃東西去增強能量，所以是有點阻滯，要
一路延遲拍這一幕。”麥明詩已轉職做律師
顧問，現跟無綫有一年一騷部頭約，久違幕
前的她再投入拍攝工作，事前她先完成律師
行任務，這段時間請了十多日假，幸而去年
因疫情下也儲下假期，今次正好大派用場。
崔嘉寶相隔 26 年再現幕前演出，她表
示：“仔女都大個，各自在不同地方讀書，有
次與林文龍飯聚被問到有否興趣拍劇，我就叫
他不要預我太多戲份，因有 20 多年沒拍劇，
擔心應付能力，今次以客串性質玩下，之後再
有人搵角色又適合，都會繼續過戲癮。”

●林文龍率眾進行拜神儀式。

● 麥明詩與麥
子樂在新劇中
有感情線。
有感情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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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車禍後遺症貽害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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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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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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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