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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風 采

侯璦珠 貸款
買屋貸款 舊款重貸 費用低廉
免手續費 利息最好 準時過戶
電 話 ﹕832
832-437
437-4191
地 址 ﹕24044 Cinco Village Center, Katy, TX 77494

马上要开课啦!
网络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密集的英语课程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请致电!

(832) 242-9099

网址:

www.ict.edu/cn/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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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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歲今朝盡 ， 際此新歲伊此， 回望 2020 年世界舊貌，全球
幾乎每月都有大事發生，而且大部分是破天荒、震撼力十足的消
息，且讓我帶大家回顧一下：
1，世紀瘟疫肺炎大爆發
一年前應該沒有人想過疫症影響會如此深遠。幾乎全球人禁
足，甚至不能上班、上學，天天要戴著口罩才可出門，更令人傷
感的是失去無數生命。這場瘟疫早 2019 年年底先在中國武漢爆
發，繼而病毒擴散全球。至今累計確診數接近八千萬，死亡人數
突破 180 萬。美國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累計近 2000 萬人
中招，33 多萬人死亡。
為了抗疫，全美各地封城，商業活動停頓，居民禁足。封城
後，感染增長速度雖然回落，但一直未有受控。一場又一場的平
權和競選活動， 及總統大選結束後，美國疫情再度大爆發，每
日新增感染數十多萬人，多個州分呼籲民眾取消聖旦及元旦節日
活動。
與美國毗鄰的加拿大，疫情相對較輕，但人口較多的魁北克
省和安大略省，也累計超過 10 萬人確診，多個地區出現醫院病
房及深切治療部爆滿情況。連總統杜魯多的妻子都確診，加國政
府才開始著緊防疫，要求回國居民隔離和封關。
2，美股 10 天內四次熔斷
熔斷（circuit breaker）機制源於 1987 年 10 月 19 日、全球股
市連環暴跌的 「黑色星期一」，對許多投資者來說，只存於歷史
書上，但今年 3 月，美國股市接連經歷了四次熔斷。受武漢肺炎
影響，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於 3 月 9 日暴跌超過 2,000 點，觸發美
股史上第二次熔斷，接下來的半個月內又經歷了三次熔斷，道指
一度跌穿二萬點。
不過，美股未有因疫情而進入長期熊市。道指在 3 月 24 日反
彈 2,100 點，升幅達 11.3%，是 1933 年以來最大單日升幅。在年
末，受大藥廠肺炎疫苗短期內面世的消息利好，加上美國政權交
接明朗化，道指於 11 月 24 日首次突破三萬點歷史大關。
3，Black Lives Matter 平權運動
去年 5 月 25 日晚上 8 時許，剛剛因疫情影響而失去工作、46
歲明尼阿波尼斯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
偽鈔，在被捕過程中，遭警方使用過度武力 「跪頸」達 8 分鐘，
最終窒息死亡。
証據顯示，他在案件過程中，呼喊了不下 20 次 「我無法呼
吸」，但壓頸警員毫不理會，幸好有目擊者用手機在網上直播整
個畫面，迅迅成為全球焦點。四名涉事警察翌日被解僱，其中，
施加膝壓的主犯喬文（Derek Chauvin），在事發後 4 日、即 5 月
29 日被逮捕，被控二級謀殺罪和二級過失殺人罪，其餘三人亦
被起訴協助與教唆謀殺罪。
案件成為積怨已久的美國種族問題的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在全美以至全球，引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 BLM）反警暴、平權示威浪潮。但美國的示威很快演
變成暴動，多地警局和建築物被焚毀，至少 12 個主要城市在晚
上宵禁。6 月初，24 個州分的州長及華盛頓特區，需動用國民警
衛隊鎮壓。這些暴力、燒毀建築、洗劫商鋪等場面，至今仍在部
分城市持續上演。
平權運動進一步發展成美國版文化大革命，一些被示威者
認為是象徵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有關的歷史雕像都要
被拆除，連經典電影《亂世佳人》，也因為 「美化奴隸制度」而
一度在串流平台被下架。
示威亦加劇美國的撕裂。特朗普把暴力示威歸咎於極左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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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感言
風雨如晦除夕夜 萬衆歡騰謝主恩
難忘鼠年災難惡 新冠病毒奪人魂
幸有藥苗新面世 誅魔殺妖救蒼生
同德同心來注射 環球可望換新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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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休市美南日報同人及廣大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及激進左翼，他把 Antifa 列為恐
怖組織，並批評民主黨籍州長和地方政府縱容示威者暴力，聲言
部署美軍平亂，把暴亂定調為本土恐怖行為。部分偏左的民主黨
政客則指責警權過大，倡議削減警隊經費。 「BLM」無可避免
成為大選議題，支持執法人員的人大多票投特朗普，支持
「BLM」的人就大多反對他。
4，最具爭議美國總統選舉
爭取連任的特朗普在黨內挑戰者實力太弱下，毫無懸念取得
共和黨提名參選。反觀民主黨，前副總統拜登（Jo 要過五關斬六
將，才得以在美國總統選舉史上、參選人數最多的黨內初選中勝
出，獲得提名權。
今次兩黨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改以網上舉行。同樣，因為疫
情關係，民主黨大力推動放寬郵寄選票限制，部分州分主動向所
有選民寄出選票。由於選情激烈，兩人票數相當接近，郵寄選票
成為爭拗點。特朗普團隊指控選舉舞弊，向多個關鍵州分提出訴
訟，試圖推翻點票結果。但大部分主流媒體在 11 月 7 日宣布，推
算出拜登會取得超過 270 張選舉人票的當選門檻，本來說會等待
點票結束的拜登亦即時宣布自己當選。
雖然特朗普曾鬆口風指，若果選舉人團票投拜登，他將離開
白宮。而 12 月 14 日的選舉人會議，最終確認拜登當選第 46 任美
國總統。不過，特朗普仍未放棄，繼續尋求途徑，以推翻拜登當
選。國會將於明年 1 月 6 日舉行聯席會議，屆時會確認各州的選
舉人團投票結果。特朗普能否絕地反擊？拜登能否在 1 月 20 日順
利宣誓就職入住白宮？可能要等至最後一刻才知結果。
5，美中關係轉趨惡劣
持續兩年的美中貿易戰終和解。美中雙方 1 月時簽署首階段
貿易協議，但有評論把這次簽約，與大清割讓臺灣、澎湖和遼東
半島的《馬關條約》相提並論。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師班農
（Steve Bannon）指，在協議內美國幾乎無讓步， 「堅持關稅，
打垮了中國共產黨。」特朗普亦預告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談判內
容，將包括中國人權及香港問題。
在美國成為疫情最嚴重國家後，特朗普遷怒於當初隱瞞疫情
的中國，多次稱呼病毒為 「中國病毒」、 「功夫病毒（kung flu
）」，揚言中國要為全球爆發武肺負責，向中國索賠，並警告切
斷美中關係。
美國亦開始針對中國駐美人員進行間諜活動，除暫停向與解
放軍有聯繫的學生和學者發放簽證外，又將中國官方媒體機構列
為 「外國使團」，視作中國政府一部分，並限制這些機構派駐美
國的職員數量。中國則取消部分美國媒體記者簽證作報復。7 月

，美國要求中國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中國隨即要求關閉美國
駐成都總領事館。
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在 7 月發表題為《共產
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講，指摘中國散播武肺病毒，實施
「暴政」威脅美國和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國家安全和民主，呼
籲改變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被認為是開啟第二次冷戰的新
鐵幕演講。
6，美中之間角力還牽涉一個女人：華為太子女孟晚舟。有傳特
朗普曾考慮把孟晚舟作為貿易談判籌碼，加拿大亦因為協助美國
拘捕孟晚舟，引致中國拘捕 「兩個 Michael」，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沃（Michael Spavor）報復，令加中關係轉差。
7，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
自抗爭運動起，香港人不斷尋求國際關注，部分人主張 「攬
抄」，建議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這想法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
會在 6 月表決通過港版國安法促成。美國商務部於 6 月 29 日宣布
，停止給予香港優惠待遇，美國國務院同日宣布對有份參與破壞
香港 「一國兩制」和 「高度自治」的前任和現任中港官員，實施
簽證限制。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先後全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制裁損害香港自治權的中港官員及有業
務往來的銀行與企業。財政部於 8 月 7 日根據法案，宣布制裁 11
名中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國則宣
布制裁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克魯茲（Ted Cruz）等
11 個 「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政客。
香港新成立的國安處己發出通緝令，通緝羅冠聰等幾名流亡
海外香港人，以及已移民美國二十多年的朱牧民。
8，美國對台灣關係有所提升
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同時，與美國有相同民主價值觀的台灣
，因為有效防疫，地位逐步提升。早於 1 月，總統蔡英文以高票
勝選連任後，蓬佩奧發賀電時已經以 「蔡總統」（President Tsai
）稱呼。至 2 月，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訪美，出席在華府舉辦的
全美祈禱早餐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與特朗普和眾議院
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等美國政要同場。賴清德雖強調以
個人身份出席，但亦被視為是自 1979 年美台斷交以來，台灣訪
華府的最高層級官員。
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於 9 月出訪台灣，是
美台斷交 41 年以來，國務院派遣訪臺最高級別官員。克拉奇訪
台低調，未有太多公開行程，國際關係學者分析，是試探中國底
線一着，讓美國可在對華政策留有調整空間。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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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業與成果證明 美金榜獲家長高度肯定
申請學校喜訊紛紛傳來 錄取率高達百分之百

(本報休斯頓報導) 今年在疫情影響
之下，許多申請大學的家長與同學都覺
得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然而，在美金榜
老師們的專業協助之下，喜訊紛紛傳來
，包括申請上波士頓大學、麻省大學、
賓州州立、亞利桑那州立、和其他幾個
代表性公立大學，一個又一個發來錄取
喜報。今年疫情對錄取帶來的不確定性
被喜報的紛至沓來一掃而空，尤其是公
立大學，今年的成績要比往年更讓人鼓
舞。目前美金榜收到的所有本科和研究
生申請結果都是錄取，百分之百的成績
!!尤其對於在美國上高中的國際學生，
感覺錄取勢頭比往年都好。祝賀這些家
長與同學們，更多好消息正還在路上！
以專業與用心贏得好口碑
對於美金榜的老師們而言，他們卯
足全力為每個孩子規畫未來，就像幫自
己的孩子一樣，用心加上他們的專業，
點點滴滴都讓家長與孩子們感動不已。
這是一位高中規劃加大學申請的 L 同學
家長的反饋，從字裡行間可以讀出家長
對美金榜老師們的肯定與讚揚：
我們與美金榜的合作五年前就開始
了，那時候女兒 14 歲，準備到美國讀高
中。那時的我們對美國高中一無所知，
是您們幫孩子規劃如何準備資料；何時
考托福、SSAT；而且還帶著我們去訪校
、面試。孩子入學後，是您們在她上高

中的第一年就提醒她要確定好未來的方
向；要為四年後申大學做積累；要專注
一項活動持續地堅持下去，並為她提供
了很多建議和機會，而這些在四年後今
天的大學申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年來，孩子懈怠時，您們鞭策她
；孩子進步時，您們鼓勵她；孩子無助
時，您們幫助她；在您們的督促下，她
每週給我們寫一封英文信，這件事一直
堅持了將近三年，不但增進了我們和孩
子的溝通，而且提高了孩子的寫作水平
，甚至她的英文老師都建議她大學選擇
學習文學專業。
高中三年級，我們開始進入大學申
請的準備工作中，是您們幫助我們理清

思路，規劃好申請的每一步，在您們專
業的指導下，完成選校、訪校、申校。
不知不覺中，當年那個 14 歲第一次
踏上美國的小姑娘已經長大了，她現在
是積極、樂觀、陽光、堅忍的女青年；
當我去美國探望她時，我發現她變得更
加體貼、懂事。從接機、食宿、安排訪
校的行程路線再到幫我租車、最後送我
上飛機返京，她都為我安排得妥妥當當
。 2019 年的陽春三月，我們陸續收到
到了六封來自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不但申請到了兩所一流的文理學院高露
潔大學和貝茨大學，而且還獲得了
UNION 大學的獎學金。這個時刻，我
們全家滿懷對老師們的感激，對自己當
年選擇美金榜的慶幸！
另一位大學申請 M 同學的家長的回
饋是這樣的：當人的有困難的時候，能
遇到真心幫助自己的人是件幸運的事！
有幸當我們最困難的時候遇到了美金榜
這個優秀的團隊！當時孩子才來美國，
又是很關鍵的 11 年級，面臨選課、SAT
考試等很多問題，我們被這些事情搞的
焦慮不安，何老師和張麗老師她們耐心
的為我們一一解決問題。
申請大學她們也是和孩子一起精心
選校、準備材料、遞交資料，事事都想
在前面，及時與孩子溝通，掌握孩子的
思想動態，比我們做家長的還上心。當
孩 子 的 dream school 把 他 放 在 waiting
list 的時候，何老師又幫助孩子積極與
學校聯繫，終於收到了 dream school 的
通知書！
收到通知書後，張麗老師又據理力
爭為我們爭取到了四萬的獎學金！美金

榜的老師們用他們非常專業和敬業的工
作態度，幫助孩子實現了願望，衷心的
感謝美金榜的全體老師，謝謝你們辛勤
的付出！祝美金榜事業蒸蒸日上。
陣容強大，用心造就孩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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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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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九）
28、曲軸箱上通氣孔堵塞。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發動機工作時，總會有一部分
可燃氣體和廢氣經活塞環和氣缸壁的間隙進入
曲軸箱內。進入曲軸箱內的燃油蒸氣凝結後將
稀釋機油，廢氣中的酸性物質和水蒸氣將侵蝕
零件，使機油性能變化，使機油逐漸失去其功
效。另外，進入曲軸箱內的氣體使曲軸箱內溫
度和壓力均升高，造成機油從油封、封墊等處
滲出。由於活塞的往復運動，曲軸箱內的氣體
壓力忽高忽低，影響發動機的正常工作。嚴重
時會曲軸箱內的機油上竄至燃燒室和氣缸蓋罩
內，還會從加油口或機油尺的縫隙處漏油。為
了避免出現上述條件現象，發動機上都設有通
風裝置，以平衡曲軸箱的內、外氣壓。使用中
若出現燒機油、機油沿接合面外洩、機油過早
變質和發動機怠速運轉不平穩等現象時，應檢
查曲軸箱通風裝置是否有效，應保證通氣孔暢

通。並且負壓閥片不能變形、粘連或裝錯，呼
吸管不能彎折或堵塞，單向閥不能裝反。
29、發動機的節氣門體及怠速電動機臟。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目前轎車的發動機怠速是靠裝
在節氣門體睥怠速步進電動機控制。在發動機
運行時，由於空氣質量及汽油品質的原因，會
造成發動機節氣門體的節流閥和怠速閥積有許
多污垢，當污垢嚴重時，發動機將會出現怠速
過低、穩定性差或無怠速，加油時節氣門有發
卡現象。所以，轎車一般在每行駛 20000km 左
右時，建議清洗節氣門體。清洗後應通過診斷
儀設定發動機使之達到正常工作狀態。
30、車輛急加速時，車速提不起來。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轎車行駛中，緩加速時汽車加
速正常，急加速時車速不能立即提高，無法超
車。可能的原因為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故障

，油壓、噴油量、點火時刻不符合規範，火花
塞及高壓線故障。實際案例：有一輛轎車存在
上述現象。對發動機做空轉急加還實驗，未發
現異常。檢查發動機的燃油供給系統，其油壓
、噴油量等都很正常，讀數據流表明故障在點
火系。檢查點火正時符合規範，更換火花塞後
，故障依舊。最後檢查確認是高速時高壓火花
不夠強。用萬用表高阻檔測量各缸高壓線的電
阻值，均在 25Ω。由於高速、大負荷時發動機
需很強的點火能量，而中央高壓線電阻值過大
，造成點火能量衰減，高壓火弱，從而引起發
動機加速無力。換一套新的高壓線後，故障排
除。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