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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業物業“疫”市冰火兩重天
零售商業地產遇冷 物流地產市場火爆

疫情持續兩年，對於大灣

區的商業物業而言可謂冰火兩

重天。一方面，是零售商在疫

情下難以維持而結業，店舖空

置率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

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更加頻

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應求，

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

長5%-7%，尤其是物流中轉

核心的東莞，租金上漲更領先

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受疫情衝擊，廣州最近出現多家百貨公司
因無法承受租金上漲而歇業的情況，廣

州東百花地灣百貨有限公司9日宣布閉店。東
山百貨花地灣店有關負責人表示，該店開店
已有26年，經營情況一直不錯。“只是業主
不再續約，我們想繼續按現有租金續租，也
沒有辦法達成雙方協議。”據悉，有關方面
曾經提出如果東百花地灣店要想續租，租金
就要上浮30%，但東百方面認為以物業當前
的情況和經營環境，漲租是無法接受的，最
終雙方無法談攏。

加租30%難頂 東百關分店
仲量聯行11日舉行廣州房地產市場回顧

與展望會，在零售物業市場方面，仲量聯行
華南區研究部總監曾麗表示，廣州餐飲業仍
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這直接影響到零售商
對於銷售的預期。曾麗稱，市中心商圈的優
質項目銷售強勁，相反，市郊新增項目因商
業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空置面

積。加上部分存量項目的品牌調整仍在持續
以及個別家電零售商年底出現大面積退租的
情況，全年整體空置率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
至7.0%。

東莞物流地產租金年升7%
相比之下，華南物流市場表現非常亮

眼。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仲豪表
示，華南主要非保稅物流地產市場則供不應
求，大部分新增項目的預租情況十分理想，
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空置率均低
於5%，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
高達5%-7%。

尤其是東莞，由於東莞連接大灣區中心
城市和珠江東西岸的核心地位越發突出，租
戶願意支付租金溢價從而提高區域配送效
率，東莞平均租金2021年同比上升約7%，領
漲全國。

保稅市場方面，新冠疫情導致海外國家
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全球港口

貨物周轉速度在各國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影
響下亦顯著下滑；尤其在下半年，“缺艙缺
箱”的問題導致海運價格飆升。保稅市場租
賃需求因出口貨物積壓港口及保稅倉庫而持
續走強，空置率穩中趨降，租金水平平穩上
升。該情況在深圳保稅物流市場較為顯著，
需求大幅上升。

企業“瘦身”甲廈空置率承壓
至於寫字樓，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

部總監馬煒圖稱，廣州辦公樓市場整體較
2020年顯著回暖，全年淨吸納量近50萬平方
米，同比增長約47%。但由於部分房地產、
互聯網企業在去年年底出現戰略調整而縮減
辦公面積，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
升至約13%，同比上漲約3%。今年將是供應
大年，廣州全年新增辦公面積近百萬平方
米，辦公空間供應短期集中放量會給區域空
置率帶來上行壓力，導致全市整體租金水平
進一步下探。

▲疫情期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
更加頻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
應求。圖為順豐番禺化龍分撥
中心。 資料圖片

◀ 廣州市郊新增項目因商業
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
空置面積。圖為廣州一商圈的
百貨商店。 記者盧靜怡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
國內地經濟今年或到第二季才發力。瑞銀
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汪濤11日在電話會議表示，預期今
年內地全年GDP增長5.4%，比市場上外
資投行的預測介乎4%至5%略高，因為今
年內地的政策主調以穩定經濟為主，該行
相信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5%或以上，
但預期首季經濟增長或仍然乏力，要到第
二季後才有較明顯反彈。

汪濤進一步解釋，受疫情反彈和消費
復甦遲緩等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內地經
濟表現疲弱，而且因疫情持續以及因舉行
冬奧以致防疫控制收緊之下，她預期今年
首季內地消費會更加疲軟，故預期第一季
的經濟增加仍然乏力，預期按年增速在
4%以下，要到第二季之後才有明顯的反
彈，估計全年消費增長約5.7%。

全年出口料仍升10%
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汪濤估計今年

房地產投資將出現負增長，預期全年倒退
約5%，所以內地會加強基建投資以支持
經濟，而今年首季開始基建投資逐步增
加，以對沖房地產投資收縮帶來的經濟壓
力。

至於內地全年出口增長預測方面，汪
濤稱雖然出口方面對競爭加劇，但相信全
年仍可錄約10%升幅。

人幣匯率或小幅貶值
財政政策方面，汪濤預期內地今年或

進一步推出財政寬鬆措施，估計人行今年
會最少降準一次，而人民幣匯率預期會小
幅貶值約2%，兌美元今年底約在6.5水
平。

去年民企內房出現違約情況，汪濤認
為今年上半年房地產行業仍面臨較大的下
行壓力，而且市場對房屋需求早前已見透
支，再者受到疫情以及限購及限售等措施
影響，房屋銷售及新開工也出現大幅下
跌。

房地產投資或跌5%
未來內地房地產的發展方向，汪濤

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為內地政策
的放寬力度是否足夠，以目前來看內地
政府期望穩定行業發展，地方政府未來
可能調整限購、限售等政策，並且在按
揭貸款及開發貸方面放寬。第二是民眾
購房的信心能否回升。她預期今年全年房
地產銷售和新開工面積或均跌 10%至
12%，房地產投資有可能下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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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揪隱形疫鏈
分區強檢要快手分區強檢要快手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未停，屯

門區更成為重災區。屯門愛定商場東亞大

藥房老闆夫婦及其 11歲兒子 11日確診或

初確，其任職崇光百貨兼職售貨員的 20

歲女兒早前已確診，一家四口均居於屯門

愛琴海岸8座，齊齊感染，源頭疑涉“望

月樓群組”國泰空少到該藥房買洗頭水，

短短5分鐘交易已令老闆一家中招。另外

一名居於屯門寶田邨第3座的竹篙灣檢疫

中心女保安員也染疫。香港衞生署指出，

近日不少確診個案在屯門居住或活動，懷

疑該區存在隱形傳播鏈，呼籲居民積極接

受病毒檢測，政府將增加該區的檢測站。

專家指出，該區疫情嚴峻，要截斷隱形傳

播鏈不能依靠市民自律強檢，特區政府必

須主動出擊，按風險對小區進行“全民強

檢”，及早揪出隱形患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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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不能靠市民自律 不能僅封一廈

11日疫情通報
新增確診：21宗

‧輸入個案：13宗
‧輸入相關：8宗

初 確 個 案 （部分）

●11歲男童及45歲母親

（居於屯門愛琴海岸8座）

‧家人在屯門愛定商場經營東亞大藥房

‧男童就讀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
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母子曾到黃金海岸張思敏醫生診所求
醫、沙田Outback Steakhouse和新
城市廣場部分商戶

●51歲竹篙灣檢疫中心保安員

（居於屯門寶田邨）

‧在屯門建生邨、寶田邨及屯門市中心
活動

‧上班時會乘搭穿梭巴再轉地鐵

‧有時會在貨櫃倉吃飯

‧CT值25、26

●銅鑼灣崇光百貨YSL售貨員

（居於安寧花園）

‧早前確診外傭的僱主

‧不認識早前確診的崇光百貨售貨員

‧本月4日最後上班

●大埔美新大廈住戶

‧早前確診住戶的家人

‧曾去日出康城地盤巡查

‧到過佐敦明珠廣場10樓培訓

確 診 個 案 （部分）

●北角中信証券52歲男員工（12979）

‧送檢前，曾到訪中環中國工商銀行大
廈內的PURE fitness、翠河餐廳、
利苑二樓工聯會醫療中心做針灸、九
龍灣德福商場麥當勞及百老匯，以及
到尖東Club ONE維港皇宴參加晚宴

●北角中信証券訪客之16歲家人

（12982）

‧就讀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1月4日為最後上學的日子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理大預測高風險區
六區增至十一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1日再多一

宗不明源頭Omicron初步確診個案，涉及一名在竹
篙灣檢疫中心任職的51歲女保安，負責向檢疫人
士派發物資和食物，獨居於屯門寶田邨。由於檢
疫中心防疫措施十分嚴格，而屯門目前出現國泰
空少群組多宗個案，中心懷疑女子可能是屯門隱
形傳播鏈患者，呼籲屯門區居民小心防疫。有物
業管理界人士認為，檢疫中心防疫要求嚴格，相
信依足要求不會染疫，但不排除有工友一時鬆懈中
招。

排查是工作或居住地點染疫
該名女保安平時工作需穿戴全套保護衣，上下

班更衣有嚴格消毒防疫措施，並需要頻繁進行核酸
檢測，她上周六（8日）檢測呈陰性，但本周一（10
日）感覺喉嚨痛，隨後檢測呈陽性，送院隔離治
療。女保安打過兩針科興疫苗，但是次病毒量高
（Ct值25至26）。她獨居屯門寶田邨，平時活動範
圍主要在屋邨及屯門市中心，工作時會在檢疫中心
工作人員貨櫃內午膳，病毒潛伏期間與她一齊進餐
的同事均需隔離檢疫。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11日表示，由於近日屯門發生多宗輸入相關個案，
這幾名病人均沒接種疫苗，病毒量高，又較遲才被
發現，工作地點又在人流稠密的商場，相信已造成
區內隱形傳播。中心正為這名初確女保安進行病毒
基因排序，以確定是否與屯門愛定商場空少藥房傳
播群組有關。特區政府會在屯門區開放更多社區檢
測中心及流動檢測站，為當區工作及居住人士加強
檢測。她呼籲屯門區內市民尤其需注意防疫，只要
有些微不適，應盡快求醫及進行檢測。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主席麥億昌昨

晚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正設法聯絡這名女保安及其
家人提供協助。目前竹篙灣檢疫中心迅速爆滿，的
確為中心內工友增加了工作量，但中心亦及時增聘
人手，未出現超時及超負荷工作情況。
他指，中心內工友的防疫裝備和物資充足，防

疫措施嚴格，工作地方空曠及有充足鮮風系統，若
依足防疫要求工作，工友被感染機會很低，但也不
排除有工友鬆懈下未依足措施，百密一疏下中招。
他又指，疫情下保安和清潔工友奮戰防疫第一

線，兩年來已有多名工友“中招”，總會均積極跟
進協助，並向各屬會通報情況，提醒工友們做足防
疫保護。

竹篙灣保安無源初確居屯門

●●在竹篙灣檢疫中心任職的在竹篙灣檢疫中心任職的5151歲女歲女
保安初步確診保安初步確診，，屬源頭不明個案屬源頭不明個案，，她她
居住的屯門寶田邨第居住的屯門寶田邨第33座昨晚圍封強座昨晚圍封強
檢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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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香港新增21宗確診個案，當中13宗是輸
入個案，8宗與之前個案有關聯，另有最少

5宗初步確診，多名患者居於屯門及曾在區內活
動，懷疑區內出現隱形傳播鏈。
10日初確的屯門愛定商場東亞大藥房47歲

老闆昨證實確診（個案12966），其任職崇光百
貨兼職售貨員的20歲女兒早前已確診（個案
12945），45歲妻子和11歲幼子11日亦初確，一
家四人均居於屯門愛琴海岸8座，齊齊感染。

購物5分鐘 疑銀紙播疫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懷

疑，該家庭的感染源頭是涉“望月樓”群組的44
歲國泰空少（個案12611），因為空少與確診父
女的病毒基因排序吻合。張竹君引述，中心曾追
問確診空少，對方起初無印象，後來才憶起上月
27日曾到該藥房。中心其後翻看藥房的閉路電視
片段，顯示空少大約逗留5分鐘購買洗髮水，藥
房老闆及空少均有戴口罩，張竹君不排除是短距
離的空氣傳播，或者“銀紙我哋覺得都係有（可
能傳播）”。
藥房老闆45歲妻子，以及11歲兒子也初

確。男童先於本月3日發病，母親兩日後亦發
燒，兩人均曾到訪黃金海岸商場一間診所向張
思敏醫生求診，但醫生當時未安排他們接受病
毒檢測。男童本月7日最後上課，上月31日母
子倆到過沙田Outback Steakhouse和新城市廣場
部分商戶，母親還到過兆麟政府大樓身份證換
領中心。
另一初確個案、51歲竹篙灣檢疫中心女

保安員亦居於屯門，工作之外主要在屯門建
生邨、寶田邨及屯門市中心活動，她居住的
寶田邨昨晚被圍封。張竹君表示，患者的居
住地和工作地點均屬高危，有可能是工作期
間染疫，也有機會在屯門社區感染。
她指出，近日不少確診個案在屯門居住或活

動，潛伏期曾在該區遊走多時，懷疑該區已存在
隱形傳播鏈，故呼籲居民及區內工作人士盡快檢
測。為方便市民，即日起區內會增設8個流動採
樣站，令區內合共有10個檢測點。

議員：“安心碼”須分顏色可追蹤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11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截斷隱形傳播鏈不能依靠市
民自律強檢，但若要對該區實施“全民強檢”，
前提是有足夠檢測能力，假使無法做到，可暫以
“疫情重鎮、各個擊破”的形式應對，他建議適
當擴大強制檢測範圍，不局限於一棟大廈，而是
擴展至附近區域或一個小區，他說：“屯門區本
身範圍很大，包括屯門市中心、蝴蝶灣、小欖、
三聖邨等，目前愛琴海岸、愛定商場一帶可能比
較高危，可先向有關區域居民發出強檢通知。”

為識別強檢通知人士，林哲玄建議提升“安
心出行”功能，將強檢通知綁定健康碼顏色，用
戶受檢並取得陰性結果後才能取得綠碼，同時亦
可對到過疫區的人士啟動醫學追蹤功能。

●在屯門愛定商場經營東亞大藥房的老
闆證實確診，他的太太和兒子都初步確
診，該藥房確診個案與國泰空少個案有
關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屯門染疫地圖屯門染疫地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Omi-
cron變種病毒傳入社區並持續擴散，導致香
港第五波疫情爆發。香港理工大學利用時空
大數據預測Omicron在香港擴散情況，發現
總體感染風險於未來7天仍會持續增長，發
病高風險地區將由屯門、大埔、九龍塘、北
角、銅鑼灣、跑馬地，擴大至荃灣、沙田、
九龍灣、觀塘、元朗。

理大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
院長史文中11日表示，其團隊研發了擴展
加權核密度模型（E-WKDE），使用包括
過去14天香港Omicron案例居住與到訪地
點、疫苗完全接種率、社交距離指數、病
毒即時有效繁殖率及每日人口流動等數
據，預測上述地區將成為發病高風險區
域，建議政府應針對性地將疫苗和檢測資
源投放在該等地區，例如重新開放位於天
暉路體育館、友愛體育館及聖保祿醫院的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並呼籲市民暫時減少
於該些區域的非必要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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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業物業“疫”市冰火兩重天
零售商業地產遇冷 物流地產市場火爆

疫情持續兩年，對於大灣

區的商業物業而言可謂冰火兩

重天。一方面，是零售商在疫

情下難以維持而結業，店舖空

置率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

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更加頻

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應求，

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

長5%-7%，尤其是物流中轉

核心的東莞，租金上漲更領先

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受疫情衝擊，廣州最近出現多家百貨公司
因無法承受租金上漲而歇業的情況，廣

州東百花地灣百貨有限公司9日宣布閉店。東
山百貨花地灣店有關負責人表示，該店開店
已有26年，經營情況一直不錯。“只是業主
不再續約，我們想繼續按現有租金續租，也
沒有辦法達成雙方協議。”據悉，有關方面
曾經提出如果東百花地灣店要想續租，租金
就要上浮30%，但東百方面認為以物業當前
的情況和經營環境，漲租是無法接受的，最
終雙方無法談攏。

加租30%難頂 東百關分店
仲量聯行11日舉行廣州房地產市場回顧

與展望會，在零售物業市場方面，仲量聯行
華南區研究部總監曾麗表示，廣州餐飲業仍
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這直接影響到零售商
對於銷售的預期。曾麗稱，市中心商圈的優
質項目銷售強勁，相反，市郊新增項目因商
業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空置面

積。加上部分存量項目的品牌調整仍在持續
以及個別家電零售商年底出現大面積退租的
情況，全年整體空置率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
至7.0%。

東莞物流地產租金年升7%
相比之下，華南物流市場表現非常亮

眼。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仲豪表
示，華南主要非保稅物流地產市場則供不應
求，大部分新增項目的預租情況十分理想，
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空置率均低
於5%，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
高達5%-7%。

尤其是東莞，由於東莞連接大灣區中心
城市和珠江東西岸的核心地位越發突出，租
戶願意支付租金溢價從而提高區域配送效
率，東莞平均租金2021年同比上升約7%，領
漲全國。

保稅市場方面，新冠疫情導致海外國家
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全球港口

貨物周轉速度在各國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影
響下亦顯著下滑；尤其在下半年，“缺艙缺
箱”的問題導致海運價格飆升。保稅市場租
賃需求因出口貨物積壓港口及保稅倉庫而持
續走強，空置率穩中趨降，租金水平平穩上
升。該情況在深圳保稅物流市場較為顯著，
需求大幅上升。

企業“瘦身”甲廈空置率承壓
至於寫字樓，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

部總監馬煒圖稱，廣州辦公樓市場整體較
2020年顯著回暖，全年淨吸納量近50萬平方
米，同比增長約47%。但由於部分房地產、
互聯網企業在去年年底出現戰略調整而縮減
辦公面積，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
升至約13%，同比上漲約3%。今年將是供應
大年，廣州全年新增辦公面積近百萬平方
米，辦公空間供應短期集中放量會給區域空
置率帶來上行壓力，導致全市整體租金水平
進一步下探。

▲疫情期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
更加頻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
應求。圖為順豐番禺化龍分撥
中心。 資料圖片

◀ 廣州市郊新增項目因商業
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
空置面積。圖為廣州一商圈的
百貨商店。 記者盧靜怡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
國內地經濟今年或到第二季才發力。瑞銀
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汪濤11日在電話會議表示，預期今
年內地全年GDP增長5.4%，比市場上外
資投行的預測介乎4%至5%略高，因為今
年內地的政策主調以穩定經濟為主，該行
相信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5%或以上，
但預期首季經濟增長或仍然乏力，要到第
二季後才有較明顯反彈。

汪濤進一步解釋，受疫情反彈和消費
復甦遲緩等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內地經
濟表現疲弱，而且因疫情持續以及因舉行
冬奧以致防疫控制收緊之下，她預期今年
首季內地消費會更加疲軟，故預期第一季
的經濟增加仍然乏力，預期按年增速在
4%以下，要到第二季之後才有明顯的反
彈，估計全年消費增長約5.7%。

全年出口料仍升10%
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汪濤估計今年

房地產投資將出現負增長，預期全年倒退
約5%，所以內地會加強基建投資以支持
經濟，而今年首季開始基建投資逐步增
加，以對沖房地產投資收縮帶來的經濟壓
力。

至於內地全年出口增長預測方面，汪
濤稱雖然出口方面對競爭加劇，但相信全
年仍可錄約10%升幅。

人幣匯率或小幅貶值
財政政策方面，汪濤預期內地今年或

進一步推出財政寬鬆措施，估計人行今年
會最少降準一次，而人民幣匯率預期會小
幅貶值約2%，兌美元今年底約在6.5水
平。

去年民企內房出現違約情況，汪濤認
為今年上半年房地產行業仍面臨較大的下
行壓力，而且市場對房屋需求早前已見透
支，再者受到疫情以及限購及限售等措施
影響，房屋銷售及新開工也出現大幅下
跌。

房地產投資或跌5%
未來內地房地產的發展方向，汪濤

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為內地政策
的放寬力度是否足夠，以目前來看內地
政府期望穩定行業發展，地方政府未來
可能調整限購、限售等政策，並且在按
揭貸款及開發貸方面放寬。第二是民眾
購房的信心能否回升。她預期今年全年房
地產銷售和新開工面積或均跌 10%至
12%，房地產投資有可能下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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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業物業“疫”市冰火兩重天
零售商業地產遇冷 物流地產市場火爆

疫情持續兩年，對於大灣

區的商業物業而言可謂冰火兩

重天。一方面，是零售商在疫

情下難以維持而結業，店舖空

置率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

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更加頻

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應求，

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

長5%-7%，尤其是物流中轉

核心的東莞，租金上漲更領先

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受疫情衝擊，廣州最近出現多家百貨公司
因無法承受租金上漲而歇業的情況，廣

州東百花地灣百貨有限公司9日宣布閉店。東
山百貨花地灣店有關負責人表示，該店開店
已有26年，經營情況一直不錯。“只是業主
不再續約，我們想繼續按現有租金續租，也
沒有辦法達成雙方協議。”據悉，有關方面
曾經提出如果東百花地灣店要想續租，租金
就要上浮30%，但東百方面認為以物業當前
的情況和經營環境，漲租是無法接受的，最
終雙方無法談攏。

加租30%難頂 東百關分店
仲量聯行11日舉行廣州房地產市場回顧

與展望會，在零售物業市場方面，仲量聯行
華南區研究部總監曾麗表示，廣州餐飲業仍
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這直接影響到零售商
對於銷售的預期。曾麗稱，市中心商圈的優
質項目銷售強勁，相反，市郊新增項目因商
業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空置面

積。加上部分存量項目的品牌調整仍在持續
以及個別家電零售商年底出現大面積退租的
情況，全年整體空置率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
至7.0%。

東莞物流地產租金年升7%
相比之下，華南物流市場表現非常亮

眼。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仲豪表
示，華南主要非保稅物流地產市場則供不應
求，大部分新增項目的預租情況十分理想，
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空置率均低
於5%，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
高達5%-7%。

尤其是東莞，由於東莞連接大灣區中心
城市和珠江東西岸的核心地位越發突出，租
戶願意支付租金溢價從而提高區域配送效
率，東莞平均租金2021年同比上升約7%，領
漲全國。

保稅市場方面，新冠疫情導致海外國家
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全球港口

貨物周轉速度在各國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影
響下亦顯著下滑；尤其在下半年，“缺艙缺
箱”的問題導致海運價格飆升。保稅市場租
賃需求因出口貨物積壓港口及保稅倉庫而持
續走強，空置率穩中趨降，租金水平平穩上
升。該情況在深圳保稅物流市場較為顯著，
需求大幅上升。

企業“瘦身”甲廈空置率承壓
至於寫字樓，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

部總監馬煒圖稱，廣州辦公樓市場整體較
2020年顯著回暖，全年淨吸納量近50萬平方
米，同比增長約47%。但由於部分房地產、
互聯網企業在去年年底出現戰略調整而縮減
辦公面積，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
升至約13%，同比上漲約3%。今年將是供應
大年，廣州全年新增辦公面積近百萬平方
米，辦公空間供應短期集中放量會給區域空
置率帶來上行壓力，導致全市整體租金水平
進一步下探。

▲疫情期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
更加頻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
應求。圖為順豐番禺化龍分撥
中心。 資料圖片

◀ 廣州市郊新增項目因商業
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
空置面積。圖為廣州一商圈的
百貨商店。 記者盧靜怡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
國內地經濟今年或到第二季才發力。瑞銀
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汪濤11日在電話會議表示，預期今
年內地全年GDP增長5.4%，比市場上外
資投行的預測介乎4%至5%略高，因為今
年內地的政策主調以穩定經濟為主，該行
相信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5%或以上，
但預期首季經濟增長或仍然乏力，要到第
二季後才有較明顯反彈。

汪濤進一步解釋，受疫情反彈和消費
復甦遲緩等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內地經
濟表現疲弱，而且因疫情持續以及因舉行
冬奧以致防疫控制收緊之下，她預期今年
首季內地消費會更加疲軟，故預期第一季
的經濟增加仍然乏力，預期按年增速在
4%以下，要到第二季之後才有明顯的反
彈，估計全年消費增長約5.7%。

全年出口料仍升10%
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汪濤估計今年

房地產投資將出現負增長，預期全年倒退
約5%，所以內地會加強基建投資以支持
經濟，而今年首季開始基建投資逐步增
加，以對沖房地產投資收縮帶來的經濟壓
力。

至於內地全年出口增長預測方面，汪
濤稱雖然出口方面對競爭加劇，但相信全
年仍可錄約10%升幅。

人幣匯率或小幅貶值
財政政策方面，汪濤預期內地今年或

進一步推出財政寬鬆措施，估計人行今年
會最少降準一次，而人民幣匯率預期會小
幅貶值約2%，兌美元今年底約在6.5水
平。

去年民企內房出現違約情況，汪濤認
為今年上半年房地產行業仍面臨較大的下
行壓力，而且市場對房屋需求早前已見透
支，再者受到疫情以及限購及限售等措施
影響，房屋銷售及新開工也出現大幅下
跌。

房地產投資或跌5%
未來內地房地產的發展方向，汪濤

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為內地政策
的放寬力度是否足夠，以目前來看內地
政府期望穩定行業發展，地方政府未來
可能調整限購、限售等政策，並且在按
揭貸款及開發貸方面放寬。第二是民眾
購房的信心能否回升。她預期今年全年房
地產銷售和新開工面積或均跌 10%至
12%，房地產投資有可能下滑5%。

瑞
銀
：
中
國
經
濟
或
次
季
始
發
力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樓軒閣 2022年1月12日（星期三）2

天津新增66病例 疫源尚未查明
國務院聯防聯控工作組：盡快摸清底數 切斷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天津市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主任、天津市衞生健康委副主任韓金艷11日在

天津市舉行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截至1月11日12時，共

報告陽性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97例，較前一日大幅增加66宗。

其中確診病例49例，無症狀感染者15例，其它33例初篩陽性感

染者待臨床專家組進一步核驗後進行通報。確診病例共涉及津

南、西青、河西、濱海新區四個行政區，其中津南區最為集中，

有90例確診。

據央視網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王賀勝率國務院聯

防聯控機制工作組來津開展疫情防控檢查指導工
作。王賀勝表示，工作組將全力支持天津防控工
作，調動全國各方面力量，共同打好疫情防控阻
擊戰，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他指出，當前，
防控正處於關鍵時刻，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講話指示精神，採取最果
斷、最嚴格、最有力的措施，以最快的速度遏制
疫情傳播。要嚴格落實“四早”（早發現、早報
告、早隔離、早治療）要求，快、細、嚴、實，
高效規範開展核酸檢測，加快流調溯源和隔離轉
運，盡快摸清疫情底數，盡快切斷傳播途徑。

韓金艷介紹，根據現場流調信息梳理此輪疫
情傳播鏈條，此輪疫情主要以在校學生及其家

庭、葬禮活動人員，以及上述人員波及社區為中
心，分布於津南、西青和河西區。

目前此輪疫情感染來源尚未查明，疫情發現
時已發生隱匿的社區傳播，但已發現的感染者間
傳播關係較為清晰，所有感染者均與津南區相
關。

三重點區計劃至少三輪全檢
“天津市第一輪全員核酸篩查於1月9日7時

開始，共採樣11,912,280人，已出結果7,892,591
人，檢出陽性77例。”韓金艷告訴記者，目前確
診病例主要集中在津南區，針對津南區、西青區還
有河西區，確定這三個區要開展二輪大篩，而且相
應的區域也做了相應的準備，計劃這三個區要開展
至少三輪的全員篩查，天津也會根據三個區的核酸

篩查結果，還有前期全市全員大篩的結果再進行綜
合研判，確定天津下一步核酸檢測範圍、頻次，做
到科學精準防控。

患者最大74歲最小5歲
針對現有80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流行病學調查

資料分析，韓金艷表示，截至目前，患者年齡最大
74歲，最小5歲。指示病例（最早發現報告病例）
於12月29日發病，前期呈散發狀態，1月6日起發
病人數快速增加。

現6宗家庭聚集感染
目前出現家庭聚集6宗。除指示病例2例，全

員大規模篩查人員3例外，其他感染者均為指示病
例相關密切接觸者及封控區/管控區等管理人員。

張伯禮：感染者輕症佔半 中醫藥療效突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中國工程院院

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伯禮介紹，從目前來看，
本輪疫情的症狀相對很輕，三成是無症狀的，輕症患者佔
到一半。具體表現為：上呼吸道的症狀較重，咳嗽、咽痛
較多，此前疫情出現的消化道症狀則比較少見。

張伯禮指出，基於先期治療的經驗，中醫藥治療將在
這輪治療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已經取得了比較好的效
果，患者轉陰的時間比較快，復陽比較少，轉重率比較
少，以往在中醫裏體現的作用這次更加突出。

“這次中醫症型也有變化，之前濕毒多，而這次為外

感風熱，出現鼻塞、咽痛、咳嗽等感冒症狀，過幾天表現
為肺熱咳嗽。到了後期，部分患者感到乏力、倦怠、疲
勞。整體狀況和以前德爾塔等有同有異，表現為傳染性更
強，症狀輕。”張伯禮說，這輪疫情發燒患者佔的比例不
高，且體溫不高，中醫藥效果很好。我們也根據新的情況做
了藥物調整，開始宣肺解表、清熱，第二階段，甘寒清熱，
止咳化痰，最後一個階段益氣養陰。

“在預防方面，我們出了一個新的處方供密接人員服
用。而一般人群服用清感冬飲就可以，這個藥去年用了
100多萬盒，對新冠肺炎有預防作用。”張伯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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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冬奧組委運動
會服務部副部長、北京冬奧組
委疫情防控辦公室副主任黃春
11日就北京冬奧會期間北京是
否會“封城”表示，目前還沒
有這樣的措施，冬奧疫情防控
將按照《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
冬殘奧會防疫手冊》來實施。

黃春稱，奧密克戎變異
株在全球傳播得非常快，近
期在中國一些地區也有奧密
克戎的傳播。冬奧組委制定
了防疫措施，從1月4日以來
的小閉環運行情況看，總體
運行順利，總體情況可控。
冬奧組委的醫療、防疫團隊
一直在關注病毒的傳播性、
危害性，持續進行評估。

所有人員不可出閉環
北京冬奧組委此前表

示，冬奧會期間人流聚集增
加，出現陽性病例將是大概
率事件。對於出現陽性案例
的情況，冬奧組委會準備應
急預案，及時分類處理；將
嚴格閉環管理，守住疫情防
控底線，所有入境來華人員
從入境到離境，整個過程都
是實行全流程、全封閉、點
對點的閉環管理政策；所有
人員絕對不可以跨出閉環到
閉環外，更不能接觸城市層
面。

黃春1月11日強調，除
非引起閉環內、賽區內大
的、規模性疫情，到目前還
沒有調整防疫政策的思路。
但針對疫情形勢，政策也有
一定空間。

至於“封城”，從北京
全市層面以及從冬奧組委層
面，目前都沒有這樣的措
施。北京冬奧組委與國際奧
委會、國際殘奧委會近日已
共同發布了第二版《北京
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防
疫手冊》，在防疫方面，還
是“按照原有措施，按照防
疫手冊來實施”。

天津天津8080確診接種情況確診接種情況
◆◆未接種新冠疫苗未接種新冠疫苗：：11例例

◆◆完成完成11劑次滅活新冠病毒疫劑次滅活新冠病毒疫
苗接種苗接種：：33例例

◆◆完成全程接種完成全程接種7676例例，，其中其中
完成加強免疫完成加強免疫（（第三針第三針））
2020例例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張聰

●●截至截至11月月1111日日1212時時，，天津共報告陽性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天津共報告陽性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9797例例。。圖為圖為
天津居民有序進行核酸檢測天津居民有序進行核酸檢測。。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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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中央社）國民法官新制將於112年上路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舉行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審理一件傷害致死案件。監察院長陳菊親率委
員坐在旁聽席，與司法院長許宗力等人一同觀
摩。

北院今天起到13日舉行第一輪次第四場次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表定為監察院司法及獄政

委員會觀摩參訪活動，今天模擬法庭活動，下
午展開審理程序，進行爭點整理及證據調查，
由檢辯雙方上場進行攻防。

北院指出，模擬法庭明天將進行審理程序
中關於證人訊問及被告訊問等重要程序，最後
進行評議及宣判。

國民法官112年上路 台北地院模擬傷害致死案開庭

（中央社）冷氣團來襲，氣溫降低，彰化
縣消防局今天統計截至下午2時止，縣內有6人
送醫時已無呼吸心跳，年齡分布在54歲到92
歲間，消防局呼籲民眾注意保暖，身體不適應
儘速就醫。

彰化縣消防局發布新聞訊息指出，截至今
天下午 2時為止，彰化縣內有 6人送醫時呈
OHCA（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狀態，最年輕
為1名家住彰化市的54歲男子，最年長則是1
名家住田中鎮的92歲婦人。

消防局表示，這6人雖無法判定和天氣冷
有關係，不過仍呼籲長輩們做好保暖工作，以

免引發心血管疾病。
消防局指出，從今年1月1日至11日為止

，消防局已成功搶救5例急性心肌梗塞病患，
因應近期強烈冷氣團來襲，消防局呼籲民眾要
注意保暖，並留意身體警訊。

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暨重症醫學部主任林
晏任今天接受媒體聯訪時說，提醒長者早上起
床後，要注意保暖，最好要穿襪子、外套及使
用圍巾。如果在寒流來襲時出現胸悶胸痛、講
話變慢或不清楚時，可能是心血管病變前兆，
應儘速就醫。

氣溫驟降 彰化縣1天6人無呼吸心跳送醫

（中央社） 「銀河紅利」 等集團以投資澳門
賭場名義招攬警界人士當下線，吸金逾40億元
。新北地院日前依違反銀行法判處徐姓主嫌17
年徒刑，涉案4警分別判刑3年6月至4年6月
不等。可上訴。

根據判決書， 「銀河紅利」 與 「長征」 等集
團涉嫌從民國101年起以投資澳門銀河娛樂渡假
城為幌子推銷民眾投資，不僅年息高且能按月領
回，投資期滿後還可領回本金，吸引不少民眾掏
錢。

集團徐姓主嫌還招攬從警界退休的蔡姓前小
隊長，並向時任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吳姓小隊
長、中正二分局婦幼警察隊黃姓小隊長、潘姓偵
查佐等人宣稱，借款給他的利率比銀行好。

檢方追查發現，吳姓、黃姓、潘姓等3名員

警也是吸金下線，招攬親友加入，各自獲利新台
幣1300多萬元至2800多萬元不等，投資者事後
拿不到錢才驚覺受騙。

新北地院合議庭歷時多年審理，斥責徐男所
為導致眾多被害人畢生積蓄化為灰燼，嚴重侵害
社會金融秩序，且先前已因違反銀行法處5年徒
刑，竟再度犯案，動機貪婪可惡，重判有期徒刑
17年。

合議庭另認為，蔡姓前小隊長等4名涉案警
務人員原應打擊金融犯罪，維護金融秩序，卻貪
圖私利協助吸金，嚴重戕害司法形象，不同意減
刑，但考量他們認罪並試圖和解，分別判處蔡男
4年6月徒刑、吳男3年6月徒刑；潘男、黃男
各處3年10月徒刑。全案可上訴。

涉吸金逾40億元案 新北地院判4警3年6月等徒刑
（中央社）八仙樂園塵爆案罹難者家屬指

公務機關怠職向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
消防署提出國家賠償訴訟，一審敗訴，提上訴
，二審今天認定塵爆與機關怠職無因果關係，
判敗訴。可上訴。

二審的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5名罹
難者的父母提告主張，其孩子於民國104年6月
27日參加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在八仙樂
園舉辦的 「彩色派對」 ，但活動於當天晚間8
時31分許發生粉塵爆炸，其孩子罹難死亡。

5名罹難者的父母主張，交通部觀光局、新
北市政府及內政部消防署，未防範粉塵易燃性
、未確保逃生動線恰當、未確實檢查八仙樂園
等，怠職有過失，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一審認定，塵爆發生與機關怠職無因果關
係，判決駁回，罹難者的父母們提起上訴，二
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今天駁回上訴，仍判3
個公務機關免賠，可上訴。

二審指出，交通部觀光局、新北市政府於
歷次觀光遊樂業檢查時，已察覺八仙樂園內有
未取得使用執照的設施，並就此列為應改善事

項，卻未切實督導八仙樂園改善，監督考核確
實有疏失。

二審表示，八仙樂園違法興建並擴大經營
「快樂大堡礁」 ，並將 「快樂大堡礁」 等區域
出租瑞博公司舉辦理彩色派對；瑞博公司租用
未注水的 「快樂大堡礁」 作為為 「彩色派對」
舞台及舞池，卻沒有就此作為水域遊樂設施使
用。

二審指出，塵爆發生原因為舞台上人員使
用二氧化碳鋼瓶噴射色粉時，操作不慎將色粉
噴入高溫的電腦燈而引燃，火光再引燃舞台前
方至舞池區的粉塵雲，延燒至舞池地上堆積的
色粉，導致被害人燒燙傷及灼傷。

二審認為，事故主因是活動內容及流程設
計不當、人為疏失及硬體設備未適當隔離，非
因 「快樂大堡礁」 設施欠缺水域遊樂設施的安
全性所致，交通部觀光局及新北市政府怠於行
使職務，難認與父母們主張受損害有相當因果
關係。

二審指出，內政部消防署於塵爆發生前，
關於是否將噴放（灑）可燃性微細粉末的行為

公告為消防法第14條第1項易致火災行為，有
裁量空間，其未公告管制上開行為並非怠於職
務。

此外， 「彩色派對」 發生粉塵爆炸，造成

15人死亡、400多人受傷；主辦人呂忠吉經法
院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刑5年定讞，已於108年
入監。

八仙樂園塵爆罹難者家屬請求國賠二審仍判敗訴
鄭文燦主持疫情專案會議鄭文燦主持疫情專案會議

桃園機場桃園機場COVID-COVID-1919（（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染疫案擴大染疫案擴大，，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1212日上午主持防日上午主持防
疫專案會議後直播發表結論疫專案會議後直播發表結論，，說明相關採檢結果說明相關採檢結果。。

冬季安全提示
隨著冬季寒冷天氣的來襲，麻省

總醫院提醒你要注意保暖和安全！一
起來看看冬季安全提示，來幫助你在
冬季保護自己和家人。
在家中

•檢查所有的煙霧探測器和一氧
化碳探測器，確保它們正常工作。

•使用供暖電器時要注意安全！
供暖電器要遠離水，切勿在水槽附近
或浴室內使用。另外，它也要離窗簾
、家具或任何可能起火的東西至少3
英尺（0.9米）遠。在使用這些電器
時，要注意孩子和寵物的安全。當離
開房間或睡覺時，要記得隨手關閉。

•以防停電，建議你準備一個應
急包，並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在遭遇惡劣天氣時，注意家裡
老人和鄰居的情況，確保他們沒事。
在車裡

•記得確保你的車準備好過冬，
可以讓相關師傅檢查一下。

•給車裝上雪地輪胎。
•經常檢查油箱、防凍液和擋風

玻璃清洗液，盡可能讓它們保持充足
。

•做一個應急包，把它放在後座
上，這樣就算後備箱結冰，你也可以
拿到它。
在戶外

•穿多層衣服，給自己和孩子都
多穿些衣物包括大衣、帽子、手套和
防水靴。

•過馬路要小心，如果有雪堆，

不但有可能堵住人行道，還會讓你很
難看清周圍的情況。

•用融冰劑、沙子、鹽或貓砂覆
蓋車道或人行道上的冰，可以防止你
和你的家人滑倒或摔傷。

•檢查你的車道、人行道和街道
是否有黑冰——路面上一層薄的冰殼
，視覺上是透明的所以不易察覺。當
冰或雪在白天融化，在晚上再次結冰
時，黑冰更經常發生。

•使用吹雪機時要小心，在加氣
或疏通堵塞之前，確保吹雪機已經關
閉，記得讓你的手遠離移動部件。
兒童在戶外玩耍時

•不要在結冰的池塘、湖泊或河
流上行走或玩耍！兒童、成人和寵物
都有可能跌落冰面，受到嚴重傷害！

•在任何冬季戶外活動中都要密
切關注孩子，例如滑雪橇、滑雪、滑
雪板或雪地摩托。

•在戶外活動時要穿戴好保護措
施，戴上頭盔和護目鏡。

•選擇一條安全的雪橇路徑！在
孩子玩雪橇時，確保道路盡頭不會通
向有汽車、樹木、建築物或其他結構
的街道。

•如果你的孩子使用雪地車，確
保他/她足夠大並且知道如何正確使用
。如果你的孩子不到16歲，他/她不
應該駕駛雪地車。如果你的孩子不到
6歲，他/她不應該乘坐雪地車。

•注意體溫過低（體溫過低）的
跡象！體溫過低是由於長時間處於寒

冷的環境中，例如在寒冷的天氣下呆
在外面或掉進結冰的水里。如果你發
現你或你的孩子在發抖、疲倦、皮膚
蒼白、冰冷、嘴唇發青，請立馬進屋
並讓人暖起來。如果在暖和後也還在
發抖，感到頭暈或呼吸比平時慢，請
及時就醫。
為緊急情況做準備

以下是一些針對家中和車裡應急
包的建議，以應對緊急情況。
家裡的應急包用品
以下是可以放在家裡應急包的用品清
單：
• 帶有備用電池的手電筒和照明設
備
• 蠟燭和火柴
• 手搖式收音機或者帶電池的收音
機
• 急救箱，確保裡面的急救用品沒
有過期。如果過期了，就買一個新的
急救包
• 不易變質的食物，例如麵包、包
裝零食、乾果、罐頭和嬰兒食品（如
果家裡有孩子）
• 瓶裝水
• 不需要電的開罐器
• 備用的處方藥
• 備用的寵物食品（如果家裡有寵
物）
• 毛毯或睡袋
• 保暖衣物，如大衣、襪子、手套
和帽子
• 一袋融冰劑、沙子、鹽或貓砂，

用來撒在車道或人行道的冰上
• 鏟子和刮冰刀
• 重要電話號碼的清單，以便在緊
急情況下撥打，例如家庭成員、警察
、消防部門的聯繫電話
車裡的應急包用品

在暴風雨/雪期間，最好盡可能減
少外出，但有時你可能不得已需要外
出。以下是你可以放在車裡應急包裡
的用品清單，以防你需要外出或被困
在暴風雨/雪中。
• 手機充電器和備用電池
• 手電筒和對應的備用電池
• 急救箱，確保裡面的急救用品沒
有過期。如果過期了，就買一個新的
急救包
• 工具箱
• 鏟子和刮冰刀
• 手搖式收音機或者帶電池的收音
機
• 顏色鮮豔的旗子或標記物
• 不易變質的食物，例如麵包、包
裝零食、乾果、罐頭和嬰兒食品（如
果家裡有孩子）
• 瓶裝水
• 紙巾
• 毛毯或睡袋
• 保暖衣物，如大衣、襪子、手套
和帽子
• 紙質路標
• 指南針
• 輪胎防滑鍊或繩子
• 增壓電纜

• 一袋融冰劑、沙子、鹽或貓砂，
用來撒在車道或人行道的冰上
• 重要電話號碼的清單，以便在緊
急情況下撥打，例如家庭成員、警察
、消防部門的聯繫電話

麻省總醫院兒童醫院和麻省總醫
院並不為以上所列的任何品牌背書，
本手冊的目的是讓大家更好地掌握相
關的健康信息。它不能代替醫療建議
，也不應該用於治療任何醫療狀況。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
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
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
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
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
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
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
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
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
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
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
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在14項
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
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
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
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最新一週疫情報告中指出，上週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新增確診病例約
1500萬例，激增55%上下，死亡病例數則維持穩定。

美聯社報導，世衛在每週疫情報告中表示，全球上週新增約1500萬確診病例，4萬3000多人病歿。世界上每個地
區都通報病例攀升，只有非洲例外，新增病例減少了11%。

英國和美國科學家表示，初步跡象顯示，Omicron疫情可能已達高峰，不過他們仍不確定疫情下階段發展為何。世
衛指出，美洲上週通報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多新增病例數，暴增了78%，主要來自美國。

歐洲地區新增病例攀升31%，死亡病例則減少10%。
上週病例增幅最大的地區在東南亞，超出了400%，通報病例最多的是印度、東帝汶、泰國和孟加拉。東南亞地區

病歿人數減少6%。
世衛表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Omicron可以 「免疫逃脫」 ，現在已確定Omicron新增病例倍增的時間較短。世

衛並指出，許多研究顯示，Omicron造成的症狀不如先前出現的其他變異株嚴重。

Omicron肆虐 全球上週新增確診1500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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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故事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从小就被人嘲

笑长得丑的江西女孩吕燕，可能现在依

然没有走出江西的农村，过着一个江西

农村妇女本分的生活。而不是代表中国

参加世界超模大赛，并获得亚军，在T

台上为国争光了。

1999年，18岁的吕燕长到了一米七

七，在一群女孩子中间高出一头。长得

高，最开始对吕燕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在身边的人看来，吕燕并不好看

。小眼睛，不努力睁开的话就是一条缝

；高颧骨，方形脸，大嘴巴、厚嘴唇，

和我们传统的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嘴

、瓜子脸的美女完全是朝着相反方向长

的。

因为今天被人说不好看，吕燕的青

春期有点自卑，偏偏个子又拼命往上蹿

，她只能低头驼背，不敢昂头挺胸。

一直到她读完了技校，想着将来要

步入社会了，不如去报个形体培训班，

纠正一下自己含胸驼背的毛病。

巧的是，当时形体培训班的隔壁是

一个模特培训班，正准备去北京参加比

赛，而参赛人员正好又少了一名，正好

模特老师看到了一米七七的吕燕，于是

就把她拉来凑个人数，简单培训了一段

时间后就来到北京参加比赛。

就是这么机缘巧合，改变了吕燕的

命运。

在北京当模特的头一年，吕燕虽然

也经常受到冷眼，但也得到了两位贵人

的赏识。那就是当时中国的顶尖时尚造

型师李东田和摄影师冯海。这两人发现

了吕燕独特的气质，给她专门造型拍了

一组照片。

那组照片后来几乎登遍了当时所有

时尚类杂志，在时装界引起很大争议和

反响。

细长的单眼皮像睁不开，颧骨高下

巴短，脸上还有好多小雀斑——这是中

国自从有时装杂志以来，第一次封面上

登的是吕燕这样“个性化”化的非传统

美女。

不过当时引起的争议只是针对要不

要欣赏这种“个性美”的，并没有更多

复杂的情绪在内。也因为没有社交媒体

的推波助澜，在民间也没有引起多大的

议论。

这和今天的舆论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了。

今年的12月26日，“三只

松鼠”的一个酸辣粉广告中

，模特也因为是小眼睛、厚

嘴唇的妆扮造型，被许多网

友质疑丑化国人，还把事情

弄的上了微博热搜。

众议沸腾，“三只松鼠”

只好出来道歉，说：“该页

面中模特为中国人，其妆容

均基于其个人特征打造，无

刻意丑化。针对网友反馈模

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并由

此产生不适感，我司深表歉

意，并第一时间已进行页面

的替换，且已安排排查公司

其他产品页面，杜绝类似情

况产生。”

而这则“辱华”广告的模

特本人也觉得很委屈，出来

吐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

么要遭受这种网络暴力，我

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完

成我自己的工作。我眼睛小

就不配做中国人了？我真的有被气笑了

。”

对于一个模特的美丑，已经上升到

了爱不爱国这样的道德层面讨论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欣赏吕燕的美？

吕燕是幸运的。不仅仅是她因为机

缘巧合进入到了模特圈，更是因为她早

生了20年，换到今天面对广大网友们的

审美标准，是容不下一个长着“眯眯眼

”的女孩，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超模大

赛的。

2000年，19岁的吕燕获得了世界超

模大赛的亚军。这直接让吕燕从一个模

特新人晋升为国际超模，在国际时尚圈

一战成名，巴黎、纽约、米兰、日本等

多家国际模特经纪公司排着队想要获得

与她合作的机会。国内的央视闻讯也对

吕燕的事迹进行报道和专访，让她从国

外火到了国内。

自此以后，国内时尚圈专门为吕燕

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高级脸”。

那意思是，吕燕的长相虽然不符合

传统中古人的审美，但却是符合国际审

美的，更为高级的一种美。

也是从吕燕开始，中国的模特们以

“高级脸”为美，又出了好几位在国际

上名声鹊起的超模。

比如首位进入权威模特排行榜mod-

els.com Top50的中国人。曾获得新丝路

模特大赛冠军、中国十佳职业模特称号

。登上法国版《Vogue》、《时代》杂

志封面的超模杜鹃。

比如曾两次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T

台西安女孩雎晓雯。

比如登陆巴黎时装周，曾经排名全

球第六的超模汪曲攸。

比如在 2018 全年四大国际时装周

Top show数量继续位列第一的贺聪。

比如曾在纽约时装周走秀，因为撞

脸林永健被称为“林永健女儿”的贾晨

宇。

这些姑娘们如果用中国传统的审美

来看，都不算是大美女，但是在国际上

，却都受到热捧。看来有些老外确实就

喜欢这一口。

当然，最出名的一位并不是模特，

但同样也属于在国内不算美女，在一些

外国人眼里是个宝的情况，这个人就是

邓文迪。

为什么欣赏美女这件事上，中外的

差距会如此之大呢？

那是因为我们在审美的时候，标准

还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能够欣赏像范冰

冰这样高鼻梁、大眼睛、瓜子脸、曲线

婀娜、肤白如雪的美，却难以欣赏像吕

燕这种，尽管脸不好看，但全身上下散

发着一种自信的美。

“当一个女人能够自信地展示她的

独特气质时，那种散发出来的美感让人

难以抗拒”。这句话用在吕燕身上最合

适不过。

中国有14亿人，56个民族，疆域辽

阔，人杰地灵，什么样子的人都有。如

果只有一种审美标准，一定要大眼睛才

算美女吗，不是太不合理了吗？

但你可能会气愤了，那外国人，甚

至自己人总是用“眯眯眼”的标准来展

示中国女性，就合理吗？当然也不合理

，这么做的人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眯眯眼”是100多年来，西方对于中

国，乃至东亚的一种歧视，这毋庸置疑

。

我们可以尊重吕燕的美，人的长相

都是父母给的，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

长相而自信，去展示自己独特的美。但

如果故意用这一种美来代表中国，都是

不合理的。

按照目前国际学术上公认的分类，

世界人种总共分为五类：高加索人种、

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马来人种、印

第安人种。

这是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

国科学家布鲁门巴哈，在1795年做出的

分类。比之前按照肤色来划分为黄种人

、白种人、黑种人来说显得更为科学，

但是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

比如我们中国人就被分到了蒙古人

种当中，要知道蒙古族在中国人口中只

占一小部分，为什么把中国人乃至整个

东亚地区的人都分为蒙古人种呢？

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东

亚最出名的就是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

铁骑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武功。那

些用铁骑撞开欧洲大门的蒙古士兵，是

东方人留给他们的最深印象。

而蒙古人因为长期生活在寒冷之地

，他们的长相就是典型的扁平脸、小眼

睛、明显的内眦赘皮包住了眼角，厚重

的眼皮脂肪、显著的单眼皮。

但那个时候西方人只见过蒙古人，

很少见到中原和南方地区的中国人，所

以留下了这个刻板印象。再后来，大批

去美国的华工，因为在环境恶劣的船舱

里待了几个月，登陆之后个个营养不良

，脸色蜡黄，自然也不会好看到哪里去

。

这些初次印象，造成后来西方在

“排华浪潮”兴起的时候，就夸大中国

人“眯眯眼”的形象来丑化我们，一直

到今天，这种种族歧视的余孽还没有绝

迹。

其实不管什么国家，什么种族，都

会有小眼睛和大眼睛，都会有不同类型

的美。对于那些可以夸大一种长相来丑

化某个民族的人，我们要与之斗争到底

。但是对于并无恶意，只是展现出另一

种审美的情况，我们也不必上升到爱国

的道德层面。

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尊重吕燕的

美，但如果只用吕燕来代表中国，没有

人会同意。

靠“眯眯眼”逆袭的中国超模
外国人觉得美，但并不能代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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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婆媳問題一直都是家家有本

難念的經，不只東方如此，西方也不例外

。法國電影《豪門媳婦日記》（Unsophis-

ticated Lady）就描述身為巴黎貴族世家獨

子的保羅，某天因故人生第一次搭地鐵，

就對售票小姐一見鍾情，沒想到順利將美

嬌娘娶進門後才是災難的開始，他的母親

對這位媳婦非常看不順眼，一場婆媳大戰

就此展開！《豪門媳婦日記》由曾提名坎

城影展金攝影機獎的安托南佩黑提亞可

(Antonin Peretjatko)自編自導，《鹿皮奇談

》製片團隊打造爆笑愛情力作，電影將於

1月14日在台上映。

《豪門媳婦日記》中飾演女主角媳婦

艾娃的是法國女星安娜伊德穆斯提

(Anaïs Demoustier)，今年才 34 歲的她從

2000年至今已演出超過50部長、短片，

相當多產，2020年以《市長你累了嗎？》

榮獲凱薩獎影后，其餘作品如《當愛再來

的時候》、《我愛妳，妳愛她》、《女朋

友的女朋友》等片，均曾在台上映。而飾

演婆婆「太后」的71歲女星喬希安芭拉

絲寇(Josiane Balasko)，是法國殿堂級演員

與導演，曾七度提名凱薩獎、兩度獲獎，

更於2000年榮獲凱薩獎終身成就獎，參

與的電影共有26部在法國超過百萬觀影

人次，執導的電影《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

他》曾提名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另外飾演媽寶男主角保羅的是53歲

影歌雙棲男星菲利普科特林(Philippe Kat-

erine)，發行超過10張專輯的他擅長喜劇

角色，演出過《我的情敵是冰箱》、《赤

月追緝令》等片，並以《囧叔大翻身》榮

獲凱薩獎最佳男配角。《豪門媳婦日記》

故事講述在保羅的家族裡，財富就像他們

的貴族頭銜一樣是可以傳承的，保羅坐在

輪椅上的母親「太后」統治著家族王朝。

平民小姊姊艾娃在巴黎地鐵公司上班，生

平第一次搭地鐵的保羅對她一見鍾情，瘋

狂地愛上她並想要把她娶回家。然而太后

卻懷疑艾娃有外遇，於是僱請私家偵探調

查，但事情的發展總是令人意想不到！

2022新年最爆笑法國電影
《豪門媳婦日記》上演貴族婆媳大戰

鬼臉殺手恐怖再現！經典賣座驚悚片續集

《驚聲尖叫》於美國時間1月7日在洛杉磯跨世

代卡司合體紅毯大合照，包括三位經典演員妮芙

坎貝爾、寇特妮考克絲和大衛艾奎特，還有新生

代演員梅莉莎巴雷拉、梅森古丁、米琪麥迪遜、

狄倫米奈特、傑克奎德、瑪麗雪登、潔絲敏莎懷

布朗和索妮雅阿瑪爾，以及兩位導演麥特貝提內

里奧爾平和泰勒吉列特。

1996 年，導演衛斯克萊文執導了一部創

新風格的恐怖電影《驚聲尖叫》，在全球上

映後創下 1.73 億美金的驚人票房，迅速成為

驚悚恐怖片新經典，隨後又分別於 1997 年、

2000年及 2011年推出三部續集《驚聲尖叫2》

、《驚聲尖叫 3：終結

篇》和《驚聲尖叫 4》

，四部電影總共在全球

締造超越 6億美金票房

紀錄，「鬼臉殺手」被

影迷公認是史上最偉大

的搞鬼殺人魔之一，也

是每年萬聖節最常見的

主題裝扮。

2022年，兩位新生代

導演麥特貝提內里奧爾

平和泰勒吉列特，將傳

承衛斯克萊文的精神，

並為《驚聲尖叫》的角

色與劇情注入全新元素

，以更具時代性的創意

與驚嚇場面，讓新世代

影迷全面體驗經典的喪

膽，絕對是更加恐怖又超過癮的致敬作品！

導演麥特貝提內里奧爾平和泰勒吉列特表示

：「衛斯克萊文曾說過『看恐怖片就該像坐雲霄

飛車一樣過癮』，而我們也是同樣朝著這個方向

要把電影拍得很到位。」這都是因為衛斯克萊文

。妮芙坎貝爾、寇特妮考克絲和大衛艾奎特提到

，衛斯克萊文在當時被視為是恐怖片之王，但同

時他也是一名很棒的人，在很多方面他就像是大

家的父親，本來沒有衛斯，並不想再拍另一集，

但兩位導演麥特和泰勒真心想向衛斯致敬，而在

看完劇本之後，拍第一集的感覺又回來了，他們

真的為這部經典恐怖片注入新意。電影1月14日

在台上映。

恐怖 「鬼臉殺手」 再現！
《驚聲尖叫》續集導演

看恐怖片就該像坐雲霄飛車

《蝙蝠俠》（暫）不跟進《魔比斯》！

影視媒體「The Direct」報導：羅勃派汀森

主演DC超級英雄電影《蝙蝠俠》的片商旗

下「華納媒體」CEO傑森奇拉接受「Dis-

cussing Film」訪問表示：《蝙蝠俠》預定3

月4日在美國上映目前不變，「但我們密切

關注Omicron，我們目前感覺映期是（還）

好的，我們會每天注意變化。」

Omicron 變種病毒在美大爆發後，漫

威+SONY電影合作、《藥命俱樂部》奧斯

卡最佳男配角傑諾雷托主演《魔比斯》，

已將原定 1月 28日檔期延到 4月 1日在美

國上映。

「紐約郵報」娛樂版Page Six報導：西

班牙疫情嚴峻，上週在當地開拍自製自演殺

手驚悚新片《The Mother》的翹臀珍珍妮佛

洛佩茲，也被拍到她搭私人飛機返美，在機

場戴口罩、拎名牌DIOR大包、踩毛毛拖鞋

的照片。

該片男主角約瑟夫范恩斯，是佛地魔雷

夫范恩斯的親弟弟，曾和葛妮絲派楚合演

1998年《莎翁情史》，曾和《不羈夜》女主

角海瑟葛拉罕合演《霸王別姬》導演陳凱歌

執導2002年好萊塢電影《溫柔地殺我吧》

（直譯），片中有大膽露骨的激情戲，可惜

該片票房與口碑都不如預期，沒有引起注意

。目前尚不知他和翹臀珍新片中是否有激情

戲，也不知何時復拍。

可能在英國拍攝的《法櫃奇兵5》（暫

名），導演是曾執導2013年《金鋼狼：武

士 之 戰 》 的 詹 姆 士 曼 格 ， 影 視 媒 體

「SCREENRANT」報導：他在社群平台證

實影片沒有停拍，還公布「預定本月底前就

可以殺青」，該片預定2023年6月30日在美

國上映。

超受矚目的是：去年底Omicron在美大

爆發前上片、目前全球票房逾15.3億美元

《蜘蛛人：無家日》男主角湯姆霍蘭德的新

片《秘境探險》，至截稿前也未見改變檔期

，預定2月18日在美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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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还真”角色人设无敌

作为霹雳三台柱之一，素还真要颜值有颜值

、要武力有武力，要仁心亦有仁心！这样的无敌

人设原本一向仅存在于录影带与电视台宇宙中，

如今踏上大银幕，其绝美造型连在全台最大最豪

华影厅之一的 A13 泰坦厅的22公尺巨幅银幕上

映演出来，素还真特有的阴阳并具调和气场、中

性的盛世美颜依然精緻且禁得起检视，作为台湾

人，又怎能不前往朝圣朝圣一次！

2、台版超级英雄电影问世可比“台湾
漫威”

《素还真》电影版讲的是少年素还真的起

源故事，这趟英雄崛起旅程一如所有精彩的超

级英雄电影故事线，将让素还真历经意气风发

、跌倒与再站起来的过程，并也逐渐领悟到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的巨大使命。过往若

有人问“台湾何时将有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系

列电影？”而无解，那麽《素还真》或许就是

MIT 的蜘蛛人、钢铁人或蝙蝠侠电影版，可以

是个开始。

3、画面美、气氛佳，台湾武侠世界超
迷人

《素还真》从分镜与摄影和剪辑的戮力呈

现出电影感，到服化道的精细甚至邀来杨惠姗

与张毅的“琉璃工房”来打造剧中重要道具，

疯狂声光视觉特效的处理、以及关键的武打戏

码都不马虎，皆可以看见这部电影为了配合霹

雳一哥素还真的高级档次，也真的是够拼了！

且主要角色的偶动漫画面呈现中，从眼神的灵

动到髮丝的飘扬、从手掌指头到脚步的活动都

是栩栩如生！引领观众带入感强，所打造的

“台式武侠世界”也能让台湾人觉得很骄傲。

4、故事转折、人物角色丰富难挡

所有影剧故事都一样，剧情不好看，有再精

緻的电影拍摄技术都是枉然。《素还真》电影版

详细交代了素还真的“出师过程”，各种造型的

素还真看到饱已经很惊艳观众，在故事线中更不

时展现出年少轻狂、俏皮搞笑与良善一面，加上

素还真一路上所遇上的各种境遇转折，让观众跟

著剧情的脚步一步一步更加爱上素还真的各种面

向，剧本的力道可谓居功至伟。

5、蕴含台语电影文艺复兴力

当代观众，如何一秒拉近自己与全台语片

的距离？一部《素还真》可以搞定。对于想听

台语、想学台语或想知道台语文艺魅力在哪里

的人而言，《素还真》绝对能慎重地为你打开

2022 年“台语第一课”！

《素还真》电影版看完，千万不要急著离

开，片尾更有巨大惊喜彩蛋等著你。

台灣之光《素還真》帥噴眾生！
5大霹靂看點、必須納入2022新春必看電影片單之一！

「半神半聖亦半仙」 純正血統 MIT 經典角色故事終於映畫化！即將於 1/28 賀歲檔期在

全台院線登場的偶動畫電影《素還真》將重新定義 「台灣武俠片」 真義。《素還真》電影版醞

釀四年，終於讓這個於 1988 年首次登場問世、並風靡 cos 與同人界的 「素還真」 一角登上

大銀幕，電影以極富美學的分鏡語言與細緻的偶動畫操作力、將素還真灌入豐沛血肉，在戲院

中展現此角爆棚魅力，將讓觀眾一眼愛上！一起來未看先聞香《素還真》的五大霹靂看點！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中除

了暖心学长周兴哲和吃货学妹李沐之外，

扮演李沐闺蜜也是校花的何思静，因为气

质满点的外表也成为讨论话题。她在高中

时期，清丽的模样便已登上以高中生话题

为主的刊物“高校志”封面，进入辅大之

后便开始拍摄广拍，2017年曾和天王周杰

伦合拍手机广告，笑容甜美而获得更多关

注，广告作品不断，近期在也有她拍摄的

眼镜广告在强力放送。

何思静今年也参演了话题最热的《华

灯初上》，扮演杨瑾华演出的苏庆仪的少

女时代，面对自己深感无奈的家庭和好姊

妹的情谊，又加杂著自己的嫉妒和心机，

她的演出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我吃了

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导演杜政哲也是

《华灯初上》的编剧，他表示当初要寻找

《早餐》中校花的角色，开始寻觅潜力新

人，见到何思静时，得知她也即将去参与

《华灯初上》的试镜，杜政哲说：“何思

静去《华灯初上》一关一关，一路试镜试

过来，终于获得演出机会。”

杜政哲观察何思静在《华灯初上》的

演出，觉得她有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力量

，“她要演杨瑾华的小时候，再加上因为

和她演对手戏的是王淨，她是台北电影节

影后，演技真的很好，可

是何思静和她对戏，并没

有被比下去，我觉得她在

萤幕上的表现，很有渲染

力。”而同样何思静也通

过《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

的早餐》的试镜，接连在

两部话题作品中，何思静

演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高中

生样貌，一个压抑深沉，

另一个自信单纯，都有很好的表现。

但何思静虽有辅大校花的美名，但她

对扮演校花的角色并没有信心十足，而觉

是得很紧张，她说：“本来演校花，觉得

很多部份都会被观众高度审视，但小杜哥

（杜政哲）告诉我不是要演高高在上冷酷

型的校花，而是个很乐天，很天真的女生

，对一切都很认真，不光是外表还有因为

个性等因素，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让我

觉得校花两个字没有那麽沉重了。”杜政

哲表示原本何思静曾经让他有些不确定的

担忧，但电影开镜的第一场戏，便是拍摄

她的画面，“看她克服紧张，在镜头前表

现的很自然，我真的完全放心了。”

何思静在电影中还有另一大挑战，便

是她要扮演热舞社社长，在社团成果发表

会上展现舞技，她笑说：“我要和DD52

裡的女生们一起跳舞，压力真的太大了。

”只有一有空档，她便一直练舞，“我也

曾经担心舞跳的不好，影响到角色的表现

，难过到在家裡哭了，但幸好拍摄时，听

到台下许多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欢呼，真

的有股力量，可以顶著我好好表现。”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由华

映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天际娱乐股份有限

公司、星空飞腾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中环国际娱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星泰国

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三皇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乐到家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得艺文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艾迪昇传

播事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电影将于2022

年1月28日上映，更多电影资讯，请上电

影官方脸书粉丝团查询：https://reurl.cc/

bzdnLX

《華燈初上》的金獎編劇杜政哲看好新人何思靜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扮校花表現出色

校園愛情電影《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由華映娛樂繼去年

暑假票房冠軍電影《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之後，再度製作和

發行由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作品。電影由《華燈初上》的金獎編劇杜

政哲改編劇本並執導，集合亞洲創作新天王周興哲及怪物新人李沐、

新生代潛力演員宋柏緯、何思靜、婁峻碩及林鶴軒（大鶴）共同演出

。新人何思靜獲得杜政哲重用，挑戰校花一角，也在夯劇《華燈初上

》中露臉，接連和人氣大咖合作，成為近期最受矚目的新人演員，杜

政哲很看好她的表現： 「何思靜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表現很有

渲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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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南時事通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一個療
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走
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
人。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
，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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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周六上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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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冬季清晨有時車門鑰匙不能

旋轉。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冬季洗車後，放在露天

的車輛經常出現車門鑰匙不能旋轉的現
象。這不是故障，是由於洗車後殘留的
水進入鑰匙孔造成的，當鑰匙插入鎖孔
後，裡面的鎖止機構不能彈起，出現鑰
匙無法擰動。此時，千萬不要大力去擰
，否則會造成鑰匙的損壞或是變形而無
法使用。應採取使用遙控器開啟車門或
是給門鎖加熱的方式打開。

61、自動變速器車輛不踩製動踏板
變速桿不能搬動。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為了安全設計的一

項功能，不是故障。當點火開關不接通
、製動踏板未踩下或拔掉點火鑰匙後，
變速桿不能從P檔位退出。如果需要退
出，可按下緊急按鈕釋放鎖定的變速桿
。如果變速相未放在P檔位，點火鑰匙
不能轉到LOCK鎖定位置。當點火開關

接通時，必須踩下製動踏板，才能把變
速桿從P檔位換到其他檔位。因為導向
銷必須伸出才能使鎖定解除，故還需要
同時按下變速桿上的按鈕。

62、帶有ABS的車輛在緊急製動時
，出現“嘎嘎”的噪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帶有ABS的車輛在緊急

製動時，出現“嘎嘎”的噪聲，這是
ABS執行泵在減壓工作過程中發出的正
常聲音，同時，還會伴隨著製動踏板上
下跳動的彈腳的感覺。當車輪製動時，
安裝在車輪上的傳感器立即能感知車輪
是否抱死，並將信號傳給電腦。對抱死
的車輪，電腦馬上降低該車輪的製動力
，車輪又繼續轉動，轉動到一定程度，
電腦又發出命令施加製動，保證車輪既
受到製動又不致抱死。這樣不斷重複，
直至汽車完全停下來。電腦能在一秒鐘
之間對車輪進行幾百次的檢測，並同時
對製動系統進行數十次的操縱，不過，
ABS只要緊急製動時才起作用，一般情

況下起作用的還是普通製動系統。

63、冬季開暖風時前風窗玻璃有
霧氣，還伴有甜味。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你的車輛使用暖風時

出現此種現象，一般是由於駕駛室內的
暖氣水箱輕微洩漏造成的。前風窗玻璃
上的霧氣是車內鼓風機產生的風帶動匯
漏出的防凍液吹出風道，凝結在前風窗
玻璃上所致，同時人也能感覺到防冰液
的特殊味道。此時應關掉風機，霧氣會
逐漸散去。但要及時到專業維修廠修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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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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