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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zer says its antiviral pill slashes risk of 
severe COVID-19 by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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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5 (Reuters) - Pfizer Inc’s (PFE.N) ex-
perimental antiviral pill to treat COVID-19 
cut by 89% the chance of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for adults at risk of severe disease, the 
company said on Friday, as its CEO vowed 
to make this promising new weap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vailable global-
l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trial’s results suggest that Pfizer’s drug 
surpasses Merck & Co Inc’s (MRK.N) pill, 
molnupiravir, which was shown last month 
to halve the chance of dying or being hospi-
talized for COVID-19 patients at high risk 
of serious illness.

Pfizer’s pill, with the brand name Paxlovid, 
could secure U.S. regulatory approval by 
the end of the year. Pfizer said it plans to 
submit interim trial results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before the Nov. 
25 U.S. Thanksgiving holiday. The trial was 
stopped early due to its high success rate.

President Joe Biden said the U.S. gov-
ernment has secured millions of doses of 
Pfizer’s drug.

“If authorized by the FDA we may soon 
have pills that treat the virus in those who 
become infected,” Biden said. “The thera-
py would be another tool in our toolbox to 
protect people from the worst outcomes of 
COVID.”

Shares in Pfizer, which also makes one of 
the mostly widely used COVID-19 vac-
cines, rose 11% to close at $48.61. Mer-
ck’s fell 10% to close at $81.61. Shares of 
vaccine makers took a hit, with Moderna 
Inc (MRNA.O), Pfizer’s German partner 
BioNTech SE and Novavax (NVAX.O) all 
down 11-21%.

Pfizer’s pill is given in combination with an 
older antiviral called ritonavir. The treat-
ment consists of three pills given twice 
daily. It has been in development for nearly 
two years.

The Pfizer and Merck pills are eagerly 
anticipated, with only limited options cur-
rently available for treating people sick with 
COVID-19. Full trial data is not yet avail-
able from either company.

Pfizer is in active discussions with 90 coun-
tries over supply contracts for its pill,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lbert Bourla said in an 
interview.

“Our goal is that everyone in the world 
would be able to have it as quickly as possi-

ble,” Bourla said.

Bourla added that for high-income 
countries Pfizer expects to price its 
treatment close to where Merck has 
priced its drug. Merck’s U.S. contract 
price is around $700 for a five-day 
course of therapy.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Bourla said Pfizer is con-
sidering several options, with the goal 
of “no barrier for them as well to have 
access.”

Merck’s pill was approved by British 
regulators in a world first on Thursday.

Even with the potential offered by 
the Pfizer and Merck pills, preventing 
COVID-19 infections through broad 
use of vaccines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control a pandemic that has killed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ncluding more than 750,000 in the 
United States,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s 
said.

A 3D printed Pfizer logo is placed near 
medicines from the same manufacturer 
in this illustration taken September 29, 
2021. REUTERS/Dado Ruvic
Pfizer CEO Albert Bourla talks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European Com-
mission President Ursula von der Leyen 
after a visit to oversee the production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

cine at the factory of U.S. pharma-
ceutical company Pfizer in Puurs, 
Belgium April 23, 2021. John Thys 
/Pool via REUTERS/File Phot

“Vaccines are going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and reliable tool that we 
have in this pandemic,” said Dr. 
Grace Lee,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hese oral medications 
are going to augment our ability 
to really reduce the risk of severe 
disease,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which is huge, but it won’t prevent 
infection.”

While more than 7 billion vaccine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worldwide, that has covered only 
about half the world’s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58% of all people, 
including 70% of adults, are fully 
vaccinated.

Mizuho analyst Vamil Divan fore-
cast a “very minor impact” from 
Pfizer’s drug on vaccination among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he vaccine 
or a booster shot as recommended 
by U.S. health regulators.

“I think there’s a small percentage 
of people that may decide not to get 
vaccinated now that there are good 
treatment options,” Divan said

Pfizer said it expects to manufac-
ture 180,000 treatment cours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at least 50 
million courses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including 21 mill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2. Bourla said that, 
based on the better-than-expected 
trial results, Pfizer is considering 
potentially doubling next year’s 
manufacturing target.

Antivirals need to be given as early 
as possible, before an infection 
takes hold, to be most effective.

The planned analysis of 1,219 
patients in Pfizer’s study examined 
hospitalizations or deaths among 
people diagnosed with mild to mod-
erate COVID-19 with at least one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severe 
disease, such as obesity or older 
age.
Among those given Pfizer’s drug 
within three days of symptom 
onset, the pill lowered the chanc-
es of hospitalization or death for 
adults at risk of developing severe 
COVID-19 by 89% compared to 
those receiving a placebo. Among 
these patients, 0.8% were hospital-
ized and none died by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o a 7% hospi-
talization rate and seven deaths in 
the placebo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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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Emma Ingle, 7, sitting on her mother Kim Obert’s lap, receives her first dose 
of the Pfizer-BioNTech coronavirus vaccine in Storrs, Connecticut, November 
3.  REUTERS/Michelle McLoughlin

Atlanta Braves players celebrate on the field after defeating the Houston Astros during game 
six to win the 2021 MLB World Series at Minute Maid Park in Houston, Texas, November 2. 
Jerome Miron-USA TODAY Sports

Demonstrators stand in front of a wall of the former U.S. embassy with anti-U.S. murals on the 
42nd anniversary of the U.S. expulsion from Iran, in Tehran, November 4. Majid Asgaripour/
WANA

Runners and riders compete 
in the annual one-day Lay-
town races, held on the beach 
under official horse racing 
turf club rules, which returned 
after being cancell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lockdown, in 
Laytown, Ireland, November 1. 
REUTERS/Clodagh Kilcoyne.

Extinction Rebelion 
activists stand in front 
of police officers as they 
protest during the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
ence (COP26) in Glasgow, 
November 3. REUTERS/
Hannah McKay

Visitors explore a salt formation 
in the Dead Sea near Ein Bokek, 
Israel, October 30. REUTERS/
Amir Cohen

LIVE

CORONAVIRUS DIARY

Wealee@scdaily.com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the CDC signed
off to recommend that
Pfizer’s lower dose
Covid-19 vaccine be
available to children
ages 5-11, the result is
that more than 28
million children will now
be able to receive their
vaccine.

This is a huge step
forward for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bottomline shows that
the vaccine is safe.
Some doctors believe

that having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for
children is important in
bringing this pandemic
finally to a close.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9
million children with
Covid-19 cases, more
than 8,300
hospitalizations and 94
deaths due to
Covid-19. Now we the
have ability to prevent
the disease, future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from Covid-19
in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5-11.

The Pfizer vaccine for
children comes in
smaller doses and was
nearly 91 percent
effective against
symptomatic illness in
the clinical trials of

5-11 year olds.

We are so happy and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the kids in this country
can be vaccinated. Bu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lot of kids are still
fighting for their
survival.

We urge all the nations

to work together and
get more vaccine to the
nations that are less
fortunate.

We also very much
appreciate the drug
companies of course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for coming to rescue
the world.

1111//0505//20212021

Vaccine Comes ToVaccine Comes To
Rescue The KidsRescue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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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protest against New York 
City-mandated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in front of the U.S. 
Courthouse in Manhattan, New 

York, Oct. 12, 2021.
Disputes over coronavirus vaccination 
mandates are on the rise in the U.S. and 
could markedly increase in the com-
ing weeks as new directives take effect. 
White House officials are fine-tuning 
President Joe Biden’s order that about 80 
million workers at businesses with 100 or 
more employees be vaccinated or get test-
ed regularly, and that several million U.S. 
troop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workers 
be inocula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Navy 
personnel are vaccinated, naval officials 
have started to discharge sailors who re-
fuse to get inoculated. Meanwhile, some 
large employers and state agencies with 
their own mandates are dismissing unvac-
cinated workers, even as more than 177 
million people in the U.S. have been fully 
vaccinated, including two-thirds of the 
country’s adult population.
Some members of the U.S. armed forces 
have started posting videos in which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describe their ca-
reers and where they have been stationed. 
They also say they face expulsion for re-
fusing vaccinations, often claiming that 
the freedom to control their own health 
care is being violated. U.S. service mem-
bers face varying vaccination deadlines 
through the end of the year, depending on 
the military branch. More than 2 million 
federal civilian workers must be inoculat-
ed by November 22. But 10 government 
employees, including four Air Force of-

ficers and a Secret Service agent, are 
contesting the orders in a lawsuit filed 
in Washington, claiming the mandates 
violate thei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are prohibited by 
federal laws.

A Preventative 
Medicine Ser-
vices technician 
fills a syringe 
with a Janssen 
COVID-19 vac-
cine, Sept. 9, 

2021 in Fort Knox, Ky. (PHOTO/JON 
CHERRY/GETTY IMAGES)

Justices’ actions
The legality of the vaccination man-
dates has yet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nine-member U.S. Supreme Court as a 
whole. But two ideologically disparate 
justices, conservative Amy Coney Bar-
rett and liberal Stephen Breyer, acting 
on emergency requests by vaccination 
opponents to overturn the orders, quick-
ly rejected their pleas and allowed the 
mandates to take effect. One required 
that students at Indiana University be 
vaccinated before they enroll at the 
school. The other required that health 
care workers in Maine get shots. The 
disputes over mandates have become a 
daily staple of U.S. news reports.
This week, Nick Rolovich, the head 
football coach at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became perhaps the high-
est-paid person in the country to lose 
his job in a vaccination dispute. He was 
fired from his $3.2 million-a-year po-
sition after refusing to get vaccinated 
under an edict that all Washington state 
employees get inoculated. He declined 
to say why he refused to get vaccinated 
and now is suing to get his job back on 
the ground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San Francisco, fast-food restaurant 
In-N-Out Burger was temporarily shut 
down by the California city’s health 
department for COVID-19 violations 
because the company refused to check 
customers for proof of vaccination.
“Vaccina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 public indoor setting where groups 
of people are gathering and removing 

their masks, factors that make it easier 
for the virus to spread,” the health de-
partment said. “That is why San Fran-
cisco requires proof of vaccination for 
indoor dining.”

W a s h i n g t o n 
State coach Nick 
Rolovich watches 
during an NCAA 
college football 

game against Stanford in Pullman, 
Wash., Oct. 16, 2021. Washington 
State fired Rolovich for failing to 
comply with a vaccine mandate.
‘We will turn the tide’
Biden, in announcing the mandate last 
month for 80 million workers to get 
vaccinated, said, “We can and we will 
turn the tide on COVID-19.”
“These measures will take time,” he 
said. “But if we implement these mea-
sures, I believe that in the months ahead 
w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unvacci-
nated [individuals], decrease hospital-
izations and deaths, and keep businesses 
open. We will protect vaccinated work-
ers from unvaccinated co-workers.”
But numerous business group officials 
and vaccination opponents hoping to 
shape the rules to their liking are re-
questing meetings with White House 
officials. Conservative Republican state 
governors have also vowed to su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block his man-
dates once the White House issues its 
definitive rules, even as government 
health officials continually urge the 
country’s 65 million unvaccinated peo-
ple eligible for inoculations to get the 
shots in their arms.

Florida Gov. 
Ron DeSantis 
speaks at the 
Doral Acade-
my Prepara-
tory School 
in Doral, Fla., 

Sept. 14, 2021.
Florida Governor Ron DeSantis and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two pos-
sible Biden opponents in the 2024 pres-
idential election, remain adamantly op-
posed to vaccination mandates even as 
they urge their states’ residents to vol-
untarily get vaccinated.
DeSantis said recently, “Let’s not have 
Biden come in and effectively take 
away — threaten to take away — the 
jobs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hroughout this entire pandemic. I 
am offended that a police officer could 
potentially lose their job.”
DeSantis said that vaccination should 
be a personal choice and that people 
who have become naturally immune to 
COVID-19 should be exempt from the 
mandate.
Abbott said, “The COVID-19 vaccine 
is safe, effective and our best defense 
against the virus, but should remain vol-

untary and never forced.”
Even so, Texas-based American Air-
lines, the biggest U.S. airline, told its 
100,000 workers October 6 that they 
would be fired if they were unable to 
provide proof of full vaccination by 
November 24. (Courtesy https://www.
voanews.com/)

Massive Crowds In New York                    
Protest Vaccine Mandates

Thousands of New Yorkers took to the 
streets on Monday to protest May-
or Bill DeBlasio and President Joe 
Biden’s discriminatory Wuhan coro-
navirus vaccine mandates. 
Earlier this year, DeBlasio mandated 
vaccines for anyone wanting to eat in 
a restaurant, see a broadway show or 
enter a gym. He made the shot mandato-
ry for all city government workers and 
eliminated the testing option last week.

Andrew An-
sbro, FDNY 
U n i f o r m e d 
Firefighters As-
sociation pres-
ident, speaks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to address 
a new COVID-19 vaccine mandate, 
Oct. 20, 2021, in New York. The orga-
nization says COVID-19 vaccinations 
should be voluntary.
 In early September,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d OSHA is working on a rule 
to mandate  the vaccine for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Cour-
tesy nytimes.com)
Parents In California Protest Student                              

COVID-19 Vaccine Mandate, Keep 
Kids Home

Parents and 
s t u d e n t s 
hold signs 
and shout 
at a pro-
test Mon-
day against 

the state’s pending student-vac-
cine mandate in front of Bir-
mingham Community Char-
ter High School in Lake Balboa.                                                                                                                                       
Group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kept 
out of school in protest lined the side-
walk outside Birmingham High School 
in Lake Balboa on Monday, part of 
statewide demonstrations against Cal-
ifornia’s mandate requiring all K-12 
students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Parents, children and some 
school district employees held signs 
including “Our kids are not lab rats” 
and “Our children our choice.” Similar 
scenes played out in Huntington Beach 

and Sacramento, where the state Capitol 
protest appeared to be the largest.
On Oct. 1, Gov. Gavin Newsom an-
nounced a statewide vaccination man-
date for all public and private K-12 
student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na-
tion. Students in seventh through 12th 
grade would be among the first to be 
required to get vaccinated under the 
mandate, starting with the term follow-
ing full approval of the vaccine from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
tion. Students younger than 12 would 
later be phased in. The announcement 
has sparked anger among some parents, 
including those who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anti-vaccine but are opposed 
to their children being immunized with 
the available COVID-19 vaccines. The 
student vaccination mandate has large 
support among parents and educators. 
United Teachers Los Angeles, which 
represents more than 30,000 teachers, 
nurses, counselors and librarians, has 
endorsed a mandate for employees and 
students.

California gov-
ernor Gavin 
Newsom
In Sacramento, 
people crowded 
onto the steps of 
the Capitol after 

two Californians organized the protest, 
according to the Sacramento Bee. One 
parent said she plans to home-school 
her children rather than have them get 
vaccinated. The scattered protests fell 
on the same day as a COVID-19 vaccine 
mandate kicked in for employees of the 
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As 
of Monday, no district employee could 
remain at a school without having re-
ceived at least one vaccine dose.
Nery Paiz, head of Associated Admin-
istrators of Los Angeles, the adminis-
trators union, spoke proudly of a com-
pliance rate of 99.4% among his 3,000 
members. Classroom teachers were at 
99% Monday. Members of the union 
that represents most of the district’s 
lower-salaried workers — including 
teaching assistants, after-school and 
campus aides, bus drivers, custodians 
and food service workers — were at 
95% compliance late Monday, accord-
ing to the school district.
“We continue in negotiations with 
LAUSD regarding their staffing plans 
and the impact this will have on student 
services and the workers who deliver 
them,” said Max Arias, executive direc-
tor of Local 99 of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The district must 
leave the doors open for workers who 
have not yet received the vaccine. By 
pushing for termination, the district 
is taking a punitive approach that will 
deny workers reemployment rights.” 
(Courtesy www.latimes.com)

Disputes Over Vaccination 
Mandates On The Rise In U.S.

(Article continues from above.)

COMMUNITY
America’s Civil War Of 2021?

“Vaccination Rebellion”                                   
Rages In The U.S.

Top Republicans are calling for a public 
uprising to protest President Biden’s broad 
vaccine mandates, eight months after more 
than 500 people stormed the U.S. Capitol 
to try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It has been 
decades since America has witnessed such 
blatant and sustained calls for mass civil 
disobedience against the U.S. government.
J.D. Vance — author of “Hillbilly Elegy” 
and a candidate for the GOP U.S. Senate 
nomination in Ohio — urged “mass civil 
disobedience” to Biden’s plan to use federal 
authority to mandate vaccination for rough-
ly two-third of America workers.
“I have a simple message for America’s 
business community,” Vance wrote. “DO 
NOT COMPLY.”
Biden said in his remarks, “Today, in total, 
the vaccine requirements in my plan will 
affect about 100 million Americans — two-
thirds of all workers.” 
Several Republican governors say they’ll 
go to court to try to stop the mandate for 
federal employees, contractors and private 
employers with 100+ workers (enforced by 
OSHA).
South Dakota Gov. Kristi Noem told Sean 
Hannity on Fox News: “In South Dakota, 
we’re going to be free. ... We will take ac-
tion. My legal team is already working.”   

A top House Re-
publican aide said: 
“Every Republi-
can in the country 
— especially those 
running to the 

right in primaries — is salivating over Joe 
Biden [igniting] the vax debate.”
“Republicans think that he’s made even 
pro-vax conservatives into ‘anti-vax man-
date’ Americans.”
An official close to Biden said the West 
Wing “knew there would be strong back-
lash. But unless someone took this on, 
we’d be in a pandemic forever.”
“Biden beat Trump by promising strong 
action based on science. He can’t let Ab-
bott/DeSantis block tough action.”
Invoking a civil-rights parallel, the official 
added: “Basically Biden is staring down 
Southern governors (and some Norther n 
allies). ... Is America divided? Yes. But 
Biden is uniting the 75% vs. the 25% that 
is in opposition.”

Is President Biden facing a new “Civil 
War” over the vaccination mandates?

The official’s bottom line: “That is unity 
politics in a divided nation — unifying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threatened by an 
unruly minority.” (Courtesy axios.com)
From Boeing To Mercedes, A U.S. 
Worker Rebellion Swells Over Vaccine 
Mandates
AUSTIN/SEATTLE, Nov 2 (Reuters) - In 
Wichita, Kansas, nearly half of the rough-
ly 10,000 employees at aircraft compa-
nies Textron Inc and Spirit AeroSystems 
remain un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risking their jobs in defiance of a federal 
mandate, according to a union official.
“We’re going to lose a lot of employees 
over this,” said Cornell Adams, head of 
the local Machinists union district. Many 
workers did not object to the vaccines as 
such, he said, but were staunchly opposed 
to what they see as government meddling 
in personal health decisions.
The union district has hired a Texas-based 
lawyer to assist employees and prepare 
potential lawsuits against the companies 
should requests for medical or religious 
exemptions to vaccination be denied. A 
life-long Democrat, Adams said he would 
no longer vote for the party. “They’ll nev-
er get another vote from me and I’m tell-
ing the workers here the same thing.” 

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companies that 
want to continue gaining federal contracts 
under an executive order by Democratic 
President Joe Biden, which requires all 
contractor employees be fully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by Dec. 8. That means 
federal contract workers need to have re-
ceived their last COVID-19 shot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 the deadline to gain 
maximum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U.S. 
government guidance.
With a three-week gap between shots of 
the Pfizer /BioNTech vaccine, workers 
must get the first jab by Wednesday. If 
the government holds fast to its deadline, 
it is already too late to choose Moderna’s 
vaccine, which is given in two doses four 
weeks apart. Workers could opt to get 
Johnson & Johnson’s single-shot vaccine 
until Nov. 24 to meet the deadline. The 
mandate has stirred protests from workers 
in industries across the country, as well as 
from Republican state officials.
Opposition to the mandate could poten-
tially lead to thousands of U.S. workers 
losing their jobs and imperil an already 
sluggish economic recovery, union lead-

ers, workers and company executives 
said. More legal clashes are likely over 
how companies decide requests for vacci-
nation exemptions. 

For the com-
panies, time is 
getting tight, 
though the 
Biden admin-
istration has 

signaled federal contractors will not have 
to immediately lay off unvaccinated work-
ers who miss the Dec. 8 deadline. Under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https://www.
saferfederalworkforce.gov/faq/contrac-
tors published on Monday, companies will 
have flexibility over how to implement the 
mandate, which may allow them to avoid 
mass firings.
“A covered contractor should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means of enforcement 
with respect to its employee,” the guid-
ance said.
For Boeing Co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7,000 workers have applied for re-
ligious exemptions and around 1,000 are 
seeking medical exemptions, people fa-
miliar with the matter told Reuters. That 
amounts to some 6% of the planemaker’s 
roughly 125,000 U.S employees.
‘ILLEGAL, IMMORAL AND IM-
PRACTICAL’
At a rally last week outside Boeing prop-
erty in Auburn, south of Seattle, many of 
the three dozen workers gathered in driv-
ing rain said they would rather be escorted 
off Boeing property on Dec. 8 than take 
a vaccine. Others said they would pursue 
early retirement.
“The mandate is illegal, immoral and im-
practical,” said one veteran Boeing pro-
gram analyst who attended the rally. “We 
are standing together against a company 
and government trampling on our rights.”

Many legal experts have said vaccine 
mandates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health 
are legal. The rebellion has put Boeing 
executives in a bind. The company could 
lose skilled staff, but must comply with a 
presidential order. A Boeing spokesperson 
said the company was committed to main-
taining a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its 
employees. The order’s provision for reli-
gious and medical exemptions is causing 
more tension.

Two Textron workers who requested re-
ligious exemptions told Reuters the com-
pany’s human resources representatives 
quizzed them on the name of their church 
leaders and asked detailed questions about 
their faith. Textron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but in a statement said it was 
obligated to comply with Biden’s order 
and was taking steps to do so.
“Employees who are unable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due to a medical 
condition or sincerely held religious be-
lief are being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request an accommodation from this re-
quirement,” Textron said.
Spirit AeroSystems did not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Raytheon Technologies’ CEO Greg Hayes 
last week warned the U.S. defense firm 
will lose “several thousand” employees 
because of the mandate. A group repre-
senting FedEx Corp, United Parcel Ser-
vice Inc and other cargo carriers said it 
would be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have all 
their workforces vaccinated by the dead-
line.

Some companies have imposed vaccine 
mandates even absent immediate govern-
ment regulation.
Mercedes-Benz USA, the U.S. unit of 
German carmaker Daimler AG which is 
not a U.S. government contractor, told 
employees in an October email seen by 
Reuters that proof of vaccination against 
COVID-19 would become a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beginning Jan. 4. The car-
maker said it implemented the move in an-
ticipation of a separate U.S. government 
vaccine mandate that would apply to busi-
nesses with at least 100 employees, affect-
ing some 80 million workers nationwide.
Less than half of the company’s workers 
at U.S. import processing centers are vac-
cinated and many refuse to get a shot, ac-
cording to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mat-
ter. Mercedes USA in a statement said it 
had given employees 90-day notice to ful-
fill the requirement, adding that two thirds 
of its U.S. employees - not including fac-
tory workers in Alabama - have provided 
proof of vaccination to date.
“We expect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our 
employees will provide proof of vacci-
nation before the deadline,” the company 
said. (Courtesy reuters.com)

(Article continu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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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遗愿清单》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意义何在，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要

看他留下了什么，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信仰来衡

量，有人认为要用爱来评判，也有人说人生本

来就毫无意义。而我呢？我相信你可以借助与

你相关的人来衡量自己，而那些人也同样，靠

你来衡量他们自己。”

是啊！人生好像就是如此，我们通过身边

的人，来衡量我们，来让我们更好。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更好，不管是谁

让我们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都要知道，我们

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自己更好。

所以这一生，千万不要为难自己。

有些人，注定爱不了

人生中，有很多人喜欢为难自己，喜欢做

一些做不到的事情，特别是在一段感情中，我

们总喜欢去做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于是我们会让自己感受到痛苦，让自己不

开心。

可是不管多么难受，不管多么不开心，我

们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自己为难自

己罢了。

朋友小小就是如此，她从大学开始就喜欢

一个男生，本身小小以为会和对方在一起的，

于是一开始小小就追求对方了。

小小开始追求之后，对方一开始没有反应

，之后就直接拒绝了小小。

被拒绝之后的小小很不甘心，也很想不通

小小说：“我差哪里了？为什么他就是不喜欢

我呢？”

之后小小说她不相信对方不爱她，于是小

小开始努力地讨好，给对方送早餐，给对方发

信息，假装偶遇等。

可是不管小小做什么，对方都无动于衷。

小小看着对方这样，不仅生气地责骂了起来

，说：“有什么好高傲的，以为自己有多好。”

其实小小就是得不到的心理，可是对方做错

了吗？其实并没有，不过是不喜欢小小罢了。

有人说，感情的世界，其实一个人会不会

喜欢一个人，在看到的第一眼就知道了，会喜

欢的人，第一眼就喜欢了，不会喜欢的人，之

后如何努力都没用。

是啊！感情的世界，有些人是注定爱不了

的人。

爱不了的人，就放手吧

在感情的世界，我们会爱一个人，也有人

会爱我们，幸运的时候，我们爱的人，也会爱

着我们，而不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爱

的人，不是爱我们的人。

于是我们会感到痛苦，感到难受，我们想

要对方爱上我们，想要对方在乎我们，可是很

多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没用。

网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感情是最不能努力

的。

是啊！有很多东西，你想要可以努力获得

，但是感情却不行。

感情的世界，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

越努力，不仅得不到对方的爱，反而会让你更

难受，反而会让你更痛苦。

因为你会发现，本身一个人只是对你没有

感觉，而你努力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方从没有

感觉，变为嫌弃了，而对方的嫌弃，你会清楚

地感受到，你会清楚地知道对方的不爱。

此时你会更加痛苦，更加否定自己，觉得

自己没有优点，自己很差劲。

其实，在感情的世界，你要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不爱的人，你是强求不了的，当一个人

不爱你的时候，你要学会放手！

爱不了的人，就好好说再见

在感情的世界，当你爱不了一个人的时候

，就要学会好好说再见，你要知道，当你爱不

了一个人，你不会说再见，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不会说再见，也不能决定什么。

重要的是，你揪着不放，不过是为难自己

，让自己更痛苦，让自己感觉自己很失败而已

。

而且对方也会更嫌弃你，与其这样，还不

如好好说再见。

至少好好说再见了，你能拥有自尊，还能

得到对方的尊重，还能得到对方的另眼相看。

所以有时候好好说再见比什么都重要。

曾看到一个朋友和男友分手的场景，真的

是令人震惊。

他们分手了，朋友却始终放不下，于是总

给对方打电话，总和对方联系，后来对方嫌烦

了，就不接电话，甚至拉黑了。

而朋友不甘心，换了电话依然打，最后对

方烦躁地换了电话，换了微信换了所有的联系

方式。

而现在一旦说起朋友的时候，他都说感觉

和恶魔一样。

其实这样的分手何必呢？当一个人不爱的

时候，你纠缠没用，你强求没用，你执着也没

用，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好好说再见，给自

己和对方留一些尊严。

好好说再见，是对曾经爱的尊重

感情的世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有的

人是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

有些人，你和对方在一起，你会发现，有

人会让你更好，而有人是让你长教训的，不管

是哪一种，都是他们的责任，而对我们来说，

就是让我们成长的。

所以说，感情的世界，其实，当一个人不

爱你的时候，你要好好说再见，因为这是对一

个人的尊重，对一个人的爱，对曾经爱的尊重

。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陪

伴你，没有谁会永远地爱你，你和一个人最后

的结果都是分开。

不管是生离或者是死别，都是要分开的，

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所以，当你必须要和一个人分开的时候，

你要知道，人生就是如此，你和一个人的缘分

也许尽了，对方陪你的时间到了，所以你现在

要做的是放手然后向前看。

只有这样了，你的人生才会更好，你的人

生才会更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路上，

都要学会向前看。

不管是生活或者是感情，都会遇见不顺的

事情，一旦遇见了，就要学会看开一些，毕竟

谁的人生都是如此。

爱不了的人
就好好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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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也是慶祝萬聖節的最好的日子也是慶祝萬聖節的最好的日子。。圖為圖為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626日萬聖節前夕日萬聖節前夕，，休休
斯敦明星地產經紀人與剛剛通過美國德州地產經紀人執照考試的美南新聞網紅新聞主播斯敦明星地產經紀人與剛剛通過美國德州地產經紀人執照考試的美南新聞網紅新聞主播SkySky
DongDong在梨城南瓜教堂在梨城南瓜教堂Pumpkin ChurchPumpkin Church的瓜田中拍攝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定型照的瓜田中拍攝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定型照。。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由休斯敦國際領袖基金會主辦的趙小蘭部長在中華文化中心和學生及家長們分享奮鬥成功由休斯敦國際領袖基金會主辦的趙小蘭部長在中華文化中心和學生及家長們分享奮鬥成功
的心路歷程活動正式拉開了帷幕的心路歷程活動正式拉開了帷幕。。休斯敦國際領基金會的歷任會長休斯敦國際領基金會的歷任會長，，顧問顧問，，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共同歡迎趙小蘭部中華文化中心執行長共同歡迎趙小蘭部
長及國際領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玲長及國際領基金會創會會長董玲，，蒞臨中心和學生及家長們座談蒞臨中心和學生及家長們座談。。右起戴佩青右起戴佩青，，喻斌喻斌，，黎淑瑛黎淑瑛，，嚴威嚴威，，何怡中何怡中，，許許
文忠文忠，，董玲創會會長董玲創會會長，，趙小蘭部長趙小蘭部長，，劉秀美劉秀美，，王寵瑜王寵瑜，，李蔚華李蔚華，，王藝達王藝達，，嚴傑嚴傑，，華啓梅華啓梅，，王雅潔王雅潔。。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休斯敦休斯敦WorldFestWorldFest國際電影節藝術委員會主任國際電影節藝術委員會主任、、Houston Film SocietyHouston Film Society會員主任會員主任
Kathleen HaneyKathleen Haney特邀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和貴客一起欣賞主流電影預覽三連映特邀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和貴客一起欣賞主流電影預覽三連映。。圖為休斯敦圖為休斯敦
本地明星本地明星Nancy XieNancy Xie在大片在大片FrenchDispatchFrenchDispatch開映前在開映前在Edwards MarqEEdwards MarqE超大屏幕院線留影超大屏幕院線留影。。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旅居休斯頓的魯菜泰斗旅居休斯頓的魯菜泰斗、、孔府菜第一女傳人王興蘭的弟子孔府菜第一女傳人王興蘭的弟子、、山東省山東省
魯菜研究開發推廣中心主任韓偉忠餐飲團隊在豐建偉黃金心臟中心舉行休斯頓國際美食文化魯菜研究開發推廣中心主任韓偉忠餐飲團隊在豐建偉黃金心臟中心舉行休斯頓國際美食文化
節啟動儀式節啟動儀式，，將在將在1111 月月 2626 日至日至 1212 月月 11 日世乒賽期間舉辦舉辦美南國際精英美食節日世乒賽期間舉辦舉辦美南國際精英美食節，，搭建餐搭建餐
飲美食文化平台飲美食文化平台，，宣傳中國特色的美食文化宣傳中國特色的美食文化，，促進美中美食文化的交流促進美中美食文化的交流，，獲得了美南山東總獲得了美南山東總
會歷任會長和休斯敦僑界的鼎力支持會歷任會長和休斯敦僑界的鼎力支持，，美食文化節期間美食文化節期間，，組委會將舉辦各種論壇組委會將舉辦各種論壇、、研討會研討會、、
表演烹飪技巧表演烹飪技巧。。韓偉忠先生將以魯菜為主韓偉忠先生將以魯菜為主，，表演烹調技巧表演烹調技巧，，將山東魯菜推向世界將山東魯菜推向世界。。

圖為圖為Neff ElementaryNeff Elementary小學校長小學校長Amanda WingardAmanda Wingard，，Wraparound SpecialistWraparound Specialist專家專家Angelica AlmarazAngelica Almaraz及部分教職員工接受並對恆豐銀行及部分教職員工接受並對恆豐銀行
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感謝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感謝。。位於位於AliefAlief的的Neff Elementary SchoolNeff Elementary School小學有小學有9494%%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大部分學生父母都在餐館及大部分學生父母都在餐館及
清潔公司做事清潔公司做事，，長期處於收入不穩定狀態長期處於收入不穩定狀態。。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很多家庭時常面臨沒有食物的囧境很多家庭時常面臨沒有食物的囧境。。學校為了幫助這些家庭設立了學校為了幫助這些家庭設立了
一個小型的食品儲藏間一個小型的食品儲藏間，，食品來源都是學校通過向社會募捐而來食品來源都是學校通過向社會募捐而來，，為需要食品的學生家庭提供應急幫助為需要食品的學生家庭提供應急幫助。。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中國一級演員中國一級演員、、當代舞蹈界傑出代表當代舞蹈界傑出代表、、美國美國JH Dance SchoolJH Dance School名譽校長名譽校長、、上海周潔舞上海周潔舞
蹈學校校長蹈學校校長、、上海歌劇院舞劇團藝術總監上海歌劇院舞劇團藝術總監、、上海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上海舞蹈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表演藝術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表演藝術委員
會委員會委員、、歷屆歷屆CCTVCCTV全國電視舞蹈家大賽評委周潔女士追思會在休斯敦中國城萬豪全國電視舞蹈家大賽評委周潔女士追思會在休斯敦中國城萬豪Spring HillSpring Hill舉行舉行。。著著
名演員陳燁和在名演員陳燁和在 Fibich, Leebron, Copeland &amp; BriggsFibich, Leebron, Copeland &amp; Briggs 律師事務所就職專精車禍案件的二兒子陳安東律師事務所就職專精車禍案件的二兒子陳安東
(Anthony Foster)(Anthony Foster)及週潔的舞蹈老師等及週潔的舞蹈老師等100100多人出席多人出席。。供最優質的一條龍服務供最優質的一條龍服務，，電話電話917917--387387--53165316和微信和微信
1504255896715042558967。。 。。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下午日下午，，為期八週的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第三週為期八週的德州文藝復興節進入第三週，，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特邀北世界名人網總編王福生特邀北
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連紅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連紅、、休斯敦電影明星休斯敦電影明星Nancy XieNancy Xie、、友人友人EmilyEmily等前來采風報導等前來采風報導，，拍攝拍攝
了大批珍貴視頻和照片在世界名人網刊登了大批珍貴視頻和照片在世界名人網刊登，，以貽網友讀者以貽網友讀者。。德州文藝复興節是世界最大的文藝復德州文藝复興節是世界最大的文藝復
興節興節，，每年數十萬人沉醉其中每年數十萬人沉醉其中，，忘掉煩惱忘掉煩惱，，放下憂愁放下憂愁，，是休斯敦市民必須參加的每年一度的盛典是休斯敦市民必須參加的每年一度的盛典
。。多才多藝的陳導表示多才多藝的陳導表示：：我找到了家的感覺我找到了家的感覺。。

禪修藝術家舒崇雲老師的禪修藝術家舒崇雲老師的 「「與雲共舞與雲共舞」」個人書藝作品展於個人書藝作品展於20212021年年1010月月88--1111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典亞藝博典亞藝博 Fine Art AsiaFine Art Asia 20212021」」出展出展。。是次展覽是次展覽
以雲派能量書法為主題以雲派能量書法為主題，，展出多幅舒老師最新的書法創作展出多幅舒老師最新的書法創作，，是一埸充滿能量及創意是一埸充滿能量及創意、、跳出書法千年框架的展現跳出書法千年框架的展現，，吸引了一眾城中名人包括霍啟剛吸引了一眾城中名人包括霍啟剛
與太太郭晶晶與太太郭晶晶、、呂志和呂志和、、胡渭康及羅霖等到場欣賞胡渭康及羅霖等到場欣賞。。正在香港采風的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正在香港采風的世界名人網國際記者CocoCoco 蕭女士也應邀前往採訪蕭女士也應邀前往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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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韶禧演出生涯代表作的精湛表
現

韓韶禧以此片的完美表現，奠定自己在國際

上的知名度。Netflix韓韶禧以此片的完美表現，

奠定自己在國際上的知名度。Netflix

1994年出生，現年才26歲的韓韶禧，在過去

演藝生涯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第二女主角，特別是

《夫婦的世界》中的呂多景一角，不少觀眾將她封

為「最美小三」，但這次在《以吾之名》中，她加

入組織尋找殺害父親的兇手，並以新名字潛入警方

成為臥底警察，期望揭開她父親死亡背後的真相與

祕密。

光是這樣的復仇題材，劇情脈絡就非常吸睛

，更不用說要詮釋那樣的心路歷程，必須要面對

的挑戰有多麼巨大。這種和《無間道》同樣充滿

層次的過往，憑藉的是演員對劇本與故事的透徹

程度，觀眾也似乎能從韓韶禧的眼神當中，嗅到

那早已看破塵俗的坦然，舉手投足只為真相的感

悟，有無比的人性魅力。

2、韓韶禧為了角色特別增重又鍛鍊

身為女打仔，韓韶禧自然在角色的形象上不

能太過嬌弱和瘦小，在你我所看到那拳拳到肉的

武術表現下，是她努力鍛鍊而成的結果，她不僅

為戲特別增肌10公斤，還曾一週連續5天都到武

術學校練習格鬥技巧，從原本對功夫一竅不通到

最後矯健的身姿，從畫面的打鬥呈現就非常賞心

悅目。

值得一提的是，她雖然增重10公斤，但同

時減掉了大部的脂肪，這也使她的身形顯得非常

苗條又精實。這段過程，除了瘋狂鍛鍊和維持運

動習慣以外，就連飲食控制也一點都不得馬虎，

她自爆自己很少吃澱粉、只吃原型食物，並且不

刻意節食，每一口食物咀嚼非常多下才能吞嚥，

如此增加飽足感也幫助消化。

3、毫無冷場且不拖泥帶水的劇情

有別於許多的影集，往往要在故事進度邁

入中段後才會進入劇情高潮，《以吾之名》卻

以每一集都毫無冷場的脈絡，似乎讓觀眾每一

分鐘都不忍錯過劇情──這種完全不拖泥帶水

的乾脆讓每集事件都有一些重大突破，令人不

斷想期待後續的劇情發展。

當然，能有如此亮眼的表現，剪接手法和運

鏡是最大特色之一，這讓劇中頻繁又層出不窮的

打鬥場景顯得絲毫不厭煩，甚至反而會深深陶醉

在其中。如此身歷其境的呈現堪稱是黑幫動作戲

拍攝的教科書，背後的苦工，是不厭其煩、再三

排練和走位、試打過後才能擁有的畫面。

4、朴喜洵與安普賢充滿故事的人格
特質

朴喜洵在《以吾之名》中扮演黑道老大崔武

鎮，雖然身為販毒集團、賭場組織老闆，但做事

非常講究義氣和道義，面對任何損害組織的勾當

或背叛，他絕對不會讓對方有好下場。朴喜洵在

戲中的眼神充滿了殺氣，甚至細微的姿態都充滿

了大將之風，十分有架式。

而安普賢在劇中扮演緝毒警探全弼道，過去

在《梨泰院Class》中演出大反派的他，一改過

往邪惡的形象，化身為正氣凜然的警察，他涉世

未深、沒有老江湖的那種貪污、暴戾之氣，曾是

前途無限的柔道國家代表的他，為了報仇而成為

刑警，是個堅強、有原則的人物。

5、《以吾之名》的信念

《以吾之名》的原意「My Name」，強調的

就是人物名字所帶來的身分認同，像是女主角從

「尹智友」到「吳惠進」的改變，不僅是個身分

的徹底轉換，也是探尋自我、追求信念的價值，

劇情最後的轉折更是令人醍醐灌頂。

本劇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不斷呈現一個單純

女孩在面對至親的重大變故時，復仇的力量會如

何撐起一個人的絕望意志，那種探究真相的執念

、永不放棄的情操，似乎只要帶著這樣的信念，

活下去永遠都會有希望。

《以吾之名》紅什麼？
絕望背後最強烈的復仇意志

《以吾之名》在女主角韓韶禧無懈可擊的演繹

下，無一不從最全面的角度，將吳惠進這個角色的

身世更加令人同情。

近日來，韓劇在全球受到了廣大迴響，繼《魷

魚遊戲》（Squid Game）成了全世界的共通話題

、登上Netflix影史上觀看次數最高的影集後，《以

吾之名》（My Name）的橫空出世，更以一種扣

人心弦的震撼，交織出黑幫系列作品最完美的口碑

，你我彷彿都能跟著女主角的經歷，踏上那場殘酷

的復仇之路。

《以吾之名》在女主角韓韶禧無懈可擊的演繹

下，跳脫過往她在《夫婦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Married）中那嬌嗔的小三形象──充滿殺

氣的眼神、無比厭世的體悟、俐落敏捷的身段，無

一不從最全面的角度，將吳惠進這個角色的身世更

加令人同情，也許，面對世上最震撼的衝擊，任何

人都有可能覺醒。

究竟，為什麼《以吾之名》可以受到如此廣大

的迴響？

由大衛雀斯（David Chase）主創、題材新

穎且獲獎無數的HBO原創黑幫影集《黑道家族

》（THE SOPRANOS）前傳電視電影《紐華克

聖人》（THE MANY SAINTS OF NEWARK）

11月11日（四）搶先於HBO GO首播。觀眾

目前也可透過HBO GO觀賞《黑道家族》第一

季至第六季。

《紐華克聖人》劇劇情描述年少時期的

東尼索波諾在家族局勢最動盪不安、新一波

黑幫勢力興起的環境下成長，面對新興黑幫

勢力企圖挑戰當時最龐大的迪米歐家族，以

及環境裡日益激烈的種族撕裂問題，他也在

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成人。而他所崇拜的家族

親戚迪奇莫提桑提正巧趕上這一波時代的潮

流，其對於個人職業與責任的態度，將對當

時的他產生深刻的影響並造成莫大轉變，這

也促使他成為日後我們所熟知的全能黑幫首

領－東尼索波諾。

以指導《黑道家族》而榮獲艾美獎肯定的

Alan Taylor（《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廣告狂人》）將重返幕後團隊，並根據主創

大衛雀斯與編劇勞倫斯康納（Lawrence Konner

）的劇本改編本作。本作以大衛雀斯所創作之

角色為靈感，並由其和Konner與 Nicole Lam-

bert 共同製作；Michael Disco、Marcus Viscidi

、陶比艾瑪李奇（Toby Emmerich），以及

Richard Brener共同擔任監製。

《紐華克聖人》於紐澤西與紐約取景拍攝

，由影集中廣受觀眾喜愛的多位角色為電影拍

攝靈感啟發。全長共6季的《黑道家族》可謂

影史上最偉大且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影集之一，

曾經榮獲21項黃金時段艾美獎、5項金球獎，

以及2項皮博迪獎的殊榮，當然這僅僅是該作

品獲得獎項的其中一小部分。

HBO經典作品《黑道家族》前傳《紐華克聖人》

11月11日於HBO GO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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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聯盟聯賽周日網上直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首次登

陸香港、萬眾矚目的電競賽事Red Bull So-
lo Q 1v1英雄聯盟聯賽，經過10月30至31日

一連兩天的線上賽，誕生賽事最後16強。比賽將
於本月7日進行總決賽，當日下午1時30分起將透過

網上進行賽事直播（https://www.twitch.tv/redbull-
zh）。Red Bull Solo Q這項1對1賽事去年吸引了超過

80,000人報名參加，雲集世界各地最強的業餘英雄聯盟玩家爭
奪最終冠軍。

林慮山國際滑翔傘公開賽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第十三屆林慮山國際滑翔傘公開賽2日在河
南省林州開幕（右圖）。賽事為期4天，共有國

內外的17支代表隊55名運動員參賽，其中，國外
有一支代表隊，為尼泊爾隊，我國有廣東、河南、香

港、澳門、台灣等16支代表隊。自1991年9月19日，英
國飛行員查爾斯．赫吉曼駕駛的首架滑翔翼成功試飛以

來，滑翔運動在林州已經走過了30年。30年來，這裏舉辦了30餘場國內外重大賽事。

●●李晉榮李晉榮（（右右））希望隊員透過籃球認識自希望隊員透過籃球認識自
己己，，擴展生活圈子和視野擴展生活圈子和視野。。

港隊於今屆東京奧運會穿金戴銀，“精英化”政策成效有目
共睹，不過香港體育運動要長遠穩定發展，“普及化”才

是關鍵所在。雖然全球體壇已逐漸恢復疫情前正常狀態，但香港
體育活動才剛剛重新起步，尤其是學界賽事更是經歷空白的兩
年，令不少學生運動員受到嚴重影響。為挽救香港籃球小將的運
動生涯，李晉榮教練特意重新組織卡諾體育會並參加賽馬會“動
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希望協助他們保持訓練及比賽，繼續透
過籃球認識自己，找到人生目標。

運動與學業可以並存
“雖然現在疫情相對和緩，不過仍有不少學校不太願意派隊參

加比賽，加上近兩年學界比賽都取消了，學生籃球員比賽機會少了
很多，我重新組織卡諾體育會就是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保持訓練及比
賽，不會就此放棄運動。”外形似足NBA名宿奧尼爾的李晉榮從讀
書時期開始已心繫教練工作，由中學到大學以至碩士均選修與體育
相關課程，他認為運動不僅是紓緩壓力的最佳辦法，更可以助年輕
人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籃球運動可以訓練球員的紀律性和溝通能
力，學懂如何在團體內表達自己意見，又可以接受和協調其他人的
看法。我很希望他們能透過籃球認識自己，擴闊生活圈子和視野，
當然如果可以找到人生目標就更好了，運動和學業完全可以並存，
有些學生成績未必很好，但透過運動成就仍可獲得一些名校招攬，
增加自己將來發展的可能性。”

隊員擁不同文化背景
年輕人問題近年是香港社會的討論熱點，李晉榮

認為和年輕人溝通不能一味處於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
要了解並代入他們的思維：“用一個朋友相處的方式去
和他們溝通，少些說教多些關心和了解。我的教學理念
是無分彼此，無論球員水平高低，我都希望他們可以好
好享受運動的樂趣，助他們找到目標去挑戰，自然就不
會誤入歧途。”隊中球員有香港出生，亦有來自馬來西
亞和及南亞裔人士，籃球正正是將這些來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年輕人緊扣在一起的最佳橋樑，能看到他們可以互
相學習、團結一致向同一目標進發，就是李晉榮擔任教
練的最大成功感。

場地被“炒”至1500元
疫情不單令運動員大受影響，香港本地教練亦

身受其害。李晉榮坦言在疫情期間要以教練工作維
持生計十分困難，幸好自己在學校有工作才可以捱
過體壇寒冬，他希望東京奧運引發的熱潮，有助更
多商業機構資助香港體育活動：“比起精英化，我
更關心香港體育普及化的發展，在香港擔任教練會
面對很多挑戰，場地、球員以及物資都很短缺，單
說訂場已經不是易事，有些時段的籃球場被‘炒’
至1,500港元一小時，希望未來有更多像賽馬會‘動
歷全城’這種計劃出現，讓年輕運動員得到更多的
支援，達至真正的香港本地運動普及化。”

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的出色表現令全城喝彩，不過體育運動的

意義又豈止在於成績。“精英化”及“普及化”一向是香港體育政策

的兩大方向，前者成效有目共睹，不過後者經過疫情洗禮後卻是百廢

待興，尤其是學界更是近乎無賽可比。有着與NBA名宿奧尼爾相似外

形的香港本地教練李晉榮一直熱心於香港青少年運動發展，看準東奧

引發的三人籃球熱潮，組織卡諾體育會讓香港籃球小將繼續有訓練和

比賽的機會，希望透過籃球運動讓他們活出精彩人生。

●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未必每個人都能以運動員為終身事
業，但卻總能透過運動獲得啟發或找到奮
鬥目標。李晉榮教練麾下三位愛徒雖然文
化背景和成長環境有異，但籃球卻將他們
連繫在一起向同一目標邁進，三人均不約
而同地表示籃球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陳信軒：贏得家人支持
目前在乙組球隊効力的陳信軒天生

身材矮小，唯有透過後天努力去追逐自己
的籃球夢。從兩臂上那些線條分明的肌肉
就能看出他在訓練上所付出的汗水，喜歡
高比拜仁的他一直以偶像的堅毅精神鞭策
自己，期望有朝一日可以打上甲一甚至更
高舞台，不過陳信軒的夢想初時卻不為家
人所支持，幸好在自己的堅持並打出成績
後，家人態度終於有所轉變：“自己最大
的障礙是身高，幸好自己跟過的教練都給
予我很多意見和鼓勵，身型不及對手就以

技術和投籃準繩度對抗，走出屬於自
己的籃球路。家人對我成為籃球員初
時不是很支持，後來看到我很認真以
及開始有成績拿到一些冠軍，現在已
支持我繼續追逐夢想。”

吳委峻：盼站在學界之巔
從小學四年級起開始接觸籃球的

吳委峻嘗試過很多其他不同運動，最
終決定情歸籃球，並立志要成為一位
職業球員。雖然疫情嚴重時因封場令訓
練及比賽大受影響，但始終無阻他朝夢
想進發的決心：“現在基本每日都會訓
練，加起來每日都會打5至6小時籃球，
就算疫情嚴重時封場，仍會偷偷地在沒
有燈光的籃球場射籃。”對每次拿起籃
球的機會珍而重之，要追回兩年的學界
空白期，除了成為職業球員外，學界冠
軍就是他最大的目標，吳委峻表示：
“連續兩年學界賽事取消，覺得浪費了
很多汲取經驗以及和高手過招的機會，
我自己讀英華，很希望打敗像男拔萃這
些強隊，一嚐學界冠軍的滋味。”

John Udo：籃球讓我突破自己
訪問拍攝結束後，John是第一個主

動提出繼續留在場上打籃球的人，不過這
位充滿熱誠的籃球小將，在入隊之初卻被
教練形容為害羞、被動和懶惰，但在接觸
籃球三年後，他卻是教練眼中進步最大的
球員，更被傳統勁旅桂華山中學招攬入
隊。John表示籃球為他帶來了自信和朋
友：“很開心自己能投入籃球運動，一開
始時我比較不擅長溝通，說話很少，但透
過籃球我認識了很多朋友，認識了很多不
同的人，從籃球上我學會了什麼是堅持和
永不放棄的精神。”

賽馬會“動歷全城”簡介
香港遊樂場協會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

下，於全港推展賽馬會“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
這項為期三年的計劃目標為促進不同年齡組別和能力
水平的人士參與新興運動，並鼓勵參與者透過新興運
動來養成持續鍛煉習慣，而計劃重點推廣的四項新興
運動包括三人籃球、躲避盤、健球和地壺，
除了在社區和校園舉行體驗日以及舉辦全城
新 興 運 動 節 外 ， 亦 會 舉 行 名 為
“Y-LEAGUE”的新興運動聯賽，並以流動
健身車、招募義工及舉辦訓練等方式讓全港
市民參與及體驗新興運動的魅力。

隊員隊員

陳信軒陳信軒

隊員隊員

John UdoJohn Udo

隊員隊員

吳委峻吳委峻

盼透過籃球認識自己盼透過籃球認識自己 擴闊圈子和視野擴闊圈子和視野

三小將因籃球而改變

●●李晉榮李晉榮（（左二左二））的外形與的外形與NBANBA名宿奧尼爾有些相似名宿奧尼爾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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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

。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更新

与交替，某些人，某些事终将随风而散

。

但江湖不变，纷争不变，有江湖、

有纷争就必有新的豪杰诞生！

在一众大佬退隐、退休之际，这个

时代已经迎来了新的弄潮儿。

临危受命的徐雷

2018年的京东陷入了风雨飘摇的至

暗时刻：业绩下滑，股价跳水，致使其

市值近乎被腰斩，而后又因明州事件，

创始人刘强东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当中。

在轮番风暴过后，刘强东开始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先是引入末位淘汰制，

一个月请走了3个CXO。紧接着，他又

取消了快递员底薪，大声痛斥“混日子

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在这场改革当中，我们看到京东迎

来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权力架构变革：39

岁的徐雷被推到了台前，担任轮值CEO

，负责领导京东零售、物流、数科三架

马车；刘强东则一改高调姿态，逐步放

权，开始了退居幕后。

为了给新上任的领导者造势，刘强

东还曾当着100多位高管的话直言表态

：“谁不服徐雷，就是不服我刘强东本

人。”

至此，京东二当家的角色正式诞生

，徐雷挑起了帮扶京东崛起的大粱。

2019年，是徐雷成为京东最大实权

人物的首年，也是他从上往下重振京东

的开始。

但临危受命的徐雷处境并不好受，

一来他得面对巨头的排挤和打压，二来

拼多多势头凶猛，已经有要赶超京东的

趋势了。要带领京东这般严峻的处境突

围出来，这难度可想而知。

但徐雷无所畏惧，依旧迎难而上，

采取措施，紧急救局。

首先，对公司的管理问题进行重新

调整，重新树立客户为先的价值观，改

变唯KPI论和‘交数’的不良氛围，统

一各个部分的经营逻辑。

其次，对京东零售的经营理念，顶

层设计和战略体系重新进行定义，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引擎。

还有，与微信完成续约，为零售持

续引流；在下沉市场完成对五星电器、

迪信通、生活无忧的投资；在线上推出

京喜拼购APP，力杠拼多多。

在几顿硬核操作过后，被压抑许久

的京东终于迎来的反弹。在今年8月13

日，京东用一份漂亮的2019年2季财报

宣告王者归位。

几个月后，其股价再度走高。截至

目前，其市值稳定在了500多亿，捍卫

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徐雷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地证明

了自己的实力。

极具野望的黄峥

在徐雷努力挣扎之时，一旁的黄峥

则乘势暗爽了一把。

10 月 24 号晚， 拼多多股价大涨

12.56%、市值高达464亿美元，妥妥地

超过了京东、成为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

司，仅次于阿里、腾讯和美团。

同时，好力借东风，随着拼多多股

价的持续上涨，持股过半的黄峥身价达

到了200亿美元。

但意外的是，风光没多久后，它却

突然栽了个大跟斗：11月20日晚，拼多

多发布2019年Q3财报，其股价随即迎

来上市以来最惨重的暴跌。

据数据显示，拼多多那次最大跌幅

达25.69%，收盘跌22.89%。随着股价的

一路暴跌，拼多多的市值也在一夜之间

蒸发掉上百亿美元，只剩下364.98亿美

元了。

这一涨一跌，如同过山车般惊险，

看着的人都替黄峥捏了一把汗。

但黄峥却一如既往的沉重，冷静，

似乎只要心中有方向，有梦想，一时的

浮沉算不了什么。

其实，极具野望的黄峥在暗暗憋着

一个大招，公司砸钱做百亿补贴，并不

是自己人傻钱多，而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先花点钱让大家尝尝甜点，再提升客

户的体验度，进而再培养大量忠实用户

。

待大家都喜欢上拼多多、离不开拼

多多，用户黏性达到如淘宝般的时候，

那黄峥的翻盘机会就要来了。

浮沉过后，如今的拼多多市值稳定

在479.2亿，比起年初时翻了一翻。想

想看，如果拼多多市值再涨一倍，而阿

里增速不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

黄峥将会超过马云、马欢腾，成为80后

第一位中国首富。

这样的黄峥，够不够可怕呢！

天才能人蒋凡

要说最关心黄峥可不可怕的，莫过

于淘宝、天猫的双总裁蒋凡了。

因为无论是在下沉市场，还是在高

端阵线，拼多多都能屡屡绕开其防堵，

走出一条新路来。

所以面对其崛起，阿里忌惮极了。

蒋凡，生于1985年，比黄峥少5岁

，比徐雷少6岁，别看他如此年轻，但

他却是三者中进阶最为顺畅，也是最快

的那个。

他25岁下海创立友盟，28岁套现

8000万美元实现财务自由，并且同年进

入阿里巴巴。

仅仅6年后，他又就做到了淘宝、

天猫的双总裁，全权掌舵阿里巴巴的电

商业务。

蒋凡能够晋升得那么快，主要是因

为他实力够杠，在淘宝、天猫的转型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

总结蒋凡的功劳，主要分为三点：

首先，把淘宝从PC端搬到了移动

端，使手机淘宝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移动

电商平台。

其次，完成淘宝的智能化，实现千

人千面。

还有，构建了淘宝的内容生态，实

现并打造集商品、交易、分享、互动、

视频、直播于一体的“消费类媒体平台

”。

2015年，手淘开始大规模应用，在

双11当天912亿交易额中，移动端贡献

了626亿。2016年，手淘继续升级，无

线交易占比暴涨80%以上，月度活跃用

户超过4亿。2017年，蒋凡又带领团队

完成淘宝网与手机淘宝的整合。

在蒋凡的带领下，阿里巴巴的发展

载体直接由“拖拉机”转向了“波音

747”。

2019年9月10日，在阿里巴巴奋战

7500个日夜后，马云正式卸任董事会主

席，交出了帝国的指挥棒。同时间，张

勇接任，成为新任掌门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上任的张勇，

还是年轻的蒋凡，性格都颇为内敛，低

调，不爱说话。这与马云那种极具感染

力的领导者风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

但很明显的是，像阿里巴巴如今这

般庞大体格的公司，已经不需要刚起步

那样经常打鸡血了，要让这艘大船驶向

更深的远洋，需要的恰好是冷静、务实

、低调的掌舵者。

张勇是这般人，蒋凡亦是。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

21世纪前20年的电商江湖，是马云

和刘强东主宰的时代。

如今，历史要翻开新的篇章了。

接下来电商圈，将迎来徐雷，黄峥

，蒋凡三者的厮杀。

马云，刘强东时代已过？
电商新少侠隆重登场

曾经如日中天的华谊兄弟，在影

视寒冬中，因缺钱、亏损等问题显

得更加落寞。随着冯小刚最新的电

影《只有芸知道》票房遭遇滑铁卢

，华谊兄弟不得不甩卖资产举债过

冬。

2019 年 最 后 一 天 ， 华 谊 兄 弟

（300027.SZ）连发多份公告，其中一

份公告称，旗下子公司华谊互娱拟

将其持有的卖座网 4%的股权转让至

陈应魁，转让价款 904 万元。交易完

成后，华谊兄弟将持有卖座网 47%的

股份，届时卖座网将不再纳入上市

公司报表范围。

卖座网是深圳华宇讯科技公司旗

下的在线票务平台，此次交易的受

让方陈应魁是其创始人之一。华谊

兄弟于 2014年以 2.66 亿元收购了卖座

网 51%股权，彼时卖座网估值 5.2 亿

元，而此次 904 万元对应 4%的股权

，估值仅有2.26亿。

拿下卖座网近两年时间，卖座网

并没有给亏损阴影下的华谊提振业

绩，反而成了后者的拖油瓶。公告

显示，卖座网近两年持续亏损，2018

年亏损 1011 万，2019 年前 11 个月亏

损扩大至9500万。

华谊兄弟表示，上述交易是其根

据整体环境及自身发展进行的优化

调整，目前公司主业聚焦“电影+实

景”，逐步剥离与电影、实景等业

务关联较弱的业务与资产，以集中

优质资源提升竞争力。此外，虽然

是折价“甩卖”，但上述交易仍预

计可为华谊兄弟带来超过 4500 万的

现金回血。

影视寒冬中，由于受到崔永元炮

轰 事 件 的 正 面 冲 击 ， 华 谊 兄 弟 从

2018 年起就已经进入艰难时刻，目

前市值仅 132 亿元，较此前 300 多亿

元大幅缩水。

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的当日，副董

事长王中磊致信华谊员工，在信中

王中磊提到，2019 年是华谊兄弟创

业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战线过长、

投入过大、公司负担过重等快速扩

张带来的副作用集中显现。

艰难华谊

王中磊的焦虑显而易见。数据显

示，华谊兄弟自 2018 年巨亏 10 亿后

，截至 2019 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

下滑近一半至 16.17 亿，净亏损 6.52

亿。

对于核心业务是电影的华谊兄弟

而言，2019 年被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被华谊兄弟寄予希望的电影《八

佰》，一度被撤档，目前上映遥遥

无期；其另一备受关注的电影为冯

小刚的《只有芸知道》票房扑街，

自 12 月 20 日上映至今票房仅 1.55 亿

。

值得一提的是，冯小刚的《只有

芸知道》背负着 2019 年业绩承诺的

重任。

2015 年，华谊兄弟斥资 10.5 亿购

买了冯小刚实控的东阳美拉传媒 70%

的股份，由于溢价过高，东阳美拉

附带 5年业绩承诺：2016 年至 2020 年

，东阳美拉的净利润分别为 1 亿、

1.15 亿、1.32 亿、1.52 亿、1.75 亿元，

总计 6.75 亿元。若未完成，冯小刚将

以现金方式来补足业绩目标的差额

部分。

业绩承诺前两年，东阳美拉分别

以 1.05 亿和 1.17 亿的净利润精准完成

业绩承诺。到 2018 年时，冯小刚的

《手机 2》牵扯出一系列风波，至今

未能上映，导致东阳美拉 2018 年实

现净利润 6501.5 万，未完成业绩承诺

。面对 2019 年 1.52 亿的业绩承诺，

《只有芸知道》目前的状况显然有

些杯水车薪。

除了电影表现不佳，华谊兄弟

的 现 金 流 问 题 也 比 较 棘 手 。 截 至

2019 年 9 月底，华谊兄弟的短期借

款 为 20.4 亿 元 ， 相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960.68%；同时由于支付利息，偿还

贷款及债券，华谊兄弟账面货币资

金较上年末减少 46.65%仅为 14.1 亿

元。

面对持续增长的债务压力，华谊

兄弟不得不借新还旧。

华谊兄弟在甩卖资产的同时，

还发公告称，已经申请了总计 4 亿

元的银行授信。其中华谊兄弟向招

商银行申请 2 亿元授信，期限为一

年，拟以不超过六部影片收益应收

账款质押的方式为该授信提供担保

，并拟以其持有的新圣堂 58%的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此外，华谊兄弟

向浙商银行也申请了 2 亿授信，期

限一年，华谊兄弟拟以两部影片收

益应收账款质押的方式提供质押担

保。

也就是说，华谊兄弟已经将未来

八部电影的收益质押给了银行来换

回4亿授信。

过去的一年，华谊兄弟持续向银

行申请授信外，还向持股 4.44%的股

东阿里影业借款 7亿元。当时这笔借

款由东阳美拉 70%的股权及华谊互娱

享有的云锋新呈投资合伙企业的合

伙份额收益权作为质押担保，并以

华谊互娱自有房产一套作为抵押担

保。

然而一年过后，或许出于对华谊

兄弟现金流的担忧，阿里对上述 7亿

借款的提供的担保作出部分改变。

公告显示，华谊兄弟与阿里影业协

商后，拟变更前述借款提供的部分

担保，取消华谊互娱享有的云锋新

呈合伙份额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

变更为华谊兄弟孙公司北京华远嘉

利房地产公司持有的自有房产、国

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从担保的变更内容来看，很显

然 ， 阿 里 影 业 对 于 “ 遥 遥 无 期 ”

收 益 进 行 质 押 “ 心 里 没 底 ” ， 还

是 看 得 见 摸 得 到 的 房 产 、 土 地 才

更安心。

华谊兄弟最艰难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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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大兒子發燒嘉穎即心灰
“鬍鬚醫生”深明現實中父母之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伍詠薇（伍
姑娘）與周汶錡4日擔任《男神廚房》節目嘉
賓，享用由林德信（Alex）、伍允龍、張馳豪
等精製的美食。伍姑娘大讚Alex有外貌為人又
溫柔，懂下廚之外更會在節目中表演瑜伽，坦
言要將對方重新認識。

Alex就謙虛地表示會做鹹魚白菜和慢煮梅
菜三文魚兩款菜，雖然都是他平時在家做的拿
手菜，但要在鏡頭前煮菜就很有壓力，因為在
家不用面對評判，也不用控制份量和時間。每
次見到俊男都會心花怒放的伍姑娘，直認要品
嚐菜式外也要品仔，她搭住Alex膊頭說：“當

然要，已經不用氧氣筒了，之前都是為節目效
果，但很開心可以寓工作於娛樂。”

提議伍姑娘可以幫忙各參賽者，她即說：
“我都不懂下廚的，之前上過《美女廚房》是
地獄中的地獄廚神，不過Alex真的煮得不難
食，加上靚仔，加分都是正常反應。”笑問
Alex平時是否靠廚藝結識異性，他謙稱廚藝未
夠班，但也試過一口氣煮給7、8位女生吃，
結果他用燒烤形式煮菜，因為較易掌握食材。
而伍姑娘就欣賞Alex整個“配套”很出色，相
信對方一定有不少女粉絲，絕對稱得上新一代
黃金單身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向海嵐
（Anne）早前為保健產品擔任代言人，近日索
性“反客為主”，決定入股投資該保健產品，
由代言人“升呢”兼任老闆，日前她與另一位
代言人王賢誌（Vinci）身體力行擔當一日店
長，親自落舖推銷，表現貼地兼親民。

Anne和Vinci放下藝人包袱，當日親力親
為，由搬貨、揀貨到上架都親力親為！搞笑的
Anne不忘拿起“貓紙”溫書，惡補產品資料及
成分。當有客人查詢時，Vinci發揮出“王牌司
儀”口才，不費吹灰之力便成功售出產品，而
Anne就做生招牌吸引不少師奶捧場，更引來不
少途人要求“集郵”。

Anne坦言體驗一日店長的過程緊張又驚
險：“其實都有少少辛苦，因為自己好緊張，
當有客人提問時要好熟悉產品資料，好怕自己
會講錯，同時又好想做成單生意，不多不少都

有壓力。”提到她由產品代言人榮升投資者，
Anne表示：“我投入程度好高，代言時已經
好了解清楚產品，自己同身邊朋友都覺得呢隻
產品有效，加上現在大家對保健品需求大，覺
得市場前景不錯，所以值得我投資落去。”

林德信廚藝外形不俗
伍詠薇封對方黃金單身漢

入股做老闆 向海嵐緊張Sell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由導演梁樂民
擔任執導及編劇，根據已故一代天后梅艷芳的真
實經歷改編的傳記電影《梅艷芳》，戲中主角梅
艷芳歌唱生涯上的重要人物經理人蘇先生，由林
家棟飾演，日前家棟與導演一起受訪，大談拍攝
難忘及趣事。

家棟飾演華星唱片公司總經理蘇生，首次飾演
經理人及要栽培一個新人成為巨星，問到家棟在演
繹上可有難度？他說：“現實中我又未經歷過做爸
爸（即經理人），大家都知這行做經理人最吐血，
又怕你不紅，又曶你紅了行歪路，有責任拉你回
來，但不知你聽不聽，做好多吃力不討好的事，所
以過程上去看，同導演商量某啲位有收回一點，某
些就放大。為了觀眾看得輕鬆，片中又會有白只飾
演的黎小田出現，講述他面對新人的方法，同我循
循善誘的方法是南轅北轍。”

曾跟梅姐合作的家棟，直言睇到電影中的剪
輯片段，令他感觸良多：“84年梅姐得獎當日我
有看，我主演的第一套電視劇《大鬧廣昌隆》主
題曲係梅姐主唱，出來拍電影《愛君如夢》係拍
梅姐，之後《1:99音樂會》，我又有份同達明做
司儀，最記得當時拍《愛》片，梅姐經常叫我講
笑話，梅姐雖然是一代巨星，但去開工都是‘一
加一’，不會帶成隊兵，他的態度、操守及待人
接物都好值得我去借鑑。”家棟又稱拍攝時都感
到很心酸，特別是有一場講述他在錄音室看王丹
妮（Louise）錄音，覺得她真的很似，而今次影片
是帶給大家一個回憶，是鼓勵大家繼續努力。

對於有不少網民都大讚影片資料蒐集做得
好，導演梁樂民表示當日打這場仗，音樂總監趙
增熹啟發了他很多，對方說：“只要我們訓練到
Louise開聲，讓觀眾有一秒鐘誤會他是梅艷芳，我

們就成功。”他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智慧的提議，
於是他跟攝影師商量，他又很多謝剪輯團隊的創
造力，因他們發覺Louise有很多角度都很似梅艷
芳。

他認拿影片版權好花時間，但好多謝老闆，
而且好多人一聽到他們拍梅姐都好幫手。談到版
權問題，其中的《1:99音樂會》片段，當日有很
多台聯播，兼且東南亞亦有播，但也有壞處，就
是大家都聲稱版權並不屬於他們，幸好最後找到
幕後攝製團隊，對方有拍到當日的綵排情況、梅
姐上台及慶功，還答應讓他們採用，令他覺得很
幸運及感恩。

他表示影片由構思至拍竣花了約6年時間製
作。他又稱因影片太長，由四個多小時剪輯成兩個
多小時上映，至於之後會否再上映還是出DVD則
未知。問到之後可會再拍傳記式電影，例如拍哥哥
張國榮？他說：“我又Open的，下一個Project未
決定，傳記題材有艱巨，因要還原當時個時代不容
易，資源上的運用，老闆、演員的支持缺一不可，
所有都好難去重複，團隊每一日拍攝都好開心，大
家好投入、專心及享受個過程。”說到片中不乏知
名度藝人客串演出？導演很多謝大家愛護梅姐，知
道是拍梅姐都很幫手。

林家棟讚王丹妮神似梅姐
導演梁樂民受趙增熹啟發

劇中嘉穎與鍾嘉欣飾演的許醫生（鬍鬚醫生）和章醫生是鬥氣冤家，
到許醫生發現自己喜歡對方，勇於表白時卻被拒，問到最後是否能成

為一對，嘉穎笑道：“結局不可以劇透，當然不會是順利，因為太順利又不
好看的。”同樣與馬國明有感情線的周家怡，雖然二人已有親熱戲，但竟然
沒有認定對方，家怡說：“我和馬國明的關係不可以公開住，當中仍有很多波
折，接吻戲已經是最激的一幕。”被台前幕後以“一姐”稱呼的周家怡，笑稱
當初是老闆楊受成幫她改稱號，直言老闆叫到不敢不應，但她自知未有一姐實
力和地位，會繼續努力工作。

有傳馬國明已訂婚戒準備明年迎娶湯洛雯，好友嘉穎表示未有所
聞，說：“完全沒有聽過，他為什麼不來做宣傳？是不是拍結婚戲？”
嘉穎替好友講說話，即使買戒指也不代表是要結婚，相信到那個時候對
方一定會跟他說。至於嘉穎的兒子有沒有追看劇集，他表示兒子年紀小
早入睡，並嘆道：“大仔近日經常發燒，看醫生時又不是感冒，原來是
他準備出大牙，整個牙肉都腫了，現在終於明白為人父母的心態，小朋
友有事令整個世界都變成灰色，更何況是長期病患的父母。”

何依婷每次演出求進步
何依婷劇中因意外喪失行動能力，她多謝不少觀眾留言支持

她，替她演的角色感到可憐。對於演技獲讚有進步，何依婷沒有
奢望在頒獎禮中得獎，說：“人是要有進步，有沒有獎都要繼續
進步，不會說有獎才進步，沒獎就不做。”見她連續擔正兩部
台慶劇，何依婷慶幸可以演不同類型角色，而且每位合作
前輩都對她很好。在即將開拍的新劇中，何依婷會扮演
律師樓的秘書，並笑道：“以前大家說我像韓劇的
‘金秘書’，現在終於有機會試，新角色會是
一個樂觀和善良的女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鄭嘉穎、周家怡、

何依婷等人4日為台慶劇《星空下的仁醫》宣傳，劇組

為了與罕有病“結節性硬化症”患者打氣，特別邀請患

者及家屬到電視城暢遊，而病友及家屬亦向演員們分享以

正面態度如何面對罕有病，發放正面訊息。出席演員也與

病友打成一片，台上大玩配對遊戲競猜各演員的小時候

外貌，最後劇組準備禮物送贈各出席病友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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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為罕有病“結節性硬化症”患者及
其家屬打氣。

◀何依婷多謝觀眾留言支持。

▲海俊傑競猜各演員的小時候外貌
時，“惡搞”馬國明。

●●鄭嘉穎和鄭嘉穎和
周家怡兩位周家怡兩位
““仁醫仁醫””為為
劇集宣傳劇集宣傳。。

●●電影電影《《梅艷芳梅艷芳》》33日在成都路演日在成都路演，，監製江志強和主監製江志強和主
演王丹妮與觀眾分享拍攝背後的故事演王丹妮與觀眾分享拍攝背後的故事。。 中新社中新社

●向海嵐搬貨執貨都親力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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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資訊

很多人都不同程度了解过美国人才移民Eb1a

，但对于Eb1a申请详细流程还是一头雾水，以

下是详细介绍：

1、填写简历问卷，移民律师评估资格。可

关注公众号“美国移民指导”，与移民律师直接

洽谈，评估申请条件，制定方案。

2、沟通、签约、支付首付款。关注公众号

“美国移民指导”办理EB1A杰出人才移民，律

师费分阶段收，直接跟律师签，直接委托律师助

理指导中文文案。与移民律师进行资格提升，办

理EB1A杰出人才移民，律师费分阶段收，直接

跟律师签。

3、准备申请材料、翻译。

4、撰写请愿书及相关的法律文案

5、材料准备完毕，递交给美国移民局

6、I-140移民资格获批，支付获批款

7、美国移民局把档案移交国家签证中心

8、移民律师办理领事馆程序

9、体检

10、广州美国领事馆面签

11、登陆美国拿绿卡

以下是拓展阅读：美国投资、贸易有关的机构

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EXIM Bank）是一家独立的美

国政府机构，创立于1934年，其主要职责是通过

提供从一般商业渠道不能获得的信贷支持，来促

进美国商品及服务的出口，增加就业。成立至今

，已支持了美国超过4560亿美元的出口。美国进

出口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而非竞

争的关系。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信贷支持项目主要包括：

流动资金担保项目，帮助美出口商获得为参

与投标、改进产品及支付外国合同定金等出口前

所需的流动资金；

出口信贷保险项目，为美出口商因外国买方

或债务人出于商业原因不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

提供担保；

中长期信贷担保项目，通过为贷款银行提供

担保来帮助外国买方获得信贷；

中长期贷款项目，向购买美国产品的外国买

方提供买方信贷；

信贷保证便利措施项目，按照规定的条件和

要求，以外国银行为贷款对象，为美信贷方和其

债务人之间建立以一年为期限的、最低便利额度

为100万美元的信贷担保额度，使美出口方能多

次销售其产品或服务；

项目融资项目，提供以有限追索权为基础的

项目融资，以支持美出口商参与国际竞争；

环保与核项目，支持出口商出口有益于环保

的商品、服务或参与竞争外国环保项目；

飞机融资项目，为在美制造的新、旧飞机

（包括直升飞机）出口提供融资。

此外，美国进出口银行还设有”小企业项目

”计划，为美小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或信贷担保。

按照规定，进出口银行必须将其10%的资金用于

支持促进美国小企业出口。

一文读懂美国人才移民Eb1a申请详细流程

加拿大移民部长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

尽管加拿大今年来一直面临边境关闭和各种疫

情限制，并且今年只剩最后两个月的时间了，但加

拿大仍有望在今年顺利达成收获401,000名新移民

的目标。

不仅如此，加拿大移民部长周四对路透社表示

， 加拿大可能会对今年指定的一项“移民新政”

进行延期，旨在为更多在关键部门工作的临时居民

提供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并正考虑扩大该计划

的申请资格，接受难民申请者。

今年4月，加拿大新推出了一项移民新政，狂

送 9万移民，让更多居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

（Temporary resident）拿永久居留权，包括临时外

国劳工、留学生等。

根据早前的说法，这项政策将于11月5日截止

，但“医疗保健申请者（Workers in Canada：

Health Care）”这类却迟迟没有满额。

原本计划收20,000名移民，但截至今天（10月

23日）， 只有5,569人递交了申请，目前还剩下超

过14,000个名额空缺。

加拿大移民部长 Marco Mendicino表示：“我认

为我们应该对是否延长截止日期保持开放的态度。”

他还表示，目前正考虑在未来继续扩大这一计

划，包括接受难民申请人，让他们在等待移民审批

的同时先派发工作许可（Work Permit）。

“我将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寻求更多能够为

移民、难民和国家经济带来最大成果的新政策。”

加拿大今年正努力引进401,000名新移民，这

个数字是创纪录的。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8月31日，在今年获得永久居留权的222,

275人中，约有70%的人是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

（Temporary resident ）。

Mendicino表示，2021年达成401,000名新移民

登陆的目标很容易实现。

并且，自由党政府仍致力于每年创造更多的移

民记录。 预计2022年将有411,000名新移民，2023

年将有421,000名新移民。目前加拿大每年新接受

的人数远远超过其3850万人口的1%。

加拿大多个省份要求政府接收更多新移民！

目前，加拿大一些行业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接收

更多移民工人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魁省于8月与联邦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允

许获得更多的临时外国劳工。安省也于近日表示了

相同的意愿。

本周，安省也表示将引入立法，方便新移民更

容易获得与其专业领域相匹配的专业执照。

安省劳工厅长麦克诺顿（Monte McNaughton）

表示，如果这项立法提案获得通过，则很多监管机

构将不再要求移民拥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才能获得

执照。

此外，新法还会把英语考试要求标准化，并确

保执照申请得到更快的处理。

目前，安省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全省约

有29.3万个工作岗位空缺。

安省渥太华大学移民法教授 Jamie Chai Yun

Liew表示，由于经济急需劳动力和稳定的移民，

加拿大需要为已经留在这里的人开辟获得永居的途

径。

移民部长Mendicino表示， 为新移民提供更多

的“过渡机会”非常重要，并且保护工人的基本权

利是“势在必行的”。

“我坚信移民身份不应该被用来剥削任何人

......从临时居民过渡到永久居民可能是加强雇主和

员工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加拿大不仅广收移民，而且还致力

于提升新移民的待遇。对于想要移民的人们来说是个

好信号，大家可以静待移民部推出更多友好的移民新

政。

加拿大移民新政将延期 明年接收41万移民

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Salem）市的山羊。

黄石国家公园老忠实间歇泉（Old Faithful）。

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市的一处公园 Fin-

lay Park

根据搬家公司的最新数据，那些向往最佳居

住地的美国人现在正在向“宝石之州”等搬迁。

美国人爱搬家，最爱往哪些州搬？

“宝石之州”是爱达荷州别名。根据搬家公

司五月花（Mayflower）最近发布的“寻找家园”

（Finding Home）调查结果，在迁入居民人数方面

，该州居全美之首。

该调查研究了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美国人

的搬家信息。排在前三位的还有南卡罗来纳州，

然后是俄勒冈州。田纳西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列第

四和第五位。

爱达荷北部狭长地带与加拿大卑诗省接壤，

那里的山地盛产木材；中部的斯内克河平原横贯

本州，是主要的农业区；南方的山地地区与内华

达州和科罗拉多州接壤。这里的山地地势高于北

方，而且气候干燥。

部分位于该州的黄石公园以其丰富的野生动

物种类和地热资源闻名，老忠实间歇泉（Old

Faithful）更是其中最富盛名的景点之一。公园中

有着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其中以亚高山带森林

为主。

位于美国本土东南端的佛罗里达州（State of

Florida）拥有本国第三多人口，为著名的度假、避

寒圣地。州府位于塔拉赫西，最大的城市为杰克

孙维，最大的都会区为迈阿密都会区。佛州每年

吸引很多名人和运动员前来度假，以高尔夫球、

网球、水上活动、赛车而著称。

按照迁入人数来衡量，在同一时间段内，最

有人气的城市依次是佛州的萨拉索塔（Sarasota）

、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佛州

的迈尔斯堡-珊瑚礁（Fort Myers-Cape Coral）、新

墨西哥州的圣菲（Santa Fe）和爱达荷州的博伊西

（Boise）。

除了移民数据外，五月花还在今年（2021年

）9月委托调查了1,000名在2019年7月至2021年7

月期间某个时间点搬迁距离超过300英里的成年美

国人。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水是影响

他们选择搬迁地点的首要因素。61%的人还表示，

靠近公园、绿地和自然小径是搬迁的一个关键因

素。对55%的搬家者来说，当地的食物和餐馆选项

也很重要。

五月花的“寻找家园”数据显示，美国人有

很强烈的家乡自豪感。

“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某个特

定的家乡，喜欢并推荐它作为生活的地方。”五

月花企业传播总监艾莉· 卡明斯（Eily Cummings）

与福克斯新闻分享时举例说，“超过一半的搬家

者认为他们那儿有最美味的菜肴。”

卡明斯说，他们最近的调查数据发现，美国

人对“家乡”的定义各不相同，58%的人认为那是

他们最初来自的地方，42%的人认为那是他们目前

居住的地方。

移民生活 美国人爱搬家，最爱往哪些州搬？

美国EB-1A移民项目是唯一不需要排期，可以

帮助申请人快速拿到绿卡的移民项目。EB-1A是美国

职业移民的第一优先类别，属于限制少、成本低的

杰出人才类别移民项目，很多人觉得这个项目高不

可攀只有名声显赫的顶尖人才可以申请，事实上并

非如此。

EB-1A移民项目有一定的申请难度，但是凡事都

有完整地逻辑性，只要掌握了申请操作的重点，移

民申请就简单了，大多数普通人都可以申请。本篇

文章我们就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解读一

下这个移民项目，帮助大家成功拿到杰出人才的绿

卡。

EB-1A是以【杰出能力】和【成就声望】为基础

申请和获批的移民项目。

●申请人需要在专业领域内具有特殊杰出才能

。

●申请人需要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广受认可的成

就贡献和声望。

评估标准：

事实上，移民局并没有给出可量化的申请获批

标准，只是给申请人提供了申请材料的参考方向，

即以下十条满足三条。

1. 在相关领域获得的国内或国际奖项；

2. 因申请人的非凡能力而被学术机构或专业协

会吸纳为会员；

3. 专业出版物或其他媒体对申请人的专业成就

的报道；

4. 在相关领域曾经参加过评审的工作；

5. 在科学、学术、艺术、商业或体育领域里做

出的主要贡献；

6. 发表过的专业作品，如学术论文、书籍、学

术文章等；

7. 在艺术展或其他展览中被展出的作品；

8. 在著名的组织或机构里担任过重要的职务；

9. 在相关领域获得了较高的报酬或待遇；

10. 在艺术表演方面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如果无法提供以上至少三样的证据，移民局还

容许申请人提供其他“具有可比性”的证据来证明

自己的杰出能力。

综合以上移民局对EB-1A项目申请人的“自画

像”，大家只要学会掌握其中的要点就会发现，自

己完全符合或者有机会成为EB-1A项目的标准申请

人。

要点一：缩小定义领域

EB-1A项目主要面向科学、艺术、教育、商业、

体育这五大领域及其交叉领域内的优秀人才，在进

行移民申请的时候，申请人要注意缩小自己的专业

领域，从而凸显自己 领域中的杰出性和影响力。

比如将申请人的专业领域定义为“舞台剧演员

”，就要比“演员”领域更加凸显申请人的杰出性

，申请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要点二：优化杰出成就

上面和大家提及的十条标准满足三项只是基础

，想要提高申请的成功率，我们需要发掘更多的杰

出才能、杰出成就。申请人可以参考这些标准去进

行孵化，并将其合理的体现在申请材料中。

比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创造更多的专利等原创

性贡献、找权威的媒体进行个人报道、业界知名人

士出具推荐信等等。

要点三：表明赴美施展才能

移民局大费周章引进杰出人才的目的不是为了

让你过来享受福利待遇的，而是指望你能继续在专

业领域内工作发展，从而为领域带来实质性利益的

。

申请人要在材料中充分证明未来在获得绿卡赴

美后会继续在专业领域内发展，并为领域带来可预

期的实质性贡献，比如制定赴美工作计划、商业计

划等等。

美国EB-1A移民项目可以帮助很多申请人打破

年龄、学历、语言的壁垒移民美国，拿到美国绿卡

。项目的操作申请也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掌握了以

上这三个申请的要点普通人也完全有机会申请。

美国EB-1A移民申请大揭秘！

上個週六（10月30 號）午間，我在敦煌廣場
明星冰谷內午餐時，碰上一位愛看NBA 籃球大賽
的老中球迷讀者，他手中剛好拿著當天的美南報
紙，內有刊登本人所寫的( 美南人語） 「今年
NBA 出現新看頭」。他在看過該文內容後，頗有
感概地對我說：

「真慘！本季開賽至今，湖人已經有143天不
懂得贏球滋味，令到我等加州湖人隊球迷，大失
所望。你老兄對此有何感想？」

既然球迷讀者有此詢問，作為40多年NBA 球
迷的我，應該對讀者有所分析解說。的確，直到
上週我看NBA球賽為止，湖人已經有超過4個月
沒有贏過一塲球賽。以洛杉磯湖人隊開幕戰對上
加州勇士隊來看，雖然湖人隊的勒邦詹姆士LeB-
ron James、戴維斯Anthony Davis合力攻下67分，
但隊中三巨頭之一的威斯布克Russell Westbrook，
全場13投僅4中，以至湖人吞敗後，剛剛好在已
經連續143天，湖人隊都沒有嚐過贏球的滋味。

湖人在上個賽季的季後賽中，原本還以2勝1
敗領先鳳凰城太陽，但隨後因為戴維斯受傷，湖
人一口氣吞下3連敗，遭到淘汰，無緣進入季後賽
。也就是說從今年的5月13日起至今天10 月中為
止，加上熱身賽的6連敗，湖人 隊已經在長達143
天中慘吞敗仗。

今年湖人除了詹姆士和戴維斯以外，沒有人
得分達到兩位數，年薪超過4千萬的威斯布克，很

明顯沒有融入湖人的團對體系中，賽後甚至生悶
氣到不跟任何人講話。

需知道湖人隊在一連143天中慘吞敗仗。是它
創下了25年來的奇恥大辱紀錄。怎麼去挽救湖人
隊呢？有NBA前教練提出一項大膽的建議。那就
是應該讓天皇巨星的威斯布克退下正選位置，改
打替補好了。

讓我們翻看湖人敗給雷霆一仗的經過。這一
敗仗，讓湖人隊顏面無光，因為第1，雷霆正在重
建中，之前沒有贏過球，首勝可以取勝湖人，從
湖人身上得到勝利的2分，真的是難能可貴。其次
在這場比賽當中，湖人一度領先26分，但竟然會
在末段，被雷霆來個大逆轉，遭到殺敗。

根據統計，在過去25季的漫長歲月中，湖人
包括季後賽共有 230 場比賽，均曾經領先對手 25
分以上，而戰績全是230勝0敗，所以今次他們失
手於雷霆，等於是創造了湖人隊歷史上25年來的
恥辱紀錄。

湖人貴為奪冠熱門，但從熱身賽至今狀況一
路低迷，球員的搭配也不理想，前NBA總教練波
伊蘭(Jim Boylen)就提出一大膽建議，他認為應該
讓威斯布克改打替補。

波伊蘭說： 「我認為湖人應該讓威斯布克打
替補，讓他去和對方的替補球員進行對決，並且
讓湖人的角色球員變得更好，威少是一個非常願
意傳球的球員，他一直在試著讓隊友變得更好，

他的意志很堅定，但決策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
」

自從加盟湖人之後，威斯布克和先發球員的
搭配確實是有問題，導致他每場平均失誤高達6次
，特別是詹姆士傷勢已好轉，可望復出歸隊，前3
戰威少和詹姆士一起先發，明顯存在著球權分配
的問題，如湖人把威少改打替補，不失為解救湖
人良方。

NBA新球季 10 月19 日 己開打，在每年球季
開打前，官網都會邀請各隊總管投票，進行 「總
管大調查」，本季的 「總管大調查」剛剛公布，
籃網最被看好為今年奪冠的隊伍，有 72%的總管
認為本季總冠軍是籃網，只有 17%的總管挺詹姆
士領軍的湖人，而上季公鹿更只拿到 10%的票數
。

湖人上季衛冕失敗，在季後賽首輪就出局，
今年季前補進威斯布克等好手，就是希望幫詹姆
士拿下生涯第5冠，但總管並不看好，雖然有高達
80%的總管認為：湖人將拿下西區冠軍，但卻認為
他們在總冠軍賽打不贏籃網。

籃網除了被看好奪冠，杜蘭特(Kevin Durant)
也是總管們心中的最佳年度MVP人選，拿到最多
的37%選票，而詹姆士竟然拿0票，至於籃網也是
總管心目中新球季 「最具觀賞樂趣」的球隊，拿
到最多的 30%選票，而湖人只有 7%，勇士則以
17%排第2

(( 籃聯近貌籃聯近貌））湖人隊慘不忍睹湖人隊慘不忍睹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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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知乎上大多数以“美国人一

般都……”开头的问题下，你都会发现

这样的答案：“因为美国人很多，大家

所在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一般’什

么的，不存在的”。确实是这样，所以

，这篇文章只能告诉你，每个城市的不

同的美国人，他们的一天是怎样的。

Ted Joy 前新闻工作者，经理地理

学准博士，曾居住在纽约洛杉矶与巴尔

拖，现居住在俄亥俄农场。

今天我主要想谈谈中西部的人，他

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住在俄亥俄东北部，中心地带的

最东边。这边是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区

——汽车、电子设备、钢铁、塑料。虽

然重工业都集中在这，但二分之一到三

分之二的土地还是被农场和林场覆盖。

这儿有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包括郊区

人口），五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也有一

万到两万五人口的小城镇。

纽约在我们的东边，大概开车一整

天才能到（大概700到750千米），但从

我们这往外开500千米你别指望能看到

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除了山，还是山，

除了森林，还是森林。

距离我们这儿80千米的地方基本上

都是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城镇和一些农场

和林场，再往南外走250公里，就能看

见俄亥俄河了。越往外走，你会发现陆

地会越发崎岖不平，出现在视野里的是

越来越多的农场和林地。

我们这里的冬天非常冷。过去的一

月里室温能低到零下二十三度，三周里

门口的雪就算每天扫，第二天出门又能

看到一米厚的雪，真是心累。

在这我要提一下，我们一家虽然住

在一个四十公顷大的农场，但我们不种

地。我是个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我妻子

是个大学教授。我们邻居种我们的地，

种点玉米大豆苜蓿什么的用来喂牛。

夏天八月，气温能上升到非常高。

整年平均降雨量有125cm，时间上

分布地挺平均的。但春秋下雨稍微会多

一点，冬天就下雪和冰雹了。

普通美国人一天的日常是什么样子

的？

我们这儿的人混合了来自苏格兰、

北爱尔兰、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波

兰、黎巴嫩和爱尔兰的各种各样种族的

人。并且还有大量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南

边搬来的人和从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

拉斯偷渡来的非法移民。因为我们这有

很多大学，所以印度、中国、韩国、土

耳其、俄国、西印度群岛、尼日利亚来

的大学生也有很多。非裔美国人能占到

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合法的西班牙裔

能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

最有趣的族群莫过于孟诺教的人了

。他们的德国农民祖先在十七世纪初的

时候来到美国，与其他的美国人住的很

开。他们基本上在家会说德国方言，在

外面也能说非常正宗的美式英语。

最特别的一点是，他们拒绝使用任

何电子设备，像手机啊、收音机啊、电

视啊这些，你在他们家或者工作的地方

都是看不到的，甚至汽车卡车什么的他

们都不用，基本上日常生活都使用自行

车或者马车、牛车。

他们穿的衣服都很朴素，过时到大

概是150年前大多数美国人穿的衣服。

孟诺教派的人大多都是和平主义者，虔

诚的新教教徒。他们大多都是农场主，

获开家具店，卖着简单而又精致的家具

。

现在，我要讲讲我家附近的人典型

的中产阶级生活。

他们基本上都是结婚了20年 40岁

左右的夫妇，妻子总比丈夫小一两岁。

通常，男的都会在州立大学完成一

个四年的学位，他们的主修专业跟现在

从事的工作大多没什么关系。

大学的时候通常都兼职，尤其是在

暑假，然后毕业后可能会同时兼着两三

份工作。就算可能没去过大学，他们也

会大多经受过两到三年的技术训练。

并且如果他们是雇员的话，除了在

大学受到的教育，每年还会去接受大概

10天的额外训练。

不过三分之一的人都自己开小型公

司（大概公司里的雇员不到六个），或

者自己一人运营一个微型公司。

有人会问，你们那的人都穿西装打

领带去上班嘛？

我觉得，大概看心情吧。他们有时

候会穿正装，但有时候也会穿牛仔裤T

恤。

如果他为自己工作的话，很有可能

是靠技术吃饭了，大多是木匠或是电气

技师，或者小型信息技术顾问。如果是

雇员的话，大概每周需要工作40小时；

如果自由职业，就每周大多工作50小时

了。年薪的话大多是税前5.5万到6万美

元（约35万到38万人民币）之间，不

过一扣税就要扣百分之三十，你说这搁

谁谁会满意？

大多数的人会开车上班，路上需要

花半个小时，如果下雨堵车的话还会更

长一些。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

下班，中午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在这里，女性基本上也都工作，不

过每周大概只工作20到25个小时，所

以工资也只会有丈夫的一半。她们挣得

钱对家里也会非常有帮助，大多会用在

家庭度假或是房子重装修上，但没有这

些也影响不大。很多中产阶级的女性工

作都是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每天外出与

其他人打交道来挣钱。

妻子基本也都开车去上班，不过路

上花的时间会比丈夫少。

哦，对，我忘记说了，这边的女性

也会拥有四年的学士学位，不过她们可

不干机械活，医疗科技什么的从事的人

比较多。

在这里大多数的人会搬两次家，一

次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另外一次是毕业

工作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住在带有草坪、树、

灌木和小花园的独立式住宅。他们大多

都花上20万到25万美元买上第二或者

第三套房子，付着 20 到 30 年的房贷

（如果在东海岸或者西海岸买房的话，

花的可能是这的两三倍了）。

房子里大多会有两到三个卧室，一

个厨房，一个起居室，一个餐厅，一个

电视房，每个卧室有一个卫生间，有时

候还会多出来一个小办公间。有这么多

的房间，房子怎么也要有180平方米，

基本上都是木头做成的。一家可能会有

三辆车，所以两个车库是必须的，还要

有一个地下室来存储旧物，洗衣房也会

有的，好一点的可能还会有一个游戏房

。

房子基本上会配备中央暖气或是空

调，水电网线电话都不用说，电视的话

有的是有线有的是卫星的。

电子设备的话，基本上家里都会有

冰箱冷柜暖炉烤箱以及其他的所有厨房

用具，洗衣机、烘干机、立体声音响、

电脑游戏控制台、三到四台电视机、两

个笔记本电脑，一架台式电脑、几台液

晶屏电脑，这些基本上每家都会有。当

然，家庭成员每人都会有一部手机。

并且，大多数的家庭里也都会有一

只汪星人。

我们这离周围的学校大概只有不到

一小时的路程。六所大学，七八所学院

，两所医学院，三所法律学校还有一所

古典音乐学校，一所美术学校，五所大

专还有几所私人商学院把我们的社区紧

紧包围。

我们这还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博物

馆，三个交响乐团，其中一个是世界上

五个最好的交响乐团其中之一，三个本

地区的交响乐，十二个室乐团，两个专

业的歌剧院，还有很多大学生以及业余

剧团。各种音乐类型比如摇滚、乡村、

民族、爵士、蓝调、蓝草、说唱在我们

这里自由生长，各级别水平的音乐人不

计其数。

野生动物在这里也非常常见。我在

家附近的林子里就看见过小鹿、浣熊、

松鼠、臭鼬、负鼠、鼹鼠、土狼。

我们这里四季分明，吸引了很多鸟

禽类动物。鹅、野鸭、蓝色苍鹭、鹰、

秃鹰、野生火鸡应有尽有，此外还有五

十多种鸣禽我就不细说了。

两个观景台坐落在这，大概每个都

有八千米长，提供独木舟供游客在大大

小小的冰川湖和河流小溪上游览。

这里有一个国际机场，四个支线机

场以及十几个当地的小机场。

克利夫兰有一个世界上顶尖的医疗

中心，还有一个也很优秀的大学附属医

疗中心。

两条东西向州际公路、两条南北向

州际公路以及不计其数的高速公路连接

着这里与外面的世界。

虽不常用，但全国客运火车也是有

的。不过15个全国货运火车线路倒是每

每满载。

职业足球队、棒球队、篮球队以及

全方面的大学高中业余体育队遍布俄亥

俄。

如果平均国家美元购买力是100的

话，这里就有115了，而东海岸和西海

岸也只有85。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这的中产家

庭都还是过得又幸福又舒适的。

Jacob Ray 上班族

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泡好一杯

香气四溢的热咖啡，扫一下主流媒体的

新闻。然后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开着

我的卡车踏上了通勤之路。大多数时候

开车基本不到三十分钟就能到工作的地

方，虽然不长不过交通状况还是挺让人

糟心的。

在拥挤的车流中一停一走，我仿佛

都能听见我卡车邮箱变空的声音，每次

红灯的时候，眼前都会出现令人心碎的

画面：加满一箱油75美元的显示屏！提

前十分钟到达办公室，打卡之后基本上

一上午都是在不断地交谈之间度过的。

我每天工作八小时，有时候工作多

的话会加班两个小时，但大多数公司都

不会让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大多

数美国对待工作都热情满满，享受工作

。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打卡下班

，开车回家，然后迅速蹬飞鞋子瘫在椅

子上。

这基本上就是工作日的生活啦。

周末的话，生活就不再那么规律了

。如果在乡下的话，我非常喜欢跟我朋

友家人玩音乐，开车出去玩，去远足或

者去打靶子。要是在城市里过周末的话

，我就比较宅了。待在家读书看电视弹

吉他，周末干这些事真是再轻松惬意不

过了。

所以你瞧，不管是住在城市，还

是乡村，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其

实也挺休闲的，米叔觉得，这跟咱

们国内上班打卡，下班撸串，周末

到乡下看山看水的生活也没差啊，

重点不是住在哪里，重点是你是否

在享受生活。

普通美国人一天的日常
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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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故乡，海岸风情

倭寇海上来犯，给莆田带来了不一

样的年俗。实际上，莆田的来历，就与

“海”相关。相传莆田以前是汪洋大海

，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火星散落下来，

落在驮着陆地的“地牛”背上，引起地

质变动，浮出陆地。人们称之为“浮田

”，之后或许是发音问题，被朝廷写成

了“蒲田”；又为避讳爆发洪水，去掉

三点水，称为“莆田 ”——传说归传

说，比较符合莆田地貌特点的说法是，

莆田处于海岸线边沿，沼泽多，蒲草多

，人们为打造良好生存环境，除蒲草、

排海水、造良田，因而得名。

莆田海域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

有三大特点：一是长，莆田境内海岸线

总长443公里，其中大陆岸线336公里，

海岛岸线107公里，占福建省海岸线总

长约十分之一；二是海岸线曲折、海湾

众多，兴化湾、平海湾、湄洲湾是莆田

天然的三大海湾；三是岛屿多，三大湾

区域内，湄洲岛、南日岛等大小岛林立

。

如此丰富的沿海条件，让莆田的大

海充满风情，甚至带有神话色彩。众所

周知，“妈祖”是东南沿海一带人们顶

礼膜拜的“海神”。妈祖林默就出生在

莆田湄洲岛上，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三月廿三、卒于宋雍熙四年（公

元987年）九月初九，终生未嫁。其一生

行善积德、救苦救难，世间渐渐形成了

“妈祖文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近2亿人敬奉妈祖，以妈祖为主题的各

种妈祖庙、天后宫等可谓遍地开花。湄

洲岛上的妈祖庙每年吸引着上百万人前

来朝拜。

妈祖普渡众生，人们在与湄洲岛一

水之隔的莆田平海镇，建起了世界上最

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宫殿式原构妈

祖行宫，也是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平

海天后宫供奉5尊妈祖，传说妈祖当年

化身五位少女，保护前来整顿海防的朱

元璋安然渡海。

平海史称“南啸”，一直是海防前

线重镇。朱元璋看到此处风平浪静，遂

命其名为“平海”，为防倭寇，置平海

卫，修筑卫城，称“平海城”。清朝收

复台湾的大将军施琅，清康熙二十二年

（公元1683年）驻扎平海卫，遭遇淡水

供应不足的窘境，没想到在天后宫附近

挖掘出一口枯井，获得了宝贵水源，大

喜之下的施琅写下了“师泉”二字。如

今这口师泉井，依然在诉说着历史传奇

。

每年正月初九，平海城隍庙里还会

举办城隍爷巡游，为的是纪念巩固东南

海防的明代军事家周德兴。

在莆田的海湾，人们能感受到历史

的凝重，也能轻松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

。湄洲岛上的黄金海滩，被誉为“天下

第一滩”；平海湾海岸线长达21公里，

被誉为“莆田的天涯海角”；后海渔村

有着“小马尔代夫”的美誉；户角海滩

有一座形似帕特农神庙的石桥，与周边

千奇百怪的礁石一起，构筑出独特的海

岩风情。

每到夏天，莆田的海岸线跟东南沿海

一样，会出现迷人的“蓝眼泪”现象，那

是一种会发光的海湾浮游生物“海萤”，

受刺激时发出蓝光，“点亮”了海水——

莆田的海湾，始终洋溢着历史与自然交相

辉映的气息。

木雕之城，精微透雕

与东南面美丽海滨风光相对应的，

是莆田西北面的群山。莆田还有一个别

称“莆阳”，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

来定位，莆田北面是群山，因而得名。

从地势上看，莆田西北部有山地，

中部有丘陵地区，正好处于北回归线不

远，亚热带气候温润，很适合种植山地

类作物，尤其是水果。龙眼、荔枝、枇

杷、文旦柚是莆田“四大名果”，听着

就能让人垂涎欲滴。

莆田人发现，龙眼木作为一种硬木

，很适合做雕塑，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

潜质。因为木雕需要质地结实、纹理细

腻的木材，有的龙眼木根部形成天然的

虬枝，造型独特，所以，从唐代开始，

莆田龙眼木雕开始兴起，明清时更为盛

行，成为与乐清黄杨木雕、潮州金漆木

雕、浙江东阳木雕齐名的“中国四大木

雕”。2008年，莆田被授予“中国木雕

之城”的称号。

说起来，莆田木雕跟莆田的“山”

与“海”有着不解之缘。“山”为木雕

提供了龙眼木等良材。而木雕最主要用

途之一，就是佛雕。当地妈祖文化盛行

，令神像雕刻艺术蓬勃发展，推动了木

雕技艺的兴盛。至今为止，不仅仅是莆

田本地，其它地区乃至国外，依然存留

有妈祖的木雕像以及相关器具。沿“海

”贸易的兴起，提供了来自海外的菲律

宾紫檀、鸡翅木等其他原料。莆田木雕

就在这“山海之间”的碰撞中，逐渐打

磨出了自己的名气。

“精微细雕”，于细微之处见功夫

，这是莆田木雕的最大特点。即便是微

小的木料，也能雕刻出细腻的造型图案

来，甚至多层镂空。北京故宫博物院保

存着多件由“莆田工”所雕刻的“贴金

透雕花灯”和“浮雕花窗”。历朝历代

，莆田都涌现出木雕大师。非物质文化

遗产莆田木雕传承人、中国雕刻艺术家

林建军，历经5年，在单块木头上创作

出《五百罗汉》；福建工艺美术大师郑

春辉历经4年，在巨木雕上雕出两版

《清明上河图》，被评为2019年“大国

工匠年度人物”，并且这一雕刻创下了

“世界上最长的木雕”吉尼斯世界纪录

。

与木雕相匹配的是，莆田家具工艺

水涨船高。宋朝和明朝，莆田科举兴盛

，状元众多。很多五子登科者变成达官

贵人，装点家居，在家具、陈设方面选

择木雕艺术品，某种程度上推升木雕艺

术达到新的高度。北宋时期五度为相的

莆田仙游人蔡京，“丰大豫亨”，让家

乡工匠结合京城里的宫廷器具和书画工

艺，造出很别致的木雕家具。北京故宫

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名画《听琴图》的琴

桌，就是蔡京呈献给宋徽宗的木雕家具

精品。莆田仙游南溪村梧墩的红厝瓦陈

氏民居，堪称全屋木雕技艺的代表。仙

游县因而被评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

都”。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南宋莆田籍的状元黄公度，在殿试

廷对时曾经说过：“莆中所产，唯子鱼

、紫菜、荔枝、蛎房。”

背山面海，莆田既有山货，还有海

味，“海中马鲛鲳，山里鹧鸪獐”，巧

手的厨师们把各路食材，捣鼓出风味独

特的地方美食。《莆田市志》就记载，

兴化比较出名的美食有：炒兴化米粉、

荔枝肉、焖豆腐、跳鱼穿豆腐、干焖羊

肉、蛋白扁食等。

来到莆田，不吃一碗兴化米粉，等

于没有来过莆田。但严格意义来说，兴

化米粉并非莆田本地特产。据说是北宋

年间广东人黎畛被贬来兴化当主簿，为

了让老母亲吃到家乡的米粉，黎主簿便

全套引入了米粉的做法；还有一说法是

黎畛为了解决修筑木兰陂民工们的用餐

问题，请来广东博罗的厨师制作米粉，

以快餐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但不管是

什么方式，兴化米粉变成了莆田的标签

。

每到重要节假日，尤其是传统中秋

佳节来临时，莆田人家宴上都会有一盘

炒米粉，这是中秋节“送秋”习俗的必

备品，寓意“吃米粉就是人能吃到胡子

、头发跟米粉一样白”，即“高寿”。

所以，兴化米粉很细，炒米粉又叫炒银

丝，让细粉“海纳百川”，吸收花生、

韭菜、冬菇、虾仁等各种辅材佐料的味

道入味。当兴化米粉与那些大海的馈赠

一块爆炒，既吸收海鲜的味道，又释放

出淀粉的能量，让人饱腹而满足。豆浆

炒米粉，更是别处难得

一见的精品。

除了米粉之外，很

多外出的莆田人会说：

“回到莆田，最想的就

是那一碗卤面。”卤面

是莆田人的另一种乡愁

。热播剧《山海情》里

，当地人热情地招呼海

吉女工：“来吃点红团

吧。”莆田红团以糯米

粉为主要原料，做好皮

和各种馅，再刻上福、

禄、寿、喜、财、丁、

贵的字样，蒸熟即吃。

过年时家家必做，寓意

喜庆吉祥。

“宁可三日无肉，

不可一餐无鱼”，身处

海边的莆田人更钟情海

味。不管是海蛎、蛏子

、鲍鱼，还是鳗鱼、对

虾、梭子蟹等，都呈现

在莆田人的日常餐桌上

。尤其是南日岛的南日

鲍鱼，以肉质肥厚、口

感细腻、营养丰富而著

称，煮熟之后鲍鱼肉不

会明显收缩，深得人们

青睐，如今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莆田人还更喜欢炝马鲛鱼，类似于

“红烧”，吃上一口就能尝到大海的味

道。此外，地处湄洲湾北岸的蒋山村，

跃升为成为闻名遐迩的“紫菜第一村”

。

“背山面海”，吃山吃海。丰富的

山海资源，让食品工业成为莆田发展最

快的又一大支柱产业。近年来，莆田提

出了建设“海洋牧场”的思路，将建设

东南沿海最大的海洋牧场。

“山”“海”相通，全新蓝图

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像莆田这样

“背山面海”。莆田的这种自然格局，

构筑出非常独特的空间美：“一心”

（沿木兰溪两岸约56平方公里区域的

“生态绿心”）、“二岛”（湄洲岛、

南日岛）、“三湾”（湄洲湾、兴化湾

、平海湾）、“四水”（木兰溪、萩芦

溪、延寿溪和南北洋河网水系）、“五

山”（囊山、九华山、天马山、凤凰山

、壶公山）——“山、城、田、海”，

空间格局广阔而错落。莆田正在打造

“五山簇拥”、“四水相依”、“三湾

环绕”、“二岛添辉”、“一心为源”

的美丽格局。

山海相通，这是莆田人正在构筑的

新蓝图。

“三湾并进”，迈向更广阔的发展蓝

海。湄洲湾作为深水天然良港，深、宽、

顺、直，不冻不淤，纵深18海里的半封闭

狭长海湾，常年风平浪静，可建造万吨级

以上泊位150个，目前与29个国家和地区

50多个港通航，被列为我国四大远景发展

规划的国际深水中转港，未来将重点发展

新型能源、石化、钢铁、船舶修造、林产

加工等临港产业，建设成为重工业化工基

地；平海湾虽然不是深水港，但水域宽

阔，风光怡人，是美丽的滨海休闲度假

胜地，周边沿海滩涂很适合沿海养殖，

变身为“海洋牧场”；兴化湾虽然起步

偏晚，但可开发面积大，并且距离台中

港只有72海里，是大陆离台湾直线距离

最短的港口，这里将建成大型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基地，成为未

来新的经济增长极。

跨越群山阻隔，打通出海通道，

“山海相通”逐渐成型。目前，莆田高

速公路交通网实现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

对接；福厦铁路、向莆铁路连通周边省

市，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投入使用；莆

田机场提上规划日程——港口、交通、

配套、物流、海运的综合性立体格局，

让莆田人有理由期待，“背山面海”即

将书写出全新篇章的《山海情》。

背山面海的莆田，原来有你看不到的奇点
很多人对莆田，并不陌生。热播的《山海情》里就提到了莆田。可能说起莆田，您的脑海一闪而过的是：铺天盖地的“莆田鞋”，名声在外的

“莆田系”医院……
没错！但您可能不知道，在莆田，一个春节可以连着过两次，一个元宵节可以过到“全国最长”，一块木头就能雕出花样，一个朝代就能出很

多状元——实际上，莆田最原始、最自然的风貌，还是“山”和“海”。背山面海有风情，这才是属于莆田自己的《山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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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雙十國慶晚宴年雙十國慶晚宴
上周日晚在上周日晚在Omni Houston HotelOmni Houston Hotel 盛大舉行盛大舉行（（上上））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左起左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副處長王韋龍夫副處長王韋龍夫
婦婦，，與僑領許文忠與僑領許文忠、、黎淑瑛夫婦等人合影黎淑瑛夫婦等人合影

於會場於會場。。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左左））與著與著
名房地產經紀王藝達名房地產經紀王藝達（（右右))在會場入在會場入

口合影口合影。。

（（左起左起））去年去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何怡中主委何怡中、、
孫雪蓮孫雪蓮、、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務委員陳僑務委員陳
美芬美芬、、僑務諮詢委員黎淑瑛僑務諮詢委員黎淑瑛、、嚴杰嚴杰、、僑教中僑教中

心副主任黃依莉攝於會場大門口心副主任黃依莉攝於會場大門口。。

（（左起左起 ））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
張淑貞教授與張淑貞教授與 「「休士頓華人宣道會三休士頓華人宣道會三
一堂一堂」」 張文雄牧師出席國慶晚宴張文雄牧師出席國慶晚宴。。

（（後排左起後排左起））馮啟豐夫婦馮啟豐夫婦、、江麗君與江麗君與 「「客客
家會家會」」 長老鍾桂堂長老鍾桂堂、、吳淑貞夫婦吳淑貞夫婦（（中中））在在

「「客家會客家會」」 餐桌合影餐桌合影。。

「「老人服務協會老人服務協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
（（左左））與州議員吳元之與州議員吳元之（（GeneGene

Wu )Wu ) 在晚宴現場合影在晚宴現場合影。。

（（左起左起））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 )Gene Wu )與與 「「國國
慶籌備會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忠主委劉志忠、、 「「世華世華」」 前會長洪前會長洪

良冰在晚宴現場良冰在晚宴現場。。

圖為斯坦福市市長圖為斯坦福市市長Cecil Willis (Cecil Willis (右右））
副市長譚秋晴副市長譚秋晴（（左左））出席晚宴並上出席晚宴並上

台致詞台致詞。。

劉志中主委劉志中主委（（左四左四 ））頒獎給晚宴贊助的頒獎給晚宴贊助的
金城銀行金城銀行、、美南銀行美南銀行、、台塑台塑、、嚴杰等人嚴杰等人。。

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
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李醫生引進最新設備治療下肢疼痛！！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經理修車師姐徐雲經理
專欄專欄6969汽車維修大全汽車維修大全（（八八））

25、發動機機油壓力指示表顯
示異常。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表的指針顯示油

壓不正常時，說明發動機部件有故
障。如果油表指針顯示壓力偏低或
是儀表指針顯示波動大，可能是由
於機油泵磨損大、濾清器被髒物阻
塞、吸油濾網置露出油面、機油液
面低、油路中混入空氣以及壓力表
有故障等原因造成的。另外，潤滑
油粘度偏低、油路密封和潤滑性差
、潤滑油過冷粘度太大、潤滑油油

泥沈積太多等也會引起機油壓力指
示表顯示異常。

26、發動機機油消耗量過大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細心的朋友會發現

，潤滑油在車況良好的情況下也存
在正常的消耗，但有些車況較差的
時候，汽車的尾氣排出藍煙，其實
這就意味潤滑油消耗過大，一般來
說，潤滑油的消耗無非兩種情況，
進入燃燒室參與燃燒，或是機油滲
漏。之所以機油能夠竄入燃燒室，

主要是因為零部件嚴重磨損，配合
間隙過大，或者機油壓力過高，導
致機油上竄進燃燒室。而機油的滲
漏主要是因為密封墊變硬老化、氣
門卡死。如果是老舊車輛，一般都
存在密封墊由於老化而密封不嚴的
情況。遇到以上情況，您最好是通
過專業的養護中心，由養護工程師
進行判定，並實施行之有效的解決
辦法。

27、經過一段時間發動機機油
消耗了一部分。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國家標準規定，車
輛行駛1萬公裏的正常損耗機油量
應在1L以內。一般轎車的機油容
量在4L左右，當機油液面達到機
油尺標線MIN處時，機油缺少不過
0.5-1L。如果車在一萬公裏內機油
損耗在1L以內屬於正常損耗，就
不能認為是故障。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報記者黃梅子）步入中年，
不少人會發現膝關節靈活不比從前，
患有膝關節炎（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的風險也隨著年紀大了而提高
。膝關節炎由軟骨及其周圍細胞耗損
而引發，屬於相當常見的人體老化疾
病之一。膝關節炎病發是由關節細胞
耗損程度和修復程度失去平衡而導致
，癥狀包括關節疼痛、僵硬和功能減
弱。情況嚴重時，還需要手術治療。

還有一部分患者下肢疼痛是Lat-
eral Patellar Compression Syndrome
髕骨外側壓縮綜合癥。另有些患者是
因為頸椎腰椎或坐骨神經引起的下肢
疼痛。還有些患者是車禍後遺癥，有
些人在車禍過去幾年以後才感覺到身
體各種疼痛。

總之，不管您是哪種原因引起的
下肢疼，都要引起重視，積極做康復
治療，不管是膝關節炎還是車禍後遺
癥，康復治療總是比動手術更保險。
康復治療一定要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
，否則有可能使得病情惡化。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引進最新的多功
能下肢牽引治療儀，幫您減輕疼痛，
快速恢復健康！，其組成包括固定裝
置，放松裝置，牽張裝置，能刺激雙

腿內側肌群及穴位，可通經活絡，緩
解肌肉攣縮，激活運動神經元，恢復
下肢運動功能。李醫生還有儀器測試
足底，電腦掃描足部定做康復鞋墊，
能很大程度地緩解下肢疼痛以及行走
困難。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膝關節炎的病
因，常居潮濕、寒冷環境的人多有癥
狀，與溫度低，引起血運障礙有關。
第二是體重因素，肥胖和粗壯體型的
人中發病率較高。第三是年齡因素，
從中年到老年，隨年齡增長，常發生
關節軟骨退行性變，關節多年積累性
勞損是重要因素。第四，營養不良也
有可能致病，關節軟骨內沒有血管，
其營養依靠從關節液中吸取。軟骨的
修復是靠外層的軟骨細胞分裂繁殖和
軟骨細胞分泌基質來完成的，由於營
養和氧供應不足，影響到軟骨細胞的
增殖時，就會導致軟骨基質減少，軟
骨新生不足而變軟弱，極易在負重部
位發生磨損。

髕股關節綜合征占到了所有運動
相關的膝關節問題的25-40%，在膝關
節功能障礙與運動損傷中十分常見。
髖股疼痛綜合征風險最大的人群是跑
步者，騎自行車者，籃球運動員以及

相關跑跳較多的愛好者到運動員，當
然主要還是動作模式問題與過度不正
確使用所引起，病癥發作可能是由於
慢性損傷或者單次急性損傷直接引起
，癥狀包括膝關節彌漫性疼痛和局部
髕下疼痛。髕骨周圍和下方、膝蓋前
部、膝蓋骨的內側邊緣經常有壓痛，
髕骨周圍後方發生持續的鈍疼疼痛，
運動後有時會出現腫脹。在上下山坡
、上下樓梯、久坐起身時，髕股關節
位置疼痛往往更嚴重。膝蓋彎曲時可
能伴隨發出哢哢聲 「關節噪音 」 ，髕
股關節綜合癥往往伴隨著大腿肌肉
「股四頭肌」 的肌張力異常，髕骨周
圍的圓圈性疼痛範圍，久坐後癥狀加
劇，無力疼痛伴有膝關節屈曲減少。
髕骨與股骨組成髕股關節，髕骨關節
和我們的脛股關節共組成了我們身體
上著名的——膝關節，而我們的髕股
關節形成在髕骨和股骨遠端之間，可
謂是在夾縫中成長。治療中最重要的
第一步是避免使問題惡化的活動，並
且及時休息，光嚷嚷“疼”而不去治
療的人是打算坐輪椅過下半生？
我們的髕骨本身沒有血液和淋巴液供
應，所以一旦損傷恢復會非常的緩慢
，停止進一步的損害是十分必要的。

李醫生治療下肢疼痛，先用電腦
掃描儀掃描足部，幫您定製復健矯正
鞋墊，能極大地緩解走路時的疼痛，
然後再用下肢牽引治療儀來復健治療
，配合使用醫用去痛風濕乳液和營養
素，是目前治療下肢疼痛的最佳治療
組合。

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
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
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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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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