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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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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院士高松任中山大學校長

【美南新聞泉深】據教育部官網消息：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在中山大學宣布了中
共中央、國務院的任免決定，中國科學院院士
高松任中山大學校長（副部長級），羅俊不再
擔任中山大學校長職務。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
長李小新，教育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田學軍，
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張義珍出席大
會並講話。
高松此前任華南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校
長。

官方履曆顯示，高松 1964 年 2 月出生，籍
貫安徽省泗縣，中共黨員，1988 年 7 月參加工
作，理學博士，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1985 年，高松從北京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
後，留校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畢業後長期在
北大工作。
他曾曆任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黨
委副書記，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副院長、院長
等職。 2012 年 6 月，高松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
，2013 年 4 月同時任教務長。 2013 年 9 月，他
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2015 年 3 月還兼任研究生院院長。
2018 年 4 月，高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等職，2018 年 10 月調任華南理工大學
黨委副書記、校長，至此番履新。
2016 年 5 月至今，高松還兼任中國科
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華南理工大學官網介紹，2007 年，高
松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化學學部院士，同
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 2013
年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主要研
究領域為配位化學與分子磁性，2013
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2006 年以第一完成人、2011 年和 2019
年分別以第四和第二完成人獲國家自然
科學二等獎。
卸任中山大學校長的羅俊，1956 年 11
月生，湖北仙桃人，理學博士。 2009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羅俊 1982 年畢業於華中工學院物理化
學系，獲理學學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 1985 年華中工學院研究生畢業，獲中山大學
理學碩士學位。 1994 年任華中理工大學教授

。 1999 年獲中國科學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
理學博士學位。
2010 年 7 月，羅俊任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常
委、副校長。 2013 年 7 月，任華中科技大學黨
委常委、常務副校長。 2015 年 1 月，任中山大
學黨委常委、校長。 2017 年 4 月，任中山大學
黨委副書記、校長，至此番卸任。
中山大學官網介紹，羅俊長期從事引力實
驗與精密測量物理研究，開展了牛頓萬有引力
常數 G 的精確測量，實驗結果被國際科技數據
委員會（CODATA）基本物理常數任務組收錄
；開展了光子靜止質量的實驗檢驗，實驗結果
被國際粒子物理數據組（PDG）收錄；開展了
亞毫米範圍牛頓反平方定律的實驗檢驗，實驗
結果得到國際同行認可；與他人合作開展了宏
觀旋轉物體等效原理的實驗檢驗等基礎科學研
究。

高松簡曆

高松，男，漢族，1964 年 2 月出生，籍貫
安徽省泗縣，中共黨員，1988 年 7 月參加工作
，理學博士，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1981 年至 1985 年，北京大學化學系本科
生；1985 年至 1988 年，北京大學化學系碩士
研究生；1988 年至 1991 年，北京大學化學系
博士研究生。 1988 年後，先後任北京大學化學
系和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助教，講師（1990）
，副教授（1992），教授（1999），長江學者
特聘教授（2002）。 1995 至 1997 年，作為洪
堡學者，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無機化學研究所

訪問研究；1998 年至 1999 年，作為求槎學者
，在香港大學進行合作研究。 2011 年，新加坡
國立大學訪問教授。 2007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
院化學學部院士，同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化學會
會士。 2013 年當選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主
要研究領域為配位化學與分子磁性，2013 年獲
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06 年以第一完
成人、2011 年和 2019 年分別以第四和第二完
成人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曆任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黨委副
書記（2000 年 4 月—2002 年 5 月）、北京大學
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副院長（2002 年 5 月—
2006 年 6 月）、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
院長（2006 年 6 月—2010 年 11 月）。
2012 年 6 月起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2013 年 4
月至 2013 年 9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教務長
。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
、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
委、副校長，兼任教務長和研究生院院長。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4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
委、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2018 年 4 月至 10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常務
副校長，兼任教務長。
2016 年 5 月至今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
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2018 年 10 月任華南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
2021 年 11 月任中山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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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澳門推介榮記燒烤

楊楚楓

「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
陽，戰地黃花份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
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少年時候筆者仍在澳門生活時，每逢置身每年十月
時，個人腦海中，經常會浮現出毛澤東此一首詞來，
緬懷中國民間九九重陽這一傳統節日。澳門雖然地方
細小，不過一年下來，總有幾個歡樂日子出現：農曆
五月，看龍舟，食糭子；八月到來，玩燈籠，吃月餅
；秋末初冬，又是一年一度的澳門大賽車舉辦季節，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吸引海外旅客訪澳的重頭戲
，成為澳門最大型的國際性賽事。今年第六十八屆大賽車已於本
月十九至廿一日三天舉行，雖然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撲殺，不過今
年大賽車的門票，也售出超逾八成左右，這說明好此道者心動不
如行動！一年一度景點，世界各地旅客仍然響往不已。
緊貼大賽車，澳門也有多項美食活動舉辦，賽車&中國各地

美食活動，接踵而來。同日開幕，今年己
是廿一屆“澳門美食節”，定於十一月十
九日至十二月五日，一連十七天假澳門西
灣湖廣場舉行。
不講大家也許不知道，澳門經己得到聯合
國稱許為“世界美食之都。這項殊名，令到澳門政府與 67 萬居
民，振奮不已。因為澳門有着世界着名賭場在此落腳，客似雲來
、賭業興旺，令到澳門每年歲收年過 3000 億。正是錢多好辦事
。澳門政府每年賽車比賽時舉辦的“澳門美食節”，隨了澳門當
地的著名的酒家飯店舉旗參加之外，近年也邀請成都、上海、順
德、北京、揚州的馳名食店南下澳門，推介出自己的別具特色的
名菜來。
本人出生自澳門。自小接受教育成長。尚未移民來美國時，
到香港工作。任職於香港可口可樂汽水公司廣告部，一天到晚坐
着公司廣告車，走遍香港九龍新界的大街小巷，進行宣傳，這也
讓我有機會食遍港九不同角落的酒家飯店。印像深刻的有間名叫
國華大酒樓，它位於九龍新蒲江工厰區內，它的午市招牌菜是蜜
汁义燒、紅爐火鴨、脆皮燒肉。到來光顧的客人，十居其九都是
點上上述 3 味燒烤、加上例湯一碗來 「
醫五臟病」的。它當年的
少年師傅，正是今時今日休市榮記飯店的陳老闆。榮記生意能夠
蒸蒸日上，跟陳師傅父的出色廚藝分不開的。

我 這 位 「為 食 書
生」，每週都為澳門
報刋撰寫海外文章，
頗受市民歡迎。兩年
前我特別向澳門旅遊
局推介榮記陳師傅回
澳門參加美食展覽活
動，曾得到正面回應
。可惜當年榮記剛開
業不足一年，人腳頗
為緊張，難以抽身到
澳。我己代他預定
2020 年 10 月參加。誰
料新冠疫情肆虐，澳
門取消一年一度活動
。今年雖有復辦，但
楊楚楓
不再接受澳門以外的
飲食單位加入。不過這不足以影響陳先生的志向，陳師父若不是
廚藝出眾，又焉能站穩在休市唐人街內？我這個伯樂言非虛假，
大家上門一試便知！

第 2 次歷史性決議，而這一次習近
平執政時期，也拿下了第 3 次歷史
性決議，這場六中全會審議通過
「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我
細讀全文，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狀況，在整份公報中，有 3 分之 1
的篇幅都與習近平有關，而且光是習近平的名字，就被提了 17
次，反觀毛澤東只被提 7 次，鄧小平只被提 5 次，而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名字，更只被提 1 次。
因此我也解讀為這次的歷史決議，不僅讓習近平鞏固永久執
政道路，更有超越毛澤東、鄧小平的意味。決議中提到： 「
黨確
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
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
、基本方略，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
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戰勝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
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
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

史性變革。」我轉向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前副編審鄧
聿文向《自由亞洲電台》所作的表示， 「
這份決議顯示習近平想
要超越毛澤東，而且要做新時代開創者的雄心也展露無疑。」
查習近平從 2012 年開始執政之後，不斷以強硬凌厲的手法
，來強化自己的領導地位：更在 2018 年透過立法程序，取消了
中國《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當時
就 己被外界認為，習近平可能成為中國的終身國家主席。
過去的六中全會會議公報極少提到台灣與香港，上一次提到
港澳，已是 2006 年的 16 屆六中全會。這一次公報中提到台灣，
依然是老調重唱： 「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 『
九二共識』，堅決反
對 『
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
係主導權和主動權。」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對這番
「
台灣論述」，認為這顯示習近平在處理台灣問題上 「
很失敗」
。黃偉國說，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都是重複一些較口號式的說
話， 「
某程度這種寫法凸顯到，習近平在處理台灣問題時的不足
，或可以說是失敗的地方」。
對於這番言論，本人不大認同，因為到了今時今日日，無論
習近平怎樣說，都已是 「
皇帝開金口」，難以月旦矣！

14 至 27 歲，其中 1 人 14 歲，另一人 16 歲。翌日 6 日下午
，仍有 13 人在醫院治療，其中 5 人年齡在 18 歲以下。
休斯頓市長特納（Sylvester Turner）表示，事件從多種程
度來看都是一個悲劇，目前要就出事原因得出結論仍為時尚早，他
承諾當局將會對事件進行徹底調查。
有在場觀眾在逃生之後向記者表示： 當歌星斯科特約 9 時登台
時，觀眾便一窩蜂地湧向舞台，要更近距離目睹他們的偶像。為了
爭取有利地位，人們之間互相碰撞、推擠著向前移動，如浪潮一樣
不可阻擋。一位音樂會觀眾古德斯事後回憶說，斯科特一跳上舞台
，人們就立即變得興奮激動起來，一切都變得混亂。 「突然間，你
的肋骨好像要被壓碎，有人將手臂卡住你的脖子，你拚命想呼吸，
但卻不能。」
恐慌和絕望開始在人群中蔓延，有的人跌倒，有的人要掙扎著
呼吸，有的觀眾將失去知覺的朋友或陌生人的身體抬高，希望可以
將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也有人大聲呼叫，提醒人們為有需要的人
進行心肺復蘇術，並請求音樂會停止。但音樂會似乎毫無回應，仍
在繼續進行。
與朋友一起觀看音樂會的 12 年級學生約翰遜回憶當時情景時說
， 「你周圍的人正在失去知覺，人人都在盡力互相幫助，但你就是
不能移動。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甚至不能抬起你的手臂。而且情
況發展越來越糟糕。」他說，歌迷們開始互相推撞，人們開始尖叫
，他感覺當時人群中的溫度好像高達 100 度。

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薩特懷特（Larry Satterwhite）表示，人群
湧向前是突然發生。當時他就在觀眾最前面附近。他說，突然間我
們看到有幾個人倒在地上，出現某種心跳驟停或某種身體狀況。
約翰遜說，斯科特當時似乎意識到人群中出事了，但他可能未
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從社交傳媒上貼出的一個視頻，可以聽到斯
科特曾停下來，對保安說，聽眾中有人急需幫助，然後他繼續表演
，並不時敦促人們配合他搞氣氛，但有時會停下來表示知道似乎有
問題出現，包括在 9 時 30 分左右有救護車駛進觀眾區。
休斯頓警察局局長芬納（Troy Finner）說，他們在 9 時 30 分發
現有人倒下，立即通知了主辦方，在與消防和公園官員商量後，在
40 分鐘後取消了演出。
他為經過這麼長時間才取消演出辯解說， 「當時有 5 萬人，不
能說取消就取消，我們擔心暴亂，特別是觀眾主要是年輕人。」
歌星斯科特 6 日發推文，表示事件令他心碎，承諾將與休斯頓
的民眾一起，幫助和支持有需要的家庭。
美國大型活動人群失控發生的慘劇時有發生，如 1979 年英國搖
滾樂隊 The Who 在辛辛那提舉辦演唱會時，導致 11 人死亡。但今次
事件發生在人們經歷了長時間疫情限制後，在感受現場活動的狂喜
之時出現這樣的不幸，讓事件造成的影響特別具有破壞性。

政
政海
海 習近平 「再加冕」 成終生帝皇
楓
楓聲
聲 楊楚楓

上週我在( 政海楓聲）
拙文中，介紹了在今次中
共二十大全會上，審議通
過《關於召開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中共二
十大在明年下半年於北京召開，並強調二十大是中共 「
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
大會」。既然是 「
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而且是經由大會
各成員一致通過，這樣便無可否認，讓習近平 「
再加冕」，超越
毛澤東鞏固永久執政！
中共 19 屆六中全會，在 11 月 11 日(周四)通過中共百年黨史
上第 3 份歷史決議，也是睽違 40 年、繼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以
來，再有歷史決議。決議公報全文在相隔 4 天之後才在全國刊出
全文，文中有 3 分之 1 的篇幅都與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關
，中外各界也一致認為，這份決議無疑是讓習近平 「
再加冕」，
鞏固他的永久執政道路。
今次是中共建黨百年來的 3 次 「
歷史性決議」，這包括 1945
年領導人毛澤東的第 1 次歷史性決議，以及 1981 年鄧小平執政的

東
東翻
翻 休斯頓音樂會樂極生悲
西
西看
看 楊楚楓

11 月 5 日星期五晚上，在
本市休斯頓舉行的 NRG 公
園 舉 辦 為 期 兩 天 的 Astroworld 音樂節活動。剛剛表演開始不久，大型音樂會便出現人群湧擠
失控的混亂場面，導致至少 8 人 當場死亡，（兩三天後又多 2 人逝
世），數百人受傷。休巿政府當局，現正在加緊調查事件的起因。
本人除了為 「美南新聞」撰寫文章之外，也同時為港澳兩地報
刊雜誌寫作。此宗新聞報導出來之後，網路上馬上有讀者提出疑問
： 「緣何休斯頓音樂會會樂極生悲，美國一向對群眾集會有安全指
引，今次為何會釀成悲劇 ？」
今次音樂節活動的兩天的門票，一大早己被歌迷一搶而空。5 日
晚湧進現場的人數，就有 5 萬人之多，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湧擠失
控發生在當地人氣甚大的 「說唱歌手」斯科特（Travis Scott）登台
表演時爆發。
據目擊者說，人群當時等待斯科特的出現，在定時器倒數至表
演開始時，觀眾也許是為了近觀偶像的出現，突然無原無故地湧向
舞台，令到人與人之間緊擠在一起，以致很多人無法呼吸，連手臂
也不能移動。
當晚事件導致至少 8 人死亡，數百人受傷。8 名死者的年齡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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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夫妇和史玉柱，被密友告了！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近，史玉柱更新的一条个人动态，
引发了热议。他在动态里说，“帮朋友忙
，多帮生活，少帮事业。”
史玉柱的吐槽，被网友认为是在暗指
赵薇夫妇。
昔日勾肩搭背的亲密好友，是怎么走
到这一步的呢？
1.
10 月 12 日，“赵薇夫妇遭知名金融
机构起诉”登上了微博热搜。
“知名金融机构”，说的是民生信托
。2022年11月8日，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
、巨人网络集团董事长史玉柱，三人将同
时作为被告，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
就在今年6月11日，民生银行起诉赵
薇案就已经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
45法庭开庭审理。案由是“保证合同纠纷
”。
在这起诉讼中，赵薇持有的合宝文娱
4.15%股权被冻结，涉资500万元。
2021年4月28日～30日，赵薇作为被
执行人，其名下5家企业的股权先后被冻
结，分别为：
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 赵薇投资比例70%并担任监事，被冻
结股权210万元； 北京易聚创意科技有
限公司，赵薇投资比例10%，被冻结股权
12.6万元；龙旭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
赵薇投资比例100%并担任监事，被冻结股
权50万元；合宝文娱集团有限公司，赵薇
投资比例4.51%，被冻结股权500万元；芜
湖东润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赵薇投资比
例90%，被冻结股权900万元。合计被冻
结股权金额达1672.6万元，被冻结期限均
为1095天（3年）
但是目前还无法查询到具体案件原因
以及初审结果。
现在还能查询到的，赵薇旗下共有13
家企业，其中注销2家，吊销2家，已吊销
2家，在存续或者在营的共有7家，企业类
型涵盖了商贸、文化传媒、投资、文娱、
汽车销售服务、房地产开发、餐饮管理等
。
如今，赵薇自身风险5条，关联风险
高达上千条。风险最高的西藏龙薇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提示风险788条，包括了民
事案件、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等。
那这些跟史玉柱有什么关系呢？
2.
原告民生信托，是泛海旗下公司。泛
海实际控股人卢志强，早年与史玉柱同为
好友。
他们也确实有底气自信。
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仅有2577.4元。在那时候，就有资产过
亿、在本行业内达到了一定量级的中国民
营企业家。
尤其是史玉柱。
在当时的一项调查中，30岁以下的年
轻人最崇拜的商业大佬，排名第一的是比
尔· 盖茨，第二就是史玉柱。
1993年，赵薇和黄有龙都是17岁。
17岁的赵薇，初中毕业后，正在安徽
芜湖师范学校读幼师专业。这一年，她遇
到了黄蜀芹导演。
黄导正在安徽取景拍摄民国爱情电影
《画魂》，赵薇被选中，在剧中饰演了一
位没有台词的青楼女子。
1994年，赵薇从芜湖师范学校中专毕
业，没有去做幼师，而是去上海，考取了
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成了谢晋的第一批毕
业生，并参加了谢晋执导的国内首部女性
监狱题材电影《女儿谷》。从此一步步开
启了自己的坦荡星途。
17岁的黄有龙，到底在做什么，至今
仍然是个谜。
黄有龙出生于湖北武汉，他如何从
“穷苦出身”，打拼成了“新加坡富商”

，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2001年，是黄有龙的爆发元年。
这一年他刚刚25岁，就已经从“穷苦
出身”实现了阶层跨越，斥资234万买下
了深圳国际文化大厦2901A号商品房，并
且注册了公司。
从这一年开始，穷苦小子黄有龙，慢
慢变成了财大气粗的黄总。
3.
2001年，黄有龙爆发的时候，赵薇也
在爆发。
赵薇的爆发轨迹就清晰得多，每一个
节点都可追溯，而且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
一个男人。
《还珠格格》招募演员的时候，是明
码标价的。
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经到了5160元，《还珠格格》里标价
最高的角色“小燕子”，要价50万。
赵薇当时上大二，家里拿不出这么多
钱，但是那时候的赵薇有个富二代男友，
叶茂青，上海仲盛集团创始人叶立培东公
子。
叶公子37岁就已经接管了庞大的家族
产业，大手一挥，50万砸进去，小燕子就
落到了赵薇的头上。
后来的“教主”黄晓明，当时还只能
默默承受着表白被拒的痛苦，然后看着心
中的女神与叶公子双入双出，又看着她凭
借小燕子一飞冲天。
经过 1998 年、1999 年《还珠格格》
第一二部的空前热播，“小燕子”一下就
火了，收视率冲到了亚洲第一。
火到什么什么程度呢？冯远征用过一
个词：前无古人。
前无古人毫不夸张，小燕子红得无边
无际，老少皆知，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至
今还无来者。
错失“小燕子”的李婷宜，空长了一
双相似的大眼睛，如今依旧默默无闻。
人生能有几次一飞冲天的机会呢，又
有几个聪明人，能把握住每个机会呢？
很明显，赵薇就是这样的聪明人。黄
有龙也是。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这两
个人最后会走到一起。
从 98 年到 2001 年，赵薇出演了大量
经典影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老
房有喜》、《情深深雨濛濛》、《京华烟
云》，与周星驰、吴孟达联袂主演了《少
林足球》，还出了很多专辑。
赵薇成了最红的小花。
但是2001年，红到极致的赵薇出了一
件引起公愤的事情，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
军旗事件。
2001年，赵薇拍摄《时装》杂志的时
候，穿了一件酷似日本军旗的服装。尽管
那时的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但这
件事，还是在国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轰动。
事后赵薇道歉，却没有获得公众原谅

。事情闹到当时杂志的总策划邹雪，不得
不引咎辞职。二人后来还闹了一出“赵薇
指使他人殴打孕妇”事件。
同年年底，赵薇受邀参加湖南省经济
电台6周年的晚会。她在舞台中央，正在
声情并茂地演唱时，舞台下突然窜上来一
个黑衣人，一把将赵薇推倒，手里拿的矿
泉水瓶满满的不明液体，全都泼在了赵薇
身上。
赵薇吓得瘫倒，放声尖叫。就算男子
被带走，她依然惊魂未定，失声痛哭。因
为她受到的不只是惊吓，还有侮辱——那
一瓶子，满满的都是粪水。
赵薇的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她长期
闭门在家，拒绝一切出门和露面活动。并
且此后长达十多年，赵薇再也没有跟湖南
台合作过。
4.
“泼粪事件”对赵薇产生了巨大影响
。她坚信黑衣人幕后一定有人指使，她不
相信那是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的“热血行
为”。
人生大起大落，多少会改变一个人的
心性。对赵薇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更
加认定了实力的重要性。
处在人生低谷的赵薇，在2002年初，
就被拍到与汪雨大公子牵手，恋情曝光。
比汪雨大7岁的正牌女友张敏上门要说法
，被汪雨甩了俩字：分手！结束了三年的
感情。
在汪雨的庇护下，从 2002 年到 2005
年，赵薇再次迎来事业的大爆发。
2005年，赵薇拿下了三个影后，接受
采访时，汪雨在媒体面前搂着赵薇，官宣
二人关系，还为赵薇举办了一次庆功派对
。
他还是有名的“京城四少”。
家里希望他低调。偏偏他找了个极为
高调的赵薇，让家里大为不满。很快二人
感情有了裂痕。
汪雨跟“二号小燕子”黄奕的绯闻被
传开，赵薇也大为不满。她以演出太累为
理由，拒绝出席汪雨的宴会，让他脸面尽
失，于是就有了名场面，汪雨甩了赵薇一
巴掌。
这一巴掌之后，汪赵二人彻底分手。
汪雨身边的美人又换成了李钰。
赵薇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把眼光转向
了王林。王林名义上是气功大师，实际上
是个长袖善舞的大骗子。赵薇看重的肯定
也不是王林的“神功”，而是他的人脉。
很快，赵薇通过王林，结识了自己的
真命天子：黄有龙。
赵薇结婚之前，就得到男友黄有龙的
指点，炒股大赚了3000万。自此她认定了
黄有龙才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从此低调做
人，秘密结婚，一年后还生下了女儿小四
月。
黄有龙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早已修

炼成了人精。他与赵薇算是强强联合，在
黄有龙的调教下，赵薇很快对股市入了门
。
赵薇在内地甚至有了“女版巴菲特”
的名气。
5.
赵薇黄有龙合体狂赚50亿后，又去王
林那里感恩回馈。恰好遇到前来赴宴的杰
克马，从此赵薇夫妇又开始了另一轮开挂
的人生。
黄有龙的长袖善舞，在这时候又发挥
到了极致。自从搭上这条线，黄有龙不仅
获取了杰克的极大信任，甚至网罗了杰克
的周边人脉，其中就包括史玉柱。
史玉柱也是老牌的资本玩家。虽然几
起几落，但是始终能够屹立潮头。
2020年10月，蚂蚁集团上市之前，史
玉柱、卢志强，还有赵薇的母亲魏启颖，
都出现在了股东名单中。
卢志强，就是前面提到的泛海实际控
股人，民生信托的幕后老板。
民生信托，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前
身是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是
泛海集团旗下投资机构。
2013年4月16日变更为中国民生信托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0亿，控股股东为武
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信托变身的那一年，史玉柱和赵
薇夫妇走到了一起。
2013年，史玉柱在黄有龙的指引下，
参观了赵薇在法国波尔多的酒庄。不久之
后，史玉柱也在波尔多收购了一家酒庄。
8年前，三人坐排排，一起品红酒。9
年后，三人又要牵手坐上被告席。
状告三人的信托，背后老大卢志强，
跟史玉柱还是多年好友。
2000年，中国金融业向民营资本打开
了一道门缝，卢志强的“泛海系”那时候
已经初具规模，于是赶在民生银行上市前
，成了第二大股东。
民生银行的第九大股东冯仑，由于急
需现金支撑万通上市，于是把自己1.43亿
的法人股，按照原始价贱卖给了史玉柱。
之后，民生银行股改，史玉柱又多次
增持，就这样，与卢志强成了亲密战友。
2011年，民生股价一路下跌，史玉柱
边跌边买，越买越亏，还曾一度被嘲笑。
结果不到两年，民生股价重新上涨，
史玉柱暴赚50亿，一战成名。卢志强也是
赚得盆满钵满，二人友情更进一层。
6.
为了报答柳传志当年的帮扶，史玉柱
拉来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连同另外三大
财团，共同出资28亿，将巨人网络私有化
，让成功从美国退市。
2015年，以云锋基金为首的6个财团
，对巨人网络增资。然后巨人网络借壳世
界邮轮，成功登陆A股。
在连拉了19个涨停板之后，借壳时的

130亿估值，飙升到了1600亿，巨人网络
一举成为2015年的最大妖股。
史玉柱再次见识到了资本魔力，这时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以色列有一家博彩游戏公司 Playtika
，史玉柱想把这家巨头收入到刚上市的巨
人网络。
想法一出，得到了老伙计们拍案叫绝
，马上纷纷解囊。
云锋基金、泛海资本、上海翎熠等几
大投资天团，正式成立了一家名为 Alpha
的持股平台，耗资44亿美元，终于从美国
凯撒娱乐手中买下了Playtika。
上海翎熠，背后就是赵薇夫妇。
当时赵薇夫妇借道孙丹，郁国祥借道
郁佩芳，各持股50%宁波百立农业，宁波
百立，就成为了上海翎熠99.99%的控股股
东。
全员到位，巨人网络递出了收购案，
要出资305亿元，把资产三倍于巨人网络
的Alpha装进来，上演一出蛇吞象。
305亿，正是来自以上财团，其中牵
涉了民生信托的资金。
Playtika 旗下的业务，涉及到了赌博
专用的老虎机，监管部门对这笔收购案一
直悬而未决。
几大财团的投资都是短期借款，打个
短平快，翻倍赚一笔还好，如果三年内不
能上市退出，史玉柱就需要现金回购股份
。
三年很快就要到了，各大财团队短期
贷款即将到期，有点已经多次展期。
大佬们也撑不住了，于是开始内讧。
最早是从郁国祥开始。他作为 Alpha
的第二大股东，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心思
，想要独吞 Alpha。于是他一再阻碍巨人
网络的并购计划，甚至到监管部门抹黑。
史玉柱气的发帖声明。
在史玉柱看来，就算有人撑不住想退
，他本人也要熬到最后，绝不会把这一盆
硕果拱手让人。
于是史玉柱果真自掏腰包，履行承诺
，斥资百亿，回购了云锋基金、泛海资本
等财团的股权，只有郁国祥的一直都在。
2019 年 9 月，Alpha 收购计划正式终
止，财团美梦破灭，一场资本点金术，就
此终结。
卢志强原本计划在Alpha上大赚一笔
，没想到股东内讧，只好斩仓退出。泛海
系一蹶不振，面临债务危机，甚至不得不
变卖家产。
直到2020年底，卢志强控制的民生信
托，开始大规模逾期兑付，无数中小投资
人的积蓄眼看就要成为水漂。
实在没有办法，也顾不上多年交情，
民生信托只能把史玉柱、赵薇和黄有龙，
一起送上了被告席。
这场纠纷，属于一场保证合同纠纷。
保证人与债权人签订合同，在主债务人不
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
或者承担责任。
所以史玉柱才会发了那条微博：帮朋
友忙，少帮事业，多帮生活。
7.
2021 年 8 月，史玉柱名下 100 万元的
宁夏巨人创业投资的股权、1.14亿元巨人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以及6500万元的云溪
投资的股权，悉数被北京金融法院冻结。
巨人网络，也从1600亿市值，跌倒了
220亿，缩水86%。
赵薇也一夜之间被全网封杀财路被彻
底斩断。
不止这些，今年6月，黄有龙也被告
上了法庭，案由是连本带息的3亿港元，
逾期不还。另外还有500多起讨债诉讼等
着赵薇夫妇。
《礼记》里有句话，“货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意思就是，以违背情理的手
段获得的财物，也会不合情理地失去。
古人诚不欺我。

台灣影視
星期日

2021年11月21日

Sunday, November 21, 2021

B6

58 屆金馬獎影后之戰
史上首例雙母女廝殺

第 58 屆金馬獎的最佳女主角入圍名單
，與男主角名單的「死亡之組」程度不相
上下，同時還創了一個史上首例，那就是
五位入圍女主角之中，除了以《修行》入
圍的陳湘琪，同時有兩部電影都是以雙女
主入圍。這兩部碰巧都是母女檔為主角，
都 是 描 寫 疫 情 期 間 （ 《 瀑 布 》 是 COVID-19，《美國女孩》是 SARS）發生的家
庭故事，形成了《美國女孩》的林嘉欣與
方郁婷，《瀑布》的賈靜雯與王淨，兩對
銀幕上的母女檔四人一起入圍，兩兩捉對
廝殺的奇特狀況，四個人的表演也引發各
種討論，本篇戰況分析便針對《瀑布》與
《美國女孩》的雙母女戰爭來進行。
《瀑布》賈靜雯 王淨
以《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悲傷喪子的
母親宋喬安回歸小銀幕，賈靜雯一舉拿下
54 屆金鐘視后，也在睽違多年後，以鍾孟

宏入圍金馬 11 項大獎的《瀑布》來勢洶洶
，直攻本屆金馬影后。再度飾演悲傷的母
親，賈靜雯這次的角色是個婚姻失和，在
疫情之下，必須同時面對職場挑戰與青春
期女兒的女強人單親媽媽。
她將處於極度壓迫的環境中，罹患思
覺失調症，精神緩慢崩解的角色打造出好
幾個層次。隨著劇情推進，在電影前、中
、後的每個階段逐漸轉換樣貌，從電影初
始強勢、嚴格的母親，被迫與女兒一起在
家隔離，在居家的緩慢中開展各種病發的
精神狀態，讓觀眾歷經多重心情三溫暖。
其中幾場與王淨對戲的緊繃場面，兩人對
峙的氣氛令人極度不安，賈靜雯將患者的
反應、細微的眼神及臉部表情全都掌握到
位，也難得素顏面對鍾孟宏攝影常見的臉
部大特寫，展現角色的憔悴、失神、無助
、恐懼及瘋狂，精彩的表演絕對名列賈靜

雯的人生角色，理所當然名列本屆金馬大
熱門人選。
而飾演女兒的王淨觀眾也不陌生，年
僅 23 歲的王淨已經是北影影后，也是繼
《返校》之後，二度入圍金馬最佳女主角。
身為目前全台戲約最滿的演技派天才小花代
表，此次王淨有《瀑布》與《月老》兩部電
影同時角逐金馬，角色截然不同，而在入圍
的《瀑布》中，王淨再度飾演高中生，與賈
靜雯相依為命，看似平靜的生活，隨著疫情
居家隔離，母親思覺失調病發，家中原先隱
藏的複雜狀況也一一被掀開。
王淨與賈靜雯都有雙充滿靈氣的雙眼
，無聲勝有聲，就算戴著口罩，她的眼神就
是滿滿的戲。在孤立無援的狀況裡，她從只
顧自己生活，看似陰沈冷漠的青少女，一路
抽絲剝繭、摸索情況，最後直接扛起照顧媽
媽與家計的責任，從青澀到成熟的角色心境
轉折拿捏流暢，沒有被賈靜雯的大前輩氣勢
壓垮，兩人的母女關係時而緊繃，時而揪心
，彷彿太極拳中的推手招式，以走鋼索般的
危險平衡與對峙，撐起了整部戲的節奏感，
兩人缺一不可，成就了這齣幾乎只有兩個角
色的《瀑布》。若母女檔同時得獎，便是繼
第 53 屆的周冬雨與馬思純之後，金馬再開
出影后雙黃蛋的紀錄。
另一組入圍的母女檔同樣氣勢驚人，
是金馬影后加上全新素人的亮眼組合。身為
金馬影史上首位獲得金馬最佳女主角、最佳
女配角及最佳新演員的大滿貫得主，新導演
阮鳳儀執導的《美國女孩》是林嘉欣在2015
年以《百日告別》拿下金馬最佳女主角之後
，闊別六年再度回台主演電影，並獲得金馬
獎最佳女主角提名的黑馬之作。
《美國女孩》中林嘉欣與女兒掏耳朵

時的親子對話令人動容，導演也是實際觀
察林嘉欣家庭生活才加在劇本中的。（圖
／傳影互動提供）
加拿大出生，成長期也經歷文化衝突的林
嘉欣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及，自己也有兩
個女兒，對《美國女孩》的家庭題材深感
共鳴，於是在疫情期間毅然接下了這個角
色，離家兩個多月，回台接受隔離及演出
。林嘉欣融入自身與女兒相處的經驗，細
膩詮釋了一個必須同時抗癌、兼顧家庭及
青春期女兒的母親。她把對大環境無能為
力、不甘心，與被無力感籠罩的心情一層
一層包裹起來，只在脆弱的時候露出一點
點，內斂且充滿力度的精品演技觸動人心
，也被看好可能將再拿下一座金馬。
這次入圍者之中，大家最陌生的就是
15 歲的方郁婷。這位經過地毯式海選，最
後在美國學校找到的「SSR（Superior Super Rare）超稀有級新人」是第一次演戲
，她飾演與妹妹隨著母親從美國回到台灣
定居的 ABC 國中生。同時必須離開美國熟
悉的朋友和生活圈，面臨各種文化衝擊、
水土不服、無法融入學校生活、成績一落
千丈的失落及憤怒，方郁婷完美駕馭了這
個彷彿小困獸的國中生，與林嘉欣對戲時
高張的能量毫不遜色，絲毫感覺不到新人
的生澀，充滿爆發力的演技令人折服又心
疼。與賈靜雯及王淨相同，這同樣也是一
組彷彿跳探戈的雙人組合。方郁婷幾乎已
經肯定金馬新人入袋，至於入圍八項的
《美國女孩》能不能把這對母女一併送上
雙影后寶座？四位準影后的支持者，都在
屏息以待今年的金馬開獎時間。
第 58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即將於 11 月
27 日舉行。

2021 無限影展對談文化平權、身障工作權、情感支持與接納

共同發表宣言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題的「無限影展」
，是由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指導、臺北市勞
動力重建運用處主辦。「2021 無限影展」
原本也是繼續規劃實體影院播放，考量不
受疫情限制，調整為線上影展形式。為了
讓更多人在觀影前對選片方向有更深入的
瞭解，特別錄製「無限心觀點」開展節目
，第 56 屆金鐘獎最佳兒少節目主持人薛
紀綱擔任主持，與談人有影展策展人陳傳
惠、電影「下半場」演員范少勳，前台北
市文化局長及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的藝術
策展人謝佩霓，以及脊椎損傷輪椅族的
Youtube 創作者 Chairman 椅人。
「2021 無限影展」難得入選了兩部口
述影像版，第一部是公共電視製作、本屆
影展全球首播的身障平權紀錄片「極樂世
界」第二季「我，真的可以！」，可以看
到身障朋友在臺灣職場上的各種真實經歷
。另外一部，則是獲得第 56 屆金馬獎六
項提名的運動勵志電影「下半場」，飾演
聽障籃球員的范少勳，更是得到該屆金馬
獎最佳新演員的肯定！所謂的「口述影像
」是另外以旁白的方式，在不影響原有人
物對白與聲音訊息的狀態下，口述解釋影
像出現時的空間、場景、表情動作等。范
少勳回想起下半場口述影像版第一次在金
馬影展現場播映時，與視障朋友同場欣賞
，想要體驗口述影像版的人會有另外一副
耳機。讓彼此在同一個空間，卻又擁有各
自選擇觀賞的方式，用行動真正體會到
「文化平權」的意義。而且光用耳朵聽原
本自己以為很熟悉的畫面，重新體會賽場
上激烈的交鋒，反而激發自己更豐富的想
像力！因此，范少勳推薦看過下半場的粉
絲，更要把握機會線上欣賞口述影像版的
機會，保證帶來全新的觀影感受！

首創推動導盲犬可隨同進入美術館、
增加手語導覽的前高美館館長謝佩霓，從
藝術學者的角度推薦紀錄片「草間∞彌生
」。但也呼籲大家被草間彌生的絢麗色彩
與無限圓點魅惑的同時，不要一昧追求誇
張的聲光效果與高科技 VR 應用。謝佩霓
說，其實多數的身心障礙者根本承受不起
黑白分明或感官過度刺激的藝術表現，很
多時候高科技的創新反而不利於「文化平
權」的推展，呼籲藝文資源也要做到分眾
規劃。
自嘲全台最懶連站起來都懶的輪椅
Youtuber Chairman，最討厭聽到陌生人自
以為友善地來說「加油」！好像每個身障
者都需要被激勵，聽起來好像身障者必須
要更努力才行。Chairman 表示，我們並不
需要被當作勵志故事，來帶給所謂的「正
常人」正能量，我們只希望被當作一般人
對待。就像是韓國名導李滄東的「綠洲」
，腦麻患者也有愛情的際遇；美國名導葛
斯范桑與奧斯卡影帝瓦昆菲尼克斯合作的
「笑畫人生（Don't Worry, He Won't Get
Far on Foot）」，車禍癱瘓者也可以是諷
刺時事的漫畫家！跳脫輪椅族只能賣日常
用品、刮刮樂，甚至是行政工作而已。
范少勳表示，當初戴助聽器演籃球
員時，還很刻意表現出聽力受損的模樣
，好讓自己看起來更逼真。於是導演安
排他去現場看一場聽障籃球賽，他才驚
覺每個聽障者在場上拼戰的模樣就跟其
他球員沒有什麼不同，甚至盡量不被發
現自己有戴助聽器等輔助器具，盡可能
地融入一般人的生活。這樣的體悟，也
讓他以平實不浮誇的表演方式成功詮釋
姜秀宇這個角色。
「2021 無限影展」，主題「經典心視

界」共選播來自包含臺灣、波蘭、匈牙利
、俄羅斯等多達七個國家及地區的劇情片
或紀錄片，涵括自閉症、視障、聽障、肢
體障礙、精神障礙者的故事。已經索票取
得觀影序號者，可於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2

日至「想映電影院」線上兌換觀看。詳情
請上影展官網：http://www.limitless-film.taipei/，或上臉書「無限影展」粉絲專頁洽
詢。開展訪談「無限心觀點」完整節目請
到 Youtube 官方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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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展鵬要企
在七層高的疊羅
漢上。
漢上
。

● 廖慧儀做出
凌空一字馬。
凌空一字馬
。
● 譚俊彥帶領 40 位藝人
表演手舞，
表演手舞
，相當合拍
相當合拍。
。

● 黃智雯與朱晨麗大顯舞技
黃智雯與朱晨麗大顯舞技。
。

● 黃智雯被吊高 10
米表演曼妙舞姿。
米表演曼妙舞姿
。

汪明荃獲頒
“無綫 50 年金禧大獎”

200 藝人歌手賀壽
“延續傳奇
延續傳奇”
”再創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

慶祝邁向 55 周年，19 日晚在將軍澳電視

● 草蜢率一班後輩
歌手載歌載舞。
歌手載歌載舞
。

● 《萬千星輝賀台慶
萬千星輝賀台慶》
》19 日晚
圓滿結束，
圓滿結束
，並切蛋糕慶祝
並切蛋糕慶祝。
。

城舉行《萬千星輝賀台慶》，節目以“延
續傳奇”為主題，逾 150 位藝人和 50 位歌
手傾巢而出為台慶獻上連場歌舞及高難度
● 胡定欣原來是
胡定欣原來是“
“最恨嫁
女藝人”，
女藝人
”，但無人猜中
但無人猜中。
。

精彩演出，盡顯喜慶盛況。表演形式分成
藝員隊和歌星隊對壘，競逐總值 55 萬(港
元，下同)之理財存款及千足黃金，結果

● 克勤與聲夢
歌手表演。
歌手表演
。

由藝員隊以 3 分險勝歌星隊勝出，而台慶
終極大獎 38 萬元由李芷晴奪得。TVB 當晚
特別設“無綫 50 年金禧大獎”由主席許
濤頒發給“鎮台之寶”汪明荃，表揚汪明
荃服務 TVB 半世紀，很明顯 TVB 要表明對
藝人的尊重和希望“延續傳奇”迎來另一
個高峰!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珊、崔建邦、麥美恩、陳貝兒、陸浩明、馮盈盈、丁子朗及宋
宛穎攜手擔任。台慶節目先由 TVB 主席許濤先生，總經理（節
目內容營運）曾志偉及總經理（商務營運）蕭世和主持亮燈儀
式，為台慶夜揭開序幕。
節目開場時藝人以馬拉松長跑“棒接棒”方式傳承表達“延
續傳奇”主題，全台藝人打頭陣演出，由陳豪、馬國明帶頭打
鼓，再獻上多首勵志歌曲勉勵大家追尋夢想，熱熱鬧鬧炒熱氣
氛，首次以高層身份現身台慶的曾志偉全晚睇到笑逐顏開，更特
地在髮尾剪了一個“55”字樣髮型來賀壽。
Do 姐擔任藝員隊隊長，率領藝員隊奮力表演爭標，歌星隊
則由阿姐領軍，帶領眾歌手落力獻唱演出，相隔 10 年後“翡翠
歌手賀台慶”再重現舞台，兩隊進行三輪比拚，並由叻哥擔當公
證人，為台慶帶來連場大型歌舞匯演、BandSound、花式體操、
手舞、疊羅漢等演出，一班藝人各展才藝為公司賀壽！

接這個電話，他喊着說：“如果唔聽就不知下次幾時有機會，睇
你有幾想做，隨即我連聲說‘好想、好想’，我哋訓練班起步比
其他人慢，但有機會比其他人跑得快，我是第 15 期訓練班張振
朗。”場面感人，繼而一眾藝訓班學員逐一自我介紹。
至於最感人環節應該是“新人演員追夢”，林正峰、焦浩
軒、簡家麒、孟希聯及何沛珈等藝人深情道出堅持追夢遇到的挫
折和難關，都忍不住落淚，而何沛珈聲淚俱下說到亡母支持她做
藝人，台下崔建邦、王敏奕也給感動得眼濕濕。

李芷晴贏 38 萬終極大獎
當晚共派出6封“台慶利是”，港姐季軍邵初和曾比特攞走1萬

40 位藝人表演手舞效果佳
藝員隊獻上高難度演出，近期人氣急升的譚俊彥帶領丁子
朗、周嘉洛、孔德賢、郭子豪、林正峰等 40 位藝人表演手舞，
相當合拍，視覺效果佳，富有新意。之後廖慧儀、杜穎珊則大玩
高難度“花式體操”，在鄭衍峰協助下做出凌空一字馬，陳展鵬
就要站在七層高的疊羅漢上，雖然綵排時試過失重心，但 19 日
晚演出順利發揮出合作精神，贏得台下不少喝彩聲。
另邊廂，一班歌手氣勢亦不弱，由前輩級帶着樂壇生力軍唱
盡經典歌曲，要將經典延續下去，久沒在電視台出現的草蜢以銀
色閃衣上陣，勁歌熱舞唱出《又愛又恨》、《忘情森巴舞》、
《熱力節拍 Wou Bom Ba》，掀起高潮，壓軸出場的李克勤獻上
串燒歌，《合久必婚》、《失魂記》、《告別校園時》、《紅
日》，實行熱爆台慶。
李思捷主持“思密 Party”問答環節，胡定欣膺最恨嫁藝
人。有別過往，今年台慶不僅是小生、花旦“主場”，不少環節
都有安排新一代藝人亮相，甚至有些藝人未必是觀眾認識的，好
似台慶劇《西遊記》中便集結多屆藝員訓練班學員演出，張振朗
感觸表示試過凌晨四點收到電話第二朝做替身，好多人話點解要

● 陳自瑤這位豐胸
代言人相當稱職。
代言人相當稱職
。

● 高海寧盡
晒美好身段。
晒美好身段
。

元，譚嘉儀、陳嘉俊、姚子羚、吳卓衡抽中2萬5,000元，原本有份
抽中的林溥來未能即時到台前而錯失良機。而台慶終極大獎得主由
李芷晴奪得，可獨得理財存款及黃金10両總值38萬。與此同時，
“台慶請食飯”將會送出5,500公斤香米予家庭觀眾及台慶禮
品包，總值近16萬8,000元，務求與眾同樂，皆大歡喜。
志偉在尾聲時上台，他代表無綫多謝全世界所有觀眾：
“大家睇到最後一刻證明你們真的好愛TVB，更希望借
大家的手多謝各位同事，沒有你們便不會有這樣成功
節目，更要多謝無綫一個人——汪明荃，她是無綫
香港文
的寶和靈魂，這50年無間斷為TVB服務，每年台
匯報訊（記者
慶大騷都會參與，第一個開聲一定是她，是她告
達里、阿祖）張
訴大家何為專業，是TVB領軍人物，今（19
曦
雯從三月放長
日）晚要頒發50年金禧服務大獎給
假，到
19 日晚才正式
她。”阿姐獲TVB主席許濤頒發
復工，她是回了美國放
金禧大獎。
自己一個長假：“因我有
● 劉穎鏇自覺
兩年多沒見過家人，所以
目前是其最佳
帶男友回美國見家人。”問
狀態。
狀態
。
家長有否催婚？她笑言也有催
過，不過跟男友拍拖一直不是玩
玩吓，但暫時仍無意要結婚。而下
月她開始再投入新劇拍攝，將首次扮
演警花，所以近期也有操練體能，更有
多直播自己打機讓自己給人感覺“麻甩”
一點。
至於李佳芯（Ali）已經參與新劇的演
出，還日夜顛倒，她坦言計《智能愛人》之後
有半年沒開工拍劇，所以一時之間未適應到拍劇
的生活。

● 陳豪有兩位美女
張曦雯（右）和李佳
芯（左）陪伴出場
陪伴出場。
。

張曦雯帶男友見家長被催婚

《萬千星輝賀台慶》大會司儀由汪明荃（阿姐）、鄭裕玲
（Do 姐 ） 、 陳 百 祥 ( 叻 哥)、 鄧 梓 峰 、 林 盛 斌 、 黎 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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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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治療$
第一次治療
$49
49元
元 Coupon
Coup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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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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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機器經過 FDA 批準，是
目前最先進最有效的下肢疼痛治療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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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攜帶這篇文
章可以在第一次檢查和體驗治療時抵 49 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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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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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 72
汽車維修大全（十一）
34，轉向時沈重費力。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原因有轉向系各部位
的滾動軸承及滑動軸承過緊，軸承潤
滑不良；轉向縱拉桿、橫拉桿的球頭
銷調得過緊或者缺油；轉向軸及套管
彎曲，造成卡滯；前輪前束調整不當
；前橋車或車架彎曲、變形。另外轉
向輪輪胎虧氣、四輪定位數據不準也
會造成轉向沈重。
35，行駛時車輛的轉向盤難於操
縱。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兩側的前輪規
格或氣壓不一致；兩側的前輪主銷後

傾角或車輪外傾角不相等；兩側的前
輪轂軸承間隙不一致；兩側的鋼板彈
簧拱度或彈力不一致；左右兩側軸距
相差過大；車輪製動器間隙過小或製
動鼓失圓，造成一側製動器發卡，使
製動器拖滯；車輛裝載不均勻等。
36，行駛時車輛轉向“發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往往是由行駛中前輪
“擺頭”引起的，原因有：墊補輪胎
或車輛修補造成前輪總成功平衡被破
壞；傳動軸總成有零件鬆動；傳動軸
總成動平衡被破壞；減振器失效；鋼
板彈簧剛度不一致；轉向系機件磨損
鬆馳；前輪校準不當。

37、平常能正常行駛，但有時在
緩慢停車時，有緊急製動的感覺，起
步時有拖滯感；高速時油耗較大，車
速受限。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故障可能出在製動總
泵上。實際案例：有一輛車再現上述
現象，將汽車支起，拆檢各製動器、
製動分泵、卡鉗導軌以及手製動拉線
等，未發現異常。進行路試也未發現
異常。過了一段時間，上述故障再次
出現，並在無製動情況下推不動。用
手觸摸兩輪輪轂，明顯過熱。將總泵
與真空助力器的連接螺栓鬆開後，製
動解除，車能被推動。將總泵拆下，

用工具測量助力器頂桿長度及總泵活
塞深度，發現兩者間沒有間隙。這使
得總泵回油不徹底，產生製動拖滯。
在總泵與助力器之間加墊並調整好間
隙之後，裝複試車，故障排除。 （未
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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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畫頁

美南銀行 「愛護地球
愛護地球」
」繪畫比賽
【休士頓訊
休士頓訊】
】美南銀行 「愛護地球
愛護地球」
」 繪畫比賽己於 10 月 31 日底截止
日底截止，
，此
次參賽者年齡層從 4 歲到 15 歲不等
歲不等，
，共收件超過 30 幅以上
幅以上，
，每幅作品皆
具個人創思與特色，
具個人創思與特色
，全部完稿參賽作品在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全部完稿參賽作品在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執行長
Mark Simmons、
Simmons、 和三位專業美藝家張要武老師
和三位專業美藝家張要武老師、
、 黃淑玲老師
黃淑玲老師、
、 Owen 張
老師等人共五人的審評結果，
老師等人共五人的審評結果
，每組獲獎者名單及年齡如下
每組獲獎者名單及年齡如下，
，
A組 第二名，
第二名
，獎金
獎金$
$300
300：
：Charlotte Lin 4 years old
B 組–
第一名，
第一名
，獎金
獎金$
$500
500：
：Maxine Xu 8 years old
第二名，
第二名
，獎金
獎金$
$300
300：
：April Cao 9 years old
第三名，
第三名
，獎金
獎金$
$200
200：
：Ella Chan 7 years old
佳作二名，
佳作二名
，各得獎金
各得獎金$
$100 ，獲得者 Emma Chan 7 years old ／ Saman
Samantha Loo 8 years
C 組–
第一名，
第一名
，獎金
獎金$
$500
500：
：Caroline Fu 11 years old

第二名，獎金
第二名，
獎金$
$300
300：
：Eatima Hussain 12 years old
第三名，
第三名
，獎金
獎金$
$200
200：
：Yuna Yi 12 Years old
佳 作 二 名 ， 各 得 獎 金 $100
100，
， 獲 得 者 Aadya Manoj 12 years old / Annie
Chen 13 years old
繪畫比賽頒獎儀式將會以信件通知並擇期舉行。
繪畫比賽頒獎儀式將會以信件通知並擇期舉行
。美南銀行同時將計劃
從比賽組中的 B 組和 C 組第一名作品製成銀行職工 T 恤杉作為銀行社區服
務義工或活動製服的同時也可以繼續宣導環保意識、
務義工或活動製服的同時也可以繼續宣導環保意識
、愛惜大地的宣傳
愛惜大地的宣傳。
。
美南銀行(Member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至今創行
FDIC) 至今創行 24 年 ，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
城百利大道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7036,, 在休士頓糖城
在休士頓糖城、
、德州
奧斯汀、
奧斯汀
、 達拉斯 Plano 和 Richardson 及加州 Anaheim 等地區均設分行
等地區均設分行。
。
以全面位服務提供商業和個人所需各類銀行業務。
以全面位服務提供商業和個人所需各類銀行業務
。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
請參閱網站：
請參閱網站
： www.swnbk.com
www.swnbk.com。
。 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7036，
，電話
電話:: 713
713-771
771-9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