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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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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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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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朝鮮半島局勢加劇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九月份，
一隻黑天
鵝飛降在
北京天安

門廣場之上，悠然信步而行，年青
一輩見到，只是談淪 「天外來客」

不過年過六張的長者，心有擔心。為的是中國人幾千
年來均有說法： 黑天鵝乃不祥之物，每次出現，必有
災殃！

琨言不信由你，我只是依書直言。最近中國內地因
恆大地產無法支付理財產品到期本息，引起了集團在
全國範圍出現的爆雷事件。集團深圳總部和各地辦事
處連日被數以千計的維權苦主、承建商和小業主圍堵
佔領，有人哭訴畢生積蓄血本無歸，有人激動到要跳
樓輕生，有人甚至要去挖恆大老總許家印的祖墳，恆

大地產爆雷 “不要讓許家印跑了！”一時鬧得沸沸揚揚。
恆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企業，在全國有一千二百多個在建

樓盤、涉及貸款銀行120多家、承建供應商和待交樓小業主一百
多萬戶、理財產品客戶以十萬人計、僱用員工超10多萬人，爆
雷事件如果處理不當，很可能引起內地房地產市場的骨牌效應，
以致造成房價大幅下跌，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
，令人相當擔心。

據報恆大目前的總資產為人民幣二萬二千億元，總債務一

萬九千七百億元，由於到期貸款和理財產品未能償付，在建地盤
不少已經停工，買樓者膽怯卻步，每日需付利息和開支，可說流
血不止。看來只能希望政府設法出手相救，否則靠恆大自己實難
逃破產命運。

二0○八年美國發生次按風暴，雷曼兄弟最先出事，美國政
府決定任其倒閉，結果引發嚴重10倍的金融海嘯，其後不少決
策者認為若當時 政府出手救雷曼，情況應不致如此慘烈。雷曼
事件應該引以為鑑。但恆大債務問題積重難返，政府也無可能全
部包下來，即將引起的連鎖反應難以預料。

早前彭博報道稱，政府部門正安排聯合工作組進駐恆大，為
潛在的債務重組做準備。目前恆大的資金應用於恢復現有項目的
建設，才能產生現金收入，以時間換空間，為日後分期還款、分
拆資產出售、以資產抵債、債轉股等解決方案創造條件。惟沒有
政府積極介入的話，相信恆大任何解決方案都難為苦主接受。

恆大在香港上市以來，在不斷增加負債的情況下，每年派息
卻非常慷慨，據統計多年派發的股息超過一千億港元。許家印本
人就收了六百多億，加上通過其他操作，估計轉移至境外資產起
碼有八百至一千億元。幾年前香港首富李嘉誠撤出內地投資項目
時，不少大陸傳媒大喊 “不要讓李嘉誠跑了”，筆者不敢苟同
。因為李嘉誠沒有造成國家損失，沒有偷稅漏稅，一切依法行事
。恆大卻把負債包袱和爛攤子丟給國家，留下巨大的損失，兩者
有本質的差別。許家印如今退任董事長，是在玩金蟬脫殼，我奇
怪為什麼沒有人喊 “不要讓許家印跑了！”

今年七月一日，
許家印獲邀登上天安
門參觀中共成立100周
年大會，成為僅有的
工商界黨員代表。他
說過，“沒有國家改
革開放的好政策，就
沒有恆大的今天。所
以，我和恆大的一切
，都是黨給的，國家
給的，社會給的。”
“飲水思源，我們一
定要回報社會，一定
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一定要多幫助那些
需要幫助的人。” 許
家印最近才高調宣稱
：“我可以一無所有，但恆大財富的投資者不能一無所有 ！”
話講得很漂亮，恆大高管卻在爆雷前提早兌換領回本息，留下的
是滿地雞毛，令所有信任、幫助和支持過恆大的銀行、承建商、
材料商、員工、買房小業主、投資人都蒙受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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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大地產大爆炸

宋宛穎淡定攞冠軍

自從北朝鮮由 「政治狂
人」金正恩掌權之後，朝
鮮半島的局勢，就一直受

到各界關注。九月十三日，北朝鮮宣佈成功試射新型遠程巡航導
彈，僅僅相隔兩天之後，該國又發射兩枚近程彈道導彈；與此同
時，韓國方面則在七日和十五日，進行了自產潛射彈道導彈水下
試射。為此，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又加劇不少。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國防科學院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成功試
射新開發的遠程巡航導彈，精確打擊一千五百公里外的預定目標
。朝鮮這次試射沒有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禁令，但足以證明，在嚴
格的國際制裁之下，朝鮮仍然能夠發展新武器。

朝鮮十三日宣稱，巡航導彈的研發成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不少軍事分析家認為，這可能意味着該款導彈可以搭載核彈

頭。英國《衛報》指出，該款導彈代表朝鮮的軍事
技術再次獲得長足進步，因為“導彈沿着橢圓形和
八字形軌跡飛行”，一般導彈防禦系統恐怕難以攔

截。
自二○一九年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與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的河內峰會破裂以來，朝美核談判處於停滯狀態，朝方新近的試
驗被視為試圖向美施壓。

今年一月的朝鮮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國防科學發
展及武器系統開發五年計劃。報道強調，朝鮮國防科學院過去兩
年不斷推進科學可靠的武器系統研發，進行了無數次細節測試、
數十次發動機地面點火和各種飛行試驗、制導試驗和戰鬥部威力
試驗等，終於取得了滿意的結果。

巡航導彈試射應該是朝鮮按計劃推動的，而且也保持了一定
的克制，沒有脫離對美國“對話和對抗”兩手準備的方式。如果
試射洲際彈道導彈，朝美對話就幾乎不可能了。試射巡航導彈，
在表達不滿的同時，也給朝美對話留下餘地。

今年八月，韓美不顧朝鮮反對仍然執意舉行聯合軍演。在此
之前，金與正就已經在朝中社發表談話，“韓美無視我們的一再
警告而執意執行危險的軍演，勢必使他們面臨更嚴重的安全威脅
。”

面對朝方警告，韓不僅照常與美聯合軍演，還進行了潛射導
彈試射。據韓聯社九月七日報道，韓軍最近水下試射自產潛射彈
道導彈取得成功，韓國成為世界第八個擁有潛射導彈的國家。

韓國事實上完成潛射導彈的研製，意味着在水下與朝鮮形成
抗衡姿態。總統文在寅在觀看試驗後發表講話稱，新的潛射彈道
導彈將成為威懾朝鮮“挑釁”的工具。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
部長金與正隨即駁斥，對文在寅使用“挑釁”措辭表示極度遺憾
。

韓國試射潛射導彈，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朝鮮。在美國解除對
韓國導彈最大射程和彈頭重量的限制後，韓國積極推進發展常規
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動朝鮮加強武器裝備建設。長此
下去，朝鮮半島可能會出現軍備競賽的局面。

為 了
一年一度
的港姐競

選活動，我己於九月份三個週日之內，作出詳
盡報導。休市坊間友好、以至遠至加州及紐約
州的親友，在美南電子版上看到我的專題介紹
後，戲言我是一位 「惜花之人」，能夠對己是
「名花有主」的無線電視節目亦如施厚愛，實

屬難得。
就此反應，我想再添文墨，解釋一下。 一

年一度的港姐競選活動 ，無疑是香港無線電視
台的每年重頭節目，今年我之所以破例連寫四
文，全因為香港有了大陸施行之 「國安法」後
，局勢已趨穩定，動亂環境理應一去不復返，
為了香港的歌舞昇平，我樂意揮筆助慶。更何
況今屆冠軍港姐，競然來自澳門佳麗。本人也

是出生於澳門，深感同
沾光彩，雖然我跟港澳
地區相距萬里之遠，不
過 「秀才人情」紙四張

，遠至敬賀，以表心意。
香港小姐選舉中，來自澳門的宋宛穎，贏

出冠軍、亞軍梁凱晴、邵初膺雙料季軍、楊培
琳獲最上鏡小姐。

港姐決賽結束後，宋宛穎接受完傳媒訪問
後，便回到香港家中，跟家人慶祝，無線娛樂
新聞台亦直播她返家慶祝情況。宋宛穎的家人
包括婆婆早已準備了香檳和美食慶祝，主持王
鎮泉跟宋宛穎家人傾偈，婆婆說：“好感動，
眼濕濕，佢媽咪就緊張，澳門有四十幾人一齊
慶祝，個個嗌到不得了。主持人詢問：（覺得
孫女表現如何？） 「都OK，今日叫做過得骨。

”問及宋宛穎是否來自選美世家？婆婆說
：“可以咁講，佢媽咪、堂家姐、堂妹都係；
本身我的堂家姐在幾十年前，己係加拿大小姐
及三藩市小姐。

端的是美人品種，系出名門，焉能不勝？
不少網民即席留言，在稱讚宋宛穎大方得體、
雍容爾雅之餘，也稱讚她的婆婆 「端莊嫻淑」
。

宋宛穎品嘗了婆婆炮製的炒飯及杏仁蛋糕
時，她說：“好多個月冇食炒飯，唔敢食太多
，先試一羹。（比賽前有冇食過嘢？）出騷前
冇食，冇時間。”外婆則表示宋宛穎由細到大
，都喜歡吃炒飯。宋宛穎表示：“我覺得在整
個比賽過程中，準決賽她做得好啲。勝出冠軍
當晚，未係最滿意，如果要自己畀分，就畀九
十分。

”問到宋媽媽是否今次比賽的幕後軍師？
宋宛穎說：“每一餐都向.媽匯報，比如我好想
食一樣嘢，先問佢食唔食得，仲會影埋相。
（要佢通過？）係呀，佢話得我就食。（圓夢
？）係呀，媽咪都讚我好好，佢好為我高興同
驕傲。（媽媽平時點讚你？）佢比較中肯，如
果真係好，佢會讚，如果唔好都會指出我的缺
點。”

應屆港姐冠軍宋宛穎來自選美世家，不過
前晚她的母親文寶雪身在澳門，未能親身到場
看女兒摘后冠。宋宛穎原來是澳門的中葡混血
兒，擁有四分一葡萄牙人血統，出身澳門第二
大選美家族，其家族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
多次代表澳門參加各類型選美。其母親文寶雪
，是一九九〇年的澳門小姐亞軍，一九九一年
參選過國際華裔小姐，與香港港姐袁詠儀同屬
一屆。原本當年宋宛穎的媽媽也有機會出道，
但為了結婚放棄。今次宋宛穎參加港姐競選，
也是想幫媽媽一圓港姐冠軍美夢。

宋宛穎成長於單親家庭，父母在她很小的
時候就離異。宋宛穎大學就讀於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同時雙修生物化學及人類生物學，以理
學榮譽學士的優異成績畢業，是一名“中葡混
血學霸美女”。她早前曾在訪問中表示，除了
希望當香港小姐，另一個夢想就是希望可以成
為一位醫生，造福萬方！

走筆至此，我這位澳門老儒生，祝賀她在
不久之將來，能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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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天然氣價格
最近猛漲，比去年同期差不多翻倍。歐
洲和亞洲因天然氣短缺，漲勢更劇烈，
英格蘭甚至有一天因為沒風漲了16%的
誇張紀錄。由於最近的天然氣漲這麼多
，電力費用也隨著天然氣漲，因為電有
38%從天然氣生產而來，費用跟著天然氣
水漲船高。有些電力公司少數計劃如
“Power tracker”是跟天然氣指數 100%
掛鉤浮動， Reliant 的“Power tracker”
好處是可以隨時變動，沒有罰款。其他
公司則要向你的電力公司問清楚。如果
讀者目前是採用這個計畫應注意一下，
可以打電話到713-898-8043找林玉儀諮
詢。

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如果選對電力公
司，知道用電技巧，則省心又省錢。家
庭主婦劉太太比較過數家電力公司，最
後選擇用Reliant 電力公司，原因是Re-
liant服務周到，口碑與信譽都好，也是
德州規模最大的一家，曾獲BBB 的年度
Excellent 最優獎，無論是公司規模或專
業度，都獲得客戶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業用
電、搬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防盜系
統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華裔社區
服務，劉太太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後，
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是Reliant的

服務比較周到。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劉太太表示，Reliant華裔的市場負

責人林小姐很幫忙，協助接電等相關事
項，覺得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用電計
畫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
斯頓的華裔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都
相當流利，在Reliant銷售電力9年多，
曾在I 10 Ranch 99大華內的Reliant 門市
部銷售電力7 年，為住戶和商業提供搬

家通電、轉換電力公司、和續約等服務
。與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好的評價
，說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晰，感
覺很靠譜。

用戶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一位用戶陳先生表示，他接觸過

一些電力公司，有的銷售員希望多招攬
客戶，只說了一部分的用電收費，等到
用戶實際上收到電費通知，費用變得高
出不少。Reliant 電力公司的林小姐，會
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源費用是多
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費是多少？白
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之後才簽約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優
良、誠實可靠的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自住房屋最好簽合同
如果是自己住的房屋，建議盡量要

簽合同，優點是能源費Energy Charge是
固定的，價格會比較便宜。另一方面，
沒有合同的計畫，好處是沒有罰金，可
以隨時走。這種沒有合同的計畫，比較
適合房東或經紀人出租房子的短期用電
。

無論你用哪個電力公司，輸電費都
會上下浮動。原因是輸送費主要受天氣
影響，例如預測到大的自然災害將來臨
，可能花大量人工去修理電線桿，費用

就會高一點。Houston 的電線桿公司是
Center Point，無論用哪個電力公司，輸
電費在同一電線桿公司區域都是統一價
。最近Center Point 輸送費每度從9 月起
加到4.6 cents 。

也有一些電力公司，因沒有事先買
足夠電而要付天價批發價而倒閉，倒閉
之後，會將用戶轉手給其它公司，變成
沒有合同的狀態。若沒有合同，電價會
改變，所以用戶最好能改成有合同的計
畫，比較有保障。

用戶在合同過期之前，如果是Reli-
ant 的客戶，Reliant會寫信通知你續約，
如果不續約，電價也會變，為了更有保
障，用戶最好能續約。

商業用電，有技巧才能省荷包
商業用電輸電費以15分鐘時段流量

成正比。以一家Home Depot用電舉例來

說，開頭他們晚上全部機器一齊充電，
結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分開時段來充
電，電費就便宜多了。如果不注意，有
時用電200度跟用電1000度差不多的收
費。所以，商業用電盡量不要集中在15
分鐘內一齊用電，這樣子能省很多。這
種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也越貴
。

通電ID
家庭住戶可憑駕照、社安號、外國

護照通電。剛來美國憑護照辦電，多數
要查證件，一般提前5天辦比較好，因
為查證件需要1-2个工作曰。大部分人
，如果不需查證件，找林玉儀辦，只要
5pm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網上有些
公司則需要幾天的時間。

如轉換到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
消原來公司，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
司取代。若是住戶通知原來公司斷電，
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了電。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
供特別服務，通電非常容易，讓管理房
屋更有效率、更方便。

詳情可洽 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
(Yuyi Lin)， 電 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 信/Line
ID: yuyilin2005

天然氣價格猛漲影響電力天然氣價格猛漲影響電力，，用戶該多注意了用戶該多注意了！！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周到電力公司服務周到 獲專業肯定獲專業肯定!!

【美南新聞泉深】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和美國司法部周五達成延期起訴協議，將美國
對她的指控推遲到 2022 年底，之後指控可能會
被撤銷。這筆交易將使她能夠返回中國，並可
能結束近三年來使美國、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
關係變得複雜的法律傳奇。

美國案件的焦點在於，孟晚舟是華為創始
人任正非的女兒，在華為與伊朗子公司星通
（Skycom）的關係上誤導匯豐銀行，美國聲稱
這可能會使該銀行面臨違反制裁的風險。

孟實際上出現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家法院

，並對串謀實施銀行欺詐、串
謀實施電匯欺詐的指控表示不
認罪。
但是，作為交易的一部分，孟
確確認了延期起訴協議中的事
實陳述是真實的。根據法庭文
件，這些事實包括她向匯豐銀行歪曲
了華為與星通的關係。如果她另有說
明或暗示，可能會違反交易條款並導
致她被起訴。
美國代理檢察官博克曼週五在一份聲
明中說：“在簽訂暫緩起訴協議時，
孟承擔了她在實施一項欺詐全球金融
機構的計劃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的責
任。”

孟承認的事實陳述可能有助於美國正在進
行的針對華為的案件。 （華為拒絕對這個故事
發表評論。）

美國助理檢察官戴維·凱斯勒告訴法庭，雙
方已達成延期起訴協議，直到 2022 年 12 月 1
日。如果孟遵守協議規定，美國政府將在該日
駁回對她的指控。

地區法官安·唐納利（Ann Donnelly） 在周
五的聽證會上接受了延期起訴協議。

華為和孟晚舟的團隊此前否認了美國的指
控，稱匯豐高管知道華為與星通的關係。他們

還聲稱，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
普與中國的貿易戰期間提起的美
國案件是出於政治動機。

孟晚舟應美國政府的要求於
2018 年 12 月在溫哥華機場被捕
。她一直被軟禁在她位於該市價
值數百萬美元的家中，因為將她
引渡到美國接受審判的程序正在
通過加拿大法院進行。孟的團隊
也反對引渡，他們的論點包括聲
稱孟在機場被捕期間的權利受到
侵犯。

凱斯勒說，認罪協議允許她
以個人擔保債券的形式獲釋，司法部計劃撤回
其從加拿大引渡孟的請求。

此時，引渡程序已接近尾聲，孟晚舟回國
。上個月，此案的聽證會結束，加拿大副首席
大法官希瑟·霍姆斯 (Heather Holmes) 表示，
她將在 10 月 21 日出庭時宣布是否應引渡孟晚
舟的裁決日期。

據報導，司法部去年提出了一項決議，以
解決因美國對她的指控而使加拿大陷入困境的
僵局。

作為符合延期起訴協議並得到擔保獲釋，
孟晚舟承認了一系列欺詐金融機構的事實，包
括她向匯豐銀行歪曲了華為與星通的關係。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
延期起訴協議 擔保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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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的豪门花式烧钱法

曾经，滴滴是最不缺钱、也最敢花

钱的公司。 滴滴每往前走一步，每打

败一个竞争对手，烧钱大战都血腥味十

足。 刚上线时，没有一家出租车公司

愿意签约，甚至还有司机报警，说程维

就是个骗流量的，不仅接不到活，每个

月还得花几十块流量费。 为了调动司

机的积极性，程维想到了一个“奇谋”

：雇人假扮成乘客去打车。

程维雇人每天给400块，就绕着三

环打车，不为别的就为了让这些滴滴司

机尝到甜头。

2014年，滴滴迎来了当时最大的对

手，快的。

这个现在几乎没多少人记得名字的

公司，跟滴滴展开了可以载入互联网史

册的血拼恶战，4个月双方烧钱20亿，

愣是未分胜负。

在大战最胶着的时候，滴滴的CTO

张博带领团队鏖战了七天七夜。

据说，在双方大战七天七夜后，滴

滴有员工隐形眼镜已经和眼睛粘在一起

，还有员工精神恍惚，顿时觉得天旋地

转，在办公室大喊着“地震了”，吓得

大家都跑到了大街上。

故事的结局不言而喻。 2015年情

人节，程维兴奋地在滴滴内部高调的宣

布，滴滴和快的正式合并，滴滴创造了

三大记录：

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

最快创造了一家中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

、整合了阿里腾讯两家巨头的支持。

补贴大战干掉快的之后，杀红眼的滴滴

反身与Uber展开又一轮恶战。这次，滴

滴的烧钱路数更野。

财大气粗的程维跑到美国、欧洲、

印度、南美、东南亚……疯狂投资Uber

的竞争对手。

2015年9月份，滴滴向Uber在美国

本土的竞争对手Lyft投资1亿美元。

滴滴早期投资人王刚在一次公开活

动中说道， “我们找了Lyft，兄弟，我

拿钱给你烧，你和Uber开战怎么样？”

一年之后，滴滴成功吞并后院失火

，分身乏术的Uber，并且收编了大大小

小150家出租车公司，卡兰尼克带着滴

血的心放弃了中国梦。

2017年，滴滴把年会开到了北京工

体，员工免费享受着李宇春、陈小春、

许巍、朴树的演唱会，一边是“土豪”

般的抽奖环节：

iPhone X100台，Macbook100台，2

万元旅行基金20个，10万元的现金大奖

5个......最便宜的奖是每人1000元的出行

大礼包。

那年的年终奖，也非常豪华，共分

为5个级别，从10个月工资，依次到6

个月、4个月、2个月、1个月工资的奖

金递减。

很多人不知道，滴滴为了迎战对手

美团，甚至烧钱开辟了新战场滴滴外卖

。

2018年 4月 9日，滴滴外卖在无锡

上线时，仅在骑手端，滴滴外卖当日补

贴金额就超过500万。

无论多少挑战者砸钱入局，滴滴永

远都会砸钱反击。

曾经滴滴的融资列表里，金额都是

以美元为单位计算的。

但就是这样的融资速度，程维在

2019年2月的一封内部信中表示，2012

年-2018年，公司从未盈利，六年累计

亏损390亿元。

欠债14亿，竟起死回生！滴滴消失

的65天，烧钱大战又开始了？

出身不同，但个个烧钱更猛

一直到去年10月，网约车监管信息

交互平台共收到订单信息6.3亿单，滴

滴独占5.6亿单，占据着这个市场接近

九成的市场份额。

当月订单总量超过100万单的网约

车平台共有8家，曹操专车和T3出行等

剩余7家大平台需要加在一起，才可以

勉强追上滴滴出行的订单零头。

排名第8，号称花小猪出行，也姓

滴滴。

在巨兽滴滴被封之前，这个市场根

本没有第二名。

这个节骨眼，没人不心动。

曾经连老二都算不上的竞争对手们

清楚的知道——谁能抓住从滴滴流出的

用户和订单，谁就能迅速杀出重围，成

为行业第二名。

盯着滴滴这口肉的网约车运营商，

基本可以分为三大门派：

一大门派背靠汽车制造商，比如吉

利集团的曹操出行、一汽集团的T3出行

；另一大门派是互联网巨头，比如美团

打车、高德等；第三大门派是专业运营

商，比如神州专车、首汽约车。

出身不同，但打法相同，个个烧钱

更猛。

1、争地盘。

这轮反攻大战中，一汽集团的T3出

行最先发出了抢地盘的宣战口号。

甚至在7月4日滴滴被下架的当天

晚上，T3出行的广告投放就出现在许多

人的朋友圈中。

T3出行内部紧急调整计划，T3出

行准备要“大干”一个月，全员开启战

斗模式，今年计划要达到48个，实现全

国一二三线城市基本覆盖。

欠债14亿，竟起死回生！滴滴消失

的65天，烧钱大战又开始了？

2、挖司机。

除了占山头，司机是网约车最关键

的竞争。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抢到最多的司机

，高德打车打出免佣金的噱头，只要是

新司机，将连续七天享受每天前三单免

佣。

美团打车也加入战局，同时在上海

、南京、北京、深圳等34个城市招募司

机，在这之前，美团打车的业务还只有

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还带着14

亿烂账的公司——易到。

本来，易到在网约车江湖中几乎销

声匿迹，早已没资格坐在“牌桌”上。

这个易到用车，背着被执行人记录

38条，被执行总金额14.1亿。此外，易

到还有限制高消费记录581条，涉及法

律诉讼1355起。

为了拉拢司机入驻，放话取消抽成

模式，硬是给自己找回点存在感。

自己烂账一堆，官司缠身，还要大

笔资金投入来减少佣金，是真有实力还

是口嗨还是两说。

3、抢乘客。

滴滴过去还有一点让其他竞争对手

眼红的，是国民级的知名度。

所以，要坐上老二的位置，司机要

抢，乘客更要抢。

曹操出行每邀请2位新人注册成单

，最高提现60元；享道出行，每位新用

户完成注册，可获得100元新人券包；

神州专车称，新用户下载并注册，就可

以领取100元券。

这轮撒钱竞争的激烈程度，愣是把

打车的价格打回了十年前。

虽然烧钱抢司机、抢用户、抢地盘

，手法一点都没有进化，还是那么简单

粗暴，但在这一波猛烈的操作之下，各

家也确实收获颇丰。

在IOS市场，美团打车从7月9日开

始下载量猛增；在安卓市场，高德地图

等到了近30天的下载最高峰。

高德平台日均单量上涨了100万单

，曹操出行上涨了十几万单。

3

杀死了滴滴，他们就能赢吗？

这些网约车平台走着滴滴烧钱的老

路扩张，也很容易掉进滴滴到现在都没

有填平的坑。

作为一个几乎改变了所有中国人出

行方式的软件，跟其他行业比起来，滴

滴经常被骂的狗血淋头，原因主要有两

点：

一是滴滴做大之后，两边薅羊毛。

滴滴其实和大多互联网公司一样，

做的是“收租”的生意，主要的盈利方

式来自于对平台司机的抽成以及部分广

告。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滴滴分

别亏损154.92亿元、100.81亿元和109.11

亿元。

前期烧掉的巨额资金，总归是要收

回来的，一旦流量见顶，打车价格又无

法提升之时，迫于盈利和投资方的压力

，各种骚套路就出来了。

在算法收割下，有些平台只要到了

1秒就会计算为1分钟，这样偏差就高

达59秒。

计费规则极为复杂，不仅划分为早

高峰、晚高峰、夜间以及其他时段，每

个时段还有复杂计费方式，变着花样从

乘客身上薅羊毛。

而另一边，一些网约车平台抽成超

过 20%，有司机爆料，“乘客付款了

45.2元，我这边显示是29.38元。”一单

的抽成已经达到了35%。

司机们被困在系统里，乘客只能高

价打车，平台还挣不到钱。

二是一直在规避监管。

网约车的监管和合规，是永远也绕

不开的两大话题。

由于网约车涉及的链条很长，滴滴

曾被商务部、交通部、网信办、发改委

、工信部、公安部等诸多机构多次约谈

。

除了网约车平台必须通过许可，司

机还需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车辆则需

具备网约车运营证。

2019年，好车容易创始人闫宝才自

杀前说，“做网约车是我这辈子最傻逼

的决定。”

在遗书中反复提起“非法运营”

，滴滴平台大量非法运营的黑车，不仅

逼死了自己，更挤压死了合法运力公司

的生存空间。

欠债14亿，竟起死回生！滴滴消失

的65天，烧钱大战又开始了？

即使到现在，非法网约车的问题频出，

要么司机未取得相应资质，要么车辆不

具备运营资质，甚至“双缺”。

滴滴的噩梦，也是网约车共同的尴

尬。

欠债14亿，竟起死回生！
滴滴消失的65天，烧钱大战又开始了？

巨头滴滴消失的65天

，剧情在不断的反转。

7月，国家网信办全

网下架了滴滴，曾经滴滴

的手下败将们，当天晚上

就进入了“战斗模式”。

T3 出行发起了内部

动员，主题词是：千载

难逢的机会，进攻，全

员战斗！

誓要连开十五城，牢

固树立中国网约车第二地

位，要求员工“实行007”

，说直白点，全月无休。

8月，曹操出行直接

亮出了真金白银，宣布

完 成 38 亿 元 B 轮 融 资

——成为了 2020 年以来

，网约车企业国内最大

的单笔融资。

更奇葩的是，就连曾

经贾跃亭投资的易到用车

，带着14亿烂账，最近也

出来放起了狠话。

集体出动，猛烈进攻

，卷土重来。

可结果，到了 9月，

这些“反攻”大联盟没有

等来盈利，却等来了一盆

冷水。

交通运输部、工信部

、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等部门，针对利用资

本恶性竞争，对T3、曹操

、高德等11家网约车平台

进行联合约谈。

“杀死了”滴滴，他

们就能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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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少勳這次在劇中飾演一個被媽媽拋

棄、長年漫無目標流浪在街頭的街頭塗鴉

畫家，角色的暗黑面及爆炸性的表演特別

吸睛。除了開拍前上了兩個月的舞蹈、武

術課程以外，為了體會角色心境，他隨手

帶了兩百塊及悠遊卡，就隻身上路流浪。

他首先在露天公園睡了午覺，然後買車票

到礁溪，再從礁溪徒步走到烏石港，最後

回到圓山，也就是劇中角色塗鴉的河堤邊

，就在那邊睡了一晚。范少勳為了更符合

劇中角色狀態，甚至在三個月內爆瘦12公

斤！他說：「當你今天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就是地板

。那一刻覺得可以躺在地板上是最棒的事

情！」

范少勳這次在劇中除了要拜師學藝

，也同時周旋在二女黃姵嘉以及王真琳

之間，與金鐘影后黃姵嘉見面的第一場

戲就是兩人的親密床戲。這場戲除了交

代兩人角色的關係，范少勳是無法打開

心房且無法面對自己的感情，黃姵嘉則

是看似不在乎但其實心裡很喜歡他。范

少勳說，「一開始跟姵嘉對戲很緊張，

還好她是一個很直接的人，開拍前我們

排練很多次，位置或姿勢、也做好防護

措施等等，表演上面有一種我們的默契

，和她的互動非常快速而且乾脆。我們

都覺得，就直接來吧！」該場戲只見黃

姵嘉坐騎在范少勳身上、兩人肢體激烈

碰撞；黃姵嘉嘗試觸碰范少勳的胸膛想

要馴服他證明彼此的關係，但范少勳因

為心結、身體不喜歡被碰觸，於是一直

把她的手打掉、或是將她的手往後固定

起來，來回重複六七次。最後兩人上下

體位交換，范少勳精彩演繹出越是發洩

慾望、心裡越是空洞的絕望感。

這次每個與影帝黃秋生對戲的演員都

直呼壓力大、影帝氣場大；不論是戲裡推

拿師、或戲外的影帝，雙手巨大的能量，

常常是輕輕撫碰就可以讓人卸下心防潰堤

。花絮影片中揭露，其中一場范少勳在被

按摩的當下因為觸碰到心裡的傷於是崩潰

大哭的戲；范少勳說，我本來很緊張，我

還在想到底要怎麼演繹，那場戲開始的時

候師傅先摸著我的頭說「不要想太多」，

然後接下來的表演就自然的發生了，我從

來都沒想過他有那麼大的一股巨大能量；

秋生哥說以前拍攝的時候他也遇到一樣的

情況，前輩摸著他的後腦勺，很多情緒就

自然流洩。

《四樓的天堂》定檔於十月九日起

，每週六晚上9時在公視首播，10時在公

視 +、MOD、 Hami video 播出；Netflix

（台灣）每週日晚上6時上架；myVideo

、LINE TV 隔週六晚上6時上架。本劇

為影帝黃秋生首次參與主演的台劇，幕

前幕後都是金獎組合。《四樓的天堂》

故事描述：「天堂」，一間隱身在巷弄

，位於老舊公寓四樓的私人推拿會所；

在這裡，推拿師天意（黃秋生 飾演）總

能以獨特的方式，碰觸到客人不願面對

的心裡傷口，替他們層層解開病因。無

論是總在幫助別人卻不知道如何化解自

己母親心結的心理師（謝盈萱 飾演）、

有著黑洞般過往的塗鴉客、或是害怕失

去總是壓抑情緒的劇場演員。在「天堂

」，藉由天意的雙手，他們將一一重新

找回心底最柔軟最溫暖的自己。

《四樓的天堂》最萌師徒檔
范少勳拜影帝黃秋生為師

2021下半年唯一療癒劇 公視影集《四樓的天堂》，由金獎導演陳芯宜、金鐘編劇
樓一安共同聯手打造，集結跨海台港金獎卡司，包括影帝黃秋生、影后謝盈萱、金馬
最佳新人范少勳等，該片講述人與人的關係、與自我療癒之道。范少勳跟影帝黃秋生
在劇中大量對手戲，劇中拜黃秋生為師，學打坐、學推拿、學怎麼處理身體的傷痛；
戲外，黃秋生也常常不吝分享多年經驗。今天發布花絮： 「黃秋生范少勳師徒互動篇
」 ，揭露兩人戲裡戲外，亦師亦友的師徒情誼。在現場號稱 「最萌師徒檔」 的二人，
師傅黃秋生教導不手軟，該罵該嚴肅或該碎念的，黃秋生總是耐著性子樂於教導；徒
弟范少勳雖常笑說自己笨、資質駑鈍，但是做筆記不輸人、勇於嘗試認真學習。范少
勳也透露，師傅在台灣的時候也會帶他去吃好吃的料理，盡地主之誼。

在一個家庭裡，誰是那個負責留守的

人，答案永遠是──媽媽。

爸爸可以輕言為了工作出差，被大家

視為理所當然，還會加以表揚鼓勵，讚美

他認真養家。兒女長大成人出外讀書，勇

闖世界拓展視野，自然也是好事。唯獨任

勞任怨的媽媽，在大家印象裡，不論陰晴

風雨，她總在家裡等候遲歸的成員回來，

送上熱騰騰的飯菜。

以往台灣電視劇、電影，也總給人刻

板印象，往往男人瀟灑一走了之，留下女

人在家苦苦等候，票房亮眼的國片《消失

的情人節》，父親輕易拋棄妻女，把養兒

育女的責任，丟給母親一個人；《孤味》

裡的父親更是撒手人寰，讓留下來的元配

和小三、女兒們等5個女人消化情緒，彼

此和解、自省，類似劇情總讓女性總離不

開悲苦愁緒。

但誰說女人失戀就該待在家愁雲慘霧

，就要自怨自哀！《俗女養成記2》給了

女人一趟公路之旅，打破這個刻板印象，

讓人有種一吐怨氣的感覺，于子育飾演的

嘉玲媽，面對丈夫和初戀學妹的精神外遇

，沒有苦守寒窯，等待出軌先生返家，決

定抱著30萬元積蓄，和陳嘉玲（謝盈萱

飾）、洪育萱（天心 飾）展開極樂小旅

行，誓言要把錢花光光，頓時讓人拍手叫

好，看得非常過癮。

雖然沿途偶有意外，無敵做作的洪育

萱在海灘上硬穿高跟鞋、撐陽傘，和陳嘉

玲扭打成一團；嘉玲媽的手機被丟到山裡

，還在叨念老公不可能背叛她；陳嘉玲踏

進蔡永森選的情侶房，踢走滿地玫瑰花瓣

，依然揮不走他的身影。3人的海灘豔遇

，不慎吞下「加料蛋糕」，開始胡言亂語

的超ㄎㄧㄤ行為，還把嘔吐物吐到交通警

察身上，讓觀眾看得又哭又笑，情緒跟著

4位金鐘視后快樂到不行。

當然，這一趟旅行，沒有電影《末路

狂花》的哀傷悲壯，沒有《醉後大丈夫》

的荒誕離奇，但戲劇裡的女人、母親們多

久沒有這樣開懷大笑了呢？

更驚喜的是，當女人們勇敢出發找答

案時，男人們卻坐困愁城。他們在家猛灌

啤酒，嘉玲爸哽咽自述從小

就認命，未來要繼承家業開

中藥行，沒有跟學妹一起出

國，所以他後悔的事太多了

。但同樣是國小畢業、10幾

歲就去工廠當女工的嘉玲媽

，卻在旅途大秀英文實力，

和開車技能，讓女兒不敢置

信！

比起認命的嘉玲爸，于

子育飾演的媽媽有一股超強

生命力，她說「讀國中很了

不起」！督促女兒要念英文

，自己也不屈服於命運，始

終沒有放棄學習，讓觀眾很驚訝，原來她

偷偷解鎖這麼多技能，完全顛覆以往戲劇

裡的母親。

男人可以勇闖天涯，永遠是少年，女

人們當然也能有姊妹們的旅行，放下平凡

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不必空虛寂寞覺得冷

，當家裡的守門人，就像洪育萱被背叛依

舊堅持優雅洋裝、穿上高跟鞋，美美的亮

相，不必為男人掉淚。

《俗女2》的這趟小旅行，也許是純

屬女性的短暫解放，卻打破以往男性執導

作品的偏狹，給了女人一個抒發的出口，

就像炎熱夏天裡暢飲了一杯清涼可樂，打

了一個爽快的嗝。

女人無須永遠留守家中，當她踏出那

一步出發時，就會發現世界的無限遼闊。

《俗女2》上演女版《醉後大丈夫》！
4位金鐘視后超脫線演出 讓女人跳脫悲情守候

動畫以往一直給大眾的印象是天馬行

空的幻想表現的舞台，目前的商業電影大

片也仍大都如此，然而近年在四大動畫藝

術影展之首的法國安錫國際動畫影展長片

單元片與給獎的鼓勵下，這類寫實型的動

畫長片產製漸多並受重視，有些甚至跟紀

錄片有合流之勢，重視議題與內容深度，

2021年台中國際動畫影展在這個趨勢下特

別選映幾部近年寫實導向的代表作品。

開幕片《我的陽光之地》（My Sun-

ny Maad）是2021年安錫國際動畫影展評

審團大獎作品，故事改編自根據捷克記者

Petra Procházková自己在喀布爾生活經驗

寫作的原著小說《Frišta》，描述捷克女主

角與來自阿富汗的同學相戀結縭後回到丈

夫祖國生活，又因遲遲未生育領養了繼子

，經歷保守的社會文化衝擊，人權與性別

價值的不同，夾雜在愛情和大家族裡的各

種衝突，最後做出了艱難又令人意表的選

擇，從一個非常特別的觀點看伊斯蘭社會

文化，恰巧可以對比近來成為國際焦點的

主流媒體報導下的阿富汗。獲得2020年安

錫國際動畫影展最高榮譽水晶獎的《災星

少女》（Calamity）則鬆散地根據19世紀

美國真人實事的拓荒女子自傳改編，敘述

在拓荒旅程中，女主角在當時男女有別的

工作生活氛圍下飽受歧視欺凌，最後成就

獨立冒險的成長故事。

當然除了前述幾部紀實性較強的影片，

本屆影展動畫長片還是有許多奇想作品，雙

閉幕片其一是國內著名的原創電視節目改編

的動畫電影，張永昌導演的《妖果小學堂：

水果奶奶的大秘密》，由國內八年及九年級

生共同記憶的水果奶奶角色動畫化，是給兒

童觀眾的一場奇幻世界冒險；另一部作品

《夜脊戰紀》則是成人面向的暴力美學史詩

，劇情非線性，著重在架空奇幻世界裡的魔

法與戰鬥的狂放視覺呈現。《怪奇獸樂園》

也是一個極為奇想的故事，設定在當代一個

保留管理各種傳說異獸的園區，這些異獸在

自由與保護限制，和對抗外界對他們有利用

野心的軍團間的戰鬥與抉擇，蘊有物種平等

的觀點。《雲端殺機》（Absolute Denial）

則是一部科幻驚悚影片，導演萊恩．布朗

（Ryan Braund）很技巧的運用精簡的的

人物與空間傳達出人工智慧的威脅恐懼

感。最後，費利克斯．杜富爾—拉佩列

耶（Felix Dufour-Laperrière）導演的《群

島》（Archipel）是一部非常特別的實驗

動畫長片，透過實拍和各種技法，以及

感性的旁白表達對家鄉地域的情感，饒

富詩意。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強檔首映 全球最新動畫搶先看



王君馨 唱《女神》感謝好姊妹

吳業坤錄節目識女仔
方力申初戀是日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張敬軒
（軒仔）日前在社交平台自爆取物件時不慎
弄傷腰部，一度動彈不能，傷腰後的軒仔24
日首度現身出席手機活動，現場吸引大批
“軒粉”到場支持，軒仔看來精神不俗，活
動自如，一度彎腰玩扭蛋機，又前後拗腰給
傳媒拍照，康復進展良好，另一方面，喜愛
收藏物品的軒仔預告會搞收藏品展覽，到時
以物換物，笑言如像“年輕版救世軍”!

軒仔憶述腰傷經過：“當日在貨倉爬高
樓梯執拾，其間電話響起，情急下踩空一級
樓梯跌下來，我怕背脊落地，便扭一扭身，
以為自己反應好快，當正自己是武打巨星，
可能這動作便拉傷肌肉，已經照過X光，骨
頭沒事，復原進展可以，但仍有點酸痛，需
要做物理治療，不過之後有個特別工作企
劃，要爬好高地方，需要訓練克服畏高。”

軒仔在活動上獲贈新款手機，他打趣說
新手機能醫百病，已經沒事，並透露向來最
捨得花費便是電子產品，多年來收藏太多東
西，包括有紀念品、藝術品、數碼產品等，
由於儲物太多，已計劃同有收藏癖好的朋友
齊齊搞一個以物換物活動，到時將大家收藏
品公諸同好公開展示，他謂：“我有好多英

式銀器、復古傢俬、1:1卡通公仔和煲，很多
紀念品都好靚，不想下下都講金，不如以物
換物，身邊有些朋友都開始這做法，交換收
藏好得意，自己最想換到一些慳位和薄的物
件，今次跌傷都因為個貨倉太爆要執拾引
起，哈哈。”

軒仔透露這次以物換物的場地最少要
5、6千呎，因很多東西好大件，有朋友是儲
電單車，這做法如像年輕版救世軍，就算無
人換，都可以擺出來給大家打卡，為疫情下
不能外遊的市民，製造一個旅遊景點作打
卡，同時可以跟慈善團體合作做善事。

●●胡杏兒在劇中大胡杏兒在劇中大
講廣東話對白講廣東話對白。。

●●軒仔拗腰拍軒仔拗腰拍
照照，，顯示康復顯示康復
進展良好進展良好。。

▶黃覺(中)期
待 劇 集 播
出。

●●《《獅子山下獅子山下．．情情》》主創進行啟動儀式主創進行啟動儀式。。

監製李國立、總導演吳錦源、編劇陳寶華，主演胡杏兒、李治廷及黃覺
等，日前一起出席啟動儀式。該劇以1984年至今的香港大事件為背

景，講述了一間茶餐廳數代人的溫暖故事，以連續劇形式於明年在騰訊視
頻播出。劇中一間“喜歡你茶餐廳”產生了三個家族以及幾代人的生活故
事，展現香港社會文化及時代變遷，杏兒說：“背景以茶餐廳為主，是香
港一個文化，香港很多美食也是我非常掛念的東西，例如飲茶點心。”
藉今次演出，杏兒有機會與多位有緣再遇資深前輩合作，她說：“10

年前與李國立監製曾有一面之緣，事隔10年再度合

作很高興，而
吳導演是
我 首 齣
內 地
電

視劇《美人心計》的導演，寶華姐更一向公認劇本寫得
好。”

與李治廷黃覺首次合作
與李治廷及黃覺將首次合作，杏兒透露大家有相連關係，她

說：“黃覺是我十分欣賞的演員，沒想過他懂得說廣東話，因為
這齣劇用廣東話拍攝，所以感到親切開心。而李治廷的普通話亦

十分了得，外形高大俊朗，演技亦相當好。”
故事由1984年描寫至2021年，跨越三十多年，杏兒說：

“因為描寫時間長，對我的角色來說是有難度，要由後生演到
老，要同監製洽談如何處理。這齣劇最主要想說出獅子山下的人

情味，很榮幸能參與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的劇集。”
之前一直忙在內地工作的杏兒透露，剛完成一齣有關醫療的

電視劇拍攝，目前她正身處香港，陪伴家人及孩子，隨後便會回
內地取景拍攝。

擔演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電視劇

胡杏兒胡杏兒 年輕演到老
有難度

香港文匯報訊由胡杏兒、李治廷及黃覺等主演的電視劇《獅子山下

．情》，日前於內地舉行發布會，該劇由紫荊文化、企鵝影視、凡一

文化聯合出品，為慶祝2022年香港回歸25周年定製的重點劇集，

傳承獅子山精神，感受獅子山下的人情冷暖，劇集亦用廣東話

拍攝，對香港出生成長的胡杏兒、李治廷尤其親切。

●●在內地發展多時在內地發展多時
的李治廷的李治廷，，說得一說得一
口流利普通話口流利普通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吳業坤、周奕瑋、方力申24日宣
傳旅遊節目《#好掛住日本》，難得在疫情下可以拍攝旅遊節目，
坤哥與周奕瑋為節目寫歌及填詞，二人更排練可愛舞步，現場跳
給大家欣賞。

疫情持續近兩年，不少人都無法出外旅行，難得有新旅遊節
目給觀眾欣賞，但竟有人質疑坤哥與周奕瑋只拿奧運簽證就去拍
攝，結果TVB公開回應稱節目獲日本旅遊局全力支持，事件才得
以平息。坤哥表示回港後一直做節目後期工作，沒有留意新聞，
說：“現在很少看網民留言，都是小方教的，我已經有免疫力，
要保持正能量，拍節目都是想帶歡樂給大家，而且我很久沒有做
主持，希望大家留意。”節目除了吃喝玩樂外，也有為分隔香
港、日本的親人或戀人傳口訊，坤哥笑稱自己像信鴿一樣，最難
忘是一對戀人分開了一年，但他們感情仍然很好，證明愛沒有受
到時間和地點局限，他也代女方向男方送上擁抱。

近期愛上空手道的坤哥也借機會拜訪日本名師，被周奕瑋踢
爆他趁機識女仔，因為節目中坤哥要被女空手道學員打，但條件
是要對方跟隨他的社交網。嘉賓之一的方力申大嘆此行沒有艷
遇，因他不懂日文無法與人溝通，只好登上富士山許下“我要發
達”的願望。問小方是否喜歡日本女仔，他說：“其實我的初戀
女朋友是日本人，當時練游水識的，她能用英文溝通，所以我英
文都進步神速。”小方稱初戀已是30年前的事，也從游泳隊友口
中得知，初戀女友現在已婚並有多位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王梓軒主
持音樂競技節目《演鬥聽》繼首集邀得郭偉
亮（Eric Kwok）做“白老鼠”後，新一集再
請來Eric Kwok以評判身份現身，梓軒很感
謝對方兩度撐場，笑言：“第一次拍攝時，
好多format都係第一次玩，我哋用咗佢哋做
白老鼠。”Eric Kwok雖然通頂捱眼瞓做白
老鼠，依然大讚好玩刺激。

其他嘉賓還有衛詩（Jill）、王君馨等，

Jill也感到好好玩，至於以歌手身份上場的君
馨則打扮性感，她興奮說：“難得可以同咁
多音樂人、製作人同歌者，由零到一百做一
首歌，平時錄歌唔會全部人喺埋一齊，呢個
節目好好，（你今次玩remix重新唱，有冇
難度？）都難嘅，《女神》呢首歌對我嚟講
好難得，我生命中好多個女神，就係我圈中
好多個姊妹，如果冇佢哋一路陪伴，好似天
使咁包圍住我，其實呢一行都唔容易行。”

張敬軒收藏品太多
有意辦展以物換物

●●右起右起：：吳業坤吳業坤、、方力申和方力申和
周奕瑋為新旅遊節目宣傳周奕瑋為新旅遊節目宣傳。。

●●君馨性感上場君馨性感上場。。

●●軒仔在活動上獲贈新款手機軒仔在活動上獲贈新款手機。。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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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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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的投票方式

Lorem ipsum dolor sit 親自提前投票從 10 月 18 日持續到 29 日

提前投票

你有資格嗎？至 harrisvotes.com/VoteByMail 
查詢更多信息並要求郵遞選票

郵遞投票

安全可靠。至 harrisvotes.com/locations 
查詢免下車投票位置 

免下車投票

在提前投票期間和選舉日，
在縣內的任何地點親自投票！!

親自投票

訪問 harrisvotes.com 暸解更多信息。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 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6060：：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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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下午。

傳動系統異響：
萬向節和花鍵鬆動發出異響表現為：在汽車

起步時，車身發抖，並聽到有“格啦，格啦”的
撞擊聲，在改變車速，尤其是在緩慢行駛時，響
聲更加明顯。其原因是：萬向節軸及滾針磨損變
松，或滾針斷碎；傳動軸的花鍵齒與叉管的花鍵
槽磨損量過大；變速器輸出軸上的花鍵齒與凸緣
的花鍵槽磨損過大；各處連接部分的固定螺絲鬆
動。

中間軸承裝置異響：
中間軸承的異響表現為：汽車在行駛中發出

一種“嗚，嗚”的響聲，車速越快，響聲越大。
其原因是：中間軸承磨損過大或缺少潤滑油；中
間軸承偏位或螺絲鬆動；中間軸承損壞，滾珠脫
落；中間軸承支架螺絲鬆動，位置偏斜。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表現為：經常出現換檔困

難，牙齒發響。掛上檔後，不抬離合器踏板，車
輛就行駛或發動機熄火。其原因是：離合器踏板
的自由行程過大；從動盤變形翹曲；磨擦片破壞
或鉚釘鬆動；更換磨擦片後，新磨擦片過厚或磨
擦片的正反裝錯，使其不能分離；分離槓桿的內

端不在同一平面內；分離槓桿的螺釘鬆動；離合
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的花鍵齒配合過緊
或有鏽蝕、有髒物，使其移動發澀而不能分離；
離合器浮動銷脫出；雙片離合器中間壓板限位螺
釘調整不當，個別支撐彈簧折斷或過軟，中間壓
板磨損變薄；液壓操縱離合器漏油或液壓系統中
存在空氣。

汽車起步震動：
汽車起步震動表現為：汽車起步時，離合器

結合不平穩，而使車身發生震抖。其原因是：離
合器沾有油污；鉚釘頭露出而刮壓板；磨擦片不
平；鋼板翹曲；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
軸的花鍵齒因磨損而鬆曠；壓闆卡澀或彈簧的彈
力不均；踏板回位彈簧折斷或脫落；離合器軸承
在導管上沾有髒物而滯澀，各分離槓桿高低不一
；分離叉軸與襯套磨損過大；發動機固定螺絲鬆
動；變速器與飛輪殼的固定螺絲鬆動。

換檔困難：
換檔困難表現為：換檔時，齒輪因撞擊而發

出響聲。其原因是：離合器不能徹底分離；齒輪
油不足或不合適，因牙齒膨脹使嚙合間隙變小；
齒合套或同步器總成磨損；新換齒輪端部倒角太

小。
齒輪的嚙合噪音：
齒輪的嚙合噪音表現為：齒輪傳動時有噪音

，車速越快，噪音越大。齒輪磨損過大或因軸承
鬆動而引起的齒側間隙過大；因變速叉或螺絲凸
出而刮、碰齒輪；軸承因磨損而變松；潤滑油量
不足或潤滑油（齒輪油）的粘度不符合要求。

變速器響聲的分辨：
將變速器放置空檔，仔細察聽響聲的特徵，

然後掛檔行駛，如果響聲有變化，再將後橋頂起
，若響聲仍與行駛時一樣，一般是變速器有故障
。

傳動軸彎曲：
傳動軸彎曲表現為：在汽車行駛中，能聽到

一種週期性的響聲，車速越快，聲音越響。其原
因是：傳動軸受力而彎曲；傳動軸的凸緣和軸管
焊接時歪斜；傳動軸軸端的萬向節叉口不在同一
平面內。

傳動軸響聲的分辨：
汽車起步時，有“哐、哐”聲，行駛中有

“嗡、嗡”聲或“嗚、嗚”聲，伴隨汽車震抖，
多數是傳動軸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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