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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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八
【美南新聞泉深】世衛組織:自俄

羅斯入侵以來，烏克蘭已發生 24 起
針對醫療保健的襲擊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週四表示，自俄羅
斯於 2 月 24 日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
，它已記錄了 24 起經過核實的針對
烏克蘭醫療保健的襲擊事件。

世衛組織在給 CNN 的電子郵件
中說: “這些襲擊已導致至少 12 人死
亡和 17 人受傷。 經證實，至少有 8
名傷者和 2 名死者是衛生工作者。 襲
擊發生在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之間
。”

烏克蘭官員稱，馬裏烏波爾一家
婦幼醫院發生致命爆炸，造成三人死
亡，這一事件受到廣泛譴責。

俄羅斯軍隊轟炸了烏克蘭一家婦
幼醫院

令人痛心的畫面顯示，一名懷孕
晚期的烏克蘭婦女緊抓著自己的隨身
物品，臉上布滿了傷口，當她走下烏
克蘭南部馬裏烏波爾市一家婦幼醫院
被炸毀的樓梯時，院內破碎的嬰兒孵
化器和血淋淋的床鋪留在殘骸中。

馬裏烏波爾官員說，俄羅斯軍隊
週三轟炸了這家醫院，烏克蘭總統將
這次襲擊描述為“暴行”和“種族滅
絕的證據”。

馬裏烏波爾市議會指責俄羅斯從
空中向醫院投擲了幾枚炸彈，摧毀了
最近治療兒童的醫療設施大樓。

盡管俄羅斯同意暫停敵對襲擊
12 小時以允許難民撤離一些城鎮，但
襲擊還是發生了。

頓涅茨克地區警方表示，根據初
步信息，至少有 17 人受傷，其中包
括母親和工作人員。

烏克蘭總統表示，當局正在廢墟
中尋找受害者。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在沒有提供
證據的情況下聲稱，烏克蘭軍隊在醫
院內“裝備了戰鬥陣地”。爆炸後醫
院的視頻清楚地顯示，那裏有病人和
工作人員，包括孕婦。

這次襲擊受到了國際譴責，聯合
國表示將“緊急跟進令人震驚的報告
”，並指出醫療設施、醫院和醫務工
作者不應“永遠、永遠成為攻擊的目
標”。

位於馬裏烏波爾的一座城市行政
大樓和距離被炸毀的醫院不到一公裏
的一所大學，已被 CNN 確定為該市
第二個遭到俄羅斯軍事襲擊的地點。

襲擊發生在烏克蘭周圍建立人道
主義走廊以將平民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從馬裏烏波
爾逃出，該地區已被圍困數日，並被

俄羅斯軍隊孤立。
該市兩名官員表示，自俄羅斯入

侵開始以來，馬裏烏波爾約有 1,300
名平民喪生。居民被切斷水電數日，
週二，烏克蘭外長指責俄羅斯將 30
萬平民扣為“人質”，犯下了戰爭罪
。

Maxar Technologies 週三發布的
新衛星圖像顯示，馬裏烏波爾的房屋
、建築物、雜貨店和購物中心在戰鬥
中受損或被毀。

烏克蘭總統質問婦產醫院為何對
俄羅斯構成威脅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周三晚間
發布給 Telegram 的視頻信息中詢問
為什麼婦產醫院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

這段視頻是在馬裏烏波爾的一家
婦產醫院當天早些時候遭到轟炸之後
發布的。

總統說：“俄羅斯炸彈落在馬裏
烏波爾的一家醫院和婦產中心。一家
兒童醫院，一家婦產醫院，那些建築
都毀了！”

總統問：“兒童醫院？產房？為
什麼它們對俄羅斯聯邦構成威脅？俄
羅斯聯邦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害怕
醫院，害怕產科病房並摧毀它們？”

澤倫斯基說，至少有 17 人在襲
擊中受傷，當局正在繼續在廢墟中搜
尋更多受害者。

俄羅斯聲稱烏克蘭正在醫院建立
戰鬥陣地。

馬裏烏波爾市長在婦產醫院爆炸
案後尋求幫助並呼籲設立禁飛區

在周三發佈到 Telegram 的視頻
消息中，馬裏烏波爾市市長博伊琴科
說（Vadym Boichenko）呼籲國際社
會提供幫助，並敦促他們在該市一家
婦產醫院遭到轟炸後“關閉烏克蘭上
空的天空”。

博伊琴科說：“今天我向全球社
會尋求幫助，請關閉烏克蘭上空的天
空。我們的意志沒有被打破，我們將
戰鬥到底，”“我們激勵了保衛祖國
的士兵和軍官。但今天我們需要支持
。”

市長表示，他確信“所有這些佔
領者都將在海牙面臨“正義”的時刻
將會到來，並表示“戰爭罪行將受到
懲罰，肇事者將在地獄中燃燒。”

博伊琴科說：“兒童醫院發生的
事情純屬邪惡。”

在馬裏烏波爾的婦產醫院遭到轟
炸前幾個小時，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
瑪麗亞·紮哈羅娃指責烏克蘭在該醫
院設立了作戰陣地。

紮哈羅娃在例行簡報會上說：
“在馬裏烏波爾，烏克蘭國家營已將
工作人員和患者逐出婦產醫院，並在
其中裝備了戰鬥陣地。”

梵蒂岡稱馬裏烏波爾兒童醫院爆
炸事件是“不可接受的”

梵蒂岡新聞週四報道，梵蒂岡國
務卿彼得羅·帕羅林對俄羅斯轟炸烏
克蘭馬裏烏波爾一家婦幼醫院表示失
望。

據梵蒂岡新聞報道，帕羅林說，
轟炸婦女兒童醫療中心是不可接受的
。

他重申梵蒂岡希望應要求調解烏
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和平談判。

帕羅林承認談判的空間很小，但
表示希望能達成一些協議。

在婦幼醫院遭到“野蠻”襲擊後
，波蘭呼籲對俄羅斯實施更多製裁

波蘭總統安德烈·杜達（Andrzej
Duda）稱俄羅斯對烏克蘭婦幼醫院的
襲擊是“野蠻和種族滅絕行為”，並
呼籲進一步製裁莫斯科。

杜達在與美國副總統卡馬拉哈裏
斯舉行雙邊會晤後在華沙發表講話，
他感謝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稱其
為“先鋒”，同時也敦促國際社會為
烏克蘭提供更多幫助。

他說：“作為自由世界的代表，
我們需要採取強硬立場。”他補充說
：“我們必須拯救烏克蘭，並呼籲採
取‘全員參與’的方式。”

他說：“烏克蘭需要得到幫助，
我們必須在這方面保持團結。”

關於美國拒絕波蘭通過位於德國
的美國-北約空軍基地向烏克蘭派遣
蘇聯時代戰鬥機的計劃，他說波蘭已
準備好向烏克蘭提供戰鬥機，但希望
這是一個北約共同決定的，我們希望
波蘭繼續成為北約的可靠成員。”

杜達說，已有超過 150 萬烏克蘭
難民進入波蘭，並補充說，他為普通
波蘭家庭如何在他們的“私人住宅”
中接待他們感到“自豪”。他說，沒
有難民被安置在難民營中。

烏克蘭軍方聲稱在基輔東北部擊
敗了俄羅斯坦克團

烏克蘭國防部周四表示，烏克蘭
軍方聲稱在基輔東北部的布羅瓦裏擊
敗了一支俄羅斯軍隊並消滅了其指揮
官 A. Zakharov 上校。

該部在推特上說:“佔領者團的指
揮官紮哈羅夫上校被擊斃。在基輔地
區布羅瓦裏區的戰鬥中，中央司令部
第 90 坦克師第 6 坦克團（切巴爾庫
爾）的營戰術大隊（BTGr）遭受了損
失。人員和設備的重大損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已經對國防
部分享的視頻進行了地理定位和驗證
，該視頻顯示俄羅斯軍事縱隊受到攻
擊和撤退。

烏克蘭武裝部隊分享了後果的視
頻，其中顯示了許多被摧毀的車輛。

俄羅斯軍隊正在從東北部和東部
接近基輔，以完成對首都的包圍，但
烏克蘭的反坦克武器迄今已將其擋住
。

美國官員稱烏克蘭防空系統拒絕
俄羅斯人進入領空

一名美國官員週三表示，烏克蘭
的防空系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俄羅
斯軍隊進入烏克蘭領空，但他警告說
，俄羅斯的超強戰鬥力仍有能力壓倒
該國的防禦系統。

據美國官員稱，由於一系列防空
系統否認了俄羅斯的空中優勢，俄羅
斯空軍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烏克蘭領
空。

這位官員說，俄羅斯每天飛行
150-200 架次，但它們幾乎遍布俄羅
斯領土。由於地對空導彈的有效使用
，包括美國提供的便攜式毒刺和更大
的系統，俄羅斯飛行員並沒有冒險進
入烏克蘭領空。

盡管一些俄羅斯飛機已迅速進入
烏克蘭領空進行攻擊，但它們不會為
俄羅斯地面部隊提供重要掩護。

烏克蘭防空系統否認俄羅斯在空
中機動的自由，突顯了五角大樓新聞
秘書約翰·柯比周三早些時候關於俄
羅斯空中行動“有限”效力的說法

此外，烏克蘭擁有可作戰的噴氣
式飛機，但他們並沒有執行大量的戰
鬥任務，這位官員說。防空主要來自
他們的防空系統，這就是為什麼向烏
克蘭提供已被證明對俄羅斯人最有問
題的武器：反裝甲導彈和防空導彈更
有效。

俄羅斯損失：這位官員說，俄羅
斯損失了大約 20-25 架直升機和
15-20 架其他飛機，同時還損失了數
百輛汽車，包括坦克和裝甲設備。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此前報道稱，俄羅
斯在入侵中損失了 8-10% 的軍事資
產。

該官員的評論是在五角大樓表示
不支持通過美國將波蘭 MiG-29 戰鬥
機轉移到烏克蘭之後發表的。柯比周
三表示，該提議對已經擁有作戰飛機
的烏克蘭軍方幾乎沒有好處，但與俄
羅斯升級的風險很高。

烏克蘭人有效地進行反擊：這位
官員說，盡管俄羅斯在戰鬥力方面擁
有巨大優勢，但他們未能在決定性的

地點和時間讓這支部隊承擔責任。烏
克蘭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反擊，使用由
輕步兵組成的小隊來攻擊通常通過公
路旅行的大型俄羅斯車隊。

烏克蘭人在自己的地盤上作戰，
這使他們在了解地形方面具有優勢，
並使他們能夠以當地居民為耳目。美
國也有軼事證據表明俄羅斯隊伍中存
在分歧。

美國官員稱約6000名俄羅斯士
兵可能在烏克蘭喪生

據一位美國官員稱，自入侵烏克
蘭開始以來，俄羅斯可能已經有 6,
000 名士兵在行動中喪生，他警告說
，準確估計戰鬥傷亡人數非常困難
——尤其是在戰鬥實時展開的情況下
。

這位官員說，被殺的俄軍人數可
能在 5,000 到 6,000 人之間，甚至更
高，但強調對這些數字的信心不足。

最新的評估是在國防情報局局長
斯科特·貝裏爾中將週二告訴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之後，情報界估計有 2,
000 至 4,000 名俄羅斯士兵在烏克蘭
被殺。

貝裏爾還表示，評估結果“信心
不足”。

他補充說，受傷人數可能是原來
的三倍。

白宮警告俄羅斯可能在烏克蘭使
用化學武器

白宮新聞秘書 Jen Psaki 於 3 月
9 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白宮新聞發
布會上發表講話。

白宮週三警告稱，俄羅斯可能在
烏克蘭使用化學武器，或製造使用化
學武器的“假旗”行動。

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在推特
上抨擊了她所謂的俄羅斯關於美國正
在烏克蘭開發化學武器的虛假說法：
“既然俄羅斯提出了這些虛假聲明，
而中國似乎也支持這種宣傳，我們都
應該警惕俄羅斯可能在烏克蘭使用化
學或生物武器，或者利用它們製造虛
假旗幟行動。”

普薩基還指出，俄羅斯“使用化
學武器的長期且有據可查的記錄”以
及“指責西方俄羅斯本身正在犯下的
違法行為”的模式。

今年早些時候，國務卿安東尼·
布林肯警告說，俄羅斯可能會進行假
或真化學武器襲擊，作為入侵烏克蘭
的製造藉口。但他的評論是在俄羅斯
全面入侵開始之前發表的。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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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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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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的顶级富豪之一，比尔盖茨的名字，

可谓是家喻户晓，不过，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却干起了

“神棍”的事情，因为他竟然开始对未来的人类世界，

进行预言了，那么，比尔盖茨又预言了什么内容呢？

比尔盖茨认为，在未来的人类世界里，将会出

现一场非常可怕的瘟疫，甚至有可能要比此前人类

经历过的任何一场瘟疫都要严重，甚至有可能会让

人类文明被按下暂停键。

说起来，近年来，比尔盖茨一直都非常热衷于

对未来人类世界的研究，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未来

的人类世界，有可能遭遇哪些可怕的灾难。

例如在2015年和2018年的时候，比尔盖茨都

曾经预言过，人类世界很快将会被一种神秘的病毒

入侵，很可能会造成久久难以消散的世界大流行。

这也让2019年年底，当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很

多人都认为，比尔盖茨的预言成真了。

那么，这一次比尔盖茨的新预言，未来有没有

可能变成真的呢？答案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地球上

的温室效应，目前导致永冻土的融化，已经让不少

远古病毒暴露在自然界中，虽然目前发现的这些古

老病毒，对于人类来说都没有什么威胁，但是病毒

作为生物的一种，它们在自然界中本身也是可以不

断变异，未来就有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而且人类对于病毒的了解，事实上就连零头都

算不上，研究认为，世界上的病毒至少有上百万种

，而人类了解的病毒，却仅有几千种，所以，未来

出现某一种神秘病毒，在不知不觉间入侵人类世界

，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就是如今全球有很多的生物实验室

，拿美国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方

面的冲突问题，就让很多人担心，会导致美国在乌

克兰建立的生物实验室发生泄漏事故，从而出现更

严重的危机。

因此，即使神秘病毒不是来自于自然界，也是

有可能从某个生物实验室流出的，所以，比尔盖茨

的担心，也不是完全危言耸听。

而且此前美国也曾经多次进行过人类对抗病毒

的模拟演练，大部分的演练结果，都以人类失败告

终，例如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病菌对抗”

演练的结果，就是人类溃不成军，最终完败收场，

这也意味着，事实上对于病毒来说，人类从未就做

好过准备。

所以，比尔盖茨表示，自己提出这样的担忧，

事实上，也是希望人类可以携手合作，早日对病毒

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且可

以做出多种方案，从而在

病毒一旦出现的时候，可

以立刻进行对抗，不浪费

掉黄金时间。

那么，人类真的无法

应付病毒吗？

当一场因为病毒导致

的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

类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

解药和疫苗，就好像如今，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加紧

研制疫苗，而且还是可以应对病毒变异后的疫苗。

而在人类历史上，尽管人类经历过多次的瘟疫

大流行，事实上，人类真正“打败”的病毒，却只

有天花一种，而天花病毒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在美国的生物实验室里，也存有天花病毒，同时

，在天花病毒于世界上大流行的时期，因此死掉的

病人，如果是直接被埋葬，那么，伴随着永冻土的

融化等等，也有可能会让病毒重新复活。

例如在2016年的西伯利亚地区，就曾经发生

过遗骸上的炭疽病毒重新复活，在西伯利亚流行，

导致当地居民和驯鹿共患病的情况。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至少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

，想要应对下一次的瘟疫大流行，还是很困难的，除

非从它出现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病毒，应该如何去消灭它，否则，人类仍然需要从零

开始，一点点去尝试着了解，然后研发疫苗和解药。

那么，未来人类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一场瘟疫

大流行而成为历史呢？说起来，这种可能性也是存

在的，毕竟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

的，特别是人类是很难和自然抗衡的，人类也根本

不是自然界的对手，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

地球，保护环境，并且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

在你看来，比尔盖茨的预言，有没有可能成真？

比尔盖茨预言：未来的人类世界
将出现一场更大的灾难？

一个令人细极思恐的观点：有科学家怀疑，人

类可能生活在一个黑洞之中，而我们所在的宇宙世

界，就是这个黑洞内部所诞生的一个婴儿宇宙。而

且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有研究者认为，所有的黑洞

内部，可能都有一个宇宙世界存在，那么，科学家

们究竟是发现了什么呢？

宇宙的起源

人类诞生后，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我们的

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宇宙中的这一切，又到底是怎

么来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漫长的时间，一直到过去

的100年时间里，才终于逐渐找到了答案。研究者

发现，宇宙是诞生于一场奇点大爆炸，而早期的宇

宙，也和现在完全不同，通过“星系红移现象”等

研究表明，宇宙早期，是一个高温致密的辐射世界

，随后，伴随着宇宙的膨胀，才逐渐变成了今天的

模样。

不过，一个问题的答案找到了，随之而来的，

也是更多令人困扰的问题：让宇宙诞生的奇点又来

自哪里呢？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我们的宇宙应该是诞生于

138亿年前，而在研究宇宙起源的过程中，科学家

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宇宙实际视界的大小，

竟然和黑洞的事件视界大小非常接近，于是，早在

多年前，已经去世的科学家霍金，就曾经提出过

“婴儿宇宙”的猜想，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

猜想也不断被完善。

什么是婴儿宇宙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宇

宙是诞生于一个母体宇宙，而在这个母体宇宙中，

存在着无数的婴儿宇宙，霍金认为，宇宙中的每一

个黑洞内部，都存在着一个婴儿宇宙，这也意味着

，在我们的宇宙中，所有的黑洞也都是如此。

而且每当有一个新的黑洞形成，那么，或许也

就代表，有一个新的婴儿宇宙诞生，这也意味着，

宇宙是无穷无尽的，甚至可以说，每一秒都会有新

的婴儿宇宙诞生。

那么，黑洞和奇点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

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在黑洞的中心位置，就存在

着一个奇点，所以，黑洞形成后，中心奇点 爆炸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宇宙，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可以用来“佐证”的发现也不断增加，

比方说，有科学家发现，史瓦西半径（黑洞的临界

值）是与我们目前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相同的，或许

你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巧合，不过，对于

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洞中的科学家而言，则认为

这是另一个“证据”。

那么，如果人类真的生活在黑洞中，又会怎么

样呢？

如果真的在每一个黑洞中，都存在着一个婴儿

宇宙，那么，这也意味着，在每一个黑洞中，都有

可能存在着生命，因为黑洞是数不清的，那么，这

也意味着，在母体宇宙中，生命和文明也是数不清

的，而人类不过是其中非常微不足道的存在罢了。

此外，有科学家认为，人类如果想要实现“时

空穿越”，那么，就需要进入到黑洞之中，如果

“婴儿宇宙”的猜想是真的，这也意味着，人类所

谓的“时空穿越”，事实上在不同的婴儿宇宙中穿

梭。

或许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平行宇宙，也是这样的

一个个，存在于黑洞内部的婴儿宇宙，因为每一个

宇宙诞生的时间不同，所以，其中正在运行中的时

间线也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很多悖论，或许也可

以迎刃而解。

比方说，爱因斯坦认为，人类是无法回到过去的

，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如果我

们穿越回到了另一个时间线上的婴儿宇宙，过去已经

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即

使真的改变了，也不会对我们所在的世界有所影响，

毕竟这不是在同一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在我们

所在的宇宙之中，一直都找不到外星文明的下落，

那么，会不会事实上我们在寻找的外星生命，他们

其实也是生活在另一个黑洞内的婴儿宇宙之中？因

为某些原因，导致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婴儿宇宙中穿

梭，从而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

可以说，如果日后这个猜想真的被证实，那么

，很多问题也就都会迎刃而解，我们或许未来也可

以不必担心人类会走向灭亡，因为只需要想办法进

入到一个全新的婴儿宇宙中就可以了，在那个宇宙

还没有诞生文明之前，你认为呢？

科学家称人类生活在一个黑洞中，他们发现了什么？

怎樣更好的運用怎樣更好的運用OTCOTC非處方藥福利非處方藥福利??
李元鐘保險李元鐘保險 貼心為客戶提供免費的網上訂購服務貼心為客戶提供免費的網上訂購服務

在選購 Medicare 計劃的時候，
經常會看到保險公司有提供OTC這
一項額外福利。OTC 全名 Over -
the - Counter，中文即非處方藥福利
。意思是不需要醫生開處方，也可
以通過保險公司給予每個月或每個
季度一定額度購買非處方保健品、
非處方藥、以及個人護理產品的一
項福利。利用好此項福利，將有助
於提高 Medicare 受益者的生活質量

，以及維持身體健康。自己用不完
的福利還可以幫家人訂購保健品，
送晚輩、送朋友，增進親情友情。

各家保險公司提供的OTC產品
都考慮到了這些產品的實用性。常
見的非處方保健品包括維他命各族
、綜合維生素、各種微量元素、
CoQ-10以及魚油。

非處方藥常見包括促消化藥、
感冒藥、抗過敏藥、止疼藥、以及

各類急救物品。常見的個人護理產
品包括洗手液、濕巾、身體乳、和
藥膏、牙刷、牙線等。

常見的藥房Walgreen, CVS以及
Walmart幾乎都有合作的計劃可以供
Medicare受益人參加。保險公司提供
訂購OTC的渠道也很靈活，有線下
訂購、或者線上訂購。

保險公司每一年都會有更新
OTC可訂購產品的名錄，民眾可聯
繫李元鐘保險經紀索取紙質版或者
電子版。對於不方便上網的老人，

可以拿著保險公司的保險卡（某些
保險要求客人使用OTC專用的福利
卡）和OTC名錄，去合作的藥房購
買。結賬時，使用保險公司給與的
額度，就可以不用花自己的信用卡
，也可以拿到心儀的OTC產品啦。

如果您是李元鐘保險的客戶，
我們將會為您提供免費的網上訂購
服務。您無需為了某件OTC福利品
而單獨跑一趟藥房，既節省時間又
能省下油錢。而且比較火熱的OTC
福利品實體店經常會脫銷，導致您
可能去了也沒辦法購買到。

通過李元鐘保險經紀人，我們
將會幫您查詢您需要的福利品、幫
您下單、以及後續追蹤，保證您能
收到足量的福利品。

李元鐘保險代理市面上各大
Medicare老人保險計劃，為您量身選
擇符合您需求的保險。我們提供完

整的售後服務，幫您查找醫生，查
詢處方藥價格，解答各種賬單問題
，以及指導您使用保險附帶福利。
選擇李元鐘保險，選擇專業誠實服
務的保險經紀人。

李元鐘保險地址: 7001 Corpo-
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 中 國 城 華 埠 大 廈)。 電 話: (832)
500-3228 找謝經理。



南韓總統大選塵埃落定，
保守派的政治素人尹錫悅以
不足一個百分點輕微優勢險

勝，尹錫悅甫一當選，即急不及待地展現親美遠華姿態，擺出要與
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割裂，不但令中韓關係面臨重置，東北亞以至印
太局勢可能生變，若處理不當，隨時讓南韓陷入困境。

前檢察官出身、踏足政壇僅一年的在野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
悅，獲百分四十八點六選票，僅以二十四萬輕微多數票，擊敗執政
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尹錫悅勝出並非靠個人政治魅力，而是
很多選民不滿文在寅的政策，既未能與北韓帶來真正的改善，又控
疫不力重創經濟，而首爾與多個大城市的樓價在五年間飆升一倍，
讓民眾出現求變心態。當然今次中間派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突然
退選，轉而支持尹錫悅，才令保守派得以重奪青瓦台。

南韓國內民意求變，但外界卻關注候任總統的外交取向，因尹
錫悅在競選期間已與執政黨唱反調，高談一旦當選，將構築韓美同
盟是南韓的外交軸心、修復韓日關係、提升先發制人能力以應對北

韓威脅、廢除跟中國作出的 「三不承諾」，即不再部
署薩德導彈、不參與美國主導的反導系統、不建立包
括日本在內的三邊軍事聯盟。

尹錫悅當選後有小動作，即與美國總統拜登通 上電話，他原
定當選後翌晨，到國立顯忠院參拜，但應美方要求，推遲行程，改
為即時與美國總統拜登馬上通電話，提及在氣候、疫情、晶片和供
應鏈等關鍵全球挑戰方面的深化合作。他其後在公布施政藍圖記者
會上，也大談加強韓美同盟，打造展望未來的韓日關係，但當談到
中國時，只輕輕提及發展互相尊重的韓中關係。

尹錫悅的外交新路向牽一髮動全身，其對北韓強硬主張，勢必
觸怒北韓。北韓在南韓大選前已頻頻試射導彈，除了是對兩韓談判
破裂後膠着表達不滿，亦要趁美國埋首處理俄烏戰爭時刷存在感，
爭取未來談判籌碼。若南韓新政府對北韓愈強硬，相信北韓未來動
作更頻仍，令東北亞局勢變得緊張。

同時尹錫悅的勝出，亦會令中方不安，因為他放棄現行在中美
競爭中不選邊站的既定政策，改為明確清晰地表示，.向美國靠邊
站。一旦他決定擴大部署薩德導彈、加入美國主導的 「四方安全對
話」和印太戰略，甚或與美日共組軍事同盟，中方都可能視為挑釁

，作出經濟反制措施，並重置中韓關係，屆時南韓經濟將受到一定
打擊。

必須知道，南韓人選尹錫悅做總統，期望他能採取有效控疫措
施，改善經濟和民生，而非改變外交，因前天單日新增確診首次突
破三十萬宗，而疫情影響經濟和民眾收入，六成八人表示去年收入
低於疫前，而民眾不吃不喝十八點五年才能買到樓舍入住。若然他
將焦點搞錯，可能只會重蹈文在寅覆轍，五年後遭選民清算。

更重要的是共同民主黨仍掌握國會逾六成議席，新政府將是朝
小野大，若尹錫悅執意全面倒向美日，對中朝都強硬，在國會將面
對很大阻力，尤其南韓人對日本的反感，並非領袖意志可改變，若
一味蠻幹，不但影響美日韓合作，未來施政更難以開展，相信他在
調整對華政策會有所顧忌，步伐不能邁得太大。作為政治素人的他
，在處理地緣政治關係，更須具備戰略智慧，與中朝保持平衡，避
免關係大上大落，最終苦了的還是南韓經濟和民生。

尹錫悅勝選過後，挑戰才正式開始，因面前擺滿了一堆經濟、
民生、外交和安保難題，須先內政後外交，而在中美角力下，若是
無法妥善處理兩韓和對華關係，最終可能步前總統李明博和朴槿惠
的失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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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素人入主青瓦台 南韓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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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在美國，但是看到過去一個星期香
港的疫情狀態，盡是心碎，因為每天都
有超過 五萬多人感染、兩百多人染疫死

亡，迄今為止，不足一個月，己累積超過二千人逝世，
其中大多是老人家，包括我身邊的港方親友，我們相距
雖是這麼遠、但親情卻是那麼近。

我身在傳媒行業，每天都看到有染疫離世者家屬的哭
訴、或家中有長者在院舍染疫卻不獲救治或隔離的無助
。但是公立醫院已經逼爆了，連地下大堂也堆滿了病人
，又可以怎樣？子女們痛失慈親，哭訴父母親枉死於院
舍或公院地下大堂，一字一句，聽者也感心酸。

筆者在想，有總共六千張牀位的香港十三所私家醫院能拿出多
一點牀位出來，或許起碼有多些人得到救治，死的會少些？

筆者一位好友近日為要到香港私家醫院打第三針疫苗，飲食小
心、勤穿衣保暖，確保自己保持健康、無傷風感冒、發燒、喉嚨痛
；去到醫院，量體溫，正常；查問身體狀況，過關；問有否與確診
有緊密接觸，確定沒有；卻冷不防，因為好友所住大廈過去十四天

內有確診者，這樣一來，好友便立刻被掃出醫院大門，原因是
他們 「要保護醫生」，他要待大廈十四天內全無確診個案，才
可再來排期打針。
私院醫生說要保護，然則市民就不需要保護嗎？
迄今在染疫死亡的二千多人中，逾九成都是年邁長者，而重症

而最後身亡的，逾九成是沒打疫苗的。現在 「一針難求」，筆者眾
多親友排期打針大都排到四月底，現在才是三月，你叫他們怎會不
擔心。筆者在想，如果香港的私院可幫幫忙，派醫護人手，助市民
盡快打針，應該可減少重症、同時也可減少死亡風險。

全港有十三所私院，但截至三月三日，私院只提供一百張病牀
接收非新冠患者；截至三月六日亦僅有九十名非新冠患者由公立醫
院轉介到私院。近日多家媒體踢爆，大部分私家醫院門診不僅表明
拒收確診者，部分甚至連發燒病人也拒諸門外。直至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批評 「私家醫院不接收新冠病人，是有違白衣天使的使命」，
本地私院才終於 「行動起來」。

執筆之時，至少六所私院表示會為新冠患者診症；有約五百張
病牀的港怡醫院稱，將騰出五十張病牀接收公院轉介的病人；養和
醫院表示將來或會接收更多公院病人。然而從目前私院願意提供的
病牀數量和服務來說，仍讓人有 「交功課」之感。

香港至少五所私院全部或部分土地是獲當局低價或象徵式收費
批出，甚至部分地契上有列明，必須提供一定數量低收費牀位予公

院轉介病人。而有十所
私家醫院屬於慈善團體
，可申請免稅，在取得
這些優惠之同時，他們
是否應當負上更多社會
責任？

當然私醫規模及設
備不一，很難一概而論
。若是細型私院牀位有
限，未能接收更多患者
，但起碼可以提供場地
及人手，加強接種疫苗
服務；至於大型私院，
食衞局前局長高永文早
前提出，可考慮將個別
私院部分或全部騰空，
專門收治新冠患者，筆
者舉腳贊成！

世紀疫症當前，救人如救火，香港每一分的醫療資源都應該妥
善運用，當局必須作出全盤檢視，和有勇氣 「動用」這些資源，才
可打贏這場疫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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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私家醫院 還是自私醫院？

美國人預期壽命出降幅
筆者一生最愛讀書看報。

新近看了根據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公佈的最新報告

顯示，二零二零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為七十五歲，較前一年減少一
點八歲，這是七十五年來，美國年度人均預期壽命，出現了最高降
幅。而新冠病毒亦成為繼心臟病和癌症之後，美國民眾的第三大死
因。

公共衛生專家認為，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新冠疫情對美國人健
康和壽命的直接衝擊，同時凸顯了疫情對美國醫療系統和資源的重
創，使其他疾病和意外就醫受到極大影響。

美疾控中心報告顯示，二零二零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為七十七
歲，比二零一九年下降一點八歲。其中，男性人均預期壽命為七十
四點二歲，比二零一九年下降二點一歲；女性人均預期壽命為七十
九點九歲，比二零一九年下降一點五歲。

據美疾控中心數據，新冠自二零二零年開始成為導致美國人死

亡的新因素，是位列心臟病和癌症之後的第三大死因。二
零二零年，美國死亡人數為約為三百三十八萬人，較二零
一九年增加近五十三萬，其中因新冠相關原因死亡人數約

為三十五萬人，佔總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十點四。目前，美國累計新
冠死亡病例數已經超過 了九十多個萬例。

除新冠之外，心臟病、意外傷害、中風、阿爾茨海默病、糖尿
病等因素導致的死亡數量二零二零年均呈上升趨勢。美國得克薩斯
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教授、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克‧海沃德表
示，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非常深遠，不僅僅是其導致的相關死亡人
數驚人，同時使得發生其他健康或意外狀況的人群無法獲得足夠醫
療救助。

美國《時代》週刊網站報道稱，疫情期間，無法得到醫療救治
的問題幾乎遍及美國所有醫療機構：急救室人滿為患；救護車找不
到可以實施急救的重症室；醫護人員極度短缺；醫院為應對新冠患
者激增被迫推遲其他非緊急手術。

一些專家認為，真實狀況可能比數據反映的更為糟糕。美國賓
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塞繆爾‧普雷斯頓表示，自疫情初期起，
新冠死亡數據被低估就是很大的問題，至今仍在延續。美國一些地

區的新冠相關死亡數據沒有得到全面統計，由於缺乏專業的醫學檢
驗人員，許多因新冠死亡的群體被歸因於其他死因。

服藥過量也是導致美國人死亡率上升的一大因素。美疾控中心
本月中旬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二零二零年五月至二零二一年
四月，美國服藥過量致死的人數超過十萬人，這在每十二個月統計
週期內創下最高紀錄，其中百分之六十四的死者與濫用非法製造的
芬太尼等類阿片藥物有關。

數據還顯示，二零二零年美國所有族裔經過年齡調整的死亡率
均呈上升趨勢，其中拉美裔和非拉美裔黑人死亡率增幅最高：拉美
裔男性死亡率較二零一九年上升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拉美裔女性上
升百分之三十二點四；非拉美裔黑人男性上升百分之二十八，非拉
美裔黑人女性上升百分之二十四點九。專家表示，這與美國社會的
種族不平等現象有很大關係。一線工作人員中有色群體更多，暴露
於新冠病毒環境的機率更高。

海沃德表示，不同教育背景的美國人群預期壽命差距將越來越
大，受過大學教育的群體能居家工作、避免更多暴露在病毒環境，
而美國最弱勢群體的預期壽命縮短最為明顯。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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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特许虽好，牌照难拿

中国义乌的老板，组成了“最懂

特朗普和全世界的神秘组织”。他们

曾靠竞选周边的销售数量，成功预测

特朗普大选逆势希拉里，神奇程度甚

至让维基百科建立了专属词条——义

乌指数。连局座张召忠也在节目里

cue到它：选情去问义乌。

义乌的神奇来源于其无所不包的

商品范围：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

场，每天都有 180 万种商品，从这里

销往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一墩

难求”时，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

喊话：义乌该干活儿了。但万能的义

乌此时却默不作声。

原因在于，“冰墩墩”这类吉祥

物相关的衍生品，属于“奥运特许经

营”的一部分，企业必须拿到授权，

才可以生产贩卖奥运周边产品。一位

老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义乌的玩

具工厂都不做冰墩墩，‘黄牛’跟你

说工厂在义乌的，都是骗子[13]。”

奥运特许经营、转播权、赞助商

以及门票收入，是养活奥运的四大支

柱。早期办奥运靠的是主办城市“用

爱发电”。加拿大蒙特利尔甚至欠下

10亿美元债务，让市民们承担了10年

的“奥运特别税”。

1984 年洛杉矶抢先立法禁止用纳

税人的钱办奥运，奥组委想出了一个

办法：把奥林匹克的一切稀缺性明码

标价、限量出售，玩最大的授权生意

。这一届奥运净赚 2个多亿美元，拉

开了奥运商业的序幕。特许产品的种

类也越来越丰富，能在奥运收入中占

10%。

特许商品为何能赚钱？首先因为

真的很能卖。

原型同样是熊猫，118 元的冰墩

墩手办淘宝月销量已经达 20万+，潮

玩第一股泡泡玛特最受欢迎的 69 元

Skull Panda盲盒月销量才1万+。

2008 年北京奥运，奥运村商业街

的特许商店一天就能卖出3000个福娃

，平均消费往4000元以上走，单日销

售额 200 万[4]。这业绩放到今天也相

当能打，泡泡玛特去年单店月销售额

为 70 万[12]，干三个月才顶得上特许

店卖一天。

因为试错成本有限，普通玩具公

司的 IP必须在目标受众、产品风格上

标新立异，与其做一个平庸的大众产

品，不如集中精力讨好某个有强消费

力的特定人群。泡泡玛特的 IP池里有

一百多个候选，但跑出能比肩 Molly

的爆款也就两个，概率如同抽奖。

相比之下，奥运这项结合了人类

“最高体育与文化理想”的顶级赛事

，受众底盘明显广泛得多。上至在王

府井搬小板凳排队抢购的大爷，下至

把冰墩墩硅胶壳当磨牙玩具的孩子，

只要你家看奥运，就能喜欢冰墩墩。

特许商品还有可观的利润。拿冰

墩墩的钥匙扣为例，义乌特供版批发

价 2块钱一个。正版的钥匙扣卖到 58

元，断货被黄牛炒上 400 元还有人买

单。08年奥运期间，千元级的纪念章

在一些商场能占日销售额一半以上，

有零售商毛利率可达到 60%~80%[5]，

毛利水平比肩卖钻石。

可见在奥运光环加持下，人们愿

意支付更高的产品溢价。

特许商品还省了一大笔营销和渠

道推广费用。央视报道摩纳哥亲王要

给家里双胞胎带冰墩墩（什么玩具公

司能花钱搞到这个级别的热搜？）特

许门店们无需费心宣传，自有人在小

红书整理购买渠道攻略。

市场也意识到，特许经营是块好

蛋糕。“奥运概念股”其实不是新鲜

事了。08奥运王府井的工美大厦、百

货大楼入选了首批特许零售店，2006

年福娃上架后王府井的股价开始显著

上涨。奥运开幕前夕，工美大厦前十

年未遇的排队潮把王府井的市值送上

高峰。

特许虽好，门槛却很高。奥组委

前有准入机制拉高门槛，后有严格的

版权保护阻止“义乌入场”。

首先是严格的准入机制。北京奥

组委对特许生产商有经营业绩、研发

生产、物流配送能力等九大考核指标

，以回应国际奥委“高品质商品”的

要求。特许零售商要接受一店一审，

由奥组委把关每个门店的选址与装潢

。

重重关卡下，能入选的都是注册

资本2000万以上的大型企业。偷偷打

枪的义乌小厂没有牌照，一被查处就

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已经有人

因盗版冰墩墩被罚款 4 万，判刑 1 年

。

你托的是不是仇人？

奥运特许的反盗版设置堪比“版

权狂魔”迪士尼。特许商品上防伪标

签就有两个，悉尼奥运还特地用运动

员DNA序列做防伪码。伪造、倒卖的

打击行动贯穿整个北京奥运周期，

2007年初仅北京天安门城管分局就查

获了2.8万个假福娃[6]。

如今打开闲鱼，直接搜“冰墩墩

”你将一无所获，变换关键词找“冰

、、”“冰胖子”才能一窥黄牛的蛛

丝马迹。

一些拿不到牌照，又想合法地分

一杯羹的公司，转而选择抱大腿做贴

牌生产。如曙光印务集团作为第三方

承接均瑶集团的福娃礼品外包装，利

润不算高，但奥运的东风能为公司带

来近3亿元的订单。

借助牌照带来的海量订单，供应

商们有机会在奥运年抢得市场优势，

趁机整合产业链条。

拿了两届特许生产牌照的贝发，

原来只是写字笔的 OEM 代工厂，08

奥运期间砸了两亿拿下特许，和宁波

的小企业抱团整合产线，在青浦买地

做奥运商品基地，借此入驻了上千个

特许专柜，铺开 600 多个加盟店，向

综合文具品牌转型[9]。

然而，克服重重阻碍抢到特许入

场券的玩家，也有可能陷入“甜蜜陷

阱”。

02限时顶流，难甩库存

2009 年 4 月，王府井的工体特许

专柜前挤满了扫货的大爷大妈。

这是奥运特许商品公开发售的最

后时限，据北京日报报道，原价99元

的笔筒降到 30元，原价 360 元的福娃

毛绒套装只卖 90元。1.68 万元的天坛

摆件打到骨折，5000 元就能拿下[10]

。有大爷手一挥买20件主题T恤，不

看款式，只为便宜。

如火如荼的打折背后是难以消化

的存货。

当奥林匹克旗降下，激动人心的

比赛落幕，特许商品就失去了神奇的

魅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奥运的

周期性和巨大的销售规模，决定了绝

大部分特许商品难以保值。短期的求

大于供后，热度迅速回落。

更要命的是，奥运特许商品的价

格被统一管理。为了维护奥运品牌，

国际奥委会规定了一个约为半年的

“清仓期”。比如北京奥运到2009年

3 月底前，剩余的奥运商品不能降价

出售。08年底出货量骤减，不少生产

商对仓库里囤积的数千万元商品一筹

莫展，来年降价限制一取消，就使出

浑身解数甩货。

冰墩墩能成为打破特许商品热度

规律的例外吗？很难，吉祥物的特质

决定了冰墩墩的热度难被延长。

冰墩墩在成为冰墩墩之前，有一

个明确的前置身份：冬奥吉祥物。它

需要全方位服务于奥运品牌，符合一

套均衡和谐的普世观念。近期对冰墩

墩中年男性“内胆”的争议，正反映

了吉祥物需要避开性别、性格等强烈

特征。

对比之下，具有长生命力的 IP，

如米老鼠、冰雪奇缘的艾莎等都诞生

自内容作品，新晋顶流玲娜贝儿打造

路径接近虚拟偶像。他们都是凭角色

本身鲜明的魅力，而非角色创造者

（迪士尼）引发潮流，后劲更足。

有人会问，泡泡玛特的 IP也是缺

乏性格特质的，为什么 Molly 能热卖

两三年？这引出另一个问题：吉祥物

不能连任。

考虑到下一届奥运也要赚特许经

营的钱，奥委会规定特许商品过期不

能再卖，因此很难对单个奥运吉祥物

做重度、长期的运营。与其说冰墩墩

自己是一个 IP，不如说它是奥运这个

超级 IP在一个特定周期内的具象，它

注定是限时顶流。

如果企业无法在短暂的赛事周期

后找到新的增长点，特许经营就只是

一锤子买卖，并不能代表公司的前景

无忧。

08年除了奥运，还有一系列灾难

与金融危机，商品需求整体是收缩的

。如火如荼铺盘子的贝发集团对市场

反应迟钝，短暂奥运热后大量库存无

法消化，内销的增长只从5%提到10%

，业绩在2008年下半年下滑了二十个

点。

创始人承认，“在奥运上虽然提

升了知名度，但却损失了经济利益。

”

当红炸子鸡元隆雅图的 2021 年三

季度报显示，特许商品板块同比增长

141.57%，但占大头的礼品业务波澜甚

少，整体营业收入和毛利同比只涨了

7.50%和 3.18%[11]。

作为特许经营老玩家，元隆雅图

在上市招股书中特别提及了特许商品

的减值影响：滞销的贵金属类特许商

品的原材料尚具有再利用价值，滞销

或积压的普通特许纪念品过季后便一

文不值。

近期狠抓冰墩墩产量的同时，元

隆雅图宣布要进军元宇宙，致力成为

礼品元宇宙定义者——看来要在热度

消退前，趁热打铁搞点新动作对冲存

货隐患。

03 尾声

相比玲娜贝儿和迪士尼的相辅相

成，冰墩墩的热度可以说完全是由冬

奥赛事推动的。玲娜贝儿的玩偶上不

会大范围打出迪士尼的 LOGO，冰墩

墩肚子上印的2022冬奥会图标必须足

够显眼。

但奥运总有下一届，新的吉祥物

必须走上前台。

还记得 08 年买的福娃现在去哪

了吗？

用不了多久，或许会出现这样的

景象：奥运结束，被黄牛炒到四位数

的冰墩墩将和福娃共享一个不知名的

家中角落，抢购冰墩墩的博主们再次

回到迪士尼，为玲娜贝儿排起长龙。

冰墩墩离打折促销不远了
2019年9月17日，经过405天的等待后，冰墩墩从5816件吉祥物投稿作品

里脱颖而出。评委会主席蒋效愚称，冰墩墩“是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又

一次完美的结合”。

对于这份礼物，广大网友送上了另一番评价——“丑出天际”。一位小

女孩在首发购得一只冰墩墩后，不小心把它弄到了邻居屋顶上。直到最近才

想起，自己曾慧眼识珠。

如今的顶流，曾在风吹日晒里被晾在屋顶上两年，听上去多少有些不可

思议。

冬奥会开幕，评委的评价“延迟兑现”，大家仿佛突然发现了冰墩墩的

可爱。福建晋江做冰墩墩的工厂这几天被80多万订单包围，缝纫机踩出烟。

老板说，连儿子想要都找不出一个给他[1]。

冰墩墩主要供应商元隆雅图、文投控股等一众“冬奥概念股”连续涨停

。情人节当天，在深交所互动易元隆雅图的页面上，有人直接发问：“公司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给股东优先购买冰墩墩的特权！比如一千股限购一只！”

生意红火的背后，有很多问题可以说道：到底什么人才能从墩里分一杯

羹？冰墩墩的生意真的那么香吗？而弄懂这些问题，也更有助于理解关于冰

墩墩的一个终极问题：它的红火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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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完整三角龍化石展出世界最完整三角龍化石展出
已有已有67006700萬歲萬歲

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博物館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博物館，，展示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三角龍化石展示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三角龍化石，，
已有已有67006700萬歲萬歲。。圖為世界上最完整的三角龍化石圖為世界上最完整的三角龍化石。。

南非約翰內斯堡開啟夢幻之旅南非約翰內斯堡開啟夢幻之旅 遊客體驗奇特生活遊客體驗奇特生活

南非約翰內斯堡南非約翰內斯堡，，在費爾一年一度的夢幻之旅活動中在費爾一年一度的夢幻之旅活動中，，遊客可以穿遊客可以穿
著奇幻服裝走近獨角獸著奇幻服裝走近獨角獸、、龍龍、、美人魚和獅鷲的生活美人魚和獅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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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撲朔迷離、角色正邪莫辨、場面生猛重口，這是

定於4月2日將於全國公映的犯罪動作懸疑電影《神探大戰

》帶給觀眾的初印象。這部由韋家輝編劇並執導，集合了

劉青雲、蔡卓妍、林峯、李若彤、譚凱、陳家樂、湯怡、

何珮瑜等實力派演員的作品，儼然已成為即將到來的清明

檔期最受市場期待的電影之一。今日，影片再度發布「癲

佬」版預告及海報，劉青雲又一次貢獻了影帝級別的表演

，將一名精神有疾病但查案似有「神助」的「神探」詮釋

得讓人害怕，卻又充滿對反轉的期待。

精神患病多重人格瘋癲 「神探」 正邪難辨

在電影《神探大戰》中，「神探」不僅僅是一個人

。影片講述了一個以「神探」為名的犯罪團伙，他們以

暴制暴、預告殺人、私刑執法，使得香港陷入無盡恐懼

之中。患有精神疾病的「癲佬神探」李俊（劉青雲飾）

獨行查案，以「神探夫婦」陳儀（蔡卓妍飾）和方禮信

（林峯飾）為首的重案組也身陷與殺戮賽跑的緝兇之路

。幾方「神探」糾纏在一起，真相未明，正邪難辨。

根據編劇及導演韋家輝的設定，《神探大戰》中最

核心的「神探」，是劉青雲飾演的李俊。他是一個對查

案極其投入的警探，卻也因為時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

顯得異於常人。最新發布的「癲佬」版人物預告則進一

步向大家科普了這個角色的背景。李俊是一名患有精神

疾病，擁有多重分裂人格的「神探」。他有嚴重的幻聽

、幻覺，自稱能夠看見兇手，似乎正是因為他的「癲狂

」，才令他如有神助般破獲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奇案。

對於如此不走尋常路的「神探」，懷疑是不可避免

的。尤其當所有案件與他有關，而他又永遠快人一步到

達案發現場，李俊「多重人格」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

秘密？隨着預告的釋出，更多刺激辛辣的犯罪疑點也呈

現在了觀眾面前。

難以琢磨的「神探」，多起大尺度犯罪案件，隨時可

能反水的正邪關係，似乎，今次《神探大戰》的觀影過程

中，觀眾也要擔負起「神探」之責，在由多起重口味犯罪

堆砌的罪惡中尋找線索，找出最接近真相的可能。

精準拿捏 「神探」 各種分裂情緒劉青雲再現影
帝級表演

在撰寫《神探大戰》劇本時，韋家輝已然確定，劉

青雲是「神探」李俊的不二人選。畢竟關於劉青雲的演

技，大概只能用「持續穩定輸出」來形容。無論何種角

色，他都能精準展現人物情緒狀態，讓觀眾一秒入戲。

今次《神探大戰》中，劉青雲飾演的瘋癲警探李俊，

情緒可謂大開大合，人物層次相當多元。在「癲佬」版人

物海報中，觀眾可以提前領略李俊最為顯著的幾大角色特

徵——怒、瘋、惘、痴、邪、剛、狂、癲。對應不同的角

色情緒，劉青雲在神情上的展現也是層次分明：怒時爆裂

，瘋時駭人，惘時無助，痴時執念，剛時拼盡全力，狂時

六親不認，邪時令人迷惑，癲時讓人不忍。

而同步發布的個人角色海報上，劉青雲又把李俊對

自我的懷疑展現得淋漓盡致。他撫摸着自己的臉，眼神

中充滿了不確定，似乎在詢問鏡中的自己——我究竟是

神探還是「瘋子」？

電影《神探大戰》由英皇（北京）影視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英皇影業有限公司、北京上獅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華文映像（北

京）影業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瘋癲神探，極致追兇，久

違地道港片生猛來襲，4月2日全國上映，敬請期待！

《神探大戰》最新預告癲狂來襲

劉青雲再現神級演技

由蘇哲賢執導，陳嘉樺Ella、耿樂領銜主演

，陳以文、黃瀞怡（小薰）、夏侯雲珊、藍皓

東、林暉閔、李丞展、李日詹、詹牧主演的電

影《野夏天》日前釋出「熱血一夏」版預告，

記者吳又立（陳嘉樺 飾）記錄下那年夏天教練

高繼書（耿樂 飾）受命組建真花中學田徑隊，

卻和五名叛逆少年衝突不斷的故事，進一步明

晰了影片主線。電影將於

3月25日正式上映。

此次曝光的「熱血

一夏」版預告為觀眾理清

影片故事脈絡，原本是長

跑選手的高繼書退役後窮

困潦倒，不得已受校長

（陳以文 飾）邀請重組

真花中學田徑隊，並配合

記者吳又立完成田徑教育

專題報道。可臨時網羅的

五名少年正值年輕氣盛，

原本就不服管教的青春叛逆期遭遇高壓訓練，

衝突一觸即發。一盤神秘錄像帶、憤怒的家長

……突發的種種狀況讓田徑隊面臨解散的危機

，可已經相處了一整個夏天的五名少年同高繼

書之間已經產生微妙的情感聯結，他們決心堅

持到底，參加最後的決賽。在吳又立的獨白中

，幾名少年縱情地向着夢想奔跑，預告就此落

下帷幕，夕陽餘暉下的高燃少年，將熱血情緒

推向頂點。

少年的成長蛻變，往往伴隨着成年人的參

與，片中，陳嘉樺和耿樂飾演的吳又立、高繼

書便承擔了這樣的角色。一方面，兩人以參與

者的身份，共同見證了田徑隊少年從叛逆到學

會堅持的成長，另一方面，他們面對生活與工

作、理想與現實的掙扎，又為影片注入了濃濃

的現實氣息。錄像帶里究竟是何內容？真花中

學田徑隊為何面臨解散？一切謎底將在電影中

揭曉。

預告「野味」足，拍攝過程更是「野氣滿

滿」。據蘇哲賢導演介紹，為求演員富有高中

生的純真特質，片方通過全國海選的方式，在

幾千名青少年中遴選出五個男孩，其中大部分

甚至都沒有拍攝經驗，持續的體力消耗讓新人

演員幾乎每場戲下來都「懷疑人生」。在拍攝

一場街頭打鬥戲份時，炎龍的扮演者藍皓東被

棒球棍擊中頭部，拍攝結束後癱倒在地上喘着

粗氣，在詢問導演是否需要補拍後才被工作人

員攙扶着去休息。而左白的扮演者李日詹是在

一場馬拉松接力賽中太過投入，在導演喊卡後

仍狂奔出一里地外才折返，被導演開玩笑道：

「開始很感動，但轉彎過後還繼續跑好像智商

有問題。」

正是新人演員如此投入才使得影片呈現的

野性青春真實、有力，讓不少觀眾直呼過癮，

「這也太燃了吧，哪個男孩沒在那個年紀為了

夢想奮力奔跑過」「青春期就是要反抗，就是

要在逆境中拼搏成長，一定會去影院支持」。

隨着不同物料的持續釋出，觀眾對影片的期待

值也持續上升。

電影《野夏天》由北京啟迪傳奇影視傳媒

有限公司、群石國際有限公司、藝直通（北京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多映像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鴻石多媒體行銷有限公司、上海

淵益文化藝術中心聯合出品，將於2022年3月

25日正式上映，敬請期待。

《野夏天》 「熱血一夏」 預告 放肆青年硬剛落魄教練

由韓延監製，

劉江江執導，朱一

龍領銜主演，楊恩

又特別介紹出演，

王戈特邀主演，劉

陸、羅京民主演的

電影 《人生大事

》將於3月20日、

3月 26日、3月 27

日、4月 1日超前

點映，4月 2日全

國上映。今日片方發布一組角色海報，眾人物帶着各自的「判詞

」悉數亮相，共同組成中國式家庭經典群像，演繹煙火人間的鮮

活故事。

今日發布的海報中，一張張小人物的臉龐在統一溫暖色調下

，折射出中國式家庭中的親情百態，充滿民俗感的判詞為角色注

入靈魂，也埋下了故事張力，十分值得玩味。

嚴父形象的老莫（羅京民 飾）與莫三妹（朱一龍 飾）是一

對因缺少溝通而疏離的父子，長姐如母的莫大姐（鄭衛莉 飾）

眼眶含淚若有所思，前女友熙熙（吳倩 飾）眉頭緊鎖欲言又止

。「耙耳朵」武舅舅（陳創 飾）無力收養外甥女武小文（楊恩

又 飾），治癒孤兒小文的，竟是痞子殯葬師三哥、曾經的小偷

王建仁（王戈 飾），以及話劇團倒閉後失業的銀白雪（劉陸 飾

），四人在溫暖市井生活中成為了非血緣關係的一家人。而海菲

（李春嬡 飾）的出現，似乎又揭開了現實生活的另一個切面。

《人生大事》曝角色海報
小人物鮮活群像折射親情百態



夏祖焯教授夏祖焯教授（（筆名夏烈筆名夏烈 ））上周六舉行線上演講上周六舉行線上演講：：
「「叛逆叛逆、、迷人迷人、、悲劇性的存在主義小說悲劇性的存在主義小說 」」 ((上上））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 週二
(3月15日)晚 8:0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播； iTalkBB 本地
華人頻道直播

光鹽健康園地光鹽健康園地TVTV 介紹介紹

內容/成員/服務項目/兒童網球班
何淑坤主任

特殊需要關懷中心介紹特殊需要關懷中心介紹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
「美國人文磚基金會」暨 「美華人文

學會」主辦的講座： 「叛逆、迷人、
悲劇性的存在主義小說」於上周六
（3月5日）在線上舉行，由夏祖焯教
授（筆名夏烈，）主講 。夏教授出身
文學世家，是我國唯一工程博士教授
外國文學課程，他的長篇小說《夏獵
》（聯合文學出版）得到1993年 「國
家文藝獎」，2006年又以跨文學與科
技雙領域榮獲美洲工程師學會 「科技
與人文獎」，台北建中傑出校友。

夏教授一開始即指出：存在主義
是唯一由哲學思想演變出的文學思潮
。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文學與
哲學思潮。二次大戰以後在法國開始
。1946年沙特《存在主義是人道主義
》巴黎的演講，1943年《存在與虛無
》（Being and Nothingness )。其要點
如下：
1，共產主義、基督教、天主教均責
難此一無神論點之思潮。
2， 「存在先於本質」：存在主義最
重要的論點。物件（如手錶）是被人
創造的。人是先存在，而後有思考，
欲求等本質呈現：人要創造自己，投
向未來。因為人的存在先於他的本質
，所以他不是上帝創造的，否則上帝
必然在創造時賦予人以某些本質。因
此，存在主義必然是無神論，也強調

以 「人」的價值為核心。
3，存在主義宣稱人是孤獨的，他是
被 「拋入這世界的」，痛苦、挫折、

病與死。沒有上帝協助，因為上帝根
本不存在。
4，荒謬在存在主義中用來形容生命
無意義、矛盾的、失序的狀態。解決
方案：自殺、宗教信仰、哲學、不顧
而另找意義。
5，存在主義是非理性主義，反對客
觀或科學；反對決定論，因為存在是
由可能性所組成的，人可以選擇並表
現他自己。存在主義一直陷於唯心的
侷限，並無力改變人的狀況，所以帶
給人的希望也有限。
6，存在主義產生背景：歐洲在二戰
中的物質和精神危機，人們流入悲觀
的情緒，存在主義的積極作自我選擇
無疑產生正面價值。美國在二戰並未
波及其國土，物質上靠軍火賺大錢，
所以存在主義對美國的文學影響並不
大，實際上美國人對上帝的信仰遠比
歐洲人強。
7，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性人物有齊
克果（Kierkegaard,丹麥宗教哲學家）
、海德格（Heidegger, 德國哲學家 ）
、雅斯培（Jesper, 德國哲學家，屬基
督教的存在主義者），馬賽爾（Mar-
cel ,法國哲學家 ）。更早時期的杜斯
妥也夫斯基及尼采都被視為對存在主
義有影響。
8，台灣 1960 年代由 「現代文學」雜
誌引入存在主義及其文學。，中國大

陸一直禁止存在主義，文革結束後始
開放。

夏教授說：存在主義重要作家全

在歐洲，美國沒有重要存在主義作家
。日本有大江健三郎（1994年諾貝爾
獎）及安部公房（《沙丘之女》）。
以下最重要的三個存在主義小說作家
，其中卡夫卡是後來被追封的。
1. 卡夫卡（Frank Kafka ,1883-1924 ):
生在捷克布拉格說德語的猶太人，那
個區域也是藝術氣質最高的波希米亞
人（Bohemian )生存之地。四十歲逝
世，生前沒有人知道他，死後摯友布
勞特（Max Brod )違願發表。

卡夫卡取得法學博士後任職保險
公司。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及無神論者
；猶太人，布拉格的德國人圈子打不
進去。也不與猶太文化密切接觸，現
代化的知識份子，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不侷限於任何一種文化。

終生多病、孤獨、收入不豐。作
品令人莫測高深，用象徵手法，在他
筆下的人物與故事，充滿了沈悶、夢
魘、荒謬與孤獨，寫出人的疏離感及
焦慮感。他所創造的人物總是那麼孤
立而無助、在淒苦的人生道途上焦急
的尋找解脫；卡夫卡以德文寫作，不
為斯拉夫語系的捷克人所接受，直到
六0年代，捷克人才接受他。如今，
布拉格成為世界上重要的觀光城市，
許多人去布拉格就是為了重走一遍卡
夫卡走過的腳印。

卡夫卡共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城
堡 》、《審判》及《亞美利
加》，三部均未完成，是巧
合還是故意？卡夫卡是本世
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然而
他的作品卻幾乎沒機會面世
。
「變形蟲」（The Metamor-

phosis )
寓言性的中篇小說，故事主
人翁薩姆沙（Gregor Samsa )
一覺醒來變成一隻大蟲子。
「變形蟲」開頭的第一句已

變成西方近代文學的名句：
『As Gregor Samsa awoke

one morning from uneasy
dreams he found himself trans-
formed in his bed into a gigan-
tic insect. 』
他受盡了家人的歧視和折磨
，薩姆沙暴君似的父親不准
他出屋，最後薩姆沙死在他

家人對他的罔顧以及他自己的縱然中
。

此小說非科幻，未
交代為何及如何變成蟲
，成蟲不可思議，不可
能變回人，充分的表現
了人類的困境及夢靨。
「聊齋誌異」的變形是

美麗及理想化。卡夫卡
另一篇短篇小說 「判決
」 （The Judgement ) 都
提到作父親的專制性。
而卡夫卡本人也有個威
權式的父親，所以這兩
篇小說也反映了他本人
的狀況。
《審判 》（The Trial )

主人公 Joseph K 是
安於本份的銀行職員，
一夜醒來忽然被捕，而
逮捕的原因卻從未清楚
的表達過，換言之，K
根本不知道他的罪行是什麼？然而法
律的含混、K本人荒謬的莫名其妙的
罪惡感以及法庭的官僚氣息。K 向命
運完全低頭，在被判死刑後居然沒有
抗議。然而他犯的罪究竟是什麼至終
沒有交代，更荒謬的是K 自己也不知
道。 「審判」是對有罪的審判，也是
對無罪的審判，是對審判的審判。聖
經上人類最後的審判並無定期，但
「審判」是有定期的判決。

《城堡 》（The Castle )
卡夫卡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小說

的背景是山丘上城堡下面的一個村莊
，時間在這降雪的村莊似已停止，幾
乎所有的場景都發生在黑暗中。
主角K 自稱是城堡管理當局請來的土
地測量員，但他的說辭不被村莊的管
理所接受，而山腳下的村莊又受制於
山丘上的城堡當局。K 努力的想讓人
們承認他的 「被請來的土地測量員」
之地位。然而城堡根本不能進入，而
且也無法聯繫到城堡裡的主管。K 在
城堡外的村莊住了許久，甚至和城堡
裡的一個主管過去的情婦發生肉體關
係，但是就是無法進入城堡。城堡是
一個象徵，究竟是象徵上帝，象徵官
僚體系，還是象徵其他不可捉摸、不
可接近的東西，只有讓讀者自己去猜
測及解釋了。這篇與 「審判」一樣都
沒寫完。

沙特：生在巴黎的法國作家、劇
作家及哲學家，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
學獎，但他拒絕接受 「一種官方的獎

賞」。他是這一百多年來唯一一個自
願放棄的人。《齊瓦哥醫生 》作者
Pasternak 拒領是因為蘇聯官方的壓
力 — 「極為感謝、激動、榮譽、震
驚 、 慚 愧 」 （immensely thankful,
touched, proud,astonished, abashed . ) *
沙特作為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名字
，可能比作為一個小說家更為響亮。
他的哲學論《存在與虛無 》（Being
& Nothingness )是一部 「存在主義」
權 威 性 的 著 作 。 沙 特 與 西 蒙 波 娃
（Simone de Beauvoir, 《 第二性 》作
者 ）長達數十年的戀情及智識上的結
合曾在文學界引為美談。1939年二次
大戰時被徵召入法軍對德軍作戰。他
與卡謬曾是 「存在主義」作家好友，
後來兩人發生齟齬，而卡謬在他之前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也有關。沙特
在哲學上的成就及著作所樹立的典範
，已然深刻影響到文學史，社會政治
史與社會學等領域。 沙特的作品《
嘔吐 》表現一個年輕的歷史學者對生
命的空虛與瑣屑、乏味的反應，當嘔
吐的症狀不斷發生時，他不得不放棄
他的研究工作，而也漸漸失去他的朋
友；在這個冷漠的世界裡，他沒有工
作、沒有愛、沒有上帝、沒有朋友來
支持他，必須要在自身發現價值及生
命的意義。這本書充分表現了沙特的
存在主義哲學觀點。 沙特另外還有一
些短篇小說，例如 「牆 」也表現了存
在哲學的灰色及荒謬人生的特質。牆
也是存在主義的臨界點。

夏祖焯教授夏祖焯教授（（筆名夏烈筆名夏烈 ））舉行線上演講舉行線上演講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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