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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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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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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食在中國

俗话说，吃4条腿儿的，不如吃2

条腿儿的；吃2条腿儿的，不如吃1条

腿儿的。这1条腿儿的，虽然长在土里

，不能跑也不能跳，但它的美味，早已

席卷国人餐桌。

于饕客而言，蘑菇是一块“万能砖

”，云南花样繁多的菌子、东北的小鸡

炖蘑菇、西南的羊肚菌烩菜、西藏的工

布松茸汤……你永远想不到，蘑菇会以

什么形象，出现在餐桌之上。

中国人对于蘑菇的爱古已有之。清

代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就说，

“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

？”广义的蘑菇，是中国人对所有食用

真菌的统称：无论是平菇、茶树菇、猴

头菇，还是鸡枞、竹荪、羊肚菌……它

们都能用蘑菇这个万能的名词来概括。

“甲天下”的云南菌子有多好吃？

说到菌菇，绕不开云南。在外地，

蘑菇就是蘑菇，在云南，菌子才是更地

道的称呼。

云南的可食用野生菌种类繁多，占

了中国食用菌的三分之二。最顶级的食

材松茸、贵而美的“草八珍”羊肚菌、

美食贵族黑松露，都能在云南这片神奇

的土地上觅得踪迹。

哪怕每年都有几篇误食云南野生菌

“见小人”的新闻上热搜，可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云南人吃菌的热情：“谁都别

挡着我吃菌子！”说到这里，风物菌要

提醒大家：

野菌有危险，吃菌需谨慎 ！！！

！！

烤菌子丨原汁原味

和北方清一色的烤肉不同，云南烧

烤的最大特点就是“专治各种挑剔

”——多民族特色浓厚、香料五花八门

、烧烤食材丰富、烤法多样化。只有亲

身体验过，才能知晓其中美妙。

云南烧烤的食材丰富奇特，无所不

及。食客们围坐在一张特制的桌子边，

中间铁盆放入生好的炭火，架上铁丝烤

架，周围摆起蘸水、啤酒，伴随着袅袅

升起的烟火气，烤架上，蘑菇包肉、烤

青头菌、烤松茸片……在火光里活色生

香，滋滋作响。

云南人素来嗜好蘸料，配上相宜的

蘸料，菌菇的美味才会尽情释放。无论

是多种辣椒、香料配成的干料，还是酱

油或调过味的蒜油为主打的湿料，不配

上一碟蘸料，总是差那么点味儿。

基本失去水分的烤菌子，蘸上一点

蘸水，仿佛枯木逢春，外面香脆不焦、

内里柔香弹牙，自然的清鲜，在此刻真

正地展露无遗。

野生菌火锅丨鲜呐！

吃野生菌，最豪迈的吃法就是野生

菌火锅了。

在云南人的野生菌火锅里，不要香

菇、蟹味菇、金针菇一类的“大众款”

，得有鸡枞菌、牛肝菌、青头菌、奶浆

菌、黄丝菌这样的季节限定，才能“鲜

上加鲜”。

鸡枞鲜甜，牛肝菌肥厚，羊肚菌脆

口，竹荪清爽……配上浓郁动人的土鸡

汤，真是吃得人欲罢不能，难怪云南人

都那么“嗜菌如命”。

吃野生菌火锅时，先喝汤，再吃菌

，最后涮煮蔬菜，各种鲜味交织重叠，

早已经忘了肉是啥味道了！

菌菇酱丨超级下饭！

虽然说去云南吃菌菇的最好时间，

是6-8月的雨季。但过了雨季，善于吃

菌的云南人，自有办法保存蘑菇的鲜，

这就是菌菇酱。将菌菇和干辣椒、花椒

等在油里一起小火慢炸，焦干后与榨油

一起存储在罐子里，以油锁鲜，一年四

季都能吃。

就说云南人外乡打拼时必带的那一

罐油鸡枞。初入口，首先是绽放的菌香

和咸鲜，其次是云南人擅长的香料组合

拳，光是吃鸡枞本身，就已足够美味。

更别提夹一筷子到米饭上，再淋一勺油

，都不用配上其他的菜肴，就是最美味

的拌饭。

北方蘑菇：餐桌最佳配角

吃菌子，云南人一马当先，事实上

，北方人亦不遑多让。从小鸡炖蘑菇到

蘑菇卤汁拌莜面，从平菇炒肉到香菇饺

子……北方餐桌上总少不了蘑菇的身影

。虽然北方的蘑菇们总以配角的形式出

现，可一旦缺了它们，整道菜却仿佛失

去了灵魂。

云南人爱野生菌，北方人则多靠自

己种。在北方，无论是香菇、黑木耳、

平菇等饭桌上常见的菌菇，还是双孢菇

、鸡腿菇这类在火锅里大放光彩的“山

珍”，大都来自承德平泉，毕竟这里有

华北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华北丨口蘑为何叫口蘑？

口蘑，是中国市场上最昂贵的蘑菇

之一，这个名称，并非取自“一口一个

蘑菇”，而是指生长在内蒙古草原、在

张家口集散的蘑菇。

真正好的口蘑呈白色，不能说雪白

雪白，但起码也不应该端上来乌麻麻一

摊。白蘑肉质肥厚，质地细腻

，是口蘑的最上品。

张家口的传统美食“烧南

北”，就是以塞北的口蘑和江

南竹笋为主料，切片煸炒，加

入鲜汤烧开，最后淋上鸡油。

北味厚实，南味清新，吃起来

别有一番韵味。

口蘑，更是冲出了张家口

，风靡帝都。汪曾祺、梁实秋

等作家，都对口蘑熬成的卤子

念念不忘，但更地道的吃法，

还是配莜面。“羊肉臊子台蘑

汤，一家吃着十家香”，嫩滑

的口蘑，就着鲜美的肉汁，挂

在莜面上送进嘴里，谷物的清

香和着羊肉臊的醇厚，加之菌

类的鲜嫩，人世间的各种鲜美

，在齿颊间交织回响。

东北丨“姑爷领进门，小鸡吓

断魂”

东北四大炖之小鸡炖蘑菇

，是东北人过年时招待女婿的

标配。

小鸡炖蘑菇可不只是简单

的小鸡炖蘑菇，其中的用料有

很多讲究，比如，“小鸡”要

用东北小柴鸡，杀之前还要灌

杯人参酒去腥；“蘑菇”要么

用肥厚的冻蘑，要么用野生的

榛蘑。

这最有风味的配角，还是

榛蘑。它鲜美异常，能充分吸

收汤汁的香味，也能与鸡肉产

生鲜的共鸣。大铁锅，小火炖

，直至汤汁浓稠，榛蘑与鸡肉

融为一体，一碗下去，连东北

的冬天也温暖了起来。

西北丨“紫黄”蘑菇都是啥？

在贺兰山的森林中，生长着贺兰山

紫蘑菇。当贺兰山进入雨季，几场雨过

后，那些野生紫蘑菇便纷纷冒了头，据

统计，贺兰山野生紫蘑菇的种类有上百

余种，常见的有“铜器片子”“牛鼻子

”“牛眼睛”等。

这紫蘑菇，最适合与宁夏人的羊肉

一起做“头脑”（羊肉汤），各色调料

配好，粉块粉条齐活，被剁成小块的羊

肉随着汤汁沸腾、蹿起、落下。空气中

弥散着贺兰山新鲜蘑菇和黑山羊“碰撞

”出的特殊香气。

而在青海祁连县海拔3000米的草场

上，生长着不可多得的鲜味——祁连黄

菇，它个大肉厚、浓郁香滑，是青藏高

原上有名的山珍。刚采摘的黄蘑菇抹上

酥油、撒上盐，放在炉盘上烤。稍等片

刻便可烤熟，用手捏起黄蘑菇的伞帽放

进嘴里，可真是抵挡不住的诱惑。

有多少种蘑菇，就有多少美味

在广东，没有什么不能用来煲汤，

蘑菇也不例外。

松茸炖花胶，看似简单的汤头，却

满满是肉的质感。炖盅开盖的瞬间，松

茸的缕缕清香飘出，仿佛置身于丛林之

间。入口后，松茸滑嫩醇厚，颇有几分

鸡肉的香味，这一道鲜甜的汤，乃是国

宴之选。

在江西，豆腐、豌豆、胡萝卜和蘑

菇简单地煮在一起，煮成了一锅永和豆

腐。豆腐口感细腻，混着蘑菇的鲜美和

蔬菜的清香，吃起来清清爽爽，很能解

腻。

花菇佛跳墙，则是福建的特色名菜

。花菇、杏鲍菇，还有鲍鱼、海参等几

十种原料汇聚一起，加入高汤和福建老

酒，用文火煨制，花菇升华了肉的味道

，本身又足够鲜美，吃起来荤而不腻。

没了蘑菇，怎么能烩制出这一道“佛都

跳墙”的名菜呢？

菜里只要放几只蘑菇，瞬间便有了

灵魂。这类美味，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乃至如今，蘑菇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生

活：操纵着马里奥踩蘑菇，吃一碗小鸡

炖蘑菇味的泡面，剪个蘑菇头……蘑菇

，真是有魔力的小生命。

中国到底哪里的蘑菇最好吃？

美國總統選舉首場總統候選人辯
論於當地時間周二晚上舉行，總統特
朗普及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圍繞六大主
題唇槍舌劍九十分鐘，特朗普多次打
斷拜登發言，斥後者從政四十七年毫
無建樹；拜登則嘲諷對方是俄羅斯總
統普京的 「小狗」。兩人互相指摘對
方無能，主持人也無法控制場面。主
流傳媒普遍認為首場辯論一團糟，連
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也形容辯論 「變
成一場令人煩厭的鬧劇」。民調指百
分之六十受訪者認為拜登表現更佳，
只有百分之廿八人認為特朗普更勝一
籌。

特朗普及拜登家人均到俄亥俄州
克里夫蘭的凱斯西儲大學現身支持。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二人辯論前沒
握手，但辯論期間無戴口罩。華萊士
簡介辯論規則後開始首節辯論，主題
是最近成為熱話的 「最高法院」。特
朗普首先發言，他讚揚獲其提名填補
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的保守派女法官
巴雷特，是一位非凡的人，因共和黨

贏了選舉控制參議院及白宮，便有權
在大選前提名大法官。拜登之後反駁
稱現時已接近大選，部分選民已投票
，包括參議院選舉，認為應待明年新
總統上台後才提名新的大法官。

辯論之後進入第二節的 「新冠肺
炎」主題，華萊士問到： 「為何美國
人要相信你們（特朗普或拜登）至今
所講或所做能協助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拜登攻擊特朗普應對疫情無能，
沒有計劃，甚至試圖隱瞞疫情的嚴重
程度。特朗普反指，若拜登上台會令
美國門戶大開，讓來自中國的旅客入
境，稱對方早前反對美國向中國封關
。特朗普批評傳媒只報有關他的假新
聞，又重提拜登早年應對H1N1不力
的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辯論
內容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人員在
競選中拿中國說事，指事實已經證明
，美方針對中方的指摘沒有依據，是
站不住腳。

二人之後談到奧巴馬醫保時陷入
混亂，特朗普多次打斷拜登發言，斥
對方廢除奧巴馬醫保後根本無替代計
劃。拜登在辯論到十八分鐘時終忍不

住問： 「你可以
閉嘴嗎？」他諷
刺特朗普是 「小

丑」及 「騙子」，稱： 「很難與這個
小丑溝通」、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大
話精」。

拜登批評特朗普試圖製造種族分
裂，是一名種族主義者。華萊士之後
對拜登發出提問： 「當各地和平示威
變成街頭暴動時，你沒有打電話給那
些民主黨籍的州長或市長，要求他們
出手維持秩序嗎？」拜登顯然不知如
何回應；特朗普插嘴稱指自己有很多
執法人員支持，特朗普斥拜登 不敢制
止示威，批評拜登不敢出來發言，因
為怕得失極端左翼支持者。特朗普又
拒絕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反稱要處
理的是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
。在首場美國總統選舉辯論中，總統
特朗普被問及會否譴責白人至上主義
時，他要求極右組織 「驕傲男孩」
（Proud Boys）退後及候命。該組織
成員形容獲特朗普點名是歷史性，認
為對方此言等於認同他們的暴力手段
。

特朗普及拜登亦有就氣候變化立
場及政策針鋒相對，特朗普稱應做所
有能改善氣候的問題，承認在某程度
上氣候問題與全球暖化有關。拜登回

應表示會重返巴黎協定，又承諾發展
綠色能源。

在最後一個環節 「選舉誠信」，
拜登指若選民投票就一定可以送走特
朗普。特朗普指民主黨問題多多，以
上屆大選對手希拉妮為例，她的陣營
及奧巴馬政府會監視特朗普的競選陣
營。特朗普指郵寄投票會招致選舉舞
弊，不會有好結果，鼓勵民眾親身投
票。

多間美媒於美國總統選舉首場辯
論後，分別訪問觀看過辯論的登記選
民，普遍結果都顯示受訪者認為拜登
的表現比特朗普好。六成受訪者認為
拜登表現較佳，惟有民調顯示，近九
成受訪美國選民稱投票意向已決，候
選人的辯論表現亦難以改變他們的心
意。

其中一間美媒委託民調機構訪問
五百六十八名觀看過辯論的選民，結
果有百分之六十受訪者認為拜登表現
更佳，只有百分之廿八認為特朗普更
勝一籌。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民
調顯示百分之五十九受訪者認為拜登
表現較好，百分之四十一認為是特朗
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民調
則有百分之四十八受訪者認為拜登勝
出辯論，百分之四十一覺得特朗普更
勝一籌；百分之十認為兩者不相伯仲

。
網民對辯論回應傾向負面，並直

嘲二人似孩子吵架。談及奧巴馬醫保
時，有人失望問為甚麼不包括醫療保
險，因為對很多人來說，它比最高法
院更重要。特朗普多次干擾拜登發言
，有網民則諷刺 「你為甚麼想讓一個
連一句話都說不完的人當你的總統？
」調查機構 YouGov 數據顯示，近百
分之七十收看了辯論的民眾認為，特
朗普和拜登表現令人煩厭；百分之三
十一人認為辯論富娛樂性。

蒙茅斯大學民調顯示，百分之八
十七受訪者稱投票意向已決，候選人
的辯論表現亦難以改變他們的心意。
另外，美聯社調查發現一些四年前投
給特朗普的人，今屆表明不會再投票
給他，原因是特朗普對他人太過醜惡
。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在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唇槍舌
劍，期間主持人華萊士亦多次高聲介
入阻止特朗普打斷拜登發言。特朗普
事後在Twitter上載一張合成照，左邊
是特朗普，右邊則是拜登及華萊士，
中間加插 「VS」，即對決的英文縮寫
，未有加圖片說明，暗示自己 「一打
二」，單挑拜登及華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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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拜登首場辯論 ：爛鬥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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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人不識趙青坪(frank Chiu)

8 月31 號週一，我所任職的美國
校區在採取極度小心的防疾措施之下
，宣告新學期開課。我也小心翼翼地
完成上午的工作後，正想到飯堂小休
一下，突然手機響起，一看來示電話
：5 個中文字， 「趙青坪老師」。我
心頭不禁一震，因為3 週之前，我己
知道趙老師經己因病入院， 自此之後
，我再也沒有收到他平時每隔三天兩
夕的黃昏時刻，來電跟我電談。而我
亦只能去電直接向趙師母或趙公子
John, 瞭解趙老師的身體狀況。可惜趙
老師一直沒有什麼起色。此際見到有
他的名字的電話出現，然則趙老師的
病況是好還是醜呢？我不敢想下去，
毅然抓起手機一聽。

是趙師母的聲音： 「趙老師今早

已飄然而去！一待有安葬日期時間
，我會盡快通知你, 因為你是趙公
晚年最投契、最有學問的朋友。我
誠意邀請你在舉殯當天，發表一篇
演說詞，以悼念先夫。但請你以英
文寫來唸出，因為當天將會有不少
美國家長及朋友，及來自中國大陸
跟台灣的人仕出席，若是你像平時
以廣東話來演說，恐怕他們不大明
白。

我聽了師母的要求後，恭恭敬敬
地回答： 「完全明白，遵從主家要求
。 放下手機後，我愁緒滿懷，悵然
若失，向校方打個招呼後，我步出校
門，走向附近不遠的休士頓大湖湖畔
，仰看天際朶朶白雲，俯看湖面片片
流水，腦海之中，猛然出現時光倒流
，時閒回到上世紀1971 年的冬天季節
中來。

正是那一年，我離開澳門電台及
勞工子弟學校的兩份職務，跨江到香
港可口可樂汽水公司擔任廣告部工作
。在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到九龍深水
埗拜會我在澳門唸婦聯子弟學校時的
小學班主任黃永興、梁玉仙夫婦。斯
時黃永興老師在香港最有名望的報刋

、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的企業
明報中，任職美術設計經理。他
對於我這位昔日的澳門學生的到
訪，十分興奮。他除了跟我回憶

小學的師生生活片斷之外，還約我在
下一個週末，同到香港大會堂低座展
覽廳，參觀香港一位馳名的國畫大師
的字畫展出。 「未知這位書畫大師，
有沒有像黃老師你一樣大有名氣？」
我半講笑、半認真地提出疑問。因為
當時黃老師，早己經以藝名王司馬的
名字，創作出風趣幽默漫畫 「王先生
與小牛」畫卷來，而且亦己風行港九
澳及星馬泰廣大地區。故我才有此一
問。黃老師鄭重地向我指出： 「這位
畫藝大師叫趙青坪，任教香港多家名
校。我跟他的畫風完全不同，他是國
畫級大師，我走的是西方漫畫風格。
在香港，他跟宮筆畫家蔡公行、醫儒
畫家何天祐齊名。我知你自小便愛好
文學藝術，故此才向你介紹趙青坪這
次書畫展覽。

既然是恩師推介，我當然不會錯
過，跟兩位同好的香港朋友，如期到
香港大會堂，細心欣賞趙青坪先生。
當天在會場上，見到一位丰度翩翩的
中年男子，一邊笑容滿面地迎接賓客
，一邊氣定神閒地向大眾介紹他每一
幅字畫用筆落墨的手法，我心想，不
用猜度，他一定就是趙青坪畫師了。

因為趙先生的確是書畫出眾，所以
「趙青坪」的名字，便印在我的腦海

中。
3 年後的1975年，我離開港澳地

區，移民來到德州聖安東尼奧市，跟
隨父母及四弟，從事唐人酒家業務。
由於家父乃澳門陶陶居及中國飯店的
頭廚，㕑藝超凡，出品精良，因此酒
家生意興隆， 3 年下來，我楊家頓覺
聖安東尼奧市面積太小，華人人口有
限，未能誏我等楊家將大展所長，是
以4年之後，經過家庭會議商討， 決
定留下四弟夫婦打理舊店，我則跟隨
雙親，遷來休士頓, 買下當年休市李
氏宗親會主席李宗濂先生的 「李家莊
酒家」（Lee’s Inn) 來經營。

「李家莊酒家」乃一座中式獨立
亭閣式的建等物，由休市著名建築師
陳新業先生設計建造，有着濃厚的中
國色彩。它擁有面積5000 多尺，而酒
家三面是廣闊的停車場，可泊80 多部
汽車，十分壯觀。離開酒家門前幾步
之處，樹立有一座高約 30 公尺的
（Lee’s Inn) 彩色店名招牌，大白天
在熣燦陽光的照耀下，固然十分觸目
，即使黃昏後華燈初上，該招牌頂上
因設計有30 多走動燈包，亦相當吸晴
。記得上世紀 八十年代，曾被德州月
刊食經版選為休士頓市最出色的唐人
酒家招牌，頓使我店名氣響亮。此外

，李家莊酒家背北向南，位於休市北
方45 號州際公路及Tidwell 大道的交
界處，正好面對 45 號高速公路。45
路是城中交通大動脈，亦是由休市通
往美國第 4 大城市 達拉斯（Dallas）
的必經之路，再加上李家莊酒家距離
休市環城公路610 只不過兩個街口，
如此繁重的交通要塞，每天交通車輛
數以幾十萬計途經店前，這便平白為
我們 「李家莊酒家」作出免費宣傳，
造成酒家之內，中美食客紛至踏來，
生意一時無倆。

那個年代，休市華埠乃在休市59
號 公 路 之 下 ， 現 今 「會 議 中 心」
（Convention Center)的一側，Walker
街及 Charter 一帶，平民化的華人、
越棉寮等亞裔人士， 有意食頓唐餐粵
菜者，可以駕車駛上45 號公路，只需
20 分鐘，便可以抵達我店進食。而在
我店附近的 Airline, Littleyork 街道上
，有為數不少的華人開設有中小型華
人超市，他們因為克勤克儉，店務也
是稱許，所以一般週末假日，他們都
會登門李家莊酒家，享受一頓豐盛的
晚餐。想不到在這眾多華人食客中，
意外地出現了來自香港的書畫大師趙
青坪杜春成夫婦，這不禁使我大喜不
已。

緣何我們可以在休市碰面？ 請看
下期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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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保險的意義，是
集合眾人的力量，去幫助一個個人、家
庭或機構，在遇到需要時有一定的財務
能支付，能夠解決問題，不會亂了生活
的腳步，無論是老人保險、車險、房險
、或是健康保險、商業保險，都要符合
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因此，好的保險規
劃，對每個人或是家庭、機構都甚為重
要。

專業與經驗俱豐
李元鐘保險公司素來以擁有多個專

業執照、與豐富的保險規劃經驗而著名
，其保險顧問更樂意站在消費者的角度
，為每位客戶認真地研究保險計畫，做
到更完美的風險管理。

不可諱言，對於消費者來說，能找
到最好的計劃、並且節省比價的時間，
是選擇保險公司的重要關鍵。尤有甚者
，在複雜的不同保險計畫中，能為消費
者耐心解說，更能贏得客戶的青睞。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服務團隊，不僅
了解保險業的內部運作機制，在客戶出

險過程都能提供必要
且完整的協助，更能
以自身經驗，詳細的
為客戶的需求設想，
貼心的為華裔民眾考
量各種可能性，提供
最完善的服務。

服務範圍
李元鐘保險公司

的服務範圍涵蓋市面
上大部分的重要險種
，像是老人保險、汽
車險、房屋險、健康
保險、商業保險、壽
險等。

老人保險
在李元鐘保險公司，老人保險的服

務特優，也最具口碑。大部分的老人家
選擇保險公司是看服務好不好，同時也
要看能不能符合需他們的需求。李元鐘
保險公司會先跟老人家談，幫長輩們看
他們需要怎麼樣的保險，怎麼樣的計劃
最貼合他們的需求與狀況，後續的服務
也非常好，贏得許多老年人的肯定。
有些老人家換保險公司是因為服務人員
回答不專業，沒有耐心解說，這在李元
鐘保險公司是不可能發生的。這裡的每
一個工作人員都非常親切、有耐心，老
人家對保險計劃有許多地方不了解，所
以工作人員都細心清楚的回答，讓他們

明白不同計畫的要點何在，對自己有哪
些幫助。

汽車保險
美國數百種汽車保險公司中，有人

喜歡比較價錢，找便宜的價格，也有人
比較看重保障的內容，多半的人在選汽
車保險時都是希望省錢，然而，需要注
意保障項目是否完整，萬一出狀況能否
獲得理賠，李元鐘保險公司以專業、誠
信的態度為客戶著想，提供最優的保險
建議。

房屋保險
房子以其結構，年代久了會有故障

或損毀的時候，有時也會遇到天災發生
，不論是發生意外或狀況，都希望能迅
速有效的進行復原，以最小的代價讓民
眾回歸正常生活。無論是哪一種房子，

李元鐘保險公司為客戶從個人信用紀錄
、與多重保單等外在條件，為客戶爭取
最優惠的保險費率折扣。在房屋保險裡
，有非常專業的條文規定、與除外責任
，業主投保前一定要謹慎，看看哪些原
因及項目是在保障範圍、和除外範圍。

需要注意的是，德州的保單有分等
級，有些看起來價格比較低，但是有可
能發生事故理賠的也不多。有些有扣掉
折舊，有些沒有，如果弄不清楚，民眾
可以拿保單來李元鐘保險公司，這邊的

工作人員會幫你看所買的保單內容與等
級，是不是符合需要。

德州房屋保險的趨勢是上漲，價格
慢慢往上，如果你的信用分數好的話，
買房屋保險會相對的便宜，因此，維持
好的信用分數也很重要。

詳情請洽休斯頓李元鐘保險公司
Kevin 謝經理，電話（832）500-3228，
郵 箱 Houston@johnleeins.com 。 地 址: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

李元鐘保險公司李元鐘保險公司 以專業貼心服務以專業貼心服務
專精老人保險專精老人保險、、汽車與房屋保險汽車與房屋保險 贏得客戶信賴贏得客戶信賴

李元鐘保險公司的老人保險服務最具口碑李元鐘保險公司的老人保險服務最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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