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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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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年十月15日起
，開始美國老人醫療保險的註冊，不同
的保險公司與各種計畫玲瑯滿目，常常
也讓長輩們摸不清箇中特點。為了幫助
長者們更了解不同計畫的優缺點，李元
鐘保險公司特別舉辦2022年Medicare計
畫講座，分析不同保險公司、不同計畫
有哪些福利選擇，例如像是 Part B退費
一年可達$1140元、牙齒保險一年$3000
元、保健品一年$560元、眼鏡一年$400
元、水電補助一年$600元等等。

講座時間:第一場10月16日(星期六)
上午10點到12點。主題:2022年最新老
人醫療保險-AARP和Wellcare計畫說明
。地點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 Houston)

第二場講座在10月30日(星期六)上
午10點到12點。主題:2022年最新老人
醫療保險-Aetna、Amerigroup、Humana

、和Wellcare計畫說明。地點也在美南
銀行社區服務中心(6901 Corporate Dr.,
Ste. 101, Houston)

專業與經驗俱豐
李元鐘保險公司素來以擁有多個專

業執照、與豐富的保險規劃經驗而著名
，其保險顧問更樂意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為每位客戶認真地研究保險計畫，做
到更完美的風險管理。

不可諱言，對於消費者來說，能找
到最好的計劃、並且節省比價的時間，
是選擇保險公司的重要關鍵。尤有甚者
，在複雜的不同保險計畫中，能為消費
者耐心解說，更能贏得客戶的青睞。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團隊，不僅
了解保險業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客戶出
險過程都能提供必要且完整的協助，更
能以自身經驗，詳細的為客戶的需求設
想，貼心的為華裔民眾考量各種可能性

，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服務範圍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範圍涵蓋市

面上大部分的重要險種，像是老人保險
、汽車險、房屋險、健康保險、商業保
險、壽險等。

老人保險最具口碑
在李元鐘保險公司，老人保險的服

務非常周到，也最具口碑。大部分的老
人家選擇保險公司是看服務好不好，同
時也要看能不能符合需他們的需求。李
元鐘保險公司的經理會先跟老人家們細
談，幫長輩們看他們健康情況，怎麼樣
的保險計畫最符合，怎麼樣的計劃最貼
近他們的需求與狀況，後續的服務也非
常好，贏得許多老年人的肯定。

李元鐘保險公司也要提醒長者們，
每年的十月十五日開始，老人健康保險
可以換計畫，如果，之前的保險計畫不

符合需要，或是自己的健康狀況、生活
狀況有變化，都應該尋求更好的可能性
，歡迎長輩們到李元鐘保險公司諮詢。

有些老人家換保險公司是因為服務
人員回答不專業，沒有耐心解說，這在
李元鐘保險公司是不可能發生的。這裡
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非常親切、有耐心
，老人家對保險計劃有許多地方不了解
，所以工作人員都細心清楚的回答，讓
他們明白不同計畫的要點何在，對自己
有哪些幫助。

汽車保險
美國數百種汽車保險公司中，有人

喜歡比較價錢，找便宜的價格，也有人
比較看重保障的內容，多半的人在選汽
車保險時都是希望省錢，然而，需要注
意保障項目是否完整，萬一出狀況能否
獲得理賠，李元鐘保險公司以專業、誠
信的態度為客戶著想，提供最優的保險
建議。

房屋保險
房子以其結構，年代久了會有故障

或損毀的時候，有時也會遇到天災發生
，不論是發生意外或狀況，都希望能迅
速有效的進行復原，以最小的代價讓民
眾回歸正常生活。無論是哪一種房子，
李元鐘保險公司為客戶從個人信用紀錄
、與多重保單等外在條件，為客戶爭取
最優惠的保險費率折扣。在房屋保險裡
，有非常專業的條文規定、與除外責任

，業主投保前一定要謹慎，看看哪些原
因及項目是在保障範圍、和除外範圍。

需要注意的是，德州的保單有分等
級，有些看起來價格比較低，但是有可
能發生事故理賠的也不多。有些有扣掉
折舊，有些沒有，如果弄不清楚，民眾
可以拿保單來李元鐘保險公司，這邊的
工作人員會幫你看所買的保單內容與等
級，是不是符合需要。

德州房屋保險的趨勢是上漲，價格
慢慢往上，如果你的信用分數好的話，
買房屋保險會相對的便宜，因此，維持
好的信用分數也很重要。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
Kevin 謝經理，電話（832）500-3228，
郵 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李元鐘保險公司舉辦李元鐘保險公司舉辦MedicareMedicare計畫講座計畫講座
分析各計畫優缺點分析各計畫優缺點 歡迎來了解有哪些福利選擇歡迎來了解有哪些福利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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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台灣空軍10月1日發布
共機動態，白天有 18 架殲
16、4 架蘇愷 30、2 架轟 6

及1架運8反潛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晚間有10架殲16、
2架轟6及1架空警500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一天之中，共
38架次共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創下台灣國防部公佈統計以
來最多架次紀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長蘇紫雲受訪指出，
中共的戰略謀劃，基本上還是不脫“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所
以當中國的內外情勢，有遇到一些挑戰時，就會慣性用展現軍事
肌肉方法，來傳達意志，還有就是去轉移一些焦點。

從當前國際情勢上來看，中國這樣做是有很多原因，包括台
灣已經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
）， CPTPP主要成員國包含日本、加拿大跟澳洲都表示支持，
但是對於中國也要加入CPTPP，反而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而當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當選後，也多次公開表達對台灣的

支持，而且要抵制中共軍事上的擴張。還有法國
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察率領的參訪團，也即將
在十月訪問台灣，以及英美澳建立新的安全夥伴

關係機製針對的主要對象，也是中國一方，這些都是北京所擔心
的問題。

此外，美國、英國、日本在這幾天也在南海進行軍演，包括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裡根號(CVN-76)”從印度洋返回亞洲，也
將在南海進行操演，在上述因素下,中國採取這種軍事行動。

美國近月公佈的民調顯示：近7成 美國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
看法，其中以日本的88%最高，韓國77%、美國76%，所以北京
要去省思霸凌的一些行為，遭遇到更大的民主國家團結起來，抵
禦中國的軍事擴張。

針對解放軍戰機頻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對台灣造成軍事壓力
，美國總統拜登5日在白宮表示， 「我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談到台灣，我們同意會遵守 『台灣協議』，這就是當下情況，
我明確表示，他除了遵守協議外，不應該做任何事。」

拜登9月9日與習近平第二度通話，白宮當時表示，拜習在
電話中進行廣泛且戰略性討論，觸及雙方利益重疊之處，以及美

中利益、價值觀和看法分歧的領域，兩人同意開誠佈公地往來。
何謂台灣協議，是否拜登和習近平通話時達成任何美中協議

，白宮回應記者詢問時指，以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
週日的聲明為準。

這並非拜登首次使用與 「台灣協議」（Taiwan Agreement）
相關的字眼，他今年3月25日在白宮舉行首場總統記者會，談到
如何確保中國為侵害人權負責時也說到 「我們要確保中國為遵守
南海、北海、與及他們在台灣議題上做出的協議等事負責。」

普萊斯於美東時間3日發布聲明指出，美國對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在台灣附近的挑釁軍事活動深感關切，這破壞區域和平與穩
定，且有誤判風險，敦促北京停止以軍事、外交與經濟手段對台
施壓及脅迫。

普萊斯並表示，台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符合美國長久利益，
美國將繼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將恪守美中三公報、
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的承諾。

普萊斯指出，美國對台承諾堅若磐石，這項承諾有助於維持
台海及區域和平與穩定，美方將繼續與朋友及盟友並肩，促進共
同繁榮、安全與價值，並深化與民主台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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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過百軍機擾台 提防擦槍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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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如流，不經不覺之間，華人陳果仁被
殺，原來已是40 年前的慘案。

儘管陳果仁事件已經過了40年，新近拍攝
完成的紀錄片己在美國北部多個華人眾多的社

區中放映。面對着痛苦的悲哀往事，不少白髮蒼蒼的華人母親，依舊
痛錐心扉、用那不地道的英語吃力地說: 「請還我陳果仁一個公義。」

她們的心聲，放在今天全美依舊瀰漫仇恨亞裔的當下，顯得蒼白無力。我看到友人送上
該片的網路電影： 見到聽到劇院之內，華人觀眾咬牙切齒的聲音此起彼落。40 年後
「陳果仁」的紀錄片，依然是座無虛席，觀眾情況激昂。這部由崔明慧1987年所拍攝

的紀錄片 「誰殺了 陳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入選今年紐約電影節的 「復
修」單元，在紐約市林肯中心的小型劇院內的兩場放映，均宣告全院滿座。
1982年發生的陳果仁事件到今年，剛好是40週年，當年因為日本汽車大量進口美國，
導致美國 「汽車之都」的底特律市內，許多汽車工人失業。還有兩天就結婚的陳果仁與
友人在一酒吧飲酒，被兩名白裔男子誤以他為日裔人氏，遷怒於他，用棒球棍將他打致
昏迷，4日後宣告死亡。

導演用了五年時間，追蹤誤殺陳果仁的白裔嫌犯，陳果仁母親、民權份子謝漢蘭及陪審員對
事件的看法，兩次法院審判都判嫌犯三年緩型及罰款3千元，完全不用坐牢。事件敲醒很多亞裔
人士投身入社會運動的使命，同時也掀起全美亞裔民權運動的開展。

今年正逢美國針對亞裔仇恨犯罪案件急遽飆升，本片應景地對種族關係、經濟力量和美國法
律制度失敗的思考，被電影節評為此紀錄片 「仍然是一部激動人心、引人入勝的紀錄片，對正義

的輓歌沒有得到彰顯值得深思。」
陳果仁的母親為兒子奔波了五年後心力交瘁，晚年

離開美國傷心之地，重返中國家鄉居住，但因患上癌症
回美就醫，最後憂鬱地在美國病逝。

陳果仁的表妹陳安妮（Annie Chin）於放映會後表
示，陳果仁事件是他們陳家的一項禁忌，為了不忍刺激
陳母的痛楚，所有家庭聚會都儘量不提及此事，這次在
紀錄片看回表哥及姨母的種種，也令她不能自己，百感
交雜。

崔明慧特別感謝荷里活電影工作者，在多個機構慷
慨的協助下，經過數碼重新製作、修復和保存。陳果仁
事件是美國亞裔民權覺醒劃時代的關鍵，這部紀錄片對
亞裔歷史有重要意義。

「誰殺了 陳果仁」紀錄片的底片一直存放在華人博
物館的資料庫，即紐約市中國城茂比利街70號二樓，館
長姚南薰表示，2020年初的一塲大火，無論是大火及大
量灌水，大家都以為放置在二樓的紀錄片的底片，早已
化為烏有，天祐華人，無料到辯拷配卻能幸存下來，經過團隊的耐心復修及數碼化，紀錄片能重
見天日，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故此作為美港澳三地自由撰稿人的筆者，完全有責任、有義務將
拍片該紀錄片的前因後果，向外界公佈，以還陳果仁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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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 陳果仁

「25年太久 等到頸長」
近 13 年以來的每

個周日至晚四的晚上10 時
，我一般經己完成美港澳

三地報刊的專欄文章的寫作任務，正準備跟內子閒話家常半小時
後，便上床安睡，以便翌晨6 時起床回校工作。

剛過去的今個週二10 月5 號的晚上10 時，我改變了日常的
生活慣例，取消與太太談心，改到大中的衞星電視台前，全心全
意地收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所發表的任內最後一份的 「施政報告
」。儘管我早已是美籍華人，不過對於曾經生活過的香港，仍然
是愛心不變、關懷備至。

今次香港普羅大眾對於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這一任期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首要關心的，會否如去年一樣，有派
錢給市民以過渡疫情下的生活難關。不過一早民眾己所估計，政
府無意再開倉送銀，因為在過去20 個月的施政方針下，早己多
次 「放水」，今回會是 「滴水不漏」。外界最關注的是港人房屋
和跟大陸通關這兩大問題。可惜在今次報告中，中港兩地通關並

無着墨，因而房屋倒成了今次的一個焦點，惹起市民關注的有兩
個方面：

一、北部大都會發展策略。《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北部大都
會發展策略，這將會是多元都會區，包括居住、商業、創新科技
和旅遊發展。北部都會佔地約三百平方公里，可額外開拓約六百
公頃用地作住宅和產業用途，估計可提供的住宅單位為約十六點
五萬至十八點六萬個，形成一個有二百五十萬人居住的都會區。
這為香港長遠發展，劃出比較大的藍圖，形成北部都會區重創科
，連接內地。原有的南部維港都會區則仍重金融，連接國際的格
局。

二、之前錯估，嚴重缺地。政府之前估算由前年起三十年間
，本港欠缺約一千二百公頃土地，《施政報告》最新估算，三十
年間缺地情況增至三千公頃。消息解釋過往嚴重低估。如今會利
用開發北部都會覓得新用地。
之後林鄭在記者會上說，如果一系列措施推行，可能是二十年或
二十五年後，最少亦會有九十九點五萬個單位，最高可以達到一
百一十一點六萬個單位應市。

我即有三點意見 ：
一.政府己承認香港土地嚴重不足，有動機去大力覓地。
二. 速度太慢。市民看完政府的鴻圖大計，沒有嘩一聲的反應，

主要因為講得太長遠。首先有執行問題，不是 「講咗等如做咗」
，《施政報告》未定出一步步落實的藍圖和指標，市民暫時當政
府吹水。其次即使計劃成功，也要二十五年才有樓，等上樓的市
民現在未生仔，都等到個仔出來才有着落，那似乎已經變作是
「蚊都死、蛇都瞓」矣。

所以香港地產代理對政府今次的樓市政策，大聲讚好，那就證明
港府對控制樓價，完全沒有實效。香港著名地產集團利嘉閣總裁
廖偉強表示，《施政報告》着力中長遠發展及未來規劃為主，未
見短期針對樓市現況的措施，故對未來數年的樓市及樓價則無大
影響，預計香港今年全年樓價，至少還可以多升達一成。

市場最現實，猶記得早個多星期前，有傳言說大陸會指令香
港樓價必須 「降溫」；地產股即大跌超過百分之十。現今《施政
報告》公佈後，幾大地產股就由微升到升百分之一點八不等。可
見《施政報告》對地產股十分友善呀。
三、港府仍是無銳意增加土地短期供應。《施政報告》不見有短
期大量增加房屋供應的措施，例如把迪士尼二期土地拿來起樓、
重拾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屋或挪移其他土地插針式起樓等。

這使我想起毛澤東的兩句名言：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香港的土地房屋政策，則是 「二十五年太久，等到頸長」！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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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根据法新社9月29日的一篇报道，

来自瑞士的科学家团队，经过长期的调

查和大数据分析后，表示从理论上来说

，人类的寿命是没有限制的，这也意味

着，人类或许可以打破自然规律，真正

做到长生不老。

要知道，在过去的研究中，科学家

们曾经普遍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的自

然生物之一，是需要遵守自然界法则，

按照“生老病死”的规律来演化，是无

法摆脱寿命束缚的，可是，如今这项新

的研究却在告诉人类，我们并不受大自

然的限制，那么，我们真的可以长生不

老吗？

人类真的不存在寿命极限吗？

在200多年前，现代医学刚刚起步

的时候，当时的人类平均寿命仅有30岁

，而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却已经达到了

80岁左右，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

，的确是可以帮助人类延长寿命的。

在过去，曾经有研究者提出，人类

的平均寿命大约在120岁左右，这是因

为当伴随着人类的细胞更新，染色体上

的端粒缩短50次之后，就不会在继续缩

短了，这个时候，人类无法再继续进行

正常的新陈代谢，因此，也就迎来了死

亡。

不过，由于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的

寿命都是超过了120岁的，因此，也有

研究者认为，120岁并不会是人类寿命

的极限，于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来自美国的研究者表示，通过新的研究

，他们认为人类的寿命极限应该是在

150岁。

当然，这需要在你没病、没灾，一

生都平安顺利的情况下，否则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你都是活不到150岁的

。

真的如此吗？这一次，来自瑞士的

研究者通过国际长寿数据库，一共分析

了来自13个国家，1100多名的长寿者，

结果显示，对于这些长寿者而言，他们

活到130岁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当然，

从人类的整体基数来看，全人类中诞生

出一位可以活到130岁的长寿者，概率

大约在百万分之一左右。

尽管概率非常低，但是研究者相信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或

许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寿命超过130岁，

并且朝着无限寿命的方向迈进，前提是

他们真的愿意

永远活下去。

有什么办法可

以让人类长生

不老呢？

相较于马

斯克之类的科

幻爱好者，他

们所追求的是

让人类以“意

识体”的形式永生不同，对于真正的医

学家们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让人类带

着自己的肉身，一起来实现“永生”。

如今，主流的观点认为，只要人类

有办法阻止端粒的缩短，那么，理论上来

说，人体内的细胞就会一直无限分裂、更

新下去，这样一来，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

下，人类就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了。

研究认为，之所以人类会死亡，就

是因为人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在时间的

作用下，最终破坏细胞壁，导致人体的

细胞再也无法修复DNA，因此，才会当

端粒无法继续缩短的时候，让人走向死

亡。

因此，端粒也被称作“生命时钟”

，自从30年前，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

现端粒与人类的衰老有关之后，就认为

它是可以让人类长生不老的关键，只不

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端粒是“天

使还是魔鬼”目前是无法确认的，人类

如果真的通过端粒来实现长生不老，或

许会因此带来更大的灾难。

人类究竟该不该实现永生呢？

当人类实现永生之后，也就意味着

地球上的人会越来越多，毕竟永生后的

人类，除非是在意外情况下，否则是不

会死亡的，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地球上

的资源快速枯竭，特别是人均可利用的

土地资源，以及粮食资源。

都说民以食为天，当人类永生后，

却需要为食物的问题发愁，当生活质量

因为资源不足而不断下降的时候，从这

里来看，永生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如果人类真的可以永生，那

么，人类就不会在惧怕宇宙中以光年为

单位的距离，即使我们永远不能实现光

速飞行，我们也可以从地球出发，在燃

料充足的情况下，逐渐去往更遥远的宇

宙深处，并且进行太空移民，从这一点

来看，永生对于人类来说，又是一件不

错的事情。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人类

真的实现永生了，也就意味着彻底打破

了时间和寿命的束缚，那么，对于你来

说，你是否愿意长生不老呢？

新研究发现：人类寿命不受自然限制

长生不老，你愿意吗？

据报道，近日，一位英国户外运动爱好

者在划船穿越尼斯湖的时候，竟然通过无人

机，拍到了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

当然，这并不是最令人惊讶的，真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研究者指出，通过

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来看，这一次拍到的

“尼斯湖水怪”，和一种本

该在白垩纪末期就已经灭绝

了的海洋生物——蛇颈龙，

竟然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说起来，在过去的1500多

年里，在当地一直都流传着

尼斯湖中存在“水怪”的说

法，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

证实，不过，通过众多的目

击记录来看，目击者的描述

，也都与蛇颈龙很相似，难

道，蛇颈龙真的还活着吗？

根据资料显示，尼斯湖当地开始出

现“水怪”的传说，是从公元6世纪的

时候开始的，在当时，很多人都表示，

自己看到一种浑身柔软又光滑、长颈圆

头的生物，突然在尼斯湖中现身，然后

吞噬过往的行人和动物。

而在时间进入到20世纪之后，由于

时代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

看到了“尼斯湖水怪”，再加上很多人都

提供了比较模糊的照片，这也让很多人相

信，“尼斯湖水怪”或许真的存在。

特别是在2003年的时候，在尼斯湖

的湖畔，竟然发现了一块来自于1.5亿年

前的蛇颈龙化石，再加上千百年来的目

击记录，也都将“尼斯湖水怪”描述成

和蛇颈龙差不多的模样，于是，很多人

都相信，“尼斯湖水怪”就是蛇颈龙的

后裔，这种史前巨兽并没有灭绝，而是

仍然存活在地球上。

那么，尼斯湖水怪真的会是蛇颈龙吗？

蛇颈龙，是一种诞生于三叠纪晚期

，曾经在侏罗纪的时候称霸海洋的远古

生物，一直到白垩纪时期，当沧龙出现

在海洋中之后，它们的地位才开始受到

了威胁。

蛇颈龙的特点，就是身躯庞大无比

，同时它们的颈部非常长，而且特别灵

活，蛇颈龙的身体特征，也的确符合目

击者们对于“尼斯湖水怪”的描述。

特别是在数亿年前，如今是英国第三

大淡水湖的尼斯湖，在当时还是一片汪洋

大海，否则，在尼斯湖的湖畔，就不会发

现生活在海洋中的蛇颈龙化石了。

尼斯湖真的是有水怪吗？

在2019年的时候，来自新西兰奥塔

哥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对尼斯湖进行

过DNA检测，以此来希望可以揭晓困扰

千年的“尼斯湖水怪”之谜。

不过，在通过对尼斯湖水域中超过

250份的样本进行测试后，研究者们并没

有发现什么不属于现有生物的DNA。

再加上在尼斯湖中，的确是生活着

大量的鳗鱼，不排除有一些鳗鱼长得非

常巨大的情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

所谓的“尼斯湖水怪”，可能就是一条

巨型的鳗鱼，当它出现的时候，由于距

离和视觉误差等原因，可能才会导致人

们产生了错觉。

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放入专业的

设备，以此来分辨出尼斯湖中，是否存

在着未知的生物，不过一直到今天，也

仍然是毫无线索。

没有任何一种证据可以表明，尼斯

湖中真的生活着史前巨兽——蛇颈龙，

毕竟从生物的种群演化角度来看，如果

蛇颈龙在过去的6000多万年时间里，就

一直生活在这里，那么，一定要有相当

多的种群数量，才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否则一旦数量稀少，那么，是很容易出

现功能性灭绝的，无法生存到现在。

史前巨兽还活着？无人机拍到“尼斯湖水怪”

【美南新聞泉深】特斯拉（Tesla）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週四在特斯拉股東
大會上表示：“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們將特斯拉總部遷至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這家電動汽車公司的總部目前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靠近其位於聖卡
洛斯（San Carlos）的原始總部和位於弗裏蒙特（Fremont）的第一家工廠。馬斯克週四表示，
“灣區的規模是有限的”。

他將住房負擔能力和長途通勤作為其當前在加州位置的障礙，並表示奧斯汀特斯拉工廠距機
場僅 5 分鍾車程，距市中心也只有 15 分鍾的車程。

根據 Realtor.com 的數據，帕洛阿爾託的房價中值為 330 萬美元，而奧斯汀的房價中值為 58
萬8,000 美元。

馬斯克一直看好德克薩斯州，他本人在去年 12 月表示，他搬到了德克薩斯州，他的另一家公

司 SpaceX 正在德克薩斯州南部開發一種名為“星際飛船”的大型火箭系統。
盡管如此，馬斯克表示特斯拉仍計劃繼續在加州“顯著”擴張。
他說：“這不是特斯拉離開加州的問題，公司仍打算將其弗裏蒙特和內華達工廠的產量提高

50%。”
週四晚間，記者無法聯繫到特斯拉的進一步置評，因該公司通常不與傳統新聞媒體打交道。
早在 2020 年 5 月，馬斯克在一系列推文中表示，特斯拉將把公司總部搬到德克薩斯州或內

華達州。此前，馬斯克與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縣（Alameda County）的官員就特斯拉弗裏蒙特
工廠的安全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發生爭執。

特斯拉將總部搬到奧斯汀對其供不應求的房市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建築商和經銷商將會
賺得盆滿缽滿，德克薩斯州的經濟將更加騰飛。

馬斯克宣布特斯拉將把總部
搬到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年底催淚紀錄片《地球迷航

》將於11月5日正式上映，斥資

近千萬打造撼動人心的溫馨力作

，由曾獲金馬獎及柏林影展最佳

導演銀熊獎肯定的林正盛所執導

，攜愛妻韓淑華老師一同將自閉

症孩子的日常搬上大銀幕。今

（8日）釋出正式海報與正式預

告，以孩子們心中的蔚藍色的天

空作為主視覺，四位自閉症孩兒

陳樹緯、薛惠綸、韓沛軒、陳藍

廷瑋和林正盛導演、韓淑華老師

一同站在多寶藝術學堂前，猶如

孩子們第二個避風港。林正盛導

演表示：「唯有理解才能帶來善

意，捨棄刻板印象，理解自閉症

的困境、欣賞他們美麗獨特的生

命姿態。」《地球迷航》近期走

跳南臺灣校園、廣播電台巡迴演

講，宣傳不停歇，導演在短短的

兩小時中，訴說如何為孩子們塑

造出他們專屬的世界，讓學生及

來賓更了解你我的世界，在各大

校區演講的過程中。其中東方科

技大學影視藝術系老師分享道：

「說真的聽完導演的分享感到很

慚愧，尤其要我們用善意的眼光

如同看待一般人的狀態下去看待

他們真的很難，透過這次的演講

我們更貼近了他們的日常，他們

與我們沒什麼不同，我們都有著

一樣的情感，一樣的愛。」另外

東方設計大學同學激動表示：

「很敬佩導演的想法，願意為這

群星兒拍攝這麼感動紀錄片，擺

脫以往『商業』的想法，回歸最

純粹的創作，非常認同導演所謂

的『創作不該被侷限』的意義。

」最後聽完講座的老師們甚至瘋

狂的詢問包場資訊，希望能夠用

行動支持這群充滿愛的孩子們。

《火神的眼淚》導演蔡銀娟也在

試片後分享：「我本身是繪本畫

家，當我看到電影裡自閉症孩子

的繪畫作品非常震驚，覺得他們

的畫非常有潛力跟藝術價值，也

很驚訝他們只是不善於表達，內

心其實是有很多能量是非常寶貴

的。」

來自星星的孩子們天賦異稟

，彈琴、寫詩詞、畫圖呈現出來

的作品皆可稱作是藝術家，在預

告中看見動態藝術的美，林正盛

導演結合畫作與動畫，讓孩子的

作品跳出畫布，生動的出現在大

螢幕前，更加賦予每幅作品的生

命。電影《地球迷航》不僅讓我

們更加了解自閉症孩子，更讓我

們看見在他們身後的家屬那些內

心不為人知的辛酸。在預告中陳

樹緯爸爸哽咽道:「我們一天一

天老，我們總有一天會離開他，

我們怎麼看他都無法自己生活。

」韓沛軒媽媽分享到:「我看到

我兒子給我的字條上寫著，媽媽

你不用擔心未來的事，我根本活

不到成年，當場我的眼淚就掉下

來了。」陳藍廷緯的媽媽更說到

：「我兒子的感受力是這麼強，

我們做父母的就是要陪著他去度

過那個困難。」導演林正盛表示

：「我拍這部電影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透過《地球迷航》來幫

孩子們找到屬於自己的貴人，而

自閉並不是關閉自己，我曾聽到

大家說自閉症為什麼要帶出來，

對於這句話我感到非常的心痛，

他們並不是沒有感情，而是很難

學會社交模式的情感表達，他們

跟我們一樣有著豐富的情感，只

是表達方式不一樣，希望大家

能試著了解他們，一起學會包

容不一樣的生命，你可能遇見

一些肢體或語言異於常人的人

，在看過這部電影之後你會在

罵他、投以異樣眼光之前，先

試著理解他們可能是迷航來到

地球的外星人。」

林正盛導演致力於讓更多人

瞭解、包容自閉症孩子，從北台

灣走跳到南台灣，在多場演講中

導演感人分享到與自閉症孩子的

緣分，全是因為綁馬尾的女孩：

「在低潮的時候，我遇見了綁馬

尾的女孩，她改變了我的一生，

也是因為這位女孩，我才開始接

觸這群自閉症的孩子，透過他們

擴大我們對生命光普的認識，和

自閉症孩子的相見歡以「一個人

一個樣」得到了認同！也看到他

們的純真，在「馬尾女孩」的引

薦下，進入了孩子們的世界，從

一個會去看看他們的「林大哥」

變成「林大哥把拔」，「綁馬尾

的女孩」也從女朋友變成老婆就

是大家口中說的韓老師，最後我

們一起成立學校作為孩子們未來

就業銜接的機會-多寶藝術學堂，

讓有藝術才能的孩子不用受限於

庇護工場，讓他們有個能夠安身

立命的地方。」

電影《地球迷航》紀錄了四

個迷航地球的小王子的家庭故事

與自我的成長，患有口語表達障

礙的廷瑋，常有幻聽、幻覺的大

學生沛軒，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的

惠綸，感情充沛卻不擅表達的樹

緯，在鏡頭下展現出了完全不同

的生活方式，也撕開了人們對於

自閉症的標籤與偏見，以淺顯直

白的方式帶我們走進他們的世界

，看見他們美麗又殘酷的人生現

狀。透過多寶藝術學堂韓淑華老

師的引領，用動人的詩句和音樂

，以及多樣的畫，突破沈默與疏

離，揮灑出內心熱烈的小宇宙。

《地球迷航》將於2021年11月5

日正式在台灣院線上映。

《地球迷航》導演林正盛拍片長達4年
巡迴演講只盼大眾解開自閉症偏見

2004年在台上映的第一部同

志青春愛情喜劇《17歲的天空》

，經過4K數位修復集資計劃，即

將於10月15日重返大銀幕，日前

更重回17年前首映的台北電影節

與觀眾重新見面。透過修復技術

，主演楊祐寧和周群達(Ducan)的

俊美及青春無敵、夏日豔陽下熟

悉又懷舊的台北街頭，以及許多

不復存在的場景，都以更清晰的

畫質及飽和的顏色呈現，鏡頭中

的純粹美好及相信愛情的天真勇

敢，皆令觀眾看得沉醉又開心。

而監製李耀華、葉育萍、編劇傅

睿邨、演員Duncan周群達、金勤

、楊駿閔、李光燾、二哥、楊志

龍等也特別出席映後與觀眾見面

。Duncan說：「17年真的過得很

快，現在再看這部電影，我覺得

這不只是電影，也記錄了大家青

春的模樣、懷舊的台北，充滿了

回憶。」

在《17歲的天空》片中飾演

男主角好友小宇、妙語如珠負責

搞笑擔當的金勤，一開口就用小

宇的招牌台詞『How are you? I

’m fine, thank you.』以及韓語

和法語的『我愛你』打招呼把影

迷逗樂，金勤說：「很感動大家

這麼多年後還是如此熱情，也因

為你們的支持，讓今

年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17年前我們拍的這部

電影。片中這份純愛

，至今仍讓我感到青

春洋溢。」而無法到

場與影迷同樂的楊祐

寧則透過電話連線開

心表示：「想不到自

己現在也是有數位修

復作品的資深演員了

！」

電 影 《17 歲 的 天

空》描述天真憨直

的周小天（楊祐寧

飾）隻身北上和他

的 Mr. Right 碰 面 ，

最後卻落得美夢幻

滅，無處可去的小天只好投靠

心地善良的國中同學小宇（金

勤 飾）。某天小天在酒吧被

外型出色的酷哥白鐵男（周群

達 飾）吸引，小宇卻警告他

要遠離這位圈子裡的頭號愛情

殺手。面對自己的心意和朋友

的告誡，小天該如何踏出戀愛

的第一步呢？

電影《17歲的天空》10月15

日於台上映，欲得知電影消息請

上 https://theatrical.catchplay.com/

Movies/formula17 或 CATCHPLAY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

catchplay/。

《17歲的天空》北影重映
Duncan、金勤映後驚喜現身 愛奇藝原創華劇《逆局》第

一章「闇夜將至」播出以來累積

海量口碑好評，上週播出第一章

收尾反應熱烈，映後直播湧入眾

多網友參與討論，劇中任非（朱

軒洋 飾）與季思琪（紀培慧 飾

）遭到不明黑衣男子綁架，差點

慘遭撕票，危急時刻譚崇輝（李

銘順 飾）率警隊前來營救，讓

吳玉馨（姚以緹 飾）能安心的

大膽講述事實真相，還梁炎東

（周渝民 飾）清白。正當案件

茅塞頓開，梁炎東所乘的法院警

備車居然遭人高速衝撞...讓梁炎

東陷入生死未卜的險境。網友大

讚「任非與季思琪拼命的樣子非

常帥」、「梁炎東好不容易翻案

，居然又被車撞，超級驚心膽跳

」、「好期待第二章梁炎東繼續

大展身手」。神秘感十足的紈褲

子弟陸齊（曾敬驊 飾）現身也

引起觀眾猜測他的真實身份，

《逆局》粉絲頁激增網友留言敲

碗更多陸齊的精彩畫面。

《逆局》本週播出特別篇，

將曝光第二章「微光將近」的精

彩內容，梁炎東（周渝民 飾）

洗清嫌疑後卻馬上遭高速猛烈撞

擊翻車爆炸、而真兇線索疑似指

向陸齊（曾敬驊 飾）！？心機

深沉的穆雪松（吳興國 飾）與

空降副分局長楊羽璐（張榕容

飾）兩人對槓、對話刀光劍影，

穆雪松背後又有什麼驚人陰謀？

首次突破形象詮釋紈褲子弟

陸齊，曾敬驊透露陸齊是一個以

自我為中心、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家境富裕，出生至今沒有遇過

什麼挫折，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

他想做的事情。第一章「闇夜將

至」裡陸齊身分神秘，僅有少數

畫面線索一閃而過，第二章「微

光將近」陸齊將深刻展現「藝術

家」性格，台詞雖少，但連簡單

坐著都能令人背脊發涼冒冷汗。

曾敬驊表示為了演出陸齊，他屏

棄雜念，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收

起來，花時間僅專注眼前的事，

不讓別人打擾，也不回任何訊息

。對於詮釋陸齊這個角色，曾敬

驊認為有驚喜，「我沒有看過自

己這樣的演出方式，角色裡冷冽

的眼神也不會在我身上出現，我

自己也很期待。」令人期待第二

章有更多曾敬驊的精湛演出。

《逆局》今(10/7)發布第二章

「微光將近」正式海報，周渝民

、張榕容、吳興國、李銘順、朱

軒洋與曾敬驊氣勢陣容一字排開

，在硝煙瀰漫的東林市，像把利

刃劃破了僵局與規則，只有倚靠

彼此才能找出真相，但在黑白不

明是非不分之中，該如何判斷他

人口中的話語孰為真假！？《逆

局》10/8（五）將推出【特別篇

】並搶先曝光第二章「微光將近

」的精彩內容，《逆局》第二章

「微光將近」10/15（五）晚間八

點正式播出，未解的謎團都將在

第二章陸續解開。

《逆局》曾敬驊冷冽孤僻
為角色拒與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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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欣兒子快將踏入反叛期，嘉欣
說：“他十歲半未到反叛期，但

都步向中，他已有自己的社交賬號，
現在仍會跟我分享，但都預計有一天
會不給我看，心情有點患得患失。”
嘉欣稱兒子沒有特別愛跟爸爸或媽
媽，由於他剛從男校轉到男女校，也
會講女仔經，並笑道：“由於我想繼
續‘收風’，所以不可以批判他，要
以朋友身份畀意見。”笑問嘉欣有沒
有幻想兒子將來拍拖生活，她表示兒
子離拍拖仍很遙遠，但希望將來能找
到好太太，正所謂“一個好新抱、三
代好兒孫”。
至於久未有出埠旅行，嘉欣坦言

通關後最想與老公到日本過一次二人
世界，說：“其實都已適應留在香
港，有朋友寧願要隔離21日都要飛，
但我寧願留在港，可以發掘到平時沒
留意的事。”見嘉欣心廣體胖了不少，她笑言因疫情近
期放緩下多了飯局，最高峰曾試過肥了15磅，現在勤做
運動已減掉6、7磅。笑問老公許晉亨對她身形有沒意
見，嘉欣笑道：“老公不可以評論，什麼都不講得。”

Sammi逐一克服自身恐懼
早前推出新專輯的Sammi已成為五個星期的銷量

榜冠軍，她對成績高興並感意料之外，但現階段未有

計劃錄下一張唱片。雖然未有新
唱片計劃，但Sammi透露會
將日前的生日音樂會輯錄成
唱片推出，期望趕在聖誕
前推出，說：“暫時就
不會再開騷，自己想接
觸些新事物。”Sam-
mi近日上載親手做的
麵包照，笑問她要接
觸新事物是否要鑽研
整麵包時，Sammi
說：“每隔一段時
間，我都會突然好迷
戀做某一件事，今次
就是整麵包，以前我
好討厭量東量西，但因
為自己是濕疹人士，要
自製無麩質的麵包，第一
次整效果都幾好，但只限

自用，哈哈。”Sammi稱當初以為做麵包會
困難，但她也衝破自己怕量東西的恐懼，下一
步就會嘗試克服開車，說：“好多年前開車撞壞
了朋友的車，最慘朋友就坐在隔籬，之後一直對開車
有陰影。另外就想克服怕蟑螂。”一直有做運動的
Sammi還想多進食，“最重要吃得健康，以前後生
就只顧住要瘦到一條柴，其實有運動就吃多些都
不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鄭秀文（Sam-

mi）與李嘉欣8日晚出席護膚品牌宣傳活動。自

疫情後甚少公開露面的李嘉欣表示，她趁防疫

期間管理好自己、家人和名下馬匹。嘉欣兒子

許建彤（Jayden）已經十歲，快將踏入青春期的

他更開始有自己的社交賬號，又會講女仔經。

嘉欣笑指只會以朋友的身份溫和地給意見，因

她想繼續“收風”，未來也希望囝囝找到好

的另一半。

李嘉欣想收風
不敢亂批評

十歲囝囝開始講女仔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港台電視31將推出全
新節目《知情識趣31》初中生問答挑戰賽，8日記者會
上，香港電台顧問（節目）何重恩，港台創作總監馬浚
偉公布招募節目主持及比賽詳情。殿堂級填詞人鄭國
江、前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及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

會主席伍德基應邀出席支持節目。
而8日記者會舉行時仍在發出紅雨警告，馬仔笑言

其實自2016年開始，他每辦記者會大都在黃雨警告下
進行，故多年來已成了黃雨代言人。至於今次邀請到鄭
國江老師出席，馬仔表示今次節目《知情識趣31》是沿
自當年由鄭國江策劃的兒童節目《溫故知新》中構思出
來：“我細個看着長大，今次才找原創人出來支持，不
過知道鄭老師忙於籌備明年5月的演唱會，所以到錄製
過程中，才拿相關資料給他看，求教專業意見。”馬仔
表示新節目並非要初中學生進行比拚，也是以趣味性的
生活小百科及冷知識為主，更已獲得教育局的支持。他
又透露節目中不會讓同學們感到壓力，問問題以外還會
有如踢毽及劍球等的兒時小遊戲：“但我們是幾個月前
一早定下，並不是抄《魷魚遊戲》的！”
馬仔透露新節目將於年底才推出，並且會先推出兩

集名人版，都以出問題來整蠱嘉賓，他指其中一集個人
賽，暫會邀劉心悠、衛蘭等當嘉賓，另一集是夫妻對
賽，將會邀請歐陽震華夫婦、郭晉安夫婦參與，馬仔笑
言若果另一位安仔許志安夫婦肯到來，當然就最好。

港台新節目玩兒時小遊戲
馬浚偉強調沒抄《魷魚遊戲》

●Sammi有意加大食量。

香港文匯報訊第26屆釜山電影節亞洲內容獎
7日揭曉，內地網劇《沉默的真相》獲得最佳流媒體
原創獎，內地女演員宋佳憑《小捨得》榮獲最佳女主角
獎。宋佳在微博開心發文慶祝，坦言：
“《小捨得》得表演獎我可是真挺高興，
因為完全沒在舒適區。”宋佳也
在文中感謝了劇中主創。韓劇
《我是遺物整理師》的李帝勳則
贏最佳男主角。
另外，第30屆釜日電影

獎同日頒獎，劉亞仁憑《無聲
無息》榮膺最佳男主角，劉亞
仁致謝時表示得獎感到非常高
興，而他在《無聲無息》的角色
是沒有對白，他希望以後不論
飾演的角色有沒有台詞，都能
融入電影中。最佳女主角獎由全
鍾瑞憑在《The Call：超時空通話》
扮演殺人犯的出色演繹成功拿下。

亞洲內容獎揭曉
宋佳膺最佳女主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由陳貝兒主持的節目
《無窮之路》，其中一集走訪貴州的劍河縣寨章村一個
破舊的百年老寨，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如何蛻變
成今天的希望小鎮。
曾是全國最貧困地方之一的貴州，當中劍河縣有一

條歷史悠久的苗族村寨“寨章村”，“寨章”在苗語的
意思是“最美麗的地方”，可惜當地環境與字面意思差
天共地，外界對村落的印象只聯想到“窮、髒、亂”。
陳貝兒察看村內的傳統木屋，居民回想當年屋內天花單
靠蓋樹皮搭建，搖搖欲墜像隨時會倒下來，加上交通不
便，居民要划船才能到達縣城，雖然有企業願意伸出援
手，將破舊村落拆卸重建，但居民卻不情願，陳貝兒將
逐一探討因由。
陳貝兒另外訪問希望小鎮項目組長張威，他憶述游

說村民重建舊村的經過，並憑着組員的堅持不懈和誠意
感動到一眾村民。昔日的破舊苗寨經歷翻天覆地的變
化，重新進行鋪路及水電工程，呈現煥然一新的景象，

成為今天的希望小鎮。企業不但為村民提供安居之所，
更善用地理優勢積極發展“鄉村旅遊”及“假日經
濟”，興建度假酒店及各式各樣的旅遊設施，打造一個
苗寨桃花源。對居民而言也創造不少就業機會，村民不
用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可以留在當地參與企業培訓。
陳貝兒見證村民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的轉變，替他們開
心之餘也感受到家人互相之間支持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黃德斌近日以
一身型佬look為流感針拍攝廣告。
58歲的德斌身形健碩兼注重均衡
飲食，但原來亦曾患流感：“以前
發高燒睇完醫生食咗藥，都要瞓幾
日幾夜，完全無胃口，病到起唔到
身，我當時以為係一般傷風感冒，
聽完專業人士講解，先知道呢啲原
來係流感！好彩最終無事，如果唔
係好似其他人咁出現併發症就大鑊
了！”除了接種流感針外，德斌表
示勤洗手、戴口罩、並將自身免疫
力提高也甚為重要，他說：“平時
一有空閒時間便會做運動，比較喜
歡跑步和踩單車，但千萬別過量，
大概45分鐘至1小時為佳，太長時
間容易造成過勞。飲食方面，近年
自己已轉為素食，雖然無肉類，不

過都會保持營養均衡，容易引致三
高的食物就少食。當然，近日天氣
開始轉涼，就記得着多件衫保暖，
好好保護自己別那麼容易受到流感
感染。”

陳貝兒走訪貴州希望小鎮
曾
經
歷
流
感
之
苦

黃
德
斌
：
病
到
起
唔
到
身 ●●黃德斌黃德斌

●●陳貝兒探訪寨章陳貝兒探訪寨章
村村，，察看當地民生察看當地民生。。

●港台節目《知情識趣31》記者會上，馬浚偉(中)等人
出席。

●宋佳榮獲最佳女主
角獎。

●●劉亞仁劉亞仁 88
日晚出席亞洲日晚出席亞洲
電影大獎再電影大獎再

爭獎爭獎。。

▲李嘉欣想做個開
明的母親。

網上圖片

◀李嘉欣疫下寧願
留在港，可以發掘
到平時沒留意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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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 開放日特價

> 特惠折扣     > 可以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7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
請向相關人員查詢。| **60個月的零利率免息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款後 開始，且僅適用於10%首付的生前預安排的墓產合同。殯葬套餐的信
貸交易示例：購買總價為$12,804，首付10%和0%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可
能會 有變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1年10月17日。 |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您的健康和安全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所服務的家庭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 。

可以預約網上視頻約會!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節省 12% 的費用*

+
高達 17%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以及 0% 個月零利率**

10月16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Forest Park Westheimer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2800 Westheimer Rd.  |  Houston 

281-497-2330

10月17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3001 Katy Fwy.  |  Houston 

281-497-2210

敬請即刻致電回覆!

讀者來信讀者來信----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她救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的命
我是一個住在西雅圖的乳腺癌病人，來

自臺灣，2018年初在一次洗澡時，突然發現
左乳外側有一小棗樣的腫塊，不痛不癢，推
不動，質地特別硬。我急忙在當地醫院看診
，醫生建議我盡快到美國最權威的治癌中心
MD Anderson診治。經病理切片和抽血化驗
，我很快被確診為乳腺導管細胞癌。左乳腺
外側和腋下淋巴轉移，醫生讓我先做化療。
待腫塊縮小後，再做乳腺全切術，聽後我呼
吸急促，大腦一片空白，周身無力，癱坐在
走廊的座椅上。我從小離開父母在香港生活
讀書，大學畢業後，在美國西雅圖波音公司
工作。我今年才34歲，還有一個不到2歲的
女兒。因為我有癌癥的家族史，我怕患癌，
但也沒能躲過去。我立即將診斷結果告訴我
在臺灣的親人，父親向我講述了祖父和他患
癌後的治療經歷。

1999年我的祖父因為感冒咳嗽，痰中帶
血。在臺灣榮軍醫院通過CT，病理診斷為左
肺中央型腺細胞低分化癌。左側鎖骨下淋巴
轉移，因體質虛弱，已經轉移，告知不能手
術，也做不了化療。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一
朋友送來了一本臺灣時代周刊，第883期刊
登了題為《大陸治癌名醫——王淑霞》的報
道。並得知她12歲開始學習中醫，畢業於中
國黑龍江中醫學院。1975年她開始投入自然
療法治療癌癥的實驗研究。1987年她研製發
明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液，蛇精®
01膠囊。神奇的療效使無數臨近死亡的癌癥
患者絕處逢生。我的哥哥還查閱到，1992年4
月21日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汪大勇報道題
為“創造抗癌事業的未來”一文。1994年8
月20日健康報題為“探索蛇精抗癌之路”一
文。1997年4月4日大陸新華社中國圖片報報
道題為“治癌名醫——王淑霞”一文。通過
這些權威信息，使絕望中的祖父又有了生的
希望。

當時我父親幾經周折，領著我的祖父到
大陸哈爾濱市神康中醫腫瘤研究所去尋找治
癌名醫王淑霞，找到後得知王淑霞人在美國
工作，幸運的是近兩天她從美國回到哈爾濱
，不定期的出專家門診。門診前看到很多來
自世界各地癌癥患者排隊等候。我父親說，
他早五點排隊掛號，我祖父經用一個療程的
蛇精®抗癌註射液後，胸痛，氣喘，咳嗽，
飲食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轉，痰中帶血也消失
了。鎖骨淋巴那種腫痛也減輕了很多。去的
時候需要我父親攙扶慢慢走，等回臺灣的路

上，已經不用人攙扶了。回臺灣後一直口服
蛇精®01膠囊，3個月（三個療程）後在臺灣
榮軍醫院CT復檢，治療前肺部腫塊3.8cm x
4.2cm大小，3個療程後腫塊已縮小為2.5cm
x 2.8cm大小。左鎖骨轉移淋巴，治療前是多
個淋巴結融在一起，大小為4.0cm x 4.2cm大
小，治療3個月後觸摸周圍柔軟，外觀看比治
療前縮小三分之一左右。連續口服治療一年
來，沒做過手術，也沒有化療，現已生存20
余年，至今健在。

2008年我的父親是一個多年乙肝病毒攜
帶者，多年的胃潰瘍病史。多年不能吃米飯
，一次飲酒後，胃疼加劇，在長庚醫院做了
胃鏡，診斷為：潰瘍性腺細胞低分化癌，橫
結腸轉移。做了部分胃切除術，腸轉移已不
能手術。醫生告訴最多也只有2年的生命期。
術後兩個月，我的哥哥領著我的父親到美國
拉斯維加斯國際中醫腫瘤研究院找治癌名醫
王淑霞給救治。經口服蛇精®01膠囊2個月後
，體力、大便、食欲都有很快的恢復，另外
為了治療腸癌，王醫生采用了肚臍內用藥，
很快大便下來一些爛肉樣的東西。就這樣綜
合治療近一年，在長庚醫院復查CT2次，腸
轉移癌縮小一公分多，胃癌沒有發展，沒有
再轉移現象。病情穩定，現已存活11年之久
。我父親現除護理我祖父外，還做家務。逢
人便說，是王淑霞醫生和自然療法救了他和
祖父的命。並督促我想辦法盡快找到王淑霞
醫生。被診斷患癌後，我曾立即去拉斯維加
斯去尋找治癌名醫王淑霞。在當地打聽，很
多人認識並知道治癌名醫王淑霞，她的口碑
很好，不但醫術好，醫德更好，聽說她對每
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都很用心。有病人告訴
我2017年末，她調到休斯頓國際癌癥康復中
心工作，但不知道詳細地址。我又來到休斯
頓，在我萬分焦慮的時候，我去中國城吃飯
，順手拿了一份《僑報》，《美南日報》，
打開一看，上面都有介紹國際癌癥康復中心
的報道。我一口氣看完後，得知王淑霞博士
現任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主任。休斯頓醫學中
心規模相當大，範圍包括科研，臨床實驗研
究，醫務人員達幾萬人。最著名的醫院有
MD Anderson，還有貝勒醫學院。據了解，國
際癌癥康復中心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自
然療法治療癌癥的醫療機構。我太高興了，
沒有患癌癥經歷的人是體會不到我的心情的
。面臨著即將來臨的死亡和年邁的老人，年
幼的孩子，我能挺過來嗎？在家人的鼓勵下

，選用化療後因副作用大，會造成身體虛弱
，沒有了抵抗力，也會加快腫瘤的復發和轉
移，好在我的父輩祖父和我的父親因肺癌和
胃癌淋巴也都轉移了，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很幸運的選擇了馳名中外的蛇精®抗癌註射
液和蛇精®01膠囊治療後，我的祖父至今已
生存了20多年，我的父親用同樣的方法至今
已生存了11年，平時還在照顧我的祖父，我
家三代人的經歷，說明了病人和醫生也是一
種緣分，我相信在王醫生的治療和幫助下，
我一定會活下來。這天晚上是我被診斷癌癥
以來，睡的最好的一夜，也是我真正體會到
了有些病人還沒有來得及治療，由於不間斷
的害怕死亡，恐懼，先被癌癥兩字嚇死了。

第二天我按著報紙上的電話702-526-6288
打過去，不知需要提前預約掛號，因為我著
急看醫生，一聽要預約等很久，我馬上就上
火了。無奈我決定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在
王醫生沒有下班的前一個小時趕過去。我到
7505 Fannin St，Ste 120門診說明來意後，他
們告知必須預約等待。我不死心，一直坐在
候診大廳，當病人都走後，從診室走出一位
60歲左右的老醫生。從照片上我認出了她就
是治癌名醫王淑霞博士。當她了解情況後說
可以晚走一會，補一掛號給我看診，其他人
可以先下班，我一聽，眼淚馬上流下來，這
就是國際著名治癌權威王淑霞。我坐下後，
她不問病，把脈後就說，“你患乳腺癌，可
能淋巴已經轉移了。你需要我如何幫助你。
”，真厲害，這才是大醫師，大專家，一針
見血說明了我的病情。我激動的說，我有希
望了，王醫生告訴我先治療調理一段時間。
王醫生說，如果腫塊能縮小的話，最好是做
乳腺全切術，讓我回家與家人商量考慮後再
決定。我帶著01膠囊回到西雅圖，口服了一
個療程後，感覺腋下淋巴開始變軟了。乳腺
腫塊腫脹明顯好轉。兩個療程（兩個月）後
，腋下淋巴開始明顯縮小。三個月後，我再
次到休斯頓醫療中心MD Anderson復查。給
我看病的醫生聽說我沒去做化療，檢查發現
我的腫塊明顯縮小，使她很驚訝。問我用了
什麽好方法。我說我采用了自然蛇精®01療
法。他又說，給你治療的是一個中國人Dr .
Wang吧？我問醫生，你怎麽知道？他說休斯
頓整個醫療中心Dr. Wang是唯一采用自然療
法治療癌癥的權威專家，她的方法獨特，醫
術也很厲害，復檢後我的醫生很神秘的告訴
我，根據現在病情可以手術啦。在西醫的幫

助下我做了左乳腺全切術，淋巴切除了一部
分，醫生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後，先去做化療
，不然沒有切幹凈的淋巴轉移會很快復發。
考慮到化療的副作用，我還是選擇了繼續口
服蛇精®01膠囊治療。一年多過去了，我的
病竈一直穩定，體重又增加了5磅，近期我又
回到西雅圖波音公司工作了。

高興之余，我想讓我的癌友們來分享我
的治療結果。患癌後千萬不要恐懼，為了診
斷後治療不走彎路，選擇治療方法很重要，
多走訪幾個醫院的醫生，不要被癌癥所先嚇
死。我和我的先輩們能生存20年，11年不等
，我們的體會是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不論
是選擇現代的西醫，還是手術還是放化療，
還是選擇采用蛇精01自然療法，哪種方法最
有效，哪種就是最好的選擇。

我認為選擇對了，就選擇了生命，我們
祖孫三代患癌癥轉移後能有今天的康復結果
，沒走彎路，是十分幸運的。首先我要感謝
，治癌名醫王淑霞博士對蛇精®01療法的重
大發明，衷心的感謝國際治療癌癥權威王淑
霞博士用她的重大發明久了我們祖孫三代人
的生命。這樣的權威名醫確實有真材實料，
名不虛傳。還要感謝《美南日報》及時真實
的報道。美南日報是我們唯一可信的報紙。

希望貴報能刊登報道，讓更多的癌友少走
彎路，分享我們的治療結果，祝大家健康長
壽。

乳腺癌患者美國波音公司張桂榮親筆
2019年7月18日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德
州醫學中心，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
國城開設了分部。
地址：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10AM—下午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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