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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賴清陽 Andy Lai 先生
賴清陽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
（ Lai, Corsini & Lapus, LLC )主任律師
) 主任律師
專精﹕
專精
﹕知識產權案件
知識產權案件﹐
﹐出口管制法風險防範
出口管制法風險防範﹐
﹐企業投資
併購及房地產交易﹐
併購及房地產交易
﹐商業相關簽證
商業相關簽證﹑
﹑移民
移民﹒
﹒
曾任﹕
曾任
﹕ 海華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海華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中華民國僑委會僑
務諮詢委員﹐
務諮詢委員
﹐美國國會議員聯誼會全國副主席
美國國會議員聯誼會全國副主席﹐
﹐中美
學會休士頓會長﹐
學會休士頓會長
﹐華人旅館同業公會法律顧問
華人旅館同業公會法律顧問﹑
﹑理事
長及理事﹐
長及理事
﹐美國參議員賽蒙及戴修的亞裔事務顧問及
經濟顧問﹒
經濟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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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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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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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貓京東雙11創新高

近年中國
大陸經濟
起飛，有
商家啟動
內銷，選擇每年 11 月
11 號作綱路銷售，甫
一開始，銷售額己過
十億百億。所謂 「食
過翻尋味」， 假使僅
僅單是 11 號 1 天來購
買，接受不了 14 億中
國民眾，何況更有海
外華人及西方地區人
士參與，所以今年的雙十一，採取多天制，以便讓更多更廣泛民
眾參與，因此今年天貓京東從 11 月 1 號至 11 月 11 號雙 11 內，
得到 31766 個海外品牌參加，105 個產業成交超過 1 億元、 210
萬綫下店鋪參與，得以創造新高 ，達到 7700 億元之鉅！中國官
媒不禁住大聲呼叫： 中國已帶動全球 經濟, 一起共振！
2020 天貓雙 11 全球狂歡季（下稱 「天貓雙 11」）為期 11 天
的活動經已完美落幕，阿里巴巴集團公今年的活動共錄得商品成
交額 4,982 億元人民幣，較 2019 年同期增長 26%。今年天貓雙 11
，超過 470 個品牌實現超過 1 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 而訂單創建
亦創下歷史新高，最高峰達每秒 58.3 萬筆，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物
流業務菜鳥網絡處理訂單量突破 23.2 億單。現時，直播已經成為
商家的主要銷售策略，超過 30 個淘寶直播間達致成交額破億元
人民幣。按照 「春雷計劃」的扶持重點，今年天貓雙 11 也迎來
全中國 2,000 個產業帶的 120 萬商家、30 萬個外貿工廠全面參與
。智能客服在 11 天內在線服務消費者超 21 億次。
淘寶天貓總裁蔣凡表示︰ 「雙 11 在過去 12 年不斷的創新，
成為了一個全民節日，依靠的是消費者、商家以及所有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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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得益於整個社會對我們的幫助。我們會持續的發揮淘寶
天貓以及整個阿里經濟體的能量，為不同的規模和背景的品牌和
商家提供舞台，繼續為數字經濟貢獻力量。」
今年天貓雙 11，阿里巴巴改變了節奏，從 1 天變成了 11 天為
周期的活動，其中 11 月 1 日到 3 日和 11 月 11 日為兩個階段的銷
售窗口。這樣消費者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天貓雙 11 中，並且有更
多的時間挑選心儀的商品，也可以減輕過去天貓雙 11 一天的峰
值對物流等基礎設施的壓力。從商家的角度出發，他們也可以利
用天貓雙 11 更好地服務消費者，恢復業績增長。
超過 25 萬個品牌參加了今年天貓雙 11，其中 31,000 個品牌
來自海外，2,600 個海外品牌首次參與。多個大熱品牌銷情火爆
，在第一階段銷 11 月 1 日開售的 2 小時內，已有 100 個品牌達到
破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中 Nike、Adidas、華為、美的、小米、
全友家居、林氏木業、完美日記、巴拉巴拉、蘋果、L’Oréal、
海爾、Estée Lauder、Lancôme 等。
新銳品牌也在今年獲得亮麗成績，357 個新銳品牌在開賣第
一階段成為其細分類目的銷售冠軍，共有超過 1,800 個新銳品牌
成交額超越去年雙 11 記錄，94 個新銳品牌成交額增長超過 1,
000%。
全球疫情下，阿里巴巴攜手近千海外品牌亮相第三屆進博
會 , 進博會已於 11 月 5 日至 10 日如期舉行，誠然為世界經濟及貿
易注入新力量。其中跨境電商天貓國際上的海外品牌展出 1,400
多款新品。作為中國最大的進口平台，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天貓
國際及考拉海購已成為全球品牌入華的 「快車道」，持續釋放中
國消費者市場的效應。
考拉海購也在雙 11 專場上線 「雲導購」功能，考拉主播們
帶來 300 場直播。 「雲導購」功能相當於在每個頁面匹配一位主
播，突破以往以品牌、店鋪、主播為主的直播模式，就當前專場
商品，實時為用戶直播講解進口好貨。
天貓雙 11 全球狂歡夜（下稱 「貓晚」）踏入第六屆，由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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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國
人大常委會公布有關立法
會議員資格的決定後，4 名
反對派議員即時遭港府 DQ，繼而引發泛民總辭，激起的震盪持續
不斷。有人認為他們咎由自取，也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及特首林鄭
月娥言而無信，出爾反爾，才在一個月前，容許 4 名反對派議可以
留任到明年立法會完結為止，豈料 30 天後，.便背信忘義。不過比
起北京中央政府的趕盡殺絕，就更較港人及海外華人心寒。姑勿
論如何，不爭的事實是，這些議員皆由香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
，他們是獲得民意授權而上任的。現在民意未能如實反映，香港
民主政治猶如走回頭路；更重要的是，香港立法議會今後將失去
制衡力量，立法會內只存在一種聲音，單靠建制派不足以監督政
府施政，倒行逆施的舉措，勢必陸續有來。
今次的 DQ 事件，表面上由香港的林鄭特首提請人大，其後再
由港府正式自行出手，但實際上誰都知道，沒有中央的旨意，港
府根本不敢這樣做。被 DQ 的公民黨郭家麒明言離開議會心情格外
沉重，亦憂慮香港未來發展，認為此舉對香港造成沉重和無可挽
回的打擊，更怒斥林鄭言而無信。誠然，當日講立法會全體議員
延任的是林鄭，她還特別強調，全體議員即包括被選舉主任 DQ 的
現任議員，詎料言猶在耳，即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公然推
翻說過的話，政府還有甚麼公信力？
郭家麒被問到會否提出司法覆核時，顯得舉棋不定、極為無
奈的原因。他坦言，從過去的司法覆核經驗來看，即使有法律觀
點認為可以勝出，但未到法庭便會由中央人大跑出來阻止，說什
麼以 「釋法」來解決；那怕.被 DQ 的現任議員，即使取得司法覆
核許可，亦會有類似情況，不得洗完其門而入。他們認為以個人
身份提出司法覆核，就如血肉長城、.慘死無疑。的確，人大先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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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釋法，外界指全部皆被批評
為削弱香港自治和法治；而單
是 「一地兩檢」司法覆核，被
高院裁定敗訴，高院判詞便明確指出，人大決定對香港法院具有
約束力。僅這一案例，已絕了郭家麒等人申請司法覆核謀求推翻
人大決定之路。
歷年以來，香港均以健全的法治自詡，一旦連司法制度都無
力挽救，這除了意味被 DQ 的 4 人永不翻身，更意味所有反對派政
客若不改弦更張，變得跟建制派同聲同氣，日後從政之路幾近斷
絕。
事實上，一個健全的議會，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存在，反對
派有其重要性和代表性，否則議會會失去制衡政府的能力，便同
橡皮圖章一樣無異。這同北京當初承諾循序漸進開放香港民主選
舉背道而馳，彷彿退回港英政府只委任不直選的年代。這就難怪
，連立場較親建制的香港律師會，也忍不住發出聲明，指港府有
責任清晰地回應有關的法律依據及其影響，以及宣布喪失議員資
格新程序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足證今次 DQ 現任議員做法，大失人
心，令人質疑，甚至令北京大失民心。
現在失去反對派的聲音，民主選舉還有甚麼民主可言？港人
怎能不心死？難怪有人慨嘆，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反對派
既然被趕絕，倒不如到真正自由民主的地方享受人生，甚至再從
政發光發熱。移民潮此起彼落，投奔西方民主國家的港人絡繹於
途，正是哀莫大於心死的最具體表現
可以看見，自 2016 年游梁二人宣獨風波引來人大釋法、多名
反對派政客遭 DQ 後，立法會直選，基本上已變質成有條件篩選；
人大的決定更進一步收緊參選門檻，從此只剩下單一政治光譜，
議會淪為一言堂，港人無力感愈來愈重，這豈是香港之福？沒錯
，反對派逢中必反，為反而反，部分人更公然勾結外部勢力，損
害國家安全，阻礙港府施政，令香港浪費大量時間內鬥內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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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東方衛視聯手打造，於 11 月 10 日登陸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
化中心。多名港澳市民熟悉的明星紅人如 Katy Perry 、陳奕迅、
鄧紫棋、蔡少芬等相繼亮相。貓晚已透過優酷、淘寶直播、東方
衛視及浙江衛視直播，在全球 200 多個國家及地區透過網絡播出
。 11 月 10 日晚上十點半，淘寶天貓澳門站也舉辦了 「淘寶澳門
站樂享雙 11 官方直播倒數」，由澳門本地旅遊博主 WeekdayCouple 主持，累計超過八萬人數觀看。當晚節目也為大家帶來不
同風格的表演，包括沙畫藝術、特色調酒及崑曲國潮 remix 等。
直播期間，互動遊戲大受歡迎，送出了澳門喜來登大酒店住宿禮
券、澳門旅遊塔門票、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門票等禮物。當晚，
節目直播中每三十分鐘就有好禮放送，並向觀眾送出獨家優惠碼
，推薦淘寶澳門的熱賣及包郵商品，當中包郵專區同店滿人民幣
99 元直送澳門的商品及服務，大受澳門用戶歡迎，
內地新冠肺炎疫情平穩後首個大型購物節 「雙 11」圓滿結束
，兩大網購平台京東及阿里巴巴旗下淘寶天貓再刷新紀錄，其中
天貓連續 11 天活動的成交額高達 4,982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
去年同期增長 26%，京東 11 天活動的交易額亦達到新高 2,715 億
元。新華社認為，在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之時， 「雙 11 釋放特殊
能量，帶動全球經濟共振」。
新華社指出：雙 11 已不止是 「中國狂歡」，也是 「世界狂歡」
，今年單是天貓就有全球逾 220 個國家超過 25 萬個品牌及 500 萬
個商家參與。報道還引述多家外媒稱，今年雙 11 前夕，全球企
業都對其寄予厚望， 「法國勃艮第備下能裝滿 600 個游泳池的紅
酒，烏拉圭備下 1,000 噸牛奶，以色列的工廠全員加班生產美容
儀，埃塞俄比亞的咖啡農趕工籌備 『非洲爆款』阿拉比卡咖啡豆
」。報道認為，雙 11 的成績再次證明， 「中國市場正在成為啟
動國際生產引擎、帶動全球經濟共振的世界市場」。
根據天貓數據，今年有 3.1 萬個海外品牌參與，其中 2,600 個
是首次參與；美國成為雙 11 期間商品銷往中國最多的國家，其
他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日本、韓國等
些都是實情，但無可否認的是，只有單一聲音的民主只是偽民主
，只會助長獨裁。當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香港是否要走向獨
裁之路？
更何況，特區大部分建制派，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別說去年
反修例黑暴大難臨頭各自飛，就說立法會延任後至今已流會 3 次，
人數佔壓倒性優勢的建制派，連坐定定開會都做不到。過去他們
還可以有反對派這個 「敵人」，還可以將自己的失誤歸咎於敵人
搗亂，日後沒有了反對派，他們猶如赤身露體置於公眾目光的檢
視之下，再無藉口不作為，除了充當舉手機器，他們還有意志反
映民意、監督港府施政嗎？
毋庸置疑，中央授意港府出手趕絕反對派，目的是為港府施
政掃除障礙，但有利必有弊，當中近七成民意反對的內地港人投
票權，以及勢必耗盡財政儲備的 「明日大嶼」，肯定必被港府以
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草草通過，後者更令香港有破產之虞。可以毫
不忌諱地說，香港已正式步入議會橡皮圖章化的 「新時代」。今
次人大突然出手，把本來順利過渡的 4 個泛民議員再 DQ，最後觸
發泛民總辭，議會突然只剩下建制派。
在人大的最新 「應特首要求」的決定下，立法會議員就算過
到 「報名」的選舉主任一關，又過到 「宣誓」的立法會秘書處一
關，也不能安心坐在議事廳，因為只要 「依法認定」違反了危害
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實施制裁，已經可以不經法院，由特區
政府發稿取消議員資格，即時生效。
所以就算你找一個政治素人進入議會，除非他呆如木雞一聲
不響，否則只要發言阻止 「明日大嶼、境外投票」等等項目，已
經可以被北京扣帽子，取消議員資格。
但北京把議事機關搞爛，又有何好處？立法會這本來是一個
吸納抗爭能量的好地方，抗爭者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奪取議會，
於是便會集中精神力量擠入議會選舉，而不是街頭抗爭。抗爭者
失去目標，只有兩個結果：要不沉默，要不爆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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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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一）
1、排氣管冒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表明混合氣過濃，燃燒不完全
。主要原因是汽車發動機超負荷，氣缸壓力不
足，發動機溫度過低，化油器調整不當，空氣
濾芯堵塞，個別氣缸不工作及點火過遲等。排
除時，應及時檢查阻風門是否完全打開，必要
時進行檢修；熄火後從化油器口看主噴管，若
有油注出或滴油，則浮子室油面過高，應調整
到規定範圍，擰緊或更換主量孔；空氣濾清器
堵塞，應清洗、疏通或更換。
2、車輛的排氣管排出藍色的煙霧。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是由於大量機油進入氣缸，而
又不能完全燃燒所致。拆下火花塞，即可發現
嚴重的積炭現象。需檢查機油尺油面是否過高
；氣缸與活塞間隙是否過大；活塞環是否裝反

；進氣門導管是否磨損或密封圈是否損壞；氣
缸墊是否燒蝕等，必要時應予以修復。
3、車輛排氣管冒白煙，冷車時嚴重，熱車
後就不冒白煙了。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因為汽油中含有水分，而
發動機過冷，此時進入氣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燒
導致霧點或水蒸氣產生形成白煙。冬季或雨季
當汽車初次發動時，常常可以看到排白煙。這
不要緊，一旦發動機溫度升高，白煙就會消失
。此狀況不必檢修。
4、發動機噪聲大，車輛原地踩加速踏板時
，有“隆、隆”異響，發動機艙內有振動感。
故障判定：使用類故障。
原因分析：舉升車輛，可看到發動機的底
護板有磕碰痕跡。如果路面有障礙物而強行通

過，發動機底護板就要被磕碰。底護板變形後
與發動機油底殼距離變近，如果距離太近，當
加速時油底殼與底護板相撞就會發出異響並使
車身振動。所以，行車中一定要仔細觀察路面
，不要造成拖底現象發生。處理方法：拆下底
護板，壓平校正即可。
5、車輛的轉向盤總是不正，一會向左，一
會向右，飄忽不定。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由於固定在轉向機凹槽中
的橡膠限位塊已完全損壞導致。將新限位塊裝
復後，故障完全消失。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