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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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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美南新聞泉深】十
月二十叁日下午二時，週
潔曉慧舞蹈學校在Sprin-
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Houston Westchase舉行
了著名舞蹈家、國家一級
演員、中美週潔舞蹈學校
創辦人《美麗人生—週潔
追思會》。國會議員 Al
Green 、休斯敦西南區管
委會主席李雄、生前好友
，著名影視明星陳燁、沈潔、鄒雅麗、Stella Wong及各界僑領、學校學生和家長近100人參加了
追思會，同時，也有近200百人在網絡上觀看了現場直播。

整個追思會會場用周潔生前最喜愛的紫色基調來裝飾，優雅美麗、恬靜安甯！追思會由周潔
曉慧舞蹈學校的校長高曉慧主持。默哀一分鍾後，國會議員 Al Green上台高度贊美了周潔生前對
中美，乃至世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稱她為 a citizen of the world......並為週潔頒發了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頒發令10月1日為週潔紀
念日。前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李強民大使也通過視頻和與會者共同追憶週潔，稱她為“美麗的天
使”。

李雄先生深切回顧了1997年周潔到他辦公室要求在頂好廣場租房開辦舞蹈學校的過程；鄒雅
麗講述了她當年隨休斯敦市長李. 布朗一行訪問中國，在上海結識週潔成為好友場景還曆曆在目，
及週潔為他們提供各種方便，為休斯敦大學引進大量的交流生，來促進休斯敦和上海兩地各方面
的繁榮和發展；週潔在休斯敦的大姐陳燁難掩悲傷之情，含著眼淚回憶到：我認識週潔是在電影
《武則天》的片場，劉曉慶、週潔和我都參演了這部影片，從此我們叁人就結下了姐妹之情。她
選擇在休斯敦落腳就是因為我在這兒；在休斯敦醫學中心工作的好友沈潔向大家介紹了六年來週
潔的抗癌經曆。她說：在治療過程中，週潔始終以超人的毅力和樂觀的心態與病魔抗爭，只要有

一絲希望她就決不放棄，病重期間還不忘感謝為她治病的主治醫生們；家長張筱蘭激動地回憶到
：上海世博會上，週潔竭力為休斯敦舞蹈學校的孩子們爭取到了表演和做義工的難得機會，擴大
了孩子們的視野，為他們的成長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家長陳家傑感謝周老師及她的團隊為他
培養出兩位優秀女兒，稱周老師像夏日的荷蓮，質本潔來還潔去......。已經畢業的學生們也特意從
外地趕來，敘述自己如何被周老師的曼妙舞姿吸引，周老師又如何在課後和大家的親切互動以及
演出前為孩子們化裝、系鞋帶等點點滴滴。亞商會前會長Austin Zhao, 中國人活動中心新老執行
長楊德清，範玉新等僑領也陸續上台緬懷她的生前印象……

週潔對舞蹈藝術表演的渴望和精湛以及對中美文化傳播的執著、忘我的精神；她對人們的謙
卑、善良、面對疾病的積極勇敢、忍耐不失盼望的鬥志，深深打動著現場的每一位來賓，彷彿週
潔並沒有離去，她活生生的就在大家的眼前，她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高曉慧校長感謝各位僑領及各界朋友、家長二十多年來對學校一貫的支持和幫助，感謝對
“美中藝術教育聯盟”的大力捐款和資助，並表示學校的各位老師會繼承週潔的遺願，繼續全身
心地進行傳播中國文化和藝術的工作，做中美藝術交流的堅實橋梁。

追思會最後以一段由周潔和學生們一起傾情表演的“霓裳羽衣舞”結束，銀幕中由周潔扮演
楊貴妃的精湛舞藝和學生們的舞姿相映成趣，用舞蹈為大家的美麗女神送行，願她在天堂再展舞
姿，永遠美麗！

美麗人生——週潔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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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義大利媒體周日（10/
24）引述教廷匿名外交高
層指出，梵蒂岡夾在中美

角力間很為難，中國要求教廷與台灣斷交 來換取梵中建交，教
廷則要求 「先在北京設立使館」稍後再談台梵關係，中國斷然拒
絕，頓使中梵情勢，陷入僵持。

近日，義大利最大報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資深記者
佛朗哥（Massimo Franco）以半版篇幅來專論台灣問題，他強調
在美中對峙下，教宗方濟各為了台灣問題承受中國很大壓力。梵
蒂岡內部近幾個月來，非常憂慮台海軍事衝突升高，認為局面
「非常危急」，擔憂新冷戰一觸即發，台灣恐因此會喪失獨立自

主地位。
報導指出，一位教廷核心外交官首度對梵中台關係提出明確

框架，中國向教廷要求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條件，就是教廷必須與
台灣斷交，教廷則持續回應中國，希望能先在北京設立教廷駐中

國大使館，之後再慢慢審視教廷與台灣的關係。
教廷匿名官員說，因為教廷在中國派駐使節這步一直未實現

，只能持續維持現狀，希望局面不要變得更壞。
報導指出，教廷3年前與中國簽署主教任命協議，主要是想

解決中國天主教分裂危機，教廷認為放任北京繼續任命效忠政府
的主教，會讓中國地下教會更分崩離析，雖然梵中協議內容並不
對等，也讓教廷備受外界抨擊，但教廷認為相對 「裂教」問題，
其他損失還是次要的。

報導指出，教廷目前處境比3年前簽署梵中協議時更窘迫，
因為隨著中國崛起向外擴張，引發國際強權與周遭國家緊張，美
國在各地結盟對抗中國的形勢明顯，讓教廷的 「軟實力」外交手
段捉襟見肘，教廷傾向與中國維持對話，談判對象卻不斷逼教廷
「選邊站」，讓教廷陷入兩難。因為教廷根據歷來傳統，從不主

動與任何國家斷交的，因此要教延放棄台灣，於情於理，皆難以
進行。

報導指出，中國近幾個月展現更想早日統一台灣的企圖，凸
顯教廷作為台灣在西方世界唯一邦交國的重要性，北京為了挖走
台灣邦交國，向來無所不用其極，最常見手段，就是承諾與對方

推動關係正常化，台灣在2000年時尚有32個邦交國，目前僅存
15個友邦，剩下不到一半。

有報導指出，教廷同時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教宗方濟各下
週將與前來羅馬參加 20 國集團（G20）峰會的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會晤，但美國剛宣布將協助台灣防禦中國的軍事侵
略，美中關係正在谷底。

放眼美國，現任總統拜登，雖然是繼甘迺迪（John F. Ken-
nedy）之後美國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總統，但美國在墮胎與移民
政策上，與教廷意見分歧，尤其教宗方濟各最重視移民及難民問
題，他曾不惜公開為移民問題與歐美槓上，因此教廷外交高層坦
言， 「對教廷來說，與非天主教徒的美國總統交手可能更輕鬆。
」

報導指出，教廷對於美國天主教會的發展不樂觀，教廷高層
擔憂天主教在美國等西方世界將逐漸式微，天主教價值和精神，
被迫向世俗主義妥協，最後可能淪為少數菁英的信仰。

正是：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梵蒂岡何去何從 ，筆
者預期，不出兩年，必有新形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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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楓出生於澳門，1962 年小學畢業於婦聯子t弟學校。隨即到濠江中學就讀。中一
級夏令班時的班主任，就是當年名重澳門化學系的談蕙明教授。夏令班上課時間只有5
個星期，然而談老師卻以優雅風趣的言談、博學多才的授課技藝，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幼
小心靈。此後在5 年的中學生涯中，每逢碰上她所傳授的化學物理課程，我均以高度集
中的精神來聽取。

到了中學五年制的最後一年，她更成了我的班主任。斯時我以優異的學業成績，被她挑選為
五年級班長，因而接受她的耳提面授的教育更多，以至被校內其他師生取笑她是我的 「媽咪」。

這位和藹可親的導師，以九十六歲高齡於九月十八日晚上八時在香港病逝。因新冠疫情的關
係，葬禮不予公開。不過迄今整整一個多月以來，濠江母校的尤端陽校長、陳步倩副校長、張兆
銓等眾多老師、與歷屆校友，紛紛在濠江中學校友精英微訊群裏，表達出對談蕙明老師的沉痛哀
悼和深切懷念，都認為談老師是德才兼優、特別值得崇敬的仁厚長者。我是她的得意門生，聽聞
惡耗，寅夜即寫成本文開首的七言詩，以表達對她的思念。

回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濠江中學開始辦高中時，談蕙明老師就已經隨同丈夫王世達主任，從
香港來澳門濠江中學任教。談蕙明任高年級班主任，王世達任教務主任。那時候在澳門的學校，
尤其像濠江中學這樣的私立愛國學校，比起香港來說，職薪是很低微的。夫妻倆寧願捨棄香港的
教職來澳門濠江中學任教，完全是為了響應當年香港新華社的號召，公爾忘私，幫助澳門開拓愛
國教育事業，那時澳門未有新華社和中聯辦。王、談兩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經在內地大學（西
南聯大）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在港澳這樣的人才是非常缺少的。像他們一樣從香港來澳門做

「開荒牛」的人還有《澳門日報》總編輯王家禎、婦聯
主席謝淑宜、濠江中學教師邱子維等。

現在澳門各行業還有不少名輩曾經是王主任、談老
師教過的學生，例如現任《澳門日報》董事長陸波、前
任副總編輯黎勝培、都是王、談二人的出色門生。

六十年代中前期， 濠江中學因為有陶俊棠、林朗、
陳作楝、邱子維、張兆銓等優秀教師，所以文科在全澳
有優勢；又因為有王世達、談蕙明、鄭仕元、康秀玲等
優秀教師，所以數理科在全澳也有優勢，為內地大學和
澳門愛國機構、社團培養了許多優質、實幹的人才。

據說，在一九六六年, 當時正值國內 「文革」進行
得如火如荼，有些學生可能受影響而顯得激進，便在校
內張貼大字報, 批評談老師挫傷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的積
極性，這也很自然地影響王主任。當時亦有貼大字表示
支持談老師的學生，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師妹湯梅笑。
（後來成了華南地區最優秀的現代作家）那時候杜嵐校
長表現得很開明，她在週會堂對師生說：在澳門，沒有
需要也不適宜像內地一樣搞 「三大」（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到一九六七年，內地 「文革
」在林彪和四人幫兩大罪惡集團操控下進一步激化並影響澳門，因此王主任和談老師離開工作了
十多年的濠江中學，轉到綠邨電臺廣播組工作。

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從濠江中學畢業後, 受聘於廣播組文藝小組。當時文藝小組組長是談蕙明
，王世達是大組組長，談蕙明除了理化專業之外，也通中文寫作，曾經在《澳門日報》副刊發表
長詩。直至一九六八年冬天，王、談兩人離開廣播組，返回香港愛國學校任教。一幹又是四十年
。王世達於四年前病逝於香港。此刻，又到了談老師跟夫婿於天國重逢的日子。

我自1973 年移民來美後，跟談恩師相聚也只能是依賴每次回港省親的短暫時光，不過每次大
家都十分珍惜，而我今時今日之可以成為 「世界自由撰稿者」（Freeland Writer),( 即我的文章，受
到世界各地媒體歡迎刊載），跟學生時代談老師對我耳提面命、獲益良多分不開的！走筆至此，
我深情地寫下： 荷德如山重、承恩似海深！恩師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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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談蕙明恩師

臉書有難
10 月26 日西方一個觀察網站發出一段駭人聽聞的消

息：臉書（FaceBook)這次攤上大事了, 它可能遭遇上
創立1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除了網路消息之外，連美國最有份量的電視媒體 CNN
也有這樣的說法：從創立伊始，臉書便麻煩纏身。近幾年，
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曾被“吹哨人”、公關公司和國會議員不

斷拷問， 到了現在，這些人聯合起來，共同質問臉書的算法推送倫理問題。
儘管巨大的危機正在發生，臉書卻如期發佈了第三季度營收情況，依舊可觀。老細朱克伯格

表示，“現在有多方面在打配合，共同選擇性地使用洩露的文件，來描繪關於我們公司的虛假畫
面。”

根據CNN新聞網26日 所作的總結，上周五（22日）開始，一個由17個美國新聞機構組成的
集團，開始發佈一系列報道，統稱為“臉書報告”。這些專業的傳統媒體分析了上百份臉書公司
內部文件。這些文件曾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國會。

CNN發佈的報道介紹了臉書上的團體如何製造對立，挑起暴力，包括1月6日“衝擊國會山
”過程中臉書的作用。CNN還報道了臉書在一些非英語國家內容審核方面的挑戰，以及人販子如

何利用其平台作惡等。
CNN強調，集團的報道是在對臉書進行了一個月的嚴格審查之後發佈的。此前已經引起轟動

的是，《華爾街日報》根據臉書“吹哨人”豪根洩露的數萬頁臉書內部文件發表了一系列報道，
讓公眾對臉書旗下的圖片社交媒體Instagram對少女的影響等問題引起關注。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促使美國聯邦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並要求臉書全球安全負
責人安提戈·戴維斯出席。豪根在聽證會上發表證詞稱“臉書的產品傷害兒童，引發分裂，削弱
我們的民主。”

小組委員會成員已要求臉書首席執行官馬克·朱克伯格出庭作證。另一名前臉書員工匿名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了對該公司的指控，內容與“吹哨人”豪根的相似。

臉書 一向對於處理數據隱私、內容審核和消滅競爭對手的醜聞，已經是駕輕就熟。
但是，大量的文件被披露，觸及到公司業務幾乎方方面面的擔憂和問題：打擊仇恨言論和虛

假消息的方法、管理國際擴張、保護平台年輕用戶……
所有這一切，都給臉書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問題：它是否真的有能力管理其龐大的平台對現實

世界造成的潛在危害，還是說，這家社交媒體巨頭已經變得“大而不能倒”？顯然，此刻臉書麻
煩纏身。

楊楚楓楊楚楓

（七言詩）深切悼念談蕙明恩師
蕭蕭樹下噪鴉悲 花旗中秋悉別離 書齋相片歡顏在 恩師嵩壽返天庭
五十年前傳授業 一生受用入心扉 浩瀚煙波維港遠 願隨鴻雁作歸飛



BB55
星期日       2021年10月31日       Sunday, October 31, 2021

縱橫中國

要让爸爸妈妈们不再为买得起奶

粉发愁，不再为买到放心的奶粉操心

。

在网上，有不少孩子的爸爸妈妈

都提到了一个情况：生了孩子，才知

道，奶粉那么贵。

其实，这不只是感受。调查数据

也证实了这件事。

网上有一张流传很久的《世界奶

粉价格对比图》显示，同样是900克重

的奶粉，中国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国

家。

全球著名咨询机构英敏特报告也

表明：一罐800-900克规格的婴幼儿配

方奶粉，在全球市场的价格集中在

50-150元之间，而在中国大陆市场，

却普遍在300-400元，甚至更高。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奶粉那么贵？

奶粉是用牛奶制成的，所以，我

们先看看中国的奶牛数量。

解放初期，中国的奶牛数量是12

万头。平摊到当时5亿中国人头上，

相当于每个人只拥有0.00024头。

只不过，那时牛奶对于普通人来

说纯属“奢侈品”，喝不到也没关系。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2019年，

中国的奶牛数量达到了610万头，成为

世界第三大牛奶生产国，可按14亿人

口计算，每个中国人只摊到0.0043头

，人均牛奶消费量只有30千克。

而同期，美国人均牛奶消费量是

254千克，俄罗斯是172千克，日本是

108千克。

有数据显示，甚至连我们的邻居

印度都达到了100千克，是我们的3倍

多。

奶牛少，牛奶就稀缺。

有人会说，奶牛不够就多养一点

呗。

可惜，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国

际奶牛饲养行业里，奶牛吃的一般是

苜蓿。

苜蓿是一种高级饲料草，营养价

值高。不仅能替代高昂的精饲料，还

能提高奶牛的乳脂率，促进产奶量，

还有降低奶牛四肢病发率等作用。

据统计，吃苜蓿的奶牛比吃普通

草料的奶牛能多产3吨的奶。

遗憾的是，中国苜蓿产量虽然达

到400万吨，种植规模占了全世界的

15%，可依旧难以满足奶牛饲养的需

要，还得从种植大国美国（种植规模

占了全世界的36%）进口。

奶牛吃进口草长大，意味着饲养

成本高。

养奶牛还需要相应的土地和洁净

的水源，可在中国，好的牧场还不够

多，一些地方还有水源污染问题，饲

养的成本逐渐水涨船高。

国内鲜牛奶都供不应求，由生牛

乳加工而成的奶粉就更不用说了。

2000年开始，苦于“无米之炊”

的中国奶粉企业开始到国外寻找新鲜

奶源。

但是，从国外运输鲜奶的成本实

在是太高了。

“聪明”的中国奶粉企业就发明

了一种新的奶粉运输和制作方法，那

就是在国外将生牛乳直接制为“大包

粉”后再运回国内。

奶粉生产分干法、湿法和干湿复

合三种工艺，所谓大包粉，是基于预

制好的乳基原料粉二次加工的基粉。

通常来说，干法制造是基于鲜奶

直接高温干燥喷粉而成，干湿法则是

基于鲜奶和部分对温度不敏感的营养

元素混合制成基粉。

这种方法确实降低了运输成本，

基本上每吨大包粉要比直接使用生牛

乳制成的奶粉便宜至少1万元左右。

和生牛乳原料相比，由于经过多

次干燥和杀菌处理，大包粉的营养成

分与新鲜度相比生牛乳多少是打了点

折扣。

现在中国市场所谓的脱脂乳粉、

全脂乳粉、还原奶，其实大都是由大

包粉制作。

当然，先前还因为奶粉，发生过

悲剧。

如果奶粉单纯是营养成分不足也

就算了，可怕的是，某些企业的奶粉

里居然含有三聚氰胺。

三聚氰胺俗称“蛋白精”，是一

种含氮量较高的白色粉末，常用于化

工制造，过量摄入有致癌及带来其他

各类疾病的危害。

这其中的背景，是90年代末，国

人在号召下开始养成喝牛奶的习惯。

可很多奶企的产量却跟不上，当

时销量第一的奶粉公司三鹿就从没有

资质的散户手里购买鲜奶，标准就是

能通过蛋白质检测。

为了应付检测，民间高人们想出

许多“高招”，有在奶中添加脂肪油

的，也有加双氧水的。可添加这些很

容易被检测出来。

于是，就有人想到添加三聚氰胺

的办法，这玩意可以冒充蛋白质，不

仅无色无味，还不容易被检测出来。

对于这样的恶劣行为，三鹿不仅

知晓，还纵容包庇，根本无视添加三

聚氰胺的严重后果。

2008年曝出的“毒奶粉”事件，

其实就是许多婴儿因吃了添加三聚氰

胺的奶粉导致肾结石、“大头病”，

甚至死亡的恶性事件。

“毒奶粉”事件直接导致国产奶

粉的信任危机，爸爸妈妈们开始选择

进口奶粉，或者更高端的国产奶粉。

但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字：贵。

因为，爸爸妈妈们有一个朴素的

观念：一分价钱一分货。

事实上，中国奶粉价格贵，最直

接的原因是一罐奶粉从厂家到消费者手

上的环节太多，附加的成本也太高。

以国内目前的成本核算，生产一

罐800克的奶粉成本不会超过90元，

这其实已经比国外同克重奶粉要贵了

许多。

同时，中国奶粉销售普遍采取分

级代理制，销售层级分总代理（厂家

）、经销商、终端门店，层层都有附

加的人员成本。

普通门店销售的奶粉又分两种：

一线知名品牌，经销商要拿走进货价

7%的毛利，门店要拿走零售价20%的

毛利，而厂家的实际毛利可以达到

200%。

另一种是普通品牌，经销商拿走

进货价20%的毛利，门店可以拿走零

售价 40%的毛利，厂家依然可以有

100%的毛利。

而不管什么品牌，都会有相应的

品牌推广费用，这些费用甚至远大于

人员成本。

奶粉不管多贵，最终还是由消费

者来买单，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毕竟，这个行业环节太多，每个

人都想从中捞一笔。

2020年10月，君乐宝乳业副总裁

刘森淼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奶粉

价格在中国卖得挺不合理，大家都是

做这个行业的，几十块钱的成本，卖

到四五百、五六百，也有人买，这是

什么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

什么原因？

这里面既有之前“毒奶粉”阴影

的问题，也有消费者被逼交“智商税

”的问题。

可以说，所有买奶粉的父母都希

望给孩子最好的，为了孩子可以不惜

一切。

由于曝出低价奶粉被添加了三聚

氰胺，使得很多消费者觉得高价的奶

粉或许更让人放心点，他们只好挑大

品牌，挑贵的买。

于是，涨价成为了中国奶企提升

销量的不二法宝。

本应好好反思的奶企反而“因祸

得福”，心安理得地让价格一涨再涨

，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

涨价还不算，中国奶企还顺势推

出所谓的高端品牌，以所谓“新配方

”技术，再涨一波价格。

涨价促销，恐怕也只有奶粉行业

才有。

正因如此，现在国内婴儿奶粉价

格在300元/罐以上的占了一半市场，

甚至500元/罐以上的也屡见不鲜。

当然，外国人也学得快，国外品

牌奶粉趁势而入，价格也蹭蹭蹭上调

。

原中国奶业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广州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曾算过一笔

账：

一个婴幼儿一年要吃的奶粉大约

为50罐左右，若是买中档等级售价为

300元/罐的，一年的奶粉钱就得花费

1.5万元。

时下号称高端等级婴幼儿奶粉的

售价均在350元/罐以上，甚至450元/

罐，超高端的售价甚至还出现超过500

元/罐的，一年下来，奶粉钱就得花上

超过2万元。

倘若1-3岁都给小孩喝奶粉的话，

3年的奶粉钱就得花费5-6万元。

这显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换到一些收入不高的家庭，

甚至是农村家庭，恐怕就是很大的压

力了。

国内奶粉价格高涨，中国很多消

费者选择去国外抢购奶粉。因为，国

外奶粉价格确实比国产奶粉要便宜太

多。

比如容量在800克的惠氏奶粉，国

外价格一般只有90-120元人民币；还有

中国消费者推崇的牛栏奶粉，价格最贵

也在120元内，可这些进口奶粉只要到

了中国，价格几乎全部翻了2-3倍。

国外奶粉便宜，一个基本的原因

是：不管是欧洲还是澳洲等地，畜牧

业早就已经十分成熟，奶粉企业也是

有相当年数的老品牌，成本相对固定

。

厂家在售卖过程基本只有经销商

和终端两个利润环节。终端基本只是

固定的超市和药房，根本没有所谓

“母婴门店”的概念。

这其中，厂家保留10-15%的固定

利润。

经销商和终端只拿走很少一部分

的利润，几乎没有什么附加成本和推

广成本。

这样一来，奶粉的价格就不可能

高得离谱。

当然，也有政策补贴。

欧盟等国家为了提升国民体质，

对乳制品长期有补贴政策，这笔钱也

是直接补给奶农，使牛奶的生产成本

得到了控制，生产奶粉的生牛乳加工

产业也自然得益。

广州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还指出

，婴幼儿奶粉原本就无等级之分，是

奶企和营销团队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

而特意设定出的所谓等级之分。

只要是生牛乳加工制作的奶粉，

营养成分与蛋白质含量都没有太多的

差异，即便添加了所谓的“高质量配

方”，按奶粉的国家生产标准，成本

上也不会有太多增加。

这些情况是不是“智商税”，不

好说，但奶粉价格直线飙升，是不争

的事实。

不得不说，作为一种生产工艺并

不算太复杂，也应是利国利民的大众

食品，中国的奶粉价格如此“高高在

上”，背后离不开资本与部分奶企不

断地推波助澜。

鼓励二孩、三孩，现在更需要从

一个个细节开始。

比如，让爸爸妈妈们不再为买得

起奶粉发愁，不再为买到放心的奶粉

操心。

这样，更多父母才能敢生，愿生

。

中国的奶粉，为什么要卖这么贵

全球主要奶粉生产企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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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隆市文化局主辦的「2021向大師

致敬－彩虹燈塔影展」，今（29）日由基

隆市長林右昌、文化局長陳靜萍與策展人

周美玲共同為影展揭開序幕。此次影展集

結台灣橫跨30年來、7部大師級多元性別

電影，策展人周美玲更邀來導演蔡明亮、

張作驥、黃惠偵，演員陽靚、黃尚禾以及

作家陳雪透過講座和觀眾面對面分享創作

歷程，希望一同透過「彩虹燈塔」的命題

從基隆出發，照亮台灣電影多元自由的樣

貌。

林右昌表示，燈塔身為海港城市的

意象之一，照亮及指引方向必是其重要

工作。基隆每年重量級的藝文活動「向

大師致敬」，今年特別選擇以「彩虹燈

塔」影展為主題，不僅貼合基隆作為港

口城市的定位，同時也在多元議題上，

透過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呈現這座城市

與這塊土地源源不絕的藝術能量，期望

能影響更多在地表演藝術工作者，激勵

並厚植其創作能量。

周美玲指出，7部大師級的電影中，

包含熱騰騰由演員陽靚在今年月初甫奪下

台北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的《愛‧殺》；

也有30年前由名導蔡明亮執導的第一部電

影導演處女作《青少年哪吒》，不僅獲得

中時晚報電影獎最佳影片，還獲選為柏林

影展觀摩片。同時楊雅喆執導的《女朋友

。男朋友》、張作驥執導《醉‧生夢死》

、黃惠偵執導紀錄片《日常對話》以及周

美玲的《刺青》及《私角落》，片單可謂

一時之選，這次「彩虹燈塔」影展探討議

題相當廣泛，從自我認同、身體性慾、愛

恨情感到家庭接納，不容錯過。

周美玲說，新科影后陽靚回憶當

初接演原因：「就是一個夢寐以求的

角色。」她為該片獻出首次大銀幕女

女性愛戲，至今仍記得當時拍攝的狀

態：「全心投入！」拍攝前也曾擔心

過身邊的人看片後對自己產生異樣眼

光，但上映後決定邀請親朋好友進入

影廳，獲得一面倒的正面肯定，「反

應出乎意料的支持。」她很開心能透

過該片讓家人朋友了解自己熱愛的表

演藝術，並且以該角色成功登上新科

影后寶座。

文化局補充，搭配每場電影播映，每

場映後講堂更是令人期待。由策展人周美

玲與作家陳雪以「愛情的烙印」為題打頭

陣；導演張作驥與演員黃尚禾親自現身探

討「黑暗中的生命微光」；新科影后陽靚

、策展人周美玲與演員黃尚禾則會參與

「身體是誠實的嗎？」映後講堂；「走過

二十年：角落的日常私語」則是迎來導演

黃惠偵；導演蔡明亮則是壓軸登場「青春

一夢話哪吒」。

「2021向大師致敬－彩虹燈塔影展」

將於10月29日至31日於基隆秀泰影城舉

行，活動相關詳情與映後講堂，請見基隆

市文化局專頁（https://reurl.cc/dx53rD）。

向大師致敬彩虹燈塔影展正式開幕
新科影后跨世代連結名導蔡明亮

未演先轟動、獲金馬獎共7項提名

的《美國女孩》今（10/28）舉辦實體兼

線上記者會，由導演阮鳳儀在台灣、跨

海遠端連線再度問鼎金馬影后的林嘉欣

，兩人隔空再度相見歡，場面好溫馨。

林嘉欣透露自己當初劇本讀了三天，導

演則回憶當初林嘉欣一口爽快的答應演

出，讓她不知所措：「見面的當下她就

很可愛的摸著我的肩膀說『導演，那就

給我演囉？』我想說真的嗎？我在做夢

嗎？」當下聽到影后的口頭承諾，讓阮

鳳儀很激動！

作為金馬獎影后、新演員獎與女配

角獎三大滿貫得獎者，林嘉欣與各大導

演合作過，面對到這次與新銳導演的合

作，影后不忘提及是林書宇導演牽的良

緣：「書宇導演看過阮導演的劇本，他

印象中記得我說過我有點抗拒演媽媽的

角色，但他跟我說這角色挺適合我，我

說沒關係，我相信他。看了之後很喜歡

，一口答應。」但為了在台灣演出《美

國女孩》，林嘉欣必須先隔離兩週，知

道拍片期間都看不到自己孩子，她也坦

承拍片期間「整個狀態都很脆弱」，加

上又有疫情，讓影后特別有感：「我演

的時候，每一場戲都非常珍惜，投入，

每天都提醒自己或許這是最後一次的演

出。」

《美國女孩》有一場打小孩的戲，

讓觀眾難以防備，林嘉欣認為那場戲蠻

困難的：「我們演了很多版。最後導演

用一個比較遠的視角，我蠻喜歡的，導

演用一個很客觀的去看這場戲，是很長

的鏡頭。我演的時候，情緒是非常大的

，包括女兒的不領情，很多壓力，包括

自己對自己的質疑。那一場打戲...我自

己是很怕打孩子的！最不願意看到自己

這個樣子，所有的媽媽都是會這樣。」

導演回憶那場戲拍了6個take：「每一次

戲都很好，主要是巴掌是借位的，所以

要借得夠像。」

掏耳朵的戲也是很多人喜歡的一

場，林嘉欣透露自己的小女兒很喜歡

掏耳朵，所以在動作上她非常習慣，

只是因為情緒滿，憋住了眼淚憋不了

鼻涕，鼻涕留下來還差點滴到大女兒

耳朵裡！阮鳳儀導演更幫影后補充：

「本來劇本就有這場戲，但我沒有寫

掏耳朵的動作。是我看到嘉欣先生拍

她幫女兒掏耳朵，照片拍得非常漂亮

。我才想起：對！小時候媽媽也是這

樣對我！」林嘉欣聞言欣喜回應：

「我好愛妳喔！」

戲外的林嘉欣自己也有兩個女兒，

和《美國女孩》戲裡角色類似，林嘉欣

坦言戲裡戲外她很難分得清楚：「不論

是掏耳朵，或者叫錯名字... 太多我是在

用本能在進入那個狀況。」但影后提到

一個讓她很有感的設定：「像是戲裡姊

姊和爸爸比較親，我第一次跟導演碰面

時，我跟他說我很能了解，你第一個孩

子會用實驗性的養育方法試在老大身上

。有第二個以後，因為是家裡的 小ba-

by （比較疼愛），姊姊就會覺得媽媽比

較偏向妹妹。」事實上則是因為當媽媽

發現要疼老大的時候，老大已經長大了

。「在我真實情況裡會這樣，發現自己

對老大比較嚴厲，對老么比較 relax, 是

有一點不公平啦，可是非常日常，大家

都會明白的。」

雖入圍金馬獎，但林嘉欣今年必須

陪伴住在加拿大的生病母親生病，不克

出席金馬。但準影后有對台灣影迷喊話

：「那一段時間人不在台灣，我們隔空

見！」

林嘉欣新片獲洗版式好評！
《美國女孩》強勢問鼎金馬獎與導演阮鳳儀從影后IG得到創作靈感！

台灣科幻劇集《2049》首發單元〈幸

福話術〉上週末播出精彩結局，劇中失

意作家陳漢典與個性急躁的李亦捷組成

夫妻。在那個時代，跨越時空限制的虛

擬旅遊盛行，人與人能透過讀心裝置

「Stable」免除溝通上的衝突，甚至還有

虛擬性愛 XR 裝置，模糊了精神與肉體

的分界。

然而儘管有了這麼多看似先進的科技

裝置，這又能夠挽回李亦捷與陳漢典瀕臨

崩潰的婚姻嗎？

有了 Stable 溝通一切無礙？
科技是一把雙面刃

Stable 讀心裝置能夠根據使用者的需

求設定想要的性格，在經過判讀溝通對象

的情緒後給予最準確的指示協助溝通。

起初李亦捷為了改善自己太過躁進、

不為人著想的缺點，決定裝上 Stable 與老

公陳漢典溝通應對，然而李亦捷不自然的

語調以及跟以往落差太大的情緒都讓老公

起疑，而當李亦捷受不了 Stable 的指示後

自行暴走，則反倒讓事情演變得更加不可

收拾。

但劇中其實也有提出其他正向的例子

。像是陳漢典的爸爸在使用了 Stable 後果

然大大降低了與老婆吵架的次數，然而隨

著時間一久，Stable 不自然的對白反而讓

人感到疏離、不近人情。

而陳漢典為了自己做的錯事決定向老

婆道歉時，同樣也裝上了 Stable，但目的

是為了克服自己無法低聲下氣的大男人心

理障礙，最後他也果真透過 Stable 達成了

目的。

或許〈幸福話術〉想傳遞的不單純

是科技介入人之間的情感究竟是好或是

壞，而是透過劇情提出反思——問題最

終的核心還是在「人」身上，而科技只

不過是一種方法或是手段。透過科技，

人之間的摩擦能夠在短時間內減少，但

真正的源頭還是得從自己的內心開始改

變，否則當夫妻倆都得裝上 Stable 的假

面具後才能好好相處，那樣又算是真正

的愛或是婚姻嗎？

愛情的道德辯證——
虛擬性愛算不算出軌？

除了劇情主軸——溝通，劇中也透過

虛擬旅遊、虛擬性愛等先進裝置與技術，

探討事物的本質。

在現在這個時代，「精神出軌」

算不算是出軌就已經是個引發爭議的

愛情大哉問了，而到了《2049》的時

空下，分處兩地的兩個人能夠透過 XR

（延展實境）裝置進入雲端享受近似

肉體般的性愛。假設與伴侶以外的人

，進行這種沒有實際肉體接觸卻能享

受精神歡愉的性愛關係，又到底算不

算是真的出軌呢？

〈幸福話術〉以未來科幻為包裝，

內核裡談的還是夫妻間或是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透過不同角色各自的觀點落差

，以及李亦捷、陳漢典所做出的每個決

定，一步一步帶領觀眾探究愛情、婚姻

的本質。

緊接著聚焦夫妻間感情的〈幸福話

術〉，下週《2049》將播出下個單元

〈刺蝟法則〉，劇中由林子熙、莫允雯

分別飾演未來世界的心理治療師與病患

，然而他們卻意外發現彼此竟深陷相同

的噩夢之中，夢境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

麼樣的關聯？

虛擬性愛算不算出軌？2049〈幸福話術〉夫妻諜對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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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節目《披荊斬棘

的哥哥》自播出後大受歡

迎，29日晚正式收官成團，同

質性相近的節目《追光吧！哥哥》

第二季接着快將登場，而參加陣容早前

官宣，男星的整體質量跟第一季相比明顯升

級，有吳鎮宇、張衞健、吳建豪、楊宗緯、Nich-

khun、劉也、迪瑪希等演員、歌手、偶像、舞者跨界

表演，將老中青三代藝人同框。劉也和迪瑪希現年27歲，

年紀輕輕實力不

凡，難怪年屆

56歲的張衞健

不敢怠慢，積

極排練。

今季《追光吧！哥哥》除了大家熟悉
的港星吳鎮宇、張衞健加盟外，為
港人熟悉的還有前F4成員吳建豪、
韓國男團2PM泰籍成員Nichk-
hun、楊宗緯等。其餘加盟
藝人尚有劉也、迪瑪
希、周曉鷗、沙寶亮、那

吾克熱、楊和蘇、姜潮、徐志
賢、韓宇、張傲月、尚九熙、張

曉龍、劉芮麟、滿江、陳楚生和王
晰。內地名主持金星回歸藝術委員會主
任，金晨、宋雨琦加盟委員會成員。

吳建豪向F4成員招手
張衞健日前在上海出席2022東方衛視

開放大會，為《追光吧！哥哥2》站台。現
場，張衞健再現韋小寶經典橋段，引發一
波回憶殺。談及此番參加《追光吧！》，
與其他20位哥哥同台角逐，張衞健直呼：
“我都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唱得比我好
的多的呢，跳得比我好的、rap比我好、比
我帥、比我高、頭髮比我多的，所以我
真的要好好加油了。”他更自言想變身
孫悟空，有分身可以去練習唱跳記歌
詞，看來練習強度很大。
同天，《追光吧！哥哥2》製片人

在台上說：“最主要的是我們這些哥哥
比較乖，不會去微博上佔用一些公共資

源。”不少網友覺得對照此前《披荊斬棘
的哥哥》中有幾位參與藝人因負面新聞上
了熱搜，此番話是在嘲諷“對手”，有網
民表示：“狠狠地內涵（影射）了一波，
不過，話不要說太早。（暗示這批哥哥未
必沒負面新聞）”。

組合F4曾風靡全亞洲，前成員言承旭
在參加《披荊斬棘的哥哥》後再翻紅，作
為曾經的團體，個人難免總會被拿去作比
較，即使過了20年，F4的吳建豪還是躲不
過，吳建豪近日在內地出席活動時，被問
會否擔心自己被拿來和F4其他人比較，他
表示“已經習慣了”，還說希望有機會能
邀請周渝民、朱孝天一起參加《追光
吧！》。

Nichkhun劉也人氣最勁
《追光吧！》總導演陸偉介紹今季除

了陣容升級外，節目在內容製作、賽制設
置上也全面升級：舞台編排引入街舞說唱
等潮流元素，打造多元視聽效果；全新引
入淘汰制、踢館機制，多方陣營對壘和競
爭交鋒更激烈，激發出“追光者”們更大
的潛力；真人騷將解鎖更多場景，呈現他
們在舞台之外真實有趣的互動。節目製作
團隊也是強強聯合，音樂部分有《中國好
聲音》團隊的加入，舞蹈部分則是《這！
就是街舞》的團隊負責，還將與《極限挑

戰》團隊合作戶外真人騷部分，看點有保
證。

據知，節目已開始錄製初舞台。有參
與錄製的網友透露“哥哥”們在人氣方面
存在不小的差距，人氣第一位毫無疑問是
Nichkhun，韓團出身的他能唱能跳，現場
他的呼聲之高無人能及；第二位是R1SE
前成員劉也，男團選秀出道本就擁有一定
的粉絲基本盤，受到熱捧在意料之中，而
且唱跳綜合實力也是本季數一數二的全能
選手；第三位當屬迪瑪希，憑借在《歌手
2017》技驚四座的表現聲名大噪，收穫不
少樂迷。相較之下，除了張衞健之外，其
餘老牌藝人大多遭受冷遇，現場反應並不
熱烈，或因選歌略顯過時，不太符合當下
年輕觀眾口味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Uncle Ray
榮休盛典演唱會》將於11月6日至7日假紅館
舉行，29日演出嘉賓陳潔靈、倫永亮、蘇永
康及露雲娜齊出席綵排，Uncle Ray亦精神奕
奕到場看嘉賓排練及大合照。

陳潔靈今次在音樂會中會打頭陣演出，
她表示會負責搞熱氣氛，她會唱《千個太陽》
中英文版，她說：“Uncle Ray帶領我們面向
西方音樂世界，再融匯於中文歌樂壇，更培育
到下一代音樂人，所以我今次選唱的歌也符合
這理念，並向他致敬！”倫永亮表示音樂會中
會跟陳潔靈合唱歌曲，而之前在他2019年與
香港管弦樂團合作的演唱會，也有與陳潔靈同
台演出。直至最近，二人亦為加拿大一慈善機
構錄影了一個網上音樂會，是為當地愛滋病遺
孤籌款，並將於下月5日在當地播出。

陳潔靈說：“疫情下我做了很多突破，

除了網上演出，也有為音樂MV剪片，總覺得
人面對不同環境也要向前行，發揮更多不同的
創意空間。”問到無綫最近與內地合作辦音樂
比賽，有否再找她出任評審？陳潔靈笑謂：
“睇吓會不會找我，不過一定找李克勤啦！”

妻接受隔離蘇永康湊仔
蘇永康於Uncle Ray榮休演唱會上，會唱

由音樂總監杜自持為他重新編曲的《那誰》及
一首英文歌。而太太和4歲大的兒子也不會來
捧場，他指由於太太剛從首爾公幹完回港，要
接受14日隔離，故也無人帶兒子去看他演
出：“阿仔本身喜歡看音樂表演，但都來不到
看，這段時間太太在隔離，我都要照顧住阿
仔，不過他都很掛念媽咪，更要帶他到隔離的
酒店門外，要經過一番解釋他才明白為何見不
到媽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陳柏宇（Ja-
son）新歌《對得起自己》MV邀得姜皓文（黑
仔）作特別演出，還有葉巧琳及黃妍參與其中。

黑仔指今次是被歌名《對得起自己》及MV
的劇本吸引才答允演出：“只係聽個歌名已經好
有正能量，係一個好勵志嘅題目，而且我向來對
勵志故事感興趣，睇埋劇本就覺得好啱我去演，
好想去演。”黑仔的演技爐火純青，扮演前妻的
葉巧琳也表示：“其中有一個鏡頭我要逃避黑哥
嘅目光，其實我係堅被佢嘅眼神帶入戲，條件反

射擰轉頭。”
Jason眼見公司歌手可以跟黑仔對戲，自己

就欠了點點緣分，因為他只有穿插在MV中獻唱
的鏡頭，不過他在黑仔拍攝MV當日也有去探
班，感謝對方參與演出，他說：“好開心搵到黑
哥做男主角，喺拍攝現場即時睇到出嚟效果係
點，當然好滿意啦！因為佢嘅演技真係好犀利，
雖然今次唔可以同框演出，但都好榮幸有佢喺我
嘅MV出現。”

在工作上黑仔與Jason從未有正式合作機

會，但二人數年前已認識，黑仔說：“我以前同
Jason係喺同一間健身房做gym，當時有人話我
知佢就係唱歌嘅Jason陳柏宇，當時嘅第一印象
就係佢好勤力！因為我本身都算勤力隔日去做
gym，但佢係日日去做！所以佢畀我感覺係好有
正能量嘅一位歌手。”黑仔表示，一位如此正面
的歌手開騷，必定會為演唱會而去盡，他鼓勵
12月在紅館開騷的Jason道：“記住要為自己而
奮鬥，對得起觀眾，對得起自己，做場Good
Show就夠了。”

邀姜皓文出演新歌MV 陳柏宇未有機會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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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le Ray榮休騷倫永亮 蘇永康 露雲娜全力支持

“小鮮肉”

分身練唱跳

年輕29歲舞台迎戰
張衞健想變孫悟空

●● 楊洛婷楊洛婷
收身成功拍收身成功拍
廣告廣告。。

●●陳潔靈陳潔靈、、倫永亮倫永亮、、蘇永康及露雲娜等現身綵排蘇永康及露雲娜等現身綵排，，UnUn--
cle Raycle Ray亦精神奕奕到場看嘉賓排練亦精神奕奕到場看嘉賓排練。。

●● 吳建豪坦言已習慣跟吳建豪坦言已習慣跟
FF44其他成員作比較其他成員作比較。。

●● 吳鎮宇拍吳鎮宇拍《《追光吧追光吧！》！》
宣傳照展現成熟男人味宣傳照展現成熟男人味。。

●● 劉也獲不少年輕粉劉也獲不少年輕粉
絲追捧絲追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徐志賢大晒舞技徐志賢大晒舞技。。
網絡截圖網絡截圖

●●楊宗緯用歌聲撼動人心楊宗緯用歌聲撼動人心。。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早前
再為人母誕下第二胎的楊洛婷，收身
成功的她29日為紮肚代言拍攝新廣
告，穿上低胸裙的她高興地表示在兩
個月內減掉42磅，成績驚人。楊洛婷
說：“之前下身實在太肥，應該有30
磅在下身，一對大髀都分不開，令到
我整個人都沒有信心，自己都以為會
減不到肥。”在代言贊助商的幫助
下，楊洛婷雖然仍要餵母乳和進食補
品，近兩個月只有紮肚和做機，晚上
就戒食澱粉質，只吃烚菜和肉去減
磅。
笑問楊洛婷是否滿意現在的身

形，她笑道：“女人是不可以太容易
去滿意，下一步要開始做運動，令肌
肉結實些，現在我信心都返來，影相
都不會覺得自己肥。”至於老公Tim
有沒有讚賞她，楊洛婷
笑稱要問他本人，
說：“他一直有鼓勵
我減肥，相信我會做
得到，現在我願
望已達成，生了
一對子女湊成好
字，希望老公
事業順利，自
己多些司儀工
作，就已經開
心和感恩。”

●●張衞健謙稱唱跳實力不如張衞健謙稱唱跳實力不如
其他其他““哥哥哥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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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史上的天然胰島素糖尿病史上的天然胰島素
————記天然胰島素的發現和研製者王淑霞記天然胰島素的發現和研製者王淑霞、、李坪林李坪林PHDPHD醫學博士醫學博士

（本報訊） 美國中醫針灸科學院、糖尿病研
究所的醫學科學家李坪林與著名中醫腫瘤權威王
淑霞博士合作，2006年他們去雲南與越南相鄰的
地區研究考察藥源的途中，因為自身帶的水用完
了，又沒有找到水源，李坪林隨手采到了一種植
物來品嘗，吃了以後很久沒有感到口渴，於是他
采集了一些帶回實驗室，實驗中奇跡地發現這種
植物有降壓、降血尿糖的作用，並且毒理實驗無
副作用。

2008年他們研製發明了天然胰島素“克糖平
膠囊”，經黑龍江醫藥主管部門按照“既食又藥
”批準投產。2008年8月王淑霞在百忙的工作之
中從美國回到北京，李坪林從英國倫敦回到北京
的天然胰島素的發現發明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
，參會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
社和中央電視臺的記者。

2008年 12月美國舊金山矽谷的一家生物藥
業欲投巨資購買本草“克糖平”的獨家技術專利

權，獨家生產，美國鹽湖城是著
名的保健品生產基地，一家保健
品公司的總經理迪爾多次尋找王
淑霞合作，迪爾總經理深有體會
地說：“中國的自然醫學很厲害
嘛，“克糖平”的選料、配方都
很特別，提取工藝很科學，很難
破解。”迪爾懇求能否先給他的
母親治療，他母親在波士頓，患
二型糖尿病已有十幾年了，多年
來離不開胰島素，視物模糊、周
身無力、喝得多、便得多，兩年
前做了心臟支架，尿路經常感染
，迪爾先給他的母親購買了兩個
療程本草“克糖平”，口服17天
後，他母親早上起床後看東西時
突然視線清晰起來，再口服一周
後，尿路感染痊愈。一個療程下
來血壓、血尿糖平穩下降。口服
“克糖平”之前，餐前血糖6.5
，餐後血糖14.5。口服兩個療程
之後，餐前血糖5.5—6，餐後血
糖7.0-8.0， 註射胰島素開始
減量，血壓、血尿糖、體力、視
力、睡眠都有很快的恢復。口服
“克糖平”6個療程後，血壓、
血尿糖基本趨於正常，幾年不敢
吃的水果和食物現在都敢吃了。
迪爾先後給我們介紹了十幾個主
流社會的糖尿病人，他們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恢復。最嚴重的是
三型糖尿病，視力只有0.2，雙

下肢潰爛、腳趾疼痛，已潰爛掉一到二節流水生
蛆，胰島素已增加到最高用量，口服兩個療程
“克糖平”膠囊，視力明顯恢復0.4—0.6，尿路
感染痊愈，口服6-8個月後，腳趾潰爛痊愈，已
不再坐輪椅，視力清晰，腿走路有力，原高壓
160,、低壓120；八個月後，血壓、血尿糖趨於穩
定。

李坪林主任表示，長期的一、二型糖尿病容
易引起糖尿病黃斑變性而且糖尿病患者患視網膜
病變的風險高於常人，失明幾率是常人的20倍。
李坪林團隊的科學家一方面給病人口服天然胰島
素平穩降壓、降血尿糖外，另一方面王淑霞博士
會采用針灸療法治療糖尿病引起的視力病變。

近10年來，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患有糖尿病，
不及早發現治療血糖，導致視網膜病變的患者趨
於年輕化。紐約的陳先生，62歲，從事房地產工
作多年，因家族有糖尿病史，40多歲就發現患有

糖尿病，當時並不嚴重，從2010年開始，眼睛不
定期出現出血現象，不痛不癢，幾天就好了。
2015年不但玻璃體出現，視野呈現黑影，看不清
東西等癥狀，視力從1.2降到0.3。這個時候才感
覺到害怕，2016年經一個糖尿病病友介紹，在拉
斯維加斯找到了王淑霞教授，經過口服天然胰島
素“克糖平膠囊”6個療程配合針灸，雙側視網
膜病變得到控製和恢復。王教授建議定期進行眼
底篩檢，早發現早治療，很多病人發現眼睛有玻
璃體出血，都不引起重視，等真正失明的時候就
太遲了！李坪林、王淑霞博士的糖尿病團隊采用
的是中醫針灸自然療法治療糖尿病，療程短、恢
復快、無副作用等特點，受到來自眾多糖尿病患
者的好評。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大多是超肥胖的兒童或青
壯年，化驗體檢，發現血尿糖超標但無體征，對
於這種情況，家長不能忽視，一般一型糖尿病也
屬於隱性糖尿病，早預防、早治療、早恢復。

WHO世界衛生組織近20年的資料顯示，糖

尿病引起的視網膜黃斑變性（病變）是造成視網
膜模糊、青光眼、失明的罪魁禍首，現代醫學除
了胰島素、鐳射治療法之外，無特殊療法可治，
多年來“克糖平”使無數一、二型糖尿病人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康復，療程短恢復快，無副作用，
避免了心腎衰竭的發生。

天然“克糖平”的發現，給治療、預防一、
二型糖尿病開辟了新的治療途徑。

編輯提示：
王淑霞醫師主理的國際癌癥康復中心位於德州醫
學中心，應廣大病友的要求，目前在中國城開設
了分部。
地 址 ：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315, Houston,
TX77036
電話：281-818-7928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上午10AM—下午5PM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天后廟熱烈慶祝觀世音菩薩寶旦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副理事長陳作堅副理事長陳作堅,,監事長監事長賴文海在觀音誕先向天后娘祈福上香賴文海在觀音誕先向天后娘祈福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副會長楊贊榮副會長楊贊榮、、元老雲偉嘉元老雲偉嘉、、副副
理事長陳作堅理事長陳作堅,,監事長監事長賴文海在觀音誕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賴文海在觀音誕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率全體信眾及經生班向觀世音菩薩祈福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率全體信眾及經生班向觀世音菩薩祈福

..副副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理事長陳作堅向觀世音菩薩祈福上香 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率眾一心誦念德州天后廟理事長周滿洪率眾一心誦念 「「觀世音觀世音」」的名號的名號 德州天后廟供奉觀音娘娘德州天后廟供奉觀音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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