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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風采

黑馬經紀人:: 阿芳 Susan
黑馬經紀人
凱旋地產 置業必選
投資需要勇氣﹐凱旋地產助你一臂之力
投資需要勇氣﹐
住家商業,,免費市場估價報告
住家商業
出租管理,,買新房
出租管理
買新房,, 送冰箱

281281
-928
928-6080

電話﹕
電話
﹕

Email: Susanchanghouston@gmail.com
地址﹕
地址
﹕4502

Riverstone Blvd.#1101
Blvd.#1101,, Missouri City,
TX 77459

名人畫頁
星期二

2021 年 12 月 14 日 ， 王朝古董
王朝古董、
、 跌打療痛中心著名醫師羅榮
華特別準備松露宴，
華特別準備松露宴
，邀請德州資深僑領 Stephen Lee、
Lee、休斯敦
僑領陳韻梅、
僑領陳韻梅
、黑馬地產經紀人阿芳 Susan Chang、
Chang、HotMama
品牌創始人陳鐵梅、
品牌創始人陳鐵梅
、 時尚達人 Nancy Xie、
Xie、 IT 專家 Ken Tang
等一起為正式宣布競選德州州議員的名律師 Daniel Lee 加油
助威。
助威
。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日下午，
， 美國德州安徽同鄉會在休斯頓中國人
活動中心的會議室，
活動中心的會議室
， 舉行了會長換屆理事會議
舉行了會長換屆理事會議，
， 趙美萍會長在
連任兩屆後，
連任兩屆後
， 光榮地完成了使命
光榮地完成了使命。
。 副會長黃宏發經過董事會提
名 ， 換屆會上獲無記名投票高票支持
換屆會上獲無記名投票高票支持，
， 順利當選新一任會長
順利當選新一任會長。
。
同鄉會理事李曼補選為副會長，
同鄉會理事李曼補選為副會長
， 理事候選人蔡明東
理事候選人蔡明東、
、 徐輝
徐輝、
、齊
海瑜補選為新一屆理事。
海瑜補選為新一屆理事
。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日下午，
， 美南新聞聯手中國人活動中心將中
心董事會、
心董事會
、執委會籌款從 Miniso 玩具公司採購的毛茸茸玩具
通過床墊大王 Gallery Furniture 與休斯敦地區的救援物資一道
運往肯塔基颶風受災地區，
運往肯塔基颶風受災地區
，給受災兒童過聖誕
給受災兒童過聖誕。
。

2022年1月4日

2021 年 12 月 15 日晚
日晚，
，位於休斯敦市中心剛剛開幕一月的
擁有世界上最大屋頂花園的 POSTHTX 在設計的富麗堂皇
的 Z Artrum 713 Music Hall 特邀 Monarch Chamber PlayPlayers 室內樂團上演首場燭光室內樂
室內樂團上演首場燭光室內樂，
，將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
子奉獻給近 5000 位觀眾
位觀眾。
。世界名人網特邀時尚達人 Nan
Nancy Xie 等一起前往欣賞並採訪樂隊公關 Rebarca
Rebarca。
。

2021 年 12 月 19 日中午
日中午，
，慶祝中美乒乓外交 50 週年晚宴答謝
宴在冠名贊助商牛角尖//包十一旗下的牛角尖火鍋盛大舉行
宴在冠名贊助商牛角尖
包十一旗下的牛角尖火鍋盛大舉行，
，
慶祝晚宴主席陳韻梅、
慶祝晚宴主席陳韻梅
、副主席陳皙晴與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
長彭梅、
長彭梅
、執行長楊德清
執行長楊德清、
、青玉贊助凱旋地產黑馬地產經紀人
阿芳、
阿芳
、2021 金牛開泰擁抱春天主席王曉芬
金牛開泰擁抱春天主席王曉芬、
、飛龍傳媒陳鐵梅
、贊助商裴習梅等在迎客大廳合影
贊助商裴習梅等在迎客大廳合影。
。

在全球擁有 4200 多家門店的 Miniso 生活用品店 2021 年 11
月剛剛開了兩家門店。
月剛剛開了兩家門店
。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日上午，
， Houston
Miniso 負責人 Yijun Chen 和 Noel Wu 將 200 件毛茸茸玩具捐
給德州兒童醫院 Texas Children Hospital，
Hospital， 讓患病兒童也能
得到一份來自亞裔社區的溫暖。
得到一份來自亞裔社區的溫暖
。

Tuesday, January 4, 2022

B2

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中國人活動中心
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頓華助中心在中心 130 大廳舉行新聞
發佈會宣布 「2022 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
擁抱春天春節聯歡晚會」」 將於 2022 年 1 月 23 日晚六點半在
斯坦福演藝中心舉辦第 10 週年慶典
週年慶典。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
、執行長楊德
清、晚會主席陸峻
晚會主席陸峻、
、副主席張經坤
副主席張經坤、
、王曉芬
王曉芬、
、總導演季家錦
總導演季家錦、
、藝術總監高曉慧
，藝術顧問李文一
藝術顧問李文一、
、東北同鄉會會長楊萬青
東北同鄉會會長楊萬青、
、川渝同鄉會前會長 Tracey 徐渝及
美南新聞、
美南新聞
、世界日報
世界日報、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
、世界名人網
世界名人網、
、飛龍傳媒等休斯敦各大媒體出
席。

2021 年 12 月 29 日週三下午
日週三下午，
，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 Alice Hsiao 蕭老師作為一
線醫護工作者來到 Abbey at Westminster Plaza 和 The Hampton at Meadows
Place 長者社區為客戶提供關愛服務
長者社區為客戶提供關愛服務。
。在上週送跌倒的老太太去復健中心後
在上週送跌倒的老太太去復健中心後，
，
又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陪伴安慰不能跟家裡人吃飯和開禮物的長輩，
又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陪伴安慰不能跟家裡人吃飯和開禮物的長輩
，同時減低
身體疼痛和生活上的不便，
身體疼痛和生活上的不便
，蕭老師表示希望通過自己的服務可以去關心老太太
，讓她生活得開心一點
讓她生活得開心一點。
。

飲食健康

空腹不能吃橘子？饭后不能立马睡觉？
这些“生活禁忌”是真是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
“养生禁忌”，比如说空腹不能吃橘子和山楂、
空腹不能喝牛奶、饭后不能马上洗澡……这些传
言到底是真是假？空腹、饭后到底不能做什么事
？
三类饮食 特殊人群要注意
空腹是指胃里空空的状态，通常食物进入胃
后，排空时间大约是 4~6 小时，而在临床上，空腹
是指不吃不喝 6~8 个小时。
因此，机体处于空腹状态的情况其实也比较
少，但此时由于胃里缺乏内容物，相对更容易受
到“刺激”。
空腹能不能喝牛奶？
牛奶在正常情况下，即便是空腹状态也可以
饮用。
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他们没有办
法轻易消化乳糖，空腹饮用牛奶更容易导致肠内
堆积大量短链脂肪酸和气体，从而出现腹泻、腹
胀或腹痛等症状。因此这类人群最好改喝酸奶或
者无乳糖牛奶。
空腹能不能吃山楂、橘子？
有传言称，空腹吃山楂、橘子等酸味水果会
加重胃酸。
实际上这些水果中虽然含有有机酸、果酸等
多种酸性成分，但人体胃酸的 pH 值比这些有机酸
还低，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空腹适当吃点并不
会造成不适。
但对于患有胃病(如胃炎、胃溃疡)的人群，原
本就胃酸分泌过多，空腹确实不太适合吃山楂、
橘子等过酸的水果，以免加重病情。
空腹吃柿子会不会得胃结石？
柿子含有一定的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会
与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物质粘在一起，形成“柿
结石”，还可能引发急性胃痛、腹痛、腹胀、恶
心、呕吐等症状。
但成熟的柿子中的鞣酸含量相对较低，且
大多数集中在皮上。所以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
说，空腹吃少量的、熟透的、不带皮的柿子，
不用过于担心会长结石；但对于肠胃不好、胃
酸分泌过多的人来说，还是尽量不要空腹吃柿
子了。
这些食物空腹真的不建议食用
过冰、过热、辛辣的食物
空腹状态下食用过于辛辣的食物，会刺激胃
酸大量分泌，容易损伤胃粘膜，引发胃痛、胃痉
挛、腹泻等症状。而过冰、过热的食物，可能引
起胃粘膜的物理损伤，削弱胃粘膜的屏障作用。

即便不是在空腹状态下饮食，也要忌过冰、
过热和辛辣的食物，有肠胃疾病的人群尤其需要
注意。
酒、咖啡、浓茶
酒精是少数能让胃直接吸收的物质，所以空
腹饮酒很容易刺激胃粘膜，可能会引起胃炎、胃
溃疡等多种病变。对糖尿病人群而言，空腹喝酒
还容易出现低血糖，可能出现头晕、昏迷等情况
。
而空腹喝大量咖啡会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可
能导致心跳加速，产生胸闷、心悸等不适症状。
而浓茶中则含有大量的茶碱，经常空腹饮用也会
刺激肠胃，引起不适。
饭后“三不急”健康生活每一天
不急于喝浓茶、喝酸奶、吃水果

很多人饱餐一顿后喜欢喝杯浓茶、喝碗酸奶
、吃点水果，认为这样可以刮油脂、助消化，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
茶叶中的单宁容易和食物中的蛋白质、铁元
素结合产生絮状物，如果长期在饭后喝茶，特别
是浓茶，会加重肠胃负担，也可能造成缺铁性贫
血、蛋白质缺乏症。
而饭后立马吃水果、喝酸奶，相当于增加进
食量，会延长食物在胃里的停留时间，增加胃肠
道负担，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胃胀、便秘
等情况。
不急于躺下睡觉或散步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此时马上躺下
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
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

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
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它会延缓
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
能性消化不良。
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
、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 1 小时再进行。
不急于洗澡、抽烟
饱食后立即洗澡，体表的血流量会增加，而
胃肠道的血流量会相应减少，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群体而言，还容易出现头晕
、昏厥的情况。
吸烟原本就不宜健康，而饭后吸烟危害更大
。进食后胃肠蠕动频繁，血液循环增加，此时吸
烟会增加肺部组织对尼古丁、烟碱等有害物质的
吸收，可直接损伤呼吸系统。

綜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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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汽車走出漂亮上升線
2021 年，對中國汽車而言，是不平
凡的一年。
即便面對讓全球車企抓狂的“缺
芯”、居高不下的原材料價格，以及新
冠肺炎疫情等不利情況，中國汽車業依
然走出了一條漂亮的上升線，展現出産
業強大的發展韌性和內生動力。
在日前召開的“2022 中國汽車市場
發展預測峰會”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付炳鋒表示，在
“電動化、網聯化、智能化”技術變革
促進下，2021 年，中國車企活力顯著增
強，市場消費需求繼續呈現提質升級趨
勢，汽車産銷總體依然保持了穩定增長
，且不乏亮點。他預計，2021 年全年我
國汽車總銷量將突破 2600 萬輛。

年相關企業新增 3.9 萬家。
新能 源 車 企 的 感 受 更 爲 直 接 。 比
亞迪乘用車産業辦公室主任熊甜波告
訴記者，2021 年從整個新能源汽車市
場來看，有喜有憂。喜的是，很多汽
車主機廠都呈現需求旺盛、訂單飛速
增長的狀態。以比亞迪爲例，2021 年
訂單需求量超百萬輛。憂的是，以比
亞迪爲例，由于對需求的預測不夠充
分，導致産能准備不足，很多訂單沒
辦法及時交付。因爲供應鏈跟不上，
很 多 主 機 廠 整 個 生 産 受到很大影響，
沒辦法滿足市場需求。
“ 2021 年 新 能 源 汽 車 呈 現 出 一 輪
強勢增長的態勢，並且在各細分市
場均有較爲良好的表現。”乘用車
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預測
新能源車強勢增長
， 2022 年 將 持 續 向 好 ， 新 能 源 汽 車
曾經，年銷百萬對新能源汽車行業 有 望 成 爲 中國領先于世界的良好發展
來說還是個天文數字。僅僅過去幾年， 機遇之一。
新能源汽車已穩穩地站在了數百萬銷量
的基礎上。
“走出去”步伐加快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的 11 月份汽
2021 年 以 來 ， 隨 著 海 外 市 場 需 求
車工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2021 年 1 月 逐步恢複，中國汽車品牌憑借日益提
至 11 月，我國新能源汽車産銷分別完成 升的質量、技術和服務，在海外市場
302.3 萬輛和 299.0 萬輛，同比均增長 1.7 的出口量持續增長，“走出去”步伐
倍，市場滲透率爲 12.7%。
明顯加快。
新能源汽車有多火爆，中汽協副秘
中汽協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 年前
書長陳士華總結說：“2021 年車展上， 11 個月中國汽車累計出口量達 179.3 萬輛
各大車企發布的新車基本都是新能源汽 ，同比增長 1.1 倍。其中，11 月出口量高
車了。”
達 20 萬輛，同比增長 59.1%。
付炳鋒表示，特別是 2021 年 6 月以
多個中國汽車品牌出口量均大幅增
來，新能源汽車月銷量連續刷新曆史紀 長，創下新高。2021 年 1 月至 11 月，上
錄，滲透率不斷提升。前 11 個月，新能 汽乘用車出口 24.5 萬輛，已超過去年出
源汽車累計産量突破 300 萬輛，銷量接 口總銷量；江汽集團累計出口 6.8 萬輛，
近 300 萬輛，預計 2021 年全年銷量有望 同 比 增 長 112.8% ； 奇 瑞 汽 車 累 計 出 口
達到 340 萬輛，同比增長 1.6 倍。他判斷 237901 輛，同比增長 137.6%。
，新能源汽車市場進入爆發式增長新階
“出口是 2021 年很大的增長點。”
段，已由過去的以政策驅動爲主轉向了 陳士華分析說，一方面因爲疫情，海外
市場驅動。
當地供應跟不上；另一方面中國汽車性
投資額快速增長，也印證了市場對 價比確實很高，産品檔次提升了。
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持續看好。天眼查數
在出口量增長的同時，中國汽車品
據顯示，我國 2021 年新增新能源汽車相 牌還實現了在更多海外市場的突破，在
關企業是 2020 年的 2.4 倍，相關領域融 多個市場的排名不斷上升。以吉利汽車
資總額超 800 億元。同時，換電正成爲 爲例，首批出海的幾何 C 車型，在以色
新能源汽車廠商新的業務增長點，2021 列上市當月累計訂單就達到了 2486 輛；

在菲律賓，吉利汽車月銷量創下新紀錄
；在卡塔爾，吉利汽車的市場占有率排
名進入到前十的位置。
陳士華介紹，現在中國新能源汽車
出口到南美、東南亞、西亞、歐洲市場
，而且出口到比利時、英國、德國等市
場的新能源汽車數量還在快速增長。
營銷接地氣、精准匹配當地路況和
使用需求，成爲中國車企出海的一大特
點。蔚來汽車創始人李斌在 2022 NIO
Day 上表示，2022 年蔚來的産品與全體
系服務將在德國、荷蘭、瑞典、丹麥正
式落地。同時，蔚來計劃到 2025 年，爲
超過 25 個國家和地區的用戶提供服務。
小鵬汽車聯合創始人、總裁夏珩在
發布新車型小鵬 G9 時也對國際化策略進
行闡釋，“G9 是我們第一款從設計之初
就充分考慮到全球化的車型，這款車型
的設計不只關注了全球各個市場的法規
認證和環保等方面的問題，還在功能上
考慮了很多海外用戶的需求”。
付炳鋒表示，得益于國際市場逐步
恢複、國內供應能力穩定，以及新能源
汽車出口爆發增長等多重利好因素，我
國汽車出口延續了 2020 年四季度以來的

增長態勢，連續數月刷新曆史紀錄，預 市場的路線不同，如今的自主品牌尤其
計 2021 年全年出口有望超 200 萬輛。
是新能源企業抓住我國消費升級的機遇
，在高端領域加速邁進。
自主品牌逆勢上揚
11 月 15 日，由長安汽車、華爲、甯
車市競爭，有進就有退。2021 年以 德時代共同打造的高端智能電動汽車阿
來，中國品牌汽車市場占有率一路走高 維塔正式亮相，定位中型純電 SUV；11
，而此前的中國車市雙雄——德系和日 月 17 日，長城汽車高端電動化品牌沙龍
系品牌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推出首款車型機甲龍，售價 48.8 萬元，
中汽協發布的數據顯示，11 月份， 開啓預訂後的 3.5 個小時，101 輛限量版
乘用車銷售 252.2 萬輛汽車，同比下滑 宣布售罄；11 月 19 日，北汽極狐阿爾法
9.1%。1 月至 11 月銷售乘用車 1906 萬輛 S 華爲 HI 量産版首次公開亮相……
，同比增長 7.1%。其中，1 月至 11 月自
崔東樹認爲，如今的汽車消費市場
主品牌市場占有率達 44.1%，同比增長 更加多元化，消費者更青睐自主品牌新
6.4 個百分點，爲史上最高的市場份額。 能源汽車。年輕人在新能源汽車消費者
“中國品牌乘用車份額同比連續 8 中占很大一部分，他們對自主品牌更加
個月保持增長。”付炳鋒表示，在新能 信任。隨著消費人群重塑及消費升級帶
源和汽車出口“雙驅動”拉動下，2021 來的影響，自主品牌有望借機擺脫以往
年中國品牌乘用車前 11 個月銷售超過 的低端化形象。
840 萬輛，占乘用車銷售總量超過 44%，
不可否認的是，借助新能源汽車的
回到曆史高點。
先發優勢，中國汽車産業不再是被甩在
宏觀數據來自每一家車企的具體表 後面的追趕者，部分企業已經成爲全球
現。在多重壓力下，中國品牌汽車集體 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領跑者之一。中國汽
逆勢而上，吉利、長城、長安、奇瑞、 車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比亞迪均有上乘表現。
，中國汽車産業正在迎來一個嶄新的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前靠低端圈 發展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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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晶愛情小說《2020 黃昏戀
石晶愛情小說《
黃昏戀》
》
亞馬遜全球正式出版發行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出版社與亞馬遜出版社
美南新聞出版社與亞馬遜出版社（
（EHG
EHGBooks） 合作出版發行的石晶愛情小說
Books）
合作出版發行的石晶愛情小說《
《2020 黃昏戀
黃昏戀》
》 於 2022
年 1 月 2 日正式在亞馬遜網站
日正式在亞馬遜網站（
（www.amazon.com
www.amazon.com）
）出版發行並
開辦全球網上訂購業務。您只需要點擊亞馬遜網站，輸入
《2020 黃昏戀
黃昏戀》，
》，專著的紙質版本和桌面電子版本都能顯示出
專著的紙質版本和桌面電子版本都能顯示出
來 。 也可以直接通過搜索引擎輸入
也可以直接通過搜索引擎輸入《
《2020 黃昏戀
黃昏戀》，
》，顯示出
顯示出
《2020 黃昏戀
黃昏戀》
》的作品介紹
的作品介紹。
。
彩色紙質版本書籍的定價為$
彩色紙質版本書籍的定價為
$66
66..87
87，
，免費郵寄到客戶家門口
；桌面版本的定價為
桌面版本的定價為$
$6.99
99，
，亞馬遜直接將電子書籍發到客戶信
箱。
小說簡介
新冠疫情惡魔般詭異，
新冠疫情惡魔般詭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瘋狂突襲意大
利倫巴第貝加莫收割人頭。
利倫巴第貝加莫收割人頭
。 瞬間 80
80%
% 的老人成了這場災難最大
的弱勢群體，
的弱勢群體
，許多人來不及被送進醫院就已經死在了家中
許多人來不及被送進醫院就已經死在了家中。
。幾乎
每一個人都有失去的親人。
每一個人都有失去的親人
。沒有硝煙的戰爭啊
沒有硝煙的戰爭啊，
，比戰爭場面還要
慘烈！
慘烈
！倆位倖存活著的老人
倆位倖存活著的老人，
，他們頓悟
他們頓悟！
！與其戰戰兢兢的等死
與其戰戰兢兢的等死，
，

不如勇敢從容淡定的生。
不如勇敢從容淡定的生。
他們互相鼓勵支撐，
他們互相鼓勵支撐
，與時間賽跑與病毒抗爭
與時間賽跑與病毒抗爭。
。
他們更加懂得尊重生命，
他們更加懂得尊重生命
，不離不棄生死相依
不離不棄生死相依，
，攜手奔赴白衣
戰士救死扶傷的戰地。
戰士救死扶傷的戰地
。
他們渾身散發出捍衛人性偉大精神的光輝。
他們渾身散發出捍衛人性偉大精神的光輝
。
病毒無情人有情，
病毒無情人有情
，人類必須學會與災難共處
人類必須學會與災難共處，
，帶著災難前行
！
一場黃昏戀在 21 世紀新冠疫情最猖獗之時
世紀新冠疫情最猖獗之時，
，火熱的暖暖的
燦爛綻放！
燦爛綻放
！
石晶簡介
石晶，
石晶
，出生上海
出生上海，
，成長在西安
成長在西安，
，是中國
是中國《
《老三屆
老三屆》
》1968 屆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 1992 年赴美長期從事媒體報業工作
年赴美長期從事媒體報業工作，
，現居
住美國休斯頓。
住美國休斯頓
。
如果您有計劃出版發行書籍，
如果您有計劃出版發行書籍
，請直接與美國美南新聞出版社
聯繫。
聯繫
。聯繫人
聯繫人：
：朱全勝博士
美國電話：
美國電話
：1-346
346-400
400-8663
8663，
， 1-281
281-917
917-0504

Email: zhuqs26
zhuqs26@gmail.com
@gmail.com
作者需要提供出版發行書籍的全文版本，
作者需要提供出版發行書籍的全文版本
，包括著作的中
、 英文名稱
英文名稱，
， 作者的中
作者的中、
、 英文簡介
英文簡介，
， 出版書籍內容的中
出版書籍內容的中、
、
英文簡介，
英文簡介
， 作品目錄
作品目錄（
（ 選項
選項），
），書籍的全部內容
書籍的全部內容。
。 目錄和
內容僅提供需要發行的語言（
內容僅提供需要發行的語言
（ 中文或英文或其它語言文字
）。全部文字以
）。
全部文字以 Word 文檔發到聯繫人的郵箱
文檔發到聯繫人的郵箱，
， 不受理
PDF 版本文檔
版本文檔。
。需要一張作者的近照在書中用於作者的介
紹 。 如果書中有圖片
如果書中有圖片，
， 請放在適合的位置並在圖片下方加
上註釋。
上註釋
。
亞馬遜出版社負責彩色封面和封底設計、
亞馬遜出版社負責彩色封面和封底設計
、排版
排版。
。如果作
者能提供自己設計的封面更好。
者能提供自己設計的封面更好
。
亞馬遜將印刷發行前的 PDF 文檔交給作者核對
文檔交給作者核對，
， 作者核對
完後由亞馬遜出版商 EHGBooks 正式出版發行
正式出版發行。
。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
書籍內容為黑白版本，
書籍內容為黑白版本
， 全書在 200 頁或以內收費
頁或以內收費$
$899
899，
，超
過 200 頁收
頁收$
$999
999。
。 若內容圖片為彩色版本
若內容圖片為彩色版本，
， 全書採用銅版紙印
刷，全書在 200 頁或以內收費
頁或以內收費$
$999
999，
， 若超過 200 頁，收$1099
1099。
。
發行內容包括紙質版書籍和桌面版書籍，
發行內容包括紙質版書籍和桌面版書籍
，免費送作者兩本紙
質版書籍。
質版書籍
。 作者以亞馬遜定價的 60
60%
% 折扣購買黑白版本的書籍
，彩色版本的書籍以 50
50%
%折扣購買
折扣購買。
。
亞馬遜為作者提供著作費，
亞馬遜為作者提供著作費
， 若銷售的是書籍
若銷售的是書籍，
， 作者可收到
15%
15
% 的著作費
的著作費（
（ 銷售 100 元給作者 15 元 ），
），若是桌面電子書籍
若是桌面電子書籍
，作者可收到 30
30%
%的著作費
的著作費（
（銷售 100 元給作者 30 元）。
紙質書籍的銷售價和桌面書籍的銷售價由亞馬遜出版社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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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 Omicron 的大流行與之前的
大流行不同，
大流行不同
，專家
專家：
：高度傳染
高度傳染、
、危險
【 美南新聞泉深
美南新聞泉深】
】 由高度傳染性的 Omicron 變種的驅動
變種的驅動，
，美
國在 2022 年開始了大規模的 CovidCovid-19
19 病例激增
病例激增，
，一些專家警告
說，這將與大流行中的任何其它時間不同
這將與大流行中的任何其它時間不同。
。
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
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 急診醫學教授埃絲特·週 （Esther Choo ） 博士周六說
博士周六說：“
：“我們
我們
必須明白的是，
必須明白的是
，我們的衛生系統處於一個與之前病例激增時截然不
同的地方，
同的地方
，我們剛剛失去的醫護人員數量非常多
我們剛剛失去的醫護人員數量非常多，
，我們已經失去了
至少 20
20%
% 的醫護人員
的醫護人員，
，可能更多
可能更多。”
。”
周博士補充說：“
周博士補充說
：“這種毒株傳染性很強
這種毒株傳染性很強，
，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認
識很多同事，
識很多同事
，他們目前被感染或有症狀並正在接受隔離
他們目前被感染或有症狀並正在接受隔離。”
。”
貝勒大學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彼得·霍特茲
霍特茲（
（Peter Hotez）
Hotez）博
士周五說，
士周五說
，大量的醫護人員感染病毒也將影響美國人的醫生預約
大量的醫護人員感染病毒也將影響美國人的醫生預約，
，
病人因 CovidCovid-19
19 住院時可能會出現危險情況
住院時可能會出現危險情況。
。
他說：“
他說
：“兩種情況都會發生
兩種情況都會發生：
：病人進入醫院
病人進入醫院，
，而幾乎所有醫護
人員因感染不能工作。”
人員因感染不能工作
。”
但最新的變種不僅僅是減少醫護人員的數量，
但最新的變種不僅僅是減少醫護人員的數量
， 隨著病毒像野火一樣在美國社區蔓延
隨著病毒像野火一樣在美國社區蔓延，
，人員配
備問題已經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備問題已經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
由於人員配備問題，
由於人員配備問題
，紐約市大都會交通管理局 (MTA) 上周宣布
上周宣布，
，多條地鐵線路暫停運營
多條地鐵線路暫停運營。
。
在俄亥俄州，
在俄亥俄州
，由於 CovidCovid-19
19 感染率上升
感染率上升，
，該市消防部門人員短缺
該市消防部門人員短缺，
，辛辛那提市長宣布進入
緊急狀態，
緊急狀態
，並在聲明中表示
並在聲明中表示，
，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
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
，將“嚴重破壞
嚴重破壞”
”急救人員的工作
急救人員的工作。
。
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災難醫學主任詹姆斯·
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災難醫學主任詹姆斯
·菲利普斯
菲利普斯（
（James Phillips）
Phillips） 博士周六警告說
博士周六警告說：
：
“我們再次看到患者激增
我們再次看到患者激增，
，這在這場大流行中是前所未有的
這在這場大流行中是前所未有的。”
。” “美國其它地區的情況可能非常
嚴重，
嚴重
，他們需要做好準備
他們需要做好準備。”
。”
專家們說，
專家們說
，絕大多數患者仍未接種疫苗
絕大多數患者仍未接種疫苗。
。
大流行前線的醫護人員說，
大流行前線的醫護人員說
，在最近的激增中
在最近的激增中，
，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繼續增加 CovidCovid-19
19 住院
率，這很像夏季的激增
這很像夏季的激增，
，當時 Delta 變種正在肆虐該國部分地區
變種正在肆虐該國部分地區。
。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CDC）
）的數據
的數據，
，儘管公共衛生專家一年來呼籲接種疫苗
儘管公共衛生專家一年來呼籲接種疫苗—
——
現在得到了加強—
現在得到了加強
——但只有約 62
62%
% 的美國人口接種了疫苗
的美國人口接種了疫苗。
。
數據顯示，
數據顯示
，大約只有 33
33..4% 的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接受了加強劑量
的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接受了加強劑量。
。
范德比爾特大學醫學中心教授威廉·沙夫納
沙夫納（
（William Schaffner）
Schaffner）博士周六說
博士周六說：“
：“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沒有
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那仍然是風險最高的群體
那仍然是風險最高的群體。
。被我們機構收錄的成年人
被我們機構收錄的成年人，
，絕大多數仍然沒有接種疫苗
絕大多數仍然沒有接種疫苗。
。
”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聖母湖地區醫療中心的首席醫療官凱瑟琳·奧尼爾
奧尼爾（
（Catherine O'Neal
）博士說
博士說，
，他們的醫院在過去一周內的住院人數和急診就診人數增加了兩倍
他們的醫院在過去一周內的住院人數和急診就診人數增加了兩倍。
。
奧尼爾說：“
奧尼爾說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接種疫苗的人們沒有生病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接種疫苗的人們沒有生病。
。一些身體虛弱
一些身體虛弱、
、有多種合併
症的患者接種疫苗後感染確實需要住院，
症的患者接種疫苗後感染確實需要住院
，但他們的住院時間更短
但他們的住院時間更短，
，幾天后他們就可以出院了
幾天后他們就可以出院了。”
。”
“我們未接種疫苗的患者是病情最嚴重的患者
我們未接種疫苗的患者是病情最嚴重的患者，
，他們是最有可能使用呼吸機的患者
他們是最有可能使用呼吸機的患者。”
。”
奧尼爾說，
奧尼爾說
，醫院因人數激增而人滿為患
醫院因人數激增而人滿為患，
，他們擔心他們可能無法
他們擔心他們可能無法“
“按照我們希望的以之前照
顧病人的方式來照顧他們”。
顧病人的方式來照顧他們
”。
她補充說：“
她補充說
：“我們的測試用完了
我們的測試用完了，
，我們的房間用完了
我們的房間用完了，
，我們被淹沒在急診室
我們被淹沒在急診室。”
。”
佐治亞州的三個大型學區重返遠程課堂，
佐治亞州的三個大型學區重返遠程課堂
，兒童住院人數也有所增加
兒童住院人數也有所增加，
，一些醫院報告了自大流
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數字。
行開始以來的最高數字
。
根據 CDC 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上周公布的數據
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上周公布的數據，
，在截至 12 月 28 日的一周中的任何一
天，平均有 378 名兒童因 CovidCovid-19
19 入院
入院。
。
這比前一周增長了 66
66%
% 以上
以上—
——打破了該州此前平均每天有 342 名兒童入院的記錄
名兒童入院的記錄，
，這是
在 8 月底和 9 月初出現的
月初出現的。
。
霍特茲週六說，
霍特茲週六說
，這次病毒不是專門針對兒童的
這次病毒不是專門針對兒童的，
，但由於現在社區中傳播的病毒更多
但由於現在社區中傳播的病毒更多，
，更多兒
童也更有可能被感染。
童也更有可能被感染
。
霍特茲補充說，
霍特茲補充說
，隨著學校重新開放
隨著學校重新開放，
，這些兒科收留感染的兒童將變得更糟
這些兒科收留感染的兒童將變得更糟，
，尤其是在高傳播
地區。
地區
。
霍特茲說：“
霍特茲說
：“在某些學區
在某些學區，
，未來幾週 Omicron 的情況可能會如此激烈
的情況可能會如此激烈，
，因此將事情推遲幾周
可能是明智的。”
可能是明智的
。” “這將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時期
這將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時期，
，人們
必須要有耐心。”
必須要有耐心
。”
亞特蘭大公立學校 (APS) 宣布
宣布，
，所有學區學校將在 1 月 7 日
之前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虛擬運營服務，
之前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虛擬運營服務
，理由是病例激
增。
APS 週六在一份聲明中說
週六在一份聲明中說：“
：“由於亞特蘭大都會區的陽性病
由於亞特蘭大都會區的陽性病
例迅速增加，
例迅速增加
， 學生們將於 1 月 4 日星期二至 1 月 7 日星期五
開始虛擬課程。”
開始虛擬課程
。”
“ 我們目前的計劃是在 1 月 10 日星期一恢復面對面的指導
。除非生病
除非生病，
，否則所有 APS 員工都必須在 1 月 3 日星期一到
他們的工作地點報導，
他們的工作地點報導
， 進行強制性 COVIDCOVID-19
19 監測測試
監測測試，
，從
員工測試中收集的數據將用於未來的規劃。”
員工測試中收集的數據將用於未來的規劃
。”
APS 表示
表示，
， 此舉將允許學生和教職員工接受測試
此舉將允許學生和教職員工接受測試，
， 並根據
CDC 和衛生部門的指導方針根據需要進行隔離
和衛生部門的指導方針根據需要進行隔離。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鳥語花香

泰国“蛇王”决战：蟒蛇绞眼镜王蛇、王蛇咬
蟒蛇，究竟谁能胜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了
泰国南部 Nakhon Si Thammarat 一个让人非常震撼
的事件，一条网纹蟒与一条眼镜王蛇狭路相逢，彼
此都像杀死对方作为猎物，两者都是泰国顶级“蛇
王”，两强相遇，到底谁能更胜一筹？
眼镜王蛇与网纹蟒，到底谁更厉害？
12 月 9 日，泰国南部的 Nakhon Si Thammarat，
一位司机在公路旁目击到了一次相当难得的“奇观
”，当时这位名叫 Anoochit Preecha 的司机是因为
听到路边灌木丛中晃动的树枝以及哗哗的声音，吸
引他上看查看。
但现场着实有些震撼，因为他看到的是一条眼
镜王蛇与一条网纹蟒搅合在了一起，试图争个你死
我活，起初网纹蟒占了上风，因为两条蛇中网纹蟒
的体型比较大一些，一冲上来就直接绞住了眼镜王
蛇
眼看着眼镜王蛇被网纹蟒绞住无法动弹之际，
让网纹蟒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眼镜王蛇看准了
网纹蟒晃来晃去试图寻找下口目标的头部，张开
“血盆大口”，狠狠的一口咬住了网纹蟒的头部，
那个眼镜王蛇张开的巨大嘴巴，简直就差点把整个
头部吞进去。
当然眼镜王蛇可不只是咬住网纹蟒，两个长长
的毒牙将几乎能毒死几头牛的毒液注入了网纹蟒的
体内！此时周围的围观群众除了这名司机以外，很
多人都围了上来，正当大家以为网纹蟒必死无疑时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网纹蟒在此时加大了绞杀的力量，在绝对力量
面前眼镜王蛇根本就无法承受如此强大的力量，眼
看着就要嗝屁了，眼镜王蛇的对抗的肌肉力量明显
已经减弱，有所软化，这是眼镜王蛇力量到顶点的

迹象，围观的大家都认为眼镜王蛇估计要挂
了！
但此时眼镜王蛇注入的毒液逐渐开始发
挥作用，网纹蟒身体就像断了电一样迅速失
去力量，绞杀战略失败，松开了对眼镜王蛇
的控制，此时的眼镜王蛇也是精疲力竭，缓
了很久之后才缓缓离开现场！
网纹蟒真不如眼镜王蛇的对手？
眼镜王蛇在我国也称过山风，是世界
上 体 型 最 大 的 毒 蛇 ， 身 长 最 长 可 达 5.6 米
以上，体重大约在 6 公斤，其外观与眼镜
蛇非常相似，但眼镜王蛇不属于眼镜蛇属
，而是独立一个属，眼镜王蛇的主要特征
是颈部斑纹有一个八字形（眼镜蛇是一个
单眼纹或者双眼圈纹，这也是眼镜蛇的来
历）。
眼镜王蛇尽管也吃鼠类以及鸟和蜥蜴，
但它们喜欢吃的还是其他蛇类，最喜欢吃的是鼠蛇
，而且即使是刚孵化的眼镜王蛇也能捕食其他小型
蛇类，这种天生就是吃蛇的眼镜王蛇自带王者气质
，其强大的气场，让遭遇的人不寒而栗。
当然大家害怕的不只是蛇，还有它的毒液，眼
镜王蛇的毒液里主要含有神经毒素，也有部分心脏
毒素，攻击时会将那颗 1.25 厘米长的毒牙将毒液注
入猎物体内，眼镜王蛇的一咬即可致命，它平均能
注入 200~500 毫克的毒液，最大的毒液分泌量甚至
能达 7 毫升。
据资料一条眼镜王蛇的毒液能在 3 小时内杀死
一头亚洲象，据阿德雷得大学临床毒理学部门的说
法，被眼镜王蛇咬伤后的致死率大约为 60%，这种
毒性强、毒液量大的毒蛇，真是让人望而却步。

网纹蟒呢？真的那么弱鸡吗？
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因为缅甸蟒可是东
南亚的顶级掠食者之一，因为网纹蟒是全球最长的
蛇类，与南美亚马逊丛林的绿森蚺一起被称为全球
最大的蛇类！成年的网纹蟒体长最长可达 7-8 米左
右，体重在 100 千克以上。
野生的网纹蟒比较暴躁，比较容易攻击人，但
作为宠物的网纹蟒却比较温和。网纹蟒的蛇皮花纹
非常漂亮，因此在东南亚被大量捕杀，已经被列入
华盛顿公约二级〈CITES II〉，野生个体贸易量被
限制。
网纹蟒攻击猎物时只有两招，一招就是咬住猎
物，网纹蟒的口中都是向内弯曲的牙齿，一口咬住
后想要逃跑是不可能的，第二招就是绞杀，蟒蛇类

的绞杀力量非常强，成年的网纹蟒绞杀下小牛、马
与鹿等动物都难逃一死，甚至可以与鳄鱼决一死战
，而有时候还会攻击人，很少有人能在它们的绞杀
之下逃出生天，这种力量不是人所能对抗的。
如此强大的网纹蟒，怎么就败在眼镜王蛇之下
？
其实要说明下，这次决战的眼镜王蛇与网纹蟒
，从体型来看，还是眼镜王蛇略胜一筹，这条网纹
蟒还只是幼年，从这一点上吃亏不少，但网纹蟒并
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在这个决战过程中网纹蟒有一
个非常严重的失误之处！
一击必杀的咬字诀网纹蟒居然没有使用，按网
纹蟒的捕猎步骤，这咬应该最先实施的，但比较可
惜的是网纹蟒居然失误了，更要命的是缠绕成功、
绞杀开始的网纹蟒居然没有补上一口，让剧毒的眼
镜王蛇一口咬住自己的头部，这下连反咬一口的机
会都没了。
而眼镜王蛇的毒液，尽管需要一些时间让毒性
发作，但网纹蟒从这一刻开始，生命就开始倒计时
了，最好的结果两败俱伤，但很明显网纹蟒运气没
那么好，眼镜王蛇挺过来来了，笑到了最后。
网纹蟒的失误之处在于没有首先攻击，可能眼
镜王蛇对于如此大的猎物也是发憷，但最终其攻击
无比准确地咬住对方的头部救了它一命，要是要在
其他部位，可能还会被反噬，但这次眼镜王蛇真的
是王者降临。
东南亚的两个顶级王者的较量，无疑让大家大
呼过瘾，但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这两个都不是善茬，
没事千万别逗弄它们，要是被眼镜王蛇咬上一口，
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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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食客到處走 奧毒社區瀕爆
食肆群組多一人中招 憂擴散政府一日封三區
新 型 變 種 病 毒 Omicron （ 奧



密克戎）食肆群組擴大，據悉再

( 多一名與國泰空少同場在九龍塘
又一城望月樓用膳的女食客初

確。患者於獨立包廂內用膳，與空少相距甚遠，顯示 Omicron 傳播力極
高。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經全基因組測序分析後，1 日再確定 8 宗早前公
布的個案帶有 Omicron，同日更錄得首宗 Omicron 患者病情嚴重個案。
因應疫情有擴散跡象，港府一日內封鎖三區以阻截病毒擴散。不過，
有關個案追蹤工作未如理想，中心追蹤與空少同場用膳的 200 多名食客
已三四天，惟截至 1 日只聯絡到一半人，其餘一半仍到處走，隨時觸發
新的傳播鏈。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承認，香港追蹤接觸者的技術落後，必須徹底改革。有專家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
1 日晚
十時許，
十時許
，在兩名局長陪同下
在兩名局長陪同下，
，到封
區強檢的東涌映灣園第二期映濤軒
第六座視察。
第六座視察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指，“安心出行”自願掃碼、自願接受強檢的成效低，建議重罰違反
強制檢測令等規定的食客，以收阻嚇作用。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7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1日新增
另 有 8 宗 個 案 證 實 帶 有 Omi-

cron，香港至今共錄得95宗涉及Omicron
的個案。一名 44 歲國泰空少早前與父親
到望月樓用膳，相隔 10 米外的 34 歲男食
客（任職搭棚工人），經全基因組測序分
析發現，3 人的 Omicron 病毒基因排序相
同，疑為空少傳染父親及該男食客。同
時，空少與一名 45 歲同事的病毒基因也
吻合，相信是同一感染源頭。
與該名空少同場幫襯望月樓的另一
名女食客，據悉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期
間初步確診。她當日在望月樓的包廂內午
膳，與空少的餐枱有一段大距離，兩人未
必有接觸，倘最終確診且病毒基因排序相
同，空少累積傳染 3 人。但衞生防護中心
在望月樓採集的 44 個環境樣本均沒有呈
陽性。
與該名空少同時段在望月樓用膳的
食客有 200 多人，但事發至今三四天，特
區政府截至 1 日只聯絡到其中約 100 人，
即超過半數同場食客未按特區政府呼籲與
香港衞生署聯絡，縱使食客使用“安心出
行”程式掃碼進入食肆，惟程式並無追蹤
功能，或有使用者存在僥倖心理，未有理
會呼籲前往檢測。

袁國勇：港追蹤技術非常落後
袁國勇接受電台訪問時直言，香港
追蹤接觸者的技術非常落後，特區政府必
須徹底改革，包括修改和制訂所有學校、
餐館、會議廳或娛樂設施的通風要求，以

減少空氣傳播。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繁
毅認為，如果未來幾日社區有更多人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特區政府必須即時收
緊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恢復最多四人一
枱、關閉卡拉OK等。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
主席曾祈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Omicron 傳播速度快，或仍有其他食客受
到感染，但至今仍有逾半與空少同場的食
客未聯絡特區政府，有極大風險令病毒進
一步在社區擴散，“最大問題是不少人感
染Omicron後沒有病徵，或只是流鼻水、
打噴嚏或有點腰酸骨痛，不會有失去味覺
及嗅覺的情況，他們可能以為是普通傷風
感冒，不做病毒檢測，病毒就會擴散。”

曾祈殷倡重罰違檢測令食客
他認為“安心出行”程式仍未有追
蹤功能，特區政府要透過其他途徑尋找該
批食客，例如可透過閉路電視，盡量辨認
每枱食客尋人，政府亦要下令，一旦尋到
有關食客，並發現他們未有按規定進行強
檢，會作出重罰，以收阻嚇作用，令有關
食客配合。
此外，日前初步確診的機場女地勤
出現病症後仍外出用膳，並曾到訪銅鑼灣
小曼谷泰國美食站，惟該食肆進行兩次消
毒清潔後，元旦繼續營業，未如望月樓般
暫時關閉。曾祈殷表示，小曼谷員工及其
他食客亦有可能受感染，特區政府必須下
令該食肆暫停營業。

飲食業冀速斷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香港特區首宗 Omicron 新冠變種病
毒的社區傳播鏈源自有確診者光顧
的食肆，令全港食肆的經營前景再
添變數。多位飲食業人士 1 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元旦假期
的生意額暫未受太大影響，也未聞
很多食客取消訂枱預約，外賣生意
更有輕微增長。他們均期望今次涉
及食肆的社區傳播鏈可盡快切斷，
以免對本來已有改善的經營前景造
成影響。

“疫泡”擴食肆料受衝擊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
表示，雖然近日傳出 Omicron 出現
社區傳播的消息，但據他了解，未
聞很多日前已訂枱的食客提出退
訂，仍如常光顧，但當然也有市民
感到憂慮，未有出外用膳，故外賣
生意出現輕微增長。
他認為“疫苗氣泡”在一定程
度上可遏止病毒傳播，但若今次確
診個案繼續增加，市民必須打針才

●一名國泰機組人員初確，港府 1 日晚圍封東涌映灣園
第二期映濤軒第六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 日晚同時圍封北角英皇道 275 號南天大廈，作強制
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青山醫院男護染奧毒病情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日錄得少於30宗
初步確診個案，倘全部證實確診，未來的確診個案或回升
至20多宗。同時，1日錄得首宗Omicron患者病情嚴重個
案，患者正接受深切治療，需要聞氧氣。有專家提醒市民
不要對Omicron掉以輕心，因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不高，且
之前未有試過如外國般大規模爆疫，故不應誤以為Omicron的病情輕微。

接種兩劑復必泰 送入ICU監察
首宗病情嚴重的Omicron患者，是61歲青山醫院精
神科男護士，本身有糖尿病、肥胖及高膽固醇，去年7月
及8月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上月20日從英國抵港時確
診，並帶有Omicron變異病毒株，氣候病情轉為嚴重，要
送入深切治療部接受監察，需要聞氧氣及服用瑞德西韋和
類固醇等，但暫時不需要用呼吸機。
外國經驗指 Omicron 患者以輕症為主，但呼吸系
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1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外

國經驗未必適用於香港，香港市民不應對Omicron掉以
輕心，尤其是老人和長期病患者本身身體較弱，若染上
Omicron，仍有可能致命，“因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不
高，且之前未有試過如外國般大規模爆疫，唔似外國有
群體免疫效果，而且調查顯示，無打疫苗嘅人入院同重
症率度上升。”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亦
指，長期病患者感染Omicron後可能出現重症，尤其未
有接種疫苗，“Omicron 病毒傳播速度快，感染人數
多，舉例 100 人感染 Delta，2%有重症，但感染 Omicron可能有1,000人，就算重症比例得1%，嚴重的人數
仍會較Delta為多。”
另外，1日有少於30宗初步確診個案，包括一名28
歲任職國泰的機組人員，他抵港曾入住東涌映灣園第二
期映濤軒第六座和北角英皇道南天大廈，以上兩大廈，
以及望月樓包廂女食客位於馬鞍山的住所，1 日晚先後
被圍封。

專家倡進食肆等處所須打兩針
●蘇萬誠
●黃家和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可光顧食肆的規定勢必提早推行，
食肆的生意無可避免會受到衝擊。
旺角倫敦大酒樓副總經理蘇萬
誠表示，傳統上元旦的生意均會較
聖誕節差，因為市民多數在聖誕假
期已外出用膳慶祝，元旦就未必出
外花費，當日的表現亦與以往相
若，客量較聖誕期間為少，故相信
與 Omicron 出現社區傳播的關係不
大。但他指出，由於特區政府已表
明日後市民必須已打針才可光顧食
肆，故茶市已有不少客人議論紛
紛，有食客表明措施實行後未必會
再光顧，故他相信對農曆新年的營
業額有一定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
才到場接種疫苗，“除非不在社會中生活，否則你難道
長陳肇始日前預告將在農曆新年前要求進入食肆及表列
不吃飯、不外出、不進入公眾設施？不可能。”有市民
處所的市民最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而新冠變種病毒
也認為，遲早要接種疫苗，早打好過遲打。
Omicron已證實流入香港社區，有專家建議特區政府應
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繁毅 1 日接受電台
在農曆年後收緊到打齊兩針才可進入食肆等處所，並倡
訪問時表示，香港的疫苗接種率需盡快提高至九成或以
將處所範圍涵蓋至街市及公園等。
上，故特區政府擴大“疫苗氣泡”是很好的誘因，又強
特區政府宣布將在農曆新年前擴大“疫苗氣泡”範
調豁免接種的空間很細，例如有關人士患嚴重冠心病，
圍，加上打齊兩針滿 6 個月的市
或者經測試發現有過敏情況等才
民由 1 日開始可以接種第三針，
可獲豁免或延遲接種。
令全港多個疫苗接種中心 1 日爆
他建議農曆新年後應收緊至
滿，疫苗接種中心將人潮分流為
接種兩針才可進入食肆等處所，
兩隊，分開已網上預約以及“即
且範圍應涵蓋至街市及公園。事
日籌”的市民。第一針的接種人
實上，很多歐洲國家如奧地利等
數由上月 31 日的 5,145 人增至 1
已經強制民眾打針，而進入街市
日的 7,085 人，是過去一個月的
和公園前要接種疫苗才能真正驅
新高，令累計第三針接種人數增
使一些長者打針，“雖然看似有
至39.5萬人。
少許強迫性，但沒有辦法，因為
趁假期去打針的馮先生承 ●全港多個疫苗接種中心 1 日爆滿。圖為渣 真的要保護一些沒有接種疫苗的
認，因為“疫苗氣泡”即將實施 華道體育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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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內有人》以絕命驚嚇帶你燃燒卡路裏！
由浙江東陽震之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山西晉軒堂體育文化有限公司、北京觀眾
緣影業有限公司出品，浙江東陽四月天影
視文化有限公司發行、山西菲爾幕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聯合發行的恐怖電影《屋內有
人》將於 1 月 7 日上映！該電影由新銳導演
邊原執導，於震、田小潔、於小偉、吳涵
伊、法旭如、閆勤、劉思彤、李翰均、呂
近源等主演。黑影詭娃全面出擊，明暗間
隔的生死較量即將驚恐來襲！
合，把猝不及防的潛伏危機無限放大，營造令人頭
皮發麻的極致驚悚，直戳人心！

迷霧狙擊帶動緊張刺激感 沈浸觀影燃
燒卡路裏

恐怖背後潛伏著生活百態， 重重危機
直戳人心
以現實真人真事改編，多維度恐怖一網打盡。
電影《屋內有人》中，美麗性感的女演員安然因事
業而打算放棄腹中的孩子，導致無論走到哪裏，都
仿佛有男童如影相隨。經常被投訴的快遞員因壓力
過大而心生歹念，闖入女主屋內，詭影與人各自潛
伏在隱蔽角落，夜深人靜之時伺機出動，獨自在家
的安然被恐怖力量團團環繞，難以脫困。影片將靈
異事件所散發的虛實難分、人詭難辨之縹緲感與現
實生活中人們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真實恐怖相結

平平無奇的生活需要來一場腎上腺素飆升的刺
激時光，如果為這段時光增添一個理由，那麽最為
貼切的大概就是減肥、解壓。根據相關資料顯示，
看一部恐怖片容易讓精神跟隨情節的起伏跌宕進入
緊張焦慮狀態，從而刺激身體釋放腎上腺素，加速
基礎代謝率，最終會燃燒較多熱量。電影《屋內有
人》不僅在情節上以環環相扣、驚悚層層遞進的方
式來拉滿觀眾的感官與神經對劇情走向、人物命運
的強烈好奇與猜測，更能在恰如其分的鼓點式音效
配樂加持下被瞬間帶入情境，與處在孕期還滿心只
有工作的安然一同開啟和詭影你追我敢、你停我躲
的「賽跑」，於每一步都踏到人心上的驚悚與步步
緊逼的生死追趕中，體驗酣暢淋漓的巔峰驚嚇，並
在心跳無極限加速、腎上腺素直線飆升中，加速卡
路裏燃燒，從心理層面出發，達到減肥、解壓的神
奇效果。
品社會現象中的驚悚百態，解生活重壓下的重
重壓力。恐怖電影《屋內有人》即將於 1 月 7 日上映
，敬請關註！

高口碑青春片《我的體育老師》定檔 1 月 7 日，將采取長線上映
30 日下午，由廣東省電影局主辦的 「2021 廣東優秀電影觀影推介會之《我
的體育老師》」 活動在廣州塔金逸空中電影城舉辦。該片由廣州市教育局、廣
州廣播電視臺、廣東群星影業傳媒集團、廣東喜馬拉雅影業有限公司等單位攝
製，廣州本土導演周勇執導，新生代青年演員孫嘉麟、魏璐領銜主演。廣東省
省委宣傳部電影處、廣東省電影家協會、廣東省影視行業協會等有關負責人及
相關業內專家、觀眾參加了觀影活動。映後，導演周勇率劇組演員郭豐周、朱
含芳、魏璐、龍馨悅等與觀眾交流。周勇透露，影片已定於 1 月 7 日公映，全
國將采取長線上映模式。

《我的體育老師》是一部致敬老師、致敬
青春，由知名導演周勇執導，孫嘉麟、魏璐、
侯天來、王奕盛、孫洪濤等主演的青春勵誌電
影。影片講述的是廣州市南武中學新來的體育
老師劉昊辰，在其他老師頻頻「霸課」而家長
們同樣認為「體育課不重要」的情況下，他卻
堅持捍衛高三學生上體育課的權利，並最終為
學生們「搶」回屬於他們的體育課的熱血故事
。影片以學校、家庭視角進行探討，通過一位
體育老師「搶回」體育課的種種行為，展現了
當代高中生的青春風貌，抨擊了「重文化、輕
體育」的思想。影片融合了勵誌、體育、教育
、合家歡等元素，格調清新，風格獨特，喜劇
元素豐富又有「淚點」。特別對於向青少年傳
播正確的體育鍛煉觀念，普及全民熱愛運動、
崇尚運動，具有積極的現實教育意義。
據介紹，這部燃情電影《我的體育老師》
是一部純「廣東製造」，影片出品及聯合攝製
全部來自廣東。是一部取材廣州、全片在廣州

取景拍攝的電影。影片的導演周勇長期耕耘在
主旋律和兒童片創作路上，其擅長拍攝關註現
實題材影片，曾策劃、執導、監製《荔枝紅了
》《會說話的風箏》《網絡媽媽》《重整河山
待後生》《孝女彩金》《閃光少年》等 20 多部
影視劇。其電影處女作《荔枝紅了》榮獲第八
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第六屆中國
長春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等十六項大獎。《我
的體育老師》是「兒童片專業戶」周勇進軍
「體育校園+青春校園」領域的全新力作；也是
他的第七部兒童電影。
據片方介紹，《我的體育老師》拍攝、製
作歷時兩年，劇本歷經 12 次研討，精心打磨 16
稿，全片共修改 78 次。1.3 萬名群眾演員參與拍
攝，廣州市教育局還精心挑選了 60 多位特級老
師參加本片的彩蛋拍攝，全國道德模範賴宣治
還率領他的冠軍跳繩隊參加了特別出演；廣州
市南武中學是影片的主場景，拍攝共輾轉 20 余
個取景地，南武中學有 5000 人次參加電影拍攝

；南武中學的校容、校貌，
以及教室、圖書館、花圃、
羽毛球館、操場等都在影片
中得到了盡情展現，南武體
能操也在影片中得到充分展
示。除此之外，廣州塔、獵
德大橋、海心沙、珠江新城
、花城廣場、黃埔大道、太
古倉、二沙島等景象多次呈
現在這部電影裏，一幅幅廣州全新廣州美景呈
現在電影裏。
影片從今年 3 月迄今，片方先後已在北京
、廣州、南昌、武漢、佛山等地進行了超過
30 余場路演，電影界、教育界、社會群體及
大、中小學生群體等 2 萬多不同層面的觀眾觀
看了這部電影，影片積攢了無數的好評，口碑
也是一路高漲。影片被媒體觀眾總結為三多，
即笑聲多、哭聲多、掌聲多，還被大贊「超出
預期」，「特別驚喜」「青春片最好的打開方
式」。
片方還介紹，在中影協、廣東影協舉辦的
專家觀摩會上，專家們認為，影片最難能可貴
的是，本來是一個極其沈重的社會話題，劍指
教育痛點——「不重視體育課」，卻讓該片的
創作團隊拍成了具有清新風格，且不乏喜劇元
素的電影，讓觀眾輕松、愉悅之余，有所思考
和獲得啟示，打破了以往主旋律及學生類電影
的創作套路。「《我的體育老師》才是青春片

正確地打開方式」；「《我的體育老師》擺脫
了此前的中學生教育題材影片中大量出現的早
戀、霸淩、家庭陰影等模式化的校園敘事，是
一部真正回歸校園真實生活的影片」「《我的
體育老師》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兼具
」；「該片格調清新，全片洋溢著濃濃的青春
氣息，滿滿的正能量。是一部真正意義上回歸
校園生活的燃情電影，開啟了青春片的一條清
新之路」；「《我的體育老師》是我看過的校
園體育題材電影最好的一部。」專家們這樣評
價這部電影。
在昨天的推介會上，有不少觀眾認為，
電影裏有許多熟悉的場景，如珠江新城、小
蠻腰、獵德大橋等，看到十分親切。他們表
示，曾經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是內地
許多人羨慕向往學習之地，廣東也拍出了像
《雅馬哈魚檔》等一批膾炙人口、具有嶺南
風格的影片。現在看到了這部《我的體育老
師》，非常地欣喜，影片不但好看打動人心
，而且讓你有更多的啟示和思考。一位老師
觀眾表示：首先，電影故事讓人感覺特別真
實，讓我瞬間回想到我當年的高三；其次，
本片的喜劇元素穿插的特別自然，讓觀眾看
的輕松、愉悅；再次，本片折射出的青春的
夢想，家庭親子關系，體育教育理念等，也
非常觸動人心，並讓我們有所思考；最後，
在這部電影裏，這些小蠻腰、獵德橋、珠江
新城等廣州風景在影片中拍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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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拳英雄
鐵拳英雄》
》已拍好多時
已拍好多時，
，1 日做宣傳
日做宣傳。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無綫新劇《鐵拳
英雄》1 日舉行宣傳活動，一眾劇中演員陳展鵬、唐詩
詠、陳山聰、姚子羚、伍允龍、張國強、韓瑪利等穿上戲服
擺出功夫姿勢，其中唐詩詠與姚子羚所穿的黑色皮製中空貼
身“殺手裝”，令兩人身材呼之欲出，相當吸睛。陳展鵬和
唐詩詠指出拍打戲辛苦又容易受傷，應該加酬勞之外，
還應增設動作演員獎。

●左起
左起：
：伍允龍
伍允龍、
、陳山聰及陳展鵬功架十足
陳山聰及陳展鵬功架十足。
。

拍打戲辛苦兼容易受傷

倡 增 動作演員獎

唐詩詠於台上笑言該劇已在兩年多前拍完，現
在要再穿上這戲服實有點困難，陳山聰在旁

●C君曾經歷艱難的日子。

偕王浩信光顧茶餐廳

笑謂她的胸肌一直都操練得不錯。詩詠又坦言
入行多年，《鐵》劇也是她首次要不停打
的劇，奈何她卻不懂功夫，辛苦了其他
對手要捱她的掌，因為連伍允龍都說
她大力。詩詠未因此愛上拍打
戲，但做演員亦要試一次，既
然拍得自己有型，便心滿
意足了：“其實展鵬是
打得最好看
的 男 演
員，懂得
在鏡頭
前打得

C 君憶初入行無錢找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王浩信、胡鴻鈞、戴祖
儀、譚嘉儀等人 12 月 31 日晚參與重建後的中環街市除夕倒
數活動。擔任司儀之一的馮盈盈已非第一次在工作中迎新
年，笑言有工開是好意頭，媽媽也不介意她要工作，她新年
願望是身體健康，疫情早日過去。有份入圍“最受歡迎電視
拍檔”獎的盈盈，透露已選好戰衣：“顏色鮮艷搶眼，離遠
已經會見到我。我不知道有最佳衣着獎，但我希望對得住幫
我揀衫的造型師，總之我會以新一面見大家。”

●王浩信現已
貴為紅星。

戴祖儀上月黑運連連

姚子羚戲服性感多動作戲
至於姚子羚亦苦笑該劇從頭打到尾，試過與張國強
對打，自己頭撞向櫈。她在劇中有多個性感造型，除了
1 日的殺手裝，還有露肩又露腰的泰裝。當時在冬天開
拍，穿性感單薄戲服又不可以貼暖包，加上每日拍打
戲，回想起來也非常辛苦。問到戲服均很性感又多動
作，會否擔心拍攝時走光？子羚說：“拍攝時的衫都好
fit 身，而且顧住打都沒想過會不會走光，所以叫山聰
回家後要洗眼！”山聰笑說：“她有做足防走光措
施，黐晒膠紙，我好多時都叫她着返件羽絨，其實
大家都合作過好多次啦！”而今次兩人有多場親熱
戲，包括咀戲和床上戲，山聰笑言都幾激烈，無論床
上、床下都會有一些動作。子羚表示入行以來，該劇算
是最多動作戲和拍得最辛苦，加上她本身又“豆腐
肉”，每日打到周身瘀，舊傷未好新傷又來。談到劇中

宋
●宛穎（（左左））擅長
舞蹈，，而邵初則
要惡補。。

戴祖儀上月黑運連連，她希望新一年身體健康：“我拍
節目時不小心拗柴，隻腳腫過豬蹄，我當是發過豬蹄。之前
練唱歌又不小心被咪 Stand 撞瘀手掌，玩《麻雀鬥室三決
一》又被麻將夾爆手指尾，在工作室時赤腳踩到釘子，
連開車都可以不見了車匙。”
壓軸出場的浩信與譚嘉儀獻唱《陪着你
走》，之後再獨唱一曲《甘心替代你》。台上
浩信坦言懷念跟市民一起倒數，《甘心替代
你》本來是他的新作品，但現在已變成
回憶，也是他首次在現場獻唱。司儀
C 君稱跟王浩信相識 17 年，記得
初入行時收入不多，有次他們
打完球到茶餐廳用餐，4個
人竟然不夠錢結賬，轉
眼間已見對方成為
最佳男主角，能
再相聚感到
很高興。

靚，他都教了我幾招，我之後就在《隱形戰隊》使了出
來！”
詩詠與展鵬異口同聲表示，覺得萬千星輝頒獎禮應
增設動作演員獎，主要是拍打戲尤其辛苦更容易受傷，
所以應該加酬勞，像她沒嚴重受傷，亦看了多次跌打，
她都忘記了問公司討回醫藥費。展鵬認為拍打戲受傷是
很難免，但不想悶親觀眾，任何角色也會嘗試，他跟詩
詠在劇中亦要角色扮演，他反串扮跳舞女郎，詩詠大讚
展鵬喬裝後也有“睇頭”，展鵬笑說：“我當然靚不過
女主角啦，但為搵奶粉錢，我什麼都做得！”

黎明祝願打工仔加薪

香港文匯報訊 轉眼間張敬軒（軒仔）演唱會來到第八場。1
日於紅館開下午三點場，但無損大家睇騷氣氛，還請來黎明（Leon）出場，紅館又再一次“核爆”。
介紹 Leon 出場之前，軒仔表示，有同事給了一個外面猜的嘉賓
list 他看，他說：“咁易估就唔好玩啦。以下呢個嘉賓，我每次見佢
都有好 fresh（清新）感覺。佢不斷 inspire（鼓舞）成個香港樂壇，
培育新人，做好多創新的東西。”
然後現場響起《眼睛想旅行》音樂，全場即為之瘋狂，核爆歡呼

●陳山聰與姚子羚已是老對手
陳山聰與姚子羚已是老對手。
。
與她對打的“功夫狂人”李嘉宣布結婚，她表示尚未恭
喜對方，但找到另一半也替對方開心。山聰則開心劇集
終於推出，因拍該劇時他尚未結婚，現時兒子已一歲半
大，看到宣傳片亦望到眼定定，到時可兩父子一齊收
看。
此外，韓瑪利拍完該劇患上腦膜炎，痊癒至今仍失
去部分記憶，就連劇中自己的名字也記不起，只記得張
國強演她老公。

硬托宋宛穎上膊 林正峰出錯受傷

●軒仔與黎明合唱了
軒仔與黎明合唱了《
《眼睛想旅行
眼睛想旅行》。
》。

擔任張敬軒演唱會嘉賓

唐
●詩詠（（右右））與姚子羚女殺手造型煞食。。

陳展鵬唐詩詠

四起，Leon 特別戴着一個 happy new year 眼
鏡，升出來跟軒仔合唱，又唱又跳之後，更把眼
鏡拋出去送給現場觀眾。唱畢，金句王黎明又爆金
句：“新一年見到老黎，夠晒‘老黎’啦！仲要眼睛想
旅行！希望大家快啲去到旅行啦。各位打工仔，就要更受
尊重，加人工。”然後又好客氣咁同軒仔再講：“多謝你畀機
會我合唱，之前我哋又合作咗首歌啦，點解要揀你，其實係我鍾
意咗你好耐。”逗得觀眾大笑。

● 林正峰與游嘉欣
都因練舞而受傷。
都因練舞而受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游嘉欣、林正
峰、宋宛穎、邵初等人 1 日為台慶頒獎禮作開幕
綵排。
林正峰高興與一眾《香港愛情故事》演員
再合作跳舞，另外他主要與宋宛穎合作，其中
有舞步要將對方托上膊頭，他說：“之前綵排
時我弄傷了膊頭，可能熱身不足缺少拉筋，姿
勢不對又用錯死力，現在排練都要避重就輕，
等正式演出時才出全力。”
游嘉欣也表示練舞時有弄傷腰部，笑言每
次與林正峰合作，總有一個人會受傷。提到二
人被提名男、女飛躍和最佳拍檔獎，有沒想過
會一起獲獎，嘉欣說：“有獎當然想拿，但對
手太強勁。”林正峰就說：“我和嘉欣已經合
作過四次，有獎當然好，但沒獎也不會可惜，
會繼續努力，因為對手強勁，能夠入圍與其他
對手同框已經很開心。”
邵初就稱自己舞藝不精會將勤補拙，而且
她有高難度舞步，她說：“有一位男拍檔會托
起我，我現在只有 100 磅不算重，對方都說可接
受。”邵初稱原本安排她穿選港姐時的旗袍上
陣，但因她選美後體重回升，現在已穿不下，
會改穿晚裝亮相。
問到二人看好誰贏得最佳男、女主角獎，
宋宛穎自言是 TVB 粉絲，看好鍾嘉欣和陳展鵬
得獎，而邵初則自嘲是“明燈”，但盛讚入圍
者都是好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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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建偉醫生談如何預防感染新冠變種病毒 “奧密克戎
奧密克戎”
”

（本報記者黃梅子）世界正遭受
奧密克戎疫情的襲擊。科學家、政治
家以及我們所有人都在努力應對奧密
克戎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很多國家正
在收緊限製，應對這種新變種。
新信息源源不斷，有些令人擔憂
，有些則是積極的。那麼我們現在的
處境如何?
這不是去年冬天!我們目前所處的
環境比去年這個時候光明得多，當時
我們許多人無法在聖誕節與家人見面
。
「聖誕泡泡」 的規定意味著，在
美國的部分地區，你只能和與你住在
一起的人度過這一天。但在歐洲國家
，比如英國，各地聚會的規模是有限
製的。
2020 年末，阿爾法變種病毒的出
現導致了 11 月的封鎖，以及新年期間
的長時間封鎖，因為疫苗接種計劃
才剛剛開始。
相比之下，美國在節禮日實施
的規定要寬鬆得多。
奧密克戎沒有那麼嚴重!如果
你感染了奧密克戎，那比起以前的
變種，你的病不太可能變嚴重。全
球各地的研究一致表明，奧密克戎
比德爾塔病毒更溫和，讓感染者最
終住院的機率降低 30%至 70%。
奧密克戎可引起感冒級別的癥

狀，如喉嚨痛、流鼻涕和頭痛，但這
並不意味著它對每個人都是溫和的，
有些人仍然會患重病。
病毒的變化似乎讓其不那麼危險
，但嚴重程度的降低主要是由於接種
疫苗和之前的疫情引發的免疫力。
但奧密克戎的傳播速度非常快!如
果你關心的是醫院能否應對，但病情
嚴重程度只是影響因素的一半。
如果奧密克戎讓你住院的機率減
半，但被感染的人數卻是兩倍，那麼
這兩個就抵消了，你又回到了原點。
奧密克戎的真正特點是，它感染
人類比其他變種傳播得更快，可以繞
過疫苗和先前感染的一些免疫保護。
英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達到創紀
錄水平，周四達到近 12 萬例，這還是
對實際情況的低估，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做了檢測，而且感染一次以上的人

不包括在數據中。
高齡一直是新冠重癥的最大風險
因素。!目前我們還不確定當老年和弱
勢群體感染時會發生什麼。奧密克戎
部分避開免疫的能力意味著，與德爾
塔病毒時相比，可能會有更多老年人
被感染。
許多人註射了加強劑，但保護力
會逐漸減弱.兩劑疫苗幾乎不能防止感
染奧密克戎，這引發了大規模加強劑
接種計劃。
目前，美國超過 3100 萬人加強了
免疫防禦能力。
但是，防止感染奧密克戎的保護
力似乎在大約 10 周後減弱。對重癥的
預防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
新藥應該會使更多的病人不用住
院。
這些藥物正被用於感染新冠病毒

的高風險人群，包括癌癥患者和接受
過器官移植的人。
Molnupiravir 是一種抗病毒藥物，
可以破壞奧密克戎在我們體內的複製
能 力 ， 並 將 住 院 率 降 低 30% 。 Sotrovimab 是一種抗體療法，可以粘住病毒
，減少 79%的就醫。
兩者都可以抑製病毒，為免疫系
統反應爭取時間。
奧密克戎病例激增可能會使更多
的人住院，同時帶走需要照顧他們的
人。
感染奧密克戎的人數之多也影響
了醫生、護士等工作人員，因為他們
也必須進行隔離。醫療服務正面臨有
史以來最繁忙的聖誕節。總體來說，
94.5%的成人牀位被佔用，而去年該數
據為 89%。
接下來幾周是關鍵！

問題是，是否所有對我們有利的
東西：溫和的、抗病毒的、加強劑，
都足以對付一種比我們以往見過的任
何病毒傳播速度都要快的變種。
或者，還是需要更多的限製措施
來管理奧密克戎的這波疫情?
這一切發生的速度意味著，我們
很快就會知道如何適應新情況。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陳鐵
梅和豐建偉醫生談如何預防感染奧密
克戎病毒!
請 關 註 美 南 國 際 電 視 15.3 頻 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