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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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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朱瑞薇朱瑞薇
專業貸款專業貸款﹐﹐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
專精專精 HH11BB﹑﹑LL11﹑﹑LL22﹑﹑EE11﹑﹑EE22 簽證貸款簽證貸款﹑﹑大型公寓大型公寓
貸款及建築貸款貸款及建築貸款﹐﹐還有不查收入還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貸款不查身份貸款
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可做全美可做全美 5050 州州
電話電話:: 915915--691691--90729072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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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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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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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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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休城畫頁

美國務院美國務院：：烏克蘭總統仍是烏克蘭總統仍是
““俄羅斯入侵的主要攻擊目標俄羅斯入侵的主要攻擊目標””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
（Ned Price）週四晚間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表示，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仍然是“俄羅斯入侵的主要攻擊目標”。

普萊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沃夫·比
利澤（Wolf Blitzer） 的《戰情室》採訪時說，澤連斯基“在很多方面確實代表了——甚至體現了
——烏克蘭人民的民主願望和雄心。”

他說：“因此，澤連斯基仍將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主要攻擊目標。”
普萊斯補充道：“烏克蘭總統和他的團隊將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甚至在未來的日子裏，根

據什麼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什麼最符合烏克蘭人民的利益、什麼最符合烏克蘭國家的利益來做出
決定。”

俄羅斯週四早些時候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入侵，從三個前線向前蘇聯的國家烏克蘭派遣軍隊，
並在首都基輔附近的幾個地點發射導彈。這次俄羅斯廣泛的襲擊烏克蘭引起了世界領導人的強烈
譴責。

黎明時分，俄羅斯軍隊和裝甲部隊從東邊的俄烏邊境進入烏克蘭東部，北部從白俄羅斯進入
，南部從俄羅斯吞並的克裏米亞進入。

澤連斯基在周四晚些時候的視頻聲明中說：“根據我們的信息，敵人將我標記為第一打擊目
標，將我的家人標記為第二打擊目標。他們想通過摧毀國家元首來從政治上摧毀烏克蘭。我們有
消息說，敵人的破壞組織已經進入了基輔。”

他補充說：“我和其他人一起住在政府區。”

當被問及澤連斯基的評論時，普萊斯指出：“幾週前，我們
指出俄羅斯特工已經滲透到烏克蘭，他們在烏克蘭內開展業務
。”

普萊斯說：“我現在無法準確告訴你他們在哪裏，但我們知
道俄羅斯政府精心策劃了這件事，並且已經為此工作了數週。”“這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我們
已經看到他們計劃的其他元素正如我們警告的那樣發揮作用。”

普賴斯說，他希望美國政府對它所說的希望俄羅斯做的事情都是錯誤的，“但不幸的是，我
們的信息每次都被證明是正確的。”

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俄羅斯聯邦在未來幾個小時、未來幾天內試圖做什麼深表擔憂
。”

在澤連斯基發表聲明之前錄制的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採訪中，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表示，
他“確信”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會試圖推翻烏克蘭政府。

布林肯還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的另一次採訪中表示，很明顯普京在烏克蘭以外
有野心。他告訴媒體： “你不需要情報來告訴你這正是普京總統想要的，他已經明確表示他想重
建蘇聯帝國。 除此之外，他想在曾經屬於前蘇聯集團的鄰國周圍重新確立一個勢力範圍。”

然而，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堅持認為，北約將阻礙普京的最終目標。
他說：“現在，當涉及到烏克蘭境外的威脅時，有一些非常強大的東西擋住了他的路，這就

是北約第 5 條：對一個人的攻擊就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BB33
星期日       2022年2月27日       Sunday, February 27, 2022

休城社區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永鴻注冊會計師樓提供出色服務
客戶遍及全美客戶遍及全美 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擁有行業內最頂尖的專家

(本報休士頓報導) 無論是大小公司，在面臨困
難與考驗的時候，如果能找到專業的會計師協助，
可提供理性客觀、以及切合實際的有用建議，同時
提出許多業主可能尚未考慮到的問題，使業主能掌
握核心關鍵。目前報稅季節來臨，加上新冠疫情對
公司行號的影響，如果能找到好會計師，能幫助企
業克服困難，處理危機。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Capital Partners Accounting)
提供出色的會計、稅務、財務盈利能力、業務策略
解決方案和諮詢服務，客戶遍及全美。公司以客戶
為中心，擁有行業內最專業的專家，陣容極為堅強
。公司致力於與客戶建立可信賴的長期關係，服務
讓客戶滿意而肯定。
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認證會計師不斷獲得行業相關

的最新知識，並通過新的認證，以確保團隊掌握會
計領域的所有最新信息，包括法律、規定和技術的
最新資訊。

幫助客戶做稅務籌劃(tax planning)，讓客戶免
於擔心，我們深入了解客戶的業務目標，讓稅務籌
劃需求都掌握在專家手中，請放心交給我們!

專業服務:
包括公司成立、會計簿計、薪資申報、財務報

告、稅局審計、各類保險。
報稅服務:
包括公司報稅、合夥報稅、個人報稅 海外報

稅、非營利報稅、電子報稅。
投資計畫:

EB-5投資移民、退休計劃、遺產規劃、醫療保險
。

以上所有稅務難題，永鴻注冊會計師樓的會計
師都會精心為您處理，通過與永鴻合作，您將與真
正為您取得長期成功而投入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

並且能夠保護您的企業資產、減少債務，並在未來
的業務中蓬勃發展。

永 鴻 注 冊 會 計 師 樓 電 話: 832-559-2999。
E-mail: info@partnerbooks.com。 休 士 頓 辦 公 室:
9788 Clarewood Dr., Suite 110, Houston, TX 77036
。紐約法拉盛辦公室:136-56 39th Ave., Suite 410,
Flushing, NY 11354。紐約布魯克林辦公室:812 60th
Street, Room 7FL Brooklyn, NY 11220
網站www.partnerbooks.com。

營造優質建築營造優質建築 多元化專業服務多元化專業服務
Citiscape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得獎無數建築設計事務所得獎無數

(本報休斯頓報導) 好的建
築讓人眼光一亮，讓社區變得
別出心裁，讓城市展現不同氣
質。好的建築，融合了文化、
美學、藝術、經濟、歷史、與
科技等元素，在空間中展現出
來。古今中外，最具代表性及
藝術品味的建築會被保留下來
，傳承著文化與創意巧思。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
由李錦護建築師、與蔡文苑設
計師於一九九零年創立。他們
的設計追求盡善盡美，往往將
一個平凡的建築項目注入額外
的設計技巧，以提升建築的經
濟價值與文化精華。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
提供的服務範圍廣泛，包括有
商業大樓、醫院、商場、餐廳
、酒店、學校、與各類型的住
宅及社區規劃等。

他們的作品曾獲得無數獎
項，包括早期參與開發的奧林

匹克湖社區，該社區被美國房
屋建築協會、與休斯頓市房屋
建造協會選為年度最佳社區規
劃。其後，參與一項德州政府
為重建颶風災區而舉行的建築
設計公開賽，其設計作品獲得
首獎。Citiscape所設計並建造
的房屋，也曾被美國建築師協
會(AIA)評選為年度模範住宅
設計之一。

目前Citiscape建築設計事
務所已擴展成為一個多元化的
專業服務聯營公司， 包括建築
設計、工程建造、地產開發、
物業管理與經營等，他們用廣
闊的專業知識與經驗，給客戶
提供一個全面而連貫的建築事
務。

Citiscape建築設計事務所
(Citiscape International, Inc.)地
址: 6200 Savoy Dr, Suite 500,
Houston, Texas 77036。 電 話:
713-783-3188。



烏克蘭局勢急轉直下，俄
羅斯繼 本週周一（2 月 21
號）宣布承認烏東兩個分離

主義地區獨立後，翌天更向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震驚全球。俄羅
斯總統普京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揮兵侵烏，不惜進行一場政治豪賭
，不過，普京的豪賭，卻陷中國於尷尬困局，中 國一向對以美國
為首的西歐政府，走近台灣政府而大表不滿。今次中國正是躺着也
中槍，俄羅斯橫蠻無理地出兵入侵，中國卻沒有主持正義而陷於尷
尬局面，對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中國必須小心處理

回頭再看普京於日昨破曉時分，宣布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
動，兵分三路從北、東、南三個方向侵烏，稱目的是要讓烏克蘭進
行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而非佔領。實際是冀建烏克蘭傀儡緩衝地
，重塑歐洲新秩序。烏克蘭隨即宣布進入全國緊急狀態，並與俄國
立即斷交，美國則指責普京進行一場有預謀的戰爭，歐洲多國齊聲
譴責，揚言對俄實施更嚴厲制裁。

普京敢這樣做，除了要營造自己是個強人領袖外，更重要是他
摸清西方底牌，尤其是西方受疫情和連串經濟問題困擾，自顧不暇

，根本無力軍事介入俄烏戰爭，而美國亦事先張揚不會派兵為烏克
蘭作戰，讓普京可以放膽施為。

此外，普京掌握了西方的死穴，尤其歐洲倚賴俄羅斯天然氣和
石油供應，在制裁考量上，難與美國一條心，加上俄羅斯被制裁多
年，蝨子多了也不怕癢，制裁再加碼也不怕。對比經濟制裁，俄羅
斯更在意北約東擴，尤其美國違諾之餘，又堅拒對俄作出書面安全
承諾，一旦烏克蘭成功加入北約，屆時認為此舉對俄更為危險。故
此普京決定賭上一鋪，主動出擊，透過軍事行動來推翻澤連斯基政
府，再扶植一個親俄傀儡政權，藉此對有意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加盟
共和國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同時亦試圖建立一道可靠這個戰略緩
衝區，來達到重塑歐洲新秩序，不再被西方國家無止境地對俄羅斯
的圍堵打壓。

俄軍全面進侵烏克蘭後，未來可能出現三個不同情境。
第一個情境是：西方無法容忍俄羅斯公然侵略烏克蘭，為了捍

衞國際公義而出兵，但這個可能極低，因與擁核的俄羅斯打仗，隨
時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代價高昂。

第二個情境是：西方不出兵，卻推出嚴苛制裁，包括永久關停
連接俄德之間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將俄羅斯踢出環球銀行間金融
通訊協會（SWIFT），以打擊其金融體系和外貿，導致經濟崩潰。

這個可能性最高，但由於俄羅斯已建立本身支付系統，早前與中國
簽署天然氣合同，已預先做好對沖措施，制裁成效有待觀察。

第三個情境是：俄羅斯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或揭開美俄
新冷戰序幕，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了維護原有地緣政治秩序，不排
除將中俄在北京冬奧發表的反對北約擴張聲明，解讀成中俄聯手挑
戰現有世界秩序，從而將美俄新冷戰，擴大成美歐陣營與中俄陣營
的衝突。這個可能性不低，因美國一直試圖拉攏更多盟友遏制中國
，

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從未譴責也未力挺過俄羅斯，因在中美博
弈下，俄羅斯是中國唯一可以背靠背的朋友，不容得罪，但中國並
未認同俄羅斯承認烏東分離主義地區獨立，因這樣做隨時在台灣、
新疆和西藏問題上遭到反撲，而且一旦俄羅斯侵吞烏克蘭，將令到
中國在烏克蘭深耕多年的利益付諸東流。這些因素令到中國在處理
今次事件相當尷尬，如履薄冰，須謹慎小心處理，既不能得失俄羅
斯，也不讓美歐有機會將怒火轉移到中國身上，這解釋中國努力保
持中立，呼籲各方克制。

俄烏戰爭未來發展難料，尤其普京所作決定往往出人意表，加
上美國善於拉幫結派，可能促使新冷戰形成，令地區緊張局勢對立
加劇，環球金融市場震盪勢成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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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政治豪賭 強行侵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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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年2022 年的時鐘剛剛來臨到美國大地
上時，智力無邊的網路之內，立刻已向網
民提示： 過了52天之後，人類就會遇上了
千年難得一會的六 「二」天：2022 年2 月

22 號。坊間一般的美國民眾，大都只是覺得這個數字十分湊巧，但也是
十分有趣。不過有宗教信仰的信徒，就會認為這是上天的耶穌基督，具
備超卓的天聰，為世人推災解難，創造出六 「二」這個千載難逢的時刻

，讓我們從中滋生 出力量，來打敗為禍世人兩年多的新冠疫情。
時有巧合，就在2/22/2022 凌晨2時，我們居住的德州休斯頓市，就有2個天使寶寶

同時出生，而且出生時間是竟然是2022-02-22 凌晨2時22 分！九個 「二」字，再加上
當天是週二，那便十個 「二」字，成為 「十全十美」的當紅炸子雞了，真的可以說是：
「無巧不成書」了！

然則今次 「雙雙節」（Twosday）出生的寶寶，又能夠有什麼樣的特別？除了他們的
出生日子是2/22/22，連時間都同樣是2:時22分。其中一個嬰兒還長有了牙齒，而且是

2顆門牙。另外兩位媽媽入醫院都熬了兩天，才可以平安產下嬰兒。若是把上述2 位母親、2 只牙
齒也計算在一起，便成為14 個2 字了！14 乃 是7 的雙倍，7 字這個數目字，多為美國人的至愛號
碼，所以美國人的俗語口頭禪中： 常有幸運七的叫 法（Lucky Seven)。此番休市的民衆，在2/22/
22 當天之中，便碰上兩個幸運七，應該有喜事降臨在我們身上，而且是雙喜同來的，是喜上加喜
！

22222除了是正念反念都一樣的回文外，還常被稱為天使數字，2月22日出身的寶寶，常被認
定受到天使保護，他們都具備有 「超乎常人的魔力」。期待他倆的出現，為休市帶來好運連連！

今次休斯頓的兩間不同醫院的兩位天使寶寶同時出生。其中一個天使寶寶名為Annalise Carri-

on，她的媽媽為了生下她，已經胎痛了足足兩天，最後
才生下7磅12盎司的她嬰兒來。神奇的是她竟然還長了
兩顆牙，真是讓父母大吃一驚。

另一家醫院出生的Presley Vaclavik同樣讓媽媽胎痛
了兩天，才來到這個世界。有趣的是接生醫生不斷告訴
其媽媽，不要太早把嬰兒產下來，要產婦再推一次、再
撐一分鐘，結果嬰兒生出來的時間，正好就是2時22分
！這樣才能造就14 個2 字 ！Presley重7磅7盎司，身長
20吋，跟Annalise Carrion生得一模一樣。

雙方父母都說，他們絕對不可能會忘記小孩的出生
日期及時間，這是因為2/22/22凌晨2 時2 分太特別了
。

史上最“二”的日子經己到來，我們見證了人類歷
史上萬年不遇的最“二”的一天。當天2022年2月22日
剛好是中國農曆正月二十二，這樣休市的中國人人便可
以計算為一共有16 個“二”字了。二音跟易音相同，
我們往後的歲月走得容易！ 16、16、諧音是 「實碌、實
碌」，表示我們所期待的好事，不但可以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因為是16，實碌呀！

中國歷史有五千年。我們是屬於五千年後的現存者，在同一天中，遇上16 個 「二」字，真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們端的是非常幸運，因我們見證上這個萬年不遇的吉祥日子呀！

若是對我本文的分析有興趣的朋友，請把吾文記錄下來，說不定在來年的運勢中，你真的是
踏上好運台階時，屆時，勿忘記我這位老儒生的分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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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難遇眾 「二」 天

中國一圓雙奧夢
北 京 冬

奧 己於本
週 正 式 閉

幕。自參加冬奧多年以來，是屆乃中國取得歷來
最多獎牌，大豐收的不止是獎牌，還因獲得多個
意外之喜，包括谷愛凌可當中國軟文化大使、冰
雪運動可成中國北方經濟的新亮點，以及民眾展
現對京奧的支持，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基礎。

今次北京成為全球首個舉辦過2008 年夏季和
2022冬季奧運的雙奧城市，這名聲得來不易，因
北京要履行承諾，舉辦一場簡約、安全、精采的
奧運盛會，面對龐大內外壓力。內部壓力主要來
自疫情威脅，結果無論京奧還是北京，都能有效
地阻截病毒擴散，給予世界參與比賽的多國運動

員一次最安全的比賽環境，安全成就了
精采的比賽演出。

今次冬奧比賽之前，.中國承受沈重
的外部壓力：美國鼓動西方國家，將體育政治化
，外交抵制京奧、指責京奧手機程式不安全、又
拿新疆人權議題大做文章等，意圖騎劫京奧以污
衊中國。幸好近期烏克蘭危機高燒，美歐忙於打
壓俄羅斯，無暇在京奧期間生事，比賽才得以順
利進行。

北京能成功舉辦冬奧已是一大成就，另一收
穫是中國隊創造歷來最好成績，取得九金四銀二
銅共十五面獎牌，遠勝過去的五金二銀四銅紀錄
，並在獎牌榜高踞第三位。中國佔主場之利，獎
牌榜上成績優異，亦屬意料之中，真正令中國大
豐收的是幾個意外收穫。

其一，中國得到了一個軟文化大使谷愛凌。
今屆冬奧最吸睛的運動員首數谷愛凌，她為中國

奪得兩金一銀。谷愛凌受中國民眾熱愛，還因混
血兒的她真心熱愛中國文化，操流利普通話、滑
雪板印有中國龍圖案、在頒獎台上戴熊貓帽，並
在鏡頭前吃韭菜盒子和奶黃包，這名美少女成功
將中國文化推介給全球觀眾。

其二，帶動中國北方落後經濟。冰雪運動在
中國屬於小眾項目，但今次冬奧比賽首周在內地
吸引近六億觀眾，且比賽過程精采令民眾耳目一
新，預期未來數年內地必然興起冰雪運動熱，當
中受益最大的，將會是擁有豐富冰雪資源的東北
三省、內蒙古等。這些省份發展較落後，冰雪運
動可成經濟新火車頭，還可帶動冰雪旅遊等。中
國滑雪場基建 成新產業鏈。

例如有份舉行比賽的河北張家口市，就新建
了三十九家 滑雪場，在餐飲、住宿、冰雪經濟創
造了四十萬就業機會，這條滑雪產業鏈有望帶來
萬億元計的市場。北方省份經濟若能因此振興，

可縮短與富省差距，落實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
其三，中國展現了團結和上下一心。冰雪運

動在中國向來不受重視，西方估計京奧將出現官
方熱、民間冷的尷尬。

然而，京奧首周比賽在內地有近六億觀眾、
吉祥物 「冰墩墩」賣斷市，民間展現的不止是熱
情，還衷心支持。北京疫情能有效清零，就是民
眾積極配合的成果，不為京奧添亂，另京奧需要
逾萬名工作人員和義工，在閉環管理下，他們在
新年前已要就位，犧牲新春與家人共聚的時光，
才令京的奧能順利舉行。可以說沒有民眾的支持
，京奧就無法如現在般成功，而民眾對京奧的擁
戴，亦讓京奧成為團結全國的紐帶。

在全球疫情嚴峻威脅、美國的重重打壓下，
中國未來發展路上仍荊棘滿途，亦只有人民支持
、全國上下一心，才能克服險阻，成為國家崛起
的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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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斌额头前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

11月10日，蔚来发布2021年三季度财报，三

季度营收98.1亿元，同比增长116.6%，环比增长

16.1%；净亏损8.4亿元，同比收窄20.2%，研发支

出11.9亿元，环比增长35.0%。

抛开这份“漂亮”的财报，蔚来当下的一大困

扰，是交付量困境。在刚刚过去的10月，蔚来的交

付量更是环比暴跌超六成，蔚来给出的解释是工厂

改造耽误了交付。但由于三季度销售额略逊于预期

，且第四季度收入指引也逊于市场预期等等原因叠

加，财报发布后，蔚来盘后股价还是一度大跌6%

。

另一大困境，则是来自用户层对蔚来的不满。

8月，一起车主高速致死事件，引发车主群体的内

斗。10月，又爆出“蔚来专员给客户异地加电，同

行酒友在车内呕吐”的服务问题。蔚来以高投入建

立的服务体系，在不断增长的用户群体面前，如何

保证同样品质的服务将会始终困扰着蔚来。

三款老车型卖了一年，一心只建换电站的蔚来

，又要危险了吗？

一、开盲盒式的蔚来体验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都希望我们

是全世界用户最满意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最关注

的目标。长期来看，我认为中国以外的市场占我们

销售的目标达到50%，是一个合理的计划。”这是

李斌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的最新观点。

但用户并不这么认为——“靠积分堆起来的满

意度 （太多问题靠积分解决了）经不起风雨，只

要服务减少用户就会牢骚，需要太多的资源去维护

这个满意度，宁可把这个资源投入到研发，或让利

给新车主，产品力和用户规模才是护城河。”

还有用户表示，“这不是用户企业，这是巨婴

用户和懒政积分管理，一切都用积分解决，蔚来的

大恶疾！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斌哥不要再发积

分啦，既费钱又费时间！”

蔚来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家的服务。李斌在

电话会上也十分强调用户满意度，“我们更关注用

户的满意度，我们希望能够保持在非常高的满意度

，我们觉得口碑是非常重要的。”但随着用户规模

的指数型增长，蔚来运营用户的方式，已经从原来

的高管亲自回复用户，开始变得简单粗暴——送积

分。

不可否认的是，蔚来“服务”这件事上的投入

是毫不吝啬的。据财报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蔚来

的销售及管理费用为14.9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9%，环比增长25.1% 。这一数字在最新的第三

季度，更是达到了18.249亿元人民币的高位，同比

增长94.1%，环比增长21.8%。

蔚来在送积分这件事上确实阔绰，以推荐购车

送积分为例，蔚来车主邀请好友成功提车，奖励

12000积分；同为新势力的理想汽车，邀请好友成

功购买并完成交付，即可获得6000积分，小鹏汽车

则是购车后赠送8000积分。

而用户所得的积分可以在NIO Life （蔚来的

商城）兑换礼品，NIO House（蔚来线下用户中心

）兑换咖啡、活动沙龙入场券等一些奖励，甚至你

还可以用积分升级动力电池。在蔚来App上，10积

分就等于1元人民币——你甚至可以理解，积分是

一种“代币”。

因为有完善的用户积分体系支撑，蔚来可以用

积分来解决一些“疑难杂症”。比如，10月蔚来因

为工厂改造，造成的一定的交付延期的情况，通过

送积分来补偿等待时间过长的用户。又比如，蔚来

引以为傲的服务无忧项目中，代步车没有了，可以

发积分补偿用户。

当然，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靠积分来解决。

10月8日，一位上海蔚来EC6签名版车主黄女

士发帖称，她在洛阳呼叫异地加电服务（代客充电

）后，发现加电专员在车内留下呕吐物。根据黄女

士的说法，是加电专员与朋友吃饭时接到订单，带

醉酒的朋友一同前往停车场将车开走加电，期间醉

酒的朋友在车上呕吐。

蔚来郑州区域公司负责人表示，蔚来方面对此

次服务负有全部责任，对涉事的专员小哥已经做了

辞退处理，并进行了相应的罚款。对于内部管理流

程，自事发已进行了严格的重新审视，正在进行并

将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但令人意外的是，与此前在7月、8月发生的两

起“高速致死事故”类似，10月这次“加电事件”

发生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时间，但始终没有看到一份

官方的调查结果对外公示。随着财报、新车诸多消

息的释放，这类新闻早已淡出媒体视线。

事发一个月后的11月9日，虎嗅与黄女士取得

联系时，她表示：越沟通，越失去了对这家企业的

信任。在沟通中我们发现，引发事件不断升级的原

因很可能是——蔚来的各销售区域、各服务部门之

间，在协同机制和管理上存在较大的漏洞。

简单梳理事件双方沟通的脉络：

最初，黄女士与涉事人员在内的当地蔚来三位

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未和解；

然而，转由河南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但该负

责人提出1万元现金私了的方案，未和解；

再则，由“上海蔚来体验官”接手处理，黄女

士向上海蔚来体验官提出两个和解方案（一是换车

、二是退车），双方仍未和解；

后来，黄女士表示是上海蔚来这边接手处理，

提出了免费更换座椅、升级100度电池包等补偿。

如果非要退车，则是按照二手车的价格去卖，双方

共同承担车辆的折损。

最后，她的事情已经交由所谓的“总部合规部

门”来处理，对方告知“将依据实际的情况去赔付

，以前的方案我们就做不到了。”

然而，黄女士现在也提出新的质疑：“既然有

合规部门，为何不在前期沟通时介入？”

回到事件的根源——蔚来的服务。

据财报显示，蔚来第三季度的销售及管理费用

的同比增长，主要归因于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销售

服务人员的增加及销售服务网络的拓展。蔚来财务

副总裁曲玉强调：“销售服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

速高于交付量增长速度，特别是今年。”

这钱是花出去了，但服务体验仍有瑕疵。黄女

士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了我们目前蔚来的服

务体系，在扩张中存在一个问题——开盲盒式的蔚

来服务。

比如，黄女士在国庆期间从上海出发自驾，到

达湖北省某地时已经深夜，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行

程，她呼叫了一键加电服务，但无奈被告知因为国

庆假期的服务需求暴增、人手不足，排单排到了第

二天晚上。最终，她只能自行去完成充电，将车停

在充电站，深夜独自打车回酒店，次日再去取车。

按照李斌的说法：“我们将持续拓展更多的蔚

来中心、蔚来空间、服务中心以及充换电设施，在

满足快速增长的用户服务需求的同时，扩大销售网

络覆盖，更快地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为更多用户创

造愉悦生活方式。”但现实情况却是，二三线城市

的服务体验，与一线城市的蔚来体验有一些差异。

黄女士“抽”到的糟糕体验，显然不是个例。

一位江苏常州的蔚来车主，在遭遇了车辆质量问题

、换电排队等问题后，通过App上发文表示，“一

流销售靠服务和真诚赢得客户，三流销售靠忽悠和

积分，希望蔚来能坚持把服务做下去，做好二三线

城市的监管工作，大部分车主在意的不是有没有牛

屋，而是要有这个蔚来品牌的灵魂，服务做的好牛

屋只是早晚的事。”

一位汽车行业专家向虎嗅分析道：“这就像买

股票一样，第一波挣钱，然后推荐第二波来炒。第

二波人发现全程的服务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与之前

倡导的不一样。那么第二波人，就不会像最开始那

一波忠实的人一样，帮他去传递了。”

正如营销专家魏家东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

时提到的，服务本身是产品的一部分，不能掩盖产

品问题，仅仅让用户记住服务好是很“危险”的。

一旦未来服务降级，群体则有可能从正面走向反面

。

二、新车空窗期的痛

如果说，服务问题只是隐藏的危险，那交付量

的大幅动荡，是肉眼可见的危险。

10月，蔚来仅交付新车3,667台。作为对比，

小鹏汽车10月交付量达到10,138台，理想汽车的交

付量为7,649台。蔚来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工厂改

造影响了交付，但手头的订单量充足。

面对交付量的下滑，李斌在财报电话会上也强

调：“蔚来新增订单持续增长，10月新增订单创历

史新高”。但是，蔚来从未公布过手头的订单具体

数字。但恰巧相反，“隔壁”的理想汽车就老实的

公布了10月新增订单量超过14,500单。

财报中，蔚来给出的第四季度交付指引为23,

500-25,500台。减去已经落定的10月交付量，可以

粗略计算出接下来的11月、12月，蔚来的平均月交

付量很可能会在9,900-10,917台之间。单看数据表现

确实还不错。但正如三季度的交付量一样，只有放

到行业里去对比，才能知道蔚来是进是退。

从三季度的交付量来看，三台车在售的蔚来，

并没有跑赢只卖一台车的理想，和两款车在售的小

鹏（小鹏P5从10月才开始交付）——第三季度，

蔚来共交付24,439辆，同比增长了100.2%，连续6

个季度持续增长。一如既往的漂亮，但横向一对比

：第三季度，小鹏汽车交付量为25,666辆，而理想

汽车交付量为25,116辆，两家的交付量都超过了蔚

来。

“月销量保持1万辆以上的可持续性，靠当前

的产品我觉得难。”一位汽车业内专家向虎嗅分析

道，蔚来的产品竞争力在新势力中间也逐渐被削弱

。“因为比他强的人太多了，反过来就会显得他走

得有点慢。新产品推广又相似，节奏比较慢，所以

消费者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蔚来当前销量的支撑，是一款2018年上市的车

型蔚来ES6，占到了三季度总交付量的46%。从最早

在2017年上市的蔚来ES8，到 2019年上市的蔚来

EC6，都是基于蔚来第一代平台NT1.0平台搭载的，

因为硬件架构的限制，在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等新

势力最擅长的方向，并不如小鹏和理想进步迅速。

在智能座舱方面，蔚来最新的动作是对车机系

统升级到了Aspen 3.0.0版本——调整了UI风格，新

增了一些应用及功能。但节奏上，确实比业内其他

玩家要慢。像比亚迪、理想汽车们早就玩烂了的车

载K歌功能，蔚来直到这次升级才加入了第三方软

件“全民K歌”。

除了给新版本套了个洋气的英文名，最大的变

化就是车机变慢了。有至少三位蔚来车主向虎嗅反

应：“升级Aspen 3.0版本之后，车机的启动时间

明显加长了”。还有一位科技界大V告诉虎嗅，更

新后的抬头更好用了，但UI更丑了。

相比威马W6和小鹏P5上已经量产搭载的高通

8155芯片，蔚来在售的三款车型的老一代硬件架构

，在性能和能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升级后变

慢也是在所难免。曾有媒体报道，蔚来将表示为老

车型提供升级到8155芯片的服务，但至少两位蔚来

车主告诉虎嗅：“没听说过这种好事”。

在自动驾驶方面，蔚来也走得就更谨慎了。

尤其是在今年8月那起高速致死事故之后，蔚

来官方对于自动驾驶类技术鲜有提及。一位蔚来车

主向虎嗅表示了对蔚来辅助驾驶功能的担忧，尤其

是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时。“我没搞过辅助驾驶，太

危险了。高速上出现并线或者路线不明确的时候，

特别危险。”

更新了3.0版本后，蔚来只增加了一些安全性

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增加了驾驶员紧急辅助，在

NIO Pilot状态下，如果系统监测到驾驶异常，会对

驾驶员进行强提醒，还会触发整套救援方案。

这并不意外，基于NT1.0平台的三款车型，用

的都是Mobileye EyeQ4自动驾驶芯片，放在2017年

ES8上首发的时候，还算得上是超前。但时过境迁

，采用两颗地平线征程3芯片的理想ONE算力都有

10TOPS，但用EyeQ4的算力的蔚来却只有2.2TOPS

。当然，还涉及传感器等方面的硬件差距。

硬件的高度，决定了软件的天花板，产品迭代

的断档，使得很多功能被放缓量产上车时间。从行

业的节奏来看，因为新车的交付，小鹏加速了的技

术落地。以搭载两颗大疆Livox激光雷达的P5为例

，升级了城市NGP功能后，可以完成从地库、城市

路段、到地库的完整出行场景自动驾驶能力。

但又话说回来，蔚来现在的产品力真的不行吗

？当然不是。一位北京的蔚来ES6车主向虎嗅表达

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觉得正好相反，蔚来现

在的产品力比之前强了。我反倒觉得蔚来刚开始压

根没优势，主要是现在没之前那么多问题了，产品

比之前靠谱了。”

“先发优势消失，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竞争太

激烈，大家都在进步。”这位车主总结道。

三、竞争加剧，危险逼近

以蔚来最新的规划：2022年，蔚来将交付包括

ET7在内的三款基于NT2.0技术平台的新车型，2022

年蔚来将同时有六款车型在售，NT2.0的三款车型

将具备点到点的自动驾驶能力。

也就是说，在售车型的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

番，那销量能否翻番呢？可以说，很难。

一方面是，竞争产品已经抢先登场。

当时与ET7这款车一同出场的，有两个概念

——激光雷达、固态电池。但这些概念，在过去一

年里被各大车企过渡消费。像采用激光雷达的车型

，除了已经量产交付的P5之外，智己L7、威马M7

、高合HiPhi Z、极狐阿尔法S 华为Hi版等搭载激

光雷达硬件的车型，预计都将会在明年量产交付。

搭载激光雷达的ET7，搭载最新的蔚来自动驾

驶技术NAD，宣称将逐步实现高速、城区、停车、

加电等场景下轻松安全的点到点自动驾驶体验。但

目前还看不到，ET7的任何自动驾驶测试结果。对

此，李斌则表示：“现在做演示的人太多了，所以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演示，我们看重量产。”

至于固态电池，这就更别提了，它的量产距离

今天还有一年时间——明年第四季度量产。李斌说

：“150度电池，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还在按照

计划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在今年年初说的是明年四

季度提供这样的服务，目前来看，我们还是按照这

个计划准备。”

另一方面，到底要不要降价？

ET7售价区间在44.8-52.6万元，比以往蔚来的任

何产品都贵，与奔驰E级、宝马5系、奥迪A6L处于

同一价位。这几款BBA主力车型在国内的年销量都

在15万辆级别。但50万元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大多

月销几百台。即便蔚来ET7的产品力能够打破这种

魔咒，但靠一款高端车型走量显然是不现实的。

蔚来ET5，是目前被众多汽车媒体拍到测试车的

车型之一。从命名上，你也大概能猜到它的定位是

比ET7要低的轿车，售价区间很可能会在30-40万元

这个价位。该区间内的轿车，目前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吉利汽车旗下的极氪001，虽然上月刚交付只有

一百多台的数据，但考虑前期挤压的大量订单，在

明年内，极氪001依旧会有可观的销量增长空间。

这次财报中，蔚来提到了明年两款NT2.0平台

的新车。显然，ET7、ET5已经把价位区间基本锁

定了，而另外一款从未露面过的神秘产品，以及随

新车而来的新技术，大概率就是李斌在今年12月的

NIO Day上留的一张“王牌”。

最后，新车阵容有了，产能能不能上来了？

“对于造车新势力来讲是有共性的，他们对于

大规模、多品种的产品管理能力是有缺失的。”一

位汽车业内专家向虎嗅分析道，规模化能力是新势

力的短板，而像大众汽车这类的传统主机厂，积累

了多年的一大优势在于，对不同品牌、不同产品以

及供应链之间的协调能力。

汽车成本随着汽车生产量的指数增加逐步下降

不久前，虎嗅研究员李赓也曾在《造车新势力

的危机即将再次来临？》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新

势力的规模仍不够大，也没有形成保证车企“盈亏

平衡”的规模效应。

他以理想ONE为例，“参考汽车行业中成本与

产量之间关系的“赖特模型”，理想ONE想要在生

产成本上进一步下降10%，接近“盈亏平衡”，其

销量需要直接增加100%，也就年产量20万辆。在

“盈亏平衡”的基础上如果要再争取出来10%的利

润空间，就需要年产量达到40万辆。”

10月，江淮蔚来工厂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升级，

从12万台年产能，提升到了24万台整车及零部件

年产能。另外，蔚来还新建了一个合肥新桥生产基

地。按照李斌的说法：“整体上来讲，短期内这两

个工厂应该足够支持我们的产能了，如果从规划的

角度来讲，这两个工厂加在一起最大的话能到60万

的产能，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

要。”

当然，60万台只是理想条件下的产能，供应链

的不确定性，依旧是蔚来头疼的事情。

“电池现在仍是制约交付量的最大约束。”李

斌称，尽管蔚来汽车独家供应商宁德时代已投资扩

产，但总体上，电池供应依然成为蔚来实现交付的

“天花板”。此外，芯片短缺虽较三季度有所缓解

，不过挑战依然很大。“我们很难预期哪一款芯片

突然出什么问题。”

危险，从未远离蔚来。

蔚来又要危险了吗蔚来又要危险了吗？？



電影「咒」先前釋出每支預告皆引起許多

討論，昨（23日）晚間終於發佈全新正式預告

，揭開神秘宗教力量如何引人瘋狂，導致一發

不可收拾。女主角蔡亘晏和片中女兒朵朵才住

進新家，天花板就驚現不詳的「壞壞」，邪門

指數無限飆升。被視為禁地的陰森秘道，牆上

冒出超多隻鬼手，更是讓大家嚇破膽。

「咒」是導演柯孟融籌備多年的電影，邀

請演員蔡亘晏、高英軒聯合演出，更特別找來

小小新演員黃歆庭，她的童言童語讓恐怖氛圍

再添真實性。預告中透露女主角與男友（林敬

倫飾演）因6年前觸犯了可怕的禁忌，導致周

遭的人都發生了不幸，女兒朵朵也中邪般的莫

名仰頭大叫，甚至指著天花板說：「有壞壞！

」為了解救女兒，蔡亘晏在醫院跪地、嘴裡狂

唸咒語，身上寫滿符文，並稱自己，「不是一

個好媽媽」各種詭異行徑與貼近現實生活的恐

怖情節，要喚醒觀眾內心深處最極致的恐懼。

柯孟融日前飛往泰國製作音效也狂遇靈異

事件，原本只有單純女聲的片尾曲，仔細聽竟

發現有低沈男聲跟著哼唱。最毛的是，片尾曲

檔案從工作台算出來，真的只有乾淨的女聲。

但只要一播放就會出現男聲，柯孟融嚇得趕緊

檢查所有從台灣帶去的檔案，都沒發現任何異

狀：「連入行30年的泰國混音師也不知道為

什麼。」「咒」最新「膜拜版」海報也曝光，

就連日本AV女優小澤瑪麗亞也忍不住在社群

分享轉發。電影將於3月18日上映。

挑戰台片最恐怖！
「咒」 遇靈異事件30年泰混音師也錯愕

金馬名導侯孝賢出席文學紀錄片「他們在

島嶼寫作」第3系列聯合發表會，為自己監製

新片朱天文、朱天心新片「願未央」、「我記

得」站台，他提到自己監製心情，笑稱自己只

負責吃飯，有給出自己名字讓老友朱天文容易

募集資金，朱天文也透露2人新片進度，並提

到仍會與張震、舒淇合作。

朱天文、侯孝賢曾合作「悲情城市」、

「戀戀風塵」以及「最好的時光」等經典作品

，這次朱天文親自執導傳記紀錄片「願未央」

，也為「我記得」擔任傳記主角，但她坦言過

程很辛苦，「是侯導的拍攝團隊，我才敢接這

工作，從事電影17年，這算是電影給我的紅利

，侯導團隊基本上讓人不會感覺到攝影機的存

在」。

侯孝賢前年爆出罹患帕金森氏症，身邊好

友出面駁斥，他今日出席活動時，神態自若，

看起來狀態很好，他還要準備新片「舒蘭河上

」、「我將前往的遠方」，分別找子弟兵舒淇

、張震合演，舒淇先前也秀出3人同框照，朱

天文被問到新片進度，她則說目前要先專注

「願未央」、「我記得」新片宣傳，想要在3

月春暖花開時，一起到河邊勘景，她也會與侯

孝賢一起到咖啡廳討論劇本、相關資料。

「舒蘭河上」敘述河神與亞斯伯格症孩子

間的友誼，舒淇對這個角色很有想法，無論是

造型、性格，侯導都讓她自由發想，但因為舒

淇還在大陸拍戲，還沒辦法回台參與相關進度

，另有描述父與子老年家庭題材的「我將前往

的遠方」，張震飾演照顧失智父親的角色，但

他覺得角色太寫實，與自己處境相近，感覺有

點害怕。而這兩部片都仍在討論階段。

侯孝賢笑稱監製 「負責吃飯」
朱天文曝與張震舒淇合作

楊士琪紀念獎委員會22日宣佈，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接棒去年的鍾

孟宏導演，成為第9屆得主。主委胡幼

鳳偕同副主委藍祖蔚、林文淇不只感謝

聞天祥在電影文化的推廣，也感念他在

疫情與中國抵制下仍擦亮金馬招牌，聞

天祥則謙虛表示不敢當。

委員們肯定聞天祥不斷在影展策畫上

推陳出新，推廣電影文化，培育電影人才

，為金馬開創新局。近年金馬獎在疫情與

大陸抵制等雙重壓力下，他仍能持續擦亮

金馬獎在國內外的金字招牌。主委胡幼鳳

等3人皆推崇他「早該得獎」，也提到現

有的電影獎項，尚未關照到影展人的貢獻

，今年才會決議頒獎給聞天祥，也感謝聞

天祥推廣金馬影展，認為影展是推動電影

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

楊士琪紀念獎委員會表示，聞天祥

是金馬獎執委會2009年改制後首名執

行長，歷經侯孝賢、張艾嘉、李安、李

屏賓4名金馬主席，並推出奇幻影展和

經典影展，不僅開拓新影迷也讓資深影

迷保有新鮮感，委員黃建業肯定聞天祥

在影展策劃與營運的創意與執行力，更

難忘聞天祥大學時就曾分享超過500多

部電影的心得，吸引許多年輕學子。

黃建業和小野也稱讚聞天祥處事理

性有原則，溫和又圓融，他與侯孝賢創

立的金馬電影學院，為電影圈培植新秀

的實戰經驗，先後培訓了導演趙德胤、

李中、陳哲藝、胡波等受國際矚目的青

年導演。第9屆楊士琪紀念獎將於5月

18日在國家影視聽中心大影格頒獎。

楊士琪紀念獎得主公布
金馬執行長聞天祥謙稱不敢當

2022年恐怖鬼片「頭七」，揭開台

灣人最避諱談論的傳統喪葬文化，由任

家萱Selina首度挑戰大銀幕主演，日前

發出前導預告，短短5天超過30萬人搶

看，就連Selina看完都在臉書留言直呼

不敢出席首映，但飾演女兒的「小嘉玲

」吳以涵回應會保護媽媽：「我讓妳抱

！」兩人互動超溫馨。

Selina在片中和回娘家參加爺爺喪

禮，終於再見到飾演家人的陳以文、高

宇蓁和納豆，一家人卻在陰森老宅內遇

上各種邪門事物，搭建在老家庭院的靈

堂更是鬼影幢幢，劇組為此在拍攝現場

放上不少民俗「陣法」，棺木區甚至特

別「招陰」，由於場景氣氛過於陰森，

演員們都繃緊神經，Selina表示見到真

實棺材時超害怕，現場更發生無法解釋

的狀況，工作人員全嚇壞！

「頭七」全白靈堂中掛滿輓聯，死

氣沈沈的氣氛讓整個空間充滿壓迫感，

加上一點風吹動，營造出隨時有人站在

飄動的輓聯後面的錯覺，高宇蓁表示，

雖然拍攝時動不動就上百人在現場，

「可是靈堂逼真到讓人『背脊發涼』，

明明就漂亮又全白設計，但有種詭異感

。」陳以文也表示，原本覺得老宅本身

並不嚇人，「但是靈堂搭的很像真的，

非常莊嚴的感覺。」

「頭七」美術指導表示，為了設計

片中靈堂，團隊參考各年代、港台星馬

各地的華人喪葬民俗，雖然輓聯的形式

多半是橫幅結構，但為增加空間的壓迫

感，並讓人聯想著白布的後方是否有什

麼出奇不意的狀況，刻意將大量的輓聯

改成直式；另外還在靈堂及棺木區各自

擺上法陣，特地在棺木區放上據傳有

「招陰」效果的吊錢，另外在棺被外加

上了「吊九條」更添詭譎，工作人員表

示，搭建完成後沒人敢獨自留在裡面，

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或狗叫聲都會驚嚇不

已！

由於靈堂佈置過陰，拍攝時果真發

生不可思議的事件，其中一場戲，攝影

機從靈堂裡面往外拍，若有人站在對向

就會穿幫，其中一位工作人員隱約看到

一個女生在靈堂入口，擔心她會被拍到

，就問旁邊的人說：「怎麼會有人站在

那裡？叫她趕快走開！」結果旁邊的人

就說：「沒有啊！沒有人站在那裡。」

就連在現場坐鎮的道長聽到此事都心裡

發毛。電影4月1日全台上映。

Selina鬼片靈堂鬧鬼！
「叫她走開」 卻被提醒：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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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電影《你是我的春天》（原

名：《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今

日發布定檔預告及海報，宣布定檔4

月2日全國上映。主演黃曉明在片中

飾演援鄂抗疫女醫生的丈夫，在後方

獨自照顧兒子，展現平凡人在疫情中

互相守望的溫暖故事。

此次電影《你是我的春天》發布

定檔預告及主演海報，以溫暖的口吻

娓娓展現了疫情下每一個平凡人彼此

守護的故事。李敬（黃曉明飾演）在

醫生妻子王雅爾（宋佳 飾演）援鄂後

，獨自在家照料兒子樂樂（張航誠 飾

演）。預告中，李敬陪伴兒子追逐玩

鬧，也一起等候妻子的歸來。

在海報中，黃曉明坐在天台上笑

望遠方，片中妻子奔赴武漢抗疫一線

，他照料家庭成為堅實後盾。李敬用

「微笑」這一全世界通用的「語言」

，向觀眾傳遞了那些春日裡的美好瞬

間，海報上的文字更是李敬對妻子最

好的告白：「你在衝鋒陷陣，我要做

你的後盾。」

電影以平實的視角講述了普通人

在疫情中互相守望的溫暖故事，和每

一位曾經歷過這場困境但仍樂觀生活

的「你」「我」約好，到影院裡共赴

這場春天的約定。

另悉，電影《最後的真相》也宣

布定檔4月2日，主演黃曉明將在片中

飾演落魄律師戳破最終真相，由黃曉

明主演的兩部電影作品同日上映，引

人期待。

《你是我的春天》定檔4月2日

黃曉明飾援鄂醫生丈夫詮釋溫情守望

2月22日，由歡喜傳媒打造、寧

浩執導、劉德華領銜主演的喜劇電影

《紅毯先生》（Somethingaboutus）在

深圳舉行開機儀式，導演寧浩，領銜

主演劉德華，演員瑞瑪席丹、單立文

、劉漪琳、周煒等一同出席。因《瘋

狂的石頭》而結緣的寧浩和劉德華，

終於首次在電影中合作。劉德華現場

興奮喊話：「終於等到你！」寧浩導

演也表示：「到我們上場了！」據悉

，影片講述了香港過氣明星為了「翻

紅」與內地大導演合作的喜劇故事，

將於2023年全國上映。

香港明星內地「翻紅記」寧浩劉德華

「終於等到你」

電影《紅毯先生》（Something-

aboutus）講述的是由劉德華飾演的過

氣香港明星劉偉馳為了重新「翻紅」

，與內地某大導演合作拍攝影片的故

事。他深入農村體驗生活，卻因為傲

慢引發了一系列不可收場的鬧劇。最

終，他頓悟待人真誠才是最珍貴的品

質，他的生活亦轉變，重拾美好。香

港明星來內地農村體驗生活，這樣的

鬧劇光想想就讓人忍俊不禁。而亞洲

天王劉德華飾演一位過氣的香港明星

，這樣的反差設定更讓人期待不已，

也將電影喜劇屬性的期待值拉滿！

開機儀式上，領銜主演劉德華表

示：「等了那麼多年終於等到了，希

望我們拍一部好戲！」寧浩導演也借

開機的好運勢，為全劇組加油打氣：

「今天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日子，

2022年2月22日，這麼多的2，好事

成雙，到我們上場了！」

「王炸」組合16年後終攜手寧浩劉

德華引發「雙廚狂喜」

2006年，導演寧浩在劉德華先生

的「亞洲新星導計劃」中拿到300萬

資金，拍攝了「電影黑馬」《瘋狂的

石頭》，創立了「黑色喜劇」的電影

風格，轟動了那個瘋狂的夏天。此後

多年，觀眾一直期盼着寧浩導演和劉

德華能夠一起合作一部電影，滿足觀

眾們的心願。16年後，《紅毯先生》

終於橫空出世，兩位大咖的攜手令人

期待不已！同時也讓大家紛紛猜測，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部喜劇？兩位導、

演領域的頂尖人物又會碰撞出怎樣的

火花？最終「笑」果令人期待！

當天出席開機儀式的主創成員還

包括：製片人余偉國、廖圓圓及攝影

指導馮宇超、美術指導許貴婷、造型

指導魏湘容等。

電影《紅毯先生》（Something-

aboutus）由寧浩執導，劉德華領銜主

演，瑞瑪席丹、單立文、林熙蕾、周

煒、劉漪琳等出演，劉曉丹、王昂編

劇，歡喜傳媒出品，將於2023年全國

上映。

《紅毯先生》開機 寧浩劉德華再續 「前緣」 預定喜劇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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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上周日舉辦線上專題講座上周日舉辦線上專題講座
資深健保獨立經紀人白璞博士主講資深健保獨立經紀人白璞博士主講《《醫療保險的春曉醫療保險的春曉》（》（上上））

3 月 1 日正式投票日 中國城附近選民請到Tracy Gee 投票

圖為圖為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上周日舉辦線上專題講座上周日舉辦線上專題講座
。。圖為該會會長黃春蘭圖為該會會長黃春蘭（（上上，，左二左二））正在介紹當天的主講正在介紹當天的主講
人白璞博士人白璞博士（（上上，，左一左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3月1日（星期二）是正式投票日，從上午七
時至下午七時。這次 「文化中心」 沒有設立投

票所，在中國城附近的選民請到距文化中心不遠的 「僑教中心
」 對面，Westpark 上的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
（地址：3599 Westcenter Dr. Houston ,TX 77042) 投票。請
支持華人候選人Ben Chou 周浩恩當選Harris County 第四區
的區長（在選票的倒數第三頁）,圖為周浩恩的選區範圍及郵
遞區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Medicare聯邦醫療
健康保險是我們人人到了65歲都可以享有的福
利，甚至不到這個年紀的有合格殘疾人士也可
以加入這項聯邦福利計劃。而有那些選項，補
助保險還是優勢保險，什麼時候申請，自己花
費多少，遲到申請罰款怎麼算，長期海外居留
又有什麼考量，有僱主提供的健保和延伸到退
休後的計劃如何取捨，都需要考慮計算。 「休
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上周日（2月20日）下
午邀請資深健保獨立經紀人白璞博士 ，以《 醫
療保險的春曉 》為大家作一場線上講座,使所有
人在聽講後對美國的醫療保險有一全盤的認識
。

白璞博士一開始即指出：聯邦醫保的費用
，80%來自原始聯邦醫保住院保險（A部分）和
醫療保險（B部分 ），20% 為梅地加普（Me-
digap )。而您的聯邦醫療保險的輔助保險，除了
A部分（醫院保險）和B 部分（醫療保險）外
，還有把這兩部份結合在一起的C部分，及通
常含處方配藥承保的D部份。而參加以上聯邦
醫療保險的資格，是您至少65歲；您未滿65歲
但因殘疾或其他特殊情況而符合資格；您是美
國公民或是已至少連續五年住在美國的合法居

民。 而年度資格註冊期，是每年的10月15日至
12 月 7 日。在這段期間，您可以增加、取消或
轉換聯邦醫療保險承保。而Medicare Advantage
開放註冊期：1月1日至3月31日。如果您已經
是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會員，您只能在這段
期間退出目前的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一次，
或返回傳統聯邦醫療保險 Original Medicare.

而參加註冊聯邦醫療保險特別註冊期的幾
種情況：退休並失去您的僱主承保、搬離計劃
的服務地區、符合額外補助（Extra Help )的資
格、已診斷出患有特定符合資格慢性病。

白博士也特別提到Medicare Advantage 的優
勢在於該計劃有很高的會員滿意度。截至2021
年5月為止，已有2700萬人註冊該計劃，其中
有93%的長者對該計劃表示滿意。與傳統聯邦醫

療保險相比，它有25%的健康護理節費比例。而
Medicare Advantage 與傳統聯邦醫療保險相比，
則多了 「處方配藥、例行視覺護理承保、例行
聽覺檢查和助聽器承保及您的年度自付費用設
有上限」四項福利和特色。

而Medicare Advantage 的十個重點則包括：
1，您必須繼續支付聯邦醫療保險B部份的保費
。2，Medicare Advantage 為您承保。3，加入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可能會影響您目前的承
保。4，最好使用網絡醫療護理提供者。5，您
可能有資格取得經濟協助。6，如果您延遲參加
註冊D部份，可能必須支付罰款。7，聯邦醫療
保險輔助保險（Medigap )計劃不是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8，隨身攜帶您的會員卡。9，
Medicare Advantage 提供與傳統聯邦醫療保險
（Original Medicare )相同的保障。10，您有預設
費用安全網的保障。
而處方配藥承保：藥物總費用和自付費用總額
兩者有何差異？

「藥物總費用」：為您每年為處方配藥支
付的金額，外加您的計劃支付的金額。不包括
您的保費。

「藥物自付費用」：您為處方配藥支付的

總金額（包括您的自付扣除金）以及您在甜甜
圈洞期間由藥廠支付的任何折扣。不包括計劃
支付的金額或您的保費。

有關 「處方配藥承保」目前共有65000間藥
房可供選，使用網絡內零售商可節省處方配藥
費用，使用郵購服務藥房可節省費用。藥物清
單（分層次的處方藥）包括：第一層次- 優惠
副廠藥，第二層次- 副廠藥 ，第三層次- 優惠
原廠藥，第四層次- 非特惠藥物，第五層次-
特殊層次藥物。

白博士又介紹 「醫療保險補充計劃」：·有
時被稱為梅地加普計劃，由私人保險公司出售,
旨在填補原始醫療保險部份 A & B 的空白，可
以看任何醫生或醫院參加醫療保險,10 個標準化
計劃（MA,MN,和 WI 除外 )。其中，A 部分的

差距，包括：住院免賠額，住院共同
支付天數61+,熟練的護理設施共同保
險，臨終關懷共同支付，前 3 品脫血
液。B 部分差距：年度免賠額，20%
共同保險,B 部分超額費用。其他差距
：國外旅行、額外的家庭保健，預防
服務。

在計劃F= G ：B部分免賠償的覆
蓋範圍僅允許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
年滿65歲或活躍在醫療保險中的個人
使用。這些計劃也可作為高扣除額計
劃提供。

而計劃N :·支付高達20美元的共
同支付醫生辦公室訪問 ， 支付高達50
美元的急診室就診費（如果住院，可免交 ）。

而選擇梅地加普計劃：·要求您使用醫院，
在某種情況下，其網路內的醫生有資格獲得全
額福利（緊急情況除外），·特定郵遞區域的可
用計劃，·如果您搬出服務區，可以更改計劃。
而要花多少錢？·一般來，較低的福利意味著較
低的保費- 更高的福利意味著更高的保費。·保
費可能因年齡、性別、郵遞區號、健康情況和
煙草使用而異。

達到年齡政策：·基於年齡、性別，郵遞區
號、煙草使用和可能健康情況的保費·隨著年齡
的增長，每年都會增加·當公司調整所有投保人
的費率晾，保費可能會發生變化。
社區評級政策：·所有投保人的保費相同，不分
性別和年齡。·保費可能因郵遞區號、煙草使用
和健康情況而異·當公司調整所有投保人的費率
時，保費可能會發生變化。
聯邦醫療保險補助計劃從65歲時開始有優惠。
因此，開放註冊期：6個月從65歲或註冊B部分
開始，可以選擇任何保險公司的計劃，不能因
為健康史而被拒絕。

「保證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當你有權
購買保單，你的接受是有保證的。例如：你有
一個僱主團體計劃，該計劃即將結束，您的醫
療保險優勢計劃將離開該地區，您搬出您的醫
療保險優勢計劃服務區，其他情況適用。

保險業：您可以隨時申請保單，只要您能
通過醫療承保一系列是/否健康問題，可能要求
處方資訊，可能需要電話面試。注意：在獲得
醫療保險補充承運商的批准之前，不要取消當
前保險。

州的特殊規定：·加利福尼亞州- 每年開放
註冊持續90天，從30天前開始，到65歲生日後
60天結束，在那裡您可以用同等或更小福利政
策取代任何醫療保險補充政策·Ct, Ny + Vt =
全年開放註冊

65歲以下計劃： 許多州因為殘疾或65歲以

下特定疾病而有資格享受醫療保險的個人提供
計劃，可用的計劃可能會有所不同，可能適用
某些時間限制。

保證可再保：保險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取
消您的保單，只要您支付保費·便攜性- 您可
以從一個狀態移至另一個狀態·運營商不能根
據健康情況單挑您提高費率或取消您的保單。

白博士也提到如何：延遲 A 部分：首先，
確定您是否從社會保障或鐵路退休委員會（
RRB )獲得或已經取得福利。如果是- 你不能延
遲 A 部分，如果沒有 —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當你65歲就延遲 A 部分。
如何：延遲 B 部分：如果您將在65歲之前至少
4個月從社會保障或RRB獲得福利，則從65歲
開始的每月第一天起，您將自動獲得A 部分和
B 部分。有兩種方法可以延遲 B 部分：按照您
的醫療保險卡附帶的說明，並將其發回拒絕的
保險範圍，或：聯繫社會保障部800-772-1213

註冊 A 部分：如果您沒有資格享受免保費
的A 部分： 您有資格享受的每12個月一次的罰
款為10%，但沒有A部分你將不得不支付兩倍的
罰款，你沒有保險的年數。示範：如果您將註
冊延遲2年，您將支付A部分罰款4年，您必須
註冊B部分（或積極註冊 ），才能購買A 部分
。

而 B 部分的註冊期間：您在65歲生日前3
個月，您的保險範圍開始：每月1日，你65歲
。

B 部分延遲註冊處罰：如果您延遲了 B 部
分，您可能需要支付延遲註冊費。自您符合資
格算起，每12個月10%， 如果您根據您或您的
配偶當前的工作情況，享受僱主或工會保險，
並且您在特別註冊期間（ 8個月）註冊，則免
除處罰。退休人員計劃、個人健康、ACA計劃
和退伍軍人福利對於延遲 B 部分也可免除處罰
。（未完待續 ）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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