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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R O 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713-739-4953 。

现在申请
扫描此处或访问
WorkforMETRO.org

员工奖励
公交司机最高
4,000 美元* 

8,000 美元* 

我们正在招聘
公交司机和机械师

*仅限新员工，六个月后支付奖励。
申请者必须能使用英语阅读、书写和交流。

公交机械师最高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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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夏季團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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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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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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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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 月1 日，香港首
宗《國安法》案件之被告
人唐英傑，被控煽動他人

分裂國家罪成，香港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本週裁定唐英傑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名成立，案件有所判決，其中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判囚6年半，恐怖活動判囚8年，當中兩年半刑
期同期執行，共判囚9年。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於庭外
表示，被告將會就兩罪定罪及刑期進行上訴。

審判結果公佈后，引發西方廿多個國家的批評。德國人權政
策與人道援助辦公室專員柯夫勒女仕(Bärbel Kofler) 指出：首宗
《港區國安法》案件判刑 過於嚴厲。

柯夫勒認為大陸政府對唐英傑案明顯地借《港區國安法》用

以壓制異見聲音，她重申
，獨立的司法制度以及基
本的人身自由，對香港未
來仍然是必不可少。

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於庭外表示，被告將會就兩罪
定罪及刑期上訴。

散庭後，唐英傑胞妹難免飲泣，需要由身旁親友擁抱安慰，
有家屬向唐英傑高喊 「撐住」，唐英傑則回應說： 「你哋都要撐
住」。代表被告的大律師劉偉聰在庭外轉述唐英傑的說話，指唐
英傑感謝公眾關心和支持，並稱時間會過得很快， 「佢會撐住，
大家都要撐住，好似香港運動員一樣」。

大批市民於判刑後，在高等法院附近的太古廣場天橋上，目
送唐英傑囚車離開。更有大批軍裝警員（留意： 是軍裝，一定
是怕市民有槍了），到場驅趕市民，隨後更拉起封鎖區旗幟，禁
止市民於天橋上逗留。更另外有警員在天橋下、高院停車場門外
的電車站附近，截查市民，一派風聲鶴唳、怕得安死得樣子。

其實首宗《港區國安法》案件審訊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議，
就拿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口號來爭論：

控方專家劉智鵬解釋 「光時」，乃從當權者手中奪回香港。
辯方專家認為單憑口號判斷被告意圖全不合理，此兩字不代表要
推翻政權，因為香港不曾有過主權，如何需要重奪呢？至於解釋
「光時」兩字，存在多種不同意義。按照法院一向慣例，疑點歸

於被告，這次唐英傑案件，即使不是無罪釋放，頂多也只是收監
3、5 年。

控方全力爭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 「分裂國家」或
「港獨」的含意。意圖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

出去的含義，辯方專家證人、香港大學行政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李詠怡引用元朝陳祖仁用 「光復」二字，意思是指恢復舊有秩序
，並非意指推翻政權。

可惜由中國大陸指定的國安法法官來定案，唐英傑又怎能不
被重罰？輕判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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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傑案判刑嚴厲 德國認為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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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是來自中港澳台、
又抑或是星馬秦越，只要你是華
人，你愛食唐餐，那麼你一定知
道在調味佐料方面，必然離不開
李錦記蠔油。今天向諸君介紹的
傑出人物，正是李錦記集團、李
錦記家族第三代傳人李文達主席
，

他剛於上週一逝世，享年九十
一歲。

李錦記集團於網站內刊登訃告
，沉痛悼念這位一代 「耗油大王」。李文達乃在十多位家人的陪
伴之下，安詳離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亦對李文達的辭世深感哀痛
，形容他是一位成功商人及傑出的工業家，他將承傳上一輩的祖業
，發展成為一家家喻戶曉、中外馳名的中式醬料王國，產品銷售至

全球七大洲、四大洋，成就卓越，無人不知、那個不曉。李文
達在2020 年最新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排名榜上，名列第六
，財富估計達到一百七十四億美元。
李錦記家族表示，李文達一生高瞻遠矚，創新求變，成功帶領

李錦記從香港走向世界，讓百年品牌煥發生機，成為國際知名的醬
料和調味品品牌；訃告提到，他確立弘揚中華飲食文化和養生文化
的兩大使命，開創了集團多元化、持續發展的新里程。

此外，李文達多年來致力弘揚中國傳統與飲食文化，並熱心公
益，設立慈善基金，支持中港兩地慈善和社會服務。其本人亦關心
國家發展，在內地參與城鄉建設，扶貧助學。訃告指出： 李氏家
人及企業員工上下，沉痛悼念李文達，並將以他為典範，永遠創業
、永不封頂。

資料顯示，李錦記原創辦人乃李文達祖父李錦裳。李錦裳生於
一八八八年出生在廣東省珠海南水鎮。少有大志，剛過弱冠之年，
便製造出香味四溢的蠔油來，為此便創立了李錦記，大展拳腳。其
後由廣東鄉間，遷到澳門發展，有了子孫兩代，李文達正是出生在
素有 「蓮花寶地」之稱的澳門，初中畢業後先往外闖，吸取社會經
驗。於一九五四年後便回歸家族事業，協助父親李兆南管理業務，
到了一九七二年，便由他繼承祖業，接任主席一職，成為李錦記集

團的掌舵人到了1960年，李氏家族的大房及二房，有意出售李氏
家業，並且有意移居海外，於是李文達在其父李兆南支持下，向另
外兩房收購李錦記餘下股份，形成獨攬李錦記王國。

自此之後，李文達先後引入海外最新的管理文化及科學技術，
讓李錦記集團逐步成為大企業。這位得意男孫，成為李錦記創辦人
李錦裳的第三代傳人。繼承祖業，大放異彩，人稱 「蠔油大王」。
同時他亦藉著美國總統尼克遜於1971 年到中國訪問後，唐餐在美
國一片火紅，更緊接美國獲得中國贈送熊貓的契機，在北美市場推
出 「熊貓牌」蠔油， 「風承火勢」，令到李錦記耗油大賣特賣，不
獨北美風行，更聲振全球！
李文達一生以 「發揚中華優秀飲食文化」及 「弘揚中華優秀養生文
化，創造平衡、富足、和諧的健康人生」為集團兩大使命，並秉承
「務實、誠信、永遠創業精神」及 「思利及人、造福社會、共享成

果」的核心價值觀，帶領李錦記繼續昂首邁步猛進。
李文達於二〇一〇年獲港府頒授銅紫荊星章，二〇一八年再獲

頒授銀紫荊星章，以及於二〇一二年獲星島新聞集團頒授 「傑出領
袖獎」。他又以一百七十四億美元財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
豪榜》第一百一十一位，在最新《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二〇二一中
，排名第六。

COVID-19病毒，侵害
全球各國公民已有18 個月
。疾情來到今年 4 月，似

乎受到控制，感染人數也日益減少，各地政府與各地民眾，開始
逐步解封困擾年多以來的防衛措施。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名叫
Delta的變種病毒，發自印度恆河沿岸，以無比迅猛的速度，火
速擴散 至全球，尤以7 月份受感染的病例飆升得最為快速，筆
者行文在周三（8月4日），由於Delta變種病毒在疫苗接種率較
低的地區肆虐，全球COVID-19感染病例數量，己超過了2億。
根據加拿大《金融郵報》（The Financial Post）報導，統計數據
顯示，在240個國家中，至少有83個國家的感染病例數量，呈上
升趨勢，並給醫療體繫帶來壓力。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
博士在本週表示：“雖然我們迫切希望結束這場疫情，但顯然，
COVID-19還沒有結束。因此，我們的戰鬥，必須再持續一段時
間。”

世界上至少已有2.6%的人口被感染過。而由於許多地區的檢
測能力有限，真實數字可能會更高。根據路透社的分析，如果把
感染者當作是一個國家的人口，那麼它將是世界上人口第八多的
國家，僅次於非洲的尼日利亞。

根據分析報告，COVID-19感染病例數量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才突破1億大關，而眼前接下來的1億，只用了6個多月
。根據記錄的數據顯示，該疫情已在全球造成近440萬人死
亡。

報告感染病例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巴西、印度尼西亞、
印度和伊朗，數量佔全球每日報告病例總數的38%。

美國占全世界報告感染人數的七分之一。儘管美國70%的成
年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但是在佛羅里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
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州，住院的COVID（中共病毒）感染者人數
，仍然創下歷史新高。路易斯安那州一家醫院的院長警告說，
“最黑暗的日子”還未到來。

在嚴重的病例中，未接種疫苗的人士，佔97%左右。
再轉往亞洲方面來看，東南亞國家的感染病例數量，也呈上

升趨勢。根據路透社的分析，該地區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8%，
而每天報告的感染病例，幾乎佔全球病例的15%。

印度尼西亞7月份的COVID-19感染病例數量，呈指數增長
，報告的死亡人數，在周三超過10萬人，成為全球平均死亡人
數最多的國家。全世界每天報告的疫情死亡人數中，有五分之一
來自這個國家。衛生部長佈迪‧古納迪‧薩迪金（Budi Gunadi
Sadikin）週一（8月2日）表示，這個東南亞國家的目標，是希
望在9月份，逐步重新開放經濟。能否成事，他指出要看每天的
確診病例數量，能否出現下降趨勢。

在經歷了4月至5月最嚴重的疫情后，印度的感染病例數量
，又再次呈上升趨勢。 7 月 30 日，該國報告了 44,230 個新的
COVID-19 的感染病例。這是三週來最多的一次，加劇了人們
對第三波感染浪潮的擔憂，這波感染，已經迫使印度一個州，實

施了疫情封鎖措施。
中國的武漢市，也是COVID-19 病毒於2019年底首次出現

的地點，在確認新出現了國內首例Delta變種病毒感染病例後，
對該市1,200萬居民進行病毒測試。自去年5月中旬以來，該市
沒有報告出現本地感染病例。

Delta變種病毒正在顛覆人們對 該病毒的所有假設。疾病專
家正忙著研究，這種最新版本的病毒，是否會讓人們，尤其是未
接種疫苗的人的感染病，比以前更嚴重。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在一份內部文件中說，
這種變種病毒，首先在印度被發現，它的傳染性與水痘一樣，比
普通感冒或流感更具傳染性。

梅奧診所（Mayo Clinic）的疫苗科學家格雷戈里‧波蘭德博
士（Dr. Gregory Poland）對此表示，一個關鍵問題是，目前的疫
苗可以阻止疾病，但它們不能通過阻止病毒在鼻腔內復制來阻止
感染。

他說：“因此，我們目前擁有的疫苗，不會成為最終的全部
。”“我們現在處於自己造成的局面，到目前為止，這種局面還
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才能被擊敗。我們將繼續工作，直到我們得
到一種能夠提供同時阻斷感染及患病的能力的疫苗。”

許多國家仍然面臨測試包、藥品和疫苗的短缺。在較貧窮國
家，Delta變異株給當地衛生保健服務帶來了壓力。富裕的國家
被敦促捐贈更多的疫苗，以遏制全球範圍內的疫情爆發。

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報告草稿顯示，世界衛生組織（WHO）
正在尋求115億美元，以對抗Delta疫情爆發，人們擔心富裕國家
會在一定程度上，繞過了WHO的COVID-19的援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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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蠔油大王」 百世留芳

Delta 病毒擴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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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和英特爾公司於八月三日宣佈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英特爾將為HCC的人
工智能 (AI) 課程提供部分教材、師資培
訓、技術顧問、與學生實習與訓練的機
會。消息一出來，許多在休斯頓對人工
智能有興趣的人士都感到非常振奮。

繼微軟公司和亞馬遜，英特爾最新
加入

繼去年HCC與微軟公司和亞馬遜建
立合作夥伴關係，支持 HCC人工智能課
程之後，英特爾又成為最新一家與
HCC 合作的行業領導企業。2020年秋季
，HCC成為德州第一所、也是全美第二
所推出人工智能課程副學士學位的學校
，此課程即結合了微軟和亞馬遜的合作
。

英特爾的教學內容將有助於在數據
收集、人工智能建模、和編碼方面教導
學生，同時探索人工智能的社會影響。
英特爾將提供技術諮詢、教師培訓、學
生實習和指導。

共同建立高科技隊伍
HCC 總校長 Cesar Maldonado 博士

表示: 「HCC與英特爾的合作夥伴關係展
現雙方共同的社會承諾，英特爾以多元
化和包容性為重點的計劃，與 HCC 致
力於服務多元化社區所做的工作，兩者
可說是完美匹配。雙方都志在幫助建立
一支具有與當今經濟和生活需求息息相
關之技能的高科技團隊。」

今年早些時候，六名 HCC 教職員
工已提前接受了英特爾的培訓，以著力
引領學生能夠在高科技、醫療保健、和

航空等領域獲得前景無限的人工智能職
業。

HCC 是全美 11 個州中獲得英特爾
支持的社區大學之一，英特爾計劃為
800,000 名學生提供人工智能副學士學位
課程，目標是幫助學生進入高科技、醫
療保健、商業、製造、汽車、工業 、航
空和其他大需人工智能人才的領域。

未來對人工智能需求將呈指數級增
長

負責監督英特爾與大學合作的高管
卡洛斯•康特雷拉斯 (Carlos Contreras)
表示: 「最近的研究顯示，未來對人工智
能技能的需求預計將呈指數級的增長，
我們相信，人工智能應該由不同視野、
經歷和背景的人共同來造就，社區大學
可以幫助吸引大量學生，社區大學提供
了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大眾化的機會，因
為它的學生來自十分廣泛和不同的背景
。」

人工智能是一門探索機器模擬人類
智能的科學，幾十年來，它已經在生活
的各個領域得到了越來越尖端高級和廣
泛的應用。HCC西南區校長兼 HCC勞
動 力 教 育 副 總 校 長 Madeline Buril-
lo-Hopkins博士表示，HCC 四年前就開
始規劃開設人工智能學位課程，因為這
個領域對休斯頓、和美國的經濟及所有
行業都至關重要。目前已招收近60名學

生。
她進一步說明: 「我們與英特爾的合

作夥伴關係，是進一步擴展HCC課程的
自然進程。休斯頓地區有美國宇航局
NASA、德州醫療中心、休斯頓港、石油
能源公司、和眾多的各類商企業，我們
看到了對人工智能專業知識技術的需求
不斷上昇，學生在此領域獲得高薪職業
的前景十分廣闊。」

打造人才管道，滿足行業需求
HCC 數字和信息技術卓越中心代理

院長 Jim Livesey 表示: 「HCC致力於打
造這條人才管道，以加速休斯頓地區的
經濟增長，並且滿足緊迫的各行業需求
。與英特爾的合作夥伴關係是 HCC 與
科技行業近年來合作的最新成果，希望
能設立滿足當前行業需求的課程。

這種合作關係更大大增強了 HCC
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已經有的成績，數
年來，HCC與蘋果、微軟和亞馬遜合作
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將使我們的課程陣
容更加強大。」

Livesey 說: 「在 HCC 於 2017 年首
度開設編程學校來教授 蘋果 的 Swift語
言App 開發 課程之後，數年來我們與 蘋
果的合作非常成功。現在，和全球性大
公司拓展到了人工智能教育領域，我們
的副學士學位包含授予學生在 微軟公司
的 Azure 和 亞馬遜網雲端路服務（AWS
）方面培訓的證書。

協調 HCC 人工智能教育項目的教
授 George Brown 博士表示，學生將從學
習英特爾提供的教材中獲得巨大信心，
在英特爾實習對他們來說尤其有價值，
英特爾的半導體芯片技術廣泛應用於各
個行業，學生可以了解到各種有關職業
的前景，這是在HCC學習人工智能的學
生的一個巨大的優勢。」

欲報名申請學習人工智能，或了解
更多詳情，請上網 hccs.edu/ai 或致電
713-718-7631。

關於 HCC：
休斯頓社區大學 (HCC) 由 14 個卓

越中心和眾多衛星校園組成，通過為個
人在日益國際化和技術化的社會中生活
和工作做好準備，為大休斯頓地區的不
同社區提供服務。HCC 是美國最大的單
一認證的開放式社區大學之一，提供副
學士學位、證書、勞動力培訓和終身學
習機會。

關於英特爾：
英特爾致力於擴大數字化準備，以

覆蓋 30 個國家/地區的 30,000 家機構中
的 3000 萬人。這一承諾是公司最近宣布
的 2030 年目標和全球影響挑戰的一部分
，強調了英特爾使技術完全包容、並擴
大全球人民數字準備程度的目標。英特
爾承諾植根於其創造改變世界的技術，
以豐富地球上每個人的生活的目標。

強強聯手強強聯手! HCC! HCC與英特爾合作與英特爾合作 打造人才管道打造人才管道
增強人工智能學位課程增強人工智能學位課程 微軟公司和亞馬遜並肩支持微軟公司和亞馬遜並肩支持

【美南新聞泉深】在東京奧運會上，沒有什麽比周
叁在奧林匹克體育場的400米欄競爭更令人期待的事件
了，這是曆史上最快的女子 400 米欄比賽。

美國名將希德妮·麥克勞林（Sydney McLaughlin）在
2020年東京奧運會女子400米欄決賽中打破了自己創造的
世界紀錄，就在挪威選手卡斯滕·沃霍爾姆以 45.94 秒的
成績刷新男子 400 米欄世界紀錄並獲得金牌後的一天，麥
克勞林以夢幻般的表現贏得了她的第一枚奧運會金牌。美
國同胞達利拉·穆罕默德（Dalilah Muhammad）也打破了
世界紀錄，獲得銀牌。荷蘭的費姆克·博爾（Femke Bol）
獲得銅牌。她在前往東京時也受到了很多關注，因為 21
歲的她一個月前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鑽石聯賽中將自己的
個人最好成績降低到了 52.37 秒。

麥克勞林跑了 51.46秒，打破了她之前 51.90 秒的世
界紀錄。穆罕默德也只跑了51.58 秒，也打破世界紀錄。

在過去的幾年裏，麥克勞林和穆罕默德一直在改寫她
們的賽事記錄，所以他們跑出如此精彩的比賽並不令人意
外。賽前，有關人士表示，她們的偉大表現已經基本預料
到她們中的一個或兩個人將在決賽中再次打破世界紀錄。

31 歲的穆罕默德近十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子
長跨欄運動員。她在 2013 年世錦賽上贏得了她的第一塊
銀牌。她又贏得了 2016 年奧運會金牌、2017 年世界錦標
賽銀牌和 2019 年世界錦標賽金牌。雖然她的對手麥克勞
林比她小 10 歲，但她不願意讓步。

麥克勞林和穆罕默德之間有過各種引人注目的章節。
在 2019 年的世錦賽上，穆罕默德以 52.16 秒的成績擊敗
麥克勞林，以低於自己的世界紀錄 0.04 秒的成績奪冠。

但在 6 月的美國奧運會選拔賽上，麥克勞林——通常
被認為是神童——滿足了她從十幾歲起就一直籠罩在她身
上的巨大期望，她以 51.90 秒的時間打破了穆罕默德的世
界紀錄，穆罕默德獲得第二名。

31 歲的穆罕默德以奧運會衛冕冠軍的身份來到東京
，為了早早取得冠軍，她一直跑在前面，但是麥克勞林在
最後一個轉彎處逐漸跑在前列，並在最後幾米中超越了她
，獲得冠軍。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美國選手麥克勞林刷新世界紀錄贏得 400米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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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宣布向河南捐赠5000

万元物资，鸿星尔克一时之间成为

“国货之光”。

就在鸿星尔克被“捧上神坛”的

同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7月 24日，有网友对鸿星尔克捐

赠5000万物资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

豆瓣等社交网站上，也有部分网友对

鸿星尔克捐赠事项提出了疑问。

随后，壹基金、郑州慈善总会纷

纷发表声明，对鸿星尔克捐赠的事情

作出回应。

另外，还有网友提出鸿星尔克是

外国法人独资企业，并且正濒临破产

。

究竟真相为何？

鸿星尔克宣布捐赠5000万物资

“只捐出20万瓶矿泉水”引质疑

“上午10点多的鸿星尔克门店，

顾客就挤爆了”，从事体育用品销售

行业的王星说。

在王星发来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鸿星尔克的门店客流如云，前来购买

的顾客络绎不绝。不止线下销售火爆

，鸿星尔克在过去一周内（7月 17日

至23日），仅在抖音的直播就已实现

超过7700万元的销售额。

就在鸿星尔克被“捧上神坛”的

时刻，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7月 24日，有网友发表文章《捐

了20万瓶冰露矿泉水的鸿星尔克，怎

么捐出5000万物资？》，对鸿星尔克

捐赠的5000万物资打出了问号。

上述文中说到：“自从7月 21日

宣布要捐赠5000万的物资，到7月23

日晚上16点，通过公开可查的数据，

鸿星尔克仅仅通过壹基金捐赠了20万

瓶冰露矿泉水。”、“淘宝均价差不

多1瓶1块钱，这次的物资差不多价值

20万。”

壹基金于7月 24日发布的微信文

章中，确实提到了鸿星尔克捐赠的5

万支瓶装水已于23日送达郑州，后两

天陆续还将送出近15万支瓶装水至河

南更多受灾社区。

此外，上述文章还列举了郑州慈

善总会的两份捐款情况公告，表示在

里面并没有找到鸿星尔克的名字，

“也就是说截至目前，根据公开可查

的信息，鸿星尔克只捐出了20万瓶冰

露款泉水，距离引爆热搜让全网追捧

的5000万，还相去甚远。”

自媒体发文质疑鸿星尔克

疫情期间曾“捐赠1000万”？

在豆瓣等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

网友对鸿星尔克提出疑问。有网友发

帖称，鸿星尔克连续两年跟“壹基金

”合作，每一次捐赠的都是“物资”

而不是现金。

在鸿星尔克官方微博上搜索发现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时，鸿星尔克于

2020年 1月 30日表示，携手壹基金捐

赠1000万元物资，包括防寒服、消毒

水及口罩等。此次河南郑州洪涝灾害

，鸿星尔克也是通过壹基金和郑州慈

善总会捐赠了5000万元物资。

连续两年与壹基金合作、捐赠

“物资”而不是现金本无可厚非，真

正让网友质疑的，是鸿星尔克捐赠的

物资到底有没有1000万元。根据壹基

金出具的“抗击新冠疫情项目阶段性

捐赠收入和指出的专项审计报告”，

在2020年1月22日至12月31日捐赠收

入前十名的名单中，并没有看到鸿星

尔克的名字。

可以看到，前十名的企业中既有

捐款也有捐物，金额在 200 万元至

1500万元之间，但鸿星尔克声称捐赠

物资1000万元却并没有出现在前十名

的表单中。

7月 25日，对于鸿星尔克向河南

灾区捐赠物资事宜，壹基金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正在和企业沟通，

会尽快如实做出公示和披露。”

但是，对于鸿星尔克在新冠疫情

期间的捐赠1000万元物资是否属实，

壹基金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回应：

“一切以壹基金的官方公示为准，壹

基金一定做到公开透明。”

鸿星尔克非“国货”？

其运营公司确为外国法人独资

除了对鸿星尔克捐赠物资的质疑

，还有网友提出：“鸿星尔克营销自

己是爱国的国货，却被扒出是外国法

人独资企业”。

天眼查APP显示，鸿星尔克的运

营公司全称为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鸿星尔克

”），于2000年6月8日在福建省泉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

表人吴荣照。

发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上，显示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为外国法人独资。

实际上，在2013年12月31日，福

建鸿星尔克的股东变更为冠基投资有

限公司100%持股。根据天眼查APP，

冠基投资有限公司是在英属维尔京群

岛注册。

但是鸿星尔克（厦门）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鸿星尔克（厦门）实业有

限公司等均为国内自然人独资，分别

由吴荣光、吴荣照100%持股。

京师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法律事

务部主任毛伟对分析，公司在维尔京

群岛、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一般有两种

情况：一是为了免税，二是为了方便

境外上市，将母公司注册在维尔京群

岛。搭建VIE架构，用协议形式控制

境内主体，也是一种常见做法。

是否濒临破产？

前年去年均上榜福建民企百强年营收

过20亿

近年来，鸿星尔克淡出大众视野

，不少网友甚至以为鸿星尔克快“破

产”了。

7月 25日，鸿星尔克董事长吴荣

照在个人微博表示，公司近几年经过

调整，已经取得一定的收益，转型过

程依然艰难，但没有“濒临破产”。

2005年11月14日，鸿星尔克在新

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了业内第

一家在海外上市的服装品牌，早于安

踏和特步等公司。

2011 年 2月，鸿星体育被指 2010

年财报有问题，其财务报表中现金和

银行存款项目下为14.17亿元，但是审

计发现只有2.63亿元，虚增现金和银

行存款达到11.54亿元。而后，鸿星体

育被停牌。

检索发现，根据晋江经济报微信

公众号，2019年鸿星尔克上榜福建民

企百强榜，位列第81位，并且公布了

其营业收入为222739万元。2020年，

鸿星尔克再次上榜福建民企百强榜，

位列第82位，其营业收入为284334万

元。至于鸿星尔克具体的利润数字和

更详细财务情况，暂无官方数据。

这个营收成绩相比安踏、李宁、

特步国际、361度来说，还是差得很远

。2020年，安踏、李宁、特步国际、

361度全年分别营收355.1亿元、144.57

亿元、81.72亿元、51.27亿元。由此看

来鸿星尔克还不如安踏的十分之一、

李宁的五分之一。

在鸿星尔克今年举行的品牌战略

云发布会上，其相关负责人表示，鸿

星尔克将加强地县级市场布局。6月

11日，鸿星尔克在官方公众号发文称

，在端午节前后，鸿星尔克近200家

新店即将与各省市消费者见面，此次

开业的门店遍布全国28个省份。

鸿星尔克：

分两部分捐赠，稍后回应详情

在种种质疑声中，开始出现“鸿

星尔克营销过度被反噬”的评论。

有网友在微博评论到，建议公司

做好5000万元物资明细，鸿星尔克总

裁吴荣照回应称：“请网友们放心，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事了。”

或许是为了回应舆论的质疑，鸿

星尔克在今日凌晨3点25分公布了捐

赠的具体情况：“鸿星尔克通过郑州

慈善总会捐赠的3000万元物资、壹基

金2000万元物资正在紧罗密鼓地运输

及发放中！”。

也就是说，鸿星尔克承诺捐赠的

5000万元物资，分成了两部分，其中

3000 万元交由郑州慈善总会，另外

2000万元则通过壹基金来捐赠。对于

捐赠的进展，鸿星尔克也提到“目前

正在运输和发放中”。在微博配图中

可以看到，捐赠物资包括矿泉水、方

便面等，已经运送到了郑州市金水区

凤凰台税务局、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7月 25日中午，联系到吴荣照担

任会长的福建省青年闽商联合会，该

会秘书长表示吴荣照上午正在忙着指

挥调拨救灾物资，将近中午的时候在

开会，稍后鸿星尔克公司会进行正式

回应。

随后，吴荣照也在个人视频号中

回应，鸿星尔克将会根据两个慈善机

构的需求，陆续履行捐赠承诺。“我

们只是凭着初心，在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请不要神化鸿星尔克。”

郑州慈善总会：

捐赠2900万物资，100万善款已到账

7月 25日上午，拨打了郑州慈善

总会的电话，当提到鸿星尔克捐赠的

物资时，对方工作人员表示：“太多

人打电话来问鸿星尔克捐赠的事情，

目前我们有专人对接鸿星尔克”。

根据郑州慈善总会的提示，采访

到了负责鸿星尔克捐赠事宜的募捐三

部王部长。

“在7月 21日，鸿星尔克的子公

司厦门展乐电子商务就跟郑州慈善总

会签订了协议，约定的内容就是2900

万元的物资和100万元善款。现在100

万元善款已经到账，2900万元物资是

分批次运送的。”王部长对说到。

天眼查APP显示，上述厦门展乐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确实为鸿星尔克的

子公司，鸿星尔克（厦门）实业有限

公司为控股90%的大股东。

对于2900万元的物资为何要分批

次运送，王部长还特别说明：“由于

郑州电力、通信不顺畅，一下子消化

这么多物资是有难度的，因为要挨着

打电话询问需求，所以（鸿星尔克）

签订协议内容就是这么多物资不要一

次性到。”

据王部长所说，捐赠协议上也注

明：“因郑州慈善总会无法一次性接

纳这么多物资，因此双方协商分批捐

赠，待安排好存放物资地点或接收地

点以后，鸿星尔克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将捐赠物资分批发出。”

王部长对表示，收到鸿星尔克的

捐赠之后会逐步公开：“我们实实在

在是按批次公示的，如果灾情过去真

正稳定下来，我们来一个总的大统计

，如果上面再没有鸿星尔克，那就是

诈捐，我们就可以起诉他。”

壹基金：

包括200万现金和1800万物资

除了郑州慈善总会，25日上午11

时，壹基金也发布了“关于鸿星尔克

捐赠2000万元物资的说明”。

说明中提到，7月 21日鸿星尔克

与壹基金签订捐赠框架协议，双方约

定拟于7月20日起向壹基金捐赠现金

和物资，其总价值不超过人民币2000

万元整，其中，包括人民币200万现

金捐赠和1800万元物资捐赠。

对于鸿星尔克捐赠的进展，壹基金

表示：“上述200万元应急款项鸿星尔

克公司已拨付，将于未来几日到账，其

他相关物资将由壹基金根据物资到达情

况和灾区需求分批次接收和发放。”

此前，壹基金在微信公众号中提

到：“鸿星尔克通过壹基金支持的首

批物资瓶装饮用水超50000支瓶装水23

日已送达郑州。后两天陆续还将送出

近150000支瓶装水至河南更多受灾社

区。”关于这20万支瓶装水，壹基金

也作出回应称，截至24日22点，首批

物资超20万支瓶装水全部送达灾区。

诈捐5000万？公司是外资？正濒临破产？

揭开鸿星尔克背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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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廠動畫入圍2017年奧斯

卡金像獎的賣座動畫喜劇《寶貝

老闆》在全球締造超過5億美元

的亮眼票房成績，全台票房也有

近9千7百萬新台幣的好口碑，

中文版票房也佔了52%的好成績

，2021年續集《寶貝老闆：家大

業大》將於近期歡樂登場。這次

《寶貝老闆：家大業大》中文版

的寶貝老闆泰德仍是由第一集擔

任配音的神反應主持人-沈玉琳

二度聲演，全新角色寶貝女老闆

則是邀請到實力派演員郭書瑤擔

任配音。

寶貝老闆沈玉琳歷經四年滄

海桑田的洗禮，連聲音導演都驚

嘆，當年只能“做自己＂的配音

方式來聲演，沒想到如今能媲美

專業配音員，已經可以一再再琢

磨，講話語調不僅更富有感情，

還更具戲劇表現張力，這讓沈玉

琳強調這次的配音是他配音生涯

中最滿意的成果。沈玉琳認真表

示，這次在配音前也做足準備，

他會用手摀住兩邊耳朵，去聽自

己念對白的聲音，就像是演戲會

先在鏡子前演出一樣，藉此來比

對角色和自己的聲音。此外，沈

玉琳還自豪說到自己是大吼大叫

達人，獨特笑聲更是無人可效仿

，只是遇到氣音發聲就相較困難

，常會和喉音搞混。

沈玉琳超會彈吉他拜哥哥所賜

兄弟倆感情至今堅若磐石

在綜藝節目常彈吉他的沈玉

琳，大家都很驚訝他會彈吉他，

這讓他談起在國小的時候和年紀

差六歲念高中的哥哥的往事，沈

玉琳小時候對哥哥很尊敬和崇拜

，哥哥有一天買了一把吉他回家

，沈玉琳對吉他很有興趣但又不

敢隨便亂碰哥哥的東西怕被拳打

腳踢（哥哥練跆拳道），所以每

次都要趁哥哥出門的時候偷偷拿

出來練習，甚至還會跑到書局找

樂譜邊背邊回家摸索，直到某天

彈到渾然忘我，突然有一隻手按

住他的肩膀，一瞬間嚇到不敢回

頭，害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沒想到哥哥竟在他耳邊輕輕說出

一句話“這把吉他終於找到他自

己真正的主人了＂，原來哥哥苦

練半天都沒有練成，默默站在後

面很享受的聽了十多分鐘，這把

吉他是他此生收到哥哥送的第一

份禮物，和哥哥的感情也隨之開

始轉變，長大以後雖然不常見面

，但只要每次聚在一起感情都還

是一樣堅若磐石。

沈玉琳非常重視和孩子的互

動，常告訴朋友親子間感情是無

法臨時抱佛腳，必須靠平常日積

月累培養，再忙都要陪女兒講故

事，知名編劇講起故事出神入化

女兒很喜歡聽，但是當所童話書

都買得差不多了，有一天他大澈

大悟還開天眼，決定不再去誠品

買故事書，想到有些作者都還要

叫他一聲師傅，所幸開始自己講

自己的故事，而且女兒還可以臨

時改編，父女兩人樂此不疲。

郭書瑤表示對於睽違8年可

以再度參與好萊塢動畫《寶貝老

闆：家大業大》新角色配音感到

非常開心，而且很喜歡寶貝老闆

這個角色，也有看過第一集《寶

貝老闆》，超愛他反差萌的fu很

可愛。那在配音之前，有運用拍

戲的準備方式來做功課，試著去

想像和揣摩角色的方式來進入狀

況，這次配音的角色是一位寶貝

女老闆蒂娜，角色個性很機靈反

應又快，所以講話速度要快還要

唸清楚對白，同時也要帶有情緒

張力，但又不能失去小寶寶的感

覺，真的是一大挑戰，相當不容

易配，因此整個配音過程一直被

聲音導演揍，只有在配鬼吼鬼叫

的時候導演稱讚說幾乎和國外的

聲音無違和。

郭書瑤還談到因為參與動畫

配音的工作，才了解到聲音表演

真的很重要，甚至是可以幫表情

加分，而動畫有趣就在於聲音賦

予角色的靈魂，尤其看英文版轉

成中文版，同樣意思但表情和表

達的方式差異就很大，因此參與

動畫配音對她來說就是一種學習

和磨練。此外，熱愛演藝工作的

郭書瑤提到就算沒有進演藝圈也

還是想要從事相關行業，像是舞

蹈或是廣播工作相關，因為小時

候外婆認為她的聲音很適合走廣

播人或配音員，聲音可塑性很大

，可以帶給聽眾不一樣的郭書瑤

，也羨慕有很多種聲線的人。

郭書瑤雖然身為家中長女，

但實際上她表示在家中地位最低

，家中地位最高的是狗狗。家庭

生活每天都很開心，因為家裡有

一個有趣的媽媽，像個小孩一樣

還很會演，那她就是一個又愛唸

又會兇小孩的媽媽，她媽媽只要

感覺到有人要開始唸就會悄悄的

飄走，妹妹則是真正的家管比較

有耐心處理事情，家庭結構和一

般家庭大不相同。此外，郭書瑤

從小就是聽話型的小孩，比較早

熟懂事，被問到如果有一罐神奇

配方奶可以回到小時候，她認真

想要嘗試各種當小孩可以被原諒

的叛逆行為，像是翻牆翹課、作

弊、逃學…等等，讓以前沒有機

會做得任何小壞事都想要體驗看

看過過癮。

《寶貝老闆：家大業大》一

片中，天普頓兄弟－提姆（《X戰

警》系列電影詹姆斯馬斯登 配音

）和他的寶貝老闆小弟弟泰德

（英文版:喜劇影集《超級製作人

》、《週六夜現場》亞歷鮑德溫

配音; 中文版:沈玉琳 配音）－早

已長大成人並且漸行漸遠。提姆

已經結婚生子，而且是一個家庭

主夫，泰德則是一家避險基金公

司的執行長。但是一個作風強勢

、積極主動的全新寶貝老闆（英

文版:Netflix動畫喜劇影集《馬男

波傑克》艾米塞德麗絲 配音;

中文版:郭書瑤 配音），即將把

這對兄弟再湊在一起，並且啟發

他們建立全新的家族事業。

《寶貝老闆：家大業大》寶貝老闆
沈玉琳攜手新老闆郭書瑤搞笑獻聲

長期關注亞洲各地影像創作脈

動的台北電影節，今年集結來自日

本、韓國、泰國、蒙古等十個不同

國家的話題新作強勢登台，包括日

本名導是枝裕和監製且獲聖賽巴斯

提安影展最佳攝影獎的「不容易的

爸爸」；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

賽最佳影片得主雙雙回鍋之作「鐵

幕追緝令」與「德國妹妹蒙古姊姊

」；金馬影帝吳鎮宇、謝君豪加持

「翠絲」導演李駿碩新作「濁水漂

流」等強片，都將在大銀幕上與影

迷相見。

台北電影節自1999年起便開

始邀請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來台

放映，包括「下一站，天國」、

「比海還深」、「小偷家族」等

都在台北電影節首映，今年影展

選映他監製的「不容易的爸爸」

，講述主角在家鄉慶典酒醉裸奔

的糗態被直播而顏面盡失，選擇

逃避離家的新手爸爸，時隔兩年

後再返鄉已物是人非。近年在

「寬鬆世代又怎樣」和「喜劇開

場」獲影迷矚目的仲野太賀，在

本片獨挑大樑，感動傳遞角色在

迷失中找尋自我的成長故事。

將袁富華推向金馬獎最佳男配

角的「翠絲」導演李駿碩，今年將

帶第二部劇情長片「濁水漂流」來

到台北電影節，邀請金馬影帝吳鎮

宇、謝君豪及金馬影后李麗珍同台

飆戲，「幻愛」女星蔡思韵亦在本

片驚喜演出。故事取材2012年港府

未經告知驅趕露宿者的新聞，描寫

在深水埗露宿的街友不幸遇上政府

突襲掃蕩而家當盡失，向政府提告

卻處處碰壁，他們所期待的正義與

賠償究竟會不會到來？

曾以「雙城悲歌」抱回2012

年台北電影節國際青年導演競賽

最佳影片的烏茲別克籍韓裔導演

魯斯蘭・朴（Ruslan Pak），今年

帶著奪下釜山影展新浪潮大獎的

「鐵幕追緝令」再度來到台北電

影節，故事改編自蘇聯時期第一

起食人案，描述連續殺人犯逃出

精神病院，奉命緝凶的菜鳥警探

與凶手間一來一往的鬥智精采絕

倫；一起回娘家的國新競賽大獎

得主還有蒙古導演鄔珊瑪．柏楚

（Uisenma Borchu），繼 2016 年

得獎作「海蒂不分類」之後，再

次自編自導自演「德國妹妹蒙古

姐姐」，揉合自身移民經驗，訴

說一對文化與價值觀截然不同的

姊妹一起生活所引發的

認同難題，直探女性情

感與情慾自主的神祕地

帶。

由 2019 台北電影

節焦點影人、金棕櫚

導演阿比查邦御用剪

接師利．查泰米提古

再次操刀的「天猶未

光」將1976年泰國法

政大學屠殺與2006年

泰國軍政府政變兩個

歷史事件濃縮進一個

不斷輪迴的家族悲劇

中，串接起橫跨30年

的政治運動，勇奪鹿

特丹影展國際影評人

費比西獎；威尼斯影展威尼斯日

最佳影片大獎得主「美國夢直播

情」（The Whaler Boy）描繪俄

羅斯青年迷戀色情聊天室的美國

女孩，決心從國境最東跨海偷渡

追愛，兩部作品皆不容錯過。

今年影展選映多部因遷徙而產

生的文化與價值衝突片單合為「邊

境、近境」子單元：韓國潛力導演

尹載皓繼「我們的美好時光」後，

推出「脫北者三部曲」第二部「女

力拳開」，講述脫北少女來到南韓

後意外邁向職業拳擊手之路的故事

；「木與水」講述一位老母親從

德國遠赴香港拜訪在當地工作的

兒子，碰巧遇上反送中遊行，激

起她心中在人生最後階段的冒險

慾 望 ； 「 海 邊 的 女 人 們 」

（Along the Sea）細膩刻劃越南

女性移工遠渡東洋到日本被迫成

為非法勞工的無助心境；「戀戀

南娥湖」（Goodbye Mister Wong

）則把鏡頭對焦寮國北方的南娥

湖畔，年輕女子因緣際會下成為

另一位來尋妻的法國男子嚮導，

發展出超越愛情的羈絆。除了上

述作品外，今年入選國際新導演

競賽，與「鐵幕追緝令」並列釜

山影展新浪潮大獎的「由宇子的

天秤」（A Balance）以及韓國電

影「女孩們的夏日浮光」（Short

Vacation）都是影迷今年不可錯過

的亞洲電影代表作。

疫情下亞洲電影視角
李麗珍新片 「濁水漂流」 來台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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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第25屆加拿大奇幻（Fantasia）國
際電影節5日揭幕。來自內地、香港、台灣等地
的多部華語電影將在本屆電影節中亮相。

一年一度的奇幻國際電影節總部設於蒙特利
爾。它被業內視為北美最大的類型電影節活動。
由於疫情，該電影節去年的活動全部在網絡平台
舉行。目前加拿大多地逐步解除防疫限令，今年
持續3個星期的電影節活動在電影院和網絡平台
舉行。今年有6部來自香港的長片在該電影節展
映。由杜琪峯、徐克、洪金寶、許鞍華等7位香
港電影人合作的作品《七人樂隊》，以及由已故
導演陳木勝執導、由甄子丹與謝霆鋒主演的《怒
火》，將在蒙特利爾進行線下放映。趙善恒執導
的《一秒拳王》、高子彬的《殺出個黃昏》、陳
健朗的《手捲煙》以及魯俊谷的《布衣神相》4
部影片則在網上放映。

觀眾還可以看到內地導演李霄峰執導的《風
平浪靜》，以及台灣導演池家慶的《嗨！神
獸》、賈宥廷的驚悚片《哭悲》，新加坡導演陳

美添的喜劇影片《中峇魯俱樂部》等不同類型的
作品。此外，內地導演張楠的《水鳥》、周聖崴
的《讓我們相愛吧》等多部短片也參加此次電影
節。

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巫菀菁在
為該電影節所作的視頻致辭中表示，香港特區政
府一直非常支持電影業發展，資助中低成本電影
製作，支援新進電影工作者，推動電影業參與國

際電影節，並推出訓練計劃培育後進。不少得到
政府資助的香港電影曾成功參與加拿大各個國際
電影節，令人自豪。

除了影片展映外，該電影節還將舉辦系列研
討會等活動。電影節組委會表示，在去年電影節
期間，虛擬活動成功吸引8.5萬名線上觀眾，參
加展映的104部長片中有四分之一迎來世界首
映，且大部分影片在發行方面實現成交。

第十一屆北京電影節日前正式宣布延期，組委會表
示，因近期國內多地再次出現疫情，為保障大家

的健康與安全，原定於8月14日至21日舉辦的第十一
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將延期舉辦，具體時間擇日再通知。
組委會表示：“在這個特殊時期，希望大家做好個人防
護，讓心繫彼此的我們一同等待大幕拉開。”

中高風險地區影院暫關閉
國家電影局日前發布進一步加強當前電影院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低風險地區電影院上座率不
得高於75%，中高風險地區電影院暫不開放。國家電影
局當日於其官網發布該通知稱，根據風險等級動態調整
情況，按照當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該限流的限流、該
暫停的暫停、該關閉的關閉。通知要求各電影院線公司
及電影院要嚴格按照屬地黨委和政府統一部署，在地方
電影主管部門和衞生健康行政部門的指導下，切實加強

電影院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電影院線公司及電影院加強員工健康監

測，強化場所防控措施。加強清潔消毒，保持良好通
風，配齊防護用品。對影廳、大堂、衞生間等公共區
域，售取票機、商品售貨區等重點區域，座椅、3D眼
鏡等觀眾直接接觸物品，嚴格落實消毒頻次要求。

通知強調需做好觀眾防疫管理，對進入電影院的觀
眾嚴格落實掃碼測溫等防控措施，全部採取網絡實名預
約、無接觸方式售票，觀影期間全程佩戴口罩，電影放
映期間不得飲食。

《長津湖》延遲上映
原定8月12日上映的電影《長津湖》，本月初還在

中國電影博物館進行電影宣傳，當天博納影業集團董事
長、影片的出品人、總製片人于冬，總監製及編劇黃建
新，監製及導演陳凱歌 、徐克、林超賢，歷史顧問王

樹增，主演吳京、易烊千璽、段奕宏、朱亞文、韓東君
和胡軍等出席活動，在現場分享了影片的幕後創作過程
以及對角色的理解。不過受疫情影響，為維護觀眾的觀
影安全，《長津湖》將延期上映，新的上映日期會待確
定之後另行公布。據知，《衝出地球》和《拯救甜甜
圈》等影片也暫時撤檔。

蔡徐坤巡演後續延期
為了防止疫情升級與蔓延，經過研究和評估，歌手

蔡徐坤工作室也決定將蔡徐坤“迷”2021巡迴演唱會後
續演出場次延期舉行，蔡徐坤工作室透露：“由於全國
各地疫情突發，為響應國家衞健委關於疫情管理的要求
與號召，我們遺憾地宣布蔡徐坤‘迷’2021巡迴演唱會
後續演出場次將延期舉行。”延期之後的具體演出時間
將盡早確定，並提前通知。歌迷留言表示理解與支持：
“我們在不遠的未來再見！”、“理解！安全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日韓演藝圈同樣
遭受新冠疫情陰霾籠罩，韓國男星池昌旭上月26
日傳出確診新冠肺炎，停工隔離治療。事隔11
日，6日其所屬經理人公司發聲明表示，池昌旭已
經痊癒，並解除隔離，今後也會遵守防疫方針，
繼續進行活動。池昌旭本來正在拍攝新劇《安娜
拉蘇瑪娜拉》，但因確診新冠肺炎而停工，痊癒
後已恢復劇集拍攝。

而韓團EXO成員Xiumin 5 日確診新冠肺
炎，現已停工，並遵從當局的防疫指示，因此不
少韓迷都祝願Xiumin好好休養，像池昌旭般可以
極速康復。

日本偶像女團桃色四葉草的27歲主將百田夏
菜子亦中招，6日在官網公告確診新冠肺炎，現時
有發燒及倦怠等症狀，會依從醫療機構指示休
養。

多部華語片亮相加拿大奇幻電影節

確診新冠極速痊癒 池昌旭解除隔離復工

新一波突發疫情影響中國演藝行業

影院關閉影片撤檔影院關閉影片撤檔
北京電影節延期北京電影節延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近期中

國多地再次出現疫情，中國國家電

影局日前發布通知，要求從嚴從緊從

實抓好電影院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中

高風險地區電影院暫不開放。而吳

京、易烊千璽、段奕宏、朱亞文、李

晨、韓東君、胡軍等主演的電影《長

津湖》宣布因疫情撤檔，新上映日期

待確定後另行公布。原定於 8月 14日

開始的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也需

延期舉辦。演唱會方面，蔡徐坤

“迷”2021巡迴演唱會受影響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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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宣布延期消息。

▶▶ 《《怒火怒火》》將將
在蒙特利爾進行在蒙特利爾進行
線下放映線下放映。。

◀洪金寶有份執
導 《 七 人 樂
隊》。

●● 池昌旭已池昌旭已
經痊癒經痊癒，，並並
解除隔離解除隔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Chilam望大家共襄善舉共抗疫情！

●●《《拯救甜甜圈拯救甜甜圈》》暫時撤檔暫時撤檔。。

●● 蔡徐坤蔡徐坤““迷迷””20212021巡迴演巡迴演
唱會的後續演出也叫停唱會的後續演出也叫停。。

●● 《《長津湖長津湖》》主創本月主創本月
初在中國電影博物館進行初在中國電影博物館進行
電影宣傳電影宣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8月7日（星期六）6

香港文匯報訊近日湖南張家界成新
冠疫情新擴散點，張智霖（Chilam）也
心繫當地，呼籲大家一起援助張家界，
將於本月27日迎來50歲生日的他，更指
其生日願望就是大家共襄善舉共抗疫
情！

5日凌晨，Chilam在社交網貼上以前
與太太袁詠儀遊覽張家界時的留影照，
他留言：“2019年的時候，跟一幫好友
同遊張家界，美麗的風光，熱情的人們
到此刻仍歷歷在目。今得知張家界急需
援助，怎可袖手旁觀？但憑一己之力，
始終力量有限。適逢八月份，正是我生
日之時，懇請各位共襄善舉，這就是我
的生日願望！”有張家界人大表感動，
向Chilam表達謝意：“謝謝為張家界，
我的家鄉發聲，祝願家庭幸福，天天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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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www.afnb.com 

我們為客戶準備了便攜式消毒用品 

Houston Area:                                                                                                                             

Main Office                    First Colony Branch               Harwin Branch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713-596-2888                 713-596-2588                         713-273-1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281-762-6699 

9999 Bellaire Blvd.,       4915 Hwy 6 S.,                       7038 Harwin Dr.,             1318 Blalock Rd.,           1231 South Mason Rd.,          3412 High way 6, Suite J, 

Houston, TX 7703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Houston, TX 77036         Houston, TX 77055        Katy, TX 77450                         Sugar Land, TX 77478 

Dallas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California Area: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02-777-9988           775-751-1773          469-429-2422             702-216-5500                                                                                                                       *便攜式消毒產品免費提供恆豐銀行現有客戶，每個客戶可領取一款便攜式消毒產品，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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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3535：：汽車底盤汽車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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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底盤作用是支承、安裝汽車發動
機及其各部件、總成，形成汽車的整體造
型，並接受發動機的動力，使汽車保證正
常行駛。但是車主們對其的關愛卻並不多
。汽車底盤在保養的過程中，總是會被忽
視。這裏為您講解底盤的保養之道！

汽車底盤需要“勤”檢查
坐在舒適的駕駛室內駕駛愛車，車主

朋友們更多的去關註愛車的內飾是否清潔
、美觀，卻往往忽視了汽車底盤一直處於
極差的工作環境中為我們默默的付出。汽
車底盤的養護，首先就要求車主朋友們能
夠經常性的對汽車底盤進行檢查：

第一、檢查汽車底盤是否出現鏽蝕現
象。底盤由於長期處於一種非常惡劣的工

作環境下，其受到的危害以及侵蝕也是最
大的。雨天駕駛，底盤直接與雨水接觸；
雪天駕駛；底盤又直接與冰冷的積雪接觸
；而山路崎嶇，底盤又不得不承受碎石等
惡劣環境的折磨。這些特殊的路況，對於
底盤的傷害都非常大。
第二、底盤的設備裝置的檢查。底盤裝載
了很多重要的車身零部件。排氣總成就是
底盤檢查的重要項目之一，汽車排氣管的
檢查主要是判斷其是否有漏氣現象。

第三. 汽車底盤由於需要裝載發動機和
變速器及方向助力等等系統，如果一旦某
個系統有漏油就會破壞底盤的橡膠墊造成
汽車底盤的鬆動，導致汽車底盤有時會發
出噪音，方向盤顫抖或者汽車方向盤控製

不好。應該盡快解決漏油帶來的問題並清
理乾淨。

第四. 汽車底盤如果經常在路面狀況不
好的地方行駛，再加上車主不註意減速，
造成汽車底槃經常受到衝擊，導致底盤變
形。

汽車底盤的檢查重在“勤”，精明車
主必然是一個勤快的車主，底盤的作用不
容忽視，經常檢查其工作狀態也是行車安
全的必要保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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