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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休城畫頁

麻省總醫院聯合四所中國高校和醫院麻省總醫院聯合四所中國高校和醫院
發現嗅覺與老年認知障礙間的關係發現嗅覺與老年認知障礙間的關係

溪流環繞溪流環繞 休斯頓休斯頓17851785萬的豪宅長什麼樣萬的豪宅長什麼樣

文章要點：
• 一項針對患者和囓齒動物的新研究揭示了術後嗅覺障礙
和術後認知障礙之間的關聯；
• 研究結果表明，嗅覺強化可以減輕麻醉/手術引起的囓齒
動物嗅覺和認知障礙
圍手術期神經認知障礙（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 PND，指圍繞手術全過程的一段時間內）是老年
人最常見的術後並發症之一，並與術後不良後果相關。然
而，其原因、基本機制和乾預措施仍然很大程度上是未知
的。由麻省總醫院，徐州醫科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
和上海第十人民醫院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共同開展的一項臨
床和動物研究表明，術後嗅覺障礙與術後認知障礙有關。
嗅覺強化可以預防或治療囓齒動物的術後認知障礙。這

些發現發表在《Annals of Surgery》（《外科學年鑑》）
期刊上。在這項研究中，研究小組證明，發生PND的患者
在手術前後的嗅覺功能更差。
在動物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麻醉/手術導致嗅覺和認

知功能受損，血液和鼻腔上皮中白細胞介素-6的數量增加，鼻腔上皮中嗅覺受體神經元的數量減
少，以及小鼠腦組織中突觸標記物的數量減少。

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通過嗅覺強化和用白細胞介素-6抗體處理而相應減弱。
麻省總醫院麻老年麻醉研究室主任謝仲淙博士表示：“這些結果有助於了解PND的原因和潛

在機制，包括周圍神經系統對PND的貢獻。”。謝博士也是哈佛醫學院Henry K.Beecher麻醉教
授。

謝博士表示：“這些數據還表明，嗅覺強化這種種非藥物治療，可以減輕小鼠的術後損傷，
這表明我們可以考慮使用嗅覺強化來預防或治療患者的PND。”

聯合資深作者，徐州醫科大學副校長、江蘇省麻醉學重點實驗室主任曹君利博士表示：

“PND在老年患者中非常常見，需要
更多的臨床研究來評估嗅覺強化是否
可以降低老年患者PND的發生率和嚴
重程度。”

麻醉/手術增加了小鼠血液中和鼻
腔嗅覺上皮的白細胞介素-6的數量，
然後通過減少嗅覺感覺神經元引起嗅
覺障礙，導緻小鼠腦組織中突觸數量
減少，從而導致認知障礙。

“我們希望這項工作將促進更多
的研究，包括臨床和臨床前研究，以
進一步揭示PND的潛在機制和乾預措
施。”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同濟大
學和上海第十人民醫院的申遠教授表
示。申教授是同濟大學醫學院麻醉與
腦功能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曾在麻省
總醫院和哈佛大學醫學院擔任研究員
。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
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研
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
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
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
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在14項專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
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本報訊）距離休斯頓市中心僅 20 分鐘車程的一處豪宅最近上市，從外感看，這座住宅位於理想的 Circle Bluff 社區一條靜謐的角落，擁有八間臥室、八間全浴室和五間半浴室，以及一個七車
位車庫的住宅群，空中俯瞰，更像是一處山區度假勝地。一條小溪環繞整個住宅，瀑布蜿蜒穿過，周圍佔地 4.49 英畝的樹木繁茂，花團錦簇。目前這座豪宅的市場價格為 17,850,000 美元。

整座房屋設計厚重而不失現代感，高挑的屋頂，
採光極佳的大窗和戶外風景融為一體，可以輕鬆享受
大自然的舒適。

這座房屋的結構元素深受工藝建築的影響，體現
在室內分佈的桁架、木樑以及裸露的磚塊。

走進室內，不僅可以看到厚重的讓人置身博物館
一般的家庭圖書館，可以俯瞰一樓整個生活空間，同
時也可以領略令人輕鬆的寬敞的廚房以及吧台。

房間功能分佈上，一樓設有主套房和客房套房，
二樓設有兩間帶套間的臥室、一個中央休息室、一個
健身中心和一個媒體室。電梯可通往兩個樓層。浴室
是帶步入式淋浴間和浴缸的主浴室。

有客人到來，位於房屋兩端的兩間獨立客房公寓
完全可以讓客人有種舒適在家的感覺。每間公寓都有
一個完整的不大的小廚房，並可以獨立自由享用。

此外，這個豪宅還具備的一個細節是它附帶的家
用發電機，無論休斯頓天氣如何，舒適都將一直伴隨
著家人。

謝仲淙謝仲淙
麻省總醫院麻醉麻省總醫院麻醉、、重症監護和疼痛醫學重症監護和疼痛醫學
科老年麻醉研究室主任科老年麻醉研究室主任
哈佛醫學院哈佛醫學院Henry K.BeecherHenry K.Beecher麻醉教授麻醉教授

曹君利博士
徐州醫科大學副校長、麻醉學
院院長
江蘇省麻醉學重點實驗室主任
江蘇省麻醉與鎮痛應用技術重
點實驗室副主任

申遠教授
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
精神心理科主任
同濟大學醫學院麻醉與腦功
能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美南新聞泉深】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
否認與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妻子有染，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這是這對夫婦今年早些時
候離婚的原因。

在周日晚間的一條推文中，馬斯克表示，
《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報導稱，他是他們離
婚的原因，他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而且
他說他和謝爾蓋“是朋友”。

馬斯克發推文稱：“這完全是廢話，謝爾蓋
和我是朋友，昨晚一起參加了一個聚會！”

該報告指出，馬斯克是布林在得知她在 12 月
與馬斯克有染後於 1 月向妻子妮可·沙納漢提出離
婚的原因。

所謂馬斯克和沙納漢之間的戀情發生在佛羅
里達州邁阿密的巴塞爾藝術展期間。事件發生後
，所謂的婚外情持續了一段時間，布林和沙納漢
雖然分開了，但仍然住在一起。

馬斯克在推文中繼續說道：“我在三年內只
見過妮可兩次，兩次都是和周圍的許多人在一起

。”
他補充道：“沒什麼浪漫的。”
在隨後的推文中，馬斯克說他甚至很久

沒有發生過性行為，分享了他的性生活明顯
缺乏。

這位特斯拉和 SpaceX 的創始人還特別點
名《華爾街日報》，稱他們在“第三方隨機
傳聞”上發表了所謂的婚外情故事。他還稱
它們為“小報”。

他在推特上寫道：“《華爾街日報》應
該對新聞業有很高的標準，而現在，它們是
小報。《華爾街日報》應該發布對讀者來說
真正重要的故事，並且有紮實的事實基礎，
而不是第三方的隨機傳聞。”
謝爾蓋·布林在聖克拉拉縣高等法院的離婚申

請中引用了“不可調和的分歧”。
布林身價 950 億美元，他和沙納漢有一個 3

歲的女兒。
隨著調解的繼續，沙納漢正在尋求 10 億美元

，遠遠超過她根據婚前協議應得的金額。但她的
律師說，她是在懷有女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婚前
協議的。

在馬斯克的個人生活中，他最近與馬斯克擁
有的另一家公司 Neuralink 的高級主管希馮·齊利
斯（Shivon Zilis） 生了一對雙胞胎。

他還與女友克萊爾·鮑徹（Claire Boucher）斷
絕了關係，克萊爾·鮑徹以她的歌手名字格萊姆斯
（Grimes) 而聞名。儘管分手了，他們還是在 12
月通過代孕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

馬斯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身價 2400 億美
元。

馬斯克在本月早些時候退出了 440 億美元的
收購交易後，捲入了與 Twitter 的法律鬥爭。

埃隆埃隆··馬斯克否認與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馬斯克否認與穀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妻子有染布林的妻子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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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廣告

歐央行將迎11年來首次加息
直接加息50個基點預期升溫

此前，市場基於歐洲央行6月利率決

議時的表態，一直預期本次加息幅度將為

25個基點。周二(19日)，外媒援引兩位知

情人士消息稱，由於通脹加劇，歐洲央行

正考慮在本周的會議上加息50個基點。

此外，市場另一個關註焦點則是此

次決議會否公布新危機工具「傳導保護

機 製 」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Mecha-

nism，TPM)的更多細節。這一工具旨在

幫助債務壓力較大的歐元區成員國更好

地適應加息，防止歐洲再陷債務危機。

巴克萊的歐洲經濟研究主管阿爾達尼

亞(Silvia Ardagna)稱：「歐央行面臨的決

策權衡比任何其他主要央行都要嚴重。」

加息25還是50個基點？
外媒援引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稱，歐央行對於提高25個基點或50個基

點的討論懸而未決。全球其他主要央行

一直在采取更大幅度的加息，例如75甚

至100個基點，這加大了歐洲央行更大

幅加息的壓力。在6月利率決議中，歐

洲央行曾表示，只會逐步加息，在7月

加息25個基點，將更大規模的加息推遲

到9月。

歐洲央行或加息50個基點的消息擾

動了歐洲市場。周二，歐洲債券價格集

體走低，主要國家國債收益率跳漲。德

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日內上漲4個基點，

法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日內上漲2個基點

。歐元匯率也跳漲，歐元對美元日內漲幅

超0.8%，觸及7月6日以來高點。

同時，受食品和能源價格飆升影響

，歐元區6月通脹率繼續沖高。歐盟統

計局周二公布數據顯示，歐元區調和

CPI在5月同比上升8.1%後，6月繼續同

比上升8.6%，續創歷史最高水平。

彭博的一項調查顯示，受訪的28位

專業人士中，有22位都認為歐元區的貨

幣政策落後於形勢，加息來得太遲。花

旗的貨幣分析師拉巴裏(Ebrahim Rahbari)

直言：「歐央行應努力跟上美聯儲在應

對通脹或加息方面的果斷態度。」

Ebury 的市場策略主瑞安(Matthew

Ryan)也稱，「我們不排除歐央行本次

加息50個基點的可能性，因為正如我

們已經看到的，大多數主要央行為了

抑製瘋狂的通脹，在最近幾周均大幅

加息，美聯儲甚至可能在本月稍晚考

慮加息100個基點。」

不過，大多數經濟學家仍預測歐央行

本周將加息25個基點，彭博調查的53位經

濟學家中僅有4位預測將加息50基點。

加息窗口稍縱即逝
目前，貨幣市場對於歐央行本輪加

息周期的整體加息預期也有所提高，普

遍預計到今年9月歐央行將累計加息超

過100個基點。但不少分析師則認為歐

元區經濟前景將限製歐洲本輪加息周期

的幅度，歐元區經濟衰退的風險令一些

歐元區央行行長更加謹慎。

本次利率決議不會公布新的經濟預

測。但上周，歐盟委員會將2022年歐元

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預測下調至

2.6%，明年下調至1.4%。昨日，根據歐

盟的最新估計，如果今年冬天寒冷且未

能采取預防措施來節約能源，俄羅斯停

止向歐盟供應天然氣可能會使其GDP減

少多達 1.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一份工作文件更預計，俄羅斯天

然氣供應的中斷可能對歐盟經濟造成高

達2.65%的打擊。

市場目前預計年底前歐央行的累計

加息幅度為155個基點，也低於6月中旬

預測的超過190個基點。

匯豐的高級外匯策略師多邦寧

(Dominic Bunning)認為，歐洲央行可能

難以在未來幾個月取得更大貨幣緊縮

進展。「加息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

無論歐洲央行做什麼，歐元區經濟都

在放緩。」他稱。

貝萊德投資研究所(Blackrock's In-

vestment Institute)副所長布拉澤爾(Alex

Brazier)表示，目前的總體情況對歐洲央

行來說是「一個有毒組合」，盡管在美

聯儲加息4個月後歐洲央行也不得不行

動，但這輪加息周期可能會比預期的更

快停止，因為「能源沖擊對歐元區的沖

擊遠遠超過美國，歐洲央行將在某個時

刻被迫從決意加息轉向願意承受更高的

通脹」。

新債市工具更多細節？
除了加息幅度外，另一個令市場最

為關註的則是歐央行會否公布新危機工

具TPM的更多細節。

一段時間以來，投資者一直擔心利

率上升和歐洲央行債券購買計劃的結束

會對歐元區高負債成員國帶來壓力。此

前，歐元區貨幣緊縮的預期疊加意大利

聯合政府瓦解以及因其他風險因素，也確

實導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

一些脆弱國家的國債收益率與德國國債收

益率的利差越來越大。上周，意大利與德

國的10年期國債利差一度擴大至超過250

個基點，目前穩定在200個基點左右。

據消息人士稱，歐洲央行目前仍

在商定新危機工具的細節。歐洲央行

很可能會以達到歐盟委員會設定的目

標為先決條件，來決定有需求的成員

國能否從歐盟復蘇與恢復機製獲得援

助。一些決策者還希望將歐洲穩定機

製納入進來，該機製是10年前歐債危

機後成立的歐元區救助基金。

分析師認為，如果此次決議未能公

布關於新危機工具的細節，可能會引發

金融市場對歐洲央行捍衛歐元完整性的

決心的又一輪猜測。在6月的利率決議

中，由於歐央行未能宣布一項危機工具

，加之美國通脹增速加快導致的全球動

蕩，就迫使歐央行稍後召開了一次緊急

會議，歐央行行長拉加德在會上做出了

創建新危機工具的承諾。

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 AG)的

策略師也在給客戶的報告中表示，如果歐

洲央行不能提供一個「全面而可信」的工

具，將進一步擴大那些債務較高的歐元區

成員國國債與德國國債間的利差。

德卡銀行(Deka bank)的經濟學家托

德曼(Kristian Toedtmann)稱：「新工具可

能令歐洲管理委員會擁有最大的自由裁量

權。歐央行可能會故意含糊其辭，一方面

使得這種工具的存在足以避免金融市場的

動蕩，另一方面使得購買政府債券的頻率

不至於遭到貨幣融資的指控。」

知情人士表示，另一個歐央行正在

討論的細節是，歐央行持有所購債券的

期限問題。雖然之前的購債計劃明確表

示，歐洲央行可以在其不再需要繼續持

有債券的情況下進行拋售，但迄今為止

，歐洲央行從未真正拋過。

歐央行管委會委員 Francois Ville-

roy de Galhau本月曾表示，新危機工具

的設置應使得歐洲央行有權在債券到期

前拋售債券。

綜合報導 為應對日益

嚴峻的天然氣供應形勢，

歐盟頒布「節氣」條例，

要求今年冬天所有成員國

須將天然氣消費量減少15%

。

根據歐盟委員會當日

發布的公告，新條例規定

，從2022年8月1日至2023

年 3月 31日，歐盟27個成

員國須將天然氣消費量減

少15%，其間一旦天然氣供

應出現嚴重短缺或天然氣

消費量急劇攀升，歐盟委

員會將發布「安全警報」

，強製成員國減少天然氣

消費量。

公告顯示，歐盟委員

會要求成員國9月底之前提

交「節氣」方案，此後每

兩個月向歐盟委員會匯報

工作進展；如成員國請求

「支援」，須說明為降低

天然氣消費量采取的具體

措施。

為幫助成員國降低天然氣消費量，

歐盟委員會20日同時公布「節氣」計

劃，明示為節約使用天然氣，成員國可

改用煤炭、石油、核能等能源，還應發

起宣傳倡議，鼓勵調低供暖溫度或調高

製冷溫度。

「節氣」計劃指，在保證家庭、醫

院等民生用氣的同時，歐盟成員國應著

手設定節能目標，強製要求辦公建築、

商業建築等公共建築調低供暖溫度或調

高製冷溫度。

上周隨著俄羅斯輸歐天然氣主要管

道「北溪-1」關閉維護，外界越發關註

歐盟天然氣供應問題。歐盟委員會在20

日的公告中稱，受俄烏局勢影響，目前

歐盟近半數成員國接收的天然氣數量下

降，歐盟必須立即行動，防範天然氣供

應持續下跌乃至全面中斷帶來的風險和

成本。

為擴大天然氣供應渠道，迄今歐

盟已向以色列、埃及、阿塞拜疆等多

國「求援」，但因高度依賴俄羅斯天

然氣供應，外界預計短期內歐盟很難

通過尋找新氣源或降低消費量彌補供

需缺口。

另一方面，歐盟7月中旬發布的歐

洲經濟夏季展望報告警告，未來歐盟經

濟發展和通脹走向很大程度取決於天然

氣供應態勢。如天然氣價格迎來新一輪

上漲，不僅會遏製歐盟經濟增長，推高

通脹率，還可能導致歐盟融資環境進一

步趨緊，影響歐盟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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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軍事襲擊造成烏克蘭軍事襲擊造成5454名俄羅斯士兵死亡名俄羅斯士兵死亡，，33輛坦克被摧毀輛坦克被摧毀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軍烏克蘭軍

方周六晚成功襲擊了烏克蘭南方周六晚成功襲擊了烏克蘭南
部的一個俄羅斯彈藥庫部的一個俄羅斯彈藥庫，，造造
成成 5454 名俄羅斯士兵死亡名俄羅斯士兵死亡，，並並
摧毀了至少三輛坦克摧毀了至少三輛坦克。。

據據《《基輔獨立報基輔獨立報》》報導報導，，
““南方南方””作戰司令部宣布殺死作戰司令部宣布殺死
了了 5454 名俄羅斯士兵名俄羅斯士兵，，對三輛對三輛
俄 羅 斯俄 羅 斯 T-T-6262 坦 克坦 克 、、 三 輛三 輛
““GradGrad”” 多管發射器多管發射器（（MRLSMRLS
）、）、一輛一輛 Msta-BMsta-B 榴彈砲以及榴彈砲以及
其它裝甲和軍用車輛進行了攻其它裝甲和軍用車輛進行了攻
擊擊。。

這次襲擊發生在俄烏戰爭的這次襲擊發生在俄烏戰爭的
第第 150150 天天，，許多專家認為這場許多專家認為這場
戰爭最長只會持續戰爭最長只會持續 4848 小時或小時或

兩週兩週。。但此時但此時，，烏克蘭正在通過反攻赫爾鬆地區重新奪回其領土烏克蘭正在通過反攻赫爾鬆地區重新奪回其領土。。由於俄羅斯士兵傷亡慘重和缺由於俄羅斯士兵傷亡慘重和缺
少彈藥少彈藥，，在其用遠程導彈襲擊港口城市敖德薩之後在其用遠程導彈襲擊港口城市敖德薩之後，，其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基本上沒有任何空中其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基本上沒有任何空中
和地面進攻和地面進攻，，只有步步撤離只有步步撤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夜間講話中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夜間講話中說：“：“入侵者試圖在那裡入侵者試圖在那裡（（在赫爾松在赫爾松））站穩腳跟站穩腳跟，，他們的他們的
合作者合作者（（自稱獨立者自稱獨立者））發表了各種厚顏無恥的聲明發表了各種厚顏無恥的聲明，，在俄語中有一個非常貼切的詞叫在俄語中有一個非常貼切的詞叫shapkozakishapkozaki--
datelstvodatelstvo（（虛假預測虛假預測），），但這對他們有什麼幫助但這對他們有什麼幫助？？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該地區逐步推進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該地區逐步推進。”。”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這次襲擊發生在俄羅斯對同樣位於烏克蘭南部的敖德薩發動導彈襲擊之際這次襲擊發生在俄羅斯對同樣位於烏克蘭南部的敖德薩發動導彈襲擊之際，，這這
可能會進一步破壞雙方談判可能會進一步破壞雙方談判。。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今天俄羅斯對我們港口敖德薩的導彈襲擊是玩世不恭的今天俄羅斯對我們港口敖德薩的導彈襲擊是玩世不恭的，，這也是對俄羅斯自這也是對俄羅斯自
身政治立場的打擊身政治立場的打擊。。如果世界上任何人仍然可以說與俄羅斯進行某種對話如果世界上任何人仍然可以說與俄羅斯進行某種對話，，需要某種協議需要某種協議，，那要那要
看看發生了什麼看看發生了什麼。。今天的俄羅斯今天的俄羅斯 KalibrKalibr 導彈已經破壞了這種談判的可能性導彈已經破壞了這種談判的可能性。”。”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我們看到世界對這次空襲的反應絕對一致我們看到世界對這次空襲的反應絕對一致，，入侵者不能再欺騙任何人入侵者不能再欺騙任何人。。除此之除此之
外外，，由於這次空襲由於這次空襲，，敖德薩藝術博物館的建築也遭到破壞敖德薩藝術博物館的建築也遭到破壞。。導彈擊中非常接近敖德薩的歷史文物導彈擊中非常接近敖德薩的歷史文物
，，這不僅是烏克蘭文化的資產這不僅是烏克蘭文化的資產，，也是歐洲文化的資產也是歐洲文化的資產。。俄羅斯的這種明顯的野蠻行徑使我們更接俄羅斯的這種明顯的野蠻行徑使我們更接
近獲得勝利所需的武器近獲得勝利所需的武器。”。”

此次襲擊還發生在國際社會本週末為幫助烏克蘭做出若干姿態之際此次襲擊還發生在國際社會本週末為幫助烏克蘭做出若干姿態之際：：喬喬··拜登總統和美國國會拜登總統和美國國會
宣布向烏克蘭提供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22..77 億美元的額外安全援助億美元的額外安全援助，，其中包括四套高機動火箭炮系統海馬斯其中包括四套高機動火箭炮系統海馬斯(HIMARS)(HIMARS)
、、3636,,000000 發發 105105 毫米彈藥毫米彈藥、、580580 架鳳凰幽靈無人機架鳳凰幽靈無人機、、額外的反裝甲武器以及其它設備和車輛額外的反裝甲武器以及其它設備和車輛。。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亞當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亞當··斯密斯也訪問了烏克蘭首都基輔斯密斯也訪問了烏克蘭首都基輔，，並會見了澤倫並會見了澤倫
斯基斯基；； 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也與烏克蘭領導人通電話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也與烏克蘭領導人通電話；；英國的首相鮑里斯英國的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參觀了一約翰遜參觀了一
個軍事訓練地點個軍事訓練地點，，烏克蘭士兵正在那裡接受英國武裝部隊的訓練烏克蘭士兵正在那裡接受英國武裝部隊的訓練；；北約宣布向烏克蘭東部邊境增北約宣布向烏克蘭東部邊境增
援援。。

澤倫斯基說澤倫斯基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在這五個月裡在這五個月裡，，我們已經為烏克蘭取得瞭如此大規模的外交支持我們已經為烏克蘭取得瞭如此大規模的外交支持
，，俄羅斯將無法反對俄羅斯將無法反對。”。”

他總結說他總結說：“：“導彈對入侵者失去意義的那一天終將到來導彈對入侵者失去意義的那一天終將到來。。現在現在，，我們有可能擊落一些導彈我們有可能擊落一些導彈，，
我們的目標是擊落每一個俄羅斯的導彈我們的目標是擊落每一個俄羅斯的導彈，，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保持現代化和有效的防空系統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保持現代化和有效的防空系統，，這是這是
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

俄羅斯於俄羅斯於 22 月月 2424 日首次入侵烏克蘭日首次入侵烏克蘭，，儘管國際社會繼續對俄羅斯施加壓力和製裁儘管國際社會繼續對俄羅斯施加壓力和製裁，，但烏克蘭但烏克蘭
要奪回屬於自己的領土要奪回屬於自己的領土，，雙方結束戰爭的談判大多陷入僵局雙方結束戰爭的談判大多陷入僵局。。烏克蘭提出烏克蘭提出，，俄羅斯必須撤軍俄羅斯必須撤軍，，包包
括交出克里米亞半島括交出克里米亞半島。（。（圖片來源網絡截圖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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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被拒貸款被拒?? 解決信用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解決信用不良記錄的各種問題
達成達成 「「修復信用專家修復信用專家」」 幫您增加信用分數幫您增加信用分數

(本報休斯頓報導) 華裔朋友來美國之後，想必都有個體
會，那就是在美國社會，信用非常重要。信用是定期的單方
面轉讓有價值物，到期再償還，允許一方（稱為貸方）向另
一方（稱為借款人）提供財務或資源，期滿借款人必須償還
。為了使交易順利成功，借款人必須具有良好的信用分數，
好的信用分數表示借款人可靠、值得信任，償還貸款不會有
問題。

然而，如果沒有好的信用分數，貸款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或是承受比一般市場利率高得多的利息。更重要的是，當
商業借貸投資時，如果貸款不利，可能會削弱您的業務，使
您損失不貲。
清除不良紀錄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KC Portfolio Capital）是一
家發展快速的信用修復公司，在近年來的運營中， 「達成修
復信用專家公司」幫助數千人恢復了信用記錄，清除不良紀
錄。
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口碑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幫助、並指導客戶解決其信
用記錄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其客戶廣泛眾多，包括華裔、

韓裔、菲律賓裔、越南裔、墨西哥裔、甚至是美洲印
第安人等各種背景、各種族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客
戶來自口碑，他的客戶在自己的信用困難被解決後，
也樂於推薦給朋友。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團隊是經驗豐富、
且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能夠解決信用中不良記錄所
引起的大多數問題。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歡迎
有機會與客戶討論特定的信用報告問題，所有查詢都
是嚴格保密的，並最好地評估應如何處理。同樣的，
所有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初始討論都是免費
的。
專業加效率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是進行信用修復時，
最專業和具有知識的集合，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
公司」不斷研究、並了解與信用報告有關的法規。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也是此行業中最快、最有

效的機構，憑藉其獨特解決問題的方法，已證明 「達
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能夠與三個徵信機構和政府單
位進行談判。
45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否則退款

因此，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的信用修復計
劃可確保大多數人在頭45天內，都能得到令人滿意
的結果，並且不會產生負面信息，在三到六個月內刪
除不良紀錄。

客戶滿意度是重中之重，因為 「達成修復信用專
家公司」將對客戶的信用狀況進行切合實際的評估，
以便可以採取最佳和最完善的補救措施。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的全面性和職業道德也是客戶信用評
分中的優先選項。

有關個人信用資料的更多信息，或有困難貸款買房屋、
汽車等，歡迎立即聯繫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免費討
論您的權益，通過安全措施評估您遇到的問題。 「達成修復
信用專家公司」可以提供您解決信用報告中所有問題的方法
。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KC Portfolio Capital）總裁黎懷

南(Nam Le)，歡迎免費諮詢黃小姐電話: 713-582-9857(國語
、廣東話、台山話)、713-826-9971(英文、越南文)。地址:
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09, Houston, TX 77036（請事先預約
， 位 於 恆 豐 銀 行 大 樓 9 樓 909 室 ） 。 Email: sandy-
huang1289@yahoo.com。 網 站 www.kcportfoliocapital.com。
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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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熱浪逼人，反常高溫席捲歐美

等地，香港天文台亦連續兩周發出酷熱天氣

警告。香港天文台22日錄得最高氣溫達攝氏35.6

度，是今年最高紀錄；上水的氣溫更高達攝氏38.1

度。熱浪下，劏房與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儼如蒸

爐，令基層住戶苦不堪言。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先

後走訪位於佐敦的劏房單位及位於深水埗的天台鐵

皮屋，親身感受住戶汗流浹背的苦況，尤以後者的

室內溫度竟高達攝氏40度。部分劏房戶由於負擔不

起每月數百至千元（港元，下同）的電費，寧願每

天到商場涼免費冷氣，商場關門後便轉往公園、港

鐵站等地逗留，目的只為逃避回到那“人間煉

獄”；亦有住戶為降溫，每日洗澡3至5次，甚或索

性到泳池游水順道洗澡。◆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冬瓜夜香花湯
冬瓜1斤
夜香花15克
生熟薏仁各15克
蜜棗2粒
瘦肉

冬瓜荷葉赤小豆湯
冬瓜1斤
赤小豆15克
荷葉15克
生熟薏仁各15克
扁豆15克
蜜棗兩粒
瘦肉

資料來源：中醫陳永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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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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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傷津亦勿貪涼

中醫：

炎夏踎商場港鐵站 日沖五次涼降溫

基層戶困基層戶困 劏房劏房4040
慳電費咬緊牙慳電費咬緊牙乾蒸乾蒸

°°CC

正值炎夏，劏房儼如蒸爐，令住戶苦不堪言，
有部分業主更“趁熱打劫”，向租客額外多收千幾
至幾千元（港元，下同）的電費。經民聯油尖旺支
部主席黃舒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
政府必須監察業主濫收電費的問題。觀塘區議會主
席柯創盛則建議政府特事特辦，為基層及長者提供
電費補貼。

無良業主“趁熱打劫”加電費
黃舒明表示，部分劏房由於租金較便宜，業主

只裝風扇而不設冷氣，經常有街坊因此熱到中暑，

而部分劏房雖有冷氣，但一旦長開冷氣，每月電費
隨時高達逾千元， “今年夏天特別熱，有街坊為免
小朋友焗到病，電費再貴亦要將冷氣開足全日，有
劏房格局因為鄰近天井位，一開窗會好臭，只開風
扇根本無法降溫，逼不得已亦要全日開足冷氣。”

“避暑中心”宣傳不足少人知
她促請特區政府監察部分業主藉炎夏向劏房戶

濫收電費的問題，“部分業主會以天氣熱做藉口，
向劏房戶額外多收千幾至幾千元電費，令住客敢怒
不敢言。”

熱浪擊不退，基層還是要苦撐度日，黃舒明直
言，政府雖在全港多區的社區會堂設有“避暑中
心”，無奈因為宣傳不足，街坊也甚少留意到，建
議加強宣傳，讓更多市民知道。

柯創盛坦言，今個炎夏艷陽熱如火爐，部分街
坊熱到頭暈或接近中暑，建議政府特事特辦，為基
層及長者提供電費補貼，讓他們不用因為“慳住荷
包”而不敢開冷氣。同時，政府應牽頭聯絡不同機
構借出一批流動冷氣機，“緊貼市民所需，讓他們
真正感受到一份幸福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議員倡為基層長者派電費券

◆◆重返昔日居住的天台鐵重返昔日居住的天台鐵
皮劏屋皮劏屋，，區生慨嘆單位內區生慨嘆單位內
因沒裝冷氣因沒裝冷氣，，炎夏溫度可炎夏溫度可
達達4040..22度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區太難忍熱浪逼人，不時用凍水淋腳消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區議員黃舒明(右) 探訪“八文樓”
的劏房戶洪先生，發現室內不開冷氣
時，溫度直逼35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近日天氣酷熱香港近日天氣酷熱，，不少巿民在商場不少巿民在商場
逗留嘆冷氣消暑逗留嘆冷氣消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73歲的區先生與太太及一對仔女居於深水埗一間由鐵皮搭建而成、面積約
300呎的天台屋。由於單位位處天台，烈日
當空下陽光直射屋頂，即使在客廳安裝了三
把風扇，氣溫依然高達35.2度。

千方百計減少開冷氣時間
他透露，自己以往曾居於同層天台的60

呎單位，十多年均沒有冷氣，早已練出驚人
的耐熱度。他帶香港文匯報記者重返以往住
過的單位時，記者拿出溫度計作實測，發現
氣溫竟然高達攝氏40.2度。區生慨嘆說：
“熱到好似火爐一樣，今個夏天好難頂！”

本來走落街逛逛商場有助降溫，可惜區
生一家居於10樓，唐樓沒有電梯，每次出
街後逐層爬樓梯回家，既辛苦亦汗流浹背。
區太太醒目地早已預備好一桶凍水淋腳降
溫，但還是熱到不停滴汗，需不停以濕毛巾
抹面。

區先生十分慳家，為省冷氣費，總是咬
緊牙關“乾蒸”，等到一對仔女下午放學後回
家才開冷氣，“無計，我們一家四口只靠每月
12,000元綜援金生活，如果長開冷氣，每月電
費要千二三元，加上月租2,000元，餘下約
8,000元僅夠生活費。”他希望特區政府可以
在炎夏為像他們一樣情況的基層提供電費津
貼，助他們捱過熱浪。

居於佐敦“八文樓”的78歲洪先生也

投訴悶熱天氣令他透不過氣。他獨居於一個
面積只得60呎的劏房，一住便是7年，月租
4,600元。雖然單位內裝有冷氣，但洪生已
從海員崗位退休10年，退休金已用得八八
九九，現在只靠長者生活津貼過活。由早到
晚長開冷氣當然有助消暑，但只要他一看到
每月高達500至600元的賬單，就即時打消
念頭，寧願走到商場或百貨公司涼冷氣。

每天行數小時避酷熱斗室
“最常去是裕華國貨及永安，通常朝早

去茶餐廳食完早餐，便行百貨公司，到午飯
後便繼續逛到三至五時，或者去九龍公園游
個水，之後才回家開冷氣。”他說，逛商場
涼冷氣看似自在，惟每天行足數小時，雙腳
也行到累透，但只要想到電費可省下一半，
唯有咬緊牙關繼續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洪先生的單位拿出
溫度計作實測，即使已是下午5時半的黃昏
時段，溫度仍然高達攝氏35度，他唯有一日
至少沖3次涼，或不停以濕毛巾抹身降溫。
他苦笑說：“上月有幾天冷氣機壞了，晚上
根本無法入睡，好慘，惟有晚上走到港鐵站
涼冷氣降溫！”

已申請公屋7年的他，有望於今年10月
成功“上樓”，不過未能離開劏房前，洪先
生同樣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向基層戶提供電費
津貼，協助他們度過炎夏。

酷暑難耐，傳統中醫又有哪些消暑良方？香港註冊中醫
學會會長陳永光22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暑”

是夏季常見病，暑熱暴曬傷人，中醫稱為“陽暑”，暑天貪涼容
易感受寒涼則稱為“陰暑”。防範陽暑的方法包括不要長時間暴
曬、衣裝注意散熱勿太緊身等。陰暑就要更加留心，除不宜出入驟冷
驟熱的環境外，進食西瓜等寒涼食物亦有講究，尤其不宜食用剛剛由街
市買回家的“熱西瓜”。

陳永光表示，一般健康人士暑熱傷人較輕，可見身熱口渴、頭昏微
脹、小便黃赤，但身體虛弱受暑熱較重的情況下則可能出現頭暈、心
慌、氣短、口渴及大汗等，有相關病徵或已屬於“中暑”，中暑最傷人
的氣、津，建議可急用生脈飲治療。生脈飲成分並不複雜，包含人參、
麥冬、五味子三味藥，煲煮約30分鐘即可。同時，夏日市民可多飲用消
暑湯水（見表），以防患於未然。

忌食剛由街市買回“熱西瓜”
他續說，暑熱貪涼，夏天感受寒涼也很常見，市民可能出現頭

痛、怕冷、發熱，甚至惡心、嘔吐、肚瀉等症狀，建議服用祛邪散
寒、理氣和中作用的藿香正氣片。

市民夏季都喜歡進食西瓜，陳永光提醒，不宜食用剛剛由
街市買回家的“熱西瓜”。西瓜、雪糕等寒涼食物不宜多
吃，否則或影響胃氣，引致腹瀉，而西瓜性質寒涼，應待

置涼後進食才有降暑效果，“例如放在雪櫃內冷藏一
段時間食用，效果最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BB55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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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春天》熱映
楊斯與角色完美融合 互相成就
《你是我的春天》這部影片以武

漢為背景，通過大量交叉運用寫實主

義、平行蒙太奇、象征手法和怪誕手

法從普通人的視角講述了五個看似單

獨卻發生在同一時空的抗疫故事，真

實還原了抗疫期間醫生、護士、患者

、援鄂誌願者、基層工作人員和普通

百姓的抗疫群像，是繼《穿過寒冬擁

抱你》、《武漢日夜》、《中國醫生

》等抗疫電影之後，再一次給觀眾帶

來震撼和思考的抗疫題材的電影。

網友： 「楊珊就是無數一線護士
的縮影」

影片中，不論是講述四川樂山援

鄂醫療隊留守父子李敬和樂樂、鋼琴

女孩小麥、暖心的社區王書記、疫情

中堅守愛情的尚小雨與李南風，善良

的農民工劉二紅和王大鵬，還是ICU

醫生龔臣和護士妻子楊珊，都以細膩

而真實的敘事勾勒出普通人面對困境

時的抉擇和大愛，而其中最讓觀眾難

以忘懷且淚奔的是第四個故事。

當觀眾們看到在第四個故事中，

楊珊（楊斯飾演）作為護士，每次穿

著防護服，面對來勢兇猛的病毒以及

深陷痛苦的病人迅速地做出反應時；

看到她作為女人，面對病毒的無情和

患者的離世，悲傷不已時；看到她作

為妻子，得知丈夫因為搶救患者而被

血液濺到面部來不及擦拭而崩潰時；

看到她作為母親，疫情當前卻無法陪

伴孩子，只有心痛和心酸時；看到她

與丈夫在狹小車裏相互依偎，面露倦

怠時，思緒瞬間被帶回武漢疫情最嚴

重的時刻。

在那時，在醫院裏，每個人都在

奔跑、焦慮、聲嘶力竭，看到感染者

喪生、幸存者恐懼，ICU 病房變成

「戰場」，看到珍視生命的人不畏生

死沖上一線；感受著高壓工作和情緒

失控帶來的緊張和悲傷。似乎「醫

院」這個特定的場所，瞬間變成了

「生死場」，而醫務工作者們，正與

時間賽跑，與死神抗爭，盡最大努力

讓生命重見光芒。

影片真實還原著一幕幕場景，而

此時，觀眾們也才恍然明白，在那抗

疫的至暗時刻，護士楊珊作為普通人

，也同樣渴望著春天的光芒，期待著

奇跡的發生。當看到楊珊由崩潰到沈

默，最後淚眼婆娑倚靠著丈夫的肩膀

時，觀眾們忍不住淚奔，不禁對奮戰

在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們生出無限的敬

意：「楊珊就是無數一線護士的縮影

」、「護士的壓力與堅守、心酸與辛

苦被楊斯演繹得入木三分，淚目，淚

目啊」!

楊斯用感動和淚水銘記初心

醫院是向死而生的隱喻，人性的

善惡在此處無所遁形。楊斯帶這種

「向死而生」的隱喻，通過楊珊這一角

色，向觀眾展示著人性的善良，散發著

生生不息的「春天的力量」。影片中，

她並沒有回避疫情的殘酷，而是直面苦

難和死亡，也勇敢面對自己的情感和內

心，做出了她的選擇，「爸爸媽媽在做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影片中，她在心

裏對自己的孩子說道。

演員楊斯多年的演技賦予她細膩

的情感，讓她與護士楊珊這一角色充

分融合，在影片中將醫院的緊張和人

物情緒逐漸發展的過程渲染到極致，

層次感的把控讓觀眾沈浸其中，無不

為之動容。這是這部影片的成功之處

，也是演員楊斯的成功之處，在這部

影片中，楊斯就是楊珊，楊珊就是楊

斯，故事就是角色，角色就是故事，

完美融合，相互成就。

當漫長的疫情的痛苦拉鋸般侵入

人們本該平靜的生活時，觀眾們透過

楊斯賦予角色生命的能量，看到絕望

中誕生的希望，艱苦中卓絕的道德，

在感受到溫情與大愛的同時進入思考

：如何從新冠疫情的困境中走向希望

，如何透過人類的雙眸和心靈，去發

現生命的活力，感知人間的溫情，去

相信四季有輪回，春天終會來臨，從

而不忘初心，奮勇前行！

落落導演新片《遇見你》
發布 「越愛越痛」 特輯

由落落執導，青年演員李汶翰、徐若晗領銜

主演的七夕愛情電影《遇見你》發布「越愛越痛

」特輯，主創戲外解讀「燦爛驕陽」8年愛情長跑

背後的現實挑戰，直面「明明那麼相愛，卻被生

活打敗」的愛情終極難題，剖析美好熱烈的愛情

表象下那些隱藏著的現實困境。

「越愛越痛」特輯以周燦（李汶翰 飾）和余

驕陽（徐若晗 飾）的爭吵為開端，將現實情侶之

間「愛而不得」的誤會與矛盾淋漓盡致展現，無

奈錯過的背後源於戀愛中男女思維方式的不同。

就像徐若晗在特輯中所表達的：「驕陽和周燦之

間最大的問題，就是男女思維差異的問題。」這

樣的差異性，導致情侶在經歷工作、生活等種種

困境壓力下，往往無法看到對方真實的心意。也

讓兩個明明彼此相愛的人，卻終究愛不到一起。

正如戀愛的余驕陽渴望擁有一個家，認為這才是

愛情最大的安全感；但在男生的認知裏，先立

業才是照顧愛人的基礎。在男女不同觀念的拉

扯下，「燦爛驕陽」的愛情頻出嫌隙，兩人漸

行漸遠。難道8年的愛情長跑最終還是要被現實

所打敗？

當周燦無奈地道出「你是挺擅長變廢為寶的

」時，正如導演落落所言，

「這是兩人愛情裏很痛的一個

點醒，對於戀人來說是一個很

難修補的裂痕。」導演直接犀

利的情感觀點戳動無數觀眾的

心弦，引人深思。電影《遇見

你》在細膩真實地呈現了「燦

爛驕陽」8年愛情的過程中，

也映射到現實中諸多情侶陷入

愛情困境時的迷茫與無措。每

個觀眾在故事中或多或少都能

看到自己曾經那段略帶遺憾無

疾而終的愛情。而導演落落則

更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讓我們看到相遇的不易，要

更加珍惜眼前人，去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

電影《遇見你》是導演落落繼《悲傷逆流成

河》和《如果聲音不記得》後，暌違兩年再度獻

給女孩們的，關於愛情、遺憾和成長的故事。女

孩余驕陽和她的名字一樣，為了愛迸發出無限的

熱情和勇氣，勇敢跑向摯愛周燦。然而明明相愛

的兩個人，努力奔向有對方的未來，卻最終屢屢

被現實生活打敗。這種愛情裏的遺憾意難平，戳

動了廣大情侶心底最柔軟的部分。不少人自發代

入戲裏男女視角，感概愛情：「戀愛3年了，看

完我心都要碎了，好怕這也是我們的結局。」

「越喜歡一個人越容易愛到心痛，但不經歷痛徹

心扉又怎麼知道如何去愛？」還有女性網友想起

自己的周燦，戳心表示：「看到周燦為了成家所

背負的工作壓力，現在才真正理解對方的不易，

好想跟他一起看電影，安慰他陪伴他。」

電影《遇見你》不僅與檔期七夕的節日氛

圍非常契合，也滿足了情侶們想在影院看電影

約會的心願。導演落落以細膩的鏡頭語言和文

字表達，娓娓道來燦爛驕陽這一段為期 8年的

愛情長跑。

《匆匆的青春》中表演張弛有度
鄧家佳感恩遇到好劇本好角色

正在江蘇衛視熱播的電視劇

《匆匆的青春》中，鄧家佳飾演

新手媽媽趙左左，以張弛有度的

表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鄧家佳講述

了飾演這個角色的感受。她表示

，作為演員能夠遇到好劇本、好

角色，自己很感恩。

佩服趙左左的勇敢
在《匆匆的青春》中，鄧家

佳飾演的新手媽媽趙左左是一個

還未走入職場就率先步入婚姻生

活的女孩。劇中，她不僅要應對

懷孕生子帶來的生理上的變化，

還要面對婆媳糾紛、夫妻矛盾、

職場困境等各方面的心理壓力，

成長中的重重挑戰可見一斑。

該劇播出之後，趙左左的選

擇引發不少爭論，「愛情」與

「面包」的關系也再度成為觀眾

熱議的話題。對此，鄧家佳有著

不同的見解：「這個世界上只有

一種真正的勝利，那就是按自己的

意願過好這一生。」在鄧家佳看來

，如果已經很明確自己想要成為什

麼樣的人，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就應該無懼別人的看法，朝這個方

向努力就好了。鄧家佳坦言，雖然

自己現階段對工作、生活沒有太多

焦慮感，但往事中的遺憾還是在所

難免，「對我來說，最大的遺憾可

能是沒有談過校園戀愛，所以我會

比較羨慕趙左左」。

感恩遇到好角色
劇中，趙左左面對生活、職

場的雙重壓力，內心世界更為復

雜。而鄧家佳對於角色情緒的拿

捏頗有心得，尤其是幾場哭戲，

一如既往感染力十足。采訪中，

鄧家佳卻將功勞歸劇本。她說：

「前提是劇情本身就很令人共情

，我作為演員，只需要全身心投

入，把劇情賦予的東西表演出來

就可以了。所以歸根結底，好角

色是劇本賦予的光彩。」

《匆匆的青春》播出之後，

除了劇中呈現的各種現實問題之

外，「小姨媽和張偉終於在一起

了」的話題也讓人津津樂道。兩

名因《愛情公寓》而被觀眾熟知

的演員時隔多年再度合作，帶來

了話題熱度。談及搭檔李佳航，

鄧家佳也是不吝贊美之詞：「他

能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人物的情

緒，而且能給對手很強的正向

反饋。在合作過程中，我們對戲

劇的審美、交流完全沒有障礙，

整個過程非常開心。」

鄧家佳也感慨和李佳航拍戲

需要超強的自律，她說：「李佳航

不管多晚收工都要堅持運動。所以

那段時間大家都被他帶得超級自律

，每天就互相比著，今天你跑了多

少米，明天我跑多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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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TVB與港台聯合主辦的

“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2022”將於7月24日舉行，

19日記者會上，由署理香港廣播處長施金獎與TVB Mu-

sic Group Limited總裁何麗全一同揭曉首位“香港金曲榮

譽大獎”得主是由被譽為“亞洲流行音樂教父”的鮑比達

獲得，他自言獲大獎給自己更大信心，自己的音樂未過

氣，心中仍有團火，而新生代歌手涂毓麟、潘靜文、何晉

樂、林君蓮、 林智樂、文凱婷、鄺星宇、余宗遙及李妍

亦於台上向前輩鮑比達致敬，並希望可以唱鮑老師作品。

現年72歲的鮑比達集音樂總監、製作人、作
曲家、編曲家、指揮家及表演藝人於一

身。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大中華地區編
創出無數膾炙人口的金曲，馳騁逾50載。他於
台上談得獎感受時，表示對獲獎很感動，但相信
現在年青一代都不太認識他，而其實他做了很久
音樂。他說：“我仍保持一團火，這團火是爸爸
給我的，他叫我要做音樂就要好好去做，什麼都
要做，所以我團火仍在繼續燃燒！”

曾任1997年回歸慶典音樂總監
鮑比達笑言廣東歌在港初流行時已在工

作，像石器時代般久遠，上世紀七十年代顧嘉煇
在做音樂時他同時也在，到接近上世紀八十年代
他更是在紅館演唱會做得最多的音樂總監，能跟
很多好朋友、好精彩的藝人合作，包括羅文、許
冠傑、譚詠麟、甄妮、梅艷芳、張國榮及徐小鳳
等，樂壇相當熱鬧；踏入八十年代，香港流行音

樂很多也是改編，作曲家也不太多，而他夢想多
多，音樂劇、芭蕾舞劇、電影、古典音樂也想
做，到九十年代初他去了台灣跟不少藝人合作，
嘗試做了歌舞劇，1997年他獲委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慶典的音樂總監。

鮑比達之後再到了北京發展：“我感到好
榮幸和驕傲，能為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接力創
作主題曲《點燃激情、傳達夢想》，奧斯卡可以
拿4、5、6個，但寫奧運歌只會得一次！”鮑比
達表示，現在回到香港，自己還未完，還未過
氣，還在學習很多東西。“尤其是音樂並不簡
單，很有挑戰性，我的火仍然在，所以這次返港
希望還可以幫手，做到多少便多少！”

聲夢新星渴望唱鮑老師作品
《聲夢傳奇》畢業生潘靜文、林君蓮、文

凱婷一同受訪均表示有聽鮑比達創作的經典金
曲，文凱婷指自己有參加音樂比賽，故會留意編

曲，鮑老師的編曲很引人入勝，很想老師為她寫
首快歌，而現代的流行曲重電子音樂，黃金時代
的流行曲多是真樂器曲風，如今鮑老師重回香港
樂壇，令她感到很有幻想，一輩新人有機會跟他
合作；林君蓮想老師為她創作有節奏感的歌，她
特別喜歡張信哲的《愛如潮水》帶點R&B的感
覺；潘靜文則想老師為她寫復古一點的爵士樂
曲，因為很多流行的舊歌也有其味道，一聽到便
有共鳴和回憶。

19日是首屆《聲夢傳奇》一周年，三位聲
夢學員畢業生至今仍很懷念總決賽當晚的情景，
也感覺大家都成長了，林君蓮笑說：“回看大
家，人大個了，Baby Fat都少了！”不過潘靜文
笑言即將為新歌拍MV，想上鏡面瘦一點，正目
標減3kg到43kg；文凱婷同樣要為新歌拍MV，
她更高呼要下苦功減肥：“之前我去了馬來西亞
一星期，吃得太多的關係，重了5kg，回看去年
比賽時的自己，真的脹了不少，我目標要減回到
比賽時的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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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劉雅瑟憑《智
齒》勇奪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
角”，而雅瑟正為劉德華監製的電影《潛行》
擔任女主角，拍攝工作如火如荼，專業的雅瑟
獲獎後翌日，隨即投入劇組工作，一眾台前幕
後為這位出爐影后送上祝福，監製兼主演的劉
德華聯同彭于晏、任達華，精心準備了蛋糕為
她送上祝賀。

劇組一早準備好蛋糕，當雅瑟回到劇組完

成試妝，由彭于晏拿出蛋糕，與劉德華及任達
華一同為她送上驚喜祝賀，全場為她鼓掌，威
士忌酒樽形蛋糕上寫着“潛行劇組祝賀劉雅瑟
金像影后”，令她甚為驚喜。劉德華說：“恭
喜！恭喜！是應得的。”並希望雅瑟憑《潛
行》成為下一部獲獎的電影。甚懂搞氣氛的彭
于晏拿着蛋糕出場，唱着生日歌，又裝作用蛋
糕蓋往雅瑟的臉，最後還給雅瑟一個祝賀擁
抱。

雅瑟在切這個威
士忌酒樽形蛋糕時笑
着表示，獲獎後當晚
收到最多的是祝福與
酒精：“這個是首個慶
祝蛋糕，之前沒有蛋糕
都是酒，今日收的蛋糕都
是酒的樣子，感到很驚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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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譚嘉儀
近日推出新歌《不散》，並邀得方力申（小
方）擔任MV男主角，嘉儀更感激對方搞喊
自己。

過往嘉儀的MV都不乏型男擔任男主
角，例如有馬國明、王浩信、關楚耀及羅天
宇等，而今次 MV的男主角就是只有數面之
緣、未曾合作過的小方，嘉儀說：“今次膽
粗粗喺Ig問小方可唔可以幫幫手做我新歌
MV男主角，點知小方就一口就答應了。”

嘉儀多謝小方幫忙之餘，更大讚他演技
好，令她好投入故事當中：“MV有一場戲
描述我哋喺小巴上分手，搞到我都忍唔住大
喊一場。”小方說：“今次MV要同嘉儀做
情侶拍拖去同羊駝玩，仲要好浪漫咁玩腳踏
船，大家知我太耐冇做呢啲嘢，所以可以發
揮到我精湛嘅演技。”

另外， 嘉儀最近亦推出了《Eyes On
Me》粉紅膠專輯，第一次將最喜歡的粉紅
色帶到自己專輯裏，令到嘉儀大感興奮。

找
方
力
申
拍
MV
譚
嘉
儀
被
搞
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張寶兒（Bow-
ie）15日現身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到日本為無綫拍
攝全新旅遊節目《45日環遊日本》（暫名），老
公袁偉豪亦有現身送機，兩人臨別之際拍下即影
即有“四格證件相”，大放閃光彈。

今次亦是Bowie婚後首次與老公分開如此長
時間，她坦言感不捨，並有很多事要準備好：

“有好多嘢要處理，好似屋企貓咪嘅嘢食、老
公啲咖啡豆，同埋要交代好屋企啲嘢擺喺
邊。”提到袁偉豪日前於社交網上載舊照慶祝
入行25周年，Bowie笑言：“佢好鍾意Keep舊
相，仲會周不時拎出嚟畀我睇，所以都習慣睇佢
以前個樣，對佢爆炸頭、長髮Look 最印象深
刻。”

豪遊日本體驗新玩意 張寶兒與老公依依難捨

◆◆張寶兒時隔張寶兒時隔22年半再出埠年半再出埠，，小別老公袁小別老公袁
偉豪偉豪。。

◆一眾歌手19日在港台出席“香港金曲頒獎典禮”記者會。

▲左起：文凱婷、潘靜文、鮑比達及林君蓮。

◀ 鮑比達成為首位“香
港金曲榮譽大獎”得
主，實至名歸。

◆◆譚嘉儀邀方力申拍譚嘉儀邀方力申拍MVMV獲爽快答應獲爽快答應。。

◆◆ 劉德華聯同彭于晏劉德華聯同彭于晏、、任達華精心為劉雅瑟任達華精心為劉雅瑟
準備了蛋糕準備了蛋糕。。

◆劉雅瑟品嘗得獎
後首個慶祝蛋糕。

劉德華 任達華 彭于晏送驚喜
恭賀劉雅瑟勇奪金像獎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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