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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今天表示，COVID-19構成國際突發公衛事
件將滿2年，若所有國家採取全面作為，今年
有望結束疫情的嚴重階段，但不應假設Omi-
cron是最後一個變異株，未來須學習與病毒
共存。

世衛（WHO）今天召開年度執行委員會
議，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開幕致詞時表示，他2020年1月30日宣
布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構成國
際突發公衛事件將滿2年，並強調當時在中國
以外的病例不到100例，且沒有死亡病例。

譚德塞指出，但2年後全球共有約3億
5000萬例確診病例，逾550萬人死亡；自9

週前首次辨別Omicron變異株以來，全球已
向世衛組織回報逾8000萬病例，在上周平均
每3秒就有100起病例，每12秒就有1人因染
疫死亡。

他說，如果各國採取全面作為抗疫，今
年有望結束疫情大流行的嚴重階段，但這須
達成各國70%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且民眾
均能獲得診斷、氧氣和抗病毒藥物，以有效
的管理降低死亡率。

譚德塞認為，現在假設Omicron是最後
一個變異株的想法是很危險的，在可預見的
未來，國際社會須學習與病毒一起生活，各
國都處於不同處境，必須以謹慎、循序漸進
的方式，合作走出大流行的嚴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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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在夜間進食而不是在白天進食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以模擬夜班工作為重點的新研究可能對在非典型時間進食的
人有所啟示--比如那些經常夜班或輪班、經歷時差、晝夜節
律睡眠紊亂或在周末傾向於晚睡的人。百瀚和婦女醫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研究表明，夜間進食會
導致葡萄糖不耐受，而限制白天進食有助於調節血液中的葡

萄糖水平。夜間進食似乎會導致身體中央和外
圍晝夜節律“時鐘”之間的失調，這是一種在
24小時周期內調節身體、心理和行為變化的自
然身體時鐘。研究結果發表在《Science Ad-
vances》（科學進步）期刊上。
百瀚和婦女醫院睡眠和晝夜節律紊亂科，醫學
時間生物學項目主任Frank A.J.L. Scheer博士
表示：“研究結果表明，夜間進餐時間主要負
責對葡萄糖耐量和 β 細胞功能的影響，可能是
由於整個身體的中央和外周“時鐘”不一致造
成的。雖然中央晝夜節律'時鐘'仍在波士頓時間
，但內源性的血糖晝夜節律表明，一些外圍
‘時鐘’，如肝臟的時鐘，已經轉移到亞洲的
時區。”
葡萄糖不耐受導致高血糖水平，並經常發生在2
型糖尿病（T2DM）之前。這種情況下身體吸收
血液中的糖分進入組織的能力會降低。 2型糖尿
病在夜班工人中很普遍，他們通常白天睡覺，
晚上吃飯。之前的實驗室研究表明，無論是非

輪班工作者還是輪班工作者，在經歷了模擬夜間工作後，血
糖水平都有所上升。該研究的共同通訊作者 Sarah l. Chel-
lappa 博士表示，倒班工作者，雖然經常暴露在不合理的飲
食習慣中，但不一定能“免疫”其不利影響。

根據這項研究，那些在夜間進食的參與者血糖水平顯著
升高，而那些只在白天進食的參與者血糖水平沒有顯著變化

。此外，與那些只在白天進食的人相比，夜間進食會降低胰
島 β 細胞功能。 Β 細胞產生胰島素，這是一種將葡萄糖護
送進入人體組織的激素。此外，夜間進食導致了中樞晝夜節
律“時鐘”與內源性葡萄糖晝夜節律之間的不一致。中樞晝
夜節律“時鐘”是由核心體溫中的內源性晝夜節律所估計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參與者只在白天吃飯時，儘管
他們的睡眠時間不合適，這些節奏仍然保持一致。

Scheer博士表示：“在研究的參與者中，那些晝夜節律
系統破壞最大的人-在這裡被量化為其中央晝夜節律“時鐘”
與內源性晝夜節律葡萄糖節律之間的錯位-顯示出最大的葡萄
糖耐量損害。”該研究表明，儘管睡眠時間不合理，但白天
進食仍能保持內部晝夜節律一致並防止葡萄糖不耐受。

關於美國麻總百瀚
麻總百瀚（Mass General Brigham）由美國波士頓的麻

省總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與百瀚和婦女醫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所創立，這兩家分別是
哈佛醫學院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和美國頂尖的學術醫學中心
。麻總百瀚總共有16家成員機構，其中包括我們世界知名的
醫學中心、排名靠前的專科醫院以及美國規模最大、最優秀
的康復系統之一。

為加強全球的醫療服務，我們的各家醫院前所未有地統
一作為一個單一醫療保健系統一起共同行動。隨著這一變化
，麻總百瀚將帶領我們的系統開展國際化合作，促進與同樣
在改變世界的領先醫療機構的合作。

Frank A.J.L. Scheer博士
百瀚和婦女醫院睡眠和晝夜節律紊亂科 醫學時間生物
學項目主任
哈佛醫學院教授，神經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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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现在的年轻人生活节奏快，作息不规律，导

致很多人肠胃都不大好。这不，今天就有一位朋

友说他最近肠胃不好，消化功能差，很是苦恼。

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肠胃不好应该如何处理。

01，肠胃镜检查

对于肠胃不好的人呢，首先建议去做个胃肠

镜，因为肠胃问题，一定要首先排除器质性问题

，如果有基础疾病，那么直接按照医生的治疗意

见进行治疗。也不用担心难受，现在无痛的胃肠

镜很easy，麻醉后睡一个小时左右醒来，就拿到

报告了，基本上没感觉。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病理问题，那么至少可

以一定程度上放心。而接下来还出现肠胃问题，

那就需要做好日常调理了。

02，肠道微生物

通过肠胃镜排除了器

质性问题后，我们就要

开始调理肠胃了。怎么

调理呢？

最先需要调理的是饮

食，诸如避免刺激性食

物之类的、按时饮食，

不要暴饮暴食等，想必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我

这里再说一个其他的关

注点：肠道微生物，也

叫肠道菌群。

很多时候，我们谈菌

色变，毕竟很多疾病都

是微生物感染引发的，

然而，在我们人体中，

却存在着非常大规模的

微生物，那就是肠道微

生物。

肠道微生物有多大规模呢？我们人体的细胞

只有几十上百种，而肠道微生物种类高达上千种

。人体的细胞数量也不过是十万亿这个数量级，

而人体的肠道微生物数量高达百万亿。

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人体甚至可以看做

是一个肠道菌群的聚居地，因此科学家们也把肠

道微生物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

肠道微生物可不是单纯的聚集在肠道，而是

和人体的健康息息相关，典型的就是人体的消化

。

肠道菌群牢牢地结合在我们的体内，尤其是

消化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具有重要意义。比

如可以产生一些特有的酶类来促进食物的消化和

吸收，从而改善有机酸、脂肪等的分解，而对于

我们一些难以吸收的营养成分，肠道微生物同样

发挥着重要作用[1]。

如果肠道微生物平衡被破坏了，那么就会导

致人体出现肠胃问题，比如很多人去外地容易出

现腹泻，其问题可能就在于肠道微生物平衡因为

异地不适应而引发的。正因为如此，肠道微生物

对于人体的健康尤其是消化非常关键。

03，如何调节肠道微生物？

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补充人体所需的肠道微

生物，那么，到底什么微生物是人体肠道所需的

呢？这就要看一下我们肠道微生物中到底有哪些

成分呢？

怎么样，看着眼熟不？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其实，这俩不正是我们熟悉的益生菌吗？

没错，的确如此，我们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

中常见添加的益生菌本来就是肠道菌群中的优势

菌群，正是因为我们对肠道微生物进行研究，发

现他们可以长期和人类共存，于是研究人员才分

离了这些菌群，进一步对其研究发现，这些菌类

的确对人类有益。而伴随着市场和行业的发展，

益生菌在市场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常

见的某些酸奶、益生菌制剂产品等。

04，补充益生菌有用吗？

对于补充益生菌，一般最常见的困扰很多人

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摄入的食物会经过强酸性的

胃部，会不会导致益生菌根本到达不了肠道呢？

答案是否定的。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肠

道内是没有微生物的，后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微

生物，怎么来的？自然是从口入了，所以一些微

生物是可以经受住胃酸的考验而到达肠胃。

比如下面是一种乳杆菌菌株摄入后的研究，

通过采集口服乳杆菌的志愿者的粪便，结果发现

，在服用乳杆菌 14 天后，粪便中该菌达到了

108.41 CFU/g。可见，微生物的确是可以顺利通

过胃部而不至于全军覆没。

不仅如此，益生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过客，

它们会在肠道中定植，比如在停止口服该益生菌7

天后，志愿者粪便中依然可以检测到105.52 CFU/

g的益生菌活性，可见该菌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在肠

道中的定植。

从上述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口服益生菌，

不仅可以不被胃酸全部杀死，顺利到达胃部，还

可以在肠道定植下来。

而既然可以定植，那么就意味着他们成为了肠

道微生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开始发挥作用。

正因为如此，对于肠道不好的人，不妨尝试

一下补充益生菌。

其实生活中有不少可以补充益生菌的产品，

比如典型的是酸奶，此外还有不少其他产品也可

以补充益生菌。

当然了，日常对于肠胃的护理也是非常必须

的，一些有益的建议可以尝试一下。

1，规律性的饮食：很多人因为工作、加班、

游玩或者情绪的缘故，吃饭不规律，这就会极大

的影响肠胃，因为长期的适应，我们的胃消化动

力包括胃液分泌都会形成比较规律的特点，而不

规律的饮食就会导致肠胃也出现问题。

2，避免饮酒和刺激性食物：这一点也是非常

需要注意的。肠胃虽然很坚强，但是依然容易受

到伤害，比如饮酒，不仅是刺激性强，还是一类

致癌物，其他那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也要适度。

3，均衡膳食：膳食均衡是对健康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蔬菜水果粗粮等食物，不仅营养丰富，

更能促进肠胃蠕动，所以日常也要争取做到膳食

均衡。

益生菌，真的能调节肠胃吗？

已进入“四九”时节，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南

下。秋冬进补是不少老年朋友关注的重点，但究

竟哪些人能补，怎么补才对？不少人还存在一些

误区。对此，记者请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

羊肉是食物更是一味中药

前不久，67岁的蔡大爷约上三五好友，一起

吃个暖和的羊肉火锅。可几天后，他发现长出口

疮，又痛又难受。不仅如此，心里也烦躁，晚上

睡觉辗转反侧，睡着了也容易做梦。

在浙江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金涛看来，在中

医范畴，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味温补

气血的中药。早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

就提到了羊肉的药用价值：多用于治疗寒证，适

合于体寒的患者。羊肉性温，我国古代医学认为

，羊肉可以助元阳、补精血。在中医药膳中，羊

肉也被当作滋补品，有“人参补气、羊肉补形”

之说，特别适合阳气不足者食用。

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羊肉？相较古人而言，

如今大部分人并不缺乏营养，甚至是营养过剩。而

这其中，不乏肥胖、长期关节炎这类体内存在痰湿

的人群。而羊肉性热，体质偏热性的人吃了就容易

出现常说的“上火”。金涛认为，体属阴虚阳亢型

的人不宜吃，这类人不太怕冷，反而怕热，喜欢喝

凉的，一般精神较为兴奋，说话声粗音大，小便比

较黄，大便质地较干，且容易便秘。体属阴虚内热

型的人也不宜吃，这类人一般来说睡眠都不太好，

有些会出现夜间盗汗，且容易手脚心发烫或自觉发

热，情绪易焦躁，口干口苦，咽干不适，甚至牙齿

、鼻子出血。这两类人，在吃羊肉时应搭配清热食

物，选择一些性味比较平和、甘凉的，如鸭肉、甲

鱼、银耳、百合、梨、香蕉等。

进补不辨证或起反作用

人参性平，可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

，安神益智。但金涛说，人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

合吃，根据个人体质选择适合的补品才是正解。

秦女士平时不喜欢运动，体型偏胖，总觉得

没力气。老公看冬季进补的时间到了，特意买了

几根参给她吃。结果原先就有子宫肌瘤的她，发

现增生变大了。

“人参对患者的激素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到了反作用，使得气滞、痰气淤积的情况加重

。”金涛说。

最近，金涛诊间还来了一位阴虚体质的八旬老太

，因为连续吃了几天红参，老人血压骤升，差点中风

。让人没想到的是，老太竟然还来了“月经”。

“她的阴虚体质不适宜大热大燥的人参，虚

不受补。”金涛说，这类体质的人在食用大补元

气的人参后，极易使体内津液损伤得更加厉害，

导致疾病产生。

金涛总结，服用参类要特别注意6点。人参

不能和藜芦、皂角、五灵脂、萝卜、莱菔子一起

服用，且忌喝浓茶；心脏病和高血压患者要在医

师指导下服用；热性阴虚体质的人不适合吃红参

，吃了会上火，导致便秘、流鼻血、血压升高等

；寒性体质的人不适合吃西洋参，吃了会出现胃

痛、腹泻；感冒、发热、腹泻等急性外感类疾病

时，不适合吃人参；服用红参的时间宜在早上或

中午，不宜在睡前，否则会因兴奋影响睡眠。

金涛说，老年人想吃参类进补，最好能先询

问中医师，辨证后再进行调理补益。

两类体质少食羊肉 用参记住六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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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兩千海外倉 輻射全世界
作爲跨境電商的重要境外節點、

新型外貿基礎設施，海外倉建設事關

外貿高質量發展。日前，國務院辦公

廳印發《關于做好跨周期調節進一步

穩外貿的意見》提出，進一步鼓勵外

貿新業態發展，鼓勵金融機構以市場

運作方式加大對各類企業建設和使用

海外倉的支持，促進海外倉高質量發

展。

目前，海外倉發展情況如何？在

降本增效、暢通外貿供應鏈方面發揮

了怎樣的作用？記者采訪了相關企業

和專家。

面向全球 加快布局
英國伯明翰，縱騰集團旗下谷倉

海外倉裏，叉車往來穿梭、自動化分

揀設備有序運行。如今，谷倉英國倉

日處理訂單可達18萬單，每年可處理

近4萬個集裝箱入庫。縱騰集團副總裁

李聰介紹，谷倉海外倉全球倉儲面積

突破100萬平方米，已建成覆蓋全球30

多個國家、遍及六大洲的跨境電商物

流網絡。

目前，我國海外倉數量已超2000個

，總面積超1600萬平方米，業務範圍輻

射全球。中國倉儲與配送協會跨境電商

與海外倉分會秘書長周武秀介紹，海外

倉是跟隨跨境電商走出去的步伐發展起

來的，北美、歐洲等跨境電商業務量增

長較快、物流基礎設施較紮實的地區成

爲海外倉布局首選地。隨著我國貿易夥

伴更加多元化，海外倉的全球布局正逐

步拓展延伸。

一些企業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中建材集團進出口

有限公司在積極搭建建材跨境電商平台

——易單網的同時，相繼在沿線國家打

造了阿聯酋迪拜、越南平陽、巴基斯坦

拉合爾等6個海外倉，跨境電商與海外

倉聯動協調發展，構建起覆蓋中東、非

洲、東南亞等地區的海外倉網絡。“下

一步，我們計劃開拓南美和歐洲等市場

，不斷完善覆蓋全球、布局合理的海外

倉服務網絡。”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陳詠新表示。

今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系協定》（RCEP）生效，帶動全球近

1/3的經濟體量形成統一的超大規模市場

，發展空間極爲廣闊。

“近年來，東盟已成爲我國第一大

貿易夥伴，而且東盟國家跨境電商市場

發展迅猛，RCEP生效後，成員國間貿易

成本將進一步降低，東盟將成爲我國

貿易增長新藍海。”泛鼎國際集團總

裁陳柏華介紹，目前，泛鼎集團在菲

律賓、澳大利亞、日本等3個RCEP成

員國建有海外倉，計劃2022年在馬來西

亞、印度尼西亞等東盟國家投入資金建

設海外倉。“我們將繼續關注和評估

RCEP成員國市場環境，加大力度建設更

多海外倉。”

降本增效 多元服務
2021年11月，比利時列日機場，菜

鳥智慧物流樞紐項目正式啓用，首期投

入使用超3萬平方米，包括航空貨站和

分撥中心。在西班牙，菜鳥馬德裏海外

倉面積擴至3萬多平方米，備貨量增長

200%以上。

海外倉大大提升了配送時效。菜

鳥總裁助理、出口物流事業部總經理

熊偉以西班牙海外倉爲例說，如果企

業直接從中國發貨，即使是空運，到

達西班牙也需 6至 10天；但提前備貨

至海外倉，再從海外倉配送，80%的訂

單能在 24小時內完成投遞，95%以上

能在3天內完成投遞，一些訂單甚至可

以實現當日達。

“海外倉在暢通穩定全球外貿産業

鏈、供應鏈方面發揮了調節器、緩衝器

的作用。”陳詠新表示，海外倉以空間

換時間，通過提前備貨，可平滑生産、

配送周期，規避突發風險，例如新冠

肺炎疫情引起的停工和運輸中斷等；

通過庫存前移，拉近貨物與目標銷售

市場的距離，便利開展營銷推廣，提

高海外倉現貨貿易機會；通過提供退

換貨、維修等售後服務，降低商家運

營成本，提升客戶滿意度。如今，中

建材進出口旗下海外倉

年均營業收入超 10億

元，成爲維系和穩固

外貿産業鏈、供應鏈

的核心樞紐，是培育

和提高中國企業國際

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海外倉連接客戶、

商品、倉儲、配送等環

節，物流、訂單流、信

息流、資金流等信息彙

聚于此。在實踐中，一

些海外倉企業通過優化

訂單、倉儲管理系統，

歸納分析産品銷售數據

，爲客戶提供多元定制

服務。

屏幕前，甯波豪雅

集團大數據分析部門負

責人任超正在和同事們

對一款肩頸産品的相關

數據進行分析。“目前

公司在歐美市場的訂單

暴增，通過對産品曆史成交數據和海

外倉周轉率的分析，將海外消費市場

需求及時反饋給工廠，帶動生産端疊

代升級，加快貿易與産業深度融合，

有效縮短售前售後的響應時效，幫助

外貿企業開拓國際市場。”任超表示

。去年一年，豪雅集團海外倉發貨量

增長了 80%以上。甯波制造的各類冰

箱、洗衣機、廚電及健身器材等商品

正通過海外倉暢銷全球，銷量十分可

觀。

多措並舉 升級發展
智能搬運、機器視覺、大數據算法

……訂單與商品自動匹配，實現從“人

找貨”到“貨找人”的顛覆性升級。縱

騰智慧倉一期項目去年率先落地英國、

美國，規劃面積達5萬平方米，共投入

使用300台AMR（自主移動機器人），

可輕松承載600公斤重的貨物，通過識

別地面上的二維碼確定行駛路徑，最高

時速達20公裏。

“相比傳統倉庫，智能倉的作用

效率提升2至3倍，准確率達99.99%，

減少人工投入 50%，高效、安全又環

保。”李聰表示，縱騰將通過“數字

孿生”技術和“舊倉改造”工程，進

一步提升海外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創新物流供應鏈，增強跨境電商和海外

倉的生命力。

近年來，跨境電商駛入發展快車

道，一批海外倉企業抓住機遇、創新

發展，海外倉國際布局逐漸完善、服務

更加多元、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隨著

團體標准《公共海外倉設施技術要求與

運營管理規範》的逐步實施，也將推動

我國海外倉標准化數字化建設。但同時

，也面臨風險挑戰。

“海外倉是建在國外的倉儲物流

支點，不同國家資源禀賦、營商環

境、規則標准各有不同，這無疑增

加了企業屬地化投資運營的不確定

性。”周武秀說，目前影響較大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疫情防

控政策、港口運行、交通運輸及其他

不可控因素對海外倉的發展都有影響

。此外，一些中小型海外倉和跨境電

商企業面臨融資難問題，企業的境外

資産難以界定衡量，跨境金融服務亟

待完善創新。

在轉型升級中，縱騰逐漸從單一

倉儲配送功能向全鏈路綜合跨境服務

商轉變，根據掌握的貨物、物流等數

據信息，以第三方身份爲融資雙方提

供數據對接服務，幫助跨境電商企業

降低貸款成本，年化利息可下降 5個

百分點左右。

陳詠新說，作爲“跨境電商+海

外倉”模式的踐行者，中建材進出

口希望國家在支持跨境電商交易全

流程創新、柔性供應鏈建設、境內

境外聯動營銷體系、海外倉數字化

建設等方面出台更多有針對性的幫

扶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在境外融資

結算方面給予更多便利，助力海外

倉企業行穩致遠。

嚴防病毒傳播嚴防病毒傳播，，天普大學宣布學生入學天普大學宣布學生入學
必須戴外科口罩必須戴外科口罩、、雙層口罩或雙層口罩或 KNKN9595 口罩口罩

【美南新聞泉深】在 COVID-19 的 omicron 變種激增的情況下，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
versity)改變了其戴口罩指南，將不再允許學生在周一(1月24日）返回校園時只戴布口罩。

據費城 FOX 29 報道，學生現在必須佩戴多層外科口罩、雙層口罩 (外科口罩加布口罩）或
KN95 口罩。

在天普大學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負責學生事務的副校長奧蘭·加勒特 (Olan Garrett) 說：
“為了從事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並利用在天普大學的校園生活，我們必須繼續將我們的健康
、保健和安全作為重中之重。”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的新建議，KN95 口罩是對抗冠狀病毒傳播的最佳保護
形式。

天普大學還推動學生在春季學期回到校園後立即進行新冠病毒測試並獲得新冠疫苗加強接種

。
加勒特說：“強烈建議所有學生，無論接種狀態如何，都在你返回校園前的 48 小時內進行檢

測，以避免在抵達後檢測呈陽性的可能性。” “ 學校將接受學生在家測試的結果，通過將你的測
試結果的照片上傳到患者健康門戶網站。如果你無法在抵達校園前接受測試，則所有住宿學生都
必須在到達校園後的24 小時內進行 COVID-19 測試。”

據 FOX 29 報道，Temple 向校園內不同地點的學生提供數量有限的 KN95 口罩。
據該台報道，天普大學在聖誕節前宣布，視頻上課時間將持續到 1 月 21 日，以幫助對抗新

型冠狀病毒及其變種。天普大學後來將春季學期的學生入住日期推遲到了 1 月 22 日。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天下第一吹天下第一吹”” 著名管樂大師郭雅志吹響著名管樂大師郭雅志吹響
休斯頓華人春晚休斯頓華人春晚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由中國人活動中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休斯頓華助中心主辦的休斯頓華助中心主辦的20222022《《擁抱春天擁抱春天》》大休斯頓地大休斯頓地
區春節聯歡晚會於區春節聯歡晚會於20222022年年11月月2323日晚日晚66::3030 時在斯坦福藝術中心劇院隆重舉行時在斯坦福藝術中心劇院隆重舉行，，來自休斯頓各界來自休斯頓各界
華人華僑和世界各族裔的代表近千觀眾出席華人華僑和世界各族裔的代表近千觀眾出席。。晚會由陸峻晚會由陸峻、、孫聞孫聞、、劉金璐劉金璐、、常君和妞妞主持常君和妞妞主持。。
20222022《《擁抱春天擁抱春天》》晚會主席陸峻致歡迎辭晚會主席陸峻致歡迎辭，，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女士、、執行長楊德清博士執行長楊德清博士
帶領中國人活動中心理事會向休斯頓和全球華人拜年帶領中國人活動中心理事會向休斯頓和全球華人拜年，，向中國人活動中心義工們表示感謝向中國人活動中心義工們表示感謝，，向晚向晚
會演職人員表示中心德感謝會演職人員表示中心德感謝。。

晚會節目精彩紛呈晚會節目精彩紛呈，，會有後續報道會有後續報道。。晚會最大的亮點是有晚會最大的亮點是有““天下第一吹天下第一吹””的著名管樂演奏家的著名管樂演奏家
郭雅志的到來郭雅志的到來，，他曾擔任電視連續劇他曾擔任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水滸傳》》的插曲的插曲《《好漢歌好漢歌》》的嗩吶原吹奏者的嗩吶原吹奏者，，他的現場演他的現場演
出引起全場的轟動出引起全場的轟動，，特地用文字和視頻率先報道特地用文字和視頻率先報道。。

郭雅志郭雅志，，著名管樂演奏家著名管樂演奏家，，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曾師從於多位嗩吶曾師從於多位嗩吶、、管子名師管子名師。。精通吹嗩精通吹嗩
吶吶、、管子管子、、簫簫、、塤塤、、笛子笛子、、巴烏巴烏、、葫蘆絲葫蘆絲、、少數民族土著吹筒和西洋薩克管等近叁十種吹奏樂器少數民族土著吹筒和西洋薩克管等近叁十種吹奏樂器
。。演奏足跡遍及歐演奏足跡遍及歐、、美美、、亞大陸及中國各地亞大陸及中國各地。。有有““天下第一吹天下第一吹””美譽美譽。。

郭雅志是近年來頗具代表性的來自中國郭雅志是近年來頗具代表性的來自中國，，活躍於國際舞台的管樂大師活躍於國際舞台的管樂大師，，是伯克利音樂學院是伯克利音樂學院、、
費城藝術大學費城藝術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麻州理工學院及芝加哥大學等多所大學的訪問藝術家並舉辦大師班講麻州理工學院及芝加哥大學等多所大學的訪問藝術家並舉辦大師班講
座座。。同時同時，，他也是一位樂器發明家他也是一位樂器發明家，，發明了嗩吶活芯發明了嗩吶活芯、、多音葫蘆絲及古箏轉調雙槽碼子等多音葫蘆絲及古箏轉調雙槽碼子等。。上世上世
紀九十年代紀九十年代，，他任教於中央樂學院他任教於中央樂學院，，在藝術人道路在藝術人道路，，19981998年成為首位獲得紐約年成為首位獲得紐約Pro Musicis AwardPro Musicis Award
國大獎的華人國大獎的華人：：從從19881988年至年至19981998年年，，郭雅志擔任中央電視台每年春節晚會的嗩吶音樂郭雅志擔任中央電視台每年春節晚會的嗩吶音樂，，先後為先後為
《《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水滸傳水滸傳》、《（》、《（叁國演義叁國演義》》等上百部影視作品和多台電視晚會錄音配樂等上百部影視作品和多台電視晚會錄音配樂，，
出版發行了出版發行了《《中國嗩吶中國嗩吶》、《》、《百鳥朝鳳百鳥朝鳳））等多部個人專輯等多部個人專輯，，為電視劇為電視劇《《水許傳水許傳》》))插曲插曲《《好漢歌好漢歌》》
的嗩吶原吹奏者的嗩吶原吹奏者。。 20002000年年，，他出任世界級樂團香港中樂團嗩吶首席他出任世界級樂團香港中樂團嗩吶首席，，成為香港人最喜愛的中樂演成為香港人最喜愛的中樂演
奏家之一奏家之一，，並獲得並獲得20122012年度香港最佳藝術家獎年度香港最佳藝術家獎。。

請欣賞郭雅志大師吹奏的樂曲請欣賞郭雅志大師吹奏的樂曲
https://m.ixigua.com/video/https://m.ixigua.com/video/7056638331135885836705663833113588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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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2013年9月13日，英国发起一个世界

最丑动物的投票评选活动，水滴鱼以795

票夺冠军

为了保护濒危的丑陋动物，英国动物

保护人士发起了一场“没有最丑，只有更

丑”的“选丑”比赛。这场比赛结果出炉

，生活在大洋深处的怪鱼水滴鱼“荣登”

榜首。

英国丑陋动物保护学会主席和电视主

持人西蒙・瓦特在网站上发起此次票选活

动，旨在提高人们对那些长得不够可爱却

又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关注。

为此，瓦特与11位名人、喜剧明星

拍摄了“世上最丑动物”宣传短片。该视

频已获得了数十万的点击率。

瓦特说：“人们都知道大熊猫、雪豹

、老虎和狮子，认为那才是我们关心的。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每天都有

约200个物种趋于灭绝，我们必须关注其

他濒危动物。”

据悉，水滴鱼已成为英国丑陋动物保

护协会的官方吉祥物。

水滴鱼，全世界最悲伤的鱼

水滴鱼，又名忧伤鱼或软隐棘杜父鱼

、波波鱼，由于长着一副哭丧脸，被称为

“全世界表情最忧伤”的鱼。

水滴鱼的生长环境

水滴鱼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

沿岸600~1200米的海底当中，水压比海

平面高数十倍，人类很难达到其栖息地，

所以很少被发现。

水滴鱼的外形特征

水滴鱼有着蝌蚪状的体型，还有张扭

曲的丑脸。没有鱼鳔，使用鳃呼吸。身体

呈凝胶状，密度低于海水。可长到30.5厘

米。

在水滴鱼生活的地方，由于水压过大

，鱼鳔很难有效地工作。为了保持浮力，

水滴鱼浑身由密度比水略小的凝胶状物质

构成，这可以帮助它轻松地从海底浮起。

缺乏肌肉对于水滴鱼来说也不是什么

大问题，因为它主要靠吞食面前的可食用

物质为生。

水滴鱼的孵化方式

水滴鱼的孵化方式与众不同，雌的水

滴鱼把卵产到浅海后便趴在鱼卵上一动不

动，直到幼鱼孵出为止。

水滴鱼的生存威胁

科学家警告称，由于深海捕捞作业，

水滴鱼正遭受灭绝的威胁！

由于捕鱼活动大肆增加，水滴鱼经常

被同其他鱼类一起捕捞上来。

虽然水滴鱼本身肉质不适于食用，不

过因为跟龙虾和螃蟹生活在一起，也连带

着成为了牺牲品。

约克大学深海问题专家卡鲁姆· 罗伯

茨教授表示，公众应该更为关注水滴鱼的

命运。他说：“水滴鱼极易在这些渔网中

被捕捞上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这

种鱼类仅仅限于这些水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深海捕鱼船是世界

上最活跃的船队之一，所以，即便是水滴

鱼，海底也不再是它们理想的栖息之地。

大片的深海区域正面临海底拖网的威

胁。海底拖网是最具破坏力的捕鱼方式。

南部海洋也设立了一定的深海保护区

，但这只是在保护珊瑚而非水滴鱼。

深达200米的海洋也正在遭受着过度

捕捞，而且，捕捞作业已渐渐开始离开那

些大陆架，转入两千米深的深海区域。

真实的水滴鱼，很可能根本不长图片

上那副模样！

2003年，在一次研究航行中，科学

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条水滴鱼。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一直都悬浮在

70%乙醇溶液里。

当时，这一

标本就被亲切地

称 为 “Mr.blobby

”，它的嘴里甚

至还漏出了半截

寄生虫。

Mr.blobby

于是，大众

对它的形象就定

格在了这一标本

身上。

而这一标本

，也被当做水滴

鱼的形象照参加

了英国的“比丑大赛”。

但在深海中，水滴鱼可能比想象中要

英俊得多！

由于水滴鱼生活在深海区域，那里的

水压，是海平面的118倍。

因此科学家猜测，水滴鱼在深海的形

象与其他硬骨鱼差不多，并不会过分臃肿。

只是在被捕捞上来后，由于气压的迅

速减小，水滴鱼的身体会被压扁，成为了照

片上那样的一滩肉泥。

所以深海的水滴鱼，千万不要瞧不起

咱水滴鱼，它的长相可能比现在更俊。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水滴鱼能吃吗

？

根据相关渔业认证，水滴鱼是没有食

用价值的，所以垂涎欲滴的朋友们可以打

消幻想了。

因为没有肌肉，水滴鱼的口感很可能

像一坨脂肪一样。

此外，这类鱼全身凝胶状的物质还

有可能会危害到人类的身体健康。

世界上最丑的动物——水滴鱼

红绣眼鹦鹉，它们的中文学名：红眼

镜亚马逊鹦鹉。

它们是十分稀有的鸟类，被列入《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易危物种，受到法

律保护的野生动物，科学家研究它们就是

为了更好的保护它们。

西布耶教授说，这种鹦鹉非常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只

是半信半疑。

当我们来到巴西西部考察时，教授说

要对这种鹦鹉进行考察，我反而更期待能

早日见到这种神奇的鹦鹉了。

我们一行4人，教授和我，日本鸟类

学家——木村，还一名当地的保护区工作

人员（司机，也负责保卫我们的安全）。

一大早我们离开驻地，去山林中寻找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只有远离人类的山林

深处才能观察到这种鹦鹉。

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带领下，我们3个

小时内就找到这种鹦鹉了，它们头上的红

色羽毛十分显眼，常常是群体性活动，每

个群体规模都不大。

这种鹦鹉身长30多厘米，体重290克

左右。它们的眼睛很秀气，不同于其它鹦

鹉圆圆的眼睛，有点像人的眼睛，眼角明

显。

当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它们时，你一看

它们的表情，就能得到一个信号，它们已

经观察你很久了。

我们在观察它们，它们也在观察我们

。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警觉性很高，刚才

还能听到它们的吵闹声，现在全都静下来

了，它们早就发现我们了。

我不敢说话，怕惊走它们，西布耶教

授说不用担心，我们就在这里等它们过来

。

果不其然，最后在我们上方的树枝上

就出现了几只胆大的鹦鹉，它们是来仔细

研究我们的，分析我们有没有危险性。

直到它们认为没有危险，然后离开我

们回到鹦鹉群体中继续活动。

这种鹦鹉的真是非常漂亮，身上翠绿

的羽毛和大红色的眼圈形成鲜明的对比，

绿色衬托着红色，恰到好处。

西布耶教授说：“判断一种鹦鹉智慧

如何，只需要对这种鹦鹉的欲求行为进行

研究，就可以得到结论。”

那么什么是欲求行为呢？比如某种鹦

鹉为了食物，去积极的寻找和探索，直到

找到食物停下来吃，就停止了欲求行为；

等到下次饿了，才会重新出现这种欲求行

为。

研究鹦鹉的欲求行为，是可以考量一

种鹦鹉具有生存和智慧的能力，也就是说

，欲求行为越是复杂，就越具备有学习能

力，智慧也就越高。

在我们考察期间发现这种鹦鹉有一个

奇怪的习惯，我们给鹦鹉群体里的一只成

年鹦鹉取名叫“吉米”。

我们发现吉米会离开群体一段时间，

去接近另外的一个群体，不是别的鹦鹉群

体，而是一种叫做扁嘴山巨嘴鸟的群体。

吉米接近巨嘴鸟群体，对它们进行观

察，虽然不是经常的行为，只是偶尔会有

。

吉米为何有种行为呢？

后来教授说这是吉米在观察扁嘴山巨

嘴鸟的繁殖情况，看看巨嘴鸟的雏鸟出窝

了没有。

如果出窝了，就会有弃用的巢穴，自

己好去利用起来作为自己的巢穴，繁育小

鹦鹉。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记忆力很好，能牢

记它观察过的鸟类群体的特征。

虽然吉米现在还没有进入繁殖季节，

但是有了这种欲求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持

续时间久，也很复杂。

这不只是吉米有这种欲求行为，整个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群体都有这种行为，有

的会跟踪、观察其它鸟类，这是鹦鹉的喜

好不同。

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的这种欲求行为持

续时间久，自己又不会建造巢穴，使得它

们在生存中学会了思考和观察。

有一天我和西布耶教授、木村，在野

外的宿营地讨论——为什么其它鹦鹉会观

察别的鸟类，出现这种不统一的情况呢？

我当时发表的意见是——红眼镜亚马

逊鹦鹉如果是在扁嘴山巨嘴鸟的栖息地出生

的，使用的是扁嘴山巨嘴鸟遗弃的巢穴，那

么它们接触这种巨嘴鸟的机会就多，可能心

存感激之情，更愿意接近这种鸟类。

木村发表的观点不同与我，还驳斥了我

，“这是你具有的思想和思维，可能和你接

受的教育有关系，我不认可你的观点。”

木村又说：“红眼镜亚马逊鹦鹉喜欢

跟踪和观察哪种鸟类，完全取决于这种鸟

类的群体大小，群体越大，遗弃的旧巢越

多，找到的机会越大；更不存在什么感激

之情，扁嘴山巨嘴鸟丢弃的巢穴，并不是

刻意留给红眼镜亚马逊鹦鹉的，只是丢回

了大自然，鹦鹉再次利用也是适应自然，

不需要感激巨嘴鸟。”

木村还说：“为什么你非要人性化的

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搞得这么复杂，非要

有各种情感纠葛存在，一点都不自然。”

我当时也绝的木村说的有一定道理，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别扭，咽不下

这口气。

记忆力最强的鹦鹉——看你一眼就能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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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向逸葵樓居向逸葵樓居
民送餐民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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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邨疫情出現幾何式大爆發，單是逸葵樓22

日累積最少96人確診及初步陽性，映葵樓亦有8至

10人染疫，曉葵樓及芊葵樓亦發現初確個案，全邨

確診及初確人數增至最少 105人。由於該邨不少居

民任職保安、院舍及醫護人員，令疫情有蔓延至鄰

邨、院舍及醫院之勢。為免隱形患者遊走各區，造

成全港性大爆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2日

傍晚 6時宣布，映葵樓將即時“封樓”禁足 5天，

鄰近出現初確個案的曉葵樓、芊葵樓和暫未有個案

的旭葵樓及雅葵樓亦要圍封一晚強檢，餘下十多幢

大廈，以及邨內兩幢紀律部隊人員宿舍納入強制檢

測範圍，共涉及3.7萬名居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一對夫妻在窗邊瞭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葵涌邨染疫飆葵涌邨染疫飆至至101055宗宗 一邨三制採樣3.7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幾時可落街玩呀？”
（設計對白）

●每一輪的採
樣，都有數以
百計的居民在
屋邨地下排隊
輪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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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葵禁足映葵禁足 四廈圍檢四廈圍檢 其餘強檢其餘強檢
香港22日一共新增2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

中25宗為本地感染。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記者會上指出，逸葵樓疫情迅
速惡化，22日錄得8宗確診，另外本身住映葵樓14
樓的逸葵樓清潔工，以及到映葵樓同層探望祖母的2
歲女童亦確診，即葵涌邨兩幢樓宇合共有10宗新增
確診個案。

蔓延至芊葵及大窩口
初確個案更飆至超過100宗，其中大部分是逸葵

樓居民，連同已確診個案在內，該幢疫廈已有96人染
疫，映葵樓則有8人確診及初確，曉葵樓亦有一名清
潔雜工初確，令該邨確診及初確個案增至105宗，傍
晚更有檢測承辦商報告芊葵樓也發現有檢測呈初步陽
性。

張竹君表示，逸葵樓個案涉及73個單位，低層佔
較多，但高層患者也不少，“幾乎層層都有（個
案）”；映葵樓則涉及14樓4個單位，另外8樓、18
樓、25樓和28樓也有初確病例，有初確患者在護老院
及醫院工作，有關接觸者需送往檢疫或須進行檢測。
同時，大窩口邨22日出現與逸葵樓相關的確診及初確
個案，早前確診、居住深水埗南昌街地盤工人的病毒
基因排序亦證實與確診Omicron新變種的巴基斯坦籍
女子相同，相信社區已出現傳播，隨時可能造成全港
爆發。林鄭月娥在22日傍晚的記者會上指出，葵涌邨疫
情屬Omicron BA.2亞型新變種，傳播力極強。逸葵樓
本月20日出現9宗確診及初確個案，翌日即翻倍至20
宗，22日全邨更多達105宗，即一日內翻了四五倍，顯
示該邨疫情已幾何級數式傳播，故要採取進一步的堵截
措施。

22日凌晨4時起圍封強檢至22日晚7時的映葵
樓，隨即被封樓禁足5天檢測，“（映葵樓）凌晨圍
封的首批940個檢測樣本，已發現8至10宗初步陽
性，鑑於有爆發，所以與逸葵樓一樣5天圍封檢
測。”

旭葵雅葵暫未發現個案
曉葵樓、旭葵樓、雅葵樓及芊葵樓亦要圍封一天

檢測。其中，旭葵樓及雅葵樓因與逸葵樓屬同一區域
的鄰近樓宇，即使未有個案亦要圍封一天，而芊葵樓
部分居民自願檢測後，港府於22日傍晚收到通知發現
初陽個案，故亦須圍封強檢。該邨其餘十多幢樓宇則
要強制檢測，而目前用作紀律部隊人員宿舍的居屋葵
馥苑安葵閣和樂葵閣因位處邨內，住客同樣要強檢。

全邨採樣量今增至3萬
林鄭月娥表示，葵涌邨約有3.5萬名居民，連同葵

馥苑即有3.7萬人要檢測，香港化驗所每日檢測能力達
10萬個，主要限制在於採樣，該邨流動採樣站22日採
樣量有1萬人次，今日可增至3萬個。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邨內現設有3個
流動採樣站，不排除會增加。對逸葵樓22日有不少人
排隊檢測，或增加交叉感染風險，陳帆表示會留意排
隊人龍，倘聚集人數多，會有專人呼籲在家等候，待
人流較少時以電話或上門通知，以有序進行檢測。

香 港 新 聞 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4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臨近農曆新年，
社會各界均期望年初四可
以“疫苗氣泡”為基礎，
重開晚市堂食，惟撞正葵
涌邨疫情幾何式爆發，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2日直
言，年初四能夠大幅度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機會微，但表示會否適

度放寬則有待討論。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亦認
為，年初四放寬的機會微乎其微。香港餐飲聯
業協會會長黃家和預料，若堂食禁令持續生意
將減少四成，更估計不少酒樓會撐不住結業。

現行的防疫措施將於大年初三屆滿，原本有
望最快大年初四重新開放指定處所或晚市堂食，
但林鄭月娥2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鑑於現時疫
情嚴峻，在年初四能夠大幅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的機會微：“係咪百分百唔放，或利用‘疫苗氣
泡’咁放，會再仔細討論，適時公布。”

許樹昌對此表示認同，“我相信年初四沒
有太大可能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因為現時兩
條戰線，又有Omicron又有Delta，現時葵涌
屋苑又有爆發。我們都需要時間弄清楚社區有
否擴散。”

黃家和表示，1月、2月向來是行業旺季及
重要時期，尤其農曆新年帶來的生意額，足以

捱過全年最淡市的3月、4月，按過往兩年限
制堂食經驗，食肆營業額會跌四成，稱推算原
預計新年帶動業界有100億元（港元，下同）
的生意額，“無得晚市堂食最少跌40億元。”

黃家和：酒樓或面臨停業
他續說，雖然規模較小的餐廳可轉型推出

外賣、盆菜等，惟以經營宴席為主的酒樓，不
能做春茗及團拜生意，或要面臨停業，勢累及
一眾從業員、食材供應商等，形容是“年關難
過”。他希望特區政府提供支援，明言即使財
政司再派消費券，但餐廳無法做堂食，對飲食
界幫助不大。

特首：初四大幅放寬社交措施機會微

●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區正
受Omicron及Delta變種病毒雙重夾擊，Omicron
在葵涌邨大爆發，疑與寵物店群組相關的Delta傳
播鏈亦持續擴大。一名居住藍田邨藍碧樓的62歲
男保安員疑感染Delta，但他從未到訪寵物店，也
沒有飼養倉鼠，暫列為源頭不明個案。

另一名居住西營盤高街的61歲女子，曾到
訪西環明星海鮮燒鵝專門店，同一時段一名寵
物店群組男患者亦在該店午膳，衞生防護中心
正調查兩者是否有關連。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2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居住觀塘凱滙3座的聖
若瑟英文中學17歲男學生的兩名家人22日確
診，均驗出帶有Delta病毒。東涌映灣園1座及7
座早前確診的兩名學生，各多一名家人確診，
當中一人與曾到訪銅鑼灣Little Boss寵物店、早
前確診的30歲女顧客一起購物及用膳。

在22日的3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中，有一
宗疑感染Delta病毒，該名62歲男子居住藍田邨
藍碧樓，在長沙灣政府合署10樓勞工處任職保

安員。他從未到訪寵物店，也沒有飼養倉鼠，
暫時列為源頭不明個案。

在初確個案中，一名居住西營盤高街、已
退休的61歲女子，曾於17日與寵物店群組一名
73歲男患者，於中午同時段在德輔道西明星海
鮮燒鵝專門店同場、不同枱用膳，衞生防護中
心正調查是否有關連。現時食肆需暫停營業，
員工要接受檢疫，食客則需接受檢測。

該名寵物店群組男患者早前曾到訪的香港
仔龍薈日前也有一名男食客確診，張竹君表
示，兩人座位相隔很遠，中間更有牆壁阻隔，
衞生防護中心仍在調查兩人是否在洗手間感
染。

巴裔婦群組繼續擴大
另外，在檢疫酒店感染後將Omicron帶到

社區的巴基斯坦裔主婦衍生的群組繼續擴大。
在美孚百老匯街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曾為
其確診兒子監考的女教師，其一名61歲家人在
檢疫期間確診。

無到寵物店未養倉
男保安疑感染Delt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調查顯示，葵
涌邨逸葵樓垃圾房內手柄等部分環境
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相信爆疫主
因是清潔工人將病毒帶到各個樓層，
更令映葵樓亦出現疫情，因此已將全
邨40多名清潔工人全部送往竹篙灣
檢疫中心隔離。

葵涌邨疫情的終極源頭，來自於
油麻地香港海景絲麗酒店檢疫期間感
染Omicron 變種病毒的巴基斯坦婦
人。她檢疫結束返回大坑東邨東滿樓
家中，將病毒傳給丈夫和子女，丈夫
13日到逸葵樓垃圾房拾荒到南昌街擺
賣，令病毒在葵涌邨迅速蔓延。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在逸葵樓工作的確診清潔工記不起在
垃圾房內與他人有接觸，故未必涉及
面對面傳播，有可能是該名拾荒者污
染垃圾房，病毒便在大廈內散播。她
指出，早前在逸葵樓抽取的環境樣
本，部分已檢出對病毒呈陽性，包括
8樓升降機按鈕，以及7樓垃圾房的
內門柄，顯示大廈有較大規模的環境
污染，而垃圾房只有清潔工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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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顧長衛執導的電影《刺猬》今

日殺青，發佈先導預告及概念海報，

首度官宣葛優、王俊凱兩位領銜主演

。 在兩人的首次合作中，葛優扮演

俗世奇人王戰團，首度嘗試精神病人

角色； 王俊凱顛覆形象，扮演自卑

口吃的少年周正。 電影根據鄭執小

說《仙症》改編，講述王戰團與侄子

周正的這對怪咖忘年交的故事，他們

是俗世中的“異類”，卻是彼此眼中

的正常人，共同經歷了一段獨具荒誕

色彩的東北往事。

葛優王俊凱“怪咖”相惜俗世
走一遭“有病一起治”

葛優和王俊凱首度合作，在電影

中演繹一對同病相憐的忘年交。 葛優

首度出演精神病人角色，他飾演的王

戰團是他人眼中的“精神病”，偶爾

瘋癲，卻有著獨一份的清醒。 王俊凱

飾演自閉沉默的少年周正，患有口吃

，為治病而渾身紮滿銀針，如此敏感

自卑的邊緣人角色與他以往在觀眾印

象中陽光開朗的形象大相徑庭。 王戰

團與周正均是他人眼中的“病人”，

求醫問藥只為治好自己的“病”。 預

告隨著王戰團的一句“你，沒病”戛

然而止，引人深思。 有沒有“病”究

竟要如何定義？ 所謂的“病”從何而

來，要如何痊癒？ 自帶喜感的東北話

對白搭配辛辣的人性叩問，展現出獨

特的黑色幽默。 影片內 容初露端

倪，不禁讓人好奇導演顧長衛將如何

講述這個故事。

概念海報中，葛優飾演的王戰團

站立於巨型刺猬之上，儼然一副俗世

奇人的特立獨行之態。 脚下刺猬身

披一襲尖利的刺，好似野蠻生長的荊

棘。 王戰團猶如站在荊棘之中，處

境困窘，孤立無援。 作為與周遭格

格不入的“少數人”，他又何嘗不是

一隻刺猬？ 與眾不同的清醒，便是

他的一身芒刺，容易刺痛別人，更容

易傷及自己。

預告與海報一經釋出，迅速引發

網友關注，大家紛紛評論表達期待：

“葛優和王俊凱的表現顛覆了我的印

象，開始期待這部戲了。”

葛優顧長衛近三十年後再合作鄭
執擔任編劇講述“東北一家人”

電影改編自小說《仙症》，是

鄭執的代表作，鄭執此番擔任電影

編劇，與一眾金牌主創共同打造品

質大戲。

葛優最擅長扮演的兩類角色：一

是喜劇人物，二是體現現實痛楚的深

刻人物。 在原著設定中，王戰團是

多數人眼中的“瘋子”，卻有著清醒

而純粹的心，恰恰是很好地融合了葛

優所擅長的兩種人物特色。 葛優出

演王戰團可謂得天獨厚，擁有充分的

發揮空間。 不少觀眾看罷預告便感

受到葛優與角色的高度契合，表示

“讀原著的時候想像的王戰團就是葛

優的樣子”。

值得一提的是，拍攝《刺猬》

是葛優與顧長衛繼《霸王別姬》後

時隔近三十年的再度合作。 顧長

衛作品重視人文關懷，觀照社會底

層群體。 葛優作為極具個人風格

特色的演員，其喜劇風格往往能為

厚重題材增添亮色。 當顧長衛的

人文精神與葛優的喜劇特質相碰撞

，必然會迸發奇妙的化學反應。

喜劇讓人性背後的洞見更顯蓬勃張

力，人文關懷讓有趣的角色表達愈

加深刻。 兩位的強強聯手給大家

帶來驚喜的同時，也為電影品質提

供了有力保障。

電影《刺猬》由英皇（北京）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英皇影

業有限公司、北京歡喜首映文化

有限公司、歡歡喜喜（天津）文

化投資有限公司、湖南快樂陽光

互動娛樂傳媒有限公司、坐北朝

南（深圳）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出

品。 出品人楊受成、董平、項紹

琨、蔡懷軍、顧長衛，導演顧長

衛，製片人梁琳、施鴿、陳爽，

原著、編劇鄭執，葛優、王俊凱

領銜主演。

顧長衛《刺猬》首曝預告
葛優王俊凱演忘年交結成最佳“病友”

新晋金雞影帝張譯新片《五金家

族》首曝預告及海報，影片鏡頭對準

上世紀90年代小鎮，講述兩個下崗工

人本意追討債款，卻最終收養欠債人

女兒，三個人自此命運緊密相連的故

事。 影片由張大鵬執導，韓三平監

製，韓家女編劇，張譯領銜主演，潘

斌龍、周依然、程曦、袁曉旭、黃婧

儀主演，郝蕾特別出演，張國強、方

青卓友情出演，將於2022年上映。

金雞影帝張譯最新力作全員演
技派預告無臺詞飆戲

“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但我真

的好愛我的職業！” 2021年12月30

日，榮獲第34届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

男主角獎的張譯在舞臺上幾度哽咽，

“實至名歸”是網友們高頻提及的詞

彙，與此同時由張譯領銜主演的新片

《五金家族》也備受關注。

影片近日首曝預告及海報，15秒預告

全程零臺詞，搖滾配樂搭配9個快切

鏡頭，濃縮展現影片硬核復古土酷氣

質。 運煤火車車頂，鏡頭推近主角

轉身，身著夾克、戴著茶色墨鏡的張

譯驚豔亮相。 鏡頭一轉，張譯、潘

斌龍、小女孩搭夥成為“五金店三人

組”，張譯與郝蕾背對無言，張國強

一臉錯愕，張譯和周依然兩人眼裡有

著一樣的倔强，預告結尾以老年造型

的張譯從高空一躍而下為落版。 全

員演技派渾身是戲，無需臺詞注腳，

戲劇張力穿透荧幕，夾雜些許詼諧幽

默。

另類三口之家情比五金堅導演
張大鵬傾情力作

此次伴隨影片預告曝光的還有

“外來戶”版海報，海報做舊如舊，

真實得仿佛從潘家園淘來的老照片，

讓人瞬間想起自己家裡壓在玻璃板下

的膠捲照片。 小女孩的照片被粘在

張譯、潘斌龍合照之上，表示對於這

個特殊的“三口之家”而言，小女孩

是後來加入的“外來戶”。 海報下

方三人“證件照”，表明影片故事時

間跨度長達十餘年，兄弟倆將“外來

戶”小女孩撫養成人。 時間的跨越

讓每個人之間的情感產生了越來越堅

硬的成長，就像真正組成的家庭一般

。 玻璃板下壓著拼貼照片的形式，

剛好承載了這種複雜的情感——雖然

五金加工店給人的感受是銹蝕金屬彌

漫著機油味兒，但是角色之間的情感

卻像五金工具一樣越來越堅硬。

影片此輪發佈雖暫未透露更多劇

情，但別具一格的風格調性，透過物

料可略窺一二。 搖滾配樂沒有臺詞

的預告、復古真實感拉滿的海報，講

述家庭故事的劇情片也能這麼酷？

看看主創班底配寘便昭然若揭。 執

導本片的張大鵬導演深諳“攝心術”

，作為包攬國內外各大廣告及短片大

獎大滿貫的資深導演，曾打造《啥是

佩奇》《喜相逢》等現象級作品，創

造連年刷屏的效果。 敘事流暢、視

聽獨特，尤為擅長打造出人意料的反

差感細節，洞察人物情感的同時不失

黑色幽默，親情題材更是張大鵬的拿

手絕活。 電影《五金家族》此番首

次亮相，張大鵬作者風格鮮明突出，

影片將帶來哪些獨特的觀影體驗？

讓我們拭目以待！

電影《五金家族》由上海阿裡巴

巴影業有限公司、正夫影業有限公司

、北京安瑞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

品，奔跑的人（廈門）影視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海口喜樂福影業有限公司

、四月的都靈（北京）影視傳媒有限

公司聯合出品，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

有限公司發行， 將於2022年上映，

敬請期待！

張譯新片《五金家族》首宣全陣容
潘斌龍郝蕾驚喜加盟2022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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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日前發布其新
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在智利真實世界中對6歲

至11歲未成年人的保護效果數據。研究結果顯
示，全程接種科興疫苗對6歲至11歲兒童有症
狀感染的保護效果為76%（74.76%-77.6%），
對 住 院 病 例 的 保 護 效 果 為 87.6%
（76.96%-93.38%）。

研究覆蓋200萬6至16歲人群
該研究數據來自2021年6月至12月12

日期間智利國家健康基金會（Fonasa）所覆
蓋的200萬名6歲至16歲接種或未接種疫苗
的兒童和青少年信息，其中6歲至11歲兒童
的保護效果採用接種科興疫苗後的數據。

該項研究是全球第一個正式發布的滅活
疫苗在兒童人群中的保護效果數據，亦是
Omicron（奧密克戎）變異株肆虐全球後首

個發布的疫苗保護效果數據。
科興對兒童成人同樣有效
研究結果證實，科興疫苗對兒童與成人同

樣有效，尤其對輕症或感染的預防效果優於成
人。該項研究方法、信息化系統與前期發表在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成人研究相一致，同
樣由智利研究團隊主導完成。研究結果已向巴
西藥品審評機構報告並獲得批准。

科興方面表示，結合智利的研究結果與中
國在兒童人群中數億劑次的大規模接種，確認
了科興疫苗的安全性。作為在人類歷史上使用
歷史最長，接種範圍最廣的滅活疫苗技術路
線，智利衞生部表現了更大的信心。智利衞生
部顧問阿勞斯（Rafael Araos）表示，科興疫
苗是智利唯一獲准用於低至3歲人群的新冠疫

苗，從評估數據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疫苗對於
預防兒童和青少年感染和入院都是非常有效
的。

自全球疫情爆發以來，已有包括中國在內
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批准本國兒童接種科興新冠
疫苗。科興此前透露，截至今年一月上旬，內
地3歲至17歲人群接種科興疫苗近2.5億劑，
其中5歲至11歲的人群近1.2億劑。

2021年9月6日，智利批准科興疫苗在6
歲至17歲人群中緊急使用；同年12月6日啟動
3歲至5歲兒童接種科興疫苗。今年1月 20
日，巴西正式批准了6歲至17歲未成年人接種
科興疫苗，但該准許暫不適用於免疫力低下的
免疫抑制人群。巴西預計最快在今年3月份之
前可對巴西兒童進行全面接種。

智利6至11歲兒童打科興 有症狀保護率76%

中國國家衞健委表示，當前內地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明顯降
低，但近期部分地區接連有本土聚集性疫情報告，疫情

擴散和外溢風險仍然存在。賀青華表示，近期，Omicron變異
毒株在全球廣泛傳播，多國疫情屢創新高。冬（殘）奧會即將
開幕，春節將至，入境人員增多，人員流動增加，中國仍面臨
較大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壓力。

賀青華表示，內地多宗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向好的態
勢。天津Omicorn疫情報告病例數已持續下降，1月21日首次
出現社會面的病例清零，社區傳播風險基本控制。河南安陽新
增病例數呈下降態勢，但仍需警惕社區特別是農村地區存在的
隱匿傳播導致的潛在擴散風險。

京面臨“雙毒”雙重挑戰
據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通報，21日16時至22日16時，北京新
增9例本土確診和3例無症狀感染。而自15日以來，北京此輪
疫情已累計報告本土病例34例，面臨Delta（德爾塔）和Omi-
corn雙重挑戰，疫情呈現多點散發態勢。

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政府新聞辦主任、市政府新
聞發言人徐和建表示，當前北京面臨德爾塔和奧密克戎毒株雙
重挑戰，疫情呈現多點散發態勢，防控形勢嚴峻複雜。他稱，
當務之急要堅持從快從嚴從緊，堅決管控風險隱患，切斷傳播
鏈條，以最快速度最有效措施把疫情控制住，確保市民群眾安
全和冬奧安全。

非冷鏈物品播毒證據不足
近期以來，北京、深圳、珠海等地出現的確診病例，均

曾報告在發病前接觸過境外郵件等物品，學界也有疑似郵件傳
毒、物傳人等觀點。賀青華就此表示，現有研究表明，新冠病
毒感染者排出的病毒可以污染物品表面，病毒在物品表面不會
增殖，在常溫條件下病毒短時間內會降解失去感染活性。專家
研判分析認為，目前非冷凍入境物品導致境內人員感染的證據
尚不充足，有待進一步研究，帶來疫情防控風險還需要密切觀
察和評估。

賀青華表示，從全球研究和防控實踐看，新冠病毒經呼
吸道感染，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近距離接觸傳播，由污染物
品導致人感染不是新冠病毒主要的傳播途徑，但也不排除這種
可能。非冷鏈物品傳毒的證據還不充足，需要進一步研究。因
此，當前新冠疫情防控的重點仍然是防範人與人之間傳播。

內地2.18億老人已接種疫苗
另據官方通報，截至1月21日，內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

疫苗29億6,067.5萬劑次，完成全程接種的人數為12億2,445
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覆蓋率總人
數達到2.1898億人，完成全程接種的老年人是2.0994億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新華社
及中央社報道，台灣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加
劇，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2日通報，
新增82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為今年新
高，另新增境外輸入48例。

電腦廠傳播鏈擴大 6400人送檢
據指揮中心公布資訊，高雄市12例

是新光輪相關群聚感染，病毒定序Omi-
cron變異株，與桃園不同。而桃園機場旁
遠雄自由貿易港區內的亞旭電腦廠，有2
名外籍勞工1月9日去西堤餐廳用餐未被
匡列，21日才採檢確診、且傳染給4名同
事；指揮中心22日公布，新增亞旭電腦
外勞相關接觸者64人，至今累計確診個
案達到70人（64人為外勞）。

桃園市政府指，亞旭電腦21日發現
有外勞確診，但並未馬上停工，將對其開
罰30萬元（新台幣，下同）。桃園市政
府22日晚表示，亞旭電腦未確實註記外
勞外出地點記錄、未落實分艙、分流工作
原則及外勞調派規定等指引，採取最重裁
罰30萬元；總計對亞旭裁罰60萬元。由
於亞旭電腦只是遠雄自貿港區中30家公
司之一，目前亞旭電腦已停工，並有
6,400多人陸續送到集中檢疫所。

指揮中心表示，新增82例是非常高
的數目，主要來自於高雄市與桃園市，另
外有部分零星個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
各新增一例及其他零星案例。

自即日起，宗教團體停止辦理繞境、
遊行、搶頭香、搶春牛等易聚集擁擠人
潮、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集會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帆上海
報道）作為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國國
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復旦大學附
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今年
上海兩會期間向大會提交了建議，指
出全球抗疫出現了疲憊和鬆懈，中國
即將面臨更大風險，應未雨綢繆做好
系統性抗疫準備。他以上海為例，目
前當地輸入性疫情已經達到抗疫以來
最高峰，建議能針對“疫情規模超出
現在5倍或者10倍”做好預案，包括
實戰演練、加強救治體系建設、加快
抗疫科技平台建設等等，並應作好對
更基層醫療機構的培訓和分級診療的
培訓及物資準備。

張文宏指出，Omicron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席捲全球，中國近期多個
地區的疫情都出現了源頭不清的情
況，證明大多數Omicron傳入時無症
狀，很多感染者在早期很難被發現。
需要警惕的是，由於重症化下降，很
多國家特別是Omicron流行已經見頂
的國家，已經出現了認為防疫意義不
大的觀念，世界主要國家都列出了放
開限制措施的時間表。這也就意味
着，中國即將面臨的強大輸入性疫情
和本土病例傳播的巨大風險。
張文宏提醒，Omicron的隱秘特

性仍然有可能誘發較大範圍的傳播，
繼而帶來醫療擠兌和次生災害，所以
在防疫不僅不能放鬆，還要做好新階
段的精準防控準備。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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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日北京日北京，，醫護人員在為市民進行核酸採樣醫護人員在為市民進行核酸採樣。。 法新社法新社

●●工廠員工在園區內園區內接受緊急篩檢。 中通社中通社

●●去年去年99月月，，一名兒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接種一名兒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接種
中國科興新冠疫苗中國科興新冠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文宏：
需做好疫情暴增10倍的準備

京一周京一周3434宗本土病例宗本土病例
社區傳播風險較高社區傳播風險較高
呈多點散發態勢呈多點散發態勢 風險人群排查管控加快風險人群排查管控加快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帥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一級巡視員賀青華22

日表示，當前中國內地疫情形勢總體依然平穩，此

前發生的多宗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向好態勢。在北

京疫情方面，海淀近日新增病例來自集中隔離篩查

發現，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北京朝陽、房山、豐

台、大興近日報告的本土病例疫情處於發現早期，

疫情源頭還在排查過程中，多名感染者活動軌跡較

複雜，涉及場所人群密集，社區傳播和外溢的風險

較高，需要加快風險人群排查和管控。



BB88
星期二       2022年1月25日       Tuesday, January 25, 2022

休城社區

*禮品優惠有效期為1/17/2022至3/27/2022。 廣告所示禮品非實際尺寸。 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每人僅限一份禮品。 欲獲得禮品，需開設合格的個人支票、儲蓄或定存帳戶，並一次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不
得為現有華美銀行存款。 帳戶申請需經過華美銀行審核及批准。 優惠不適用於商業帳戶。 提前解約定存帳戶可能須繳罰金。 詳細帳戶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 禮品將在開立合格帳
戶並存入要求的資金時發送。 通過華美銀行分行（親自或遠端）開立合格的帳戶的客戶，請先洽詢行員確認您希望開立的帳戶符合優惠資格，並預約領取禮品的時間。 客戶須親自前往華美銀行分行領取禮品。 如欲
通過華美銀行手機銀行APP開立合格帳戶，優惠僅限新客戶，且帳戶郵寄地址必須位於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及夏威夷除外）。 禮品將於帳戶開立且存入資金后的4至6周內發送至帳戶的郵寄位址，送完為止。 您可免費
使用華美銀行的手機銀行服務，但您的電信服務供應商可能會收取簡訊費用。 請諮詢您的服務供應商，瞭解可能適用的具體費用及移動網路流量資費。

現在開立合格存款帳戶，即可獲得

琉璃工房限量版新年開運水晶。*

*開立存款帳戶並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 | 優惠截止日3/27/22

詳情請上網eastwestbank.com/2022 
或致電888.819.8880。

虎踞天下，風生水起。

下載我們的手機銀行APP

琉璃工房限量水晶「登高」，
獨家提供華美銀行客戶。 掃描二維碼瞭解詳情 。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周六本周六《《生活生活》》之之《《修車師姐修車師姐》》
----------汽車日常保養的誤區汽車日常保養的誤區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本周五本周五11月月2828日日《《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農歷新年農歷新年 那些曾經難忘的鄉愁那些曾經難忘的鄉愁！！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農歷新年來臨，傳 統和傳承的意義凸顯，鄉愁（Nostalgia）的氣息

濃郁，因為新冠疫情，許多海外華人想回國卻回
不去，無奈只能電話或視頻祖國的親人，盼著疫
情解禁的那一天。

雖然過去一段時間中國註射疫苗的速度大大
提升，但至少在中國部分地區，疫情管控其實變
得愈發嚴格。最近西安、天津等地因為出現感染
Delta和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毒的病人，當地防疫
措施上升了一個等級，入境人士的隔離觀察期限
不斷延長，部分區域的餐廳也不再開放堂食。

中國直到2022年底之前都不太可能重新開
放邊界。這有害怕變種病毒傳播的考量，也有政
治上的因素。2022年2月，中國將舉辦北京冬季
奧運會，這將是中國向世界展現其軟實力的一次
機會，也是中國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2022年底
，北京將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這是中國執政黨進行權力交接的重大時刻。
這些因素導致中國在疫情管理上采取非常謹慎嚴
格的態度，即使是中國公民，想要從海外進入中
國，都是一件非常復雜又麻煩的事情。

不過，當在海外的華人逐漸打上疫苗之後，
許多已有近兩年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的華人寧可
克服重重困難，接受反復多次測試核酸、購買高

價機票、經歷漫長的酒店隔離也要回到中國和家
人團員。

他們有的是要探望家中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
父母，有的是要和愛人團聚，有的是要洽談工作
上的關鍵合同，有的則是在經歷了疫情的孤獨和
恐懼之後，想要把生活重心轉移回中國。

北美的許多華人論壇和微信群裡，如何購買
機票，如何準備登記前的核酸雙陰證明是大家都
在關心的話題。但許多久居國外的人回到中國之
後，經歷了巨大的逆向文化沖擊，大家在討論這
些文化沖擊的同時，也意識到最近這幾年來，中
美這兩個大國彼此之間的漸行漸遠。

請看本周五晚7:30《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
總編輯蓋軍和著名的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Jason
Blatt)以及JK United 董事長陳珂談農歷新年 那些
曾經難忘的鄉愁！

請觀眾屆時收看。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美南時事通

》，也可以通過iTalkBB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
電視的節目。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車主都
知道汽車需要定期、例行保養，如更
換三濾、機油等消耗品，檢查輪胎和
製動系統的安全性等。但是，在車輛
的運行過程中，很多部件都在不斷地
磨損，例行保養、檢查範圍也遠遠不
限於三濾、機油、剎車片、火花塞等
，很多地方如果平時不註意檢查、維
護，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出現意想不
到的故障。本期《修車師姐》節目，
完整修車廠徐雲師姐就談了汽車日常
保養容易出現的誤區：

1，點火線圈(Ignition Coil)
很多人都知道火花塞要定期更換

，卻忽略了點火系統其他部件的維護
，點火高壓線圈就是其中之一。在發
動機運轉時，點火線圈上經常有數萬
伏的高壓脈衝電流，由於它長時間工
作在高溫、多塵、振動的環境中，不
可避免地要發生老化甚至破損。

2，製動盤（Brake Rotor)
製動盤與製動蹄片是一對摩擦兄

弟，製動蹄片磨損了，製動盤也會有
一定的磨損。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

很多人在保養車輛時卻只註意更換蹄
片，忽略了更換製動盤。製動盤過度
磨損帶來的後果很嚴重，一般來說，
在製動蹄片更換2~3次之後，製動盤
也應更換。別心疼錢，它帶給你的安
全保障可是無價的。

3，發動機支架（Engine Mount）
發動機支架是用來將發動機和變

速器固定到汽車的車架上的。由於發
動機及變速器的工作會產生震動，為
了減少震動感必須要靠能起緩衝作用
的發動機支架， 一定是橡膠做的。經
過長期的高溫及震動和壓力的作用產
生老化橡膠破裂。一般來講發動機支
架（Engine Mount）的壽命只有6萬-8
萬英裏。

4，電氣插接件

汽車上除了極少數重要的電氣插
接件採用金觸點，其餘大部分接頭都
採用銅-鋅合金，在正常情況下，它的
可靠性是有保障的，但如果車子長期
在高溫、 高濕、顛簸的環境下運行，
這些接頭就有可能產生鬆動、鏽蝕、
接觸不良等故障，而一些稀奇古怪的
電氣故障也大多由此而產生。因此，
在例行保養時，應著重檢查車上的電
腦、傳感器、噴油嘴等部件的接頭。

請看本周六晚7:30《生活》節目
之《修車師姐》單元，完整修車廠 徐
雲師姐教你怎樣避免車子日常保養中
的誤區。如果您有任何汽車維修方面
的問題，您也可以直接打徐雲師姐的
電話:281-564-6541，或者去完整修車
廠找師姐咨詢。（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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