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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年齡在18-69歲之間的
選民，帶照片的身份證不可過
期超過四年。對於年齡在70
及以上的老年人，袋照片的身
份證可以在任何時間內過期，
只要是合法身份證。

請填寫一張合理的障礙聲明表格，並且出
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的副本或原件：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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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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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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今 天 是
11 月 1 號
， 距 離 美

國總統選舉的11 月3 號，僅餘下2 天 時間，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己進入倒計時，究竟是驢子（民
主黨）之白登勝出？還是大象（共和黨）之特朗
普特取勝？筆者雖說是從事政治時事評論員卅年
，不過對於今次選舉究竟花落誰家？未敢公開於
此剖白。然而從眼前特朗普似乎身處下風的情況
來看，坊間有不少怪異現象及說法，又似覺特朗
普贏面不少。 「姑妄言之姑聽之」，讓我向大家
一一道來。

美國主流媒體近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一致認
為特朗普總統這次大選勝出的機會微乎其微。除
非“ 天上行雷閃電，兩次擊中特朗普同一個地方
”。但是沒想到的是，芝加哥的特朗普大廈，就
被閃電擊中了，而且不是兩次，是三次，這種奇
怪的“巧合”引發各界熱議。

消息出現10月20日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文章
上，作者比較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和這次大選
的選情，認為儘管目前選情還有變數，但特朗普
應該很難像2016年那樣，從敗局中奪勝而出。

作者在標題裡用了“閃電劈兩次”（Light-
ning Will Have to Strike Twice，形容罕見的事情不
會總落在一人頭上）做比喻，來譏諷他 「連莊」
的希望十分渺茫，不會像2016年那樣靠看似偶然
的機會當選。

《華爾街日報》的政治取向是全力支持白登

的，這經己為世
人所知，而他的
影響面多大，也

是大家是應該清楚的。然而就在該文刊登之後，
特朗普旗下位於芝加哥的酒店大廈，就在兩天之
後的10月22日凌晨2時14分，連續遭到3次閃電
擊中，而這個罕見天然現像，已即時被美國ABC
新聞的芝加哥頻道轉發出來。

想不到閃電快速，新聞播放速度.也是快速。
不消一刻，許多美國網友就將《華爾街日報》的
評論和特朗普大樓遭閃電擊中事件相連起來，估
計特朗普會是下屆美國總統的 「真命天子，否則
雷電不會 「三顧茅廬」 ！還有網友突然想起，在
2016年3月正值美國大選競爭激烈之時，特朗普在
芝加哥的大酒店，也是遭遇了一次閃電擊中，當
時還被不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的 「粉絲」
拿來取笑。但結果卻是特朗普爆冷奪冠。那麼四
年後的今天，又是行雷閃電，會不會也讓特朗普
從逆境中脫穎而出呢？只有天知！

其實在現階段中，也有不少專家認為特朗普
會贏，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政治傳播學教授吳旭就
是其中一個。他在大陸媒體觀察者網撰文指出，
雖然美國的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等“逢特必反”， 「白登穩操勝券，」但是吳
氏卻篤定認為，特朗普最終會以壓倒性的優勢擊
敗對手白登的。吳旭並非是憑空臆斷，而是有10
大觀察指標。

第一，美國兩黨從初選到現在，賓州民主黨
新增選民6萬人，但共和黨新增14萬人。這個趨
勢可以推展到美國其它州份上去。

第二，特朗普今次出來競選造勢，每場都是

數以萬計 「粉絲」現身力挺，從美國新罕布什爾
州 「倫敦德里（Londonderry），到曼徹斯特-波士
頓地區機場上舉行時，都是聚集過萬民眾，聲勢
浩大。反之白登的幾場造勢集會，出席人數少得
可憐，幾乎扳著手指，就可以全數過來。

第三，在特朗普任期中，美股雖然受到疫情
衝擊，但仍然上漲了65%。

第四，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實際投票的支持度
，超過90%，這個驕人成績，超過包括朗努里根在
內的近50年以來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的數據。

第五，今年美國人最重視的大選議題，前三
位分別是“法律與秩序”、重振經濟和疫情控制
。前兩項剛好是特朗普的強項。

第六，特朗普的黑人支持度，超過15%，過去
支持共和黨的黑人從未超過10%。西班牙裔支持特
朗普的更高，超過40%。

第七，特朗普任內的幾大政見，說到做到，
沒有開 「空頭支票」。比如修建邊境牆、從伊拉
克和阿富汗撤軍等，並不是傳統政客的光說不做
。

第八，特朗普有隱形支持者。很多信教守禮
、道德意識感強烈的美國人，一直沒有公開表態
，但他們強烈相信，特朗普是唯一可以解決華盛
頓官僚腐敗的人。

第九，特朗普今年的競選對手白登太弱了。
他於2008年敗給奧巴馬，2016年不敢面對希拉里
。現在民主黨推出年近80的白登出來角逐，但精
力、腦力、體力都沒辦法與特朗普相比，明顯的
是： 「蜀中無大將 ，廖化作先鋒」

第十，新冠疫情不全是特朗普的錯。任何人
面對疫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把應對不足

，算在他的頭上。
這樣看來，吳旭的10大觀察指標，應該說是

有理有據，比較令人信服。
看到了一個最新消息：美國波士頓先驅報公

開出來表態，支持特朗普連任。這家始創於1846
年的報紙的公開挺特朗普，很可能也會帶動一部
分選民的跟隨。

從1960年以來，拿下俄州的候選人，最後都
順利地當選了美國總統。根據民調分析網站538最
新資料，特朗普在俄州以51%領先於拜登的47%。
另外，每天都在跟踪總統民意調查的“拉斯穆森
報告”，2016年的大選中，做出的民意調查相當
精準。他們的民意調查顯示，白登在2週前還領先
特朗普12個百分點，一周前已經變成了領先3個
百分點。但是現在，特朗普已經超過白登1個百分
點，開始領先了。

四年前特朗普勝選，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
美國民眾對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太失望，二是對希
拉里這種政客不信任，三是特朗普的政治素人形
象和他的執政理念打動了選民。今年的選舉如果
特朗普再度勝選，可能也有多種原因。一個是同
樣是選民對民主黨的不信任，二是特朗普四年中
的成績卓著，美國人看到了變化，三是白登家族
的醜聞讓更多選民失去信心。

就在亨特電腦門和性醜聞被不斷曝光後，昨
天的谷歌搜索趨勢顯示，美國有不少人在搜索
“可以更改投票嗎”和“亨特拜登中國”。現在
已經有7個州包括賓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
明尼蘇達州在內，都允許選民更改選擇。

據 CNN 報導，目前已經有近 6,000 萬選民提
前投票，超過了上屆大選提前投票的總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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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駿競逐話深圳

在剛過去的 10 月，在中國大陸以
致海外親中的範圍之內，祝賀祝福最多
的話題，除了是新中國建國 71 年的慶
典之外，深圳改革開放 40 年成就輝煌
，肯定是站上亞軍之列。為何小小一個
廣東省邊陲之地，可以發展成一個震驚
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國重城呢？

過去40年，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是
有目共睹。中外經濟學者都在研究探討
，為什麼深圳可以走得這樣快？

讓我們回顧一下：1980年，深圳的
GDP 只有 2.7 億元(人民幣，下同)，至
2019 年已升到 2.7 萬億元，增幅高達一
萬倍，可謂是世界奇跡。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
按內地的說法，當然是全靠中國共產黨
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
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無疑，若果沒有 「改革開放之父」

鄧小平的大膽創新的路
線，深圳不可能在原有
的中共體制下，有這麼
大的發展。鄧小平是中

共的領導人，把深圳的發展說成是共
產黨領導下的奇跡，亦不可以說不成
立。

然而，許多開放改革的具體做法，
卻是叫共產黨管少一些；這才讓出更
多的空間，令人民可以更好地發揮他
們的創意與積極性。若果當年決定沿
用建國以來中共一貫的做法，中國根
本不可能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其實，早年在中共黨內，也不是沒
有改革開放的聲音，劉少奇、周恩來都
嘗試作某種程度上的修正，只是在上世
紀七十年代之前，老毛仍是 「一哥」之
際，沒有人敢於逆毛澤東的取向，所以
當時他們口中的所謂 「改革」都只是小
修小補而矣。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才
有機會作出較根本性的改變。自小就投
奔共產主義的鄧小平，能有這麼出格的
思想，可謂別具慧眼，實在令人敬佩。

共產黨的特色，是主張生產資料公
有制，而鄧小平卻敢於動搖共產黨的根
基，容許民企擁有生產資料，各自生產
，互相競爭。沒有這種產權上的改革，
市場機制是沒法建立起來的。

有些讀者可能弄不清楚甚麼叫做生
產資料，我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共產
黨對個人生活上所需的資料，稱為生活
資料，對進行經濟生產的資料，稱做生

產資料。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只容許
人民擁有生活資料，不再容許人民私下
擁有生產資料。

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先對原有的企
業，進行公私合營，然後把原有的企業
，收歸國有。這樣共產黨就可以把全國
的經濟統籌規劃，以避免不同的企業各
自為政，互相妨礙，造成浪費。現實是
計劃經濟，根本達不到預期中的效果，
只是教條主義在共產黨內部非常嚴重，
連鄧小平也不敢正面去衝擊共產黨的教
條。

所以，他主張先不去爭論 「姓資與
姓社」的問題，即不要為改革是否符合
社會主義理念而作抽象的爭論。鄧小平
認為，應該實踐去檢驗真理，會捉老鼠
的就是好貓。鄧小平沒有明言要進行產
權改革，他只是說要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為了讓他們富起來，於是就讓他們去
做些小生意，漸漸地小生意就變成大生
意，中國的民企就愈來愈成氣候。

民企出現後，人們很快就看到，民
企的競爭能力，比直接由共產黨領導的
國企還要好。所以後來中國第三代總理
朱鎔基，叫大量共產黨人不要做官了，
不如 「下海」去做生產、去經商。如果
朱鎔基不是叫共產黨人 「下海」，而是
去民企加強共產黨的領導，深圳的發展
就不可能這樣快

深圳的重大經驗就是：先得在 中國
國內的 「所有制」上，作出大膽深刻的
改革！深圳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四十年

裏有這麼大的發展，全賴鄧小平的改革
開放政策。這些政策可謂是對中共執政
以來，一次最重大的修正。

這等同在中國社會降低了社會主義
成分，卻增加了資本主義成分。鄧小平
要在文革結束不久，就進行這樣的改革
，可視為大逆不道，一定會受到黨內保
守勢力的頑抗。所以他沒有說要進行
「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而只說 「要讓

少數人先富起來」。他要求黨內暫且不
作姓資還是姓社會的爭論，而是讓實踐
去檢驗真理，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
就是好貓。結果，民企出現後，很快就
展現出勝國企一籌的競爭力。

由於民間在改革開放前根本沒有資
本積累，在開始時，民企只能做一些民
生所需的小生意，沒法進行大規模的工
業生產。鄧小平於是讓外資來華設公司
做生意；對一些關鍵性的行業，又規定
要以一定的比例與本土資金合作，讓本
土企業也可以分到一杯羹。

但鄧小平還嫌這種方式的發展速度
不夠快，更直接向一些經營效益不好的
國企開刀，進行西方的Management buy
out，由管理層收購後自行經營。管理層
自行作價自己買，沒有錢就由銀行提供
。結果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中國共
產黨看在眼裏，卻沒有積極阻止。目的
就是要讓民企高速成長，可在短期裏與
外資分庭抗禮。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
，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

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在這種情況下資
金，人才，技術都向深圳滙聚，令深圳
可以有更優越的條件趕超其他中國城市
，最近連香港亦甘拜下風。

40 年前，深圳的原住人口不多，現
在深圳 1000 多萬的人口，大多是外來
人仕。他們離鄉別井，到深圳拼搏，就
是要創一番事業，所以深圳人都很 「搏
命」。以移民為主的城市還有一個好處
，是沒有本土勢力形成的保護主義。深
圳絕不會排外，不管湖南來的，四川來
的，東以來的，都一視同仁，無任歡迎
，大家均可以公平競爭。這些都是令深
圳可以高速發展的原因。

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南巡，頓時令
到深圳風頭一時無兩。不管新聞報導、
時事專欄、名人訪問等都離不開將香港
與深圳作比較，有些認為兩者可互補長
短，就各自已俱備的資源及條件，令整
個大灣區規劃發展更趨完善。但亦有些
負面的評論，謂香港愈來愈被邊緣化，
並說由於去年社會運動及年青人對國家
的抗拒，導致香港已 「失寵」，不再被
視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了。

今次國家主席南巡時表示，中央支
持深圳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並賦予更多
自主權及內容涵蓋市場化配置和科技創
新等，相信此舉會令深圳更邁向一大步
，至於 「傷痕累累」的香港，能否像香
港財政司長陳茂波所說的 「百駿競逐」
的比併呢？那就要看一下： 北京是否視
香港為 「失寵之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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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妳治李醫生免費幫妳治，，獨家牽引療法獨家牽引療法！！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壹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壹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
CT、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妳
就不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
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
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妳免費治療！不用妳自己掏壹
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
妳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妳把保險號告
訴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妳治好
！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壹次就減
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
物或針灸，有壹定療效，但都遠遠比
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壹
直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
了，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
重，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
並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
甚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
療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
費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
路需要人扶，並且壹側臀部肌肉開始
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
，第壹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多，壹個
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己可以
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壹
個人。再治療壹個療程，癥狀基本消
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
沒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
痛、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
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
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壹分錢，
而且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
交涉，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
看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

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
給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
自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
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
年、10年，甚至20年之後，大多數
人（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
病癥。壹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
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
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
實，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
有壹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
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
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
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
禍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
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
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
並配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
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
、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
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壹、三、五全天
，二、四、六上午。

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疫情期間李醫生接受電視采訪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徐云經理專欄:: 自駕游五大因素不可少自駕游五大因素不可少
開上自己的愛車，帶上家人駛離

城市去遊山玩水，是件愜意的事。就
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列計劃、查車
況、備物品、巧駕駛、再保養”，是
必不可少的。

步驟及方法
計劃清晰 方向明確
壹份詳盡周密的計劃書是安全自

駕遊的保證。自駕出行要遊覽的景區
景點、往返的行車路線都得在計劃內
，比如哪裡要維修封路，哪裡開通了
新路，都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數，這樣
可以大大節約時間。

此外，選擇合適的行車路線和休
息站點是很關鍵的，它可以讓妳對所
需時間、路途費用有壹個大概的估算
，還能減少不必要的花費，最大限度
地節省時間和燃油。具體為：先確定
要去遊覽的景區景點，再選擇行車路
線。

1. 全車檢查 保障安全
如果妳不想愛車在半路熄火，全

家人打道回府的話，那麼在出遊前對
愛車全面檢查是必不可少的。燃油、
機油、蓄電池和輪胎預備胎氣壓都在

檢查範圍內。此外還要檢查是否帶好
了備用車鑰匙，檢查照明燈、信號、
喇叭、後視鏡、門鎖是否有效，玻璃
水是否充足，噴水泵能否正常工作，
雨刷片彈性是否正常等，壹個也別漏
掉。汽車的壹些小傷小患在短途行車
中可能顯露不出，可壹旦長途行車就
會顯露出來，成為安全隱患。壹定要
消除隱患，確保車況良好才能上路。

2. 備齊物品 確保暢通
要出遠門就別怕麻煩，必備的行

車裝備壹定要帶齊，以備急用。修車
工具、打足氣的備用胎、簡易補胎工
具、千斤頂、滅火器、停車警示牌都
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水壺、手電和
備用電池、燈泡也不要忘記。旅途中
壹旦生病，壹些常備藥也能派上大用
場，如感冒藥、消炎藥、黃連素、止
血繃帶、創可貼、維生素藥片和紅花
油都要收羅進來。另外，相關的證件
如保險卡，身份證、駕駛證、養路費
、車船稅單據等等壹個都不要落下。

3. 不同路況 不同技巧
自駕出遊面臨的路況比較多，高

速路上，大貨車比較多，壹般都會在

外道行使，超車時，應先轉到超車道
上，打左轉向燈同時用大燈晃幾下並
鳴笛通過。在遇到霧天時，壹定要把
全車所有的燈打開，同時打開雙閃並
在外道行使，減到每小時40英裏以下
。汽車高速行駛很容易對駕駛員造成
速度感、車距感的模糊，所以在行駛
中壹定要保持好車距，同時註意高速
公路上的距離標誌。在長途行駛中，
車上最好有兩名以上會開車的人交替
駕駛，避免疲勞駕駛。

盤山路上，多轉彎多盲區，因此
行駛在盤山路段的時候，首先要控制
好車速，過彎的時候要特別註意提前
觀察轉彎盲區鏡，採取轉大彎、走緩
彎的辦法，不可急轉方向，更不可在
彎中製動或掛空擋。

4. 回程切記 愛車保養
輪胎：旅行歸來後，經過長途奔

波，車和人壹樣需要得到及時的養護
和休整。首先要給輪胎來壹次細心檢
查，建議做四輪定位，測胎壓以及檢
查輪胎的磨損情況，來確定輪胎使用
狀況。

底盤：由於對路況不熟，很多車

主在旅行過程中都有刮底盤的經歷，
有時會出現愛車有輕微異響、方向盤
抖動、車輛停放位置出現油漬等現象
，這就說明汽車的底盤已經受損。建
議最好做壹次專業的底盤防銹護理或
者做壹次底盤裝甲，以絕後患。

清潔：許多車主在自駕遊歸來之
後都會去洗車，大部分人只是註重汽
車錶面的清潔，而忘記車廂內部的清
潔。實際上，無論在什麼季節，汽車
經過長時間的行駛，都會在車廂內累
積不少塵土和細菌，尤其是地毯、車
頂和門飾板等部位。因此建議在洗車
的時候，最好同時做壹個車廂內部的
清潔和殺菌，防止車廂內出現異味、
黴變的現象。

剛剛駕車來到壹個相對陌生的城
市，對這座城市的路段和特殊街路並
不完全了解，在駕駛的時候就要勤看
路標，配備壹個GPS導航會讓壹切都
化繁為簡。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 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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