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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开课啦!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密集的英语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网络课程

请致电! 
(832) 242-9099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Located Near Chinatown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网址:
www.ict.edu/cn/

群智貸款群智貸款
專精各種貸款專精各種貸款
連續連續 88 年榮獲五星專業獎年榮獲五星專業獎
評為德州前十大最優貸款公司評為德州前十大最優貸款公司
Michelle YoungMichelle Young 通國通國﹑﹑英英﹑﹑粵語粵語
電話電話:: 713713--364364--77887788﹑﹑832832--498498--75667566
TopOneMortgage.comTopOneMortgage.com
地址地址:: 70017001 Corporate Dr., #Corporate Dr., #100100A, HoustonA,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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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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國 受
新 冠 肺 炎
變 種 病 毒

株 「VUI–202012/01」打擊，當局急急收緊防疫
措施，令倫敦在內的英格蘭多區，變相封城之餘
，民眾本來萬分期待的 「聖誕氣泡」——最多3個
家庭可在聖誕前後5天內聚會，亦突然取消。

「聖誕氣泡」於上月下旬才公布，事隔僅一
個月便成 「泡影」，不少民眾大失預算，須取消
行程，倫敦聖潘克拉斯(St Pancras)車站，有大批民
眾迫爆月台，完全無視社交距離，相信是趕在最
新防疫措施周日生效之前，逃出倫敦。有記者形
容為 「離開西貢的最後一班列車」(last train out of
Saigon)——意指猶如越戰時美僑撤走。

英國汽車協會(AA)主席Edmund King表示，在
首相約翰遜宣布，英格蘭多區將提升至新設的第
四級防疫級別後90分鐘內，倫敦無數民眾駕車或
乘的士逃出， 「就好像倫敦及英格蘭東南部將有
一幅牆倒塌，部分民眾竭力在午夜前避開，以拯
救其聖誕節。

英國的新冠肺炎病毒變種來勢洶洶，令約翰
遜政府手忙腳亂，周日起提升重災區倫敦及英格
蘭南部的防疫級別，幾近 「封城」，原定在聖誕
節前後暫時放寬防疫措施的安排亦取消。輿論批
評政府朝令夕改，首相約翰遜表示，變種的新冠
肺炎病毒株 「VUI–202012/01」，傳染力激增七
成，只好取消本來的 「聖誕休戰」安排。約翰遜
召開緊急記招，指變種病毒株病毒繁殖率(R)，較
舊病毒株增0.4、感染率增七成，他稱 「我們現在

必須行動」，宣布倫敦在內的部分英格蘭地區
，包括肯特郡、白金漢郡、赫特福德郡及伯克
郡等，列入新設的 「第四級」防疫級別，區內

原定聖誕前後容許三戶家庭聚會的安排取消，同
時所有非必要商舖，包括理髮店等個人護理商戶
，以及消閒設施須關門；民眾除上班及運動等不
得外出，在戶外公眾場所最多只能與一名非同住
者見面。受影響民眾逾1,600萬人，佔英格蘭近三
分一人口。其他級別地區的 「聖誕氣泡」——最
多3個家庭聚會，亦由原定的5日，減至聖誕節正
日1天，新措施將於兩周後檢討。

約翰遜稱︰ 「我知道大家對聖誕佳節投放了
多少情感，知道祖父母與孫兒及家人共聚有多重
要……我知道大家會有多失望。但就像我一直在
這疫情中所說，我們必須以科學行事。」他強調
， 「作為你的首相，我衷心認為我已別無選擇」
，指如不行動病例會急增、醫院將爆滿、數以千
計民眾會死亡。

英國昨宣布過去一日新增 27,052 宗病例、並
增534人死亡。另有數據顯示，在12月9日的一周
，倫敦有62%病例涉及變種病毒株VUI 202012/01
，較3周前大增34個百分點

英國出現高傳染力的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
荷蘭、冰島、丹麥、意大利、比利時和澳洲相繼
傳出零星與英國一樣的變種病毒株確診個案後，
至昨日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宣布對英國封關，
禁止英國航班入境，以防輸入新病毒株令疫情失
控。除英國外，南非亦發現另一種新冠肺炎變種
病毒株 501.V2，同樣會令病毒傳播速度大增，導
致疫情大爆發。

丹麥的新病毒株個案有9宗，澳洲則有兩宗，

是兩名來自英國的旅客，他們在隔離病毒檢測中
發現新病毒株，惟澳洲不會暫停英國航班入境，
因該國已對所有入境旅客實施14日隔離。法國、
德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等多個歐洲國家周
日宣布暫停英國客機降落，之後加拿大、以色列
、土耳其、智利、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印度和
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也跟隨。美國暫未對英國封
關，稱會謹慎監察。法國同時從周日午夜起的48
小時內關閉英法邊境，以評估新病毒株的情況，
禁止英國多佛爾港口(Port of Dover)往法國的客貨
運，被形容史無前例；即使可去英國，但貨車司
機擔心入英國後回程時有阻滯都不願赴英，恐影
響英國食物供應，昨有英國民眾在清晨5時已在超
市外排隊搶購物品。

變種病毒株在英快速傳播成 「主流」疫苗仲
有無效？

英美等多地近日剛展開疫苗接種計劃，外界
亦擔心，目前的疫苗能否預防是次病毒變種，陪
同首相約翰遜出席發布會的英國首席科學官瓦朗
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派定心丸，表示目前的
疫苗仍然有效。

「VUI 202012/01」相信最早於 9 月中在倫敦
或肯特郡出現，其病毒繁殖率(R)較舊病毒株增加
0.4、傳染率高70%，瓦朗斯指此變種涉及23種變
化，大部分與它產生的蛋白質有關，涉及病毒如
何依附及進入細胞。

瓦朗斯指變種病毒株蔓延速度快，已成為需
收緊防疫措施地區的病例主流，據稱上月中倫敦
及英格蘭東南部有28%病例涉及 「VUI 202012/01
」，但至本月 9 日的一周，倫敦已有 62%病例與
「VUI 202012/01」有關，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它

會加重病情及增加入院風險。
疫苗方面，瓦朗斯強調科學家現階段都同意

疫苗仍然有效， 「最大變化並非病情或免疫力，
而是傳播」，他認為加強防疫措施、阻截傳播，
是控制目前疫情的重點。瓦朗斯並估計其他國家
可能亦已出現 「VUI 202012/01」。

英國新冠肺炎突變病毒株傳染力高逾七成，
全球多國 「對英封關」，港府亦於昨午宣布，凌
晨零時起，禁止所有英國載客航班來港，同時禁
止過去14天曾在英國逗留人士登機來港，包括香
港居民，直至另行通告。

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與港大醫學院院長梁
卓偉，就 「對英封關」召開記者會，認為需要立
即推出嚴厲且針對的措施，阻止變種病毒在港擴
散，宣布今凌晨起禁止過去14天逗留英國多於兩
小時人士登機來港，包括香港居民，及禁止所有
英國載客航班來港，直至另行通告，同時，為防
漏網之魚，已從英抵港人士，在完成14天檢疫後
，須強制留家多7天，直至第19或20天檢測取得
陰性結果，才可自由活動，違例者將被定額罰款5,
000元。

他續指，以本港目前病毒即時繁殖率 0.81 計
算，若新病毒株來港後將增至1.42，換算確診宗數
即達平均每日140宗的水平；而即時繁殖率高於1
，等於疫情有惡化及失控趨勢。他補充，有關數
據仍屬初步，基因排序需時，且突變病毒流行之
時剛剛亦是英國防疫措施有所放鬆的時間，加上
抗疫疲勞，年輕一族出行活躍，因此仍有待科學
實證傳播力升高的原因，但公共衛生永遠須防範
於未然，因此除香港外，很多國家於過去12至24
小時也宣布類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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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九天攬月載土歸

中國 「嫦娥五號」返回器 於 12 月
8 日凌晨帶着月球樣品，在內蒙古着陸
，順利完成23天的首次月球採樣任務。
中國成為繼前蘇聯及美國之後，第3個
實現月球採樣歸來的國家。國家航天局
表示，這2公斤月球 「珍品」，將主要
用作科學研究，與國內外科學家共享，
部分將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向公眾展
示，也有一部分將存放在已故領導人毛
澤東的故鄉湖南韶山。有分析認為，中
國已取得往返月球的 「雙程票」，隨着
火箭技術的提升，載人登月在2028年前
後實施的可能性很大。 當天凌晨1 時33
分，嫦娥五號返回器在距地面約120公
里處，高速進入地球大氣層，就像一顆
拖着長長尾巴的流星，劃破夜空。在內
蒙古四子王旗着陸場準備多時的300多
名民兵及科研隊員，立即驅車追蹤。同

一時間，空中搜索回
收分隊的數架直升機
在天空盤旋，不停向
草原投下光柱，尋找

返回器的着陸位置。
凌晨1時59分，底大頭小、外形像

「不倒翁」的返回器，穩穩地降落在
預定區域，銀白色的身軀在燈光照射
下格外耀眼。 「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
務取得圓滿成功！」探月工程總指揮
、國家航天局局長張克儉對外宣布的
一刻，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現場響
起熱烈掌聲。工作人員紛紛歡呼、擁

抱，慶祝中國探月工程 「繞、落、回」
三步走規劃如期完成。

國家航天局副局長、探月工程副總
指揮吳艷華昨天在北京出席記者會時說
，中國是第3個從月球採樣歸來的國家
，月球樣品將包括3類用途。首先也是
最主要的目的是科學研究；其次，一部
分樣品將入藏國家博物館，向公眾展示
，進行科普教育；第三，依據國際合作
公約和雙多邊合作協議，與有關國家和
全球科學家共享。也有一部分樣品可能
作為國禮相送。

為妥善存儲月樣，以防自然或人為
災害導致損失，吳艷華說，經組織研究
決定，除了位於北京的中科院國家天文
台作為主要存儲點以外，還將在湖南韶
山進行異地後備存儲， 「以告慰毛主席
，我們尊敬的偉人，他提出 『可上九天

攬月』這個夙願實現了。」
中國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項以來，

完成6次探測任務，實現 「六戰六捷」
。吳艷華說，嫦娥五號的成功只是起點
，嫦娥六號、七號、八號，小行星探測
、火星取樣返回、木星系探測等工程任
務將按計畫實施。

中國將在2030年前在月球南極建設
科研站基本型，之後逐步擴大規模，進
而在月球上蓋房子、開採礦物等。內地
澎湃新聞撰文稱，中國已經在進入太空
與返回地球、地外星體着陸與上升等實
現重大跨越，為未來載人登月奠定了技
術基礎。新一代載人火箭有望在2025年
實現首飛，載人登月在2028年前後實施
的可能性也很大中國首次把月球土壤帶
回地球的消息，引起全球關注，歐洲航
天局昨天發出賀電： 「歡迎回家！嫦娥
五號！」但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
反應有點曖昧，轉發了一段美國新登月
計畫的視頻。《紐約時報》稱，嫦娥五
號的成功象徵 「太空競爭新時代」的到
來。美國正在把中國看成是太空領域的
「對手」，雙方的競爭會變得日益激烈

。1978年，美國為推動美中建交，曾贈
予中國一克月岩。中國會否把最新採回
的樣品分享給美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
吳艷華昨天回應說，中國將發布月球樣
品和數據管理辦法，與有關國家和世界
的科學家共享，也有一部分可能作為國
禮相送。不過美國國會一一年通過《沃

爾夫條款》，限制NASA等官方機構與
中國合作。他說，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贏原則下，同美方
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科學家等開展
真誠友好合作，但 「能不能合作，取決
於美國政府的態度」。

最近幾年，美國、俄羅斯、印度等
對月球的探索再度升溫。美國是唯一派
人成功登月的國家，但距上次登月已經
五十多年。特朗普政府2017年宣布重返
月球計畫，並以希臘月亮女神 「阿耳忒
彌斯」為其命名，計畫在2024年將太空
人送上月球，並於2028年在月球建立可
常駐站點，使其成為人類登陸火星的
「中轉站」。嫦娥五號昨天凌晨着陸後

，NASA沒有發出正式賀電，但在推特
轉發了 「阿爾忒彌斯計畫」的視頻，稱
美國太空人 「將鋪平人類前往月球的道
路！」

曾經在航天領域與美國匹敵的俄羅
斯，近年躍躍欲試。在前蘇聯的科研基
礎上，一八年，俄羅斯航天局宣布計畫
發射 「月球25號」探測器，重啟中止四
十多年的月球探測計畫，並計畫在2030
年後首次載人登月。至於印度，〇八年
已發射首個月球探測器 「月船一號」，
但 「月船二號」去年七月登月時墜毀，
預計 「月船三號」將在明年升空 「嫦娥
五號」完成歷史任務，香港科研人員應
記一功。採集月球樣品的 「挖土」裝置
，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

學系講座教授容啟亮團隊研發。對於月
壤順利送回地球，容教授表示興奮，證
明團隊十年的努力沒有白費。他說，採
樣裝置將繼續應用在 「嫦娥六號」上，
理大方面也計畫向國家申請，把部分月
球樣品供本港科研之用。

作為中國探月工程 「繞、落、回」
三步走的收官之作，嫦娥五號的主要任
務就是採集月壤送返地球。由容啟亮領
導的二十人團隊，2011年擊敗眾多競爭
者，為這項國家任務研發出兩款 「港產
神器」：用作採集鬆散及黏性樣品的採
樣工具，以及裝封容器。整套裝置由超
過四百件鈦合金工件組合而成，堅硬耐
磨，能抵受嚴峻的太空環境。

容啟亮在記者會上說，前蘇聯採得
的月壤是採用 「鑽取」，美國靠登月宇
航員人手挖掘， 「嫦娥五號」則是首次
自動表層採樣。2017年理大的儀器交付
內地後，經過上千次測試，只要某環節
出問題，整個研發都可能要 「歸零」，
過程相當艱辛。

本月二日，嫦娥五號登月採樣，因
疫情關係，容啟亮未能親身在北京參與
監測，但他和團隊沒有 「偷懶」，連續
二十多小時不眠不休通過視訊同內地人
員溝通， 「緊盯」採樣的每個步驟。他
透露， 「嫦娥五號」第三次採樣時曾
「挖深了一些」，幸好裝置發揮作用，

把多餘和大件的土壤鑿碎，成功圓滿封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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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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六六））
19、在松合離合器時有些抖動。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說明離合器撥叉、分離軸承

、壓盤及磨擦片嚴重磨損，分動器無油，後
傳動軸前伸縮套及其軸承嚴重磨花、磨黑，
分動器後蓋油封已燒爛。造成上述情況的原
因只能有兩個，一個是變速器軸間定位有問
題，造成軸不平行；另一個就是其軸間間隙
過大。

20、擰開散熱器蓋發現總有一些油漬飄
浮在水面上，而且發現換機油時有水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有兩大循環系統，一

個是冷卻液循環系統，另一個是潤滑油循環
系統，兩大系統互不貫通。如果水中有油或
油中有水，說明兩個循環系統中的某個隔離
地方出現了問題。 “油進了水”與“水進了
油”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故障。發動機一旦運

轉，機油壓力總是高於冷卻水壓力，因此機
油很容易從缸體裂紋中進入冷卻水中，相反
，冷卻水不太容易進入機油中，所以機油進
入水中是屬於內漏現象：缸體機油通道的某
一位置發生裂紋，機油通過裂紋間隙被“擠
”進了冷卻水通道裡，由於油比水輕，擰開
散熱器蓋就可以發現浮油了。而機油含水是
屬於另一性質的問題，它是由於缸套破裂或
其他外界原因，使冷卻水進入油底殼混入機
油中。因此，“油進了水”是發動機機體本
身出了毛病，而“水進了油”則多是發動機
配件引起的，其故障性質不一樣。

21、新買的車輛發動機抖動嚴重，有時
故障指示燈還會偶爾閃亮。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某些新車會有這種情況，車

輛發動機抖動嚴重，有時故障指示燈還會偶
爾閃亮。很多人懷疑是車輛存在質量問題，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不清潔的燃油導致了供油
系統的污染或堵塞。目前一些先進的車輛配
備了尾氣排放監測系統，由於這種控制系統
能非常靈敏地檢測汽車尾氣排放和燃油清潔
狀況，所以使用不潔的燃油會引發燃油供給
、點火、排放系統污染，進而導致發動機故
障指示燈點亮和不同程度的發動機抖動。所
以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徹底清潔被污染的系
統後，持續地添加指標性能穩定的汽油並添
加定量的油路清潔劑，情況即可改善。 （未
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西南婦科專業團隊西南婦科專業團隊 認真照顧每位婦女的健康認真照顧每位婦女的健康
用中文直接與女醫師溝通用中文直接與女醫師溝通 地理位置方便地理位置方便

(本報休斯頓報導) 現代忙碌的女性
，有的忙家庭，有的衝事業，要操心孩
子的教育與成長、關心老公的事業與身
體、照顧家裡的起居生活，共同的一點
是: 常常忽略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健
康。
婦科是極為私密的，因此，能夠以中文
直接與女醫師溝通，對很多華裔女性來
說有很大的幫助，不用擔心無法交流。
西 南 婦 科 (Southwest WomanCare OB-
GYN) 是休斯頓一家綜合性的女性保健
診所，通中文與廣東話，用心認真照顧
每位婦女的健康，醫師與團隊以病患為
優先，擁有治療各個年齡層患者的豐富
經驗。

西南婦科由醫學博士Cindy Bui、和

醫學博士Debra Lin領軍，婦產科醫師團
隊致力於提供女性產檢、生產、健康檢
查、治療月經不調、預防疾病護理、治
療不孕症，幫助治療子宮肌瘤、更年期
不適症狀、和多囊卵巢綜合症（PCOS
）等慢性病，也有現代避孕措施、以及
性傳播疾病（STD）測試，每個過程都
讓患者清楚自己身體的狀況、與最佳的
應對之道。

診所乾淨而現代化，預約制度健全
，管理有效率，不會讓病人等太久。西
南婦科的地理位置很便利，就在59號公
路旁，位於赫曼西南紀念醫院的隔壁，
靠近中國城、Braeburn和Bellaire。

生產、避孕與治療不孕症
西南婦科的林醫師表示，接生新生

兒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很喜歡這樣的
經驗。許多新科父母都非常的緊張，一
旦孩子出生後，那份喜悅又是難以言喻
的，診所會為懷孕婦女提供完整的產前
檢查與護理，孕婦等於擁有一個由專家
組成的團隊，以幫助她們順利通過懷孕
的所有過程，包括陣痛與分娩接生，直
至產後護理。診所協助婦女避孕，也幫
助想要懷孕的婦女提供檢查，找出不孕
的原因。

月經不調
月經是婦女的 「好朋友」，也是女

性朋友是否健康的訊號燈，然而，這個
每個月按時報到的朋友，有可能出現異
狀，像是經痛、月經量過大或過少、月
經不規則、月經太短，如果出現不正常

的現象，最好來給醫生檢查，找出原因
。

乳房X光檢查是為了及早發現
林醫師建議，40歲以上的婦女要做

乳房X光檢查，尤其是一側乳房曾得過
乳癌、乳房切片有不正常細胞增生現象
、家中母親或姐妹得過乳癌、在30歲以
後生第一胎、未曾生育過、停經後有肥
胖現象、得過卵巢癌、及子宮內膜癌的
患者、以及胸部曾大量經放攝線照射過
，這些婦女都應該每年做一次乳房檢查
。

21歲以上的婦女建議每年做抹片檢
查。

此外，年齡較大的婦女可能出現的
症狀是下部流血，一般婦女在絕經之後
就沒有經血了，但是也有年紀大的婦女
下部會流血，有這種狀況應該盡快來給
醫生檢查，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專精項目與聯繫

西 南 婦 科 (Southwest WomanCare
OBGYN) 接受所有私人保險。專精項目
: 年度婦科檢查、月經疼痛、孕期保健
、STD檢測與治療、自然產和剖腹產、
子宮肌瘤、避孕、子宮內膜異位症、月
經不調、多囊卵巢綜合症。通中文、廣
東話、越南話、英文、西語。請事先預

約 。 地 址: 7789 Southwest Fwy,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74。 電 話:
832-649-4273。 網 站: www.swwobgy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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