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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器官”
原來肝臟有“沉默的器官”之稱，它平時

行使什麼樣的功能，我們很少自覺得到。即使

肝臟生病了，除非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否

則它並不會出現疼痛的自覺症狀。肝臟是個忍

耐力大、韌性很強的器官，即使人過度勞累，

肝臟也不輕易發出怨言。但也是因為這樣，當

肝臟發出警告時，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了。

先知先覺   強肝神器
為甚麼要等到問題發生了才處理呢？中醫

理論中的治未病，就突顯了中華文化的智慧，

在問題尚未惡化前就把它化解，效果、成本和

時間都是最理想的！因此，生活節奏急促的都

市人，要善用名藥良方來為自己調理肝臟。近

半世紀最為人熟悉的保肝名藥，相信許多人都

立時會想到片仔癀！是的，大家對片仔癀的印

象，對其強肝健體，消炎解毒的功效，是數百

年口碑累積下來，加上近十年的多項國際性臨

參加遊戲方法很簡單：
以「愛拼才會贏」為上聯，參賽者提下聯。

參賽者只需連同姓名、聯絡電話，以電郵、傳
真、甚至即席揮毫，拍下作品微訊傳給我們都
可以。當然，除字句意思外，作品以押韻，帶
有"肝"或同音字為佳！(畢竟也是個宣傳嘛！)
來件請註明：揮春提稿比賽-1501W

比賽日期及細則：
即日至16/2/2015(年廿八)止。

是次比賽由片仔癀海外總經銷：漳龍實業有限
公司擔任評審，選出冠亞季軍各1名，另設優異
獎10名。賽果將於18/2/2015(年三十)於本報刊
登，得獎者會有專人聯絡領獎。歡迎任何人士
參加！

獎品：
冠軍：片仔癀 2015禮盒裝 1份，價值 $7880

亞軍：片仔癀膠囊 10盒，價值 $4600

季軍：片仔癀膠囊 5盒，價值 $2300

優異獎：片仔癀跌打精 1瓶，價值 $96

投稿方式：
傳真：2887 0456 

電郵：cs.PZH.com.hk

微訊號：6068 8827 (PZH_HK)

查詢：2806 3162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捷成藥業香港有限公司保留一切決定權。

主要銷售點：

國寶名藥

才會贏！靠甚麼拼呢？
這句話，是不少企業家的座右銘！但要贏，除了講
心態，還要講身體狀態！許多人為了幹一番事業，
全年無休，煙酒應酬及工作壓力，苦待了自己的身
體。誰在默默支持你呢？是你的肝臟！

愛 拼
床研究#支持，其效果是不容置疑的。

御藥平民化   護肝齊參加
片仔癀本是明朝的宮廷御用之物，今天已

是人人都可服用的保健品！如何應用片仔癀於

日常保健方面？筆者給大家提些意見：

◎ 火氣大，常感到精神狀態欠佳者，宜服

用1粒，或1-2盒膠囊；

◎ 長期工作壓力繁重，身體抵抗力弱者，

每月宜服用1-2粒，或2-3盒膠囊。

◎ 常有煙酒應酬的，每月宜服用2-3粒，

或4-5盒膠囊。

服用方法：將片仔癀研碎，每次服0.6克或 

2顆膠囊，每天2-3次。當感到體質有明顯好轉

時就可暫停，有需要時再服。注意：懷孕及授

乳期間的婦女忌服。部份用者於服用初期會有

短暫下瀉屬是正常現象，無需特別擔憂。如有

疑問，可致電：2806 3162查詢。

# 研究資料：
1. 香港中文大學解剖學系《片仔癀保護肝臟作用研究》  2. 上海市中醫藥學會肝病分會《片仔癀171例臨床療效觀察》
3. 天津市天津醫院 《片仔癀60例臨床療效觀察》  4. 中國人民解放軍175醫院《片仔對軟組織損傷60例臨床療效觀察》
5. 北大腫瘤醫院 《片仔癀配合介入化療治療240例臨床療效觀察》 6. 上海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片仔癀為主治療42例臨床療效分析》  7. 福建中醫藥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片仔癀耐藥性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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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春徵稿比賽揮春徵稿比賽
筆者昨天打算以「愛拼才
會贏，?????」為標題，
但才疏學淺，苦思一宿仍
想不出良句。突然靈機一
觸，決定借題發揮，藉此
向大家求教之餘也搞個有
獎揮春徵稿遊戲應節！

海外總經銷：漳龍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代理：
(852) 2806 3162

(852) 2858 9978

‧片仔癀 1盒 (10粒)

‧片仔癀精美小冊

‧片仔癀跌打精噴劑 1瓶

‧日本山內鎮一博士著作
《片仔癀戰勝肝病》一書

‧SAMSUNG 8GB 匙型快
閃記憶體

冠軍獎品
★片仔癀2015禮盒裝★

冠軍獎品
★片仔癀2015禮盒裝★

Q.             有什麼功效？
A. 現代醫學研究資料

# 
表明片仔癀及片仔癀

膠囊能有效被應用於以下方面：

1. 治療各種急、慢性肝臟不適
2. 抑制疼痛及提升身體免疫力、預防傷口
感染、促進癒合

3. 增強放化療的療效，減輕副作用，提升
頑症患者的生活質素

片仔癀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想更深入認識可

致電：2806 3162 或瀏覽 www.PZ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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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的落成「十劃未
有一撇」，管理局3名歷任「主
帥」，除現任行政總裁連納智完
成首屆任期外，餘下兩人均提早

請辭。首名行政總監程少泉上任後7日「極
速」請辭，第二任行政總裁謝卓飛則在上任4
個多月後以健康理由請辭，但又於兩個多月
後「閃電康復」，宣布擔任英國文化協會的
藝術總監。
經歷兩屆特區政府，西九文化區管理層的

「主帥」變動不小。2009年6月，西九首名
行政總監程少泉個人履歷強勁，曾任職高盛
集團、香港迪士尼幻想工程、歐洲迪士尼及
港鐵等大型企業，擁有豐富的大型項目發展
經驗，但上任僅7日隨即以個人理由「極速」

請辭，引來外界諸多揣測。
翌年8月，時任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委任當時仍是倫敦巴比肯中心藝術總監的謝卓飛接
任，豈料4個月後謝卓飛以健康理由請辭。唐英年當時
以尊重個人私隱為由拒絕透露有何健康問題，又指自己
曾3次接獲謝卓飛的醫生證明，表明謝卓飛不適合再返
港繼續工作。
不過，外界仍懷疑另有內情，其中一個說法是，謝卓

飛因「思鄉」及「思念女友」而離職。事實上，謝卓飛
在辭職兩個多月後「閃電康復」，宣布擔任英國文化協
會的藝術總監。
剛宣布請辭的現任行政總裁連納智，曾出任澳洲悉尼歌
劇院總監。他在2011年7月加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完成
首份3年期合約，是首位完成合約的行政總裁。其後，他
續約兩年，但表明在約滿後不再續約，原本任期到2016
年7月，但最終因健康理由而提早請辭，令人惋惜。
按西九年報披露，連納智首屆任期的薪酬達530多萬元，

另有約100萬元約滿酬金，即一年的薪金合計高達641萬
元。他在續約時，獲加薪2.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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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納智昨日會見傳媒時表連納智昨日會見傳媒時表
現傷感現傷感，，他形容他形容「「今天是傷今天是傷
感的一日感的一日」。」。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要做好老公 連納智辭西九總裁
照顧重病妻陪子女 林鄭：全球招聘接班人

去年續約兩年的連納智任期原本至
明年 7月，但由於希望提早退

休，遂於本月4日向林鄭月娥請辭，並
獲特區行政長官批准，董事局接納。
按6個月通知期，他將於今年8月3日
離任。
連納智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現傷感，
在提到太太的病情時更一度哽咽。他
形容，「今（昨天）天是傷感的一
日」，因自己不想離開，一直相信會完
成合約至明年，但考慮到自己的健康不
好，個人腳患問題令他巡視西九項目時
愈趨不便，加上妻子病重，認為既然項
目已有一定進展，自己「是時候向前
走」，離任後返回澳洲，多抽時間陪伴
家人，又會游泳鍛煉身體。

不喜出席立會 未做事已挨批
他強調，西九項目重要、充滿挑戰
性，但不時會受到立法會議員批評，
「還未做事已被批判」，坦言不太喜
歡出席立法會會議，工作時經常會覺
得沮喪。他認為接任人除了需要文化
藝術方面的知識、了解本地藝術團體
及社區，亦要清楚香港與內地政治上
的複雜性，並要有「好運氣」，自己
樂意日後再就西九發展提供協助。

林鄭讚無比熱誠與承擔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讚揚連納智在
過去3年半間，「充分表現出無比熱誠
與承擔，努力不懈」，成功開展了戲
曲中心、M+博物館及西九公園的建造

工程，開拓創新的視覺及表演藝術項
目如「西九大戲棚」及「自由野」，
對香港藝術及文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
獻，他的離任是管理局與本港文化藝
術界的一大損失，她對此感到十分惋
惜。
就外界指接連有行政總裁辭職，或

反映工作猶如「燙手山芋」，又被問
到連納智離任是否與她不和時，林鄭
月娥糾正「接連」說法錯誤，強調今
次的情況與前任行政總裁謝卓飛上任
約4個月便離任的情況完全不同。西九
作為一個大型的文化項目，「當然有
一定的挑戰性及難度。」
她續說，自己與連納智合作關係密

切，一直視他為朋友。連納智也給予
她很好的支持，反而她因為忙於政改
等工作，未能投入太多時間在西九發
展。連納智是次離職前，已按合約提
供了足夠6個月的通知期，故不存在賠
償問題。項目目前進展順利，她有信
心不會因連納智離任而影響進展。

曾德成：連擁抱中國文化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發表聲

明，感謝連納智帶領推展項目，藉着
廣泛國際人脈，協助本地藝術家取得
拓展國際的機會，「非常欣賞連納智
的承擔與專業。」
他形容連納智「雖然作為外籍人

士，卻熱情地擁抱中國文化」，其提
早退休是管理局一大損失，但衷心向
他及其家人致以美好祝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西九文化區再有行政總裁辭任。

現任總裁連納智以健康及陪伴家人為由提出辭職，獲管理局接納，

並將於8月離任。連納智昨日表示，他對請辭感到傷感，但礙於自

己已年屆64歲，身體不好，太太更患重病，故自己是時候離任照

顧妻子，多陪伴子女。西九管理局主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

示，管理局將即時展開全球招聘工作，由她親身擔任招聘委員會主

席，不分國籍選賢與能，務求可盡快委聘合適接替人選。

鍾樹根盼速覓人 根治西九亂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突然請辭，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對連納智請辭
的決定深表惋惜。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
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鍾
樹根則期望，特區政府盡快覓得適當的
接替人選，更期望日後新任行政總裁徹
底根治昔日的管理陋習和混亂情況，令
西九文化區能夠如期順利落成。

唐英年讚盡心盡力表現卓越
唐英年昨日發表聲明，對連納智請辭

的決定深表惋惜。他說，連納智是他出
任政務司司長，並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董事局主席時，在澳洲積極邀請來港
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擁有
資深的文化藝術及行政管理經驗，一直
全力協助其和董事局把工作做好，盡心
盡力，表現卓越。
唐英年續說，西九文化區的項目正紛

紛上馬，例如戲曲中心、M+ 和西九公

園，在這個時刻，連納智決定離任正是
香港市民的一個重大損失，「我衷心祝
願連納智一切順利，亦希望他在未來會
繼續關心香港和西九文化區的發展。」
鍾樹根昨日指出，西九文化區正值多

事之秋，一體式地庫及表演設施規模皆
懸而未決，特區政府應盡快尋找適當的
接替人選，並希望西九董事局能本着任
人唯才、不論國籍的原則，公開招聘熟
悉藝術管治、有國際視野、有良好理財
經驗，能與本地藝術界緊密溝通者任新
的行政總裁。
他續說，西九文化區自2008年獲得

立法會撥款216億元以來，在管理機制
和執行策略上出現嚴重缺失：文化區表
演設施規模一再縮水，惟耗用公帑卻不
斷膨脹；M+購買藏品政策方面更是隨
心所欲「無王管」，動輒花費千萬胡亂
購藏，過程中並不專業和嚴謹。為此，
他期望日後的新任行政總裁能徹底根治
昔日的管理陋習和混亂情況。

■■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連納智以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連納智以
健康及陪伴家人為由提出辭職健康及陪伴家人為由提出辭職，，
獲管理局接納獲管理局接納。。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