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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加油時，發動機轉速升高可是車速卻
不能提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行駛中若是發現車輛加速

時，尤其是急加速時車輛不能隨著發動機的轉
速升高而提速，對於手動變速器而言，一般是
由於離合器片損壞造成的。自動變速器的車輛
一般是由於變速器內的摩擦片損壞造成的。此
時就不能再加速行駛了，以避免更大的經濟損
失。應尋求救援或是慢慢將車輛開到維修廠進
行修理。

53、車門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
”聲。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汽車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

車門玻璃在升降時，有輕微的“嘎拉”聲。尤
其是駕駛者側的嚴重。這主要是因為北方的風
沙較大，經常會在車門玻璃和密封膠條接觸的
地方存留了一些細小的灰塵和沙礫，造成玻璃
升降時出現噪音。這時要及時清潔車門玻璃的
密封膠條和滑道絨槽內的沙塵，否則會劃傷車
門玻璃。

54、安全帶收回時不自如。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輛的自動卷回式安全帶

使用一段時間後會出現當鬆開安全帶後不能及
時收回，一般這都是因為安全帶臟造成的，只
要做好清潔就解決了。

55、轉向燈點亮時，閃爍的頻率比平時快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搬動轉向燈的手柄後，儀錶

盤上的轉向顯示燈閃動的頻率比平時快，這是
故障。一般都是由於一側的轉向燈泡壞掉後，
由於線路的電阻發生變化所造成的。當你的車
輛出現此現象時，一定要及時檢查更換，以保
障交通安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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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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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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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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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7777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十六十六))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疫情或是其他種種
原因，不少華裔民眾想貸款卻沒有辦法提供收
入證明，這時候，不查收入貸款是他們買房子
最好的方式，萬里貸款公司提供真正的不查收
入貸款，正好能夠幫助這些民眾一償所願。

萬里貸款負責人朱瑞薇女士表示，不僅美
國公民、綠卡、工卡持有者可以貸款，持有美
國以外國家護照者，也可以貸款，不查收入，
不問工作，30%首付，讓您圓滿美國置產夢！
中國護照、加拿大護照等均可，不需美簽，不
需要信用分數，只需要有美國的銀行帳戶，可
以在自己國家簽字過戶。

許多華裔朋友移民到美國之後，希望貸款
買房子，可是一般銀行所採取的是 「查收入貸
款」（Full Documentation Loan），審核時間
較長，手續也複雜，同時要出示許多證明文件
，例如工資單、收入報稅表、銀行存款證明等
等，很多人拿不出來文件，令想要貸款的人很
傷腦筋。

而 「不查收入貸款」（No Documenta-
tion Loan）能夠解決這些困擾，不一定需要提
供這些文件，相對而言簡單方便得多。

新一代不查收入貸款特色有 「三不」 ：
第一：不查收入。第二：不問工作。第三

：不追查首付資金來源! 投資房最低首付為
20%，自住房最低首付為15%！

不查收入貸款分為兩大類：
1、 買自住房，最低首付 25%，利息

3.75% 左右。要提供工作證明，但不看收入 。
2、 買投資房，不需要已有自住房了。可

以是第一次購房者，最低首付 20%，利息
4.5% ，不需要工作證明，不看收入。放25%首
付。利息3.875%。

哪些州有不查收入貸款
可做不查收入貸款包括: 德州、路州、加

州、奧克拉荷馬州、賓州、俄亥俄州、科州、
佛州、華盛頓州、Aloha夏威夷州。

朱瑞薇說明，當你的貸款銀行說不查收入
，但又跟你要24 個月銀行流水、或是要工作
證明，這種貸款銀行不是不查收入貸款。做真
正不查收入貸款是不看報稅、不要W2、不要
工作證明，只看一個月銀行流水。最低首付
20%，持外國護照者則是30%首付。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專家處理和沒有
專家處理，貸款利率差別甚大，不少已經貸款
成功的家庭，對朱瑞薇的服務都非常滿意，並
感謝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了這麼多錢。

朱瑞薇從2006年開始做貸款，專精 H1B
、 L1、L2、E1、E2的簽證的貸款、及建築貸
款，而且不查收入、不查身份，外國護照也可
以貸款。如果有房貸已付清，想要重新貸款拿
現金的，她都可以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朱瑞薇擁有15年住宅及商業的貸款經驗
，並專精大型公寓貸款，可做全美50州，她
的個性非常熱心，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

何為客戶規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到，專
門服務僑社及海外華裔朋友。如果讀者有需要
貸 款 的 ， 歡 迎 與 她 聯 繫 。 電 話 是
915-691-9072、 915-621-8435。 Email 郵 箱:
rei@milesfunding.net。

買房做貸款買房做貸款 不查收入不查收入 受熱烈迴響受熱烈迴響
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 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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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華人健康展將於12月11日（週六）在
休斯頓Tracy Gee社區中心舉辦，歡迎民眾前來參
加。屆時除了邀請腫瘤學家、血液學家向民眾分
享各自的專業知識，還有免費健康檢測、疫苗接
種、保險諮詢等諸多展位。

主講血液病
提起血液病，人們總是會驚慌不安，尤其是

說到白血病（又稱血癌）。其實，血液病包括一
些良性疾病，比如缺鐵性貧血，巨幼細胞性貧血
，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症，血友病等；另外還包括
一些血液腫瘤性疾病，常見的有各類白血病、多
發性骨髓瘤以及惡性淋巴瘤。

在公眾印象裡，似乎只有兒童才會患白血病
，殊不知白血病的總體發病率和其它癌症一樣，

都是隨著年齡增大而逐漸升高，老年人患白血病
人數比兒童的要高很多，只是以前人們對白血病
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比如，慢性淋巴細胞白血
病（CLL），就是一種主要發生在中老年人群中的
白血病。據估計，2021年美國將有超過6萬1千例
新發白血病病例，占所有新發癌症數量的3.2%。
在新發病例中，超過2萬1千例是慢性淋巴細胞白
血病病例，大約占白血病新發病例總數的1/3。

血液病如何預防？在COVID-19大流行和病毒
不斷變種的情況下，血液腫瘤患者需要注意些什
麼？在健康展上，醫學腫瘤學家王禮聖博士將主
講良性血液病，王禮聖醫師在休斯頓地區擔任認
證資格腫瘤內科醫生已超過25年，他一直在照顧
許多癌症和血液問題患者，在診所幫助患者進行

諮詢、輸液和化療；腫瘤學家/血液學家郭珊博士
將主講血液腫瘤，郭珊醫師曾在聖文森特醫療中
心（St. Vincent Medical Center）完成住院醫師訓練
，並在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完成血液腫瘤專科訓練，目前就職於千年醫生
（Millennium Physicians）醫療機構。

活動豐富 滿足多元健康需求
此次活動特別設置免費健康檢測，EMPOW-

ER-PAD將利用踝臂指數（Ankle Brachial Index，簡
稱ABI）檢測技術來為高危人群提供免費的外周動
脈疾病（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簡稱PAD）篩
查，這是一種快速、無創的測試，可測量腳踝的
血壓並將其與上臂的血壓進行比較；H-E-B將為
民眾提供免費的流感和COVID-19疫苗接種服務；

民眾可以現場諮詢Dentist 101有關牙科疾病及植牙
等問題；匯琳堂中醫將提供坐骨神經痛、肩周炎
等痛症義診服務。此外，現場也有聯合健保
（UnitedHealthcare）等公司提供保險諮詢服務。
小朋友們還可以在這裡摺紙、畫畫、做手工。

先到活動現場的民眾將有機會獲得一份實用
好禮，同時亦有健康禮品、廚房禮品等送給幸運
觀眾，還有Moody Gardens節日燈展套票。

最後，提醒參與民眾戴好口罩，在收穫健康
新知的同時，度過一個安全愉快的週末。

時間：12月11日（週六）12:00 - 2:30 PM
地點：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1212月月1111日華人健康展日華人健康展 關注血液健康關注血液健康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推出賺錢良機推出賺錢良機
距糖城半小時車程距糖城半小時車程，，8888英畝農地出售英畝農地出售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休市土地的開發，擴充，不少當年的
草坪，荒地，在業主默默繳了二十多年地稅之後，忽一夜之間開發
為高檔昂貴的社區,” River Stone “ 社區即其一例。

而近期 「德州地產」 推出一塊在Wharton County , 88.74 英畝的
農地，就在59號公路上，距離糖城僅半小時車程，要價僅130萬，
平均每呎土地僅35cent, 如果您還沒概念，就拿目今百利大道現在的

土地，每呎在$30～$40 元之間，您就知它有多便宜，而一年的土地
稅僅美金一千元。

隨著近年來休市的人口增長快速，很多原有的社區已不敷供應
，很多有長遠眼光的地產投資商，紛紛把目光投向休市附近的土地
，才有近年來諸如：Rivers Stone,Spring Branch, Katy … 等社區的高
速開發，且房地產炒的火熱, 而這塊59公路上，距糖城僅半小時車
程的土地開發，指日可待 ！歡迎有眼光的投資人，儘快與 「德州地
產」 聯繫。

「德州地產」 由李雄先生主持，李雄生有30餘年地產經驗，信
譽品牌，地產精英，全職服務，專業熱心。該公司設有 「商業房地
產投資」 部門，專精處理各類房地產難題：EB5、商場、辦公室、店
舖、廠房、公寓旅館買責、出租、租客審核、物業管理各種疑難交
易、合約、餐館、生意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行物業拍賣
競標。

「德州地產」 設有物業管理部門：德泰物業管理公司：住宅、

商場— 由全職員工管理。目前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
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 物 業 管 理 專 綫 ：
713-271-9988

「德州地產」 也設有住宅房地產的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等一貫性服
務 ， 由 1988 年 開 始 ， 服 務 至 今 ， 信 譽 保 證 。 諮 詢 專 線 ：
713-826-3388

「德州地產」 負責人李雄先生，現任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休士頓都市計
劃委員、亞商會主席、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主席。

「德州地產」 公司電話：713-988-1668，Fax:713-988-1634,李
雄手機：713-826-3388

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吃蜂膠為何一定要選液體型？？
理由1：膠囊原料問題巨大。根據目前中國市

場調查暗訪，許多黑心商家為牟取暴利，回收皮
革制造廠的廢舊邊角料作為生產原料。廢料皮革
經過硫化鈉、石灰、火堿等化學藥品的處理，搖
身一變，成為了患者手中的“救命仙丹”。殊不
知硫化鈉本身就是有毒物質，在胃腸道中能分解
出硫化氫，引起硫化氫中毒。對皮膚和眼睛有腐
蝕作用。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教授公
開表示：“毒膠囊中的重金屬鉻的毒性遠高於三
聚氰胺。”鉻離子被人體長期吸收，會引起黏膜
發炎、潰瘍、皮膚過敏、皮膚濕疹、鼻中隔潰瘍
、喘息性氣管炎等，嚴重的則可致癌。

理由2：問題膠囊不只局限於中國。根據央視
記者2014年對毒膠囊問題的再次報道，毒膠囊的
問題並不只存在於膠囊制造業的“害群之馬”之
中。身為有一百多年明膠生產歷史，全球市場占
有率第一的德資企業嘉利達（蒼南）明膠有限公
司， 其膠囊產品問題同樣嚴重。這無疑給身居海
外的消費者敲響了警鐘。

理由3：長期服用膠囊對三高人士不利。由於
蜂膠是一種對調節三高有明顯效果的天然藥物，
有不少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的患者都選擇長期
服用蜂膠產品。可是有些患者卻忽略了一個細節
：蜂膠膠囊本身是用明膠制成，明膠在人體內會

快速轉化為葡萄糖。
理由4：無法從口感上辨別真偽。天然的巴西

綠蜂膠原料產量極為有限，其中95%的A級原料更
是被巴西野花蜂業所控制。為了牟利，一些大膽
的商家便用樹膠代替蜂膠。而幫助這些無良商家
瞞天過海的正是這小小的膠囊外殼。懂行的人能
直接從口感上分出蜂膠和樹膠的差異，而加工成
蜂膠膠囊的產品，由於嘗不到味道，騙局就很難
被識破。

健康專家建議，吃蜂膠一定要液體溶劑型蜂
膠產品。巴西野花牌綠蜂膠以“永不打折扣”的
品質承諾，將最安全最有效的高品質蜂膠溶劑產

品獻給所有渴望健康的朋友，積極正面地傳播正
確的健康理念。野花牌綠蜂膠通過了美國宇航局
質量檢測HACCP認證，成為了北美市場上唯一一
個可以被帶入太空食用的液體蜂膠產品。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
代理

Email：service@bpropolis.com
訂購網站：www.bpropolis.com 歡迎訪問，祝

您健康！

野花牌綠蜂膠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Apiario Silvestre 保持血管保持血管““年輕態年輕態””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體血管不斷發生退行

性改變，可導致血管變窄變脆，造成腦出血、
腦梗塞、冠心病、高血壓等危險。注重血管彈
性的保養，積極採取預防保健措施，可有效降
低心腦血管疾病發生的風險。

綠蜂膠富含多種功能因子和大量活性物質
，特別是黃酮、萜烯類等，成就了它廣譜的藥
理特性和別具一格的防治心腦血管病的顯著療
效，對於維護血管健康，保持血管年輕化效果
顯著。

1、強化整體免疫功能。綠蜂膠是一種天然
的高效免疫增強劑，能刺激機體的免疫機能，

增強巨噬細胞的活力。這是綠蜂膠防病抗病的
基礎，有助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2、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人體代謝產物自
由基可使脂類物質變成過氧化物沉積在血管壁
上，導致血管變硬、通道變窄，容易形成堵塞
，引起血管破裂。過剩的自由基還會作用於
DNA，使細胞癌變或死亡。

綠蜂膠中的黃酮類、萜烯類等物質，具有
很強的抗氧化性，能有效清除過剩自由基，同
時還能顯著提高機體內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的活性，阻止脂質過氧化。

3、保護和維持血管年輕化。綠蜂膠對輔

助治療心腦血管疾病有明顯效果，它能有效改
善毛細血管的通透性，遏制血管硬化，改善微
循環，並有明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壓的作
用，從而防治多種心腦血管疾病。

綠蜂膠中眾多功能因子協同作用，能淨化
血液、清除斑塊和沉澱，再加上其抗氧化、抗
菌消炎的作用，從而增強血管彈性，有效遏制
心腦血管病變的發生和發展，為健康長壽注入
了無窮的動力源泉。

野花牌綠蜂膠，蜂膠中的王者，巴西第一
名牌，世界公認最佳品質：自1982年以來最悠
久的生產歷史，有效成分含量業內最高，淨濃

度85%，超高類黃酮含量、超高酚多體含量，
且絕無蜂蠟無酒精，不含任何重金屬有害元素
。

專 業 醫 學 顧 問 免 費 咨 詢 熱 線 ：
1-866-690-4888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
總代理

Email：service@bpropolis.com 網站: www.
bpropolis.com 網上中文快捷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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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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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新聞圖片

埃及旅遊和文物部12月5日發表聲明說，來自西班牙的考古團隊在埃及明亞省拜赫奈薩考古區發現兩座距今超
過2500年的墓葬，並出土兩具口含 「金舌」 的人類遺骸。埃及旅遊和文物部12月5日發表聲明說，來自西班牙的考
古團隊在埃及明亞省拜赫奈薩考古區發現兩座距今超過2500年的墓葬，並出土兩具口含 「金舌」 的人類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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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10日，絲綢之路國際藝術作品

展在古城西安舉行，來自14個國家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作品和當代繪畫、雕塑等作品同場展出

，為觀眾帶來了一場文化和視覺的盛宴。作為

第七屆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的重要組成部分，

絲綢之路國際藝術作品展以「承古傳新 藝匯長

安」為主題，旨在展示各國文化的獨特面貌，

彰顯共生共融的文化淵源。不同藝術形式齊聚

一堂，既凸顯出各個藝術門類的獨特表現力，

亦體現出藝術作為世界語言的屬性。

聖 誕 將

近，日本東

京街頭彩燈

裝扮，節日

氣氛漸濃。

【美南新聞泉深】休斯頓火箭隊在連續15 場比賽失利之後
，又連勝六場，創造了NBA歷史。 12月8日星期三迎來了東部
排名第一、實力雄厚、又有前火箭球星詹姆斯·哈登領銜的布魯
克林籃網隊，火箭球員要經受嚴厲的考驗。火箭球員不負眾望、
多點開花，六人得分上雙，以114-104 擊敗籃網隊，將他們的連
勝紀錄擴大到第七場。四節比分（火箭在前）：30-23，37-29
，23-21，24-31。

數據統計，火箭隊這邊，埃里克·戈登在第四節第二次技術
犯規被驅逐出場之前得到 球隊最高的21 分，馬修斯19分，布魯
克斯14分5籃板，伍德12分15籃板，泰特10分5助攻，克里斯
托弗18分。

籃網隊這邊，因 NBA 頭號得分手凱文·杜蘭特和拉馬庫斯·
阿爾德里奇都在輪休，哈登得到25分11籃板8助攻，米爾斯12
分，卡姆·托馬斯18分，米爾薩普10分6籃板。

本場焦點人物是前火箭球星詹姆斯·哈登，火箭隊是他生涯
輝煌的開始，也是他走向巔峰歲月最好的一段回憶，他在這裡成

為MVP和頂級球星，所以每次重返火箭隊主場豐田中心對哈登
來說都是一段難忘之旅。

哈登在被介紹時收到了相當多的噓聲，比賽時球籃網球員都
會把球傳給他，希望他在原主場表突出，但火箭球迷並不買賬，
畢竟遠走他鄉，哈登有些尷尬，但得到隊友的安慰。在第一節暫
停期間播放了哈登在休斯頓期間的精彩視頻後，他得到了熱烈的
掌聲。哈登雙手呈心形，舉過頭頂，然後移到胸前，在人群的歡
呼聲中微笑。

哈登上場打了42分鐘，開局之後哈登持球就會迎來巨大的
噓聲，而哈登馬上一個後撤步三分讓曾經自己的主場鴉雀無聲，
隨後又是連續衝搶籃板送助攻，幫助籃網在開局不利的情況下反
超了火箭。然而第一節後半段哈登被火箭球員瘋狂包夾，籃網一
度落後到了9分，哈登的進攻也再次陷入停滯。

第二節剛開始，火箭隊領先到了11分，哈登被連續包夾，
衝擊丟球，沒有出手機會，籃網瞬間陷入了低迷。第二節9分鐘
，籃網落後13分陷入困境，哈登甚至不得已罕見地在內線單挑

對手中鋒打板命中。第二節4分鐘，哈登迎來了和老隊友戈登的
一次對抗，結果大鬍子推著戈登往裡衝殺，罰球再次追分，之後
又撤步投中3分，將籃網從落後20分追到12分。

但是到了第三節哈登11投僅3中只拿下17分，甚至被火箭
圍剿的連助攻都送不出去，只有5次助攻。第四節哈登繼續在場
，這一次他連續送給了手感很好的杜克，連刷2次助攻，籃網也
再次追上了分差。

末節最後7分鐘，哈登終於再次開火，一個後撤步的3+1投
籃，被對手掀翻之後投中，這個球投中之後籃網已經從落後17
分追到了4分。不過哈登此後出現失誤被火箭搶斷反擊，籃網錯
失良機再次被拉到了10分差距。最致命的是暫停回來之後，還
是哈登再次被馬修斯搶斷並且犯規，籃網最後3分鐘落後12分，
最終在這場哈登帶隊回家的比賽中，籃網全場被火箭全場被壓制
，送給火箭7連勝。

籃網隊這場失利也結束了六連勝。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火箭雄起多點開花撕破東部第一籃網七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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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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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排聯日前公布了2022年國家女排聯賽的主
辦城市和分組。每個比賽周，16支參賽隊將分成兩
個小組進行比賽。

根據安排，整個賽事將分為3個比賽周，每個
比賽周的兩個小組分別在不同城市進行比賽，總決
賽將於2022年7月13日至17日舉行，舉辦城市待

定。
第一個比賽周將於2022年5月31日至6月5日

上演，中國女排的同組對手是土耳其、俄羅斯、荷
蘭、意大利、比利時、塞爾維亞、泰國，比賽地為
土耳其安卡拉。

第二個比賽周將在2022年6月14日至19日進

行，中國女排的同組對手是美國、日本、俄羅斯、
比利時、波蘭、泰國、加拿大，比賽地為菲律賓帕
賽。第三個比賽周的時間是2022年6月28日至7月3
日，中國女排的同組對手是俄羅斯、巴西、多米尼
加、意大利、波蘭、韓國、泰國，比賽地為俄羅斯
烏法。 ●中新網

日本單板滑雪運動員平野步夢在過去兩屆冬奧會
上都贏得男子自由式滑雪U型場地銀牌，現在他希望
能在北京冬奧會上奪金。

平野步夢現在已經成為冬夏奧運兩棲運動員，他
參加了東京奧運會的滑板比賽，可惜無緣決賽。比起
2014年索契冬奧會首次參加奧運會就贏得銀牌的戰
績，自然無法相比，不過好在北京冬奧會就在眼前，
他有機會參加個人生涯中的第4屆奧運會，儘管他只有
23歲。

“我這次必須用最短的時間來為冬奧會做好準
備，這是一項全新的體驗。”他最近在接受日本媒體
採訪時說。他指的是從滑板到單板滑雪的轉換，畢竟
從東京奧運會到北京冬奧會之間只有半年時間。他
說：“我正在與時間賽跑，我必須抓緊時間。”

平野步夢在索契冬奧會上輸給了瑞士選手波德拉
德奇科夫，4年前在平昌，他不敵美國選手肖恩懷特，
再次獲得銀牌，不過他相信過去兩次參賽經驗能夠幫
助他在北京奪金。 ●新華社

成都大運會倒計時200天
大運村揭牌亮相

國家女排聯賽 分組及比賽地確定

8日，成都2021年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
會（簡稱成都大運會）倒計時200天之際，作為成
都大運會“迎賓館”的大運村揭牌亮相，大運村村
委會正式成立。

成都大運會將於2022年6月26日至7月7日舉
行。該賽事是繼2001年北京大運會、2011年深圳
大運會之後，中國大陸第三次舉辦大運會，共設置
射箭、籃球、排球等18個比賽大項，比賽訓練場館
49處。

成都大運村整體佔地面積約80萬平方米，將
為代表團提供住宿、餐飲、健身、商業、休閒娛
樂、文化交流等多種服務，保障運動員以最佳狀態
參賽。成都大運村由居住區、運行區、國際區和交
通區4部分組成。其中，國際區設置主信息中心和

賽事信息中心，可一站式快捷辦理代表團相關業
務。

成都大運會執委會大運村部黨組書記、專職副
部長霍忠生介紹說，成都大運村於2019年4月啟動
建設，對成都大學學生宿舍、食堂等進行改造，同
時新建代表團公寓、醫療中心、游泳館等22個單體
建築。賽後，成都大運村將整體移交所在高校。

“大運村是孕育新觀點、結交新朋友、催生新
合作的搖籃，積極的改變和美好的明天都將從這裏
起航。”國際大體聯代理主席雷諾艾德在視頻致辭
中表示，目前賽事組委會已為全球最大規模的學生
運動會搭建好了舞台，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賦予它生
機與活力，大運村的揭幕讓人們離精彩紛呈的盛會
又近了一步。 ●中新社

日本名將平野步夢
瞄準北京冬奧會金牌

●●平野步夢平野步夢（（中中））希望希望
揚威北京冬奧揚威北京冬奧。。 新華社新華社

●●國際大體聯代理主席艾德通過視頻致辭國際大體聯代理主席艾德通過視頻致辭。。 中新社中新社

據傳媒報道，早前落實出任中國國家足球隊（國足）主

帥的李霄鵬，日前由北京飛抵上海，和一眾領導層見面。另一

方面，李霄鵬亦有和老國足隊友兼前任主帥李鐵碰頭，落實工作

交接事宜，消息指國足將會組建新的教練團隊，李鐵的教練團

隊將不會有助教留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在12月3日，中國足協宣布李鐵
辭去國足主帥職務，並決定聘

用李霄鵬為新任主帥；在消息落
實後，據報李霄鵬立即應體育
管理部門相關負責人之邀到
北京會面，並和各有關方面
進行工作溝通。到日前，
李霄鵬由北京飛赴上
海，準備和中國足協
主要領導及新任領
隊戚軍見面；中國
足協主席陳戌源
早前率國足代
表團備戰12
強賽，代
表 團 於
11 月
18 日
回 國
後，陳戌
源與團隊其
他成員均要接
受“14＋7”的
醫學隔離觀察，
並在上海進行為
期7天的“自
主觀察”直
到 本 月 9
日。此外，李
霄鵬據報亦會
和國家體育總局
副局長、中國足協
黨委書記杜兆才會面。

此外，李霄鵬今次到上海，亦有
和前任主帥李鐵會面，落實工作交接事
宜；早前一直擔任國足守門員教練的區楚良，日前
便在微博貼出自己和李鐵、李霄鵬在國足駐地酒店
的合照，由於三人一直是國家隊的親密隊友，故李霄
鵬今次到來和李鐵交接，氣氛據報也沒有顯得尷尬。

傳區楚良不留任守門員教練
內地傳媒表示，李霄鵬目前首要任務，是建立一支業務水

平、工作態度和為人品質俱佳的教練團隊，以便立即展開備戰
餘下世界盃外圍賽賽事的工作，以及深入到聯賽賽區考察球員。
消息同時指出，李霄鵬今次將不會攜同之前在武漢隊執教時的教練
團到國足，新助教成員具體人選將由他與中國足協協商產生。早前曾
有消息稱，區楚良有望繼續留隊擔任守門員教練，但最新消息顯示他將
大概率離開國足，故今次將有全新班底出任國足教練團。

●●國足球員或要遵守國足球員或要遵守44條新規則條新規則。。新華社新華社

● 李 霄 鵬
將盡快展開備
戰工作。

資料圖片

●（左起）
老隊友李鐵、區

楚良和李霄鵬一同
合照。區楚良
微博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有內地傳媒報道，李霄鵬準備在正式開始帶領國
足後，向球員落實“四不准”規則，雖然消息未經證實，但有關新聞已引發球迷
討論。據《東方體育日報》報道，國足新帥李霄鵬定下了一個“四不准”規則，
規則一為不准搞小團體，更不准拉幫結派；規則二為不准歧視歸化球員，更不
准排擠歸化球員；規則三為不准打着國家隊的名義混日子，撈名氣；規則
四則為不准與球迷和媒體為敵，球迷和媒體提出的批評和建議要虛心接
受，不准反駁，更不准對抗。

有球迷認為，上述“四不准”規則，對國足的發揮而言的
確有利無害，但上述規則由於好像和前主帥李鐵任內的一些
新聞有些關連，普遍認為和李鐵關係不錯的李霄鵬不會
定下這些像有針對性的規則，故一切仍有待查證。

傳
李
霄
鵬
定
﹁四
不
准
﹂規
則

●●國足球員或要遵守國足球員或要遵守44條新規則條新規則。。 新華社新華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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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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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主流媒體主流媒體 CNNCNN 才宣佈暫時中止黃金時段才宣佈暫時中止黃金時段
Prime TimePrime Time主持人柯里斯郭莫主持人柯里斯郭莫(Chris Cuomo)(Chris Cuomo)的的
職務不到幾天職務不到幾天,, 突然出重手開除這位收視率最突然出重手開除這位收視率最
高的明星媒體人高的明星媒體人，，震撼新聞界震撼新聞界,, 不過卻也彰顯了不過卻也彰顯了
CNNCNN作為一個正派的媒體為伸張倫理正義作為一個正派的媒體為伸張倫理正義，，絕絕
不包庇護短的作風不包庇護短的作風,, 那是值得肯定的那是值得肯定的。。

柯里斯郭莫原先被柯里斯郭莫原先被CNNCNN暫停工作的原因暫停工作的原因
是他利用職務的權位協助自己的胞兄前紐約州是他利用職務的權位協助自己的胞兄前紐約州
長安德魯郭莫私下運作出主意長安德魯郭莫私下運作出主意,,企圖擺平遭到性企圖擺平遭到性
騷擾的指控騷擾的指控,, 雖然他以手足親情為由雖然他以手足親情為由,,向公司求向公司求
情情,, 所以所以CNNCNN新聞主管紮克當初只訓戒他新聞主管紮克當初只訓戒他，，未未
採取重罰手段採取重罰手段,, 不過不過CNNCNN後來發現他涉案程度後來發現他涉案程度
比自己講的要深比自己講的要深,, 於是特聘律師來徹查於是特聘律師來徹查,, 沒想要沒想要
竟發現連他自己也被其他女人控告性騷擾竟發現連他自己也被其他女人控告性騷擾,, 所所
以原先力保他的紮克不得不了斷與郭莫間的關以原先力保他的紮克不得不了斷與郭莫間的關

係係。。
據指控柯里斯郭莫的女當事據指控柯里斯郭莫的女當事

人律師黛布拉人律師黛布拉••卡茨說卡茨說，，郭莫在策郭莫在策
劃和幫助他哥哥面臨指控的回應劃和幫助他哥哥面臨指控的回應
方面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他卻告但他卻告
訴觀眾訴觀眾，，他只是非常關心那些問題他只是非常關心那些問題
而已而已。。卡茨說卡茨說::““當我的當事人聽到當我的當事人聽到
他的虛偽言論他的虛偽言論，，對他試圖詆毀那些對他試圖詆毀那些
女性感到非常厭惡女性感到非常厭惡。”。”

據了解內情人士透露據了解內情人士透露，，當初在當初在
一位位女性指控柯里斯郭莫的胞一位位女性指控柯里斯郭莫的胞
兄性騷擾時兄性騷擾時，，這位這位CNNCNN主播竟向主播竟向
線人施壓線人施壓，，要求他們提供有關指控要求他們提供有關指控
者的信息者的信息，，並立即向州長報告了他並立即向州長報告了他
所瞭解到的情況所瞭解到的情況，，更積極幫助他對更積極幫助他對
指控做出回應指控做出回應,,後來柯里斯郭莫也後來柯里斯郭莫也
承認承認，，曾打電話關說其他記者曾打電話關說其他記者，，以以
瞭解他們對指控他胞兄的人的相瞭解他們對指控他胞兄的人的相

關信息關信息,,這顯然與他向這顯然與他向CNNCNN說詞不符說詞不符。。
柯里斯郭莫才華洋溢柯里斯郭莫才華洋溢，，如今卻失業了如今卻失業了,,他的他的

哥哥與爸爸都曾是相當強悍的政治人物哥哥與爸爸都曾是相當強悍的政治人物,, 虎父虎父
虎子兩人先後各擔任三屆紐約州長虎子兩人先後各擔任三屆紐約州長,, 父子任內父子任內
政績斐然政績斐然,,創造了政壇奇蹟創造了政壇奇蹟,,而安德魯郭莫去年而安德魯郭莫去年
更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更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抗疫英雄抗疫英雄””,, 怎奈這一怎奈這一
位政壇硬漢與胞弟最後卻都是色厲內荏的人位政壇硬漢與胞弟最後卻都是色厲內荏的人,,
當 然 那 些 挺 身 而 出 的 女 子 也 在 在 彰 顯 了當 然 那 些 挺 身 而 出 的 女 子 也 在 在 彰 顯 了
#MeToo#MeToo 運動的成效運動的成效。。

#MeToo#MeToo自從四年前開始推動以來自從四年前開始推動以來,,已先後已先後
推翻了好萊塢電影大亨哈維推翻了好萊塢電影大亨哈維••溫斯坦以及政溫斯坦以及政
壇壇、、文壇文壇、、商界商界、、娛樂圈和體育界一位又一位的娛樂圈和體育界一位又一位的
權勢人物權勢人物,, 郭莫兄弟只是最新被推倒的兩人郭莫兄弟只是最新被推倒的兩人,,但但
絕不是最後的絕不是最後的,,那些擁有權勢的人豈能不慎焉那些擁有權勢的人豈能不慎焉！！

正當大家密切關注從南非傳來新冠最猛正當大家密切關注從南非傳來新冠最猛
變種變種OmicronOmicron之際之際,, 很多人可能忘了還有另外很多人可能忘了還有另外
一種疾病一種疾病----艾滋病艾滋病(AIDS)(AIDS)的存在與危害的存在與危害。。1212
月月11日是世界衛生組織所公訂的世界愛滋病日是世界衛生組織所公訂的世界愛滋病
日日(World AIDS Day)(World AIDS Day)，，其宗旨在於提高世人對其宗旨在於提高世人對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所引起的愛滋病在全球傳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所引起的愛滋病在全球傳
播的意識播的意識，，並對死於該疾病的人表示哀悼並對死於該疾病的人表示哀悼,, 但但
WHOWHO宣導力道似乎不足宣導力道似乎不足,, 未被廣泛重視未被廣泛重視,, 所所
幸拜登政府還記得這個深具意義的日子幸拜登政府還記得這個深具意義的日子,, 並並
於當天在白宮北門外廊懸掛巨形花圈與大紅於當天在白宮北門外廊懸掛巨形花圈與大紅
絲帶以悼念因艾滋病過世的人絲帶以悼念因艾滋病過世的人。。

愛滋病由來已久愛滋病由來已久,, 根據世衛組織記載根據世衛組織記載,, 遠遠
自自19201920年代就首現於非洲剛果年代就首現於非洲剛果，，那是由西非那是由西非
黑猩猩傳染給人類黑猩猩傳染給人類,, 其病毒透過血液其病毒透過血液、、精液精液、、
母奶母奶、、陰道分泌物或前列腺液等體液傳染陰道分泌物或前列腺液等體液傳染，，一一

般由不安全性行為或輸血直接感染般由不安全性行為或輸血直接感染，，因此防範因此防範
愛滋病最佳方式是不要濫交愛滋病最佳方式是不要濫交，，並在性行為時使並在性行為時使
用保險套用保險套,,有如戴口罩防範新冠病毒一般重有如戴口罩防範新冠病毒一般重
要要。。

愛滋病受到世人關注是在愛滋病受到世人關注是在NBANBA傳奇球星傳奇球星
魔術強生於魔術強生於19911991年宣佈感染了年宣佈感染了HIVHIV後後,, 強生強生
坦言他是因迷戀性生活而被感染坦言他是因迷戀性生活而被感染,, 並因此而並因此而
結束了風光的結束了風光的NBANBA生涯生涯,, 所幸後來接受了華所幸後來接受了華
裔何大一研發調配的雞尾酒療法裔何大一研發調配的雞尾酒療法，，並調整自己並調整自己
的飲食生活與作息的飲食生活與作息，，現已痊癒現已痊癒,, 並做公益宣導並做公益宣導
預防愛滋病預防愛滋病,, 成為最佳代言人成為最佳代言人。。

愛滋病曾被視為洪水猛獸愛滋病曾被視為洪水猛獸,, 在在4040 年前得年前得
了艾滋病毒幾乎等於被判死刑了艾滋病毒幾乎等於被判死刑,, 由於醫學進由於醫學進
步步,, 愛滋病現已成為一種既可預防愛滋病現已成為一種既可預防,, 又可治療又可治療
的疾病的疾病,, 然而許多人因疏忽然而許多人因疏忽，，依然成為愛滋病依然成為愛滋病

受難人受難人。。據據WHOWHO統計統計,, 目前世界每年平均有目前世界每年平均有
7777 萬人因愛滋病而亡萬人因愛滋病而亡,, 在在 20202020 年全球有年全球有 150150
萬新病例和萬新病例和6868萬人死亡萬人死亡,, 這些數字與新冠病這些數字與新冠病
毒相比彷彿是小巫見大巫毒相比彷彿是小巫見大巫，，不過不過,,值得注意的值得注意的
是是,,艾滋病患感染艾滋病患感染COVID-COVID-1919風險比常人高很風險比常人高很
多多，，而且他們居住地區反而受限於地理因素而且他們居住地區反而受限於地理因素,,
可獲得疫苗機會有限可獲得疫苗機會有限,, 據調查據調查,,非洲撒哈拉以非洲撒哈拉以
南有全球近南有全球近7070%%艾滋病患艾滋病患，，但只有但只有1010%%接種了接種了
一劑疫苗一劑疫苗。。

當前環繞愛滋病患較多爭議莫過於對同當前環繞愛滋病患較多爭議莫過於對同
性戀的憎惡性戀的憎惡,, 在男女同性戀在男女同性戀、、異性戀異性戀、、雙性戀雙性戀
與跨性戀的與跨性戀的LGBTQLGBTQ社區儘管獲得法律保障社區儘管獲得法律保障,,
但依然有人以世俗眼光看待他們但依然有人以世俗眼光看待他們,, 其實只要其實只要
他們確保在安全空間中不被感染艾滋病他們確保在安全空間中不被感染艾滋病,, 我我
們應對們應對LGBTQLGBTQ保持尊重的態度啦保持尊重的態度啦！！

芝加哥中國城芝加哥中國城7171歲殷實華裔謝煥新日前歲殷實華裔謝煥新日前
從家裡步行外出買報紙從家裡步行外出買報紙,,竟在唐人街興氏小學竟在唐人街興氏小學
門前行人道上遭一名駕車的黑人開槍襲擊門前行人道上遭一名駕車的黑人開槍襲擊,, 這這
個暴徒還走下車去對著謝煥新連連開槍活活個暴徒還走下車去對著謝煥新連連開槍活活
打死打死,, 其行為之囂張狂妄其行為之囂張狂妄，，令人髮指令人髮指,, 雖然他已雖然他已
被警方逮捕被警方逮捕,, 但兇殺動機不明但兇殺動機不明。。

才在三星期之前才在三星期之前,, 另一位凶狠殘暴的黑人另一位凶狠殘暴的黑人
青年也在芝加哥大學槍殺奪走了中國優秀留青年也在芝加哥大學槍殺奪走了中國優秀留
學生鄭少雄的寶貴生命學生鄭少雄的寶貴生命,, 如今又在中國城發生如今又在中國城發生
另一樁不可思議的華人命案另一樁不可思議的華人命案,, 真是令人膽戰心真是令人膽戰心
驚驚,,不寒而慄不寒而慄,, 美國的治安真的已病入膏肓美國的治安真的已病入膏肓，，無無
可救藥可救藥,,到底誰能確保我們華人在異邦生命的到底誰能確保我們華人在異邦生命的
權利呢權利呢??

根據最新的一份民調顯示根據最新的一份民調顯示，，美國當前所面美國當前所面
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已經不是新冠疫情臨的最嚴重的問題已經不是新冠疫情，，而是槍而是槍

枝泛濫和犯罪問題枝泛濫和犯罪問題。。的確如此的確如此，，
疫情可以靠著施打疫苗和衛生疫情可以靠著施打疫苗和衛生
保健來防範保健來防範，，但是犯罪卻是防不但是犯罪卻是防不
勝防勝防,, 隨着經濟下滑和失業問題隨着經濟下滑和失業問題
所造成的社會犯罪率逐年的增所造成的社會犯罪率逐年的增
加加,, 隨處可見的打隨處可見的打、、砸砸、、搶與開槍搶與開槍
行凶已嚴重的威脅了我們生命行凶已嚴重的威脅了我們生命
的安全的安全，，讓我們時時刻刻生活在讓我們時時刻刻生活在
恐怖的陰影之下恐怖的陰影之下。。政治學家克裡政治學家克裡
斯托弗斯托弗••穆尼曾說過穆尼曾說過：“：“恐懼永恐懼永
遠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武器遠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武器，，這一這一
信息還帶有種族色彩信息還帶有種族色彩，，這個國這個國
家家，，犯罪已經被種族化了犯罪已經被種族化了。”。”

穆尼所說的這句話絕非危穆尼所說的這句話絕非危
言聳聽言聳聽,, 值得我們深切的醒悟與值得我們深切的醒悟與
探討探討，，應運不斷激增惡化的槍枝應運不斷激增惡化的槍枝
暴力暴力,, 拜登政府已不是單純的從拜登政府已不是單純的從

槍枝暴力的管控來解決問題槍枝暴力的管控來解決問題,,嚴格管制槍支的嚴格管制槍支的
取得和配備固然重要與必要取得和配備固然重要與必要,,但是如何加強對但是如何加強對
少數族裔的治安維護以及加強族裔和諧的教少數族裔的治安維護以及加強族裔和諧的教
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美國司法部曾宣佈將努美國司法部曾宣佈將努
力遏制芝加哥力遏制芝加哥、、紐約紐約、、洛杉磯洛杉磯、、三藩市灣區和華三藩市灣區和華
盛頓特區的槍支走私問題盛頓特區的槍支走私問題,, 並誓言將啟動五支並誓言將啟動五支
跨司法管轄區的槍支販運打擊部隊跨司法管轄區的槍支販運打擊部隊，，通過打擊通過打擊
重要槍支販運通道的非法槍支販運重要槍支販運通道的非法槍支販運，，幫助減少幫助減少
暴力犯罪暴力犯罪,,但是成效又如何呢但是成效又如何呢？？現在已經沒有人現在已經沒有人
再去追究和關心了再去追究和關心了。。

當然當然,, 杜絕槍枝氾濫與促進族裔和諧是極杜絕槍枝氾濫與促進族裔和諧是極
其困難解決的長遠問題其困難解決的長遠問題，，現在想靠警察或政治現在想靠警察或政治
人物來防衛安全顯然是不足的人物來防衛安全顯然是不足的,,在美華裔除了在美華裔除了
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外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外,, 也只有自求多福了也只有自求多福了！！

拜登政府先前透過拜登政府先前透過CNNCNN管道放話將在近日管道放話將在近日
宣佈杯葛北京冬奧會後不久宣佈杯葛北京冬奧會後不久,, 立刻遭到中國外立刻遭到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警告美國應停止炒作抵制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警告美國應停止炒作抵制，，否否
則中方將採取反制措施則中方將採取反制措施。。結果白宮火速回應結果白宮火速回應，，提提
前正式宣佈前正式宣佈，，鑑於中國在新疆人權的鑑於中國在新疆人權的””踐踏踐踏”，”，將將
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但允但允
許美國運動員將正常比賽許美國運動員將正常比賽。。

從這件事情看來從這件事情看來,, 美國對中國的敵視與惡行美國對中國的敵視與惡行
已越來越嚴重已越來越嚴重,, 好似中了邪氣一般好似中了邪氣一般,, 尤其是當他尤其是當他
們一再以新疆維吾爾人權為惡名狀對中國政府們一再以新疆維吾爾人權為惡名狀對中國政府
與企業祭出制裁可證與企業祭出制裁可證,, 拜登政府已毫不隱瞞的拜登政府已毫不隱瞞的
向中國挑釁向中國挑釁，，甚至不惜破壞奧林匹克的憲章與精甚至不惜破壞奧林匹克的憲章與精
神神,, 已失去了大國的風範已失去了大國的風範。。

北京將在明年二月迎來冬奧會北京將在明年二月迎來冬奧會,, 這也是北京這也是北京

自自20082008年舉辦夏季奧運會以來年舉辦夏季奧運會以來,, 再一再一
次讓中國揚名於世的大好時機次讓中國揚名於世的大好時機,, 但是但是
美國吃味了美國吃味了,, 美國見不得中國的好美國見不得中國的好，，
早從去年起就私下聯合英早從去年起就私下聯合英、、加加、、印印、、澳澳
與歐盟等諸國企圖以人權問題向中與歐盟等諸國企圖以人權問題向中
國發難國發難,, 但是又不願公然與各國奧運但是又不願公然與各國奧運
會當局對立會當局對立,,所以只有秘謀策劃所以只有秘謀策劃，，相當相當
不厚道不厚道,, 如今果真做出來了如今果真做出來了,, 踐踏了踐踏了
奧委會會章與準則奧委會會章與準則,, 更破壞了世界和更破壞了世界和
平平,, 那是極其嚴重的錯誤那是極其嚴重的錯誤,, 所幸拜登所幸拜登
政府還讓運動員參加大會政府還讓運動員參加大會,, 否則必然否則必然
遭到巨大反彈遭到巨大反彈！！

奧運會是超乎政治之外的中立奧運會是超乎政治之外的中立
組織組織,, 其宗旨不僅是體育競賽其宗旨不僅是體育競賽，，更是更是
讓世界藉著競賽機會交流互動讓世界藉著競賽機會交流互動，，以達以達

到和諧團結的目的到和諧團結的目的,,所以奧林匹克的藍所以奧林匹克的藍、、黃黃、、黑黑、、
綠綠、、紅五種不同顏色的圓環圖案相連代表的就是紅五種不同顏色的圓環圖案相連代表的就是
歐歐、、亞亞、、美美、、非非、、澳五大洲的團結澳五大洲的團結，，也由於奧運本身也由於奧運本身
所蘊含的和平與競爭的精神內涵所蘊含的和平與競爭的精神內涵，，所以沒有任何所以沒有任何
力量能將五大洲分離開來力量能將五大洲分離開來,,但美國卻做到了但美國卻做到了。。

儘管美俄在冷戰期間角力儘管美俄在冷戰期間角力,,引發了引發了2020世紀世紀8080
年代一系列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之舉年代一系列相互抵制不參加奧運之舉，，剝奪了運剝奪了運
動員參賽權利動員參賽權利,,而且因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也讓而且因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也讓
20042004年雅典奧運和年雅典奧運和20142014年索契冬奧在愁雲慘霧年索契冬奧在愁雲慘霧
中舉行中舉行，，但奧運會精神不死但奧運會精神不死,, 世人對於和平期求世人對於和平期求
不斷不斷,, 這些精神與訴求拜登政府不是不知道這些精神與訴求拜登政府不是不知道,, 但但
偏偏就是去違背偏偏就是去違背,, 不過奧運會真正核心既然是不過奧運會真正核心既然是
運動員運動員,, 乾脆以後所有的奧運會都不要再邀請乾脆以後所有的奧運會都不要再邀請
任何國家官方代表參加罷了任何國家官方代表參加罷了!!

緬甸軍政府掌控的法院正式對遭罷黜的國務緬甸軍政府掌控的法院正式對遭罷黜的國務
資政翁山素姬做出判決資政翁山素姬做出判決,,她因煽動和違反新冠防她因煽動和違反新冠防
疫規定被判處疫規定被判處44年徒刑年徒刑,, 隨後又獲最高領導人敏隨後又獲最高領導人敏
昂來赦免減刑為昂來赦免減刑為22年年。。不過因翁山素姬一共遭到不過因翁山素姬一共遭到
包括煽動群眾包括煽動群眾、、違反防疫違反防疫、、涉嫌違反機密涉嫌違反機密、、貪污腐貪污腐
敗敗、、選舉舞弊選舉舞弊、、非法進口非法進口、、持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等持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等
1212 項指控項指控,,所以她最後被判刑期絕非區區兩年所以她最後被判刑期絕非區區兩年,,
只不過是軍政府掩人耳目只不過是軍政府掩人耳目,,準備千刀萬剮慢慢凌準備千刀萬剮慢慢凌
遲她罷了遲她罷了,, 軍政府在判決後表示軍政府在判決後表示:: 對翁山素姬的對翁山素姬的
審判顯示緬甸對民主法治的貫徹審判顯示緬甸對民主法治的貫徹,, 任何人都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凌駕法律之上凌駕法律之上。。

軍政府的宣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軍政府的宣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們正確他們正確
的說法應是的說法應是:: 除了軍政府可以凌駕法律外除了軍政府可以凌駕法律外,, 任何任何
人都應該乖乖就範人都應該乖乖就範,,不能挑釁法律尊嚴不能挑釁法律尊嚴。。緬甸人民緬甸人民

真是非常單純真是非常單純,, 他們在判決後他們在判決後，，冒著生命冒著生命
危險危險,,聚集在仰光舉行示威抗議活動聚集在仰光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但但
被安全部隊駕駛汽車闖入鎮壓被安全部隊駕駛汽車闖入鎮壓，，造成造成 55
人死亡人死亡，，多人受傷的慘狀多人受傷的慘狀,, 更有十多人被更有十多人被
逮捕逮捕,, 當然聯合國當然聯合國、、國際社會與人權組織國際社會與人權組織
都立即對緬甸政府不公正審判以及不人都立即對緬甸政府不公正審判以及不人
道行徑表達了嚴正的譴責與遺憾道行徑表達了嚴正的譴責與遺憾,, 並呼並呼
籲釋放翁山素姬籲釋放翁山素姬,, 但是言者諄諄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聽者藐
藐藐,, 所有一切的譴責所有一切的譴責、、遺憾與呼籲都已經遺憾與呼籲都已經
改變不了既定的現實矣改變不了既定的現實矣。。

緬甸這個國家自獨立建國以來一直緬甸這個國家自獨立建國以來一直
在軍人掌控下在軍人掌控下,, 脆弱的民主政治完全禁脆弱的民主政治完全禁
不起考驗不起考驗,, 翁山素姬的父親曾為緬甸軍翁山素姬的父親曾為緬甸軍
隊的創始人隊的創始人，，他致力於爭取緬甸從英國他致力於爭取緬甸從英國
獨立的努力獨立的努力，，但在他實現這一目標之前但在他實現這一目標之前
被暗殺被暗殺,, 在印度和英國留學的翁山素姬在印度和英國留學的翁山素姬

在返回緬甸後繼承父志在返回緬甸後繼承父志,,為民主和人權進行了非為民主和人權進行了非
暴力鬥爭並提升其領導地位暴力鬥爭並提升其領導地位，，但是她創立了全國但是她創立了全國
民主黨聯盟後因倡導民主運動而被軟禁多年民主黨聯盟後因倡導民主運動而被軟禁多年，，並並
於於 19911991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緬甸的民主帶讓緬甸的民主帶
來了契機來了契機。。

但是因為軍人的干政但是因為軍人的干政,,這個國家一直無法享這個國家一直無法享
有祥和有祥和、、自由和民主的安定環境自由和民主的安定環境,, 後來由她領導後來由她領導
的民盟在的民盟在20152015年大選獲勝執政年大選獲勝執政，，並於去年並於去年1111月月
在民眾支持下再次勝出在民眾支持下再次勝出，，但就在履任前夕但就在履任前夕，，敏昂敏昂
來將軍突發動政變奪權來將軍突發動政變奪權，，再次關押了翁山素姬再次關押了翁山素姬,,
現在終於她又將入獄服刑現在終於她又將入獄服刑,, 翁山素姬的時代顯然翁山素姬的時代顯然
已經正式告終已經正式告終,, 緬甸民主已沒有起死回生的契機緬甸民主已沒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了了！！

82 vs. 28 82 vs. 28
看不出這兩個數字

鏡像般的

對稱之美

便很難領悟

宇稱不守恒理論的

神秘高深

把簡單明瞭的算術

82 - 28 = 54

當成唯一的答案

如何能欣賞

這模糊﹑混沌而不確定的

黃昏之戀

if one canif one can’’t see in these two numberst see in these two numbers
the symmetrical beautythe symmetrical beauty
of an object and its image in the mirrorof an object and its image in the mirror
the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mprehendthen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the mysterious and profound naturethe mysterious and profound nature
of the theory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of the theory of Parity Nonconservation

taking the result of a simple arithmetictaking the result of a simple arithmetic
8282 -- 2828 == 5454
as the only solutionas the only solution
how can one appreciatehow can one appreciate
this fuzzy, chaotic and uncertainthis fuzzy, chaotic and uncertain
love affair of dusklove affair of dusk

附注:

(1)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因「宇稱不守恒」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2) 「模糊」﹑「混沌」﹑「不確定」都是近代數學或物理學中的重要理論﹒

Chen-Ning Franklin Yang is a Chinese-born American physicist
who works on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particle physics. He and

Tsung-dao Lee received the 1957 Nobel prize in physics for their
work on parity nonconservation of weak interaction. In 2004, he
married a 28-year-old girl when he was 82. The event stirred up
quite a storm in China. 11 years later in 2015, it was 93 vs. 39
(he was 93 and his wife 39). What magic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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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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

保障家人健康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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