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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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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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2021年11月25日星期四是感恩節，美國
民眾家庭團聚，忙於慶典活動，用感恩回報人間，心隨愛走，愛
遂心願！休斯頓世乒賽展開男單1/16強爭奪戰，球場觀眾稀少
。國乒主力與日本選手開戰，王楚欽4-0戰勝日乒男隊“獨苗”
戶上隼輔(Shunsuke TOGAMI)，本屆世乒賽日本男單全軍覆沒
，日本隊感恩節並不太平。與此同時，世界排名第一的名將樊振
東4-0橫掃法國選手萊貝松，晉級16強。

比賽開始前，日乒男隊4位主力接連爆冷出局。首輪單打比
賽，宇田幸矢不敵邱黨爆出大冷門。第二輪單打，丹羽孝希和張
本智和出局，日乒喪失奪牌希望。年輕主力森園政崇也沒有挺住
，第二輪同樣慘遭淘汰。日乒男隊只剩戶上隼輔一人沖擊領獎台
。

而對陣戶上隼輔，王楚欽沒有給對手太多機會，4-0完勝對
手。其中僅第二局雙方打得較為膠著，戶上隼輔一上來就與王楚
欽進行強烈的多板對攻，想用發球沖擊國乒隊員。

剛開始確實給王楚欽製造了困難，但是王楚欽的台內控制能
力更強，正手不斷壓制戶上隼輔，3平之後拉開比分，8-5鎖定

第二局優勢。
隨後戶上隼輔連追2分，想用反手牽制王楚欽，雙方打成10

平。好在王楚欽關鍵時刻不手軟，12-10贏下這局。
此後兩局，王楚欽11-5和11-4輕松取勝，4-0橫掃戶上隼

輔晉級。這樣一來，王楚欽單打賽場不僅豪取3連勝，還連轟3
個4-0，同時也讓日乒男單本屆世乒賽全軍覆沒。

不過相對於戶上隼輔，當張本智和世乒賽一輪遊之後，日本
媒體給出的評價是----“這場失利是災難性的”。

二號種子張本智和此前不敵波蘭選手德加斯，賽後接受采訪
時，張本智和坦言自己狀態不好，輸球主要是自己原因，因此對
於失利並不感到驚訝。

出局的張本智和認為自己打得不夠果斷，也不是很主動，
“對手也是有實力的，回顧比賽，我想這就是我現在的實力體現
吧。”

對於奧運會後的狀態如何，張本智和說道： “實話實說，
與奧運會前狀態一樣。其實最近自己狀態一直不好，因此在奧運
會單打失敗的時候並沒有非常驚訝，現在也是同樣心情。”

當被問到狀態不佳的原因是什麽，張本智和的答案是：“原
因有很多，不過都是自身原因，所以只能去解決。我的身體沒有
問題，但原因有很多，並不是單一的問題。如果無法解決，就會
變成現在這樣，我想當找到答案的時候，就能在比賽中展現出色
狀態。”

“我的最終目標是巴黎奧運會，在本屆世乒賽上不管結果怎
樣，都要全力以赴，這是不變的，所以我要相信自己，我想如果
能在某個地方抓住機會就好了。”

接下來他還有男雙比賽，張本智和說道，“為了不給搭檔添
麻煩，所以要專心備戰，努力做功課，因為這不僅僅是自己的比
賽。”

對於輸球，張本智和強調主要還是自己出了問題，他說： “在
我看來不是對手怎麽樣，而是自己的問題，不管對手是誰，可能
都是這樣的結果，之後比賽可能也是。與其糾結於對方，不如關
注自己。”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世乒賽遇上感恩節 王楚欽橫掃戶上隼輔
日本男單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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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11 月 16 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進
行了三個小時的網上會談

，這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接近兩年的時間，首次與習近平進行會
談，引起全球關注。會談幾乎沒有任何突破或新觀點，正如習近
平稱拜登為老朋友，老朋友談老話題，結果就是老樣子。

眾所周知，兩國政府都避免將現時的中美關係與冷戰時的美
蘇作任何聯想，美國最多只會公開稱中國為 「最大競爭對手」僅
此而已，雙方都不把敵我關係挑明，好為這個新競爭關係留點論
述和迴旋的空間。由於雙方領導人會談不會有突破，已是意料之
中，內地媒體就在會談前放風，認為會談時間選在中方的辦公時
間，是象徵中方佔了主導…可見已經沒有甚麼值得講。習拜兩個
都是政壇老手，作風都是比較穩陣一類，不會有如特朗普、奧巴
馬等即場有甚麼個人風格的展現。雙方就和和氣氣地談，拜登在
從政生涯的後半期，經常處理外交事務，在外交場合，外交人員
總是舉止優雅，那是外交禮儀。拜登表現和氣，並不代表他在談

判桌上會客氣，所以也不能因雙方會談的態度，就是認為中美關
係有甚麼實質的改善。

既然話不投機，為何習拜要談呢？官方有個說法，叫管控分
歧。要管控分歧，首先，雙方必然要承認有一個或以上的分歧或
者矛盾，而且在短期內沒有解決的可能。因此，用上管控分歧這
個說法，就肯定雙方矛盾多，關係不會太好。大家有分歧，為何
又要管控呢？這個概念其實來自冷戰的古巴導彈危機， 那時美
蘇在鐵幕的兩邊不斷升高敵意，直到1962年，美國發現蘇聯在
古巴部署導彈，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由於美蘇雙方缺乏直接的、
高層的對話機制，也沒有一套公認的行動守則。因此，美國派海
軍包圍古巴，蘇聯未知美國的真意只是希望撤走古巴的導彈，誤
以為美國要發動核子攻擊，雙方一度將事件推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的邊緣。

古巴導彈危機對美蘇兩國的教訓深刻，雖然美蘇的敵對往後
還一直維持了接近三十年，但美蘇領導人是有正式的會談，兩軍
高層也有熱線電話，以避免兩國因為誤判而讓形勢一路惡化，可
以在某些敏感動作如：軍事演習之前互通聲氣，又或者兩軍發動
任何意外的碰撞時，確認對方的意圖和善後。因此，可以這樣理
解，其實中美不是不對抗，是在建立一些對抗的遊戲規則和底線

，以免無意中陷入無邊無際的殊死對抗，也就是拜登所講，中美
要建立的 「防護欄」。

就中美兩國的一個熱點議題─台灣，會後中方的新聞稿指出
，拜登談到他不支持台獨；但美方的新聞稿，則寫道：美方致力
於一中政策、遵守台灣關係法、反對單方改變台海現狀。拜登之
後又對媒體表示： 「我們不鼓勵獨立，但鼓勵他們完全按照 『台
灣法』的要求去做。這是我們正在做的，讓他們自己決定。」拜
登到底想表達甚麼意思呢？從字面解釋，不鼓勵台獨與不支持台
獨，其實沒有甚麼差異，台灣島內一些深綠的評論也這麼認為，
但中國外交部卻立刻跳出來反駁，指台灣關係法是非法無效的。
事實上，拜登的說法，要和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的 「務實台獨論」
放在一起來看，賴的觀點是：台灣已經是一個叫中華民國的獨立
國家，無需再宣佈獨立。然而，北京肯定總不能接受台灣不單方
面宣布獨立大陸就不攻台，作為一種公開的立場和底線，畢竟如
此會讓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處於被動。對台海兩岸人民而言，
習拜會或者也值得慶賀，至少在短期內，雙方都無意將台灣問題
推向戰爭。而習近平選擇在與拜登會面之後，才正式推出共產黨
第三份歷史決議，可見能與美國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依然是習
維持管治權威的一個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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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拜會重彈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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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任海關關長何珮珊上周上任，
會見記者時，主動提及香港最近走私貨
品往內地的情況嚴重，她指出： 「表面

上來看，近日一單普通的走私案件，是走私澳洲龍蝦
入大陸而矣。但其實，這樣的走私活動，會破壞國家
對澳洲實施貿易限制。所以打擊那些走私龍蝦活動，
就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個好重要工作。」

這一段走私案牽出國情的新聞說話，為近年中國與
澳洲已經緊張的關係, 再起波瀾。事後，澳洲貿易部
長提恩向中國海關總署查詢香港新任海關關長何珮珊
何的說法後，澳洲駐世貿大使就事件立即向世界貿易

組織提出抗議，該組織正檢視中國貿易措施是否違反世貿規則。
其實自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以各種理

由和形式互設貿易限制，並非新事物。9 月期間，因為香港水警
警官林婉儀在執行反走私任務時陣亡，中港水路走私的問題，就
引起各界的關注。在光天化日之下，幾十艘大飛一同在海上飛馳
，香港水警有限的攔截力量，對此完全無濟於事，但林婉儀卻好
大喜功，明明是敵強我弱，對比懸殊，卻仍然強行駕船追趕大陸
走私集團的強力船隻，以至港方水警船艇翻覆，導致林婉儀受傷
墮海，在風高浪急之中，被急流海水一下子衝入公海，即使港方
馬上搜索，也未見其蹤。翌日才尋得林氏屍體，証實因公殉職。

隨即問題來了，香港這邊攔不住那幾十艘大飛
。那麼大陸內地呢？以內地公安的超級能力，等
那些大飛泊岸時再拉人封艇，應該是輕鬆之事，
何況是幾十艘大飛抵岸後卸貨時，岸上作業的規
模應該不小，根本是瞞不住的。為什麼大陸公安

不執法行事？而更耐人尋味的是，港府公佈這些走私貨物包括冷
凍食品，例如：澳洲龍蝦。冷凍食品有嚴格的保存條件，在整個
走私過程之中，要保持貨品低溫，有相當的技術上和組織上的難
度，冷凍倉、冷凍車等等一定要在水運的前後及時接應。沒有背
後一連串的組織和大量的資源，事情根本不可能辦得到。這種手
眼通天的本事，自然是大陸高層級的人才可以做得到，而高檔澳
洲龍蝦也是有相應地位的人士才可以食到。因此，女警林婉儀之
死，所揭露的事情，已經令內地官方極為尷尬，中共中央禁入口
澳洲龍蝦，地方上卻有一堆高級官員及 「上等人」千方百計去買
來、運來澳洲龍蝦，那就大大打擊了中央的威信，情況也會令澳
洲認為中國對其實施的貿易限制手段，實效有限。

事實上，對澳洲煤炭的問題亦是如此，澳洲的貨物轉個彎、
澳洲的煤炭轉個彎，照樣可以賣到中國去呀！

何珮珊新官在香港上任，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可以理
解。但她偏偏就要在澳洲龍蝦這個令中央尷尬的問題上做文章，
還要夾硬扯到國家安全問題上，上面大陸官方的臉色相信已經很
難看。澳洲政府再執住何佩珊的言論往國際上發酵，這就不是面
子問題，是實實在在對中國的全球貿易產生影響。中國對澳洲貨
品的貿易限制，是從來沒有說出口的，枱面上的原因，一直是澳
洲龍蝦不能通過檢疫，這個作為中國的官方理由，怎麼也牽不到

國家安全。
至於何珮珊幾天

之後，再回覆記者查
詢時，稱食安也是國
安，就更好笑，澳洲
龍蝦一般中國老百姓
不是經常吃到它。那
不就暗示吃這些走私
龍蝦的人士，都是重
要人物嗎？

中國與澳洲關係
的起落，是反映如今
的國際局勢變化，香
港政府高層顯然沒有
外交事務所需要的視
野，而與此同時，又
要向中央爭取表現。
在世情、國情、社情都複雜的新時代，特區政府高層是很容易會
觸礁，這不單是指何珮珊、也不單是指香港，也包括澳門。在今
天賭牌續期的問題上，澳門難道不會成為大國於在賭枱上的注碼
？香港事務水很深，澳門也是廟小妖風大。大家請不要忘記，澳
門也曾經有一個女關長，就是因為錯手爆出中國大陸官員的貪污
問題，而遭到官方派出殺手追殺而喪命？因此香港官員要向大陸
「擦鞋」，也要小心言行，不要太過露跡，以至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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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龍蝦也威脅國安？

港人長壽並非福
香港已連續多年蟬聯全

球最長壽地區。 近日香港
政府統計處公布，港人男

性平均預期壽命，由1986年的74.1歲，升至2020年的82.9歲；
女性更勁，由79.4歲升至88歲，增幅達一成；港人平均壽命不
斷延長，比日本、新加坡、挪威等國家人口更長壽。

講句老實話，長壽原是值得慶賀，之不過，在香港長壽竟然
贏得 「壽則多辱」！據統計，香港有約39.1萬人被界定為 「貧窮
長者」，更不堪的是70歲以上者，更佔27.9萬人。面對這麼多
貧窮老人，有些年逾70歲的長者，還要打兩份工來維持生活，
但通常都只是做清潔工作，有些公公婆婆，還要駝着背，通街通

巷去執紙皮來換取一元八角來 「醫肚」。近年連紙皮都鮮人回收
，想執十元八塊都難，講起都心酸！

年紀大，機器壞，自然多病痛！ 「壽星公，壽星公，你係好
公公！」想做好公公你以為很容易咩！不少基層長者，尤其獨居
老人家，需要入住院舍，可惜香港宿位長期不足，有不少長者於
輪候期間已經逝世，名副其實是 「等到死」！至於私營院舍，亦
經常聽聞 「虐老」案例，曾有智力低下兼半身癱瘓長者，肛門被
塞有紗布等異物致死！可見私院服務質素，良莠不齊，有不少長
者抗拒入護老院，豈是無因？要怪就怪政府監管無方，無盡力改
善院舍質素。

至於老人家睇病又係難。現今香港公立醫院看眼科、骨科、
耳鼻喉科、心臟科、老人科，樣樣都要排隊 「排餐懵」。好似眼
科，要割白內障都要排期好幾年！阿哥，這樣下來，雙目變盲都

還未輪到見醫生，你話 「陰功不陰功？」若然有些老人家有幾種
不同的疾病需要求醫的話，分分鐘要走好幾場，試問一個七老八
十的病人，何堪如此瞎折騰！在香港，冇錢就真是不要病！政府
安老政策一味 「大隻講」，正如社福界人士批評：樣樣都有，但
樣樣都要等！有啲仲要一等4至5年，你估石頭他朝會成翡翠咩
？只會脂肪肝等到肝硬化，血管阻塞等到腦中風！

講開又講，腫瘤、循環系統疾病及呼吸系統疾病，仍為港人
主要死亡原因。有專科醫生估計，市民患上腫瘤同港人愈來愈長
命有關，加上現時港人生活習慣轉趨西化，好似乳癌、腸癌都因
為進食高脂、含添加劑食品所致，建議市民多做篩查，從而減低
死亡率。窮人長命壽則多辱，而食不安心又好易賴嘢患上癌症。
本是港人的楊楚楓只能感嘆：做人好難！長命都好多懸念！但望
香港政府安老扶貧和醫療都加把勁。

楊楚楓楊楚楓



Anne SungAnne Sung 的支持者懇請您共同支持的支持者懇請您共同支持
Anne SungAnne Sung 連任連任HISDHISD 休士頓獨立學區第七區理事休士頓獨立學區第七區理事

((本報訊本報訊））第第5656屆世乒賽期間屆世乒賽期間，，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全美全美
華人協會及大休斯頓地區其他部分社團為聲援中國隊華人協會及大休斯頓地區其他部分社團為聲援中國隊，，計劃計劃
於於1111月月2828日週日中午日週日中午1212::2020--1313::3030
在比賽場館附近的貴賓休息室在比賽場館附近的貴賓休息室（（RoomRoom 320320AA））聯合舉辦為中聯合舉辦為中
國隊加油日助威簽名活動國隊加油日助威簽名活動。。
具體信息如下具體信息如下：：時間時間：：1111//2828日日 週日週日 1212::2020PM-PM-11::3030PMPM
地點地點：：賽場賽場 George Brown Convension CenterGeorge Brown Convension Center 三樓三樓 VIPVIP 房房
間間320320AA
參加者建議穿紅色外套或戴紅色帽子參加者建議穿紅色外套或戴紅色帽子。。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歡迎所有感興趣者參
加加！！
沒有球票的可以也直接到沒有球票的可以也直接到VIPVIP休息室參加活動休息室參加活動，，通過電視轉通過電視轉

播觀看球賽播觀看球賽。。
簽名的橫幅將轉交中國乒乓球代表隊拍照並留念簽名的橫幅將轉交中國乒乓球代表隊拍照並留念。。
聯繫電話聯繫電話：：832832--289289--40084008
觀戰指南觀戰指南：：
休斯頓世乒賽在休斯頓休斯頓世乒賽在休斯頓George BrownGeorge Brown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
33樓進行樓進行。。（（全球首創全球首創!!））
進入賽場方法進入賽場方法11：：從街上走進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從街上走進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11樓樓，，直直
接坐電梯上接坐電梯上33樓樓。。
進入賽場方法進入賽場方法22：：從街上走進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從街上走進布朗國際會議中心的HiltonHilton
Ameritas Hotel,Ameritas Hotel, 坐電梯上坐電梯上33樓樓,, 然後通過跨街天橋進入布朗然後通過跨街天橋進入布朗
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中心33樓樓

校聯會參與感恩節食物發放 - 由福遍郡家庭互助會主辦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包括了州議員吳元之（Rep. Gene Wu )、陳綺玲
（Debbie Chen )、黄登陸（Peter Huang )、李成純如（Alice Lee)、施慧倫
（Dr. Helen Shih )等多位社區領袖、學者專家，日前一起出面支持Anne Sung
尋求連任HISD 休士頓獨立學區第七區理事，並懇求本報讀者大家共同支持。

Anne Sung 畢業於Bellaire 百利高中,獲哈佛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物理學
和公共政策管理），是唯一具有課堂教學經驗和教育政策專業的理事。她也是
自2016年以來，HISD 經驗最豐富和唯一的亞太理事。她也是Houston Chron-
icle背書的候選人。

Anne Sung 的重要政策及政見包括：（一 ）恢復COVID 後正常教學，積
極科學防疫（二 ）有效管理學區經費和效果監督。（三 ）增加具有挑戰性的課
程和師資投入。（四 ）提供大學和職業所需的21世紀技能。

而另外一名候選人Anne Sung 的對手則沒有任何教育背景和公共政策管理
經驗；拒絕遵從科學和COVID 的防疫衛生，抵制戴口罩和施打疫苗；他並宣揚
教師可以帶槍入校，無視校區安全。

請支持Anne Sung 和公共教育，請加入捐款和志願者行列： https://www.
anne4hisd.com/。

((本報訊本報訊））感恩節期間感恩節期間,, 雖然新冠疫情還沒有完全遲緩雖然新冠疫情還沒有完全遲緩，，但是但是
只要身體健康只要身體健康，，家人無恙家人無恙.. 大家都很高興的懷著感恩的心情來慶大家都很高興的懷著感恩的心情來慶

祝感恩節祝感恩節，，並且散發感恩的心情來幫助其他並且散發感恩的心情來幫助其他
的人的人.. 今年的今年的1111月月2020日星期六日星期六，，美南大專美南大專
校聯會關懷推廣委員會的義工們校聯會關懷推廣委員會的義工們 和和 FASCAFASCA
的小朋友一起在喬治布希高中的停車場發發的小朋友一起在喬治布希高中的停車場發發
放食物給放食物給 33,,000000個有困難需要幫助的家庭個有困難需要幫助的家庭..
這個活動是由福遍郡家庭互助會這個活動是由福遍郡家庭互助會 (Families(Families
Helping Families)Helping Families) 一個非營業機關所主辦一個非營業機關所主辦..
主辦人主辦人 Quincy CollinsQuincy Collins 88年前開始創辦這個年前開始創辦這個
組織組織，，從每年幫助幾百個家庭從每年幫助幾百個家庭，，到今年擴大到今年擴大
成成 33,,000000 個家庭個家庭，，總共花費總共花費4545萬元萬元.. 每個家每個家
庭發給一個禮拜早庭發給一個禮拜早、、中中、、晚三餐所需要的所晚三餐所需要的所
有食物雜糧有食物雜糧,, 加上感恩節盛餐所需要的火雞加上感恩節盛餐所需要的火雞
和食品和食品..

那天大概有那天大概有500500個義工參加盛舉個義工參加盛舉.. 校聯會校聯會
和和 FASCAFASCA 的義工排到從中午的義工排到從中午1212點到下午點到下午33
點的班點的班.. 有人幫忙註冊義工有人幫忙註冊義工，，有人幫忙註冊有人幫忙註冊

開車來領食物的家庭開車來領食物的家庭.. 大部分的義工都在做食物分發的工作大部分的義工都在做食物分發的工作.. 校校
聯會今年第一次參加此盛舉聯會今年第一次參加此盛舉.. 我們不但出錢也出力我們不但出錢也出力，，校聯會的徽校聯會的徽

章章，，也和也和 HEBHEB 等其他公司一起被印在等其他公司一起被印在 T-shirtT-shirt 和登在網路上和登在網路上..
FASCAFASCA 的年輕朋友們的年輕朋友們，，瘦瘦的身材瘦瘦的身材，，沒有強壯的肌肉沒有強壯的肌肉，，但是他但是他
們拿起們拿起2020磅的火雞磅的火雞，，整箱的雞肉香腸等整箱的雞肉香腸等，，來回奔走來回奔走，，毫無怨言毫無怨言..
那天福遍郡的大法官那天福遍郡的大法官 KP George,KP George, 以及主辦人以及主辦人 Quincy CollinsQuincy Collins 都都
特別過來和校聯會及特別過來和校聯會及 FASCAFASCA 的義工們慰問合照的義工們慰問合照..

星期六那天陽光普照星期六那天陽光普照，，秋高氣爽秋高氣爽，， 天氣非常的好天氣非常的好.. 能夠為社能夠為社
區服務區服務,, 看到需要幫助的人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食品雜糧等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食品雜糧等，，大大
家的心情都特別的愉快家的心情都特別的愉快 .. 最近幾天許多的電視台都有在報告這一最近幾天許多的電視台都有在報告這一
個義舉個義舉.. 助人為樂助人為樂，，這麼有意義的工作這麼有意義的工作.. 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校聯會的關懷推廣委員
會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參與會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參與.. 關懷推廣委員會的負責人徐小玲表示關懷推廣委員會的負責人徐小玲表示
，， 這次非常謝謝前理事長鄭昭這次非常謝謝前理事長鄭昭、、黃初平黃初平，，前會長劉美玲前會長劉美玲、、洪良洪良
冰冰，，現任副會長邱佩冠現任副會長邱佩冠、、戴珮青戴珮青，，校聯會會員陳柏亮校聯會會員陳柏亮、、鄭芳彥鄭芳彥、、
宓麥蘭宓麥蘭、、張鳴鐘張鳴鐘 等熱誠的幫助等熱誠的幫助..尤其是邱佩冠尤其是邱佩冠、、戴珮青兩位老師戴珮青兩位老師
帶領著帶領著 FASCAFASCA 學生們來參加學生們來參加，，讓我們的義工團隊顯得特別年輕讓我們的義工團隊顯得特別年輕
有活力有活力.. 另外要特別謝謝前理事長范增璞另外要特別謝謝前理事長范增璞、、黃初平黃初平、、謝家鳳謝家鳳，，及及
前會長徐小玲慷慨解囊前會長徐小玲慷慨解囊,,捐款贊助捐款贊助，，使我們今年感恩節食物發放使我們今年感恩節食物發放
的義舉得以完成的義舉得以完成..

左 鄭昭,劉美玲,洪良冰, 徐小玲 右二邱佩冠, 後排黃初平,鄭芳彥,陳柏亮

圖為圖為Anne SungAnne Sung 於日前出席在於日前出席在 「「呷哺小火鍋呷哺小火鍋」」 舉行的與支舉行的與支
持者在見面會上合影持者在見面會上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Anne SungAnne Sung （（右右））與支持者施慧倫博士與支持者施慧倫博士（（Dr.HelenDr.Helen
Shih )Shih )（（左左））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11月28日週日，讓我們一起為中國乒乓健兒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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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

休城社區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东方人也好还是西方人也好，事实上总会有

一些人，似乎天生就比较与众不同。

例如在我国民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自称拥有

“通灵”的能力，表示自己可以听到“死人说话”

，甚至还可以和亡者进行交谈。

而且一些普通人，在家人或者是朋友去世之后

，也曾表示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会感觉好

像已经死去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仍然陪伴在自己身

边，就好像从未离开一样。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真的有人具

有“通灵”的能力？包括人死亡之后，真的会以

“灵魂”的形式存在，继续在人世间游荡吗？

根据外媒的报道，来自英国达勒姆大学的研究

团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英国招募了

65名自称可以和“另一个世界”沟通的灵媒，同时

，还在网上招募了143名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虽

然不是灵媒，但是却都表示，自己有过“听到死者

声音”的经历。

志愿者和灵媒不同的一点在于，志愿者听到的

“亡者声音”，都是自己熟悉的人，而灵媒却可以

听到各种不同的“亡者声音”，无论认识与否。

此外，灵媒认为自己可以听到“亡者声音”是

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

听到“亡者声音”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很多参

与这项研究的志愿者，甚至都因此而患上了精

神类的疾病，感到非常困扰。

那么，这些灵媒和普通的志愿者们，他们

听到的“亡者声音”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大约

45%的灵媒表示，听到“亡者声音”是自己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会感受到有很多亡者在自己的

周围，甚至还可以进行交流。

而对于普通的志愿者而言，大部分却表示

，“亡者声音”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脑海之中，

就好像是自己脑海中有一个“小人”，不断在

和自己说话一样。

这就意味着，灵媒听到的“亡者声音”是来自

于外界，而普通人听到的“亡者声音”则是来自于

大脑内部。

那么，这些“亡者声音”，有没有可能是潜意

识在作祟呢？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灵媒还是普通人也好，他们

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亡者声音”了。

特别是普通人，这些“亡者声音”伴随着他们

一路成长，甚至在人生中很多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

，还会给出指导性的建议。

比方说有一名志愿者表示，自己在报考大学专

业的时候，曾经一度犹豫不决，后来，早已经去世

多年的爷爷，却突然“和自己说话”，建议自己去

读医学，后来他听从了爷爷的建议，如今成为了一

名医生。

这个有趣的发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因为“见鬼了”，所以才会

听到“死人说话”的时候，事实上，极有可能是我

们的潜意识在作祟。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

长时间和一个人接触，那么，对方的样貌和声音都

会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比方说，现在你在脑海里

，尝试着用一个你熟悉的人的声音去说话，你会发

现，你可以很完美地模拟出来。

所以，研究者认为，就是因为我们熟悉的人，

他们的身影在我们的脑海中都形成了一个印象存档

，因此有的时候，当我们思念已经去世的亲人或者

是朋友的时候，当思念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大脑中

的潜意识，就会不自觉地去“模仿”对方的声音，

从而让人产生了一种，“死去的人正在说话”的错

觉。

当然，这个发现目前还解释不了，为何灵媒可

以听到外界的“亡者之声”，当然，有一种可能性

是，一些灵媒或许的确具有目前科学上仍然无法解

释的“超能力”，而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不过是

在“装神弄鬼”罢了。

接下来，研究者希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在揭

开了普通人听到“亡者之声”的困扰之后，尝试着

去揭晓灵媒的真相，看看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

存在着“灵魂”，已经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何会

停留在人世间。

能听到“死人说话”
是潜意识在作祟
你经历过吗？

不得不说，印度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根

据印度方面的媒体报道，近日印度为了增加国民收

益，决定大力发展“牛粪经济”，特别是牛粪饼、

牛尿饮料等，日后将作为重点出口产品，销往世界

各国。

而且印度中央邦首席部长Shivraj Singh Chou-

han还表示，未来会通过“牛粪经济”撬动全球的5

万亿经济市场，从而让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喜欢上

印度的牛粪产品。

可以说，这绝对是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决定

了，先不说究竟能不能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只

是出口牛粪产品这一项，估计也没有几个国家会同

意此类的产品进口。

毕竟，除了印度人之外，又有谁会吃牛粪饼、

喝牛尿饮料呢？即使印度方面号称这些都是“有机

产品”，可是，对于非印度人而言，大家的感受都

只是两个字——恶心。

那么，为何印度人会喜欢牛粪？难道他们不觉

得恶心吗？

虽然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出身背景也比较好的

印度人，会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离谱，而且在社交媒

体上，也是告诉外国的网友，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

都会吃牛粪，喝牛尿。

但是，总体来说，在印度，喜欢吃牛粪、喝牛

尿的印度人，还是占大多数，当然，这些印度人也

不是真的就喜欢吃，主要与印度的传统文化有关。

在印度，牛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动物，而且印度

人相信，吃了牛粪、喝了牛尿，就可以让自己的身

体更健康，所以，时间长了，在印度人的生活中，

也就慢慢离不开这些牛粪、牛尿等特殊的产品了。

比方说近日，还有一名印度医生，上传了一段

专门介绍印度牛粪饼和牛尿饮料的视频，表示它们

对身体有着非常好的益处，甚至表示自己的母亲，

就是因为经常吃牛粪饼、喝牛尿，所以，才会生下

了8个孩子，而且都是顺产，他母亲也是一直都非

常健康，很少生病。

那么，印度人准备如何售卖这些牛粪饼和牛尿

饮料呢？

在我国的电商平台上，大家搜索相关的印度产

品，是没有商家在售卖的，不过在亚马逊上，却有

着不少的商家，都在售卖印度的牛粪饼和牛尿饮料

。

不过，一些外国人购买牛粪饼，并不是为了食

用，而是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香料”，因为据说

牛粪饼点燃之后，并不会飘出臭味，反而会是一种

较为清新的草木香。

当然，这样的牛粪饼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亚马

逊上的售价，一包10个装的牛粪饼，大约在4美元

左右，也就是折合人民币要25元左右，不得不说

，这个价格还是挺贵的。

而牛尿饮料，印度曾经一度打算大力推广，用

它来代替可口可乐，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最喜爱

的饮料产品，当然，目前印度牛尿饮料的销售情况

，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即使有人购买，也都是移民

国外的印度人，出于信仰和思乡之情，会在亚马逊

上购买一些。

印度大力发展“牛粪经济”，4美元一包出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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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歐洲影展即將於12/10(五)至12/19

(日)在線上串流平台「想映電影院」隆重

舉辦！本屆策展主題為「一

起看見光」，期盼本屆歐洲

影展能帶給後疫情時代的觀

眾更多愛與溫柔。歐洲影展

開幕片為台灣首映，曾於

2020代表斯洛伐克角逐奧斯

卡最佳國際電影獎的口碑佳

作《愛是一道光》，打頭陣

串聯歐洲17國影像饗宴，將

從12/10起帶給觀眾為期十天

的歐洲影像之旅。11/29(一)起

開放索票，12/08(三)更將舉行

隆重開幕典禮，讓整個12月

的台灣都充滿濃濃歐洲味！

2021歐洲影展打破過往16年

影展觀眾只能在特定場地觀

看電影的限制，首次採全面

線上放映。即便疫情不能出

國， 台灣影迷仍能一覽來自

德國、芬蘭、奧地利、比利

時、法國、匈牙利、捷克、

丹麥、瑞典、義大利、斯洛

伐克、盧森堡、西班牙、荷

蘭、波蘭、瑞士、英國等共歐洲17國佳片

，以電影展開旅行認識歐洲文化。16部影

片中共8部為台灣首映。 保證讓喜愛歐洲

電影的全台觀眾大呼過癮！

17個歐洲國家16部電影，盡現當代歐

洲電影風貌。今年放映片單包括多部台灣

首映的電影，《愛是一道光》、《琴敵》

、《1945》、《自由之歌短片輯》、《奧

蘿拉》、《莫斯科單程票》、《哈瑪紹懸

案》、《逃兵》等。戰爭歷史、愛情、懸

疑、特效等題材透過歐洲電影的角度及詮

釋，展現歐洲電影獨特風貌。斥資一億台

幣打造的盧森堡電影《高年級超人》，改

編自盧森堡賣座超級英雄漫畫《De Super-

jhem》，是盧森堡史上最貴的特效電影；

英國的《自由之歌短片輯》精選了三部由

英國文化協會、倫敦LGBTIQ+電影節、英

國電影協會聯盟共同製作的跨世代文化電

影。

此次影展片單中，多部電影曾參與國

際電影獎項，口碑甚佳。《愛是一道光》

、《禁身誘惑》、《秘藥》分別代表斯洛

伐克、荷蘭、捷克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電

影獎，《禁身誘惑》中的荷蘭女星卡莉絲

凡荷登（Carice van Houten）近年演出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中的「紅袍女

巫」一角，深受觀眾喜愛；比利時《溫柔

戰役》男主角是法國演技派男星羅曼杜里

斯(Romain Duris)擔綱，曾演出《全面霾伏

》、《花都圓舞曲》、《俄羅斯娃娃》、

《泡沫人生》、《我心遺忘的節奏》等片

；德國《琴敵》女主角妮娜荷斯(Nina

Hoss)曾演出《我的親親小妹》、《為愛出

走》、《回不去的時光》等電影，並於

《琴敵》中獲得聖賽巴斯提安國際影展最

佳女主角銀貝殼獎；參展片中唯一的紀錄

長片《哈瑪紹懸案》，是代表丹麥、瑞典

兩國的共同參展作品，曾於日舞影展獲得

導演獎殊榮。

台 灣 歐 洲 影 展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自 2005年開始在台灣舉行

，已有16年悠久歷史。透過放映來自歐

洲地區國家的電影，以促進台灣對歐洲多

元文化的了解。電影由歐洲各國駐台機構

挑選提供，每一個國家選一部影片播映。

本屆歐洲影展由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

）主辦，合辦單位包括外交部、文化部及

台北市文化局，並委託佳映娛樂承辦執行

，11/29(一)起於Beclass網站開放索票，12/

10(五)至 12/19(日)在想映電影院線上平台

放映。更多影展詳細資訊請見https://www.

teff.tw/。

2021歐洲影展打破台灣地域界線
16年來首次全面線上放映

國內少見奇幻大片《月老》24日上映，由九把刀率領四位片

中演員柯震東、 宋芸樺、 王淨 、 馬志翔，狂跑昨天晚上拜票

行程！上映首日票房飆破700萬台幣，成為今年的國片冠軍。拿

下好成績的九把刀非常感謝觀眾進戲院支持這部劇情、特效都誠

意十足的電影。一連狂跑七場映後東區西區兩頭跑，演員們雖然

身體疲累卻相當開心！

在《月老》映後場導演九把刀在介紹每個演員強大的演技，

從宋芸樺一路講到王淨、馬志翔之後，突然柯震東說：「那我呢

？！」九把刀馬上就說：「喔喔！對，柯震東小時候演得超好，

當那個小阿綸聽到長大就是什麼事情都會變來變去的時候，演技

超優秀！」讓柯震東傻眼也引起全場觀眾狂笑！在戲中也有參演

一場戲的柯爸、柯媽昨天也為兒子加油打氣特別包場，同時映後

感性發言：「看完這部電影我更確定一件事，就是柯媽我願意愛

你一萬年！」

狗狗阿魯狂騙觀眾眼淚譽為最佳演員
柯震東為映後場觀眾釋疑

在《月老》中另外一位演技超強大演員就是飾演狗狗阿魯的

Akita，在戲中他飾演宋芸樺與柯震東一起長大的狗狗阿魯，也是

九把刀能夠寫出《月老》劇本的終極原因。在電影中阿魯精準的

演技完全就是全片的哭戲擔當，狗狗阿魯被柯震東譽為神犬：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場戲，也就是我被雷擊相當具戲劇性的

場景，不知道為什麼他真的會知道鏡頭在哪裡，表現也非常穩定

，很值得一座金馬獎！」

在映後也有觀眾提問到：「為何可以從胸口拉出一條紅線？

」導演就請柯震東回答：「因為當初劇本設定第一條紅線哪裡來

的？其實就是織女用生命去換來的，所以在片中有一堆紅線幻化

成織女的樣子，所以片中主角就發現可以犧牲自己去救回最愛的

人！」也讓現場觀眾恍然大悟！

有些事，一萬年也不會變
《月老》劇情描述遭雷擊的阿綸（柯震東 飾）來到陰間，

生前所有的記憶歸零。他必須做出選擇：投胎轉世或是擔任神職

？阿綸決定成為月老新鮮人，他與個性爆衝粉紅女Pinky（王淨

飾）搭檔，來到人間執行任務，當阿綸遇見狗狗阿魯以及主人小

咪時，他前世的記憶都回來了，小咪（宋芸樺 飾）就是他生前

的摯愛。阿綸希望能幫助陽間的小咪尋得新的姻緣，但每一條綁

在小咪手上的紅線竟然都被燒毀！原來有些事，一萬年也不會變…。同一時間從陰間逃

到人間的鬼頭成（馬志翔 飾），展開腥風血雨的復仇行動，當阿綸還在為小咪綁不上紅

線雀躍時，鬼頭成卻將小咪視為下一個要毀滅的目標…。《月老》由麻吉砥加發行、傳

影互動行銷，全台戲院現正熱映中，更多電影資訊請洽官方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

com/TillWeMeetAgain202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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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TVBS全新八點檔大戲《機智校園生

活》由宥勝、周曉涵、曾莞婷等領銜演

出，今再釋出精采宣傳短片，曝光楊銘

威於本劇特別演出班導師曾抱謙。從名

字諧音「真抱歉」，即看出這個角色唯

諾、個性畏縮、毫無自信的特質，在學

校甚至不被學生放在眼裡，慘遭惡整，

一進教室即衰被淋整桶水成落湯雞十分

狼狽，甚至踩到拖把滑倒摔傷送醫，楊

銘威分享拍攝過程開玩笑表示：「沒人

跟我說是來拍武打戲，這是災難片吧！

」

由楊銘威飾演的曾抱謙老師，從預

告中可看出他畫龍點睛帶來「笑」果，

談及此次接演合作，楊銘威表示收到邀

約看完劇本後一口答應，形容曾抱謙這

個角色集所有「好運」於一身，是大家

學生時期想整老師的內容都發生了，故

事會讓觀眾產生許多共鳴，非常有趣。

楊銘威分享過去學生時期沒有這樣惡整

過老師，但也曾在老師上課時完全不搭

理、在教室煮火鍋等行為，學生時期發

生的故事也相當猛烈、精彩。

楊銘威劇中被學生惡作劇，故意在

他進門前，於門上放一桶水，讓他一開

門水桶倒下淋了全身，還被水桶蓋頭。

拍攝前楊銘威苦笑自己是劇中遭遇最慘

的老師，還預先評估自己得拍個十八次

以上，好在最後只淋兩次就收工，他笑

說非常開心。而楊銘威已是兩個小孩的

爸爸，被問及是否曾被自己小孩整過，

他分享隨時隨地都被整，尤其是發現小

孩很安靜的時候，就是出事了，不是在

畫牆壁、就是把牛奶到地上，常常都有

「驚喜」。TVBS全新八點檔大戲《機智

校園生活》將於12月播出，敬請鎖定。

《機智校園生活》楊
銘威首度飾演老師衰
遭惡整 自嘲拍災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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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Jessica C、蔣家旻、Ana R、葉
蒨文26日出席時裝店開幕，Jessica C表示從美國歸來一兩個月，5
歲大女和3歲細仔均繼續上學，之前還上台表演，其中大女表演話
劇，兒子朗誦時太過興奮，最後不願落台。

蔣家旻替譚俊彥拉票
不過Jessica指子女開始長大，她亦可以抽時間出來工作，像

26日來參與慈善：“我有5年沒穿過高跟鞋，也很想念當模特兒的
工作，現在可以多做慈善去幫助別人。”她透露老公安志杰於內地
工作，要到明年3月才可以回港，故這個聖誕節是首次不能一家人
共度，雖然老公本身不重視聖誕節，但自從添了小朋友之後，他會
享受節日一家人共度歡樂時光：“他是個好爸爸，第一年分開過聖
誕，so sad！”Jessica 指仔女均很想念爸爸，特別女兒最愛爸爸，
之前老公回來兩星期，女兒每天倚着爸爸，卻把她忘記了。

今屆“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蔣家旻獲提名角逐“最佳女配
角”和“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她表示入行13年，去年首度
提名“飛躍進步女藝員”便奪獎，到今年再獲兩項提名，故更
加落力拉票，能打入五強已經很滿意，即使家人也是這樣鼓勵
她。而她個人對角逐女配角比較有信心，她指沒想到劇集《換命真
相》能有這樣好反應，是觀眾給到她信心，所以要加把勁拉票。不
過她同樣看好劉佩玥能拿到女配角獎，另她亦想為“阿哥”譚俊彥
拉票，希望他能入最佳男主角最後5強，也覺得今屆他呼聲很高。

此外，蔣家旻將參與黎諾懿主持的風水節目，她會一顯廚藝，
而最近看完《男神廚房》後，她很回味當年的《美女廚房》，要是
公司再開定會自薦參與，更揚言給她煮日本菜式一定不會成為地獄
廚神。

今年榮獲公司長期服務獎的職、藝員同事共211人，
服務50年的有一位藝人便是汪明荃，其他出席服

務30年的藝人有祝文君、陳榮峻、鄧梓峰、劉彩玉，服
務20年的有朱凱婷、李泳豪、黃嘉樂、楊卓娜，服務10
年的有張振朗、羅蘭等等。頒發紀念金牌的高層包括
TVB主席許濤、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曾志偉、副
總經理（法律及國際業務）陳樹鴻、助理總經理（戲
劇製作）曾勵珍、助理總經理（藝員管理及發展）樂

易玲等。
現場氣氛士氣高昂，尤以効力TVB達50年的汪明

荃（阿姐）上台時，獲得全場站立報以如雷掌聲，大家
齊聲三度高呼“阿姐”以示祝賀，向來親民的志偉更手
持相機為阿姐拍下難忘時刻，重視程度可見一斑。阿姐
在台上發言：“這裏如像是一家人，多謝大家的包容，
士氣好重要。”阿姐其後受訪時表示好感動：“有200
多位同事得獎，而服務20至30年的同事仍有很多，證
明這份工好多人鍾意，環境好安定。”日前阿姐在社交
平台放出多年來的服務金牌合照，她雀躍道：“是呀，
因為儲存在工作室，相信好多人都有興趣看看，每個金
牌都不同造型，10年的一個都已擺放有40年，上面的膠
有點褪落，不過對員工很有鼓勵，大家對公司幾長
情。”

阿姐在TVB服務50年，一直都沒有動搖過，沒想
過離開，她謂：“覺得同公司好夾，畀到我發揮地方，
他們都需要一個落力員工，自己會不斷創新，努力勤奮
和堅持，好鍾意自己性格，這行是要捱得、忍得和守住
崗位。”阿姐坦言會一直行下去：“做得都會做，幕後
都可以，只要肯做實有崗位適合，我現階段依然想做幕
前，（未來仍想接受什麼挑戰？）家最緊要是12月在

西九演出的粵劇，8日做11場，在體力上有很大考驗，
至於拍劇暫時不會考慮。”

張振朗演哭戲流真淚
張振朗好開心取得10年服務金牌，他謂：“原來不

經不覺已經入行10年，時間轉瞬過去亦經歷不少，感恩
選了做演員是自己鍾意行業，10年以來香港觀眾陪我一
齊成長，看着我當初扮張智霖和黃宗澤，直至近日播出
《拳王》有較大轉變和突破。”
說到在《拳王》首播中，振朗面對劇中譚俊彥扮

演的兄長離世時，在停屍間哭得死去活來的場口，掉
下大滴淚水，振朗表示：“我份人好感性，入行後拍
喊戲都是真眼淚，沒用過眼藥水，該場戲見到大佬躺
着時已經忍不住喊，更要多謝譚俊彥即使鏡頭不用見
真樣，他依然瞓喺度幫我入戲！”說到二人是競逐
“最佳男主角”的對手，振朗笑言：“我們是情人才
對，如果能夠一齊躋身五強已經是好特別時刻，會好
開心，（入行10年視得獎為目標？）攞到金牌已經有
獎，其他不是目標，隨緣好了，（有朝一日希望換轉
有人扮張振朗？）係都幾好，幾特別時刻，不過有人
扮我的話，我驚自己無得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洪永城
（Tony）太太梁諾妍與同門師弟吳若希的18歲
胞弟吳梓楓、組合C AllStar於25日晚出席公開
活動，已懷有9個月身孕的諾妍大腹便便，但依
然表現得很輕鬆，她宣布今胎是女兒，預產期是
12月25日聖誕節，到時會自然分娩，亦已為囡
囡改了“洪寶寶”可愛的花名。
諾妍笑說：“曾經想過洪蘿蔔和洪卜卜，

最後決定是洪寶寶，正式中文名便待BB出生後
搵師傅改，英文名仍未決定，老公有外父相，我
都會計劃再生。”
她大爆緊張老公已準備好三個走佬袋，很

多都是屬於老公的物品：“袋裏放了很多零食和
老公的牙刷和毛巾。”早前他們到醫院上育嬰
班，學習幫BB換片沖涼，她笑指老公雞手鴨
腳，最希望是老公幫手餵夜奶。”

五年沒穿過高跟鞋
Jessica C難忘當模特兒

梁諾妍預計聖誕生女
冀洪永城幫手餵夜奶

李璨琛女兒愛擺姿勢賣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憑住一對天生“紫菜眉”

加上招牌脹卜卜“靴型面珠”，獲網民封為“港版蠟筆小
新”的李璨琛（Sam）女兒李元元（Lucy），早前跟媽咪梁
志瑩（Lucy媽）到商場見“正版小新”一面！Lucy到場後
即High爆衝上前影相，Lucy面對鏡頭即“Super Model”上
身，自動波連環擺出多個甫士和趣怪表情，更於“寫意別府
溫泉鄉”中擺出梳乎樣，Cute爆的她十足小新一樣搞鬼。

汪明荃無意離開
逾200員工領取TVB長期服務獎

但願繼續做幕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無綫(TVB)26日在將軍澳

電視城舉行“長期服務暨傑出員工榮譽大獎頒獎典禮”，服

務 TVB長達半世紀的汪明荃坦言沒想過離開，仍想繼續幕前

演出。至於取得10年服務金牌的張振朗，今年有份競逐最佳

男主角，他直言其目標為殺入五強。

●●李璨琛女兒極李璨琛女兒極
富表演天分富表演天分。。

●● 梁諾妍梁諾妍2525日晚與吳若希胞弟吳梓日晚與吳若希胞弟吳梓
楓出席活動楓出席活動。。

●● Jessica CJessica C
表示今年聖誕表示今年聖誕
沒法全家人一沒法全家人一
起度過起度過。。

●●蔣家旻對角蔣家旻對角
逐女配角比較逐女配角比較
有信心有信心。。

●●左起左起：：鄧梓峰鄧梓峰、、汪明荃汪明荃、、羅蘭及祝文君齊獲獎羅蘭及祝文君齊獲獎。。
●● 張振朗表示不經不覺已加入張振朗表示不經不覺已加入
TVBTVB十年十年。。

●● 阿姐集齊了阿姐集齊了1010年年、、2020年年、、3030年年、、4040
年年、、5050年五個年五個TVBTVB長期服務金牌長期服務金牌。。

●●無綫頒獎答謝逾二百位為無綫頒獎答謝逾二百位為TVBTVB服務多年的台前幕後員工服務多年的台前幕後員工。。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1年11月27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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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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元元Coupon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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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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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午。

41、車輪圈發黑。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車輪圈發黑的原因是

製動器在製動時，製動卡鉗與車輪盤
相互摩擦磨下一些炭粉，這些炭粉如
不及時清除，因為車輪的鋁合金輪圈
也會發熱，這些熱量致使炭粉在鋁合
金輪圈表面結焦，就變成了一層深咖
啡色的堅硬表層，用水無法總掉。因
為前輪製動時，車輛重心前移，所有
的重量都往車頭集中，造成前製動負
擔較重，這就是前輪製動器所磨下來
的炭粉比後輪多很多的緣故，要避免
這樣的現象，就要勤沖洗輪圈。

42、駕駛同一品牌的車，為何別

人的車燒油少，而自己的車卻燒油多
。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首先，車在凹凸不平

的、坡陡彎多的路面上比在平直坦蕩
光滑摩擦力小的路面上行駛所消耗的
油量要多；車在沙、土質路面比在水
泥、柏油質路面上行駛耗油要多；車
在鬧市區行駛比在郊區行駛耗油要多
。鬧市區路況復雜，車又經常遭遇交
通堵塞，車速較低，而郊區相對路況
較好，車能保持經濟速度行駛。其次
，應經常檢查氣缸壓力變化情況、火
花塞工作情況及燃油系統工作狀態，
發動機是否選擇了理想的混合氣濃度

和得當的點火提前角，這些都是決定
汽車油耗多少的關鍵。

43、前風窗玻璃冬季起霧。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天駕駛車輛，特

別是幾個人剛上車時，前風窗玻璃內
側容易起霧而影響視線，即使不斷地
擦，還是不斷地有霧，特別影響行車
安全。下面簡單介紹快速除霧和防霧
的方法：快速除霧時可打開空調開關
，將出風口選擇旋鈕到吹前風窗玻璃
的位置，關閉或減小三個以上出風口
，將風量調整旋鈕轉到合適的位置。
如果外界空氣乾燥、空氣良好，應選
擇從車外進氣，反之可以選擇車內空

氣循環。將溫度調節旋鈕轉到合適的
位置，使車內溫度感到舒適。玻璃防
霧使用專用的玻璃防霧劑，超市或汽
車用品商店有售，價格也不貴，效果
很好。如果沒有專用的玻璃防霧劑，
也可以使用家用的玻璃洗劑或洗潔劑
來代替，將它潤濕乾淨的擦布，擦拭
風窗玻璃的內表面，再將玻璃擦拭乾
淨後也可以起到防霧的作用。 （未完
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美南大專校聯會參與由福遍郡家庭美南大專校聯會參與由福遍郡家庭
互助會主辦感恩節食物發放活動互助會主辦感恩節食物發放活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左左 鄭昭鄭昭,,劉美玲劉美玲,,洪良冰洪良冰,, 徐小玲徐小玲 右二邱佩冠右二邱佩冠,, 後排後排
黃初平黃初平,,鄭芳彥鄭芳彥,,陳柏亮陳柏亮

美南大專校聯會的徽章美南大專校聯會的徽章

右右 四四福遍郡的大法官福遍郡的大法官 KP GeorgeKP George

左左 鄭芳彥鄭芳彥,, 主辦人主辦人 Quincy Collins,Quincy Collins,徐小玲徐小玲,,邱佩冠邱佩冠

後排左後排左 徐小玲徐小玲,,宓麥蘭宓麥蘭 左左 徐小玲徐小玲,,劉美玲劉美玲,,鄭芳彥鄭芳彥,,黃初平黃初平

左左 洪良冰洪良冰,, 徐小玲徐小玲,, 戴珮青戴珮青,, 陳柏亮陳柏亮 喬治布希高中停車場的義工們喬治布希高中停車場的義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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