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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四
9：00AM

星期日
10：30AM

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 ～ 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T07_GREATLAND COACH八達旅遊567C_16

713-777-9988

上車地點: Houston Trade Center -100 Sharpstown Center #108 Houston, TX 77036

離休斯頓最近的賭場
只需要1小時

每週七天
9:00(直班）

車費$15享用$25

To learn 
more about 
fair housing 
contact the Fair 
Housing Hotline 
at 832.394.6200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houstontx.gov/
housing

OUR RACE 
SHOULD 
NOT 
DETERMINE 
OUR ABILITY 
TO BUY A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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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到一个让人伤心的经历。

一位31岁的二胎妈妈，情绪控制极

好，从不发脾气，对待孩子温柔有耐心

。

孩子们都喜欢她，街坊邻居也特别

欣赏她。

可最后，这位妈妈却得了乳腺癌。

医生告诉她，压抑情绪，是乳腺癌

的一个重要诱因。

这几年，我们经常能在看到这样的

观点：妈妈情绪稳定，是孩子一生的福

气。

导致很多妈妈不再敢发脾气，隐藏

自己的情绪，耐着性子一遍遍地给孩子

进行说服教育，还要完全接纳孩子的捣

乱和“撒泼”……

本以为不发脾气，就是对孩子好，

没想到最后自己生了病，教育效果也大

打折扣。

在育儿过程中，我们首先是个人，

然后才是妈妈。

情绪稳定，在我看来，不是不发脾

气，而是不乱发脾气。

不敢发脾气的妈妈，才是孩子一生

的灾难。

孩子有第一次不尊重你的行为时，

你不严厉指出，还充当起了“忍者神妈

”，神情淡定自若。

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下面还会

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你以为孩子长大了就懂事了。

殊不知，这样的孩子，从小接受的

指导不够，缺乏同理心，不但不能体会

到你的辛勤付出，将来到了社会上，不

懂得尊重他人，没有规则意识，也是要

吃大亏的。

同时，家长从来不对孩子发脾气，

ta对人的情绪没有基本的认知和察觉，

情商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女儿3岁多的时候，就有个坏习惯

，时不时动手打我们，最开始我会温言

相劝，耐心引导。

但是，有一天她玩着玩着忽然冲着

婆婆就是一巴掌，我迅速制止后，她看

着我们笑嘻嘻的又给了一巴掌。

我当时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女儿。

可能她从来没见过我对她这样发脾

气，哇哇大哭。

但我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而妥协。

当孩子一些不良行为屡教不改，我

们再怎么温和引导也没有用的时候，就

应该明白的告诉她：“你这样做不对，

妈妈很生气！”

孩子不是永远只能接受快乐，鼓励

，赞扬这些正面情绪，她有责任知道自

己的一些行为是很糟糕的，需要对这些

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

之后，女儿就基本不会无缘无故打

人了，一次发脾气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

的亲子关系。

要知道，孩子并不因为你毫无脾气

的溺爱而更爱你，他会因为你有原则地

管教他，而更爱你。

本文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教育孩子时

，可以任意发脾气。

0吼叫带娃，依旧是我们所推崇的

，我也一直在尝试。

但真正关心孩子的人，没法做到一

直不生气，不然得像开头那位妈妈一样

，憋出病来了。

特别是在我们给孩子建立规则和界

限的时候。

在孩子的本能看来，规则要么就是

被阻止，要么就是被强迫，因此在面对

规则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对抗。

这个时候，要从孩子年龄和本能出

发去判断，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

对于一两岁的孩子 我们重点是保

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当孩子出现一些

不好的行为时，可以用自然转移注意力

法。

比如，孩子要玩垃圾桶了，我们这

个时候就可以吹一个气球，让气球满屋

子飞。

然后再吹一个，递给ta，让ta来玩

这个气球，同时自然而然的把他和垃圾

桶分离开。

如果我们这时候认真地跟孩子讲垃

圾桶脏，不能玩，结果只会让ta更加关

注垃圾桶。

多次说教未果后，我们要么发火，

要么憋着，多伤身体。

所以，掌握孩子的成

长规律和育儿方法非常重

要。

孩子长大一点，到三

四岁，这个方法可能就失

灵了。

但我们要记住一点，

对4岁以前的孩子，不要

有太多的自律层面的要求

，因为他的大脑还不具备

相应的生理功能。

也就是说，只要孩子

的行为达到了、符合了我们的要求，我

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不要指望他现在就

自觉、懂事地遵守规则。

有了这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对孩子

的行为就会宽容许多。

这时，建立规则的方式，还是有很

多的。

首选的当然是游戏，因为游戏能最

大程度地减少冲突，用游戏的行为让孩

子达到我们的要求。

但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什么游戏，

或者不适合用游戏的方式，那么直接阻

止孩子做不该做的事、或者直接要求孩

子做必须做的事，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只要注意这3点：

首先， 我们要用行动去阻止和要

求，少用语言。

比如孩子不排队，跟别的小朋友抢

摇摇车玩。

这时，我们就应该直接过去，把他

抱开。

而不要只是站在旁边说：不可以。

回来，我们要排队。

其次， 态度要足够温和。

前面我们说，要用行动阻止孩子，

不同的态度会在肢体动作上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嫌孩子不懂事，是个坏孩

子，动作就会很强硬。

孩子的感觉是很敏锐的，这样会让

ta更难配合。

而温和的态度会让我们的采取动作

的时候恰到好处，更好的与孩子建立联

结，让ta配合。

举个例子，孩子打人，强硬的态度

就是把孩子当成敌人一样制服，用力紧

紧抓住孩子的双手。

而温和的态度，是拦住孩子，这个

时候你可以抱住ta，力度根据孩子的反

抗程度来调整。

再次， 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立规矩是带有强迫性的，孩子被强

迫了就一定会抱怨，会对我们态度恶劣

，甚至会发脾气和哭闹。

这种时候对我们任何人都是有挑战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当中也都有情绪本能，

所以要做好准备，不要陷入情绪对抗。

有时候避免不了“吼”，假如“吼

”是当时最有效办法，那么吼一声，产

生效果了，就可以了，不要再 继续说

个不停。

在孩子情绪稳定之前，不跟孩子讲

道理。

吼，针对的从来都是孩子的行为，

而不是针对人。

我们要认清，愤怒没有错，错的是

我们在愤怒时所做的行为。

比如对孩子嘶吼，辱骂，甚至殴打

，这些才是我们需要控制的。

人们经常说，妈妈的好脾气、好心

态对一个家庭有多重要。

很多妈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也

在努力去克制。

但我很想说一句，身体的疲惫，其

实会严重损害一个人的情绪。

想要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就不要

让妈妈总是超负荷的去做事。

一个好的家庭，需要的是一个互相

理解、共同分担的环境，家里人的体贴

，特别是丈夫的理解和帮忙，才是妈妈

好脾气的解药。

小时候，我爸就很忙，我和姐姐都

是妈妈一手拉扯大的。

有一段时间，妈妈心情很差，经常

闹脾气，做什么事她都看不顺眼。

后来，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妈妈

只是太累了，不是针对你。

于是，我们全家就有了一个口号：

让妈妈开心。

怎么才能让妈妈开心呢？从给妈妈

放假开始。

爸爸一回到家里，就主动包揽了买

菜做饭的活儿。

周末我们休息在家，会轮流打扫卫

生，不再只是让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

无形之中，妈妈有了自己的空余时

间，可以约老朋友出来喝茶聊天，放空

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心情也开始变得好起来。

连做家务都是乐呵呵的，再也不会

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们没完没了

地较劲。

所以爸爸们，别总以自己忙为由，

就理所当然的不承担家庭责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管多忙，都会抽

空帮妻子带娃，从未缺席过女儿的家长

会。

你还能比人家总统忙吗？

要知道，妈妈是一个家庭的晴雨表

，她不快乐，全家遭殃！

愿你能多陪陪孩子，多体贴体贴妻

子。

一个幸福的家庭，才是对孩子未来

最大的投资！

不敢发脾气的妈妈
才是孩子一生的灾难

因疫情失業因疫情失業﹐﹐該怎麼辦該怎麼辦﹖﹖關於失業救濟金的大小事關於失業救濟金的大小事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即使德州已經
逐漸邁開開放步伐﹐一些企業得以開始重
新營業﹐然而仍然有許多人必須依靠失業
救濟金過活﹒對於失業者﹐該如何領取失
業救濟金﹑有什麼注意事項﹐德州勞動力委
員會（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負責
人在此為民解惑﹒
受新冠肺炎影響﹐白宮通過的兩兆元紓困
金中﹐將有 2600 億元被用於失業救濟金﹒
不論是被休無薪假﹑工作時數減少﹐都能夠
申請﹒
此外﹐聯邦也允許各州位以下情況支付失
業保險金﹕第一﹐雇主因新冠肺炎暫停員工
工作﹐第二﹐因新冠肺炎遭隔離﹐且在隔離
後返回工作者﹐第叁﹐雇員因照顧家庭成員
﹑或因暴露於感染風險﹒
此外﹐為了因應疫情﹐目前開放讓合同工與
臨時約聘者﹐也能申請失業補助﹒失業補
助還將領取時限延長至13周﹐每周除了失
業保險金額之外﹐還會額外補助600美金﹒

過去﹐失業者若想領
取失業補助﹐必須和
德州勞動力委員會
聯繫﹐要進行工作訓
練﹐如此一來﹐才能
夠提供自己正在「積
極求職」的證明﹒
然而德州勞動力委
員會執行董事瑟那
（Ed Cerna）反應﹐其
實這一項標準早就從叁月開始放寬了﹐目
前這項「求職」要求就已經被取消﹐因此若
沒有符合「積極求職」的條件﹐失業補助申
請也不會因此被拒絕﹒
瑟那表示﹐至少在幾週內﹐德州勞動力委員
會不會恢復這項求職要求﹐如果真的必須
恢復﹐一定會提前通知失業者﹒
除此之外﹐有些失業者雖然被雇主找回去
復工﹐然而工作時數大不如前﹐因此只能領
取部分薪水﹐造成這些民眾不知道到底該

不該回去工作﹒
瑟那表示﹐工人
仍然可以領取部
分的失業救濟金
﹐以彌補縮短工
時造成的差額﹐
因此呼籲民眾不
要擔心恢復工作
﹐會喪失掉補助﹒
對於那些尋找工

作的人﹐瑟那指出﹐德州目前有4,000多個
職位空缺﹐可以在 www.WorkInTexas.com
的網站上尋找工作﹒
此外﹐過去補助申請者﹐若是拒絕了某項工
作機會﹐將會一併失去補助的機會﹐然而瑟
那表示﹐目前這項規定已經酌情修改﹐符合
以下條件者﹐仍然可以繼續領取﹕
• 高危險群﹕有更高機會染上新冠肺炎的
65歲以上長者﹔
• 家族中有人是65歲以上的高危族群﹔

• 新冠肺炎確診者﹕若經德州任何的正式
機構核定﹐確定染上的新冠肺炎﹐並且尚未
完全康復者﹔
• 家族成員有人染新冠﹕只要任何家族
成員新冠確診﹐並且尚未痊癒﹑14 天的隔
離期還沒度過者﹔
• 自我隔離﹕因和新冠患者接觸﹐而仍
處於14天的自我隔離者﹔
• 孩童照顧﹕雇員的孩子因學校或日照
中心關閉﹐且尚未找到其他替代方案者﹔
• 其他依個案﹐酌情處理﹒
瑟那表示不會因為失業者不放心回歸工作
﹐就減少了這些人的失業補助﹒他也表示﹐
將依靠衛生部門等當地機構﹐來獲取有關
未遵循安全準則的企業資訊﹒
德州勞動力委員會指出﹐自3月8日以來﹐
已經處理了約200萬個失業補助申請﹒瑟
那表示﹐他們將繼續擴大服務範圍﹒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許多肉類
加工廠﹐因工人感染新冠肺炎而面臨關閉﹐
美國肉類價格水漲船高﹐如今德州超市
H-E-B也宣布﹐將在部分門市限制民眾購
買肉品的數量﹒
根據CNN報導﹐近來豬肉價格上
漲了15％﹐牛肉價格上漲了25％﹐
美國超市面臨「肉品」荒﹒因為加
工廠的停滯﹐即使養殖場的肉源
很充分﹐但沒有人手進行加工﹑包
裝等處理﹐意味著產量將減少﹑售
價將提高﹒
H-E-B也於5月1日發布了新的
一項聲明﹐在聖安東尼奧﹑德州中
部﹑墨西哥灣沿岸﹑邊界附近﹑還

有部分西﹑北德州的H-E-B﹐實行肉品購
買管制﹐民眾一次只能買兩盒牛絞肉﹑以及
兩盒其他特定肉品（包含﹕雞﹑豬﹑火雞絞肉
）﹐也就是一共四盒肉﹒

而休斯頓地區的顧客﹐也被限制只能買四
盒牛﹑雞絞肉﹐以及每
次兩份牛胸肉/牛腩
（Brisket）﹒

H-E-B 在新聞稿
中說﹐超市的供應
鏈很牢固﹐限制條
件只是為了「確保
為所有客戶提供最
佳服務和產品可用
性的一種有效的方
法﹒」
早在 4 月 28 日﹐總統川普已經引《國防
生產法》下令﹕「食品供應鏈中的牛肉﹑
豬肉和家禽（肉和禽類）的加工商﹐必須

繼續經營並履行訂單﹐以確保持續為美國
人 提 供 蛋 白
質﹒」
德 州 A & M
大 學 農 業 經
濟 系 教 授 安
德 森（David
Anderson）認
為﹐肉品價格
在 今 年 底 前
將 有 提 高 可

能﹐特別是牛絞肉﹑培根﹐這類受歡迎的肉
品﹐價格調漲的機率最高﹒

「「肉肉」」荒荒﹖﹖H-E-BH-E-B宣布宣布﹕﹕將限制特定門市的肉品購買量將限制特定門市的肉品購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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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 ）在休士頓有
30年豐富房地產經驗的 「達心地產」 ，
近年來在糖城和密蘇里市間，建佔地15
英畝的最大中國城：環境優雅、安全、
花木扶疏、花園噴泉，潺潺水聲中有近
150個單位的六棟建築，包含餐飲，學
校，診所，辦公室，酒店。如今第一、
二、三期工程已竣工，已有多家商店進
駐。尤其第三期商業酒店大樓，已在
2019年11月29日舉行招待休市媒體及
房地產相關經紀人舉行Open house儀
式。由 「達心地產 」 負責人唐心琴
（Sheree Lee )女士主持，由唐心琴帶
領與會媒體及地產經紀人，前往逐棟參
觀，解說。這些含46棟最佳景觀精裝商

業房，個別出售擁有單獨產權，現已開
盤預售。

糖城大酒店唐城大酒店位於糖城廣
場A樓。一樓設有零售商店和餐廳，酒
店套房位於二樓和三樓。共有46個單位
，每層包括2個會議室。酒店套房將配
備家具，電視，冰箱和爐灶。描述：單
位面積：約458平方呎至1,058平方呎
。價格：約$ 300 /平方呎HOA：$ .35 /
平方呎;包括建築和地面保險，公共區域
，垃圾，水和下水道。電力分錶。稅率
：2.88％有關更多詳細信息，請聯繫：
Sheree Lee，電話（281） 242-6655
TANG CITY P1.AZA 4899 111GIIY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糖城廣糖城廣場場 「「糖城大酒店糖城大酒店」」已舉行已舉行Open HouseOpen House 儀式儀式
酒店套房共酒店套房共4646個單位預售個單位預售，，詳情請洽達心地產詳情請洽達心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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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圖為 「「達心地產達心地產」」 負責人唐心琴負責人唐心琴，，在在 「「糖城大酒店糖城大酒店」」 OpenOpen
HouseHouse 活動中介紹該物業詳細情況活動中介紹該物業詳細情況。。

圖為佔地一萬兩仟呎的圖為佔地一萬兩仟呎的 「「唐城噴泉廣場唐城噴泉廣場」」 空地空地，，建成後建成後
將免費讓社團居民使用將免費讓社團居民使用，，舉行音樂會或平日運動場地舉行音樂會或平日運動場地。。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近日近日，，除了全國抗議者重新開放美國業務外除了全國抗議者重新開放美國業務外，，肉類加肉類加
工廠的關閉還給人們提供肉類帶來了另一威脅工廠的關閉還給人們提供肉類帶來了另一威脅。。美國史密斯菲爾德美國史密斯菲爾德、、泰森等多家肉泰森等多家肉
類加工廠因新冠病毒接連關閉類加工廠因新冠病毒接連關閉，，食品供應鏈面臨斷裂食品供應鏈面臨斷裂。。根據根據CNNCNN新聞報導新聞報導，，豬肉豬肉
價格上漲了價格上漲了1515％％，，牛肉價格上漲了牛肉價格上漲了2525％％，，這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困難這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困難。。由於肉類加工由於肉類加工
廠的關閉廠的關閉，，農場裡的豬和家禽太多了農場裡的豬和家禽太多了，，同時養殖場同時養殖場““豬滿為患豬滿為患”” ，，農民們不希望通農民們不希望通
過飼養來損失更多的錢過飼養來損失更多的錢，，所以農民正在殺死這些動物所以農民正在殺死這些動物。。大量錯過出欄期的生豬或將大量錯過出欄期的生豬或將
面臨安樂死的面臨安樂死的““命運命運”。”。 33月月2525日下午日下午，，一個名叫朱莉亞的女孩向媒體披露了史密一個名叫朱莉亞的女孩向媒體披露了史密
斯菲爾德有人感染的消息斯菲爾德有人感染的消息。。在全美諸多的豬肉加工企業中在全美諸多的豬肉加工企業中，，史密斯菲爾德排行第九史密斯菲爾德排行第九
。。它有它有37003700多名員工多名員工，，工廠滿負荷運轉時工廠滿負荷運轉時，，每天可處理每天可處理1950019500頭新鮮屠宰的豬頭新鮮屠宰的豬，，加加
工成數百萬磅的培根工成數百萬磅的培根、、熱狗和火腿熱狗和火腿。。該媒體翌日發布消息該媒體翌日發布消息，，史密斯菲爾德發言人證史密斯菲爾德發言人證
實該廠一員工確診感染實該廠一員工確診感染，，並已進入為期並已進入為期1414天的隔離天的隔離。。但由於該廠作為川普政府但由於該廠作為川普政府““關關
鍵基礎設施行業鍵基礎設施行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仍將保持全面運轉仍將保持全面運轉。。截至截至44月月2323日日，，至少有至少有1313名肉類名肉類
加工工人死於新冠病毒加工工人死於新冠病毒，，超過超過65006500名工人受到疫情影響名工人受到疫情影響。。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在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在
南達科他州蘇福爾斯市的豬肉加工廠暴發該國最大規模聚集性感染南達科他州蘇福爾斯市的豬肉加工廠暴發該國最大規模聚集性感染，，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已已
超過超過800800人確診感染人確診感染，，並造成並造成22人死亡人死亡。。

面對因冠狀病毒引起的肉類短缺的擔憂面對因冠狀病毒引起的肉類短缺的擔憂，，川普總統週二下令儘管存在安全隱患川普總統週二下令儘管存在安全隱患
，，但牛肉但牛肉，，豬肉和家禽加工廠仍然開放豬肉和家禽加工廠仍然開放。。川普引用川普引用《《國防生產法國防生產法》》的權力的權力，，在一項在一項
行政命令中宣布行政命令中宣布：“：“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食品供應鏈中的牛肉食品供應鏈中的牛肉，，豬肉和家禽豬肉和家禽（（肉和禽類肉和禽類））的的
加工商必須繼續經營並履行訂單加工商必須繼續經營並履行訂單，，以確保持續為美國人提供蛋白質以確保持續為美國人提供蛋白質。”。”批評人士說批評人士說
，，強行開放強行開放--一些工廠已經關閉一些工廠已經關閉，，因為許多員工感染了冠狀病毒因為許多員工感染了冠狀病毒--威脅了仍然易患該威脅了仍然易患該
疾病的工人的安全疾病的工人的安全。。川普還告訴記者川普還告訴記者，，如果肉類植物受到工作中感染冠狀病毒的僱如果肉類植物受到工作中感染冠狀病毒的僱 員的起訴員的起訴，，他將尋求使肉類植物免受法律責任他將尋求使肉類植物免受法律責任。。雖然川普只特別雖然川普只特別

提到泰森食品提到泰森食品，，但他建議他的計劃也將保護其他企業免於承擔責但他建議他的計劃也將保護其他企業免於承擔責
任任。。
美國最大的肉類包裝工會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國際聯合會主席馬美國最大的肉類包裝工會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國際聯合會主席馬
克克••佩羅納表示佩羅納表示，，政府必須將工人的安全放在首位政府必須將工人的安全放在首位。。他說他說：“：“簡簡
而言之而言之，，沒有這些工人的安全沒有這些工人的安全，，我們就無法獲得穩定的糧食供應我們就無法獲得穩定的糧食供應
。”。”在過去的幾周中在過去的幾周中，，由于冠狀病毒的爆發而關閉了肉類包裝設由于冠狀病毒的爆發而關閉了肉類包裝設
施的數量在不斷增加施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人們對該國肉類供應的擔憂日益增加人們對該國肉類供應的擔憂日益增加。。根根
據據《《今日美國今日美國》》 //中西部調查報告中心的追踪中西部調查報告中心的追踪，，截止到週二早上截止到週二早上，，
已有超過已有超過44,,400400名肉類包裝工人對該病毒進行了測試名肉類包裝工人對該病毒進行了測試，，並且至少有並且至少有
1818人死於該病毒人死於該病毒。。工人們在工人們在2626個州的至少個州的至少8080家工廠中檢測出陽性家工廠中檢測出陽性
。。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還發現還發現，，全國最大的肉類包裝廠中的全國最大的肉類包裝廠中的153153家家，，約約
佔三分之一佔三分之一，，在一個在一個COVID-COVID-1919感染率很高的縣內運營感染率很高的縣內運營，，這引發這引發
了人們對更多工廠的工人生病的擔憂了人們對更多工廠的工人生病的擔憂。。在周末的整版報紙廣告中在周末的整版報紙廣告中
，，泰森食品董事長約翰泰森食品董事長約翰••泰森泰森（（John TysonJohn Tyson））表示表示““食品供應鏈正食品供應鏈正
在中斷在中斷”，“”，“在雜貨店中我們的產品供應將有限在雜貨店中我們的產品供應將有限，，直到我們能夠直到我們能夠
重新開放目前關閉重新開放目前關閉。”。” 肉類包裝肉類包裝：《：《今日美國今日美國》》調查發現調查發現，，肉類肉類
包裝工廠中的冠狀病毒比最初想像的要糟農業部的數據顯示包裝工廠中的冠狀病毒比最初想像的要糟農業部的數據顯示，，與與
去年同期相比去年同期相比，，過去一周屠宰肉類加工的牛過去一周屠宰肉類加工的牛，，豬和綿羊至少減少豬和綿羊至少減少
了了838838,,000000頭頭，，下降了下降了2828％％。。週二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一天週二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一天，，屠宰屠宰
總量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總量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939％％。。
儘管有些人保證說儘管有些人保證說，，如果產量暴跌如果產量暴跌，，該國的該國的““冷庫冷庫””或商業倉庫或商業倉庫
中冷凍的肉類數量可能會成為一個權宜之計中冷凍的肉類數量可能會成為一個權宜之計。。美國農業部的最新美國農業部的最新
數據顯示數據顯示，，與平均每月產量相比與平均每月產量相比，，這些供應品只能儲存大約一周這些供應品只能儲存大約一周
的食物的食物。。川普週二表示川普週二表示，，他不擔心任何食物短缺他不擔心任何食物短缺。。川在與佛羅裡川在與佛羅裡
達州州長羅恩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會晤後對記者說德桑蒂斯會晤後對記者說：“：“供應充足供應充足。”。” 川普川普
在與迪桑蒂斯在與迪桑蒂斯（（DeSantisDeSantis））會晤後與記者交談會晤後與記者交談，，在會議上他稱讚佛在會議上他稱讚佛
羅裡達是其他尋求重新開放經濟的州的榜樣羅裡達是其他尋求重新開放經濟的州的榜樣，，儘管冠狀病毒案件儘管冠狀病毒案件
可能會再次爆發可能會再次爆發。。

因為冠狀病毒感染期間 泰森董事長警告稱“肉類短缺”
川普命令肉類和家禽加工廠在冠狀病毒期間保持開放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留學生文
學的鼻祖—著名的文壇大家於梨華女士
，於今年四月底病逝華府，享年89歲。
於梨華是華府作協的旗幟，該會近期有

四位作家辭世，令人不勝唏噓。正當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張鳳副會長發起

為今年辭世的文壇巨擘楊牧教授編纂
「詩人楊牧紀念專輯」之後，又傳來於

梨華女士辭世的噩耗。 「北美華文作
家協會」副會長張鳳悲痛中依然建議北
美作協網站做於梨華紀念專輯。

於梨華女士，浙江寧波人。她在那
裡成長，唸中學。 1947 年，於梨華的
父親調任台糖台中廠廠長，全家遷居台
灣。台中女中畢業後，1949年她考進台
大，1953 年留學美國。 1962 年去國十
年後，她帶著三個幼兒回台灣，這時娘
家已搬到台南三嵌店。母親為她照顧孩
子，讓她有時間專心寫作。小說《夢回
青河》在皇冠雜誌發表後，深獲好評，
同年，短篇小說《歸》，也在同一年出
版。

台南一年，成為於梨華人生的重要
里程碑，她決定此後的人生目標是寫作
。

1963年返美後，她的創作如鷹展翅

，直上雲霄。 1966 年《 又見棕櫚 . 又
見棕櫚 》在 「人間副刊」連載，備受
矚目，並於 1967 年榮獲 「嘉新文學獎
」。

她的寫作分三階段：留學生活，女
性議題和老年處境。她寫留學生在異鄉
生存的艱辛，她出版了《歸》、《也是
秋天》、《 雪地上的星星》、《又見
棕櫚. 又見棕櫚》和寫學界的《 會場現
形記》、《 考驗》等小說，尤其《 又
見棕櫚. 又見棕櫚》更被公認為留學生
文學的經典之作，於梨華被稱為留學生
文學的鼻祖。其餘《別西冷莊園 》、
《一個天使的沈淪 》、《 黃昏，廊裡
的女人 》（即新版《小三子，回家吧
》也是每一位文學熱愛者熟悉的作品。

於梨華曾於1998年5月23日前來休
士頓，參加在 「美南國建會」年會座談
會上，與作家趙淑俠對談 「文學中的女
人」，這是她與休士頓的因緣。她的女
兒孫女士現為 「華盛頓郵報」的知名記
者。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TrumpTrump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22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
TrumpTrump和美國未來和美國未來100100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1010萬台呼吸機萬台呼吸機

一名員工離開一名員工離開Logansport IndianaLogansport Indiana泰森泰森 (Tyson)(Tyson) 肉類加工廠肉類加工廠，，因為它被冠狀病毒襲擊而關閉因為它被冠狀病毒襲擊而關閉。。

圖為作家於梨華今年圖為作家於梨華今年22月月1818日友人去日友人去
探望她時攝於家中探望她時攝於家中。。

留學生文學鼻祖於梨華女士辭世留學生文學鼻祖於梨華女士辭世



讀樓著讀樓著〈〈老蔣在幹啥老蔣在幹啥??〉〉有感有感((44))

國建会國建会SETSSETS改期改期
今年一年一度國建會今年一年一度國建會SETSSETS因為疫情巳經由因為疫情巳經由

原訂的六月份改到了原訂的六月份改到了99月月2626日日，，世華美南分會恊世華美南分會恊
辦辦，，很榮幸邀請到了兩位資深主講人如下很榮幸邀請到了兩位資深主講人如下：：

Speaker (Speaker (11): Nanting Eric Chang,): Nanting Eric Chang, 張南廷先張南廷先
生生 , Stock Investment Financial Analysis Ex, Stock Investment Financial Analysis Ex--

pert.pert. 投資股票財經分析專家投資股票財經分析專家。。
主題主題Topic: COVID-Topic: COVID-1919 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對經濟和股市的影響

以及如何在工作之餘或退休後找到正確的投資途以及如何在工作之餘或退休後找到正確的投資途
徑徑，，並如何利用並如何利用 Technical ChartTechnical Chart 找到找到 BUTBUT
LOW, SELL HIGHLOW, SELL HIGH 的秘訣的秘訣

Speaker (Speaker (22): Charlie W. Chen,): Charlie W. Chen, 陳文燦先生陳文燦先生
，，僑務咨詢委員僑務咨詢委員。。德州李查森市國際大使及德州李查森市國際大使及
20192019年度市民年度市民..
CEO, DFW Technology, Inc.CEO, DFW Technology, Inc.美國達福科技公司美國達福科技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長董事長兼執行長，，主題主題Topic:Topic: 我決定要活我決定要活120120

歲歲 ( I've Decided TO LIVE( I've Decided TO LIVE 120120 YEARS.)YEARS.)
希望疫情早日結束希望疫情早日結束，，我們到時能如期舉行我們到時能如期舉行！！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樓文淵先生於樓文淵先生於20192019年年66月發表此月發表此
書書，，是以民國是以民國3838年任蔣侍衛人員時的年任蔣侍衛人員時的
〈〈工作日誌工作日誌〉，〉，加上摘錄同時期蔣的加上摘錄同時期蔣的
〈〈日記日記〉〉所編撰而成所編撰而成。。雖然日記部分雖然日記部分
僅是僅是 ““摘錄摘錄”” ，，但仍是記錄蔣當時思但仍是記錄蔣當時思
維最維最

真實的一手資料真實的一手資料。。如果再將這兩如果再將這兩
項資料進一步加以整理分析項資料進一步加以整理分析，，那麼對那麼對
蔣的人格特質及其面臨山河變色危局蔣的人格特質及其面臨山河變色危局
的因應與心路歷程的因應與心路歷程，，就能有較深入的就能有較深入的
瞭解瞭解。。本文即以此為目的試作探討本文即以此為目的試作探討。。

77月月11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確定總確定總
裁辦公室設立於草山第二賓館裁辦公室設立於草山第二賓館，，其組其組
織除設九個組外織除設九個組外，，另聘…設計委員另聘…設計委員。。
委員會分…六組委員會分…六組。。」」

77月月66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致函韓致函韓
國大統領李承晚國大統領李承晚，，商與菲組反共聯盟商與菲組反共聯盟
事事。。」」

77月月99日日：： 「「十時半由臺北飛福州十時半由臺北飛福州
，，…召集團長以上官長…召集團長以上官長，，約五十餘人約五十餘人
會議會議。。…四時後即乘原機由福州飛回…四時後即乘原機由福州飛回
臺北臺北。。」」

77月月1010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飛赴飛赴
菲律賓訪問菲律賓訪問。。」」

77月月1111日日：： 「「朝課後朝課後，，囑雪艇草囑雪艇草
擬宣言稿擬宣言稿，，其要旨在聯合遠東各國其要旨在聯合遠東各國，，
共同反共共同反共，，成立遠東聯盟成立遠東聯盟，，…以中菲…以中菲
韓為主體韓為主體。。先由三國自動組織先由三國自動組織，，一俟一俟
有效再行逐漸擴充有效再行逐漸擴充，，成為太平洋聯盟成為太平洋聯盟
也也。。」」

77月月1212日日：： 「「昨上午十時昨上午十時，，…即…即
將我方所擬宣言稿將我方所擬宣言稿（（單獨宣言單獨宣言））提出提出
討論討論。。彼方猶以我國政府失敗為慮彼方猶以我國政府失敗為慮。。
余告以現在我剿共實力並不劣於共軍余告以現在我剿共實力並不劣於共軍
，，只要美國等不承認即將組織之共產只要美國等不承認即將組織之共產
政權政權，，則余可保證我國政府決不致被則余可保證我國政府決不致被
共匪消滅共匪消滅。。如果政府當局即使降共或如果政府當局即使降共或
崩潰崩潰，，則余必繼起領導反共到底則余必繼起領導反共到底。。彼彼
（（菲方菲方））乃釋然乃釋然。。」」

77月月1414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為應為應
李代總統李代總統、、閻院長暨中央委員閻院長暨中央委員、、立法立法
委員一再敦促委員一再敦促，，由臺南飛赴廣州由臺南飛赴廣州。。」」

77月月1616日日：： 「「召開中央常會…責召開中央常會…責
成改革成改革；；主張保衛廣州主張保衛廣州，，以期由此轉以期由此轉
敗為勝也敗為勝也。。」」

77月月2222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華聯華聯
輪駛抵廈門輪駛抵廈門。。」」

77月月2424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乘華乘華

聯輪返臺聯輪返臺。。」」
88月月11日日：： 「「總裁辦公室在草山正總裁辦公室在草山正

式開始辦公矣式開始辦公矣。。」」 （（侍從記侍從記）：）： 「「部部
分政府機構分政府機構，，今自廣州遷重慶辦公今自廣州遷重慶辦公。。
」」

88月月55日日：： 「「美國發表白皮書美國發表白皮書，，實實
為我抗戰後最大國恥也為我抗戰後最大國恥也。。」」 （（侍從記侍從記
）：）： 「「湖南陳明仁湖南陳明仁、、程潛投共程潛投共，，長沙長沙
失陷失陷。。」」

88月月66日日：： 「「…北韓共匪已向南韓…北韓共匪已向南韓
全線進攻…全線進攻…。。…下午…到韓國鎮海機…下午…到韓國鎮海機
場場。。」」

88月月88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結束訪結束訪
韓三天之行韓三天之行。。」」

88月月1616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福州福州
撤守撤守。。」」

88月月2323日日：： 「「由臺北起飛由臺北起飛，，下午下午
…到廣州…到廣州，，…會客後往訪德鄰與伯川…會客後往訪德鄰與伯川
……，，復約劉安祺復約劉安祺、、顧墨三面詢部署實顧墨三面詢部署實
情情，，…… 經此更覺往日舊幹部之愚劣與經此更覺往日舊幹部之愚劣與
不忠不忠，，至此更知高級將領皆已離心背至此更知高級將領皆已離心背
馳馳，，不勝慚惶不勝慚惶。。」」

88月月2525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駐日駐日
代表團代表團 …… 報陳報陳，，籌組日本軍事顧問事籌組日本軍事顧問事

，，在日方由岡村寧次負責在日方由岡村寧次負責。。將來集中將來集中
廈門廈門，，並為之運用港口並為之運用港口，，作軍事部署作軍事部署
。。 ……蘭州撤守蘭州撤守。。」」

88月月2929日日：： 「「十時到十時到（（西南西南））長長
官公署官公署，，開會開會。。除盧漢未到除盧漢未到，，其他川其他川
、、黔黔、、康各省主席與川陝甘及川鄂湘康各省主席與川陝甘及川鄂湘
各邊區將領各邊區將領，，宗南宗南，，希濂等皆到會檢希濂等皆到會檢
討與指示討與指示，， …… 決定拒敵於川境之外決定拒敵於川境之外，，
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也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也。。」」

99月月33日日：： 「「復見根本博復見根本博，，決定組決定組
織新軍方案織新軍方案。。指示要旨後即令回廈指示要旨後即令回廈。。
手書湯函十餘紙手書湯函十餘紙，，詳示組軍應準備事詳示組軍應準備事
項項。。」 「」 「下午召見馬繼援下午召見馬繼援（（西北副長西北副長
官官，，馬步芳子馬步芳子），），不料其部五萬餘人不料其部五萬餘人
完全潰散完全潰散，，可嘆可嘆，，西北從此無法矣西北從此無法矣。。
」」 （（侍從記侍從記）：）： 「「本日及昨本日及昨（（二二））日日
曾見日人根本博曾見日人根本博，，談組織反共義勇軍談組織反共義勇軍
及組職新軍案及組職新軍案。。」」

99月月1010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衡陽衡陽
失守失守，，綏遠綏遠、、寧夏及新疆三省亦告相寧夏及新疆三省亦告相
繼淪陷繼淪陷。。」」

99 月月 1212 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離離
（（四川四川））黃山飛成都黃山飛成都。。」」

99月月1414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行政行政

院院會通過任湯恩伯為福州綏靖主任院院會通過任湯恩伯為福州綏靖主任
，，以替代朱紹良以替代朱紹良。。」」

99月月1717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自成自成
都返重慶都返重慶。。」 「」 「福州陷落福州陷落。。」」

99月月2222日日：（：（侍從記侍從記）：）： 「「（（離離
重慶重慶））抵廣州機場抵廣州機場。。」」

99月月2424日日：： 「「十一時召集閻十一時召集閻（（錫錫
山山）、）、張張（（群群）、）、吳吳（（忠信忠信）、）、陳陳
（（立夫立夫））等等（（吳鐵吳鐵

城城、、洪蘭友洪蘭友、、袁守謙袁守謙、、谷正倫谷正倫、、
谷正綱谷正綱、、黃少谷黃少谷、、陶希聖陶希聖、、鄭彥棻鄭彥棻、、
蔣經國蔣經國））高級同志研討政策與出處高級同志研討政策與出處，，
以時以勢似皆無法退避矣以時以勢似皆無法退避矣。。否則亡國否則亡國
責任乃在於此也責任乃在於此也。。桂系昨日之態度實桂系昨日之態度實
已逼至最後關頭已逼至最後關頭，，而且西北全失而且西北全失，，西西
南孤立南孤立，，國族險危國族險危，，若不再出若不再出，，恐無恐無
報國之時矣報國之時矣。。」」

99月月2525日日：： 「「白崇禧來談戰略與白崇禧來談戰略與
李代總統仍退為副總統李代總統仍退為副總統，，應由余復職應由余復職
負責之表示負責之表示。。余不表可否余不表可否，，觀其意仍觀其意仍
在國防部長也在國防部長也。。」」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主題主題:: 現場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現場中醫師與你談如何防疫

和增強免疫力和增強免疫力
時間時間:: 20202020年年55月月2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下下

午午22--44點點
本活動免費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歡迎所有社區人士

踴躍參加踴躍參加! (! (開放現場問答開放現場問答))
居家防疫期間居家防疫期間，，提高人體免疫力提高人體免疫力

，，是個人防疫的重要基礎是個人防疫的重要基礎。。那麼如何那麼如何
更好的抵抗病毒更好的抵抗病毒，，提高人體免疫力呢提高人體免疫力呢
?? 中醫尤其重視中醫尤其重視““未病先防未病先防，，有病早有病早

治治，，既病防變既病防變，，病後固本病後固本”。”。保持健保持健
康生活模式才能增強身體抵抗力康生活模式才能增強身體抵抗力。。若若
論到實踐健康生活論到實踐健康生活，，最基本的莫如不最基本的莫如不
吸煙和不飲酒吸煙和不飲酒，，還包括均衡飲食還包括均衡飲食、、恆恆
常運動常運動、、心境開朗及充足休息心境開朗及充足休息。。

張朝慧是德州執照針灸師張朝慧是德州執照針灸師，，中醫中醫
師師。。中國湖北中醫學院畢業中國湖北中醫學院畢業，，3030餘年餘年
臨床經驗臨床經驗。。休斯頓執業近休斯頓執業近2020年年。。張醫張醫
師透過針灸療法去增加患者體力師透過針灸療法去增加患者體力，，減減
輕疲勞輕疲勞，，虛弱虛弱，，增進食慾增進食慾，，減輕噁心減輕噁心

，，嘔吐嘔吐，，厭食及消化系統癥狀厭食及消化系統癥狀。。針灸針灸
療法也可舒緩緊張情緒療法也可舒緩緊張情緒，，減輕焦慮減輕焦慮、、
恐懼恐懼、、減輕疼痛減輕疼痛、、幫助睡眠幫助睡眠。。

BB44休城工商
星期日       2020年5月3日       Sunday, May 3, 2020

廣告



BB55休城社區
星期日       2020年5月3日       Sunday, May 3, 2020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最著
名的社區大學，就是休斯頓社區大
學(簡稱 HCC)，HCC擠身為全美最
大的社區大學之一，已在大休斯頓
地區服務了 40 多年，目前每學期給
接近 70,000 名學生、提供超過 300
個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HCC有
許多校區，其中，西南校區與華裔
人士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直接提
供學術與技術課程給華裔人士。在
新冠疫情期間，HCC全部課程目前
都在網上教授，學生還可以申請獎
學金和經濟資助。

終身教育，不斷提升
社區大學的好處，是讓高中畢

業之後沒有上四年制大學的這一群
學生能夠不離開教育，可以有繼續
學習的場所，能夠提升並且有改善
與改變生活的機會，讓學生達成更
好的人生目標。

HCC課程的設計針對不同的人
群，不論是應屆學生、還是尋求成
人教育的在職人士，都是HCC的服
務對象。社區大學的課程培訓人才
，來滿足不同行業的技能需求，讓
學生畢業後找到工作、或在HCC獲
取學分和副學士學位後進入四年制
大學在兩年內完成學士學位。

HCC在為少數民族提供副學士
學位、和在國際學生教育方面全美
排名第一，有超過10％的學生來自
世界各地。

HCC社區大學課程設置類別
1. 四年制大學轉學組: 學生在

HCC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想
繼續深造就讀的學生，可以轉念四
年制大學，HCC學分普遍被四年制
大學承認，可直接報讀大三的課程
，繼續大學課程的後兩年，以取得
學士學位。

2. 副學士職業組: 學生在 HCC
畢業後，直接找工作上班，因為學
有所長，求職相對容易。

3. 短期專業證書 (Certificate) 組
: 提供一邊工作、一邊在HCC進修
的機會，提升專業水平，在HCC取
得證書後可以在職場更上層樓，與

行業需求最新的技術相接軌。對現
有工作不滿意的人，若是希望轉換
行業，HCC提供大量高新技術課程
，能提升學生的求職競爭力，換取
更好的工作。舉例來說，目前的三
維印製（3D printing）以及網絡安
全（Cybersecurity）很紅火，學生來
HCC進修，拿了證書之後，立刻可
以開闢新的職業機會，獲取高薪。
在西南區的斯塔佛校園 （Stafford
Campus）， 有 HCC 和美國勞工部
聯手建立的高級製造業學徒項目，
學生一邊在HCC學習一邊經由學徒
項目在製造業類公司當帶薪學徒，
等一畢業有了證書，就能成為正式
公司職員，薪水也大為提高。

另外，HCC有夜校、以及週末
的課程，讓不同人群選擇適合的時
間。

社區大學的優點
社區大學的優點有哪些？首先

是學費便宜很多，學生在HCC上頭
兩年，然後轉到一般大學繼續就讀
，這樣子學費可以省很多。例如，
若是住在HCC校區範圍內的學生，
在休士頓大學修一門課的費用可以
在 HCC 修 6 門課。如果是 HCC 校
區範圍之外，則可以修3門課。

其次，優點還有課程多樣化(更
多實用課程的選擇)，如果想就業，
可以選擇職業訓練及專業技能課程
，上課時間更有彈性，且注重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這些好處都讓不少
人考慮進HCC就讀。

在師資部分，許多HCC的教授
也在其他大學教授，課程內容都一

樣，教學同樣的紮實，而花費卻更
少。

有專門單位協助學生求職
HCC西南校區的公關傳播行銷

部主任鄭通表示，HCC的學生在拿
到副學士學位後，大多可以找到很
好的工作，學校也有專門的就職部
門幫助學生找到工作。同時，HCC
與很多公司與行業都有夥伴的關係
，例如Stafford校園和美國勞工部合
作的帶薪學徒計畫，這些提供學生
帶薪實習的機會的教學設置，讓學
生邊學邊有工作，畢業之後就能被
正式錄用和獲得晉升加薪。

HCC西南校區共有以下五個校
園，每個校園提供多樣化不同的課
程，讓學生很便捷就可以到適合他
們的校園，選擇他們喜愛的專業接
受教育。

WEST LOOP 校園
這個校園 位於 5601 West Loop

S.，與IT相關的課程很出名，例如
和蘋果公司合作的 iOS 編碼和設計
(iOS coding and design)、數碼遊戲和
模擬(digital gaming and simulation)，
地理信息科學(geographic informa-
tion science 簡稱 GIS)和計算機編程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其他領
域還包括商業課程、健康科學、藝
術和設計、和短期進修教育課程等
等。

STAFFORD 校園
此校園位於10041 Cash Road，

課程主要和製造業、與工程領域相
關。這裡是高級製造業卓越中心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的總部，也是前述的美
國勞工部指定的學徒中心(U.S. De-
partment of Labor-designated Ap-
prenticeship Center)。除了信息技術
（IT）、科學、美術、文科、人文
、商業和會計之外，校園還提供製
造工程技術、加工技術、3D打印和
機器人技術等課程。

MISSOURI CITY校園
這個校園位於1600 Texas Park-

way，提供從護理、醫療編碼、藥
學技術的健康專業課程。其他課程
還包括IT、商業管理、房地產、科
學、心理學、人文科學、教育、社
會學等。

BRAYS OAKS 校園
此校園位於 8855 West Bellfort

。為學生提供學分課程和短期進修
課程，以提升技能，促進更好的職
業生涯。此校園提供健康科學、信
息技術、商業、室內設計等課程。
很多課程很適合年齡較大的人士。

GULFTON校園
這 個 校 園 位 於 5407 Gulfton

Road，提供各種程度的英語學習課
程，包括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
）課程，是移民美國不久的華裔學
生相當需要的。

HCC 西南校區將教育帶到您的
家門附近，讓您方便學習，提供優
質課程，小班授課，經濟實惠的學
費以及實踐職業發展的各種途徑。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和 申 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或訪
問hccs.edu。

HCCHCC提供多樣課程提供多樣課程 與高新技術接軌與高新技術接軌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 全部課程目前都在網上教授全部課程目前都在網上教授



BB66醫生專頁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日       2020年5月3日       Sunday, May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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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星期日       2020年5月3日       Sunday, May 3, 2020



廣 告 BB88星期日       2020年5月3日       Sunday, May 3, 2020

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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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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