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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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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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台 灣
本土新冠
疫情自五

月十一日再度爆發以來，至 六月二日已突破八
千宗，本土確診病例連續二十日破百。目睹台
灣的疫情，大陸福州、廈門等地紅十字會負責
人誠意地表示：願意向台灣地區內之金門、馬
祖兩市，捐贈新冠病毒疫苗。

全民接種疫苗、及時快速檢測找出發病或
無症狀感染者，採取果斷的封閉及隔離措施，
阻斷病毒傳播鏈，被認為是有效的防控手段。
然而，台灣在民進黨當局政治凌駕生命的操弄
下，一再拒絕大陸生產和代理的新冠疫苗入台
，島內新冠疫苗供應嚴重短缺。而德國“復必
泰”新冠疫苗中國大陸、港澳以及台灣地區代
理的上海復星醫藥，日前亦表達了願意將該公
司代理的疫苗服務，恵及台灣同胞。但台方
“陸委會”均予拒絕，反稱大陸從未通過兩岸

既有渠道來提供任何疫
苗信息，台灣方面有關
部門也從未收到大陸當

局的正式文件來提出申請，強調對台提供疫苗
應該依照疫苗進口程序來提出正式申請。對此
，大陸國台辦狠批台灣民進黨當局不顧台灣同
胞生命安危，堅持拒絕大陸疫苗，是對台胞生
命健康安全的冷血。

台灣自五月十一日爆發新一輪本土新冠肺
炎疫情以來，己迅速在全台各地持續延燒，截
至五月廿九日，本土病例已破六千六百人，新
增病亡人數連續四日創單日新高，至今累計己
超過百人，較二○○三年“沙士”死亡的七十
三人更多。全台除了離島金門和澎湖外，其餘
縣市全部出現確診病例，人口稠密、商業活動
興旺的台北市、新北市，雙雙成為重災區，實
施三級防疫警戒，民眾和商號“自動封城”，
大部分商業活動暫停，重創經濟，在兇猛無比
的金冠毒疫的籠罩之下，台灣民眾正處於水深
火熱之中。

今次本土疫情來勢洶洶，奪命無數，蔓延
之勢未見轉機，而火速接種疫苗、遏止疫情進
一步惡化，乃是不二之選。然而，截至五月廿
九日，僅有八十六萬劑新冠疫苗抵達台灣，這
相對於二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簡直就是杯水
車薪，覆蓋率僅約百分之一，與構築免疫屏障
相隔，超越何止十萬八千里。

遏止疫情蔓延，救人如救火。面對台灣新
冠疫情急劇惡化，擁有大量疫苗、屢屢聲稱台
灣為伙伴的美國政府卻囤積自用，見死不救；
另一方面的歐洲各國，其實也自顧不暇，而一
度與台灣走得很近的全球新冠疫苗生產國印度
，正是 「泥菩薩過海，自新難保」再有多餘疫
苗，也要截留自家使用，這塲一場大疫，對台
灣來看，冷暖自知，那個是人，那個是鬼，紛
紛現形。

災難當前，患難見真情，兩岸血親心連心
。大陸生產及代理的疫苗近在咫尺，面對形勢
嚴峻的疫情，民進黨當局疫情防控破功、採購
疫苗的無能，而大陸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多次表達疫苗輸台協助台胞抗疫的善意，甚
至為了降低疫苗輸台的政治敏感度，福州和廈
門紅十字會表達向島內捐贈疫苗的意願，可謂
真心實意，急台胞所急。

此刻島內疫情異常嚴峻，國民黨前主席洪
秀柱大聲疾呼，“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
大陸”，並向民進黨喊話，不要用意識形態處
理嚴重的疫情。面對大陸助台抗疫的善意，島
內多個地方縣市和大型企業相繼呼籲、組織，
申購大陸疫苗。然而，民進黨當局面對一條條
鮮活生命的消逝，仍不斷“借疫謀獨”，升高
兩岸敵意，更漠視廣大台灣民眾安危，三番四
次以各種借口阻擋大陸疫苗輸台。甚至公然污
衊抹黑大陸疫苗，為拒絕大陸疫苗找借口，收
割“抗中仇陸”政治私利，兩相比較，兩岸執
政者誰真正關心台胞疾苦，誰口是心非草菅人
命，一目了然。民進黨當局仍然執迷不悟，漠
視生命，舉世華人，為之痛心不已。蔡英文不
宜再執迷不悟，反之應該放下成見，馬上接納
大陸疫苗，救民於水火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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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應接納大陸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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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聞六四爭議聲
香港警方就支聯會申請
「六四」燭光悼念集會

，發出了反對通知書，
支聯會會向公眾集會及
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
上訴，可惜又被退回。
但不排除原定遊行及集
會當日，會有市民響應
號召或自發到現場或附
近地方參與。香港退休
裁判官黃汝榮大律師表
示，如果市民明知遊行
集會不獲警方批准，仍

堅持以不同形式參與，無論遊行集會是否和平進行，他們至少已
會面對觸犯《公安條例》的 「未經批准集結罪」、《港區國安法
》的 「分裂國家罪」或 「顛覆國家政權罪」、《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的限聚令等不少於三罪的風險，故希望
市民反思是否值得冒險以身試法。黃認為 「悼念在心中」，市民

在合法及安全的情況下，悼念六四的唯一方法，便是安在家中，
發自內心地進行悼念，同時免受牢獄之災。

與此同時，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早前公布將於六月四
日晚上八時正，在全港七座天主教堂舉行 「追思亡者彌撒」。黃
汝榮認為彌撒在私人地方舉行，已能撇除犯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可
能性，而宗教聚會人數，只要不多於場地可容納人數的三成，便
沒有違反限聚令，但仍不能排除會有部分參與者較為激進，在彌
撒活動進行時展示違反《港區國安法》標語或高叫或觸犯《港區
國安法》的口號。

《港區國安法》的分裂國家罪及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無論
有否使用武力，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分裂國家或破
壞國家統一的行為，或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首要分子可判監禁十年以上更或終身監禁
，積極參與者可判監三年至十年，其他參與者則可判三年以下的
監禁、拘役或管制。而煽動、協助、教唆他人分裂國家或顛覆國
家政權，則可判監高達十年。

現時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禁止六四遊行及集會，故兩項活動
均是未經批准的集結，參與者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五
年；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則可處罰款五千元及監禁三年。去年
《港區國安法》仍未生效，警方首次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晚會，
而支聯會和民主派等二十四名出席維園參與悼念的人士事後均被
拘控，其中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和梁凱晴四人早前已因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罪成，被判囚四至十個月，而黎智英，李卓仁及何
俊仁等人昨更被重囚十四至十八個月不等。

黃汝榮強調 「未經批准集結罪」是一直以來都存在的法例，
並非針對言論自由或政治理念，如市民明知警方禁止六四活動，
但卻知法犯法，即使該集會遊行是和平地進行，市民亦已干犯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故希望市民三思是否值得冒着犯罪的風險外
出參與悼念。黃認為悼念最重要是發自內心，即使市民參與遊行
集會時行為上表現得非常虔誠，但心中卻有另一目的，亦是違反
悼念的真正意義。

黃讚揚澳門政府的做法 「好有擔當」，清晰指明六四集會常
見的 「專政倒台」、 「屠城」、 「中共政權禍國殃民」等圖片及
文字，觸犯如 「顛覆國家政權」的類似罪行，故不容許 「澳門民
主發展聯委會」舉行六四燭光集會。

黃表示警方現時禁止六四集會遊行的立場明確，沒有任何灰
色地帶，但根據他多年來處理刑事案件的經驗，腦子裏有慣性的
「陰謀論」，認為雖然參與者可能只是抱着一顆赤子之心，心無

雜念地參與悼念，但組織者不時會安插不同人士混入人群中生事
，或展示顛覆國家政權的標語，而在場的和平參與者除了干犯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如他們在危機發生時未能馬上離開，便有機
會干犯《港區國安法》下的 「分裂國家罪」或 「顛覆國家政權罪
」。

響譽 「賭國帝皇」尊稱
的何鴻燊，於去年二○二
○年五月廿六日病逝於香

港養和醫院，享年98歲。因為當時新冠疫情瘋狂肆虐，何府家
眷為怕節外生枝，有指是要待東南亞風水大師蔡伯勵後人擇好吉
日後，才奉移至摩星嶺昭遠墳場的家族墓園安葬。經過一番爭論
，最後決議將賭王的靈柩，於去年7月起，暫存在香港東華醫院
義莊，好待疫情過後，擇好良辰吉日才下葬。

「桃眉化春煙，韶華以飛箭」，不經意間，賭王仙逝，又己
時隔逾1年 。眼見香港疫情己得到大大的控制， 「清零」日子指
日可待，因此賭王四房太太家人，取得一致意見後，於上週5 月
尾，將賭王欞柩，下葬於昭遠墳場 ，正好與其父何世光墓地，
合併在一起。

古語有云： 「千金難買相連地」。這一對生前威盡華人世界
的巨富，死後不僅僅風光大葬，還可以並肩葬在一起，真的昰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坊間盛傳，賭王今次壽棺楠木，造價不

菲，價值2856萬，真的是： 「富人一棺木，窮人一世糧。」 該
靈柩由楠木所造，遠較一般棺木重，重達數百磅，要8名仵工才
抬得起，由義莊閘門行到靈車停泊處的200米小路，仵工行足10
分鐘，中途更要停低休息，經過一些轉角位時，也小心翼翼，而
賭王四名兒子一直緊隨，貼心送別父親最後一程。

回看何鴻燊從二○一九年底開始出現腎衰竭，需要在醫院洗
腎，各種病痛纏身，甚至曾經停止心跳，所幸被搶救回來，但二
○二○年狀況不佳，已經不能下床且難以說話。何家為其重金聘
請八位權威醫生，每一位都有各自專擅領域，日夜緊密觀察，希
望能保住“賭王”健康。

畢竟何鴻燊年事已高，二○二○年五月初開始病況惡化，雖
說曾注射多支強心針來保命，但效果並不顯著，儘管在家人的陪
伴下，曾一度睜開眼睛，不過仍回天乏術，最後身體虛弱到無法

再施打強心針，終於二○二○年五月廿六日壽終病逝。
回頭再看賭王下葬當天，二房的猷龍、三房的猷啟及四房的

猷亨及猷君，先後抵達義莊，陪同靈柩至摩星嶺昭遠墳場的何家
家族墓園，而何家四房家人，幾乎全數出席，二房太太藍瓊纓，
亦遠從加拿大回來，坐上輪椅，到墓園送賭王最後一程。靈柩抵
達墓園之後，猷龍捧著賭王的遺照步出，3名弟弟緊隨其後，神
情肅穆。

賭王升天己有一年，其天文數字的遺產，一直受到世界各地
華人所矚目。一般而言，以賭王的個性，應該是平均春色，因為
除元配夫人之外，另外三位太太，也均受到賭王寵愛。不過自賭
王離世後，坊間傳出不少秘聞來，主要是元配夫人家眷及二房、
三房一眾，素來不喜歡四太梁安琪，因此有意聯成統一陣綫，共
同向四太開火，踢走她跟賭王的夫妻關係。若然成功，賭王的巨
富就不容四太來瓜分了。

那麼她們的計劃又會怎樣進行？成功機會又有多大呢？筆者
正靜觀其變，若有爆炸性新聞公開時，定會即時向大家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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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王入土可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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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HCC課程的設計
針對不同的人群，不論是應屆學生、還
是尋求成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HCC
的服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
，來滿足不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學生
畢業後找到工作、或在HCC獲取學分和
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大學在兩年內
完成學士學位。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業之
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學生能夠
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學習的場所，
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與改變生活的機會
，讓學生達成更好的人生目標。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HCC

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繼續深造

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年制大學，
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大學承認，可直
接報讀大三的課程，繼續大學課程的後
兩年，以取得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HCC畢業
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有所長，
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提
供一邊工作、一邊在HCC進修的機會，
提升專業水平，在HCC取得證書後可以
在職場更上層樓，與行業需求最新的技
術相接軌。對現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
是希望轉換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
術課程，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
取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維
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全（Cy-

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 HCC 進修
，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以開闢新的職
業機會，獲取高薪。2020年，HCC成為
德州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社區大學
創設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
簡稱AI)副學士學位課程。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HCC和美國勞工部聯手
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目，學生一邊
在HCC學習一邊經由學徒項目在製造業
類公司當帶薪學徒，等一畢業有了證書
，就能成為正式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
提高。另外，HCC有夜校、以及週末的

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是學

費便宜很多，學生在HCC上頭兩年，然
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這樣子學費
可以省很多。例如，若是住在HCC校區
範圍內的學生，在休斯頓大學修一門課
的費用可以在 HCC 修 6 門課。如果是
HCC校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多實
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可以選擇
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上課時間更
有彈性，且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這

些好處都讓不少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也在

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樣，教學
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少。

HCC對於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免
學費課程，詳情可洽713-718-5381。亦
有為所有公眾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
情可洽713-718-5350。還有為50歲以上
年長者開設的免費網上課程，詳情可洽
713-718-5350。

報名入學網址:
https://hccs.edu/virtuallobby及電話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為升學及職涯準備為升學及職涯準備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HCCHCC社區大學提供數百門課程社區大學提供數百門課程

好機會好機會!!助您找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助您找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
HCCHCC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

-

WELDING & PIPEFITTING 
Sheet Metal Training | Pipefitting Training  
Welding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MANUFACTURING
Certified Production Technician 

SUPPLY CHAIN & TRANSPORTATION 
Certified Logistics Associate/Technician 
Commercial Truck Driving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ALTH SCIENCES
Comprehensive Medical Coding Systems  
EKG Technician
Medical Business Office Professional

HCC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sexual orientation or veteran’s status. The following person has been designated to 

handle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nondiscrimination policies: David Cross, Director, EEO, 504, & Title IX 
Coordinator, 3100 Main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713.718.8271 or institutional.equity@hccs.edu

CONSTRUCTION TRADES 
A/C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Carpentry | Construction Framer 

Drywall Install & Repair Certificate 
Electrical Technician (English/Spanish) 

Plumbing I & II |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Scaffolding 

Times are tough right now, but good jobs are out there. Come take our 
most popular training in high-demand occupations for free and get back 
to work. From our large catalog of programs, we've created a shortlist 
of training courses that you can get in and out of fast and into a job. 

Better still, we can help you pay for the training if you qualify.

OTHERS
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Project Management

CCNA - Cisco Certified Associate 
CompTIA A+ | CompTIA Cloud+  

Cybersecurity  
Desktop Support & Networking Specialist  

Drone Remote Pilot Certification  
IT Network Technology  

Network+ (CPMT 1049 Only)
For Registration & More Details:
HCCS.EDU/FAST-TRACK 
713.718.5303

(本報休斯頓報導)隨著全美逐漸從新
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啟動了一系列免費的快速培訓課
程，用以幫助求職民眾重返職場，找到
穩定及收入豐厚的工作。

這項課程計劃的創意來自HCC西南
區校長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
她在最近還被任命為休斯頓社區大學的
勞動力教育副校長(vice chancellor for
Workforce Instruction)，負責領導全校勞
動力教育和課程計劃的進行。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過去
由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許多人失去了
工作，他們正在努力掙扎著要維持生計
。我們HCC邀請學生回來學校學習，提
高自身的技能，重新培訓目前職場需要
的技術與能力，以便可以盡速重返工作
崗位。歡迎來HCC，讓我們幫你完成這
個過程。”

據悉，這些課程計劃提供目前職場
上高需求職業的培訓，舉例來說，像是

網絡安全、空調技術員、管道裝配、木
工、蓋房、商用卡車駕駛、兒童發展助
理、心電圖技術員等等。

想快速學習新技能來找到穩定收入
好的工作民眾，如果要確定自己是否有
資格獲得獎助金，請上網好機會!助您找
到快速獲得高回報的工作

HCC為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培訓
(本報休斯頓報導)隨著全美逐漸從新

冠疫情中恢復過來，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啟動了一項系列免費的快速培訓
課程，用以幫助求職民眾重新返職場站
起來，並能找到穩定及收入豐厚的工作
。

這項課程計劃的創意來自HCC西南
區校長兼 HCC勞動力指導副校長 Mad-
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她在最近還
被任命為休斯頓社區大學的勞動力教育
副校長(vice chancellor for Workforce In-
struction)，負責領導全校勞動力協調教
育和課程計劃的進行。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過去
由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讓許多人失去
了工作，他們正在努力掙扎著要維持生
計。我們HCC邀請學生回來學校學習，
提高自身的技能，重新培訓目前職場需
要的技術與能力，以便可以盡速重返工
作崗位。歡迎來HCC，讓我們幫你完成
這個過程。”

據悉，這些課程計劃提供目前職場
上高需求職業的培訓，舉例來說，像是
網絡安全、空調技術員、管道裝配、木
工、/框架蓋房、商用卡車駕駛、兒童發
展助理、心電圖技術員等等。

想快速學習新技能來找到穩定收入
好的工作民眾，如果要確定自己是否有
資 格 獲 得 獎 助 金 ， 請 上 網 hccs.edu/
fast-track選擇課程並填寫快速通道獎助
金興趣表。欲了解更多詳情，請致電
713.718.5303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michael.webster@hccs.edu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馬宏偉，漢族，名人1962年，當代著名
書法家愛新覺羅·啟驤入室弟子，啟驤書法藝術研究院名院。

自幼酷愛書法，對先生書法刻苦研習，遍臨古今名家碑帖。2014年
5月31日拜先生為師，深得先生垂愛，得到老師理論及親傳，書法造詣
有了一定的提高。 。書法風格了先生中、正、力、美之特點；書法表達
了對先生的書法藝術創作和弘揚；在繼承中國傳統書法的同時又創新了
書法作品雅俗共賞，歸於國內 外文愛好者的喜愛，並廣為收藏。

馬宏偉書法作品欣賞《扇面畫》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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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曾号称千亿级别的互助市场被

社会公众寄予厚望，在它经历了野蛮生

长、资本盛宴后，终究难逃一劫。

3月30日，悟空互助社发布公告称

，2021年4月，为了给平台会员带来更

稳定的保障，决定对业务进行全面升级

。对于3月份内不幸确诊重疾的会员，

可于4月5日前继续按前条款申请互助

，悟空互助将于4月30日前完成赔案，

并关停悟空互助社，届时，如会员账户

内有余额，将按原支付渠道退回。

至此，近半年时间内已经有百度

灯火互助、美团互助、轻松互助、水

滴互助、悟空互助五家互助平台相继

关停。

10年前，互联网互助业务风生水

起，上百家互助平台如雨后春笋般问

世；10年后，或因模式之困、或困合

规风险纷纷主动关停。

这个曾号称千亿级别的互助市场

被社会公众寄予厚望，在它经历了野

蛮生长、资本盛宴后，终究难逃一劫

，而数亿计的用户或因此失去大病治

疗的保障。

关停潮

蚂蚁集团旗下蚂蚁金服研究院去

年发布的国内首份《网络互助行业白

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

平台的实际参与人数达到1.5亿人，预

计2025年将达到4.5亿人，其受欢迎程

度不言而喻。

白皮书的调研显示，79.5%的参与

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

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

线及以下城市。网络互助也极大提升了

参与者的生活安全感。77%的参与者认

为，网络互助给自己带来了“保障和安

全感的提升”。为了提高保障，53%的

参与者会为家人加入互助计划。

但随着各大平台井喷式的发展，

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对于用户而言

，会遇到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扣费、

分摊金额飙升、患病不赔等问题；对

于平台而言，则是盈利困难，即使网

络互助平台收取6%-8%的管理费，也

难以维持平台正常运转，勉强达成盈

亏平衡已属不易，不光是那些市场份

额较小的平台的互助业务难逃一死，

即使财大气粗的互联网巨头，也摆脱

不了关停的结局。

2020年8月，百度旗下灯火互助发

布公告，为保障用户权益，根据法律

条款终止灯火互助计划，于2020年 9

月9日正式下线。上线不足1年、注册

会员不满50万，互联网巨头的“趟水

”给火热的互助业务一拳重击，也由

此引发蝴蝶效应。

今年1月15日，美团互助发布关

停公告称：“因业务调整，将于2021

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关停后，

继续聚焦公司主业发展，为用户和商

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服务。

轻松互助和水滴互助分别在3月24

日和3月31日关停服务。轻松互助成

立至今已有5年时间，最高累计会员数

超过6000万人。而水滴互助的影响面

就更大了，同样运营5年之久，已经累

积了8000万用户。

对于关停原因，几家平台均不愿

意多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任自力撰文指出，互助产

品的历史价值或功能不容置疑，但对

强调金融稳定、避免金融风险的监管

部门而言，是不能容忍的潜在风险。

2020年9月，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

融活动局曾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

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的文章，称有

的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

非持牌经营，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

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

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

社会风险。而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

，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

规范的“四无”状态。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相互宝、

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属于非持牌

经营，存在涉众风险、跑路风险以及

社会风险，未来将纳入监管。

“法律风险是互助业务平台面对

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们始终没有

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另外，它们也

不像一般的商业保险，虽说门槛低，

但能够去弥补社会医保的作用并不明

显。”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

长贾西津说。

目前，蚂蚁集团联合信美人寿打

造的相互宝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但

它的用户数量也在减少。据相互宝数

据显示，其平台分摊人数已经从2020

年11月的1.058亿减少到了今年1月的

1.01亿，截至3月第二期，这个数字进

一步下降到9463.49万。

相互宝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网

友均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种不确定

性无疑也会对持续下降的用户数量造

成进一步的打击。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课题组

成员李倩颖认为，互联网相助平台存

在的问题包括平台资质良莠不齐、虚

假宣传或夸大宣传、法律和行政监管

缺失等。可以通过制定准入标准和考

核体系和定针对性法律政策，明确监

管主体，细化监管部门责任，明确平

台和用户的权责，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一关了之”。

不赚钱的业务

网络互助是一个互帮互助社群，

当有会员生病，可以向自己参与的互

助平台提出互助申请，从而得到一定

的医疗费用。

这种模式起始于2011年，“互保

公社”是第一家“吃螃蟹”的网络互助

平台，2014年融资后更名为“康爱公社

”。2016年前后，国内网络互助平台迎

来井喷式发展，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

巅峰时期，互助平台达到两百多家。

自带的“公益”光环下，保障门

槛低、产品充足、平台竞争充分，一

大批买不起商业保险的群体组成互助

人群，如果其中有人不幸得了大病，

其他用户一起平摊他的治疗花费。而

当平台规模效应凸显之后，用户均摊

的费用会非常少。

初期阶段，不少用户持怀疑态度

，但从网络上看到不幸得病的人获得

数万到30万甚至更多的互助金，逐渐

不光自己加入互助，还让家人也变成

会员，甚至自发宣传网络互助。

相对于商业保险中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才能买到的重疾险，在互助平台

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获得数十万元的

赔付，给困难家庭提供了另外一层生

活保障，不管是普通消费者还是业界

学者，都对其持肯定态度。

以水滴互助为例，其针对的疾病

主要是恶性肿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癌症。一年交多少钱并没有统一的标

准，要根据加入互助计划的人数以及

加入互助计划中患病需要提供互助金

，如果有人患病需要帮助，系统会自

动分摊，如果余额低于分摊金额，系

统会提醒用户充值。

“在水滴互助，一年少抽几包烟

，少下一顿馆子，就能帮助到无数患

病家庭，也是一份福报。”水滴公司

在宣传中这样说。

但网上不断有人反映，加了水滴

互助后，扣费越来越多。水滴公司给

出的解释是，此前由于加入水滴互助

年轻人占比较大，且申请人数不多，

随着水滴互助发展，每月帮助的患病

会员人数在逐渐增加，相应的分摊额

也在“合理范围内”逐步提高。

一方面，用户感受到的是越来越

高的分摊费用，正挑战用户“低成本

善意”的底线；另一方面，由于其本

身过强的公益性质，仅靠互助产品本

身很难盈利。

水滴互助会员小刘向《中国慈善

家》介绍，2016年自己需要均摊的费

用大约30元左右，而2019年，每份互

助单年度分摊上限约为150元。一旦确

诊为癌症，最高可以拿到30万元互助

金。加入的前提条件是符合健康要求

，而且是过了180天的等待期以后才不

幸患病，才能申请互助金。

而对于平台来说，互助产品本身

很难盈利，更多是在守住流量入口。

而由于互助产品体验不佳，许多用户

选择逃离互助模式，导致流量变现难

以实现。

据了解，水滴互助平台收取的8%

管理费，对自身盈利的贡献微乎其微

。由于前端审核宽松，网络互助平台

吸引了大量的“带病”群体，随着分

摊金额的快速上涨，不少健康用户选

择退出，最终形成了逆选择的循环。

对平台来说，能否有效地将短期流

量导向“水滴保险商城”才是实现盈利

的关键。而随着参与人数下降，极大地

增加了从自有互助平台向保险业务的引

流难度，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在

《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

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网络互助业务

本身就带有偏公益色彩的互助，在向商

业化发展上盈利能力也较弱，总体属于

亏损或勉强盈亏平衡的状态。

任自力认为，互助产品对几大互

助平台而言，实质上都是一种引流或

宣传工具。从相关企业的实际运营来

看，随着互助产品业务发展中加入人

员的逆选择行为增加，互助本身的引

流作用越来越有限，运营成本(包括解

决争议的成本)则在增加。

水滴公司一再向媒体强调，“互

助业务此次是升级而不是关停，水滴

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是其保险经纪业

务。此次调整，并不会影响水滴公司

旗下其他业务。当前水滴公司发展势

头良好，未来也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更多保险保障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产

品和服务。”

水滴筹一位中层员工也向《中国

慈善家》解释，互助业务的关停，对

公司并没有太多影响。“本来就只有

十几人在运行互助业务，员工也相信

（关停互助业务）不会对公司的发展

产生负能量。”

“以水滴公司为例，它把互助业

务关停去集中发展水滴商城，也就是

商业保险，去探索一些更灵活、更多

人能够参与、门槛更低的保险产品，

对公司整体发展而言，也是一个比较

理性的决策。”贾西津对《中国慈善

家》分析。

牌照尴尬

自2011年诞生之日起，网络互助

平台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指出，

商业保险和网络互助具有同源性，其

原始形态均是成员间的相互帮助，是

一种新型的健康风险分散机制。同时

，网络互助不同于商业保险，在经营

模式、运营角色、费用构成、争议解

决等方面两者存在差异。

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也

明确，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

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

主体和监管标准。因此，这一块业务

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

202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明确规定，“到2030年，全面建

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

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

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

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一度引发业内

网络互助持牌经营的猜测。

2020年12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规定

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

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

互联网保险业务。今年3月25日，央

行、银保监会等28部门联合发布《加

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其中也

提到，按照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

视同仁的原则，持续完善监管制度，

将所有互联网保险业务纳入监管。

任自力认为，相互宝、水滴、轻

松等几家头部互助平台，有上千万甚

至上亿的会员数量，虽然每个会员交

纳的费用不多，但总的资金池规模可

能很大，一旦平台出现信用危机，有

可能引发大的社会舆情。监管部门即

使有心采取包容创新的态度，也会存

在较多纠结。互助毕竟不是保险，若

给予其金融牌照，对于既有金融牌照

管理秩序难免会形成冲击；相关互助

平台若被收编为正规军，也可能诱发

更多的效仿者。

银保监明确提出，“建议国内保

险监管部门将网络互助平台纳入监管

，并尽快研究准入标准，实现持牌经

营和合法经营。”

“政府部门要对没有经过审批的

金融活动、保险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

限制，导致水滴等互助平台风险上升

。水滴公司如果还保留合法性存在质

疑的互助业务，会牵扯到整个公司其

他业务和合法性。”贾西津说。

关于互联网互助业务监管方面，

贾西津认为，政府需要转变思路，从

倾向于审批制的传统监管模式向行为

监管转变，涉及公众资金安全的事情

，特别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保障民

间金融行为、保险互助行为自由开放

的同时，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监管和追

责。

去年，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批

准发布了国内互助行业的首个标准，

这份《网络互助团体标准》建议，大

病网络互助平台需要遵守四个要点：

实名制、全程风控、公开透明、调查

审核独立。

这给互助行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

参考，有助于推动网络互助有序发展

，获得业界的一致好评。

何去何从

轻松互助发布关停公告称，会进

行最后一次均摊，分摊后的余额，将

在7个工作日内退回微信钱包。

水滴平台也表示，在3月31日18

时前，不幸确诊的大病会员，自首次

诊断之日起180天内，可继续向平台发

出申请，若符合原互助条件，将由平

台提供合理赔付。并按照其规划，将

赠与每位客户一份保障期限1年的产品

。对于在互助保障中的会员，将通过

保险升级其保障。在得到同意后，将

为其投保一年期、最高保额50万元的

健康险（水滴健康保），保费由平台

承担。

与轻松筹给出7天过渡期相比，水

滴应对互助计划关停给出的解决方案

，无疑需要更高成本。

最近关闭的悟空互助社也采取了此

前水滴互助宣布终止业务时的方案，即

互助关停后赠送健康险，“对所影响到

的互助保障期和等待期的会员赠送一份

重疾险保障，保费由平台承担”。不过

，悟空互助社并未披露相关保额。

在关停之前，美团互助共分摊了

18期互助金，参与分摊的会员数量超

过1500万人，获得互助的会员人数为

384人。美团互助并没有公布累计分摊

了多少互助金，按照平均一个用户获

得9万元的互助金来估算，估计在3400

万元左右。

而水滴互助在关停之前，约有

1200万会员，而对于关停前确诊大病

的互助会员，水滴互助和美团互助的

规则一样，预计后续的赔付总金额也

会超过数千万，救助人数超过2万。

“互助业务关停后，公司向用户所

做的一些承诺，包括赠送健康险等成本

不低，也是一种安抚、慰问的性质，既

然相处不下去了，分手也要体面。”水

滴公司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

不过，再体面的分手也是分手。

对于个人而言，和失去大病保障相比

，这点“分手费”可谓杯水车薪。

不可回避的是，社会在大病救助

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需求。民政部内

部人士向《中国慈善家》透露，国家

医保局的信息显示，医疗救助方面国

家财政（去年）拨付200多亿元。“对

于需求来说，这肯定是九牛一毛，解

决不了实际问题，网络互助有助于解

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民间互助平台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如此巨大的需求之下，接下来网

络互助业务是否还能重新激活，备受关

注。《中国慈善家》注意到，去年3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的意见》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

波“惠民保”热潮。截至去年年底，不

足一年时间，该产品保障已惠及超过

2600万人，总保费收入超过10亿元。

“保费不到100元、保额超过100

万元……”这样的宣传口号和互联网

平台互助产品的宣传相似，但惠民保

独具优势，即“政府主导、商保承办

、自愿参保、多渠道筹资”。

数据显示，2020年已有近百个城

市落地“惠民保”，呈现出“多点开

花”新形态。

“惠民保有政府背书，政府主导

解决了合规性问题，市场参与调动了

市场的积极性，相当于政府接替了互

联网互助业务，风险可控，理赔也会

更有保障。”前述民政部人士说。

水滴筹上“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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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米蘭的台灣跨性別變性模

特兒Aura 登上「VOGUE Taiwan」

雜誌封面，成為台灣首次登上時尚

封面的「跨性別模特兒」，在本土

疫情大爆發的前幾天，盛夏30幾度

的高溫，她來回踩在滾燙的沙裡，

一點也不在意，開心直呼：「我太

期待今天的拍攝了，感覺自己好像

一直在等這一天。」

Aura 接受「VOGUE Taiwan」

雜誌專訪，吐露變性心路歷程，從

小就是師長口中那個「不太一樣的

孩子」。國中成績好的她，是代表

學校受市長頒獎的模範生，卻因外

型、個性，被學校主任「叮嚀」：

「別太娘啊！」飽受同學捉弄霸凌

。因性別教育的匱乏，她小一時就

發現自己喜歡男生，直到國中才知

道「同志」這件事，卻也因知道後

更困擾自己，「我喜歡男生，但我

不覺得自己是個男生，反而希望成

為一個女孩子。」

因母親生病過世，加上出國留

學，Aura才有了變性的念頭，當醫

生告訴她媽媽只剩下1個月的生命

時，她對媽媽吐露20幾年來的內心

感受，「我希望媽媽可以全然接受

我，她是我一直以來努力的原因，

我希望將來賺很多錢跟她一起生活

。她跟我說：『我其實都知道，很

抱歉我沒辦法在你最彷徨的那段時

間陪伴你。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我會在天上守護你。』」

在出國留學前，Aura已備好成

年、2位精神醫師診斷性別不安症

等台灣法令需要相關證明，在義大

利念碩士的第2年，她返台動手術

，

休息1個月後，忍耐著身體的

不舒服，回義大利繼續唸書，Aura

苦笑：「我終於完整成為一個女生

，但並不是做了手術後一切問題就

解決了，做完手術後還是要生活，

還是有很多挫折要面對。」

初期在國外當模特兒，她遭受

到各種挫敗，「沒有經紀公司要簽

我，很多業界的人都說我不適合做

模特兒，巴黎的友人更直接對我說

：『你沒背景、沒資源，又是亞洲

變性人，被拒絕真的很正常。』但

沒關係，我就是要做給你們看。」

去年她登上米蘭時裝周伸展台，一

現身驚艷全場，Aura說：「所以如

果你身邊有像我一樣Diversity、跨

性別的朋友或孩子，盡力的接受和

愛他，你不會後悔的。如果是跟我

一樣的朋友，不用急著去證明自己

，反而要花時間接受自己、認識自

己，並內在和外在的強化自己，有

一天時間會替你證明一切。」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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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從小就是師長口中那個
「不太一樣的孩子」

由陳妍希、宋芸樺、吳慷仁、

周幼婷、范少勳主演，改編自侯文

詠同名長篇愛情小說，影集「人浮

於愛」今年4月才盛大舉行開鏡儀

式，該劇集結兩代「少女」，加上

吳慷仁與5年沒拍戲的前緋聞對象

周幼婷再續戲緣，黃金陣容話題性

十足，但因本土疫情大爆發，劇組

「快刀斬亂麻」決定停拍，陳妍希

也回北京帶小孩，復拍之日只能等

疫情趨緩，一切都是未知數。

陳妍希、宋芸樺分別以「那些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少女

時代」等夯片而成為當代女神，

「人浮於愛」讓2女神同台，十分

吸睛，陳妍希8年沒演台劇，當時

出席開鏡儀式受，還提到回台前，

因為要和4歲兒子小星星分開，一

整天都想哭，還開玩笑一度想毀約

，直呼根本是「咬著牙」接這部戲

，沒想到疫情爆發，所有劇組紛紛

停工，「人浮於愛」也在開鏡後不

到1個月停拍，陳妍希也返回北京

陪兒子，日前還曬出小星星萌照，

大享親子樂。

吳慷仁和周幼婷「舊識」關係

同台不尷尬，2人在「人浮於愛」

中還演出一對情侶，重逢後見面的

第一句話，吳慷仁就問「妳孩子怎

麼辦？」表達關心，如今碰到疫情

爆發，劇組宣布停拍，周幼婷自然

回歸家庭照顧孩子，民眾居家防疫

，吳慷仁會在臉書表達對疫情的關

心，偶爾也會和女友邵雨薇玩線上

遊戲曬恩愛。

瀚草影視製作「人浮於愛」是

一部透過女性視角，描述現代社會的

速食愛情，探究愛的本質為何物的寫

實愛情劇，製作人湯昇榮受訪坦言：

「疫情嚴峻，我們為了大家的平安，

先暫停拍攝，之後疫情趨緩再來討論

時機與方法，謝謝大家的關心，希望

台灣能平安渡過這次疫情。」表示目

前還在等時間，復拍之日難預測，也

不諱言由於演員都是大卡司，之後時

間也各自安排了，「這個疫情這樣延

誤下去，我們該怎麼辦？」吐露劇組

的諸多無奈。

陳妍希疫常緊張新戲喊卡
「人浮於愛」 復拍日無期

鄭元暢和阮經天過去是模

特兒經紀公司同門，6年沒見的

兩人日前在「鄭元暢之不專業

廚房」相會，鮮少上節目的阮

經天特地上鄭元暢的YT節目作

客，鄭元暢現場爆料：「算一

算應該有5、6年沒有見面了，

雖然邀約小天來節目他馬上就

答應了，但是竟然有一個條件

，就是錄節目前要私下約我一

次，難道是怕我長得不一樣認

不出我嗎？ 」，惹得在場的每

個人都噗哧一笑。

鄭元暢爆料其實約阮經天

到不專業廚房，非常緊張，因

為這是不專業廚房史上第一次

由來賓自己準備食材，以他對

小天的了解，很害怕會漏掉食

材，但內心又非常開心這次省

了食材的錢，沒想到小天一來

就說：「這些食材可以報帳啊

！平常我捨不得買的，今天全

部都買了！」把小綜嚇得呆問

工作人員說:「我們真的有要讓

他報帳嗎？」

阮經天經天帶來「紅酒燉

牛肉」，因為燉牛肉需要花時

間，所以一直趕著要做，卻被

每次都趕下班的鄭元暢唱反調

，說每一次都要先聊天半小時

以上才可以備菜，不虧是認識

21年的好朋友，小天就是有辦

法可以治住小綜，還一直指使

小綜去洗菜，笑說：「這應該

是主持人被指使最多次的一次

了！」

阮經天、鄭元暢6年不見合體做菜

鄭元暢甘拜下風當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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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思穎）新

冠疫情嚴重影響了

世 界 各 地 民 眾 生

活，目前疫苗接種是全球

最徹底防控措施，演藝界不

少藝人都先後接種疫苗，為己

為人做好保護。近日王馨平、羅

霖在港已接種了疫苗，並言“感

覺良好”。而身在內地的蔡少

芬和老公張晉拍住拖去打疫

苗，兩人並感謝勞苦功高的醫

護人員。還有台灣藝人蕭敬騰

日前在上海接種完第一劑國

藥疫苗，計劃21天後打第二

劑，現時狀況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正在英國拍攝的電影《職
業特工隊7》（Mission: Impossible 7）已停
止拍攝，因為有劇組成員新冠檢測結果為陽
性，此事導致該片拍攝暫停14天，主演與製
片人湯告魯斯（Tom Cruise）和其他在場工
作人員一樣，都必須自我隔離14天。

派拉蒙影業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4日發表聲明：“由於在例行採檢中發現冠
狀病毒陽性結果，我們暫時中止《職業特工
隊7》攝製作業到6月14日。我們遵守所有
安全規範，將持續密切關注狀況。”聲明未
說明是誰、有多少人的採檢結果呈陽性，但
有英國媒體報道指，湯告魯斯不在其中，並
透露有14名工作人員在結束一家夜店的拍攝
後採檢得出陽性結果，湯告魯斯和其他在場
工作人員一樣，都必須自我隔離14天。

《職業特工隊7》拍攝已經有10個月時
間，劇組去年2月就曾因疫情嚴重而放棄在
意大利威尼斯取景，是最早一批因疫情停工
的電影之一。後來，劇組在挪威、意大利和
英國恢復拍攝作業。由於電影拍攝一波三
折，湯告魯斯已心急如焚，去年12月，有人
錄下湯告魯斯怒罵工作人員不遵守防疫規定
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胡鴻鈞
（Hubert）與陳嘉慧（Erica）近日忙於為愛情
喜劇《愛上我的衰神》拍攝，劇中二人會有感
情戲，日前二人去到一間學校拍攝，不單有情
侶親密互動戲份，Erica更會獻出熒幕初吻給
Hubert。

拍攝當日適逢是Erica的25歲生日，劇組為
她準備生日驚喜，並由Hubert親手送上蛋糕給壽
星女。Erica接受娛樂新聞台訪問時，被問到生
日於工作中度過的感覺，她笑言“好正”，至
於生日願望是“開工”。二人首次合作，不單
合作愉快，Hubert更讚Erica：“佢係一個好勤
力嘅女仔，唔似係一個資歷好淺嘅演員，可能

佢做咗好多功課，希望劇集出街時，大家都見
到我哋嘅火花。”

胡鴻鈞要求保持距離？
二人當日於校園除了有些情侶互動戲份

外，Erica更獻出熒幕初吻給Hubert，拍攝亦相
當順利，但Hubert卻要跟Erica保持距離，他
說：“今次最大挑戰係我個角色性格比較憂鬱，
所以長期處於低情緒，而Erica係一個好識搞氣
氛嘅人，為咗培養情緒，我拍攝前都要同佢保持
距離。”

這次重返校園取景，勾起了二人不少回
憶，讀女校的Erica笑說：“好難得可以同男仔

喺學校拍談情說愛戲，係我夢寐以求嘅，今次實
現到喇。”而讀男校的Hubert就想起以前無牽
無掛的日子，經過籃球場就想起以前跟同學打波
的青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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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慧向胡鴻鈞獻出熒幕初吻

涉不顧病徵照出門練舞 確診台星陳零九致歉

●●蕭敬騰現在身蕭敬騰現在身
處內地工作處內地工作。。

●●蕭敬騰在上海接種完第一劑蕭敬騰在上海接種完第一劑
國藥疫苗國藥疫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晉打完後話沒感覺。

●●蔡少芬把接種疫苗過
蔡少芬把接種疫苗過

程拍片分享程拍片分享。。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羅霖表示一點也不覺痛
羅霖表示一點也不覺痛。。

●王馨平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 ●王馨平繼續勤做瑜伽。

●●《《職業特工隊職業特工隊77》》的拍攝一波三折的拍攝一波三折。。

◀胡鴻鈞與陳嘉慧
合作。

▲二人更有親吻鏡
頭。

蔡少芬（Ada）張晉夫妻同心，就連
打疫苗都“孖住上”，更有好姐妹

陳法蓉陪伴前行，Ada把接種疫苗過程拍
片分享，片中Ada先豎起“V”字手勢，
又拍拍胸口裝作害怕，繼而問幫她注射疫
苗的護士一天要打多少針，當聽到100的
數字時，不禁“哇”了一聲，就在此時，
身旁的張晉瞬間已打完針，並興奮地說：
“已經打完了。”快得連Ada也不敢置
信：“真的假的？”張晉即說：“沒感
覺，不知道！”兩人完成後，感謝醫護人
員，辛苦了他們，而Ada謂：“說實話，

沒有打狂犬針痛！疫苗我打了，你呢？”
還不忘鼓勵應屆高考生，替他們加油。

王馨平羅霖打完後感覺良好
台灣歌手蕭敬騰身處內地工作，日

前在網上流傳他在上海醫院已打疫苗及
跟醫護人員合照的相片，其經理人亦證
實蕭敬騰已接種國藥疫苗：“早想接
種，但工作時間一直沒對上，今天飛上
海工作，提前辦了預約，團隊12人完成
第一劑接種，在上海同仁醫院觀察完
成，目前一切安好，已回酒店休息，會

在21天後安排第二劑施打。”蕭敬騰在
打完疫苗的翌日亦已出席公開活動了。

羅霖日前已接種了第一針科興疫
苗，她找認識多年的醫生施針，全程笑容
滿臉的她說：“一點也不痛，無須擔心，
感覺良好，保護家人和自己，接種新冠疫
苗是最好的方法。”

王馨平本月1日在港打完第二劑疫
苗，即去大吃一頓，身體上沒任何不適，
翌日她報告情況：“今天感覺良好，休假
在家，做點瑜伽和呼吸練習，身心滋潤，
感覺更棒了！”

蕭 敬 騰
蔡 少 芬 孖 老 公 張 晉 齊 打 針

在滬接種國藥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台灣男團“五堅情”成員陳零
九確診新冠肺炎，成為首位確診台灣藝人，他已
被送進防疫旅館進行隔離。陳零九稱上月27日已
出現呼吸困難，就醫並接受“快篩”試劑及核酸
檢測，“快篩”結果指他未有確診，惟核酸檢測
呈初步確診結果。陳零九被指2號當日已有病徵
仍跟團員到舞蹈室練舞，並遭質疑違反台灣指揮
中心停止室內5人以上聚會的規定。陳零九發長
文致歉，強調他當日在完成工作後才收到確診通
知，練舞也是“工作”。

陳零九4日表示坦然接受網友的批評。由於

他並未有發燒、咳嗽症狀，照X光檢查也沒有發
現，但是有呼吸困難症狀，令大眾相當關心。他
透露自己當初也是瘋狂上網搜尋，“對於輕症的
處理其實就跟一般感冒一樣，沒有什麼特效藥，
所以就是保持心情愉悅，睡好吃好，也不要覺得
是感冒或過敏就出門（像我一樣），能推掉的工
作就推掉，萬不得已也一定要做好100%的防
護，外面真的很危險，沒事不要出門。”他也再
度以自身經驗，呼籲大眾不要輕忽身體小小警
訊。有人憂心“五堅情”均好大機會全團染疫，
目前其他成員已經接受自主隔離。

●●陳零九陳零九((左一左一))染疫染疫，“，“五堅五堅
情情””其他成員恐也受感染其他成員恐也受感染。。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6月5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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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當車輛使用很長時間後，
用戶發現方向轉向沈重、發抖
、跑偏、不正、不歸位或者輪
胎單邊磨損，波狀磨損，塊狀

磨損，偏磨等不正常磨損，以
及用戶駕駛時，車感漂浮、顛
簸、搖擺等現像出現時，就應
該考慮檢查一下車輪定位值，

看看是否偏差太多，及時進行
修理。前輪定位包括主銷後傾
角（ Caster)、主銷內外傾角
(Camber) 和前輪前束(Toe)四個
內容。後輪定位包括車輪外傾
角(Camber) 和逐個後輪前束
(Toe)。這樣前輪定位和後輪定
位總起來說叫車輪定位，也就
是常說的四輪定位。車輪定位
的作用是使汽車保持穩定的直
線行駛和轉向輕便，並減少汽
車在行駛中輪胎和轉向機件的
磨損。

四輪定位的作用有：增加
行駛安全；減少輪胎磨損；保

持直行時轉向盤正直，維持直
線行車；轉向後轉向盤自動歸
正；增加駕駛控製感；減少燃
燒消耗；減低懸掛部件耗損
。

一般來說，在下列情況需
要做四輪定位。 1、更換新胎
或發生碰撞事故維修後；2、
前後輪胎單側偏磨；3、駕駛
時方向盤過重或飄浮發抖；4
、直行時汽車向左或向右跑偏
；5、雖無以上狀況，但出於
維護目的，建議新車在駕駛
1-2年後做一下四輪定位。

四輪定位需要買終身保修

嗎？請看美南電視15.3《修車
師姐》第4集。本周六晚7:30
，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
點，周二下午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
際電視“生活”節目的 you-
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
。您可以隨時隨地收看 you-
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修車師姐第修車師姐第44集集四輪定位需要買終身保修嗎四輪定位需要買終身保修嗎？？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足，大多
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天天躺月月躺，
躺了一年多，躺出腰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
夜都睡不著。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
點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用仁心
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多萬身患各類疾病
的病人，尤其對車禍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
的治療，有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是自己
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過去了，根本不
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
問題，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
康的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只
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以幫您聯系保
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
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工程師，
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有任何癥狀，所以
，就沒有看醫生。然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
就出現了頭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
致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能勉強
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卻沒有把這些癥
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生得知他
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微地碰撞了一下，
當時沒有任何不適，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
檢查後，發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
頭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了

，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周看一次，
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生的例子

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位從臺灣來美的20
多歲男子，撞車後也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
此就沒有看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
腰部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也診斷為
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但未見好轉，癥
狀沒有減輕。莊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
特有的職業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
後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好轉，
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和詢問，
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他馬上到專科醫生
那裏作檢查，以免貽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
生的建議。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
個瘤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後，
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來找李醫生治
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
經好了，並回臺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僥幸心理
：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去看醫生呀；有些
人則怕麻煩，認為車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
好，我不用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感覺如何
，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越早找醫生，對傷
害的治療越有利。如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

握好車禍碰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
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部斷層
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腦出血、腦腫脹
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
是否有損傷、身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
，進行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健
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應對車禍

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疼痛癥狀後，以為
找個推拿師，來推拿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
。這是不懂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
或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為傷者
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反而會造成血管
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
“二次損傷”，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
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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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出了車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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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題，有些保險
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
不過100元左右，誰都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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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55月月2727日日
上午舉辦休士頓地區僑務委員任命令布達典上午舉辦休士頓地區僑務委員任命令布達典
禮禮，，處長羅復文代表頒發僑務委員任命令予處長羅復文代表頒發僑務委員任命令予
休士頓地區續任及新任僑務委員張世勳休士頓地區續任及新任僑務委員張世勳、、劉劉
秀美及陳建賓秀美及陳建賓。。辦事處組長何仁傑辦事處組長何仁傑、、張家華張家華
、、副領事陳偉玲副領事陳偉玲、、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主任陳奕芳主任陳奕芳、、副主任楊容清及台灣書院副主副主任楊容清及台灣書院副主
任陳譓如特到場觀禮任陳譓如特到場觀禮。。

羅復文祝賀三位僑務委員獲蔡英文總統羅復文祝賀三位僑務委員獲蔡英文總統
任命任命，，肯定三位委員對僑社的貢獻肯定三位委員對僑社的貢獻，，並期許並期許
任內與辦事處攜手合作任內與辦事處攜手合作，，凝聚僑胞向心凝聚僑胞向心，，協協
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促進台美雙邊交流促進台美雙邊交流。。
張世勳分享擔任文教中心台灣文化導覽志工張世勳分享擔任文教中心台灣文化導覽志工
心得心得，，並表示任內將持續與導覽團隊合作並表示任內將持續與導覽團隊合作，，
行銷優質台灣文化行銷優質台灣文化。。劉秀美表示任內將團結劉秀美表示任內將團結
傳統僑社支持政府傳統僑社支持政府，，並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讓主流社會看到臺灣的美讓主流社會看到臺灣的美。。陳建賓盼與各陳建賓盼與各
社團合作社團合作，，落實台灣節落實台灣節，，提升台灣能見度提升台灣能見度。。

典禮結束後典禮結束後，，羅復文與三位僑務委員就羅復文與三位僑務委員就
未來業務推動交換意見未來業務推動交換意見，，並致贈具台灣特色並致贈具台灣特色
伴手禮伴手禮，，三位委員均承諾任內將竭心盡力三位委員均承諾任內將竭心盡力，，
為台灣打拼為台灣打拼。。

羅復文布達休士頓地區羅復文布達休士頓地區
僑務委員任命令僑務委員任命令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羅復文偕辦事處同仁與僑務委員合影羅復文偕辦事處同仁與僑務委員合影羅復文頒發張世勳僑務委員任命令羅復文頒發張世勳僑務委員任命令

羅復文頒發劉秀美僑務委員任命令羅復文頒發劉秀美僑務委員任命令 羅復文頒發陳建賓僑務委員任命令羅復文頒發陳建賓僑務委員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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