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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281-617-0921(ENG)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醫生專頁
星期日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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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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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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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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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喜聞鮑姐、華姐獲殊榮

今年香港影壇，跟城
中百業一樣，大受新冠
病毒肆虐摧殘，電影工
業幾乎停頓，從業人仕
手停口停，苦不堪言。
幸好近日有天大喜訊，
從外國傳到香港。在紐
約電影節及洛杉磯電影
節上，鮑起靜與 「小恩
子」黎瑞恩兩位影壇女
仕，相互帶挈，相映爭輝，分別獲得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導演殊榮。
在這之前，其實鮑起靜早已擁有香港幾個影后、視后頭銜。今
次是錦上添花，再在海外獲封“美后”，令她喜出望外，滿懷喜悅
的對外界表示： “眞的估不到，也好開心。”鮑姐談 她得獎的感
受：“這次很意外，監製莊澄找我去演導演會學生的畢業作品，沒
有片酬；純粹是人情，是支持香港內憂外患的影壇苦況。想不到喜
從天降，現在拿到兩個獎，這就是我最大的片酬！”
鮑姐大讚戲中的“女兒”黎瑞恩（小恩子）：“這部戲沒有
預算，小恩子不收金錢之外，更借出場地，又安排交通和飲食，包
辦一切。很感激小恩子扶掖香港導演新生代的熱心。”
黎瑞恩乃香港領呔大王曾慶梓的媳婦，坐擁過千萬身家。今
次是她首次參與演出微電影，該片馬上就奪得八個獎項，被指為
“好腳頭”，期望今後帶旺香港影壇。小恩子聽後，不禁哈哈大笑
謂：“呢個導演都好夠薑，初時我怕他拍完後會後悔。因為我好久
沒拍戲了，最近的一部作品已是上世紀一九九〇年的《一本漫畫闖
天涯》，已近三十年。”小恩子坦言以前拍戲並不認眞，打燈光時
走去睡覺；但今次微電影《骨肉香》的監製讚賞她的演技。“眞的
嗎？”小恩子反問：“好開心呀，可能人長大了，有了經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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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可以多些機會演戲，今次好榮幸和鮑姐合作，恭喜她
得到兩個影后大獎。”
香港導演會的畢業生作品《骨肉香》揚威異域，舉行了
一場慶功特別放映會，鮑姐與老公方平、黎瑞恩及導演潘
梓然均有出席。鮑姐過去奪得多個影后大獎，會否連同新出爐的兩
個獎放在家中當眼處？“其實我好少獎座，得幾個，人的成就不一
定要擺出來，放在心中，自己鼓勵自己已經足夠。”
由鮑起靜、黎瑞恩（小恩子）主演的微電影《骨肉香》揚威今
屆紐約電影節及洛杉磯電影節，共奪得八個獎項，鮑姐更成雙料影
后。
鮑姐與小恩子出席慶功特別放映場時，顯得很興奮：“很感謝
，很開心！而且覺得很意外，也很難得，很高興能夠參與這個拍攝
。這次是香港電影導演會的一個新導演的畢業作品，我能夠參加進
入覺得很榮幸，因為可以幫助和培養新一批的導演。
我遠從美國，也要執筆向她倆慶賀，全因為鮑起靜姐，跟我有
「一片之緣」。我倆相識於上世紀 1969 年。那時我仍在澳門電台
工作。一天電台老總李鵬翥先生找我，問我有無興趣參加一部電影
的拍攝工作。 「只有一個鏡頭，時間是 10 秒鐘左右，不過卻是大
特寫，講述抗日戰爭時，我以北京學生代表身份，闖入市長府邸，
舉手怒斥他向日寇投降的塲面。」 「有興趣嗎？」上司問我。我酷
愛電影文化事業，當然馬上答應。而在這部電影中，讓我有機會認
識大導演鮑方，他是鮑起靜的父親。又見到男主角江漢及女主角朱
虹，他倆乃當年紅極一時的影壇伴侶。我就是依靠這個千載難逢的
機會，與鮑起靜姐有一面之緣呀！
除了鮑姐得獎之外，更有.香港着名女導演許鞍華(Ann)，獲得
今年威尼斯影展頒授金獅獎終身成就獎。這是威尼斯影展首次有女
性電影工作者獲得此項榮譽，而且還是女性華人獲得，真替阿 Ann
高興。這亦是香港電影工作者的榮譽，眾望所歸。
阿 Ann 是上世紀香港電影新浪潮年代冒出來的導演，當年《瘋
劫》一片，讓她聲名顯赫，因為她是香港唯一的女導演。之後，阿
Ann 導演噼《撞到正》，拍出黑色喜劇的效果，這部電影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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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
角度來看
，蘇俄是
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次位便是中國跟加拿大
—- 中加兩國為了次席位置，爭議了幾十年；不
過有識之士皆認為： 純粹從土地面積大小來衡量
，加拿大是舉世第二。不過中國的土地實用面積
，則優化過加拿大很多，至少中國的冬天的天寒
地凍，沒有加國那麼凌厲哩！
說到中加兩國友情，幾十年來都是牢不可分
，這是因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著作中
有響譽大名的 「老三篇」文章，其中 「紀念白求
恩」，就是毛氏讚頌加拿大醫生白求恩，於抗日
戰爭年代來華支持中國人民打擊日本軍國主義，
不幸犧牲於中國大地上。毛氏為他寫下悼念文章
，從此，中園人民就銘記加拿大的白求恩，中加
友誼就一直系結到二千年代。
到了 2018 年，中國不滿加拿大為了聽從美國
的擺佈，把華為女主管孟晚舟於過境加國時，將
她拘捕。中國為了反擊，很快便關押了兩名加拿
大駐華官員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從那時起，中加兩國便一改
昔日友好態度。近期為了香港問題，更加大了兩
國之間的矛盾心態。中國駐加大使叢培武日前口
出狂言，威脅在香港生活的 30 多萬加國僑民，令
惡劣的中加關係，火上加油。
日前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加拿大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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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停止
以 「強
制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來形容中國，同時堅持
捍衛中國國內的人權。這是中國駐加大使叢培武
日前駁斥總理杜魯多說的 「強制外交」，及指釋
放孟晚舟才會使中加關係出現好轉後，總理再度
作出的強硬聲明；而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領奧圖
爾（Erin O’Toole）認為叢培武言論惹眾怒 ，
要求叢培武向加拿大道歉，否則渥太華應驅逐他
離開。
杜魯多作出回應時重申，中國確實在施行
「強制外交」，無緣無故關押兩名加拿大人康明
凱和斯帕弗二人，就是報復孟晚舟事件。
杜魯多在一個記者會上說： 「我們將確保中
國知道，我們不僅捍衛人權，還要求被任意拘留
的兩名加人安全返回，我們與全球盟友站在一起
，包括美國、澳洲、英國、歐盟，以及世界各個
角落的許多國家。」
他強調，加拿大將在全球範圍大聲捍衛人權
，包括中國維吾爾人面臨的局勢、香港令人擔憂
的困局，以及中國進行的強制外交。
對於叢培武日前敦促渥太華停止向香港的民
主運動人士提供庇護，並警告渥太華，接受這些
人來加拿大，可能會危害仍生活在香港的 30 萬加
國公民的健康與安全，聯邦保守黨黨領奧圖爾要
求叢培武向加拿大道歉，否則聯邦政府應逐他離
開。
奧圖爾表示，很明顯，作為中國駐加國大使
，叢培武的言論對在香港的 30 萬加國公民構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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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蕭芳芳，從此二人成了好朋友。後來二人合作的《女人四十》，
更破天荒包攬了當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劇本、最佳導
演，最佳男、女主角獎，鋒頭一時無兩。
阿 Ann 擅長拍女性主題的電影，如《桃姐》、《姨媽的後現代
生活》就能拍出女性獨特的一面。蕭芳芳指出：阿 Ann 每次開拍新
戲之前，一定 要親自參與劇本編寫，跟演員先行溝通，確保拍戲
工作順利進行。
阿 Ann 當年為拍《胡越的故事》，編寫劇本前，跟隨一班工作
人員親自到香啟德難民營，實地向難民搜集資料，將真實的故事呈
現。她籌備開拍《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前，也先到法庭聽審案件，
然後才開始跟編劇度劇本，認真程度在電影圈少見。
不過，阿 Ann 的導演生涯也不是一帆風順，她在海南島拍驚世
之作《投奔怒海》之後，就沒有人找她開戲，因為.此片涉及中國
大陸、台灣當局及越共三方面政壇內幕，一時之間，許鞍華受到多
方禁止再開新片。但她沒有因此氣餒，反思日後電影題材的方向。
在那段沒有戲開的零收入日子裡，她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生活，
轉行到大學做講師。
阿 Ann 執導的電影，不少是改編自著名小說，如《傾城之戀》
、《半生緣》、《黃金時代》、《明月幾時有》等，好考功夫。不
過，筆者還是喜歡她的《胡越的故事》，因為有我們認識的“筆友
”故事；此外，還有令人驚慄的《瘋劫》、道盡師奶心聲的《女人
四十》……
在這裡告訴大家阿 Ann 昔日在澳門的故事。她小時候在澳門居
住了五年，由祖父母湊大，居於俾利喇街一座舊樓，在培正讀幼稚
園，對澳門留下印象。當年她執導的《瘋劫》，就是在澳門拍外景
的，鏡頭由廬山號港澳渡輪上展開，轉到峰景酒店大堂的一條古老
木樓梯，一個穿旗袍的西洋女人站立着向下望，展露出當時的澳門
風情……
在這裡恭喜阿 Ann 獲得威尼斯影展的終身成就獎，這位香港女
導演已得到全世界認同。因為許鞍華與澳門有淵緣，我是出生於澳
門的 「馬交仔」，所以本文也一併寫出，供大家認識。

威脅，這種語氣猶如有人尋求保護費，而不應出
自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之一的中國的正式使
者口中。
奧圖爾續道，這對各地的本國公民構成威脅
。因此，保守黨呼籲叢培武完全撤回他的 「好戰
」言論，並公開道歉。如果對方不能迅速這樣做
，那麼總理杜魯多應立即撤回對方的外交證書。
此外，奧圖爾稱，聯邦保守黨同時呼籲本國聯邦
自由黨政府，為逃離香港前來本國的支持民主示
威者和政治難民提供一條清晰和快捷的渠道，以
明確表示只有本國政府才能決定接納誰和不接納
誰，並對違反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而實施
嚴厲的國家安全法的人士，根據《馬格尼茨基法
案》（Magnitsky Act）實施制裁，該法案是指對
侵犯人權的官員實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
奧圖爾又稱，與中國相比，加國在經濟上是
一個較小的國家，但是加國對自由、人權和法治
的承諾高於叢培武的行為。
此 外 ， 加 國 交 部 長 商 鵬 飛 （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亦表示，他要求環球
事務部傳召叢培武，以明確的態度表明本國將永
遠捍衛人權和世界各地本國公民的權利。環球事
務部官員向報界證實，他們已與大使叢培武會晤
並傳達了這一信息。
另外，聯邦新民主黨外交事務評論員哈里斯
（Jack Harris）表示，作為駐加大使，叢培武完全
不恰當的言論引起了恐懼，並被視為對香港數十
萬本國公民的安全威脅。他又稱，叢培武必須前
來加中委員會，並回答有關香港正在發生的問題

。
根據加拿大民意調查公司納諾斯(Nanos Research)昨日發表民調報告結果顯示，多數加國國
民認為：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十年，中國都是對
加拿大最大的威脅。納諾斯與加拿大防衛與安全
網絡聯盟(Canadian Defence and Security Network)
，於今年 8 月 21 日至 31 日進行隨機抽樣調查，透
過電話和網上問卷訪問了 1,504 名 18 歲或以上的
加國民眾，查詢他們對多項防衛和安全問題的知
識、看法及態度。
在加拿大現時面對國際威脅程度的問題上，
民調結果顯示，多達 41%受訪國民認為加國正面
對高等程度的國際威脅，36%受訪民眾認為威脅
屬中等程度，20%受訪者認為威脅屬低等程度甚
至是沒有，另有 3%受訪人士就稱他們不肯定答案
。
民調發現，最多國民視中國為加拿大現時面
對的最重要國際威脅，21.7%受訪民眾有此看法。
有 17.5%受訪者指美國與特朗普，才是加國正面
對的最重要國際威脅，10.1%受訪者相信最重要國
際威脅是網絡攻擊，7.1%受訪者認為是恐怖主義
，6.7%受訪者稱是貿易戰，5.8%受訪者說是氣候
轉變與環境。視其他來源為最重要威脅的受訪者
比例，各選項皆少於 4%，另有 1%受訪人士就稱
他們不肯定答案。
13.4%國民指氣候轉變威脅大
民調亦錄得，14.6%受訪國民認為加拿大在未
來十年將面對的最巨大國際威脅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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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榜迎來喜訊 兩位申請大學的同學已獲錄取
專業陣容 用心幫孩子規畫升學留學 以及申請獎學金

(本報休斯頓報導) 因為疫情，今年
可謂充滿挑戰的一年，面臨各種艱難，
並沒有阻擋大家前進的腳步，在美國大
學申請剛剛開始的金秋季節， 「美金榜
」迎來了第一批喜訊，有兩位同學已經
獲得大學錄取，他們是 H 和 Z 同學，分
別獲得第一個錄取。在其他同學甚至尚
未提交申請之時，這兩位同學的早到喜
訊無疑像陽光ㄧ般，一掃疫情所帶來灰
濛濛的雲霧，也給其他同學打氣，相信
只要規劃得宜、準備充分，申請大學一
定有成果。
H 同學立志成為一名寵物醫生，未
來擁有自己的寵物醫院，路易斯安那州
立大學的動物學專業和獸醫研究生院對
他是個非常好的選擇；另一位 Z 同學要
成為一名遊戲設計師，他已經擁有自己
的工作室和多個成功創作，SCAD 的遊
戲設計專業對他的事業發展是個很好的
選擇。
這兩位同學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
都有著明確的目標，並為此一直在努力
。美金榜大學部顧問老師，為他們量身
定做，推薦最適合他們事業發展的大學
和專業，這兩位同學是美金榜的規劃學
員，非常祝賀他們！
申請大學狀況百出? 讓專家來幫你
此外，今年學生申請大學時狀況百
出，讓許多家長們心急如焚，再加上
SAT 考試一再被取消，很多學生心情很
糟，火氣也特別大，連帶的父母也遭殃
。同時，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高中指
導老師(counselor)和學生的溝通與交流
很少，就連 12 年級學生該如何申請送成
績單、和請指導老師和老師們送介紹信
(recommendations )到各大學都沒有向學
生做詳細說明，等學生發 email 給指導

老師才有回覆。因此，在種種情況之下
，讓專家來協助應該是最合適的。
美國大學有各種獎學金，要懂得申
請
美國的大學提供各種獎學金，種類
繁多，然而，你懂得如何申請嗎? 對不
同種類獎學金的要求及申請程序了解多
少? 今年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申請大
學面臨各種疑難問題，你都弄清楚了嗎
?
美南地區最大的留學、升學諮詢機
構美金榜教育集團(To The Top Education Group) 來為同學與家長們釋疑，美
金榜專門協助學生升學、留學，包括幫
助美國本土與大陸學生的華人子弟申請
高中、大學及研究生，並提供相關的學
術規劃，獎學金和財政援助申請與規劃
，還有小留學生監護的服務等。2021 年
的申請季節已經進行中，美金榜還有少
數幾個大學申請名額。如果同學與家長
們遇到申請大學的問題，歡迎聯繫。
美國大學申請的財政援助系統
FAFSA
美金榜創始人之一的何甌老師表示
，今年的中秋佳節正好是美國大學申請
的財政援助系統 FAFSA 開放的日子，從
10 月 1 日起，要申請的學生即可開始
FAFSA 的表格填寫了！在財務申請中，
家長們往往存在一些誤區。像如何計算
學 生 資 產 ， EFC， AGI， AAI， UGMA
，UTMA 這些專有名詞的含義是什麼？
到底申報財務資助要提交幾年的稅表？
除了 FAFSA 之外，還有哪些財務資助和
獎學金可以申請？
如果你需要申請獎學金和財政援助
的幫助，歡迎和美金榜聯繫。我們的專
業財務團隊為你提供財務諮詢、和大學

財務資助申請，讓你的孩子能夠進入他
們心目中理想的任何大學，而不受財務
困擾。
美金榜大學財務申請服務項目包括
以下：
（一）FAFSA 申請:
FAFSA 是獲得聯邦款項資助，免費助學
金及獎學金的必要程序。申請環節複雜
，涉及到很多財務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財
務管理準備。
（二）CSS Profile 申請:
除 了 FAFSA， 將 近 400 所 大 學 採 用
CSSProfile 財政援助申請系統，資金來
源於聯邦政府之外，數額非常豐厚。很
多家庭忽略了這個申請系統。美金榜根
據你申請的大學提供定制財務申請服務
。
（三）大學獎學金申請推薦:
• 大多數大額獎學金來源於大學本
身，很多同學因為錯過申請截止日而痛
失機會，其實非常可惜，如果能正確掌
握申請要訣，申請獎學金並不難。

• 很多同學花大量時間申請大學外
的小額獎學金，浪費時間又數額很低。
• 美金榜推薦與學生匹配的並提供
優厚獎學金的大學名單。
• 美金榜可以幫助學生查詢大學之外的
獎學金名單。
（四）大學費用規劃:
• 公立大學平均四年花費在 20 萬
美元，私立大學 30 萬。這個費用每年都
在攀升。
• 做好資產管理能幫助你降低大學
費用，獲得更多財務援助，使進入理想
大學不會因為費用而不能實現。
• 美金榜提供專業財務配置諮詢，
相同財務能力，不同資產形式，結果迥
異。
「美金榜」 倍受家長及學生肯定
「美金榜」也是 TACAC/德州大學
招生委員會的成員，以及 NACAC/全美
大學招生委員會的成員，總部就設在休
斯頓，已經成功地幫助了許多學生進入
理想的學校，並為眾多遠在中國大陸的
父母親們照顧他們在美國留學的孩子，
協助學習與適應生活。
一位家長表示，美金榜的老師們非
常敬業、專業，她們會對孩子的情況做
綜合的了解，然後根據家長的期望，結
合其對美國教育的認識，推薦最適合孩
子的學校。從開始選校、申請前準備、
面試培訓和陪同、到錄取入學都十分順
利。目前孩子已經上 11 年級，在美金榜
老師的指導下，孩子在 GPA、課外活動
、領導力等方面都表現很好，知道如何
運用學校資源，並提前進入科研領域。
還有一位高中生的家長也表示，從

入學接機、到學校報到、開電話卡、銀
行賬戶等，美金榜老師為我們安排的非
常妥當，老師還發來許多現場照片，讓
我們感到身臨其境，沒有距離感。更讓
我們欣慰的是，孩子入學後，美金榜的
老師會隨時了解他的學習生活情況，經
常和我們聯絡。更可貴的是代表我們去
參加家長會，和任課老師交換意見。孩
子身在異鄉有時難免想家，美金榜的老
師就像家人一樣給他很多溫暖，過年過
節還帶他和別的中國孩子出去吃飯。
獨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
目前，美金榜和美國各地 299 所私
立寄宿高中、282 所知名大學、以及 50
多所社區及語言學校都建立了聯繫，獨
家擁有完善的數據中心。同時，申請顧
問陣容強大，都是任教或就讀/畢業於
美國頂尖大學，包括哈佛、MIT、康奈
爾、萊斯、斯坦福、賓州大學、哥倫比
亞、德州大學和加州理工等美國頂尖名
校。專業顧問涉獵計算機、電子工程、
人工智能、生物、醫學、金融、商科、
工程、音樂和藝術等各個領域。
美金榜的創始人是何甌女士、張麗
女士、以及張洋博士，都是在美國生活
多年，對美國的教育系統極其了解，並
且活躍於美國教育界與華人社團，他們
與其專業團隊，已經幫助諸多學子順利
升學、留學、申請獎學金，提供如家人
般的協助。
詳 情 可 洽 電 話: 1 (281)797-5614。
WeChat： HeOu88。 Email： mi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 站 ：
tothetopeducation.com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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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駕車者逃生技巧
最近一周來天氣開始變冷了，經常下雨，
汽車發生事故發生事故的機會很多。
有一位顧客在高速公路開車就是因為下雨
急剎車車子打滑失控，造成汽車很嚴重損失。
另外一位剛從外地來旅遊的小伙子在從 Houston 到 Dallas 高速公路上，因為下雨車子失控掉
進路邊泥坑里了，吃了一張罰單，說他超速行
車。前一位車主由於想省錢在一個月前剛把保
險從全保換成了半保險。這位車主感覺非常的
痛心，因為他非常喜歡他的愛車。另外那倆車
要想從 Dallas 附近拖回 Houston 拖車費要價是
一千美金，他買了全保險可是沒有買拖車保險
，這可損失太慘重了！提醒大家下雨天絕對不
能開快車，不要以為自已的車好而且開車經驗
多就萬事大吉了。車禍的發生都是在一秒鐘發
生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如果天天開車，並
且路程較長的話，我希望大家最好買一個全保
險，花錢買放心。因為開車越多，發生事故的
機率就越高。當然如果你平時開車少而且路程
很短為了省錢可以買一個單保險。
為了保證逃生，請大家注意以下幾點：
1.正確的駕姿:背臀緊貼坐椅,做到身體與坐
椅無縫隙;
2.係好安全帶:安全帶下部應系在胯骨位置
，不要係在腹部；上部則置於肩的中間，大約

鎖骨位置。一定要將安全帶下部拉緊，係好安
全帶，聽到“咔嗒”聲後，還應再次確認。
3. 頭腦冷靜,清晰判斷。
4.不要疲勞駕車。
5。盡量少用手機，更要少發短信和微信以
免分散注意力。
翻車後的逃生方法
由於與障礙物撞擊，導致汽車翻車後，應採取
正確的逃生方法。
1．熄火：這是最首要的操作；
2．調整身體：不急於解開安全帶，應先調
整身姿。具體姿勢是：雙手先支住車頂，雙腳
蹬住車兩邊，確定身體固定，一手解開安全帶
，慢慢把身子放下來，轉身打開車門；
3．觀察：確定車外沒有危險後，再逃出車
門，避免汽車停在危險地帶，或被旁邊疾馳的
車輛撞傷；
4．逃生先後：如果前排乘坐了兩個人，應
副駕人員先出，因為副駕位置沒有方向盤，空
間較大，易出；
5．敲碎車窗：如果車門因變形或其他原因
無法打開，應考慮從車窗逃生。如果車窗是封
閉狀態，應盡快敲碎玻璃。由於前擋風玻璃的
構造是雙層玻璃間含有樹脂，不易敲碎，而前
後車窗則是網狀構造的強化玻璃，敲碎一點即

整塊玻璃就全碎，因此應用專業錘在車窗玻璃
一角的位置敲打。
汽車入水後的逃生方法
Houston 地區常常會下大雨，汽車入水造成人
死亡的事故也發生過，水中逃生也成為大家關
注的焦點。
1．汽車入水過程中，由於車頭較沉，所以
應盡量從車後座逃生；
2．如果車門不能打開，手搖的機械式車窗
可搖下後從車窗逃生；
3．對於目前多數電動式車窗，如果入水後
車窗與車門都無法打開，這時要保持頭腦冷靜
，將面部盡量貼近車頂上部，以保證足夠空氣
，等待水從車的縫隙中慢慢湧入，車內外的水
壓保持平衡後，車門即可打開逃生。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