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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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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落筆打三更，小弟來自香
港，行文 50 多年，一般落
筆所用的文字及口吻，均以

全中國白話為準。偶一為之，或會用上港人愛看之 「三及第」粵式
俗語來表達深意的。今期 (政海楓聲）所用上之題目中的 「契弟走
得摩」。 （摩字等於緩慢的意思）。我藉此字題來反映出： 今時
今日不少香港人，用“錢”來向港府及北京投票，為了不滿香港近
期之變幻，為己為下一代著想，一於逐步遠離香港，向加拿大靠攏
。

加拿大是許多香港居民的第二故鄉，他們的家庭在上次移民潮
期間（即1997 英國歸還香港前夕），來了加拿大，在獲得加拿大
國籍之後，很多人回流香港。

中國近期一直加強對香港自由的打壓，去年更升級至在香港實
施“國安法”。香港人對此做出的回應是：很多人再度計劃移民，
到上月2 月初為止，至少已有436億加元由香港轉移到加拿大去。

根據加拿大《國家郵報》近日刊登的一篇報導，去年從香港各
銀行轉來加拿大的金額，達到了加拿大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按
加拿大金融交易與報告分析中心（FINTRAC）的記錄，大約436
億加元通過電子轉賬（EFT）存入了加拿大的各大銀行的賬戶中去
。

這是該中心自2012年開始有相關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也是
在香港政局發生動盪後，香港資金大量流出海外的一個證據。

該資金流出量僅佔香港銀行 2020 年總存款的 1.9%。不過，
FINTRAC的數據僅記錄合法流入加拿大資金總量的一小部分，因
為按要求，金融機構只需向該中心報告超過1萬元的轉賬交易，較
低的轉賬額不需報告；其它許多交易也沒包括在內，例如通過加密
貨幣進行的轉賬。

加拿大公平銀行（Equitable Bank）表示，在“港版國安法”
於2020年6月出台後，來自香港的存款激增。加拿大錄得的、2020
年來自香港的創紀錄資金轉賬額，比2016年增長了46%，比2019
年增長10%。

中國當局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是為了加強國家安全。但

該法實施後，受到了英國、美國、加拿大及眾多民主
國家的強烈譴責，指中國此舉違反了香港《基本法》
及《中英聯合聲明》。批評人士認為，該法旨在香港

扼殺異議人仕。而壓制行動，已促使香港移民人數大大上升。
路透社採訪了十多名香港移民顧問、律師和房地產經紀人，他

們提供的信息，描繪了一幅眾多香港人渴望帶著他們的錢富移民加
拿大的圖畫。礙於目前病毒大流行導致的國際旅行限制措施，他們
還未能實施相關的計劃。

2020年，來自香港的加拿大簽證申請（不包括訪客簽證）增
長了10%，達到8,121個。預計英國和澳大利亞也將是香港居民喜
歡的移民目的地。

香港移民諮詢公司Anlex的首席執行官羅立光（Andrew Lo）
希望在加拿大拓展其財富管理服務。他表示，他相信加拿大將成為
“新移民，尤其是來自香港的新移民的一個蓬勃發展的市場”。

羅立光說，在過去的12個月中，他幫助了大約36個家庭移民
加拿大，每個家庭平均帶了150萬加元移民。

加拿大是許多香港居民的第二故鄉，他們的家庭在上次移民潮
期間來了加拿大，在獲得加拿大國籍後，很多人回流香港。香港居
民中，目前大約有30萬人是加拿大公民。

中國去年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按一些移民顧問和律師的
說法，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想搬家來加拿大。去年年底，加拿大也
宣布了一些新政策，專門優惠香港人獲取加拿大工作許可證及永久
居留權。

那些香港居民表示，他們想移民加拿大的原因，一是香港的個
人權利和自由已被侵蝕，二是為子女爭取更好的教育機會。他們中
的許多人正在出售其在香港的財產，準備移民。

據移民專家所說，儘管有旅行限制及移民申請處理延遲的問題
，有些人已開始將錢轉移到加拿大。

公平銀行個人銀行業務主管帕得（Mahima Poddar）表示，該
行現有的、與香港電話號碼相連的賬戶餘額“顯著增加”。從去年
6月到今年3月中旬，這些賬戶的平均餘額增長了30%，相比之下
，與非香港電話號碼相連的賬戶的平均餘額增長了4%。

在香港的加拿大律師哈維（Jean-Francois Harvey）專為高淨值
人士提供移民服務。他說，自2020年中以來，尋求移居加拿大的
客戶數量增加了4倍；在過去12個月中，他的客戶轉移至少100萬

加元，更常見的是轉移500萬至1,000萬加元來加拿大。
哈維是Harvey Law Group的全球管理合夥人。他說，香港人對

移民加拿大的需求如此之大，“我不得不將香港的團隊和辦事處的
規模擴大一倍”。 “這不僅是一個峰值，這是一個浪潮。”

香港律師伍先生（Clifford Ng）是從香港移民加拿大後回流香
港的人士。他說，他看到對移居加拿大所涉稅收問題的查詢，增加
了3倍。

加拿大並非香港人唯一的移民目的地。英國政府預計，未來5
年內將有321,600名香港居民移居英國，其中約一半會發生在2021
年。

港人移民加四後，將加入加拿大購房潮中去。根據Soho App
國際房地產副總裁麥克杰弗（Eli McGeever）的數據，在2021年的
前10周中，香港舉辦的加拿大開發商新建房展覽，比2019年同期
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移民諮詢公司 Halcyon Counsel 的創始人馬麗莎（Alisha Ma）
說，香港家庭正在尋找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房地產，他們想等獲得永
久居留權後，免交外國買家稅。

加拿大房地產投資中心（香港）的創始人查普曼（Keelan
Chapman）說，他已看到了買家明顯增長，他們在好學區找更大的
房子自用，而不是僅用於投資。

香港政府基於政治因素，迄今仍說： 香港局面穩定，沒有出
現明顯的資金外流。當然不會坦然面對現實地表示，香港經已掀起
移民潮 。事實上，香港己有2690 億元存款，流向加拿大，創9 年
新高。加拿大銀行Equitable Bank指出：自《港區國安法》出台後
，來自香港的存款數字激增，相信 還有更多小額資金的轉移，未
計算在內。去年從香港轉至加拿大的存款金額比2016年增加46%，
亦比2019年增加10%。

此外，加拿大政府去年接獲8,121宗來自香港的簽證申請，按
年增長約10%，一旦疫情引發的出國限制結束，加拿大可能會有更
多資金流入，英國和澳洲亦可能出現類似情況。有香港移民諮詢公
司透露，過去一年幫助約360個家庭移民到加拿大，每個家庭平均
帶同約150萬加元（約926萬港元）移居。有房地產顧問稱，流入
加拿大的部分資金或 己流入加國地產市場中，因為不少香港家庭
正考慮在加國東西兩岸的大都會的多倫多和溫哥華市內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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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實行 「契弟走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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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船“塞船”引起舉世矚目
「長賜號」貨船的名字，

相信會在航運史上留下大
名！這裏不談它堵塞蘇伊
士運河造成全球經濟的巨
大損失問題，而是它的打
結〈多重〉身分。
事件開始，大家都說是

台灣貨輪，可講下去，則
是……以下摘自共青團中
央微信公號三月二十八日
的帖子： 「印度船員開着
掛有巴拿馬國旗的由新加
坡公司管理的中國台灣貨

船，堵住了埃及的蘇伊士運河，為甚麼最後道歉的卻是日本人？」
這段話有四個 「的」字，把大家繞暈了！到底 「長賜」號屬

於誰、即最後誰為今次的天文數字損失買單？
「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信息顯示， 『長賜』號的船主為日本愛

媛縣的正榮汽船。事實上，船主是船隻的實際產權所有人。 『長賜
』號是日本船主花錢建造的，只是建造完成後，這艘日本企業所有
的船舶由航運公司負責運營，管理公司負責管理。」

再讀這一段， 「長賜」號的身分有點頭緒吧？
大家有留心的話，經常見到某某貨輪〈包括港台〉掛着巴拿馬

國旗──我一直有疑問：緣何那麼多非巴拿馬籍的貨輪掛上該國國
旗？原來 「巴拿馬國旗是著名的 『方便旗』，由於巴拿馬在船舶管

理的手續、稅收、檢驗等環節都具有一定的優
惠措施。」

巴拿馬這種賺錢手法，算是 「山大斬埋有
柴」。讀新聞，可知道許多課本外的知識哩！

然則，今次“塞船”對中國的影響多大？
據《環球時報》報道：卡在埃及蘇伊士運河的台灣長榮海運超

大型貨輪“長賜”號，到3 月26日，依然動彈不得，運河內超過
160艘船被迫排隊等待，造成多年來最嚴重的航運擁堵之一。

此外，蘇伊士運河“塞船”給本來就處於瓶頸的中歐運輸雪上
加霜。因為從蘇伊士運河到漢堡港的行程大約需要10天。從4 月
初到中旬，這種影響將是顯而易見的。漢堡港口公司表示，漢堡港
的每三個集裝箱中，就有一個來自中國。目前，它們全都被困在蘇
伊士運河中。漢堡港每天損失將是上百萬歐元。

“塞船”事件也在影響中國市場。大宗商品服務機構Mysteel
表示，蘇伊士運河堵塞事件拉長，可能導致中國的銅料供應問題更
加惡化，就算問題在幾天內解決，船隻通行作業，也可能導致從西
方國家運往中國的銅料出貨延後一個月。

上海資深航運分析師吳明華2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中國的銅礦主要進口自非洲國家，一般而言，不需要通過蘇伊士運
河。由於經蘇伊士運河的航線大多是集裝箱船，而非運送煤、鐵、
穀物等大宗商品的散貨船，因此主要會影響工業用品與消費品。

此外，中國的紙漿進口主要來自南美，也有從芬蘭、波蘭等歐
洲國家進口一部分，而從歐洲運輸紙漿的船隻確實需要經過蘇伊士
運河，會造成一定影響。

吳明華表示，作為全球三大集裝箱班輪航線之一，中國需要
的一些原油和液化天然氣也經此航線運輸。由於這是一條航運幹線
，此次“塞船”事件幾乎會影響亞歐大陸沿線全部國家的航運與貿
易。吳明華補充稱，從亞洲出發，先後抵達歐洲和美洲的航線被業

內稱為“鐘擺航線”，由於亞洲到歐洲也需要經過蘇伊士運河，因
此此次事件甚至也會影響美洲。

由於蘇伊士運河的重要性，持續的堵塞將影響廁紙、咖啡等多
種產品的全球供應。生產廁紙用紙漿的全球最大供應商之一——巴
西公司Suzano SA負責人表示，蘇伊士運河的堵塞可能會延遲紙漿
運輸，並因此導致商店廁紙短缺。因為蘇伊士運河是連接歐洲與亞
洲的重要水路通道，貨運量約佔全球貿易量的百分之 12。英國
《獨立報》27日援引報道指出，蘇伊士運河上堵塞的船舶數量已
達248艘。

世界最大船級社——英國勞氏船級社估算，蘇伊士運河“堵船
”後，給世界貿易造成的損失達到每小時四億美元。延誤也可能讓
保險公司面臨總計數百萬美元的索賠。

今次之塞船於運河上，是20 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消息傳出
，馬上引致國際油價波動上漲。截至當天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5
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二點四一美元，收於每桶六○點九
七美元，漲幅為百分之四點一二；五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
價格則上漲二點六二美元，收於每桶六十四點五七美元，漲幅為百
分之四點二三。

美國價格期貨集團高級市場分析師菲爾·弗林當天表示，擱
淺貨輪可能需要數周才能脫困，市場對供應鏈中斷的擔憂情緒變濃
。弗林說，一旦運河受阻持續兩周以上，將對原油市場供求產生實
質性影響，導致油價持續上漲。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表示，儘管蘇伊士運河受阻令市場擔憂原
油供應，但歐洲和其他部分地區的新一波新冠疫情或將令全球原油
需求復甦放緩，限制油價漲幅。

此外，堵在蘇伊士運河的還有滿載咖啡的運輸集裝箱，由於運
輸延遲，歐洲人可能將感受到咖啡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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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想為自
己創造更優質的生活，買房子是其中關
鍵性的條件之一。自從新冠疫情爆發，
美國房市上下起伏，在年底，則呈現大
漲的局勢，休斯頓地區11月地產的成交
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十多個百分點，
顯示房市需求量增加頗高。無論買房是
為了投資或是增加生活質量，都需要找
到一位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在諸多繁
雜過程中能放心又省心。

休斯頓有位傑出的地產專家，他叫
做Edward Wang，客戶對他稱譽有加，
獲得滿分的評比。在首屆金鷹地產“奧
斯卡獎”中，他榮獲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能深得客
戶之心，來自於他優質的服務、對市場

的分析與洞見，也源於他以客戶優先，
將心比心，客戶能感受到他的真誠與專
業。

分享投資功夫與心得
Edward 過去是 IT 專家，擅長運用

大數據分析趨勢，知道哪裡是潛力地段
。他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自己本身有
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所研
究，他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分享出來、
並將地產資訊散發給朋友，讓朋友們都
穫利頗豐，當他最後真的踏入地產業時
，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Edward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親切溫和，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像是為自己家人買房

子一樣，他知道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
目，經紀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
戶或投資者的需求，用他們的視野來看
最需要的是什麼？

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
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分
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
消息，點點滴滴都要很細心。

1031延稅優惠與協助退伍軍人貸款
買房

Edward 最近運作比較多的是 1031
的案例，就是物業交換，這樣做的好處
是可以幫客戶延遲交稅並且再創造賺錢
的機會，就是轉投資將房地產買賣的淨
賺運用在其他的房地產上。此外，Ed-

ward也幫助退伍軍人貸款做房地產
，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貸款買房有
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民眾可以諮
詢Edward。

疫情下的房市大漲
疫情之下，房屋市場反而更旺。新
冠爆發後，許多專業人士在家上班
，年輕專業的高收入者對空間的需
求增加，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自
己的活動庭園。房地產市場非常火
旺，有些人用現金還不一定搶得到
房子。

其背後因素，還有一點是民眾
怕錢會貶值，希望可以買能保值的
項目，房地產恰恰算是很好的選擇
，保守但是會固定成長。長期而言
，房地產是穩定的投資，有人自住
、有人投資再租出去。出租的話，
一直會有現金進來，相較於目前銀
行利息低，房租收入豐厚許多。因
此，把錢放到房地產上是許多人會

做的選擇。另外，年輕人有了工作之後
，不再選擇租房子，自己買房也是積蓄
的好辦法。

德州房市穩定成長
德州的房屋市場很穩定，很多外地

人搬來德州居住，以從加州搬來的最多
。德州的生活條件好，房價好，生活便
利，物價比較划算，油價便宜，天氣也
好，加上商業成長比美國其他城市來得
更穩定，因此不斷有人口遷移進來。
Edward有很多從外州來的客戶，主要都
是靠口碑與客戶介紹。Edward對客戶非
常的專心，不會一口氣接太多客戶，都
是先把每個客戶應該做的事圓滿達成，
把每一個項目都做到盡可能的好，難怪

乎他的顧客滿意度如此高。客戶皆樂於
幫他再介紹新的客戶。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

有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
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
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
分這麼高，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 的網站 www.har.com中，每筆合
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
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
發現，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
分，顯 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
高品質的服務團隊

Edward同時受過中式與美式教育，
中文英文俱佳，可以與美國人、亞洲人
、甚至黑人打成一片，他的背景兼具中
西教育的優點，更多元化，接受度也更
廣，因此各個族裔的人都樂於與他互動
。

目前Edward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希
望培養出有共識有默契、能一起努力的
合作夥伴。目標是專業周到、客戶第一
、注重品質，讓客戶能得到最好的服務
。

Edward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
sociatesrealty.com。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Edward Wang
提供優質的服務提供優質的服務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4月2日星期五上午11點，美國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在休斯頓唐人街的盛世桃源養
生會館（Prosperous Paradise SPA）舉行反歧視，“停止仇恨亞裔
” 新聞發布會。

格林議員指出，3月16日在亞特蘭大桑拿水浴按摩中心發生
的槍擊事件中，共有8人死亡，其中6名為亞裔婦女。她們從事
桑拿按摩行業，她們的職業值得尊重，她們的權益應得到保護。
格林于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與亞太裔美國人核心小組（CA-
PAC）成員一起前往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參觀了3月16日槍擊
事件的現場，對受害現場進行了調查，對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
他同時提到紐約曼哈頓一名來自菲律賓的65歲女性在時代廣場
附近的一條街道上行走時，一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踢向她
的腹部，她蜷縮在人行道上，他又踢了她的頭，然後又踢了一次
，又慘無人道地再踢一次，就是因為她是亞洲人。他說全國大約

有3,800起針對亞洲人的襲擊事件，許多亞裔美國人已經因持續
發生的襲擊事件感到精疲力竭，惶恐不安，而襲擊者卻肆意妄為
，加上旁觀者冷漠觀看。他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通過立法司法
程序，停止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

國會議員希拉·傑克森·李對亞特蘭大的8人被無謂的暴力殺
害感到憤怒，她說其中6人來自亞裔美國人社區。白人種族主義
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給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這種
局面必須改變。我們是同一個有色家庭的成員，我們必須團結起
來，我們不害怕任何人，我們必須對這些針對無辜亞裔美國人的
暴力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我將尋求擴展聯邦仇恨犯罪立法以解決
此問題。

休斯頓國際區創始人、區長李蔚華先生指出20年前的國際
區是一大塊荒無人煙的農田，現在發展成為近10萬人的家園，
亞裔又在這裏佔多數，也是休斯頓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地區之

一。有一千多家
小企業在這裏發
展壯大，亞裔在
這裏貢獻巨大，
這種成就來之不
易。新冠疫情對
該地區的影響巨
大，又加上對亞
裔的仇恨，很多
門店停止營業，
對該地區的經濟

造成嚴重給影響。聯邦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對小型企業進行資金
補償，我們有社區資源中心（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可
以為企業主提供救濟補償的申請、救濟貸款的諮詢和移民、醫療
、教育等幫助。他說針對3800 多起亞裔襲擊事件，我們必須團
結起來，制止這種惡性行為，停止仇恨亞裔，保護亞裔美國人的
合法權益。

德克薩斯州議員 Ron Roynolds、史丹福市副市長譚秋晴、
CAPAC 主席 Judy Chu、韓裔美國人社區領袖 David Shin 等分別
發表講話。

新聞發布會結束後，國會議員艾爾·格林、國會議員希拉·傑
克森·李、國際區區長李蔚華等一起參觀了盛世桃源養生會館。

議員在休斯頓的一家亞洲特色的溫泉桑拿按摩中心舉行這次
新聞發布會，表達對亞洲企業主和整個亞洲社區的聲援。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休斯頓唐人街
舉行“停止仇恨亞裔”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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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以后，虚拟偶像迅速崛起，成为

追星市场上最红的品类之一。数字人正在迅速迭

代，进化成逼近真人的样貌。

抖音上的阿喜，2020年10月诞生，发布了8

个视频之后，迅速涨了18万粉。单是顶着卷发器

做表情的视频，就获得23万赞和900多万播放量，

这是令许多打造真人网红的MCN机构都艳羡的成

绩。

阿喜的创作者Jesse认为目前的成绩还不算最

理想的，“如果我全职做的话，粉丝量可能比现

在还要好，一个视频涨个几万粉，但我更新速度

太慢了”。

翎也迅速崛起。翎于2020年5月出道，主攻

时尚领域，在微博拥有8万粉丝，已经登上Vogue

杂志，接到特斯拉的广告，并且参与综艺节目

《上线吧！华彩少年》。

在国外，虚拟网红的前辈们Lil Miquela和

Imma同样战功卓越。Lil Miquela在 ins坐拥300

多万粉丝，接到众多奢侈品代言，2020 年收

入超过 1000 万美元，曾与特朗普、蕾哈娜一

同入选《时代》“年度网络最具影响力人士

”榜单。

顶着粉红色头发的Imma来自日本，ins粉丝数

30多万，大牌广告同样接到手软，青睐她的金主

包括SKII、迪奥、耐克还有宜家。

她们都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假人，但都产生了

真实的影响力。

提到虚拟人，大众往往认为他们属于高科技

的“未来时”，但其实他们早已进入“触手可及

”的阶段。

固然Jesse有着十多年经验和超强技术能力加

持，但单打独斗、只用业余时间就能做成一个虚

拟人，从侧面说明了这个行业的门槛正在降低，

迈入一个“普及应用”的阶段。

在阿喜诞生2个月后，美国3D虚拟主播Co-

deMiko爆火，她有着精确的面部和动作捕捉设备

，十分接近斯皮尔伯格电影《头号玩家》里的角

色样貌。

CodeMiko性格沙雕，贱兮兮的，会讲话，且

尺度很大，已经被平台封禁了3次。 背后之人也

浮出水面，一个韩裔女孩，她自称是“技术员”

，这个项目也是完全由她一个人独立完成，令网

友直呼“赛博朋克已经到来”。

为了购买设备，在直播之初，她就已经负债2

万美元。然而短短几个月后，她在Twitch平台的

粉丝已经跃升至59万，成为蹿红最快的主播。

单是一次直播里，某土豪送的礼物从天而降

，把她砸了一分多钟，嗷嗷直叫。就在那一分钟

内，她赚了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万）。如今

她已经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开始招兵买马搭建更

为专业和系统的团队。

翎则是由次世文化和魔珐科技两个公司共

同打造的。次世文化CEO陈燕告诉我们，成本

和门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降低。2020年上

半年做一个超现实虚拟人，从策划到上线，大

概需要3个月时间，成本在百万人民币级别，

但如今整个流程已经能缩短至45-60天，成本也

能砍半。

就在今年3月份，美国Epic Games公司旗下

的虚幻引擎平台（Unreal Engine）发布了一款全新

工具“元人类生成器”（MetaHuman Creator），

能够轻松创建和定制逼真的虚拟人。

从皮肤的纹路、表情、毛孔、发丝、牙齿都

无限趋近真人，被形容为“上帝的玩具掉落人间

”。关键是，这款软件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

Jesse也表示，他正在利用虚幻引擎的系统，

开发阿喜的实时交互版本。

最具颠覆性的变革，发生在造星行业的内部

。

2020年4月，美国饶舌歌手Travis Scott，用

其虚拟人身份在Epic Games的游戏《堡垒之夜》

里举办了一场名叫“天文学”的直播演唱会，引

发海啸般的震动。有1200多万玩家同时放下了手

中的武器，在线蹦迪。事后相关视频，引发超过2

亿次的观看。

在这个世界里，Travis Scott的虚拟人作为他

“延伸自我的边界”，严格按照其本人的身材比

例和细节来做，精确到他脚上所穿的鞋子型号。

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用虚拟人身份开演唱

会。

4个月后，R&B超级巨星The Weeknd通过抖

音海外版Tiktok举办了一场虚拟人演出，吸引了

200万观众观看。格莱美奖得主约翰· 传奇、R&B

歌手Tinashe、小提琴女神Lindsey Sterling都纷纷

入场。

国内也在起步。次世文化手握翎这个IP，还

有一个虚拟DJ女孩Purple，此外还为迪丽热巴、

黄子韬分别打造了“迪丽冷巴”和“韬斯曼”的

虚拟形象。CEO陈燕就是看准了Travis Scott的这

种模式，“不仅是明星，普通人也拥有自己的虚

拟人身份参与到这个新世界里”。

他特意向我区分了“虚拟偶像”和“虚拟人

”这两个概念。

前者以洛天依为代表，偶像是纸片人，粉丝

是真人，这个赛道需要以二次元文化圈做基底，

是有限的。

但“虚拟人”则意味着万亿、兆亿级的市场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张虚拟皮囊，共同打造一

个元宇宙（Metaverse），“在这个虚拟宇宙里，

你可以看到喜欢的艺人开演唱会，你自己能实时

换装，请到虚拟健身教练，交友，找到陪伴你的

虚拟人……”

煤老板是一位戏剧系大二学生，在英国曼彻

斯特上学，热爱二次元的“虚拟主播”文化。身

边的朋友并不多，虚拟主播给她带来非常多的乐

趣和心理慰藉。

“虚拟主播”有多火呢？B站有一个专门的

分区，up主们用Live 2D这个软件，制作一张

“皮”，然后进行唱歌、聊天、打游戏等多种

活动。此前藉藉无名的真人up主，通过换一张

二次元的“皮”，配上合适的人设运营，就能

涨粉数十万。

煤老板喜欢日本彩虹社虚拟主播白雪巴，她

拥有性感成熟的女王人设，偶尔流露出对妹妹们

的宠溺。

她认为，虚拟主播的魅力，在于“角色+真人

”混合。首先那层“皮”更加精致，能够添加富

有想象力的丰富元素，拓展了“人”的边界，但

同时，背后的真人也能跟你产生实时交流。

CodeMiko的成功也正在于此。她拥有Miko和

技术员两重身份，前者性格更为搞怪夸张，她从

异世界向人类发问，在触及尺度过大的问题时，

往往更为观众所宽容。

她随意变换的服装和布景，构建出无厘头的

“炸尸”场面，能引发观众爆笑，是在现实世界

里无法达成的。

而当真人露面时，人们发现她是一个优秀的

工程师，还会做饭和挑钢管舞。而因为穿的是连

体服，5个小时的直播里，她无法喝水，粉丝会因

为这背后的细节付出，受到感动而更加喜爱她。

虚拟人来了，撬动亿万市场：你准备好了

吗？

陈燕则认为大众不仅仅是“虚拟人”的消费

者，我们本身对虚拟身份有着强烈的渴求。“大

家喜欢玩模拟人生的游戏，在淘宝人生里用自己

的虚拟形象做穿搭、在短视频平台用二次元特效

….从QQ秀时代开始，我们就在主动追求虚拟身份

的认知。”

那个世界里，潜藏着每一个人最理想的自

我。

2021年春晚，虚拟偶像洛天依登上央视舞台，“虚拟偶像”这样一种娱

乐形式终于“出圈”，进入主流视野。

根据爱奇艺《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全国有3.9亿人正在关注或走在

关注虚拟偶像的路上，2020年，虚拟偶像市场据估计达到2000亿，两年时间

翻了一倍，洛天依在淘宝直播的坑位费达90万元，远超薇娅、李佳琦，2020

年上半年，B站每个月有4000多位虚拟主播开播。

与此同时，虚拟偶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众化，

996上班族也能造出虚拟偶像，粉丝迅速百万，一分钟赚6万，接广告

接到手软。虚拟人来了，撬动亿万市场：你准备好了吗？

一条采访了3位相关从业者和粉丝，“这个行业的门槛正在变得越来越

低，虚拟偶像也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在他们身上，潜藏着我们每一个人最理

想的自我。

虚拟人来了，撬动亿万市场

阿喜
翎

洛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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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魏德聖與團隊籌備的史詩大作

《臺灣三部曲》，將於今年8月開拍，導

演魏德聖希望電影能讓全民一起參與，製

作過程也大方公開，推出直播節目《臺灣

三部曲online》，今首集開播，他找來知名

YouTuber關韶文擔任主持人，回應來自名

人、網友及工作人員的提問，曾與導演魏

德聖合作《賽德克‧巴萊》的徐若瑄提到

，導演是否會忙到投入到忘我、一周見老

婆幾次？導演魏德聖則趕緊澄清：「我每

天都回家，每天都睡在我老婆旁邊！」

《臺灣三部曲》透過群眾募資的方式

，得到各界關注，導演魏德聖希望製作與

拍攝過程透明公開，讓全民參與，直播節

目《臺灣三部曲online》今起開始會每周上

線，今準備60個題目，讓導演魏德聖一次

說個清楚，也讓大家更了解《臺灣三部曲

》。徐若瑄、曹佑寧、范逸臣、羅美玲等

藝人都提問，徐若瑄好奇導演會不會忙到

無法回家陪老婆？導演魏德聖則回應：

「大家不要以為我會忙到晚上都在公司，

我每天都會回家。

」他一心忙電影，

家人也都習慣了，

導演苦笑說：「她

（老婆）已經放棄

我了。」

曾與導演魏德

聖 合 作 《KANO》

的曹佑寧也提問，

《臺灣三部曲》是

導演夢想的最後一

塊拼圖嗎？導演魏

德聖回應：「這件

事情完成之後就沒有非做不可的事了，劇

本20年前就寫好了。」《海角七號》范逸

臣則想知道導演在電影之外還有其他夢想

嗎？導演曾去過范逸臣台東的家，「他家

是我夢想的樣子，等賺夠錢想買一塊地，

有一個自己的房子，自己家裡有魚塭、養

養魚、種種花、養養雞」。

現場也準備了來自網友的「地獄題」

，有人問導演「為什麼不當監製就好了」

，導演回應：「我入行不就是為了要拍電

影嗎？為什麼要找錢給別人，我為什麼不

找錢給自己？」如果看到年輕時的自己，

導演會有什麼提醒？他則苦笑說：「好好

過日子，不要搞得這麼麻煩，夢小小就好

！」他坦言其實沒自信：「我都是偽裝的

，不這樣怎麼做事情？大家等著看笑話我

會很沮喪，但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主持人關韶文也帶動直播氣氛，還獻

唱歌曲教導演魏德聖舞蹈動作，導演雖然

尷尬，但仍誠意十足做好做滿，有人提問

「有帥哥演出新片嗎」，導演更幽默說：

「幕前幕後都是帥哥！」直播節目《臺灣

三部曲online》今起正式上線，預計未來每

週都會推出一集，請大家多多支持，也可

透過直播一同參與《臺灣三部曲》製作的

過程。

《臺灣三部曲online》正式開播
導演魏德聖
化身YouTuber

由《麻醉風暴》副導蘇皇銘執導，集

結是元介 、 吳可熙(Ke-Xi WU) 、 鄭人

碩(Cheng Jen-Shuo) 、 楊丞琳 、 禾浩辰

（布魯斯） 、 石知田 、 丁寧等金牌卡

司同台飆戲的靈異懸疑驚悚新作《靈語》

，將於5月14日全台獻映！今天(4月1日)

在清明節前夕搶先曝光《靈語》7款人物海

報與最新幕後花絮「重磅卡司篇」，不僅

用「失魂人夫」、「心碎母親」、「火爆

刑警」、「通天師姑」等稱謂隱隱透露角

色端倪，海報背景漂流在水上的紅色行李

箱、詭異模糊的兩行紅字話語似乎透露了

電影中連環箱屍命案與女童失蹤案的線索

，以及呼應電影片名「靈語」。而作為電

影中最神秘角色的丁寧坦言：「如果用一

句話形容《靈語》，那就是你看不到的力

量最大。」更為這部電影增添懸念。而劇

組為打造逼真的命案現場，不僅移師坪林

溪邊拍攝，更搬來價值百萬的燈具，由工

作人員一肩扛起器材走過吊橋架設燈光，

營造出驚悚陰森又懸疑的氛圍，勢必讓觀

眾感受到如臨現場的震撼體驗！

年度靈異懸疑驚悚國片《靈語》以一

起難以破解的箱屍命案為開端，由是元介

與禾浩辰刑警搭檔接手辦案，禾浩辰透露

：「我的角色擁有特殊的體質能感知到另

一個世界的靈魂。」搭配擁有豐富破案經

驗及敏銳直覺的火爆刑警是元介，讓偵辦

過程充滿刺激動作與靈異懸疑的元素，而

兩人更為了拍攝箱屍命案的戲，不辭辛勞

跑到坪林溪邊熬夜拍攝，當天不僅氣溫創

新低，拍攝當時甚至還下著細雨，敬業精

神舉目共睹。此外，近日以《角頭－浪流

連》聲名大噪的鄭人碩首次與全能天后楊

丞琳飾演夫妻也讓粉絲驚喜萬分，楊丞琳

坦言自己在戲中每天都處於心力交瘁的狀

態，每當她在演完哭戲的時候都會感覺到

一隻溫暖的手輕輕拍著她的背，回頭就會

發現是鄭人碩，她笑說：「他是一個外表

很爺們，但內心非常貼心溫暖的人，他都

不會說話就只是默默地安慰我，跟他對戲

非常愉快。」

刑警志凱(是元介飾)奉命調查一起無名

兒童連環箱屍命案，同時，他在國小任教

的姊姊美珍(吳可熙飾)在放學時發現女兒慘

遭歹徒綁架，志凱與搭檔嘉強(禾浩辰飾)私

下展開緊急救人行動。在查案過程中循線

追蹤到美珍的前鄰居明城(鄭人碩飾)與慧嵐

(楊丞琳飾)，意外發現他們的女兒也已經失

蹤一年，案情膠著找不到任何線索，幾乎

成了破不了的懸案，兩起看似毫無關聯的

案件背後似乎隱藏驚人的連結。時間一分

一秒過去，外甥女命在旦夕、連續箱屍命

案案情撲朔迷離，只有鬼魂知道真相，走

投無路的志凱只能求助師姑曾白石(丁寧飾)

，她擁有特殊體質能夠接收「靈語」，而

一樁樁懸案的關鍵線索，是否能借助「靈

語」抽絲剝繭找到駭人真相…。

《靈語》重磅卡司集結
鄭人碩、楊丞琳首度合體大銀幕夫妻

邱澤在新片「當男人戀愛時」展現鐵

漢柔情反差魅力；現實生活，在他酷帥的

外表下其實有幼稚的一面，也很脆弱，說

道：「情緒都用在角色上，回到自己很無

感，有時候會覺得讓自己很廢，那不如找

一些事情讓自己心情更平靜。」他透露，

有段時間靠著賽車的極速感，來達到極度

專心，甚至是活著的存在感。

40歲的邱澤今年出道滿20周年，他拍

過許多戲劇、電影，近年終於因電影「誰

先愛上他的」首次入圍金馬獎，更拿到台

北電影節男主角獎，足見他對演戲的執著

，他表示，自己進入角色後每回到現實，

會對很多事無感，他思索了一下問自問自

答：「不知道是自我修復功能嗎？我會盡

量維持無感，所以生活中有時候就是起來

、坐在沙發上、放音樂，就這樣過（1天）

。」

有段時間，邱澤熱愛賽車，他說：

「因為賽車是一個要逼迫自己非常冷靜的

一項運動，時速2、3百，隨便一個失誤就

是去了（死了），而且上車都是簽生死狀

。」邱澤過去是體院畢業，有運動底的他

除了想透過賽車維持運動，另則是認為開

車是一個可以讓自己冷靜下來的事情，

「而且你越危險你會越安靜，你的心會越

平靜，因為你知道不能犯錯」。對他來說

這項運動越接近死亡，就越讓他接近活著

。

在愛情上，他不像片中角色那般死纏

爛打追求女孩子，反過來遇到過於主動的

女孩也會怕，到底要如何才能擄獲邱澤的

心？他想了一下說：「不知道，看感覺、

緣分。」但他表示會被真誠、真性情的女

孩吸引，而他也不像劇中角色一樣對女主

角一見鐘情，他淺淺地笑說：「第一眼有

可能是錯覺。」

而片中和飾演父親的蔡振南互動，倒

是和自己的爸爸相處上很相像，話雖不多

，但講幾句馬上就會知道情誼。他的父親

在2016年10月因心肌梗塞驟逝，回想跟爸

爸的互動，他說：「不知道跟自己爸爸感

情好還是不好，想要示好，但是又覺得彆

扭。」笑說跟父親的共同話題就是賽車，

不太會聊別的，他甜憶：「不過問是一份

他對你的溫柔。」電影現正熱映中。

鐵漢皮下的真相
邱澤吐露每天脆弱搏命找存在價值

陽靚一改昔日高冷美艷形象，在「愛

．殺」中飾演個性衝動的女同志「小鳳」

，與片中許多男女演員都有激情戲，被問

交往10年的男友是否會吃醋？她笑認男友

對她與徐宇霆的女上男下的主動床戲，頗

有微詞，「他還說要跟對方PK拚輸贏」，

不過男友仍對自己的表現給予高度肯定

這場激情戲，是片中唯一一場男女床戲

，敘述陽靚與翁嘉薇在片中的地下戀情一直

無法公開，有次寂寞難耐，不小心與她女友

樣貌相似的弟弟徐宇霆發生關係，對方則是

一名外型陰柔的男同志，仰慕她已久。陽靚

引述導演周美玲的話「慾望是可以跨越性別

、性向」，她也認為無論是同性戀或是異性

戀，在慾望面前，都不需要被輕易定義。

陽靚與男友交往多年，相處輕鬆愉快

，兩人談天說地沒有祕密，她提到男友的

工作是造型師，所以連「愛．殺」的帥氣

短髮，也是出自男友之手，「他知道我真

正的模樣，可以剪出最適合我的髮型」，

兩人默契極佳，吵架次數並不多，「我們

吵架次數，大概一隻手數得出來」，也誇

讚男友不太喜歡起衝突，會先迴避讓雙方

冷靜，再來好好處理彼此關係。

陽靚為了演出「愛．殺」，苦學武術、

舞蹈，練到大拇指一度無法伸直，但她對自

己的表演很滿意，畢竟能與常在國際間屢獲

大獎的周美玲導演合作，已經實屬難得，更

高興表示「原本與導演不認識，但她很喜歡

我的眼神，就指定這個角色要由我演出」。

這次首度演出女同志，她則說自己比較

多女性粉絲，從小就有不少女生跟她告白，

「女生會送早餐，也有女生連續寫了3年情

書給我」，如今那些情書的下落呢？她幽然

一笑，「前幾年為了實施斷捨離，把過去很

多東西都丟囉」。「愛．殺」現正熱映中。

陽靚 「愛‧殺」 激情戲太多
男友吃醋嗆 「要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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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33年製作年製作
城城期待觀眾喜歡城城期待觀眾喜歡

電影節抽起《風再起時》是技術問題

郭富城與梁朝偉主演的電影《風
再起時》原定在電影節放映，

有指該片因題材敏感而被臨時抽
起，城城否認道：“不是，完全不
關事，《風》片是商業電影，只是
因技術問題要再作調整，希望電影
正式上映時，觀眾會入場欣賞，
電影拍了 3年都應該差不多上
映，我自己都好期待。”

疫情持續困擾全球，城城
雖然押後不少工作，但也多了
時間陪家人，日前他一家大小到
沙灘玩樂，說：“疫情下有不少
工作要延後，所以有更多時間陪
伴小朋友成長，陪伴小朋友是做爸
爸、做家長的責任。”笑問城城要否
在家教小朋友做作業，他說：“現在的
作業不算太複雜，可能要升上一年級後
才會感到壓力。”

許鞍華拍《七人樂隊》不受限
資深演員廖啟智日前因胃癌離世，令

圈中人惋惜，曾與智叔合作過多部電影如
《C+偵探》、《B+偵探》、《無雙》等的
城城，最欣賞智叔對角色的揣摩，說：“在
《無雙》中智叔做我的阿叔，有一日開工他
帶一幅素描畫給我看，是他畫的問我靚不
靚，我好欣賞他對角色的揣摩投入和專業，
我好尊敬智叔，對他的離開好可惜，會永遠
懷念他。”

集合7位香港頂尖導演拍攝的《七人樂
隊》，許鞍華負責拍攝其中一個單元《校
長》，由吳鎮宇及馬賽演出，許導演說：“電
影在2014年已經拍完，當時杜琪峯叫我拍戲，
我又未有其他電影就接了。電影是講香港不同
年代，由上世紀50年代開始拍，各位導演抽
籤負責一個年代，我就負責60年代，也對
這個年代較熟悉，拍攝內容沒有限制，我

給劇本杜琪峯看時，他都不知有沒有看就說可以。”
杜琪峯台上稱觀眾一定要入場看已故導演林嶺東的作
品，因為跟過往拍的對方很不一樣，是一個全新的林
嶺東。更笑指林嶺東愈來愈像許鞍華。

龔慈恩林愷鈴母女檔出演
龔慈恩與女兒林愷鈴有份演出《七人樂隊》，龔

慈恩演林嶺東拍攝的單元《迷路》，故事講述三代關
係，由鍾景輝飾演她老爺，任達華做她老公，她說：
“應該是林導演最後一部作品，我之前未跟他合作
過，所以學到好多，一直以為林導演拍好多男士作
品，以為他好惡，但其實他為人很好，經常跟我傾
劇本，講得好細緻，所以電影有非常濃厚的香港情
懷。”

林愷鈴就為袁和平執導的單元《回歸》演
出，她稱拍攝內容圍繞香港回歸，由元華演她爺
爺的兩爺孫故事，說：“是講97前後大家都移
民，描寫香港人善變、聰明和堅強一面，雖然
當年我未出世，但都感受好深，拍攝時大家又
好關照我，自己都好榮幸可以第一次唱主題
曲。”龔慈恩就笑稱女兒表現懵懂，因她拍
戲時竟將道具魚也吃掉，林愷鈴就解釋因為
拍完後，不想浪費才吃光道具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陳
友、李璧琦（Becky）、龔柯允（Kar-
en）、何基佑、杜燕歌與太太韓馬利
等，1日晚到香港九龍灣出席福音電
影《等一個擁抱》首映禮，兩位女主
角李璧琦、龔柯允齊以低胸出場鬥搶
鏡。

戲中陳友與李璧琦、龔柯允飾演
三父女，他的角色要拋妻棄女，他笑
說：“因身邊沒有朋友拋妻棄女，所
以沒有參考對象。”

之後當李璧琦在台上講述自己的
單親遭遇及戲中的感人戲份時，陳友
即笑說：“我6點才打完科興第二
針，你不要刺激我呀。”之後影相又
擺出金雞獨立姿勢，並笑道：“沒
事，撐得住。”

陳友接種疫苗後沒有聽從建議多
休息便趕往首映，他表示本來都想改
期打針，但因是相熟朋友介紹的醫
生，故不想爽約，而且首映也不能缺

席，只好同日進行這兩件事，他說：
“我5點半打針，之後休息了半個
鍾，6點鍾坐車過來，沒有什麼不舒
服，我吃飽睡夠和喝了大瓶水才打
針，打完又喝了瓶水，做完工作會回
家休息，醫生怕我會肌肉痛，開了止
痛藥給我，兩次打疫苗都沒不良反
應。”

對於坊間有市民接種疫苗後出現
不同反應，問到陳友可擔心？他說：
“我不擔心，現在有幾十萬人打了
針，離世數字都同之前一樣沒有上
升，打針是為己為人，一定要接種，
你說完全不擔心嗎？我個人較理性，
如果大家恐慌就看數字，數字最真
實，證明不是那麼擔心，打了自己安
心點。”

戲中陳友的角色晚年患上腦退化
症，他的媽媽也是因此病過身，故他
拍攝時感受特別深，他說：“我當時
做錯了事情，我叫媽媽什麼都不用
做，但原來她會好無聊，慢慢好多東
西都不記得，患上這個病。”

票房達千萬龔柯允會送抱
因疫情放緩，社交距離放寬，戲

院入座上限提升至 75%，Becky 與
Karen都表示好開心，因有朋友想包
場，並祝電影票房大賣。Karen指見
到電影《一秒拳王》之前在一半入座
率下票房都過千萬（港元，下同），
希望《等》片亦有好票房。

她又隨即反問Becky如果該片票
房過千萬，會做什麼？Karen就承諾
若然票房收過千萬，會如戲名一樣跟
大家逐一擁抱，並揚言會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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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整個電影
行業迎來前所未有的寒冬，院線電影撤檔、延期，卻不
妨礙電影愛好者們通過線上會議流媒體等更多樣自由的
方式跨越空間距離走進電影節。中加
國際電影節作為促進加拿大和中國創
意產業文化交流的平台，積極為兩國
的優秀人才和企業搭建橋樑，為大家
創造更多聯合製片、發行和研究的機
會。

1日第5屆中加電影節獲獎名單出
爐，中國影人及影片包攬多個獎項，
包括張同道憑《零零後》奪最佳導
演；高志森憑《拾芳》拿下最佳製作
人；柳岩憑《受益人》奪最佳女演
員；《第一線》奪最佳觀眾選擇；

《雲端上的部落》奪最佳紀錄片；《走過四季》奪最佳
短片； 《呼吸的音樂》奪最佳劇本；《那時風華》奪
最佳攝影；《填海記》奪最佳動畫；裘逑憑《解憂理髮

店》拿下最佳新人；《我們在夢開始
的地方 》奪最佳電視劇；《你好，中
國》奪最佳電視紀錄片。

香港導演高志森獲最佳製作人殊
榮，高志森多謝中加國際電影節給他
的肯定，他說：“目前在香港一直在
等待，去年有兩部戲已簽約，但仍未
能開拍，只好待疫情過後，等通關，
所以這時收到殊榮對我來說是種鼓
勵。我好想拍這兩部電影，電影在大
灣區取景，大灣區電影是很有可為
的，我好希望出分力。”

中加節頒獎 高志森奪最佳製作人期待開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JW（王灝兒）與衛蘭
為歌唱節目《聲夢傳奇》擔任導師，並與其中6位學員
見面。自合唱歌《男人信什麼》後，JW與衛蘭已有十
年沒有再合作，今次難得可以一起做導師。

JW表示節目內容未知是否導師和學員要分組比
拚，2日她們首要挑選適合學員。

衛蘭表示選學員準則要有個人風格，切忌模仿原唱
者，JW就佩服有14、15歲的學員來參賽，記得她當年
這年紀參加歌唱比賽時都很沒膽量，並提供提示給學
員，千萬不要選導師的歌曲來演繹，因為她們很清楚了
解歌曲的優缺點。當年衛蘭和JW先後是黎明的旗下歌

手，笑問學員選唱黎明的歌是否較容易，二人都認同黎
明的歌曲較易上手，而且女孩子唱男歌手的歌會有更佳
效果。

JW說：“我們會體諒學員都是新人，我們也不是
嚴師，只想分享我們認識的事。”

另外，約滿華納後回復自由身的許廷鏗，仍是華納
歌手的衛蘭表示跟對方不熟，大家只是同事關係，希望
對方將來發展之路會更開心。對於許廷鏗離開公司即四
出參與活動賺錢，衛蘭表示不能這樣比較，正如她現在
做很多事為將來準備，只是外界不知道，當然有賺外快
機會固然是好，但首要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

JW勸聲夢學員 勿選導師歌演繹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達里達里）《）《第第

4545 屆香港國際電屆香港國際電

影節影節》》開幕禮開幕禮 11

日晚於香港文化日晚於香港文化

中心舉行中心舉行，，電電

影影 《《 七 人 樂七 人 樂

隊隊》》成為開幕成為開幕

電影電影，，導演洪金導演洪金

寶寶、、袁和平袁和平、、杜琪杜琪

峯峯、、許鞍華許鞍華、、譚家譚家

明明，，演員龔慈恩演員龔慈恩、、林林

愷鈴愷鈴、、元華元華、、張達張達

明及余香凝等均盛裝明及余香凝等均盛裝

出席出席。。連續三年擔任連續三年擔任

電影節大使的郭富城電影節大使的郭富城

希望觀眾多入場支持希望觀眾多入場支持

電影電影，，對於他與梁朝對於他與梁朝

偉主演的偉主演的《《風再起風再起

時時》》被臨時抽起被臨時抽起，，

他表示因有技術調他表示因有技術調

整趕不及整趕不及，，並非如並非如

外傳因題材敏感所外傳因題材敏感所

致致。。

●《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禮1日晚舉行。

●●左起左起：：洪金寶洪金寶、、袁和平袁和平、、譚家明譚家明、、許許

鞍華和杜琪峯為電影
鞍華和杜琪峯為電影《《七人樂隊七人樂隊》》執導執導。。

●連續三年擔任電影節
大使的郭富城希望觀眾
多入場支持電影。

●●任達華任達華 11
日晚亦有出日晚亦有出
席席。。

●●龔慈恩與女兒林龔慈恩與女兒林
愷鈴均有份演出愷鈴均有份演出《《七七
人樂隊人樂隊》》。。

●高志森多謝中加節給他的肯定。

●●陳友擺出金雞獨立姿勢陳友擺出金雞獨立姿勢。。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何佩珊 2021年4月3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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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別讓車禍後遺癥貽害終生，，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獨家牽引療法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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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就不要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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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幫妳免
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妳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
告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
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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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
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壹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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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第壹次治療
疼痛就減輕很多，壹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
，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壹
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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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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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般是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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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後遺癥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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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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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
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二、四、
六上午。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三三））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中，冷

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100℃的位置，或在
冷車發動時，發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升高至
沸騰，在補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
功率明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系統出現故
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因大多是：冷卻系嚴
重漏水；隔絕水套與氣缸的氣缸墊被沖壞；
節溫器主閥門脫落；風扇傳動帶鬆脫或斷裂
；水泵軸與葉輪鬆脫；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會點亮
。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兩種情

況。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實低，低到指
示燈發出警告的程度，說明潤滑系統確有故
障，必須予以排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那
樣，機油潤滑系統沒有故障，而是機油壓力
指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錯誤地點亮了指示

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動機的正常工作
，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排除為妙。通常情
況下實症的可能性較大，應作為判斷故障的
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抖動現
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96km/h

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降低車速，現
象即消失，若再加速至90km/h左右時抖動
又出現說明汽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障原因
有：輪胎動平衡失準；前後懸架、轉向、傳
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軸距失準；半軸
間隙過大。首先，輪胎平衡失準會使車輪連
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造成全車抖動的主要
原因。其次，懸架機構、轉向機構、傳動機
構松曠、鬆動，造成前束值、車軸距失準，
鋼板彈簧過軟，導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共振
，誘發全車抖動。再次，半軸間隙過大，使
後化在行駛中作不規則運動，磨損加劇，造
成旋轉質量不平衡，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

障若不及時排除，將導致惡性循環，並引發
其他故障。（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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