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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國手蒞港 直接參與救治
研適合本港控疫方案 特首：共商未來中西醫合作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鮮有人入境香港的深圳灣口岸，29日迎來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一行（見表），再為香港抗擊疫情增添助力。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到關口迎接專家組時表示，7位專家會聯同早前

已經到港的20位中醫師，參加香港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的救治工作，為

長者提供痊癒後的恢復治療，並希望專家組能為香港的中醫藥抗疫提意

見。專家組組長仝小林指，專家組會配合好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中醫界的

同道，一起研究適合香港本地的防治方案，並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戮力

同心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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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郭若溪

政界冀港速制定中醫藥抗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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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第五波疫情爆發
以來，中央先後有三批抗疫經驗豐富的專家到港，考
察和指導特區抗疫工作，29日再有新一批內地中醫藥
團隊抵港協助抗疫。多名政界人士對中央援港抗疫專
家組的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
驗，能精準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
港的防治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對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的
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驗，能精準
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港的防治方
案。他提到，香港長者的染疫率及死亡率都較高，而且
病症嚴重，如採用中西醫藥結合治療，可同時發揮
抗擊病毒及調理身體的功效。加上不少抗疫數據

與經驗都證明，通過中西醫藥結合治療，有效減低發病
率，令他對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投下信心一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張國鈞、陳仲尼、林
琳、郭玲麗29日表示，內地以中西醫結合治療患者，
成功經驗及相關文獻已證實中醫藥在減少死亡、減少
重症、減少感染非常有效，許多本地中醫亦反映，熱
盼能加入抗疫隊伍作貢獻。他們期望政府盡快制訂完
整的中醫藥抗疫策略，並馬上部署落實，建議特許中
醫進入目前恒常編制公營醫院治療新冠患者；邀請內
地有經驗的中醫團隊和本地大學中醫學院合作，醫管
局配合，主力以一至兩個方艙醫院作為中西醫治療輕
症新冠患者試點；容許中醫針對每個病人不同的情
況，做到處方“一人一方”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冠病毒中
醫診療方案在全國得到大量臨床實證，對醫學觀
察期、早期、中期、重期、危重期和恢復期等不
同階段的新冠病毒治療都有效。有香港中醫藥專
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醫除了能快速
紓緩病人的身體不適，亦能將演變為重症的風險
大幅降低，期望今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能
將內地抗疫的完善醫療方案引進香港，促進中醫
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合作，推動中西醫結合治
療，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中醫“治未病”有助增強抵抗力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香港中醫中藥界聯

合總會主席陳永光表示，中醫着重“治未病”，
除了能在疫情下配合疫苗接種，協助市民提升抵
抗力，亦能幫助有不適症狀而未被確診的病人，

讓他們在醫學觀察期服用中藥，既能有效快速紓
緩病人的身體不適，若病人一旦確診，演變為重
症的風險亦會大幅降低，能有效減低死亡率。

他指，中醫能夠有效針對不同的確診病人所
出現的不同症狀對症下藥，而本地數以萬計中醫
臨床病例已證明，一般確診病人在服用中藥後首
天已見療效，若病人本身曾接種疫苗，病毒量不
高，很多人服用中藥三四天後便能痊癒，而以中
西醫結合治療重症，臨床數據亦證明功效顯著。

陳永光表示，中醫學有千年對治瘟疫的發展
歷史，多年來更在內地成熟發展，相信今次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經驗豐富，定能為醫學界、
學術界帶來很多寶貴抗疫經驗，期望特區政府及
醫管局要重視專家組的建議，進一步將中醫應用
於治療新冠等，促進中醫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
合作，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自香港第五波疫情以來，中央已派出
重症、防控等三批專家組赴港，為

更好地控制疫情和救治患者，應香港特區
政府請求，在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
統籌協調下，中國國家衞健委和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組建了由高水平專家組成的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赴港。

望內地專家提方向性政策性意見
林鄭月娥在深圳灣關口會見傳媒時表

示，中醫藥在治療新冠病患、提供復元調
理上很有成效，市民亦非常歡迎，相信專
家組來港“對香港現時的抗疫工作非常有
用”。

她表示，有關專家會直接參與治療工
作，亦希望他們多給特區政府一些方向
性、政策性的意見，“我們會安排中醫藥
內地專家隊和本地中醫藥界人士會談，不
論是學術界或診療界的中醫師，商討未來
香港中醫藥發展，不論在新冠疫情或處理
其他醫療健康的問題方面，可以有什麼共
同交流的地方。”

此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共7
人，他們均參加過內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救治工作，抗疫經驗豐富。

組長仝小林本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防治專家委員
會組長。他曾於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
初，第一時間抵達武漢指導抗疫，總結中
醫診療經驗。

他在抗疫中堅持“未病先防、既病防
變、瘥後防復”的防治原則，推動中醫藥

全面、全程介入防控救治，開展了覆蓋新
冠肺炎防治全過程的診療與臨床研究。

仝小林：探討符合港情診療方案
仝小林其後在下榻酒店向傳媒表示，

今次來港的行程包括實地了解方艙醫院、
長者院舍、社區以及遙距診症的情況，之
後會與特區政府及香港的中西醫同行，共
同討論出符合香港實際的中醫診療方案。

他還表示，奧密克戎（Omicron）疫
情在內地多個省市也都有爆發，其特點和
以往病毒不同，特別是上呼吸道症狀明
顯，尤其是咳嗽、咽痛等，從中醫角度來
說，疫病本身性質沒有改變，但是變異毒
株有其特點，而中醫在此前內地天津和安
陽抗疫都取得了效果。

仝小林指，現時香港老年患者多，病
情重、死亡率高，而中醫在整體調理上可
發揮特長，特別是對有一些患基礎性疾病
的老人，不僅可以治療新冠肺炎，同時對
長者本身的基礎性疾病也會有較好調整效
果。

中醫專家組抵港後隨即與香港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等特區政府官員在政府總部舉
行會議。

雙方就香港疫情作深入交流，並討論
如何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及作用，進一
步提升香港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成效。李家
超在會上說，專家組帶來中醫抗疫專業和
臨床經驗，更帶給香港抗疫信心和深厚民
族關懷。特區政府重視專家組考察工作，
會作出適切安排，積極汲取中醫藥在防疫
抗疫方面的應用經驗。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7位專家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929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右四右四））交談交談。。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
長張忠德長張忠德（（右一右一）。）。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1.仝小林（組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新冠肺炎醫
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
防治專家委員會組長

2.張忠德（副組長）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
省中醫院副院長、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
醫專家

3.苗青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肺病科主任、國家
臨床重點專科（中醫）、區域中醫診療中心負責人

4.張煒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呼吸科主
任、曙光醫院中醫呼吸病研究所所長

5.鄒旭 廣東省中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國家中醫
疫病防治專家委員會成員

6.張睿智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副主任醫師

7.李修洋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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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國手蒞港 直接參與救治
研適合本港控疫方案 特首：共商未來中西醫合作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鮮有人入境香港的深圳灣口岸，29日迎來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一行（見表），再為香港抗擊疫情增添助力。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到關口迎接專家組時表示，7位專家會聯同早前

已經到港的20位中醫師，參加香港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的救治工作，為

長者提供痊癒後的恢復治療，並希望專家組能為香港的中醫藥抗疫提意

見。專家組組長仝小林指，專家組會配合好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中醫界的

同道，一起研究適合香港本地的防治方案，並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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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冀港速制定中醫藥抗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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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第五波疫情爆發
以來，中央先後有三批抗疫經驗豐富的專家到港，考
察和指導特區抗疫工作，29日再有新一批內地中醫藥
團隊抵港協助抗疫。多名政界人士對中央援港抗疫專
家組的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
驗，能精準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
港的防治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對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的
支援表示感謝，認為專家組有豐富的防治經驗，能精準
針對香港抗疫的痛點，有助制定更符合香港的防治方
案。他提到，香港長者的染疫率及死亡率都較高，而且
病症嚴重，如採用中西醫藥結合治療，可同時發揮
抗擊病毒及調理身體的功效。加上不少抗疫數據

與經驗都證明，通過中西醫藥結合治療，有效減低發病
率，令他對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投下信心一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張國鈞、陳仲尼、林
琳、郭玲麗29日表示，內地以中西醫結合治療患者，
成功經驗及相關文獻已證實中醫藥在減少死亡、減少
重症、減少感染非常有效，許多本地中醫亦反映，熱
盼能加入抗疫隊伍作貢獻。他們期望政府盡快制訂完
整的中醫藥抗疫策略，並馬上部署落實，建議特許中
醫進入目前恒常編制公營醫院治療新冠患者；邀請內
地有經驗的中醫團隊和本地大學中醫學院合作，醫管
局配合，主力以一至兩個方艙醫院作為中西醫治療輕
症新冠患者試點；容許中醫針對每個病人不同的情
況，做到處方“一人一方”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冠病毒中
醫診療方案在全國得到大量臨床實證，對醫學觀
察期、早期、中期、重期、危重期和恢復期等不
同階段的新冠病毒治療都有效。有香港中醫藥專
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醫除了能快速
紓緩病人的身體不適，亦能將演變為重症的風險
大幅降低，期望今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能
將內地抗疫的完善醫療方案引進香港，促進中醫
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合作，推動中西醫結合治
療，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中醫“治未病”有助增強抵抗力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香港中醫中藥界聯

合總會主席陳永光表示，中醫着重“治未病”，
除了能在疫情下配合疫苗接種，協助市民提升抵
抗力，亦能幫助有不適症狀而未被確診的病人，

讓他們在醫學觀察期服用中藥，既能有效快速紓
緩病人的身體不適，若病人一旦確診，演變為重
症的風險亦會大幅降低，能有效減低死亡率。

他指，中醫能夠有效針對不同的確診病人所
出現的不同症狀對症下藥，而本地數以萬計中醫
臨床病例已證明，一般確診病人在服用中藥後首
天已見療效，若病人本身曾接種疫苗，病毒量不
高，很多人服用中藥三四天後便能痊癒，而以中
西醫結合治療重症，臨床數據亦證明功效顯著。

陳永光表示，中醫學有千年對治瘟疫的發展
歷史，多年來更在內地成熟發展，相信今次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經驗豐富，定能為醫學界、
學術界帶來很多寶貴抗疫經驗，期望特區政府及
醫管局要重視專家組的建議，進一步將中醫應用
於治療新冠等，促進中醫業界、學者與西醫衷誠
合作，攜手為病者謀求最大福祉。

自香港第五波疫情以來，中央已派出
重症、防控等三批專家組赴港，為

更好地控制疫情和救治患者，應香港特區
政府請求，在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
統籌協調下，中國國家衞健委和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組建了由高水平專家組成的中央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赴港。

望內地專家提方向性政策性意見
林鄭月娥在深圳灣關口會見傳媒時表

示，中醫藥在治療新冠病患、提供復元調
理上很有成效，市民亦非常歡迎，相信專
家組來港“對香港現時的抗疫工作非常有
用”。

她表示，有關專家會直接參與治療工
作，亦希望他們多給特區政府一些方向
性、政策性的意見，“我們會安排中醫藥
內地專家隊和本地中醫藥界人士會談，不
論是學術界或診療界的中醫師，商討未來
香港中醫藥發展，不論在新冠疫情或處理
其他醫療健康的問題方面，可以有什麼共
同交流的地方。”

此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共7
人，他們均參加過內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救治工作，抗疫經驗豐富。

組長仝小林本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防治專家委員
會組長。他曾於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
初，第一時間抵達武漢指導抗疫，總結中
醫診療經驗。

他在抗疫中堅持“未病先防、既病防
變、瘥後防復”的防治原則，推動中醫藥

全面、全程介入防控救治，開展了覆蓋新
冠肺炎防治全過程的診療與臨床研究。

仝小林：探討符合港情診療方案
仝小林其後在下榻酒店向傳媒表示，

今次來港的行程包括實地了解方艙醫院、
長者院舍、社區以及遙距診症的情況，之
後會與特區政府及香港的中西醫同行，共
同討論出符合香港實際的中醫診療方案。

他還表示，奧密克戎（Omicron）疫
情在內地多個省市也都有爆發，其特點和
以往病毒不同，特別是上呼吸道症狀明
顯，尤其是咳嗽、咽痛等，從中醫角度來
說，疫病本身性質沒有改變，但是變異毒
株有其特點，而中醫在此前內地天津和安
陽抗疫都取得了效果。

仝小林指，現時香港老年患者多，病
情重、死亡率高，而中醫在整體調理上可
發揮特長，特別是對有一些患基礎性疾病
的老人，不僅可以治療新冠肺炎，同時對
長者本身的基礎性疾病也會有較好調整效
果。

中醫專家組抵港後隨即與香港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等特區政府官員在政府總部舉
行會議。

雙方就香港疫情作深入交流，並討論
如何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及作用，進一
步提升香港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成效。李家
超在會上說，專家組帶來中醫抗疫專業和
臨床經驗，更帶給香港抗疫信心和深厚民
族關懷。特區政府重視專家組考察工作，
會作出適切安排，積極汲取中醫藥在防疫
抗疫方面的應用經驗。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7位專家來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2929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日在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圖為林鄭月娥與專家組組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右四右四））交談交談。。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旁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和廣東省中醫院副院
長張忠德長張忠德（（右一右一）。）。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1.仝小林（組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新冠肺炎醫
療救治專家組中醫專家、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
防治專家委員會組長

2.張忠德（副組長）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
省中醫院副院長、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中
醫專家

3.苗青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肺病科主任、國家
臨床重點專科（中醫）、區域中醫診療中心負責人

4.張煒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呼吸科主
任、曙光醫院中醫呼吸病研究所所長

5.鄒旭 廣東省中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國家中醫
疫病防治專家委員會成員

6.張睿智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院副主任醫師

7.李修洋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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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迪拜阿聯酋迪拜，，佳士得拍賣行的工作人員展示了一顆巨型鑽佳士得拍賣行的工作人員展示了一顆巨型鑽
石石。。這顆重達這顆重達228228..3131克拉的梨形鑽石綽號叫克拉的梨形鑽石綽號叫““岩石岩石”，”，是迄今是迄今
為止拍賣的最大一顆白鑽為止拍賣的最大一顆白鑽。。該鑽石于該鑽石于2020多年前在南非開采並拋多年前在南非開采並拋
光光，，預計將以預計將以30003000萬美元的價格拍賣萬美元的價格拍賣。。

沙特一處石油設施遭襲沙特一處石油設施遭襲 城市上空黑煙滾滾城市上空黑煙滾滾

菲律賓一火山噴發蒸氣菲律賓一火山噴發蒸氣
提高警戒級別提高警戒級別

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介紹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介紹，，位於首都馬尼拉以南約位於首都馬尼拉以南約6060公裏的塔公裏的塔
阿爾火山當天上午小規模噴發蒸氣阿爾火山當天上午小規模噴發蒸氣，，相關警戒級別已提高至三級相關警戒級別已提高至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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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德州本地新聞

民進黨下屆民雄鄉長人選30日民調結果出
爐，確定由黨籍議員黃芳蘭勝出，將代表民進
黨角逐民雄鄉長，隨著綠營人選底定，藍營也
傳多人想參戰，包括議員林于玲、代表簡嘉億
和民雄農會總幹事涂文生都被點名，另已退出
民進黨的前縣議員黃嘉寬近日也掛出看板，展
現背水一戰氣勢。

現任民進黨籍民雄鄉長何嘉恒2屆任期屆
滿，同黨議員林淑完、黃芳蘭表態要接棒選鄉
長，幾經協調不成，雙方同意29日晚間進行市
話民調，昨在立委陳明文、何嘉恒見證主持下
開封，確認黃芳蘭民調勝出，黃、林兩人握手
言合，展現團結精神。

黃芳蘭感謝林淑完的拚鬥精神，一同完成
民主程序，展現君子之爭，她會盡最大努力，
讓民進黨在民雄執政延續，至於林淑完除接受
最終結果，亦表示會全力支持勝出一方，會與

黃攜手贏得最後勝利。
民進黨這場鄉長初選，提早炒熱民雄的選

舉氣氛，傳出藍營林于玲、簡嘉億和涂文生都
在思考、評估要不要選鄉長。林于玲透露黨部
確實徵詢過她的想法，但黨內也有同志想挑戰
，會先進行協調、整合後，人選才會出爐，直
言 「3人都有希望」 。

儘管說自己尚在評估，林于玲也強調在地
經營多年，只要黨提名就不會退縮。簡嘉億也
說審慎評估，要與林于玲等人溝通後才會做出
下一步的決定，但如果真要選鄉長，他不一定
會掛黨籍，涂文生透露很多鄉親勸進， 「我還
在思考中」 。

黃嘉寬2014年曾與何嘉恒競爭黨內初選失
利，最近掛看板表態以無黨籍身分選民雄鄉長
，黃嘉寬說，他為選鄉長已準備8年，現在是
背水一戰，義無反顧。

綠營民雄鄉長人選民調 黃芳蘭勝出

住大樓的高雄賴姓女子不滿鄰居林姓兄弟
時常在樓梯間抽菸，刺鼻菸味從門縫竄進，她
多次為此與對方起爭執並憤而提告；檢方偵查
後認為抽菸的是弟弟，處分哥哥不起訴，賴女
又對林弟民事索賠20萬元，但高雄地院認定，
賴女無法證明身體健康受損與林弟抽菸有因果
關係，再判她敗訴。

判決指出，賴女不滿住在隔壁的林大哥長
期在家中或樓梯間抽菸，導致她深受二手菸所
苦，與對方理論時還被罵 「瘋婆子」 ，林大哥
甚至故意在賴女住處外的鞋櫃抽菸，因此對林
大哥提告恐嚇、傷害、妨害名譽等。

但檢方偵查時，沒有證據可證明林大哥辱
罵賴女，且賴女指林大哥抽菸是2017年的事情
，而賴女所提出的醫療收據多為2019年才開立
，相關證人也均稱抽菸的不是林大哥，而是他

的胞弟，所以檢方偵結後，處分林大哥不起訴
。

然而賴女心有不甘，另對林弟提起民事訴
訟，賴女指稱，林男於2019年1月起經常在家
中及樓梯間內吸菸，導致家中及門口出現濃厚
菸味，認為林弟排放二手菸的行為已嚴重侵害
她的精神及身體健康，經常一開門就被濃厚的
二手菸嗆到，讓她感到莫大痛苦，因此要求林
弟賠償20萬元。

高雄簡易庭法官認為，雖然林弟坦承有在
樓梯間抽菸的行為，但菸味是從大樓連通管路
飄散或門縫進入，不能證明是林弟造成賴女吸
到二手菸，且賴女並未提出任何診斷證明可證
實其身體健康有異與林弟抽菸的行為有因果關
係，最終駁回賴女請求林男20萬元的損害賠償
責任，全案仍可上訴。

高雄樓梯間菸味擾人 女提告鄰居敗訴全台本土疫情多點爆發，繼前天宣布限制
員警非必要聚餐，台南市長黃偉哲30日再宣布
，市府各機關單位即日起到4月6日，避免參加
不必要餐會。嘉義市政府教育處為因應清明連
假移動潮，已要求各校今天發放活動軌跡紀錄
表給學生，要求學生自主記錄連假足跡，以掌
握學生動向，也間接提醒家長少帶孩子去人多
的地方。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30日邀南區傳染病防治
醫療網指揮官莊銀清等專家召開線上會議，決
議南市府各機關單位即日起到4月6日，避免參
加不必要餐會；另，醫院探病、住宿式長照機
構訪客管理維持現行措施至4月17日，除例外
情形皆禁止探視。

黃偉哲表示，多縣市有不明感染源的疫情
威脅，台南防疫必須趨嚴、謹慎面對，請市民
體諒並配合。

台南市維持多日沒有新增確診病例，不過
，衛生局30日公布台東確診者案23083，於確

診前曾於26、27日到南鯤鯓代天府參香，26日
晚間入住麻豆代天府香客大樓及用餐，共匡列
67人相關接觸者，66人報告為陰性，剩餘1人
結果尚未出爐。

嘉義市府教育處長林立生表示，為保障師
生健康，清明4天連假會要求學生填寫活動軌
跡紀錄表當成家課，除掌握連假期間的動向，
如出現疫情也能迅速進行疫調。林立生說，嘉
義市教育防疫不曾鬆懈，防疫始終是進行式，
包括入校量測體溫、隨時戴口罩、拱手不握手
勤洗手、清消不間斷、交通車固定座位、用餐
維持通風與用餐隔板等，並持續透過嘉e卡加
強宣導，與家長保持聯繫，幾乎是做到滴水不
漏。雖嘉市目前疫情無礙，林立生說，市府已
超前部署，一旦發生校、班停課狀況，就會啟
動線上教學，近日教育處也正式函文給學校，
提醒各校注意線上教學須尊重教師專業，彈性
採用 「同步線上、混合線上、非同步線上…」
等適性方式，顧及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南市呼籲避免餐會 嘉市學生記錄足跡

俄烏戰爭引起民眾對國防議題關注，桃園市警局指出，目前
桃園防空避難設施5587處，主要以地下室為主，民眾可至警局
官網查詢，但這些避難設施僅有演習、戰時、國防部發布管制疏
散命令才可進入。

桃園警分局表示，因為俄烏
戰爭，國防議題讓民眾相當關
心，近日也有不少民眾打電話
到派出所詢問，桃園的防空洞

靠近哪裡？警方解釋，簡單分類是指有地下室就算是防空避難設
施。

警方說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40條規定，
「凡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適用地區，有新建、增建、改建

或變更用途行為之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依本編第
141條附建標準之規定設置防空避難設備。」 若民眾想要查詢相
關資料，可利用警政服務App查詢，或者到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官
網的防空疏散避難專區查詢地點，不過若使用App，可以結合手
機定位，方便查詢最近的防空避難地點。

員警也說，防空避難設施由警分局保民組負責，細分則是由
管區員警負責，需要定期檢查有無堆放雜物等規定。

桃園防空避難所5587處 警政App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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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每一天都值得慶祝每一天都值得慶祝！！ 20222022年年33月月99日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日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日子
，，世界名人網特別邀請剛剛成交了世界名人網特別邀請剛剛成交了CypressCypress別墅的明星地產經別墅的明星地產經
紀人王飛雪紀人王飛雪(Fay Wang)(Fay Wang)；；剛剛榮登剛剛榮登La ModeleLa Modele雜誌封面人物的美雜誌封面人物的美
南電視網紅新聞主播董子天南電視網紅新聞主播董子天(Sky Dong)(Sky Dong)；；剛剛在電視台接受專剛剛在電視台接受專
訪訪，，為焦慮中的美國成功人士指點迷津的印心堂專家蕭老師為焦慮中的美國成功人士指點迷津的印心堂專家蕭老師
(Alice Hsiao)(Alice Hsiao)等一起來到麒麟海鮮自助餐廳等一起來到麒麟海鮮自助餐廳，，一邊分享喜悅一邊分享喜悅，，一一
邊體會長盛不衰的奧秘邊體會長盛不衰的奧秘。。

20222022年年33月月1111日日，，僑社名人鄭直在金山酒樓喜慶雙喜臨門僑社名人鄭直在金山酒樓喜慶雙喜臨門：：喜喜
迎六十大壽迎六十大壽；；與家鄉來的青梅竹馬喜結良緣與家鄉來的青梅竹馬喜結良緣。。圖為當晚主持人圖為當晚主持人
美南天津同鄉會會長和美南天津同鄉會會長和CharlieCharlie的企業家鐵哥們與會祝賀的企業家鐵哥們與會祝賀，，見證見證
喜慶時刻喜慶時刻。。

休斯敦美國加勒比總商會休斯敦美國加勒比總商會(America Carribean Chamber of Com(America Carribean Chamber of Com--
merce)merce)每年都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每年都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20222022年年33月月1313日日，，受國際受國際
最有影響女性最有影響女性、、斯塔福市副市長譚秋晴邀請東方之珠斯塔福市副市長譚秋晴邀請東方之珠(Eastern(Eastern
Pearl Troupe)Pearl Troupe)華裔藝術家們前來表演時尚婚紗秀華裔藝術家們前來表演時尚婚紗秀。。圖為著名攝影圖為著名攝影
師師SherrySherry何煜春拍攝的群星定型美照何煜春拍攝的群星定型美照。。

20222022 年年 33 月月 1515 日日，，美國休斯敦電影協會會員主美國休斯敦電影協會會員主
任任 Kathleen HaneyKathleen Haney 邀請世界名人網記者們前往邀請世界名人網記者們前往
Edwards MarqEEdwards MarqE出席好萊塢奧斯卡獲獎編劇出席好萊塢奧斯卡獲獎編劇GraGra--
ham Mooreham Moore編寫編寫、、奧斯卡獲獎明星奧斯卡獲獎明星Mark RylanceMark Rylance
擔任主演的大片擔任主演的大片THE OUTFITTHE OUTFIT的預覽的預覽AdvancedAdvanced
ScreenScreen。。圖為時尚達人何芙蓉和圖為時尚達人何芙蓉和 Nancy XieNancy Xie 聯袂聯袂
出席出席，，走在星光大道上走在星光大道上。。

由蜚聲海內外的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由蜚聲海內外的美國青年大使基金會(Young Ambassadors of America Founda(Young Ambassadors of America Founda--
tion,tion, 簡稱簡稱YAAF)YAAF)青年領袖青年領袖 Hubert Lu , Kathy Zhang , Bryan HuHubert Lu , Kathy Zhang , Bryan Hu 及十幾個十四及十幾個十四
五歲的青少年中學生們五歲的青少年中學生們 組織的援助烏克蘭難民獻愛心活動組織的援助烏克蘭難民獻愛心活動，，於於20222022年年33月月1515
日上午日上午88::3030分分，，在好運大街在好運大街((76367636 Harwin Dr. SuiteHarwin Dr. Suite 111111))舉行舉行。。 YAAFYAAF在大休斯在大休斯
敦地區率先呼籲善心人士為陷於戰亂敦地區率先呼籲善心人士為陷於戰亂，，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籌款捐衣物床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籌款捐衣物床
毯毯，，並表示所有捐款均通過美國紅十字會轉交並表示所有捐款均通過美國紅十字會轉交，，圖為休斯敦地區華裔領袖圖為休斯敦地區華裔領袖、、
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Alice Chan)(Alice Chan)專程趕到現場鼓勵美國青年大使們的愛心專程趕到現場鼓勵美國青年大使們的愛心
善舉善舉，，並與愛心大使們合影並與愛心大使們合影。。

20222022年年33月月1616日日，，休斯敦國際區區長休斯敦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華、、朱勤勤夫婦應邀出席在朱勤勤夫婦應邀出席在Dee Dee & Gilbert Andrew GarciaDee Dee & Gilbert Andrew Garcia別墅山莊別墅山莊
為剛剛當選德州婦女民主黨為剛剛當選德州婦女民主黨Texas Democratic Women(Texas Democratic Women(哈里斯大都會地哈里斯大都會地
區分會區分會))新會長新會長Daysi MarinDaysi Marin舉辦的慶祝酒會舉辦的慶祝酒會、、數百位政商各界名人及數百位政商各界名人及
好友均出席聯誼好友均出席聯誼，，舉杯同慶舉杯同慶。。

20222022年年33月月1616日日，，為紀念亞特蘭大受害亞裔女性舉辦的遍及全美的反為紀念亞特蘭大受害亞裔女性舉辦的遍及全美的反
憎恨亞裔集會在全美各地舉行憎恨亞裔集會在全美各地舉行。。當晚當晚66時時，，休斯敦各界人士齊聚市中休斯敦各界人士齊聚市中
心心Discovery GreenDiscovery Green花園花園，，為亞裔權益而戰為亞裔權益而戰。。圖為休斯敦原市議員關振圖為休斯敦原市議員關振
鵬鵬、、西南區執行主任西南區執行主任Alice LeeAlice Lee、、UCAUCA休斯敦負責人休斯敦負責人Helen ShihHelen Shih施慧倫施慧倫
、、OCAOCA美華協會會長美華協會會長Cecil FongCecil Fong、、印心堂蕭老師印心堂蕭老師Alice HsiaoAlice Hsiao等均出席等均出席

，，蕭老師等更著黃色上衣出席蕭老師等更著黃色上衣出席，，伴著白先慎教授發起的黃哨行伴著白先慎教授發起的黃哨行
動在現場吹響的嘹亮的哨音動在現場吹響的嘹亮的哨音，，對罪犯起震懾作用對罪犯起震懾作用。。

20222022年年33月月1616日日，，世界名人網電視發展部主任世界名人網電視發展部主任Tina PeiTina Pei應約應約
專訪了正在續選福遍學區委員的專訪了正在續選福遍學區委員的Jim RiceJim Rice。。作為全美最優學作為全美最優學
區之一的福遍學區老師優秀區之一的福遍學區老師優秀，，學生努力學生努力，，各項工作井井有各項工作井井有
條條，，穩步發展穩步發展。。 JimJim在採訪中介紹在採訪中介紹，，學區委員每年任期兩學區委員每年任期兩
年年，，唯一的重任除了管理數十億的經費外唯一的重任除了管理數十億的經費外，，就是僱用一位就是僱用一位
學區總管學區總管SuperintendentSuperintendent讓他管理整個學區的運作讓他管理整個學區的運作。。目前福目前福
遍學區委員大多是三年來剛剛上任不久的新人遍學區委員大多是三年來剛剛上任不久的新人，，工程師出工程師出
身的身的Jim RiceJim Rice擔任學區委員擔任學區委員1010年了年了，，對學區大小事事無鉅對學區大小事事無鉅
細均瞭如指掌細均瞭如指掌，，是福遍學區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是福遍學區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續選的續選的
選舉日是選舉日是55月月77日日，，早鳥投票則是早鳥投票則是44月月2525日至日至55月月33日日，，住住
在福遍學區的選民一定要記得去投票在福遍學區的選民一定要記得去投票，，投投Jim RiceJim Rice一票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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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River Oaks Clinic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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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史密斯的奧斯卡暴走
為護妻而當眾搧人巴掌是 「真男人」 ？

對於電影界的女性來說，27日登場的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

（美國影藝學院獎）是一個歷史性的夜晚。紐西蘭裔導演珍康萍

以《犬山記》奪下最佳導演，成為史上第三位獲得這項殊榮的女

性。這也是連續第二年由女性獲得最佳導演。

席安海德（Sian Heder）執導的《樂動心旋律》（CODA）斬

獲「最佳影片」與「最佳改編劇本」。亞莉安娜黛博塞（Ariana

DeBose）以《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成為第一位獲得

「最佳女配角」的有色人種酷兒。年僅20歲的怪奇比莉（Billie

Eilish）獲得「最佳原創歌曲」，服裝設計師畢凡（Jenny Beavan

）憑藉《時尚惡女：庫伊拉》（Cruella）獲得生涯第三座「最佳

服裝設計」。

但最終，兩位男性之間發生的暴力行為成為本屆奧斯卡獎最

令人震驚且重大的時刻──諧星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頒發

「最佳紀錄長片」時，對著飽受掉髮之苦的潔達蘋姬史密斯

（Jada Pinkett Smith）開玩笑說她可以光頭演出《魔鬼女大兵》

（G.I. Jane）續集（該電影女主角是以平頭造型示人），「潔達

我愛你，期待妳在《魔鬼女大兵》的精采表演！」

鏡頭帶到潔達身上，她對奧斯卡獎常見的惡劣玩笑做出反應

──冷冷地翻了白眼，但看不出來是做效果還是真的生氣。她的

丈夫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笑著拍了下手，但過幾秒突然衝

上舞台，走到克里斯洛克面前，狠狠摑了對方一記耳光，回到座

位上仍怒氣未消，朝著台上大喊：「別用你那髒嘴提我太太的名

字！」

克里斯洛克接了一巴掌後，尷尬地表示：「哇喔……威爾史

密斯剛剛把我揍得屁滾尿流。」全場在驚愕之際仍給予捧場與笑

聲，但威爾史密斯仍朝舞台怒吼「別提我太太！」克里斯洛克只

能趕緊圓場：「好傢伙！這可真是電視史上最精采的晚間節目時

刻。」

媒體人范伯格（Scott Feinberg）發推指出，威爾史密斯在廣告時

間被丹佐華盛頓（Denzel Washington）和泰勒派瑞（Tyler Perry

）拉到一旁安撫，示意他不要介懷。威爾史密斯回到妻子旁邊坐

下時，似乎擦掉了眼角的淚水。

更戲劇性的是，大約40分鐘後，威爾史密斯以《王者理查

》（King Richard）拿下今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他在致詞時

激動落淚說：「（片中角色）理查會堅定捍衛自己的家人……我

看起來像是個瘋狂的老爸，理查也是，愛會讓你做出瘋狂的事

……在這個行業裡，會有人對你不尊重，對你說一些爛話，你得

笑著裝作那無所謂。」

他說自己想做一個「愛的容器」，但是「我向學院，向跟我

一起提名的同行道歉。這是個美麗的時刻，我現在哭泣不是因為

得獎，而是因為這部電影所有演員」。最後他半開玩笑表示：

「希望學院會再邀我來。」

頒獎典禮結束後，這對夫婦的23歲兒子傑登（Jaden Smith）

發推力挺老爸：「我們就是這樣。」美國影藝學院則在推特上發

布聲明：「影藝學院不容許任何形式的暴力。」洛杉磯警察局

（LAPD）則表示這起暴力事件的當事人「婉拒報案」。

本届奥斯卡最
令人震驚一刻——
威爾史密斯掌摑克
里斯洛克耳光

在28日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發生

讓最多人倒抽一口氣的一幕。護妻心切的

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因不滿克里斯

洛克（Chris Rock）開了妻子潔達蘋姬

（Jada Pinkett Smith）的玩笑，隨後衝上

台賞了一記狠狠的巴掌。而今他也正式發

出聲明道歉，並表示自己在典禮上的暴力

行為是不可原諒的。

威爾史密斯今在臉書、IG上公開向

克里斯洛克道歉。他表示，各種形式的暴

力都是錯誤、極具破壞性的，而他也承認

自己昨日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行為是不

可接受且不可原諒的，他解釋，「這些笑

話以我為哏，這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關

於潔達健康狀況的笑話讓我難以忍受，我

一時情緒激動。」

接著，威爾史密斯公開喊話克里斯洛

克，「我失控了，我錯了。我很尷尬，我

的行為並不能代表我想成為那種男人。但

在這個充滿愛與善良的世界裡，是沒有暴

力的容身之地」。

威爾史密斯也說，除了向克里斯洛克

正式道歉外，他還要向學院、節目製作人

、所有參與人以及全世界觀看節目的人道

歉。「我想向威廉絲家族以及王者理查劇

組道歉」並說自己深感遺憾的是，他的行

為污辱了所有人原本美好的旅程。

威爾史密斯正式道歉克里斯
全文曝光：我錯了，暴力行為不可原諒

■印度女性主義專欄作家賈維利（Lakshmi Govindrajan Javeri）：顯然潔達並不喜歡這個玩笑，所以當鏡頭轉向她時，她清楚

地透過翻白眼來表達不快，「她不需要丈夫來替她算賬，她本身就是一名女演員，是好萊塢非傳統婚姻和權力關係的一分子，她從不

迴避談論影響他們倆的事情。她有一個相當大的平台來表達不滿，完全不需要在全世界面前求助於丈夫來『保護她』。」

■作家哈里奧特（Michael Harriot）：威爾史密斯面對妻子被當眾揭瘡疤，有發怒揍人的權利。他說自己對於「微歧視」（mi-

croaggression）、白人罵「黑鬼」和言論自由整個概念的立場，就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絕對的權利說他們想說的話，但你不能限制人們

對你的言論會有何反應。」

■女星蘇菲亞布希（Sophia Bush）：暴力是不對的，永遠都不應該以暴力還擊，「以及這是克里斯洛克第二次在奧斯卡舞台上

取笑潔達，今晚他取笑了她的掉髮。把某個人的自體免疫性疾病當成笑點是錯誤的，故意嘲笑很殘忍，他們雙方都需要喘口氣。」

在經歷了一連串奧斯卡典禮帶來的嚴肅電影的

洗禮後，觀眾的口味急需改變一下，動作浪漫喜劇

《失落謎城》（The Lost City）標榜巨星不惜犧牲

形象搞笑，果然在北美衝出3,100萬美金的首映週

末票房。

負責在《失落謎城》大秀猛難身材的查寧塔圖

（Channing Tatum），一出場就是以羅曼史小說封

面男模戴許的形象示人，時時刻刻都以飄逸的長髮

，搭配胸口敞得開開的、只有一顆釦子的海盜襯衫

，下半身則穿著一條精心設計的破洞牛仔褲隆重登

場。「我當時並不知道那頂假髮為戴許這個角色賦

予了極大的性格，直到我一戴上那頂假髮，突然之

間，這個有點神經質和瘋狂的角色就冒出來了，感

覺像是自己被假髮控制住。」

這頂誇張的假髮來自勞勃皮肯斯設計、製作的

，查寧的髮型師戴瑞克史普洛魯則為那頂假髮修剪

及染色。髮型師戴瑞克史普洛魯開玩笑地說：「那

頂假髮需要自己的休息拖車，它也是一個獨立的角

色，當查寧塔圖戴上那頂假髮，他就完全變成另一

個人，他不再是查寧塔圖，也不再是艾倫，他完完

全全化身為戴許。拍攝過程有時候假髮會飄進他的

嘴巴，他就很受不了，哀求說：『快把它脫掉！』

查寧從來沒有留過長髮，他比較喜歡理平頭，因此

他在片中戴上那頂假髮的戲份真的超搞笑，也和那

頂假髮有著又愛又恨的關係。」

查寧塔圖扮白馬王子

《失落謎城》笑果出眾
衝上北美票房冠軍

美國演員伊森霍克

（Ethan Hawke） 自

《愛在》3部曲、《震

撼教育》、《年少時代

》等片展現演技實力，

出道 35年的他此次首

度參演超級英雄作品

《月光騎士》，飾演反

派「亞瑟哈羅」，被問

到難得加入大型 IP 製

作的想法，他直呼：

「我有4個孩子，所以

我看了很多漫威電影！

」

伊森霍克與漫威的緣分可說是相當曲折，

「我常心想如果在其中會是什麼樣子，他們之前

和我接觸過，但我總感覺沒辦法成功，所以拒絕

過。」之後他主動聯繫漫威，對方興趣又不大。

結果有陣子伊森霍克和導演穆罕默德迪亞布

（Mohamed Diab）及對方的製片妻子Sarah Goher

視訊討論一部以埃及為背景的電影，「穆罕默德

很有才華，我很喜歡他，但有天他說他得放下這

部片，去拍一部漫威影集，我說：『就去吧！拍

完這部要拍電影再打給我。』」

後來伊森霍克某天在一間咖啡廳遇到奧斯卡伊

薩克（Oscar Isaac），對方透露正在拍攝《月光騎

士》，滿懷熱情地與他分享，甚至說他應該要演反

派，他進而詢問導演是誰，才發現穆罕默德迪亞布

要執導的漫威影集正是《月光騎士》。如此巧合讓

伊森霍克笑說：「有點像是你在尋找某個徵兆，在

對的時間做某件事，我那時覺得就是現在了！」當

天奧斯卡伊薩克便聯繫導演穆罕默德迪亞布，漫威

總裁凱文費吉也聯絡伊森霍克的經紀人，「事情就

成了！那天晚上我就上eBay買了很多舊漫畫，試

著搞清楚漫威世界和作品。」

曾拒絕漫威

伊森霍克曝加盟
《月光騎士》曲折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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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賺足，又不招黑，作爲商業言

情劇，《余生》讓“國民老公”“國民

女友”回到日常人間。發微信、散散步

、吃火鍋，劇中的戀愛方式也十分“群

衆路線”。相較動辄包餐廳，乘坐私人

飛機的甜寵劇，《余生》的“甜寵”做

了“日常化”的創新。但《余生》的穩

健之路，與其說是“反套路”，不如說

是在對“套路”做減法。也許在商業效

益上相對穩妥，但就整體言情劇的發展

而言並無益處。

《余生，請多指教》開播以來，兩

位“頂流”肖戰和楊紫的人氣讓其熱度

不減，不過和諸多劇目一邊倒的好評，

或是一邊倒的差評不同，圍繞這部劇雖

說有爭議，但正反雙方都打不起勁頭。

劇情雖有套路，但不太狗血；雖有浮誇

，但不明顯；雖擺明了就是讓人磕糖，

卻不時地摻雜些親情牌、職場線……所

以，“挺”和“踩”，都有些找不到用

力的地方。

流量賺足，又不招黑，作爲商業言

情劇，《余生》的“穩健”似乎有意而

爲之。不過，即使“在言情談言情”，

《余生》從選本到影視的敘事處理，是

否就可資借鑒？對照同期播出的網文改

編劇《才不要和老板談戀愛》與《與君

初相識》，既不“爽”又不“虐”的

《余生》，得失又在哪裏？談一談這部

“穩健流”言情劇，也許我們才能看清

言情劇的岔路口。

從日常言情到日常甜寵
《余生》的原著是柏林石匠最初在

晉江連載的《寫給醫生的報告》（實體

出版更名爲《余生，請多指教》）。

《寫給醫生的報告》在晉江諸多言情作

品中算不得突出，以溫馨平淡的“日常

流”賺得了口碑。相較同期在播的改編

自九鹭非香《馭鲛記》的《與君初相

識》，和改編自葉斐然同名作品的《才

不要和老板談戀愛》，《余生》的選本

“另辟蹊徑”。《馭鲛記》是知名網文

作家九鹭非香的代表作之一，延續作者

擅長的仙俠創作，無論是在想象力“腦

洞”，還是在“虐戀”的完整性敘事方

面，都是較爲成功的網文範本。《才不

要》雖然作者和作品都不甚出名，但作

品內容采取重生敘事，戲劇性十分突出

，诙諧氣質引人注目。而《寫給醫生的

報告》行文本身就以日常生活爲線，文

本中既無霸道總裁又無奇幻異能，林之

校和顧魏的性格特征也十分接地氣。從

相識、相戀、同居到結婚，二人的情感

無小人作弄，無天意弄人，有波折但夠

平穩，是一場地地道道的人間戀愛。

在諸多言情文中選本《寫給醫生的

報告》，《余生》的初衷似乎要是要讓

“言情”回到日常人間，所以林爸、林

媽的戲份被添加，“林之校”成爲你我

他身邊叛逆又窩心的女兒們。《余生》

雖然也像諸多言情改編劇那樣，提高了

男主的財富能力，但也沒有過分地誇

大，顧魏租的房子也就是6000/月的標

准。看病、問診、求助、看演出、租

房子，男女主的情感線在日常敘事中徐

徐展開。當然，原著中女主率先暗戀男

主的設置，被轉換爲男主的主動追求。

當臨床的小學生都知曉男主心意時，女

主還懵懵懂懂，由此産生諸多可愛的

“誤會”。將日常言情轉換爲日常甜

寵，《余生》所做的改編適合了演員人

設，也增加了某些戲劇感，但劇作也並

非要把“傻白甜”進行到底，“林之

校”也刻苦、堅強，並且經過好友的點

撥在第10集就知曉了男主的心意，且沒

有太驚慌失措。作爲甜寵敘事，相較于

原著，《余生》刻意對男女主拉琴、讀

書、凝視、問候等動作做“場景化”處

理——時間停止、陽光（燈光）柔和，

環境淨化，情緒溫和……爲男女主增加

“光暈”。或者讓男女主上“天台”，

在晚風吹拂下談理想、訴衷腸，營造

“遺世而獨立”的共同體幻覺。不過，

劇作也適時地讓男女主喝可樂、吃面條

，男主發科研論文朋友圈，女主在床上

打滾，讓“國民老公”“國民女友”仍

回到日常人間。發微信、散散步、吃火

鍋，《余生》的戀愛方式也十分“群衆

路線”。相較動辄包餐廳，乘坐私人飛

機的甜寵劇，《余生》的“甜寵”做了

“日常化”的創新。

從放逐戲劇性

到克制“撒糖”

《余生》“大

膽地”不過多增設

任何劇烈的戲劇性

衝突。劇情雖以男

女 主 理 想 的 受 挫

開 篇 ， 但 男 主 因

導 師 手 術 失 敗 的

心 理 陰 影 很快被

女主化解，女主的

父母也很快接受了

女主的音樂夢想。

並且，言情劇中小

人 作 弄 、 門 第 之

見 、 偶 發 誤 解 等

套 路 ， 這 部 劇 中

雖然也有，但處理

得極爲克制。女二

在轉送林之校演唱

會門票的過程中，

雖然耍了點心機，

但還是把票送給了男主，道德和智商仍

在水平線上；男主父母雖然中意女二，

但劇作也並未強化家族對男主情感選擇

的壓力；接不到電話、約會遲到、誤解

男主與女二或是女主與男二的關系，這

些“誤會”超不過一集就會輕松解開。

甚至劇中最讓人壓抑的林父胃癌，也在

顧醫生高超的醫術幫助下，以“手術成

功”有驚無險地落地。可以說，整部劇

似乎舍不得讓觀衆有任何的緊張和擔心

，著意讓輕松、歡快的氣氛貫徹始終。

然而，如果沒有阻礙，怎樣讓男女

主從戀愛到結婚的敘事覆蓋近30集呢？

答案是重複性的日常。手術過後是化療

，演出失敗後是下一個演出，一個房子

沒租成再租一個房子……相識未點破十

集，兩情相悅十集，終成眷屬十集。父

母、朋友、同事等穿插其中，但她們作

爲“敵人”，或“助手”，作用都十分

有限。雖然添加了熱門元素職場線、生

活線，但也並不是那麽認真，職場無鬥

爭，生活無困難，職場也好、親情也好

，都只是起到調節“甜寵”敘事節奏的

作用。“重複”是整部劇的主要敘事結

構，它拉長了，或者說放慢了男女主戀

愛的時間。《余生》也運用了各種甜寵

套路，但避免了之前甜寵劇套路過于

“狗血”的問題，也爲男女主的情感制

造種種波瀾，但絕對以“波瀾不驚”爲

底線。

相較《才不要和老板談戀愛》打造

重生之“爽”，或是《與君初相識》在

先驗律令和大女主抗爭之間制造“虐”

，《余生》專注的“日 常甜寵”放逐

了“戲劇性”。如果不靠戲劇衝突引人

入勝，《余生》據說5億的播放數據靠

的僅僅是明星流量嗎？顯然不是。頂流

加持數據拉胯的先例並不在少數。《余

生》的不同在于它避開頂流甜寵劇的

“狗血雷區”，小心翼翼地添加當紅敘

事元素（職場線、生活線、親情牌），

爲了繞開“浮誇”，幹脆 舍棄各種

“設 定”，爲了 避免“漏洞”，讓

“矛盾”匆匆收場，即使“撒糖”，也

十分克制，保持穩定的節奏。如此，

《余生》打造了一部不掉流量，不拆人

設，不齁不淡的“下飯劇”。

《余生》的穩健之路，與其說是

“反套路”，不如說是在對“套路”做

減法。也許在商業效益上相對穩妥，但

就整體言情劇的發展而言並無益處。成

功也罷、失敗也罷，仙俠言情至少能爲

情感世界打開異樣空間的想象，職場言

情至少能讓人觀察“打工人”或真實或

虛假的處境，即使是諸多失敗的古偶言

情，也會讓情感在多重空間，或是多樣

衝突中展開，讓觀衆感到深情凝視之外

還有複雜的風雲世界，輕松調情背後有

人性的深淵。簡化矛盾，淨化空間，讓

生活日常脫離苦難，甚至困難，打造

“波瀾不驚”的日常甜寵，看似穩健，

實則是以放棄試錯和進取、探索和創新

爲代價。以“重複”爲結構的敘事，越

往後越容易帶來厭倦。十集尚可，三十

集足以耗掉這一代言情劇觀衆的耐心。

何況在“她懸疑”熱度逐漸上升，“她

問題”開始被正視的環境下，《余生》

簡化矛盾，回避問題的敘事方式，固然

一時討喜，但難以持久。

《追愛家族》開播：譚卓妝容成亮點
賣萌撒嬌為啥畫面不違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追愛家族》？這部

由郭京飛、譚卓、熊梓淇、賈乃亮等人主演的都

市家庭倫理電視劇終于在大家的期待中開播了。

這其實讓蝸牛君很期待，因爲這是郭京飛和譚卓

自《對手》之後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兩個人在這

部劇中同樣扮演夫妻！網友們紛紛感歎，這難道

是“間諜夫妻”出獄之後的生活嗎？丁美兮和李

唐終于能過上普通夫妻的生活了嗎？

期待是期待，但是也有一些網友對這部劇展開

了吐槽。

譚卓在這部劇是一如既往的好看，甚至要

比《對手》裏更加的年輕，要年輕五到六歲。

但是郭京飛在這部劇裏面就有點奇怪了，他出

演的是賈乃亮飾演的那個角色的弟弟。兩相比

較之下，郭京飛有點滄桑的面孔就沒有什麽說

服力了，而且很讓大家出戲。很搞笑的事情是

，在之前的《相逢時節》中賈乃亮剛剛演過雷

佳音的小弟，結果現在郭京飛成了賈乃亮的弟

弟。不知道雷佳音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會不會覺

得自己“高了一等”？

不過我們今天聊的重點並不是郭京飛，而是譚

卓。話不多說，還是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譚卓在

《追愛家族》中的妝造吧！

譚卓在《追愛家族》中飾演的是肖楠，她

是齊天佑（郭京飛飾演）的妻子，是齊家二

嫂，也是整個家族裏面唯一的女性。因此在家

庭中，她主管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大大小小

的事情。本來她和齊天佑因爲價值觀上有點衝

突，兩個人離了婚，在劇情開始的時候兩個人

終于和好複了婚，但顯而易見他們中間仍然存

在著一些矛盾。

而在外，肖楠也是事業有成，經營著兩家汽車

美容店，敢闖敢拼。這樣的一個雷厲風行的角色，

大家原本以爲她的妝造會是那種“都市女強人”的

風格，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肖楠整個妝造卻很可愛

和日常。

譚卓在這部劇中延續了之前的發型，還是

半長的短發。這種短發很適合譚卓。出席重要

的場合，她頭發微卷，烈焰紅唇，格外有女人

味兒。

一般場合中，肖楠的發型選擇了比較俏皮的丸

子頭，顯得靈動而又活潑，和她身上流露出嘴硬心

軟的性格相得益彰。

而在一些和齊天佑戲份中，肖楠妝造的一些

小細節格外加分。就說和齊天佑談事情的時候，

肖楠和齊天佑撒嬌，依偎在了齊天佑懷裏。這個

時候肖楠的妝造就有一個細節。她頭頂的發夾就

很可愛，粉粉嫩嫩，毛毛茸茸的，也很符合當下

的劇情。

而肖楠在《相愛家族》中的穿搭也很隨意。像

是花襯衫、白襯衫、紅色短袖，怎麽青春靓麗怎麽

來。當然了也有一些中老年婦女的最愛，比如說紅

色拼接豹紋。但是總體來說，肖楠的穿搭是輕快的

，不沈悶的。

不像是在《對手》裏，在外人眼裏丁美兮是

一名出色的人民教師，而她本身卻是一個踩著鋼

絲、在危險邊緣遊走的間諜，所以譚卓的妝造都

偏向突出她本身的優雅大方的氣質，而且顔色也

都是深色系，越到劇情後期越是如此。丁美兮的

妝容也是越來越憔悴，面容也是越來越沒有血色

。所以也不怪大家覺得譚卓在《相愛家族》裏更

加的年輕了。

波瀾不驚”的言情劇
《余生，請多指教》做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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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曲軸箱上通氣孔堵塞。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工作時，總會有一部

分可燃氣體和廢氣經活塞環和氣缸壁的間隙
進入曲軸箱內。進入曲軸箱內的燃油蒸氣凝
結後將稀釋機油，廢氣中的酸性物質和水蒸

氣將侵蝕零件，使機油性能變化，使機油逐
漸失去其功效。另外，進入曲軸箱內的氣體
使曲軸箱內溫度和壓力均升高，造成機油從
油封、封墊等處滲出。由於活塞的往復運動
，曲軸箱內的氣體壓力忽高忽低，影響發動
機的正常工作。嚴重時會曲軸箱內的機油上

竄至燃燒室和氣缸蓋罩內，還會從加油口或
機油尺的縫隙處漏油。為了避免出現上述條
件現象，發動機上都設有通風裝置，以平衡
曲軸箱的內、外氣壓。使用中若出現燒機油
、機油沿接合面外洩、機油過早變質和發動
機怠速運轉不平穩等現象時，應檢查曲軸箱
通風裝置是否有效，應保證通氣孔暢通。並
且負壓閥片不能變形、粘連或裝錯，呼吸管
不能彎折或堵塞，單向閥不能裝反。

29、發動機的節氣門體及怠速電動機臟
。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轎車的發動機怠速是靠

裝在節氣門體睥怠速步進電動機控制。在發
動機運行時，由於空氣質量及汽油品質的原
因，會造成發動機節氣門體的節流閥和怠速
閥積有許多污垢，當污垢嚴重時，發動機將
會出現怠速過低、穩定性差或無怠速，加油
時節氣門有發卡現象。所以，轎車一般在每
行駛20000km左右時，建議清洗節氣門體
。清洗後應通過診斷儀設定發動機使之達到
正常工作狀態。

30、車輛急加速時，車速提不起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轎車行駛中，緩加速時汽車

加速正常，急加速時車速不能立即提高，無
法超車。可能的原因為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
統故障，油壓、噴油量、點火時刻不符合規
範，火花塞及高壓線故障。實際案例：有一
輛轎車存在上述現象。對發動機做空轉急加
還實驗，未發現異常。檢查發動機的燃油供
給系統，其油壓、噴油量等都很正常，讀數
據流表明故障在點火系。檢查點火正時符合
規範，更換火花塞後，故障依舊。最後檢查
確認是高速時高壓火花不夠強。用萬用表高
阻檔測量各缸高壓線的電阻值，均在25Ω。
由於高速、大負荷時發動機需很強的點火能
量，而中央高壓線電阻值過大，造成點火能
量衰減，高壓火弱，從而引起發動機加速無
力。換一套新的高壓線後，故障排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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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經理專欄修車師姐徐雲經理專欄7070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九九))

政府即將停止為無保險人士提供新冠病毒治療的計劃
大家可能都知道或聽說過，自

兩年前新冠在美國爆發以來，在美
國境內的任何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士
， 無論他們的移民身份如何， 都
可以得到免費的新冠檢測，治療以
及新冠疫苗的接種。這些無保險人
士的與新冠相關的檢測，治療和疫
苗的接種之所以是免費的，那是因
為有美國政府的衛生資源與服務管
理局 (HRSA)創立的無保險計劃在為
這些無保險人士支付這些費用。

HRSA 無保險計劃是由新冠病
毒相關的一些立法資助，旨在為向
無保險人士提供新冠病毒檢測、治
療和疫苗服務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們

提供報銷。這些立法包括《家庭首
次冠狀病毒應對法》（FFCRA）；
《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
法》；《冠狀病毒應對和救濟補充
撥款法》；以及 2021 年美國救援
計劃。

自HRSA無保險計劃啟動以來
，HRSA 已支付 180億美元的新冠
病毒檢測、治療和疫苗接種的索賠
，該計劃給無保險人士獲得新冠病
毒相關服務提供了重要保障。

然而HRSA今日 宣布，由於資
金不足，該項無保險計劃將於
2022 年 3 月 22 日美國東部時間晚
上 11:59 停止接受 新冠病毒檢測和

治療索賠。 並將於 2022 年 4 月 5
日晚上 11:59 停止接受 新冠病毒疫
苗接種相關的索賠。這意味著政府
的這項與新冠病毒相關的無保險計
劃即將關閉。而這對於那些無保險
的人士來說，新冠病毒的檢測，治
療和疫苗的接種將不再是免費的。
瑞源保險溫馨提示

目前新冠病毒的各種變種依然
存在，疫情遠沒有結束，大家仍然
面臨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風險。鑒於
在美國看病，檢測，治療和住院的
昂貴費用，擁有一份可靠的醫保為
您和家人的健康護駕保航，就顯得
格外重要。如果您現在還沒有醫療

保險或打算更換現有的保險計劃，
請聯系瑞源保險事務所了解咨詢。
雖然2022年的奧巴馬醫保的開放
註冊期已結束，但滿足特殊註冊條
件的人士仍然可以特殊註冊，特別
是低收入家庭可以全年申請奧巴馬
醫保。 詳情歡迎致電咨詢。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
取任何手續費，而且您通過經驗豐
富的代理申請是最明智快捷的選擇
。我們代理德州最全的醫保計劃，
包括各類型個人和小雇主醫保選擇
。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咨詢的
專業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
心競爭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公

司創始人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行
業經驗，曾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
副總多年，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
證會員、長期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
資深醫療保險專員，積極義務服務
社區並長期舉辦知識類講座。張瑞
女士直線電話：214-971-8026，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 公 司
Email: INFO@BENEFONS.COM。 公
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有辦公室，
服務全德州居民。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許
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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