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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侯璦珠 貸款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電 話 ﹕832
832-437
437-4191
地 址 ﹕24044 Cinco Village Center, Katy, TX 77494

713-981-8868
23 IATAN
ARC專業

週年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夏季團重啟★★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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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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星期日

美
( 南人語）））

美國國慶的一週

身為香港
人，移居到
美國，遇上
今年的 7 月
，真是百感交集。因為在這個敏
惑的月份中，首先碰上的是指引
中國人民由弱轉強的中國共產黨
百年大慶。其次是香港回歸中國
24 年。更大的喜悅，是美國 245
歲生日。無論你對上述 3 個節日
的的看法與想法有所不同，此時
此刻身為美籍華人，首先要關注
的，當然是美國國慶。
慶祝國家生日，美國各界舉辦多
項慶祝活動，包括施放煙火與樂儀隊遊行等，氣氛熱烈。總統拜
登在白宮舉行傳統慶祝活動，期待美國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甦。
去年因為受到疫情影響，幾乎所有的慶祝活動，均紛紛喊卡。
當天白宮的集會中，有過千人出席，包括政府要員與軍眷，
舉辦慶祝活動的防疫措施不敢鬆懈，沒有接種疫苗的與會者，必
須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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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會議上反思在疫情中失去的生命，並敦促美國人民接
種新冠肺炎疫苗。拜登先前曾設下希望 70%成年人口在今年國慶
日前接種至少 1 劑疫苗的目標，不過因為部份人士拒絕接種，使
得接種速度減緩，而未能達成拜登所願。不過根據美國疾病防治
中心（CDC）截至 7/4 早上 6 時數據，全美已分發超過 3 億 8306
萬劑疫苗，其中逾 3 億 3060 萬劑已施打。總人口中，54.9%已接
種至少 1 劑、47.4%已完全接種；成年人口中，67.1%已接種至少
1 劑、58.2%已完全接種。
7 月 4 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也昭示夏季旅遊正式展開。隨
著施打疫苗的民眾增多，感染人數下降，美國民眾也逐漸擺脫過
去 1 年多的隔離生活，許多人利用 3 天連假外出旅遊、探親。外
出度假的民眾大幅增加。根據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統計，從 1 號
到 3 號期間，全美有超過 625 萬人次搭機往返各地。美國各地無
論是國際機場抑或是國內機場，均出現大批旅客，眾人排隊通關
檢查的景象。
美國運輸安全局（TSA）發言人法布斯坦（Lisa Farbstein）
在推特上表示，2 日當天全美機場安檢總數為 219 萬 6411 人，是
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紀錄，也高於疫情爆發前的 2019 年同一天的
安檢人數。根據法布斯坦一連 3 天的推特計算，全美共有 625 萬
8518 人次搭機往返各地，這不僅讓各大機場湧現人潮，也因為人

手不足，許多機場都面臨大排長龍，以及飛機延遲，甚至取消的
問題。
回頭再看一下陸地。美國汽車協會（AAA）宣布：從 1 到 5
日，全美將有 4770 萬人移動，包括搭機、搭乘火車或巴士，或
是自行駕車出遊，比去年增加 40%，也是有紀錄以來美國國慶第
2 高的旅行人數。
如同以往 一樣，施放煙火是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的亮點，
而華府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與紐約市東河（East River）上
空的煙火施放最有看頭。
此外，每年國慶在紐約科尼島（Coney Island）舉行的納森
吃熱狗大賽（Nathan’s Hot Dog Eating Contest），今年因遵守
社交距離規範，規模大為限縮。
在國民歡樂之餘，美國國土安全部居安思危，也有向國民發
出警告， 「
今年美國國慶並非安全無虞，防疫管制鬆綁與國慶假
期期間，警方務必留意，境內極端組織暴力加劇所構成的威脅。
」
美國汽車協會（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表示，預
料今年國慶假期的公路運輸將創高峰，估計將有 4360 萬民眾開
車上路，比 2019 年創下的紀錄還要高 5%

廿三名參選人，當中六組廿一人均
是“經事實證明不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
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而被取消參選資格。
按照選舉日程，選管會會通知受託人糾正違規情況，多個組
別均表示收到被“DQ”的通知。下午五時半，選管會舉行記者
會，主席唐曉峰證實，經審查各份候選名單後，昨通知相關候選
名單的受託人，就存在程序上不符合規範或存在無被選資格候選
人的情況，作出糾正及替換候選人。涉及的直選候選名單有七組
，已通知其受託人須最遲於本月十二日作出糾正及替換候選人。
唐曉峰表示，候選名單總表於 7 月 7 日公佈，選管會依法審
查十九份直選和五份間選的候選名單，發現有一組的兩名候選人
並非選民；涉及六組共廿一人經事實證明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或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即共廿三名人士沒有被選資格。
唐曉峰指出，存有無被選資格人士的候選名單，可最遲於下
周一作出回應及替換候選人。對於相關候選名單之後作出的糾正
或替換候選人，選管會將於本月十四日或之前作出決定及公佈。
對於選管會所作的決定，相關候選名單受託人可提出異議。之後
，候選名單亦可就選管會對異議的決定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
唐曉峰回應記者問題時指出，選管會審查候選人資格時，也
有參考由警方提供的資料，以及就早前終審法院的相關判決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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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考慮。至於涉及哪些組別？他稱，由於涉及往後可能出現的
行政程序以至司法程序，並且考慮到相關人士的個人私隱問題，
選管會現階段不能就無被選資格人士的事宜作更多補充，適當時
會再作公佈。
被問及何謂“不擁護”，以及現屆立法議員也被“DQ”，
即使已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為何仍被判定為“不擁護”
？唐曉峰指出，相關人士“可以睇返過去個人資料”，也可以作
出聲明異議和司法上訴；參選時簽署擁護特區和基本法聲明書是
形式上個人的承諾，是否有事實證明“不擁護”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
初步消息，六組涉及“不擁護”、“不效忠”的組別為“澳
門全勝”、“民主昌澳門”、“博彩新澳門”、“新澳門進步協
會”、“學社前進”、“澳門公義”。
澳門資深立法議員吳國昌，以“民主昌澳門”的第二候選人
身份參選，受訪時稱包括他在內的五位候選人，全都被選管會指
不具被選資格。他表明會上訴。
吳國昌並認為澳門特首應就此一嚴重違反法律事件，向澳門
67 萬居民，講清講楚，表明態度，“究竟特區政府收到什麼指
示，要 DQ 我們一批包括接近民主派的所有成員？抑或係一個伅
粹的政治決定？”
至於會否擔心影響現時的議員資格？他稱議員資格是自己的
事，不值得擔心，但如果確實是政治決定，對於特區的前途是一
個傷害，“呢樣先值得大家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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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的不滿和失望，在民意調查的變化就可看到。
去年九月，菅義偉上台，當時 NHK 的民調指，菅義偉支持
率百分之六十二，屬於近十年來高民望初上台首相之一。一晃眼
過了十個月，菅義偉的支持率跌了近半，而且跌勢未有放緩跡象
。一旦奧運期間防疫措施出現紕漏，菅義偉的支持率低處未見低
，跌穿百分之三十的關口並不為奇，更可能觸發後奧運時期的日
本政府信任危機。
疫下奧運情勢慘淡，選手村開幕之日，按照以往奧運的安排
，選手村開幕意味當屆奧運正式啟動，可是今屆的選手村開幕，
因為疫情關係，沒按慣例舉行儀式。《朝日新聞》稱，由於嚴格
控制運動員及代表團人員進出，這個面積約 44 公頃的選手村，
遠遠沒有開幕氣氛。在防疫抗疫大前提下，運動員在比賽開始前
五天才進駐選手村，開村之日人流稀少，便是這一原因。
奧運雖是短短兩個星期，從過去經驗可見，這十四天之間，
除了場內激烈角逐，場外的運動員交流，亦是這場四年一度體壇
盛事的重要元素。如今選手村變成防疫重點，運動員之間接觸少
之又少，促進友誼更是無從說起，奧林匹克的意義，在疫下的日

本變得淡化。
就在 7 月 16 號，香港電視奧運製作團隊就要踏上征途，進
軍現時在世衞標準下仍被稱為 「
疫區」的日本東京了；這幾天東
京新冠疫情感染率，就好像老天在奧運開幕前跟大會開玩笑一般
，由本來每天幾百人感染，上升至接近千人，疫情不斷加劇，令
準備前往的運動員及工作人員既興奮卻又很擔憂，興奮在於終於
可以參與這延期一年的難得國際盛事，擔憂在於能否 「
冇穿冇爛
」地回家。
其實，日本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一個先進、乾淨、清潔
、安全、醫療也很發達的國家，奈何在今次疫情之下，也無可避
免地深陷新冠病毒的泥沼，只期望未來的日子能夠把疫情控制，
不要再為奧運添加變數了。
今屆東京奧運，是歷史上第一次延期的奧運會，過往從沒有
任何一屆奧運會因為戰爭以外的原因而取消或者延期，用 「
百年
一遇」也不足以形容，差不多是近 「
千年一遇」了，相信沒有人
會預計到這情況發生，相信這將會成為將來一個學術研究的案例
。

楊楚楓

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因
應中國大陸國安法之突降
，被迫選舉修例，計劃押
後至本年 12 月 19 日才舉行。意想不到一海之隔的澳門，其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投票則即將於 9 月 12 日舉行，不過當中非建制候選
人的民主派人仕，突 然被取消資格。6 組候選人均被 DQ（Disqualify)
日前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發言人傍晚約見傳媒表示，
6 組參選人不符合選舉資格，指他們有事實證明不擁護澳門《基
本法》及效忠澳門特區，但他拒絕透露被 DQ 的參選人名稱及黨
派，只稱會在適當時間向外公布。
澳門立法會共有 33 個議席，直選佔 14 席，間選 12 席，委任
7 席。參與今屆選舉的 19 組直選組別，共 159 名候選人將角逐 14
個議席。而間選方面，5 個界別各只有一份參選名單，料 12 名候
選人在無差別競爭下當選在望，而根據澳門當局規定，任何人不
擁護澳門《基本法》及效忠澳門特區，均不能參選立法會的資格
。
在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宣佈十九組直選隊伍中，有七組在
程序上，不符合規範或存在無被選資格候選人的情況，涉及多達

距離奧運開幕愈來愈近
， 日 本 廣 播 協 會 (NHK) 的
最新民調顯示，首相菅義
偉的支持率，較上月急跌四個百分點，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是他
自去年九月上台以來的新低。日本《讀賣新聞》民調則指出：菅
義偉的不支持率為百分之五十三，是上台以來的新高。
這些數字，大概是 2013 年日本申辦奧運時 所想像不到的。
不少人可能記得，2016 年里約奧運閉幕當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出現場中的一幕。那時日本社會有一種看法：下次日本第二次主
辦奧運，1964 年首次主辦時的全國盛況可能重現。倘是如此，對
於安倍政府來說，不啻是一劑強力的政治強心針。
然而事與願違，如今在奧運開幕前夕，日本疫情依然嚴竣，
NHK 的最新民調說，三成受訪民眾表示：應該停辦奧運。換言
之，日本不大可能重現 1964 年時的盛況；至於日本社會對菅義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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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講座盡在聯合健康保險

七月 21 日講座
日講座:: 「領取兒童家庭紓困金方法
領取兒童家庭紓困金方法」」

(本報休斯頓訊) 聯合健康保險致力
為您提供更好的體驗、更有價值的服務
及更健康的生活，每月均有專題講座，

7-8 月份在休士頓為您帶來以下的精彩
活動!
聯合健保亞裔資訊中心將舉辦 「領

取兒童家庭紓
困金方法」國
語講座，邀請
了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代表為
民眾講解申請
資格、申請方
法、及其他注
意事項。日期
及地點如下: 7 月 21 日(週三)上午 10 時，
於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Houston, TX
77072) Saigon Houston Plaza二樓。
此外，8 月 5 日(週四)上午 10 時於相
同地點將舉辦 「支付紅藍卡費用的方法
」講座，由聯合健康保險代表協助您瞭
解聯邦醫療保險免保費計劃，其申請資
格、收入上限、申請方法等。
想知道是否合資格領取新一期兒童

家庭紓困金？又或者是否合資格申請紅
藍卡免保費計劃？歡迎社區民眾踴躍參
與聯合健保專題講座。
華 語 查 詢 及 報 名 專 線 ：
1-866-868-8988(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以上講座將於
線 上 同 步 直 播 ， 請 使 用 Zoom meeting
ID: 824 699 7872 登入。
聯合健康保險
聯合健康保險專業親切的華語團隊
在社區為當地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從
諮詢、選擇適合您的健保計劃，至一對
一會員服務。無論您是剛邁入 65 歲、是
紅藍白卡持有者，我們都歡迎您光臨聯
合的服務中心，瞭解全面資訊，以選擇
最適合您的健康保險計劃。
聯合健保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地址:
10613 Bellaire Blvd., Suite A-250, Houston, TX 77072，Saigon Houston Plaza 二

樓。
電話:1-866-868-8988(辦公時間: 週
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HCC 社區大學提供數百門精選課程
為升學及職涯準備 在職場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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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ecur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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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畫頁

NBA巨星詹姆斯主演電影
《太空大灌籃：新遺產》 7月16上映

【美南新聞泉深】NBA 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的最新電影《太空大灌
籃：新遺產》（Space Jam: A New Legacy）於 7 月 16 日在影院和
HBO Max 上映。影視明星們說勒布朗·詹姆斯將目光投向了好萊塢
。
在這部電影中，這位籃球傳奇人物扮演了一個虛構的自己，他
發現自己與兔八哥（Bugs Bunny ）和樂一通團夥（ Looney Tunes gang）一起進行了一次動畫
冒險，希望能從人工智能中拯救他的兒子。
這部電影是 1996 年電影《太空大灌籃》（Space Jam）的續集，著名球星邁克爾·喬丹在劇
中扮演了類似的主角。
明星索尼誇·馬丁-格林（Sonequa Martin-Green）告訴福克斯新聞：“這部電影擁有所有您
想要的東西，將它與原版電影聯繫起來，讓您感到懷舊，帶您回到童年。”
這部新電影的背景和技術與其前身不同，再次為這部 25 年的經典影片注入了新鮮活力。
小演員塞德裏克·喬（Cedric Joe）說：“這是一個關於父親和兒子以及他們之間的誤會的更
感人的故事。”
影星唐·錢德爾（Don Cheadle）說，這部電影將解決關於“人工智能 ”和“社交媒體”理想
主義的幻想。
這位《複仇者聯盟：終局之戰》（Avengers: Endgame）的明星在提到流行的驚悚選集系列
時說：“有一些地方有點‘黑鏡’（Black Mirror）的意味。”

喜劇明星加布裏埃爾·伊
格萊西亞斯（Gabriel Iglesias
）通常嘲笑取消文化，同時在
《太空大灌籃》續集中扮演快手岡薩雷斯的角色。
伊格萊西亞斯滔滔不絕地說：“這部電影在技術層面更上一層樓，這是他媽的 3-D，我認為
它很酷，而第一部電影不是 3-D。”
雖然 36 歲的詹姆斯是這部電影的新手，但他的隊友們認為他非常適合這部新電影。
13 歲的影星喬說：“他是這一代人的偶像（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G.O.A.T.），他在現
實生活中有兒子，也在打籃球。”
馬丁-格林補充說：“我們已經看到他拿到四屆 NBA 的總冠軍，我們看到他成為這個領域的
領導者，我們看到他如此成功，我認為他將所有這些都帶到了這部電影中。”
同樣在《太空大灌籃：新遺產》中擔任主演的著名影星贊達亞（Zendaya） 將於 7 月 16 日
星期五在影院和 HBO Max 亮相。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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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帘听政的张欣，与被架空的潘石屹
谁才是 SOHO 背后的真正推手？
2017年，潘石屹说，SOHO中国有两
个项目永远不能出售：
“外滩SOHO是一个，位置太重要了
；望京SOHO不能销售，太漂亮了我很喜
欢。”
言犹在耳，才4年，潘石屹被自己打脸
，而SOHO中国，被他打了折。
1
对于望京SOHO，潘石屹不能不喜欢
，因为项目的建筑外观设计是张欣主导的
。
她请来了伦敦的扎哈· 哈迪德、日本的
隈研吾，在北京的核心地段建起了“特立
独行”的商业楼群。
SOHO中国的颜色和造型，如果在上
海或者深圳，也许并不突兀，但是在600年
的皇城北京，实在有些突兀。
宋丹丹作为北京土著，就曾经痛心疾
首地发问：“长安街南边那么好的位置，你
盖了那么一大片难看极了的廉价楼（建外
SOHO），把北京的景色毁的够呛，你后悔
吗？”
他们显然是不后悔的。
2002年，建外SOHO拔地而起，日本
设计师最大限度呈现了张欣的理念。潘石屹
专门发文：
“这组建筑，正是一组走出集权的建
筑，它没有装腔作势的建筑符号，没有象征
权力和财富的标志，甚至都没有广场、没有
围墙。”
这时的潘石屹和张欣，还是很恩爱的
，毕竟两人的二儿子潘让还不到2岁。
2
1994年，潘石屹31岁，张欣29岁。
精英都是时间控，非常讲究效率。潘
张二人也不例外。从确定恋爱到确定结婚，
他俩只用了4天。
在很多版本里，海归张欣与“土鳖”
潘石屹的结合，似乎是张欣下嫁了。如果从
家庭背景看，确实是。
张欣1965年8月24日出生于北京，相
比出生在甘肃天水农村的潘石屹，实在是好
太多。她的父母早年旅居缅甸，50年代回到
中国，在外文局做翻译，她的母亲，还曾经
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过缅甸语翻译。
1980年，一个特殊机会，15岁的张欣
跟着母亲去了香港。
那时的香港确实是个花花世界，却没
有想象中的遍地黄金。母女俩栖身在鸽子笼
般的小房间里，惆怅着未来。
从15岁到20岁，张欣去过服装厂、电
子元件厂，5年的花季，她是在工厂流水线
上度过的，每月工资从800元涨到了1000元
。
十几岁的张欣，最大的梦想就是，什
么时候每个月能赚到1400元。
张欣显然不甘心一辈子做流水线女工
。
她向往那些衣着光鲜、出入高档写字
楼的白领，于是每天下工之后，她又开始了
紧张的夜校学习。最终她从流水线工人，成
为了信差，又跳槽做了一家贸易公司的秘书
兼财务。
就在她为自己的进步感到满意时，发
小来到香港，对她说了一句：
“你现在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
英国。”
听到这句话，张欣的内心一定受到了
极大震撼。她努力了五年，才从一个流水线
工人，变成她羡慕的衣着光鲜、出入高档写
字楼的白领。
没想到，这一切在发小看来，竟然
“太糟糕了”！
要强的张欣，决定去英国留学。
但是她没有香港户口，又只是初中学
历，留学手续非常繁琐，并不是她在香港就

能申请下来的。
张欣只好回到内地，寻求祖国的帮助
。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打动了相关部门。毕
竟在1985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那真是
被国家爱惜的人才。
于是相关部门主动帮她办理了出国手
续，甚至还为她申请到了国家资助，期盼她
学成归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就这样，她带着5年攒下的3000英镑
、一本英汉字典、一口炒菜锅，去了英国，
半工半读地完成了高中学业，又进入了英国
排名前十的苏塞克斯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
。
3
张欣很珍惜这个机会，她知道这是改
变命运的时刻。
就像那时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一样，
她完成了紧张的学业，最终不仅获得了经济
学学士，还考入了剑桥大学，攻读硕士。
张欣运气不错，1992年从剑桥毕业后
，进入了巴林银行，不久之后，巴林银行被
美国高盛收购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成
了美国的华尔街精英。
顶着剑桥硕士的学历，还有华尔街金
融精英的背景，张欣又开始思考新的人生：
到底是在华尔街一辈子打工做高级白领，还
是回国找机会做点事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一时间
，全国有志之士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远在华尔街的张欣，敏锐地察觉到了
国内的风向，时刻寻找着回国的机会。
海南的万通六君子，也在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番。
垂帘听政的张欣，与被架空的潘石屹
，谁才是SOHO背后的真正推手？
很快，大洋两岸的张欣和潘石屹，迎
来了二人命运的交汇点。
张维迎，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
学教授，与张欣是剑桥同学。有一天，张维
迎给张欣带来一份资料，万通的“宣言书
”——《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这本小册子，有理想、有野心、有基
于当下的思考，也有面向未来的展望。“万
通六君子”，既关注政策走向，也保持着市
场敏感度。六个人性格和能力互补，在海南
风生水起。
这个小册子，是一份比商业计划书更
加深刻全面的商业蓝图。
拜读之后，张欣可以说是激动万分。
在张维迎和冯仑的引荐下，张欣终于
见到了“宣言书”的作者之一，潘石屹。
“我第一次见着他，穿了一个藕荷色
的西装，戴一大花朵领带，戴一那么大个儿
的眼镜，头发有点儿秃，弄在一边，巨瘦小
的一个人。”
单从外形来看，潘石屹显然没有什么
能打动张欣的。
然而在与潘石屹相处两周之后，二人

确定了恋爱关系。4天后，二人闪婚。
4
英达主持过一档很火的电视节目，
《夫妻剧场》。在节目里，张欣自爆，是她
先追的潘石屹。
“我追的他，而且追得很艰难，他那
时有女朋友，又有刚离开的前妻，简直困难
重重。”
克服重重困难，也要把眼前这个瘦小
微秃的男人拿下，张欣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
。
虽然看上去，张欣的家庭背景要好一
些，但她也是从流水线女工一步步爬到了华
尔街的办公室。在华尔街，她不过是无数精
英中的一个，算不上起眼。
潘石屹，当时已经是万通六君子之一
，独掌万通财务，过手都是上亿资金，谈的
都是上亿的大项目。就算穿着土气、其貌不
扬，那也是如假包换的成功人士。
从年龄上看，潘石屹只比她大两岁，
离婚后儿子跟他，也不过才七八岁。
还有一个好处，那时的潘石屹，在她
面前是有些自卑的。回忆起相识之初，潘石
屹说，“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土鳖’”。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人面前感到自卑
，但是这个人偏偏表现出对你的崇拜，对你
展开疯狂的追求。
这就属于高级攻略了。
很明显潘石屹扛不住这样的攻略，于
是相识两周后，两人确定恋爱。紧接着4天
后，潘石屹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婚姻。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张欣关于婚姻的
秘诀。她说，
“任何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女人
尤其要想清楚，什么样的选择能够将自己的
利益最大化，将弊端最小化？
想明白了，就别犹豫，该放弃时就放
弃，该出手时就出手。
婚姻的智慧，其实就是一种权衡的智
慧。”
所以，对于张欣来说，从来就没有什
么“被爱情冲昏头脑”。
对她来说，婚姻就像一道题。
5
2005年，两人结婚的第十年，婚姻这
道题变成了一道难题：潘石屹有了婚外情。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微妙。
两人在婚姻最初两年里，磨合得非常
痛苦。创业夫妻档遇到的所有问题，他们都
遇到过。
那时候张欣为了挽救婚姻，决定暂时
隐退生子。大儿子潘少和二儿子潘让相继出
生，张欣也决定复出，回归SOHO。
这一次她学聪明了，与潘石屹分工合
作。商业谈判、销售、与政府打交道，这些
交给潘石屹；建筑艺术、空间设计她自己来
。
很快，张欣主导设计的“现代城”获
得了“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这个奖还比较

有分量，又是以张欣个人名义获奖，所以张
欣可谓首战告捷。
而且在现代城，张欣还做了一个首创
，就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成为行规的“样板间
”。
那时候还没有“场景感”“沉浸式体
验”这些说法，就连潘石屹也不能接受样板
间。但是等样板间交付，果然就像张欣预料
的那样，引起了轰动，很多人排队来买房。
潘石屹也服了。
2002年，被宋丹丹痛斥的建外SOHO
横空出世。潘石屹发长文力挺。
就在一切向好，SOHO在中国房地产
界风头无两的时候，2005年，潘石屹出事
了。
这时候，华尔街精英的精明之处就体
现出来了。
张欣一度想把SOHO分家，跟潘石屹
分开。那时SOHO内部人心惶惶，大家甚至
都在考虑怎么站队？
张欣最擅长的“权衡的智慧”，在这
个时候又起了作用。
张欣把潘石屹带到了以色列，两人在
圣地找到了彼此共同的信仰，为这次危机做
了极大缓冲。
经过深思熟虑地“权衡”，以及潘石
屹的妥协，最终张欣没有分家。潘石屹被张
欣严重限制出行，还把他持有的SOHO中国
接近一半的股份，以馈赠方式转让给了张欣
。
潘石屹想得很简单，不管是股份还是
房子，反正只要不离婚，肯定都是夫妻共同
财产。
可是华尔街精英张欣给了第二个方案
：转家族信托，受益人是张欣。
2005年11月25日，张欣持有的全部
SOHO 股份都转入了离岸信托 The Little
Brothers Settlement。
离岸信托设立为不可撤销的全权信托
，张欣是委托人、也是信托的保护人、酌情
受益人，还是家族信托公司的唯一董事，能
对信托和SOHO的决策都有重大影响。
而老潘，不拥有信托的任何收益。
潘石屹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玩儿法。
到了后来，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变得越来越
多。
老潘如果能预知最后的结局，也许当
初就算天仙在他面前，他也不敢多看一眼了
。
6
获得股份的张欣开始逐步将SOHO中
国流程化上市。
2007年，SOHO中国在港交所上市，
融资19亿美元，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商业地
产企业IPO。
张欣还定下了SOHO中国的发展战略
，一如她本人坚持走的精英路线：
坚持做商业地产，只在北上广深一线

发展。
2008年前后，万科和恒大崛起，下沉
二线市场，快打快消。张欣还沉浸在用别致
的造型改变北京的天际线，她甚至认为，
SOHO中国一定能成为中国房地产的老大。
2010年，SOHO中国销售额达到了史
上新高，卖出了238亿元。
张欣在部门会议上提出了战略目标：5
年内一定要超越万科。
说是这么说，但是从2011年开始，张
欣就主导通过家族信托投资投资海外资产，
主要是美国的房产。
比如7亿美元买下纽约曼哈顿广场旁的
港务局长途巴士站大楼；
6亿美元收购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的
49%股权；
7亿美元联合巴西财团收购美国通用汽
车大厦40%的股权。
很明显，北上广深也不能满足张欣的
“精英眼界”，美国才是她的终极梦想。
2012年，潘石屹当年的婚外情又爆雷
，私生女已经7岁了。这次的雷成功地盖过
了王石和田小姐的雷，被业内称为“拯救了
王石”。
经历过2005年，这次张欣显然要淡定
很多。从容不迫地发文，“每一次的考验，
都让我们的婚姻更稳固”。
潘石屹随后转发并留言，“在我摔倒
的时候，张欣总是把我扶起”。
婚姻是不是真的稳固不知道，但是张
欣对SOHO的掌控，已然是越来越稳固。
自2012年起，张欣几乎接管了SOHO
所有部门。
7
从潘石屹二度爆雷的2012年起，SOHO中国就解散了北京和上海的销售部。在
大手笔购入美国房产的同时，也在大手笔卖
出国内的SOHO。
SOHO通过张欣主导的家族信托，逐
渐抛出了国内资产。SOHO的主业，早已从
潘石屹熟悉的国内市场，转到了张欣熟悉的
美国市场。
潘石屹的话语权越来越弱。
垂帘听政的张欣，与被架空的潘石屹
，谁才是SOHO背后的真正推手？
如果只是清空国内资产然后出逃，也许还不
会被人如此诟病。
可是他们越做越过。
武汉疫情潘石屹就喊了一句“武汉加
油”，一分不捐，再无下文；可是对美国的
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捐款过亿，紧接着，
他的两个小儿子分别进入了这两所学校。
垂帘听政的张欣，与被架空的潘石屹
，谁才是SOHO背后的真正推手？
潘石屹对外说，对这两所学校的捐款是为了
资助在哈佛和耶鲁上大学的中国贫困生。
有没有人差点就信了？
张欣一个人，成功带偏了老潘家所有
人。就连潘石屹跟前妻的儿子潘瑞，说话的
腔调跟张欣不敢说很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
质疑国内抗疫、污蔑中印边界的戍边
英雄。诸如此类的言论，时有发表。真的令
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对祖国会有如此之多
的深仇大恨。
8
2018年，美国《名利场》专访张欣，
主持人问：
“你觉得你是个重要人物了吗？被称
作建造北京城的女人，你是那些真的帮助中
国改变的核心人物之一了吗？”
张欣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我是
那些建造了北京的核心人物之一。”
SOHO最终被张欣打了个75折卖给了
美国的黑石。徒留那些怪异的建筑，见证着
她曾经的张扬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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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一次我願意》
郭書瑤性感睡衣露香肩撲蔡凡熙
今年最纏綿的愛情告白電影《再說一次我願意》由去年推出票房鬼片《女鬼橋》的
皮諾丘電影製作，為慶祝電影院在關閉近 2 個月終於能夠 「微解封」 ，片商大手筆推出
購買套票抽鑽石的活動，短短兩週賣破千張電影票，吸引更多觀眾走進影廳，助攻疫情
中想告白的影迷脫單成功。日前蔡凡熙親自開箱套票禮包，在臉書放上多組自拍圖並寫
下： 「這樣願意嫁給我了嗎？」 帥氣可愛的模樣吸引女粉絲大膽留言： 「我願意嫁給你
！」 即將迎來 31 歲生日的郭書瑤打算在家防疫過生日，她也在 IG 感性寫下： 「能有再
一次的機會，是多麽難得可貴，請小心珍惜。」
蔡凡熙在片中獻上象徵永恆的鑽戒向郭書
瑤證明自己的真心，因此在電影套票禮包中看
到鑽石抽獎券時格外感到驚喜，「用小小的錢
就有機會可以收到鑽石，然後再送給身邊喜愛
的人，抽中的話會很開心，也很有價值。」透
露現實中若有喜歡的人，一定會買一份電影豪
禮送給對方，更推薦有另一半的影迷買一份送
給對方，「一起手牽手著打開禮包，一起手牽
著手去看這部電影。」郭書瑤則注重小巧思，
「終結孤單包」電影套票內，有相當貼心的
「終結孤單特別版禮物」，幽默的小巧思讓她
會心一笑。
其實《再說一次我願意》中，不只有蔡凡
熙飾演的路克帥氣獻愛，郭書瑤飾演的小彩更
堪稱「最甜女友」，其中一幕蔡凡熙深夜忙打
電動，冷落坐在身旁的女友郭書瑤，擁有絕佳
身材的郭書瑤直接使出必殺技，穿上性感睡衣
搭罩衫小露香肩，猛然撲向對方，兩人之間不
到 10 公分的近身誘惑，甚至能感受到對方鼻息
，讓男友絕對無法忽視自己的存在。
郭書瑤現實中也是貼心女友，她表示會和
男友一起打電動，還搞笑說：「我不會因為他
打電動而生氣，因為男生打電動比出去玩好！
」認為對方宅在家比較安心，除非男友太過熱
衷投入，嚴重影響兩人相處時光，她才會使出

撒嬌絕招，「討抱抱、討親親！」自信說：
「基本上男生都會埋單！」如果對方還不領情
，她當然還是會「森 77」，直接放大絕：「拔
插頭！」
蔡凡熙則和片中角色一樣是電玩迷，他曾坦
言自己是「台幣戰士」，最近宅在家抗疫，也投
入不少時間在電玩遊戲中，他笑言：「愛情裡不
能剝奪個人時間，電玩是生活必需品！」不過女
友介意時，還是會體諒對方心情，「我會收斂。
」他也透露自己喜歡的另一半特質，就像片中女
主角小彩（郭書瑤飾）的態度，即使看到男友沈
迷電動也沒發火，反倒用浪漫情趣的方式提醒對
方，他大讚：「不鬧情緒、成熟。」
《再說一次我願意》此次和全家便利商店
合作的「翻轉愛情包」和「終結孤單包」套票
（https://linkby.tw/yesorno2021），凡購買套票都
能得到 ALUXE 亞立詩美鑽抽獎券 1 張，預購
期間為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該片擁有幕前幕後
黃金陣容，由公視人生劇展《最美的風景》網
劇《紅色氣球》導演稅成鐸執導、賣座電影
《女鬼橋》《粽邪》迷你劇集《薛丁格的貓》
張耿銘編劇，皮諾丘電影事業有限公司出品，
沅珅科技有限公司、主雅映象有限公司、白色
影像製作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預計於今年
秋季上映。

張震加入 Netflix 韓劇 「蘇利南」

名廚江振誠探訪極點嘗凍魚
像吃鹹魚做的冰凍棒棒糖

張震去年挑戰演技，在「緝魂」演出罹癌
檢察官，15 日又有韓媒報導，張震將加入 Netflix 最新韓劇「蘇利南」（暫譯），與河正宇、
黃晸玟合作，目前已在拍攝中，至於張震的角
色、戲份，目前還未公開細節。
張震與南韓淵源頗深，曾演過金基德執導
電影「窒息情慾」，主演電影「刺客聶隱娘」
也曾踏上釜山影展紅毯，再加上 3 年前主演的
電影「雪暴」拿下釜山影展「新浪潮大獎」，
讓南韓媒體、影迷對他印象深刻，而他參演的
「蘇利南」是耗資約 350 億韓元（約新台幣 8.5
億）的大成本犯罪戲劇，共計 6 集，由「北風
」導演尹鍾彬執導，改編自真實故事，敘述國
情院為了追捕在南美蘇利南販毒的南韓毒梟，
一名民間企業家冒著生命危險，私下展開秘密
作戰的故事，曾以「與神同行」系列在台灣聞
名的河正宇，飾演這名為了賺大錢，意外被捲
入毒品犯罪的男子，黃晸玟則演出南韓毒梟。

受疫情影響，無法出國，不如就
在最新節目「當代料理」裡，跟著名
廚江振誠造訪世界各國，尋訪關於食
物與文化的故事，江振誠前往俄羅斯
薩哈共和國的寒冷極點，將釣起的白
鮭直接擺放冰面，結成當地美食「凍
魚」，他大讚味道非常鮮美，口感有
點像「鹹魚做的冰凍棒棒糖」。
江振誠隨後也跟隨北海道原住民愛
奴獵人紋別的腳步，在森林中獵取今年
出生的小公鹿。江振誠也在愛奴農夫貝

澤太一的帶領下，透過品嘗黃柏雜燴，
認識愛奴文化如何以有邏輯的方式思考
人類與自然溝通、適應環境、共生共存
的智慧。此外，江振誠還有造訪大陸河
北保定，拜訪遵循節氣、以自然農法耕
種作物的農家，聽他們如何以最簡單的
方式生產出最佳品質、用最自然的方式
對待土地，土地也以飽滿的賣力與豐收
回報他們。TLC 旅遊生活頻道「當代料
理」，將於7月20日起，每周二晚間11
點播映。

《詭扯》奪韓富川影展評審團大獎

黑警陳柏霖台味滿出來

國片《詭扯》傳捷報，在 15 日晚
間揭曉的第 25 屆韓國富川國際奇幻電
影節中勇奪「評審團大獎」，評審對
《詭扯》的評語是：「具有獨特的視
野風格，詭譎多變的情節，不僅製造
出緊張感，身份反轉的意外更讓人驚
喜。」電影符合奇幻影展的精神因而
獲評審高度讚賞與青睞。
演員們獲知得大獎，都非常開心
，在韓國具有高知名度的陳柏霖在第一
時間感謝富川影展評審與所有觀眾的支
持。「真的非常驚喜和開心，這應該是
我拍過最多奇特元素的電影，希望到時
正式上映時，可以一起到電影院，感受
這一段荒謬且又有趣的旅程。」
《詭扯》是台灣首部奪得韓國富
川影展評審團大獎的電影，男主角之
一的陳以文獲知得獎喜訊時表示，這
部動作喜劇電影的演員沒有一個是一
般人認知的喜劇演員，但也就是這樣
，反而呈現出一種特別荒謬的喜感。

這位金馬影帝還以「本來戳這裡會癢
（一般人慣看的喜劇），沒想到戳那
裡也會癢」來形容《詭扯》在喜劇整
體表現上的獨特。
陳以文看到演員們對表演傳達的
極致熱情非常感動，也大讚陳柏霖大
大翻轉昔日形象，「除了使壞，還加
入了很台的草根味和突如其來的笑點
，角色即使是黑吃黑的警察，還是會
讓觀眾非常喜歡他。」
除了激賞陳柏霖的表演，陳以文
還特別提及扮演「老楊」的劉冠廷，
「劇本裡的老楊角色讀起來就覺得很
有趣，他不僅保有劇本角色的精神，
還絞盡腦汁想辦法擴大，無論是造型
或表演方式，精彩中之精彩， 觀眾一
見到他就會想笑。」陳以文提及百白
的表演時，也誇讚「她的說話、肢體
，根本就是個村婦」，並大大讚賞在
電影中不時起乩的洛可杉，「我真的
差點不小心笑出來，他太棒了。」

愛漫遊
愛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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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裏鄉村”安徽宏村景色宜人

美麗鄉村系列

重慶銅梁打造田園生態旅遊
▶在安徽黟
縣拍攝的奇
墅湖風景

現在，雖然仍受疫情影響，未能到處旅遊，不過筆者發現，中國很
多地方的鄉村風景極為美麗，不少省市為了推動鄉村振興，打造其特有

◀宏村景區
久雨漸晴，
湖光山色，
夏景如畫。

的村莊美景。當中，素有“中國畫裏鄉村”美譽的安徽黟縣宏村，景
色宜人，南湖沿岸綠樹臨水，與徽派古民居交相輝映，美不勝收。
同時，著名的“中國民間藝術之鄉”重慶銅梁，以龍燈藝術享譽
海內外，近年來更努力打造田園美景，推動銅梁區的鄉村振
興。

●安徽黃山宏村美景

●文︰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圖︰新華社、中新社

安徽宏村徽式建築美

宏村，安徽省黟縣宏村鎮下轄行政村，是
中國傳統村落，位於黃山西南麓，始建於南宋
紹興年間，是一座“牛形村落”。整個村莊從
高處看，宛若一頭斜臥山前溪邊的青牛。雷崗
為牛首，參天古木是牛角，民居為牛軀，水圳
為牛腸，月沼為牛胃，南湖為牛肚，河溪上架
起的四座橋樑作為牛腿。
宏村三面環山，布局基本上保持坐北朝南
狀，基址處於山水環抱的中央。宏村的古建築
為徽式建築，粉牆青瓦分列規整，檐角起墊飛
翹，整個村落選址、布局和建築形態，強調天
人合一、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理想境界，使
宏村村落的整體輪廓與地形、地貌、山水等自
然風光和諧統一。

宏

宏村現完好保存明清民居 140 餘
幢，主要景點有月沼、南湖、南湖
書院、承志堂、宏村水圳、古樹、
樹人堂、明代祠堂、樂敘堂等。
2000 年，以宏村為代表的皖南
古村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2011 年 5 月 5 日，
宏村景區被國家旅遊局正式授予“國
家 5A 級旅遊景區”稱號。2012 年 12 月
17 日，宏村被國家住房城鄉建設部、文
化部、財政部聯合公布為第一批中國傳
統村落。早前，宏村景區久雨漸晴，湖光
山色，夏景如畫，遊客紛至沓來，徜徉畫裏
鄉村。

村

◀遊客在
宏村遊玩

重慶銅梁區農旅融合

近年來，重慶市銅梁區把結構調整和群眾增
收、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結合起來，積極實施綠化
美化工程，推動產景融合發展，為全域推進鄉村振
興打好基礎。銅梁區位於長江上游地區、 重慶市
西部、重慶大都市區、城市發展新區等，是銅梁龍
燈的發祥地，銅梁龍燈是一種古老的傳統民間藝
術，始於明朝，既是彩紮的龍和燈，又是以龍和燈
為道具的舞蹈，是集舞蹈、音樂、美術、手工藝品
為一體的銅梁民間綜合藝術。
而且，銅梁龍燈品種眾多，分龍燈和彩燈兩大
系列。龍燈系列陣容強大，主要有氣勢恢宏的銅梁
大龍，端莊威嚴的正龍，激越火爆的火龍，古樸豪
放的稻草龍，典雅靈秀的荷花龍，鏗鏘
悅耳的竹梆龍，以及多姿多彩的彩龍、
扁擔龍、板凳龍、滾地龍等。彩燈系列
幽默風趣，主要有大鳳凰、亮獅、開山
虎、魚躍龍門、犀牛望月、十八學
士，以及三條鮮、泥鰍吃湯元、
雄雞戲蜈蚣等。各種龍燈、彩
燈因其品類不同而舞蹈各
異，可以根據需要隨意組
合，既可在舞台上作專業
演出，也可在廣場上作
大型表演。早前，2021
年中華龍師大賽（重
慶銅梁站）舉行龍舞
專場演出，為參賽隊
員和當地民眾帶來
一場視覺盛宴，當
天在銅梁奇彩夢園
龍舞廣場，銅梁火
龍正在表演。

另外，地處銅梁近郊的土橋鎮，也是銅梁西郊
鄉村振興示範片的農旅融合發展鎮，近兩三年來，
土橋鎮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鄉村清潔行動納入鄉
村振興的重要內容，透過推行積分制，鄉村環境面
貌煥然一新，其中的六贏村獲評重慶市美麗宜居村
莊。至於重慶市銅梁區南城街道西來村玫瑰島，成
為了生態旅遊的熱點，當地擁有二十畝玫瑰花種植
場，周邊也種了不少美國繡球花，吸引不少遊客賞
花兼取景拍照。早前，不少遊客便在西來村玫
瑰島賞花遊玩。

▲俯瞰安徽黃
山黟縣宏村

趣遊
香港

▼ 遊客在土橋
鎮荷花苑遊
玩。

●通往歷史博物館的梯級，成為城市打卡景點之一。

民宿
▲土橋鎮農家
●畫作融入不
同動物元素。

銅
梁

●重慶市銅梁區
土橋鎮美景

▼遊客在玫
瑰島賞花遊
玩。
◀銅梁區南
城街道西來
村“鄉村會
客廳”

懷舊建築畫作拾級而上
走在尖東，
香港歷史博物
館、香港科學
館的位置，
相信大家應
該知道，但
原來在這些
博物館前的
樓梯，細看
●近看畫作
下，一幅大
大的畫作鋪設了整個梯級，近看之下，原來是一幅幅懷舊
建築物，如站在梯級上，你可近距離與這些懷舊建築打卡
拍照。而且，在這條大約三十多級的樓梯上，還放有一些
動物畫作，如貓、雀鳥，甚至在梯前的女人及燈柱等，可為
大家構成一張美麗相片。
同時，在漆咸道南的街道上，也種滿了樹頭菜，這是香港
普遍種的路邊樹品種，近年也有引種鈍葉魚木，一直沿用的
“魚木”名稱是指“魚木屬”，實質 Spider Tree 正確中文名稱是
“樹頭菜”。當天有幸看到滿樹開花，初時還不知道是什麼花
種，經查核後，得知是魚木樹，又名樹頭菜，是白花菜科，其花
真的很特別，花較大，花白或淡黃色。不過，現在已經過了夏
至，黃花應該準備結果，漿果卵形或橢圓形，橙褐色。所以，大
家如想欣賞這些特別的花，也可等到 9 月短暫開花時一看。或者
在明年3月春天時長葉後開花，就會看到這樹頭菜花的美景。
●文、圖︰從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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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 6: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
！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怎樣將您的愛車
賣出好價錢！美南電視 15.3《修車師姐》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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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
隨地收看 youtube 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一年新冠禁足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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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