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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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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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橫蠻任性的特朗普，不甘
心失手於拜登，更不想自己
置身於首都華府，目睹對手

登基之日的豐釆。他一於仿效兩百多年以來，美國有4位總統，拒
絕參加就職典禮的慶祝活動，在1 月20日上午，離開白宮，自行舉
辦告別活動。事實上，特朗普並非美國史上首位杯葛就職典禮的總
統，但他卻是自1869年之後的第一位不參加就職交接的總統。以下
為其他先例：
●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1801年卸任前夕，咒罵其
接班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是 「卑鄙小人、低級印地安人混
血」。亞當斯在政權交接當天清晨自行離開白宮。
●亞當斯之子、美國第6位總統小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於
1824年贏得選舉入主白宮，但4年後敗選，他和父親一樣都無法接
受失敗，沒法有風度地祝福繼任者，小亞當斯在就職典禮前一晚離
開白宮。
●1841年，美國第8位總統范布倫（Martin Van Buren）也缺席繼任
者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就職典禮。值得一提的是，
沒穿戴外套、帽子和手套的哈里森因為在濕冷的天氣下發表美國史
上最長就職典禮演說，上任32天便因為感染肺炎去世。
●美國第17位總統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因為繼任者格蘭
特（Ulysses Grant）拒絕和他同搭乘一架馬車前往國會，而氣得拒絕
參加就職典禮。

歷史是無情，特朗普空有大志未完，也要黯然而去。歷史是有
義，在此新冠病毒肆虐的時刻 、在日前有暴民在國會山莊搗亂破壞
的劣徑之下，20萬枝美國國旗，安插在就職典禮的國家廣塲的草圈
上，迎風飄揚，旗幟代民意，見證 拜登宣誓就職、旗幟也代表眾志
，悼念40 萬新冠肺炎陣亡的國民。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的宣誓就職禮己於美國東岸時間周三1 月20
號中午在華盛頓國會山莊西側舉行，主題為 「美國團結」(America
United)。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早前發生衝擊國會事件影響，今

屆就職典禮
不開放予公
眾，當局並
呼籲民眾避

免前往華盛頓，改在網上見證及觀賞巡遊活動，市內保安亦大為加
強，有逾2.5萬名國民警衛軍布防。過往動輒會有逾百萬人湧入華府
，擠進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迎接歷史時刻，但今年廣場關閉，由
20萬支旗幟代民眾見證。

就職禮料依慣例在早上11時30分左右舉行，候任副總統賀錦麗
於中午前，由最高法院首位拉丁裔大法官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
mayor)主持宣誓，拜登則接著於約中午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
茨(John Roberts)見證下宣誓。疫情下的典禮仍然會有祈禱及祝福儀
式，並將由歌手Lady Gaga獻唱國歌，及由22歲非裔美國詩人高曼
(Amanda Gorman)誦詩《The Hill We Climb》。3位前美國總統克林
頓、喬治布殊及奧巴馬三對夫婦，出席觀禮，而特朗普的副手彭斯
，亦將出現。

在另一邊廂，現任總統特朗普已有近一周無現身，據報他卸任
後，將遷入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他的私人官邸。其夫人梅拉尼
婭周一發表臨別講話，呼籲美國民眾摒棄仇恨暴力，永遠選擇愛，
「暴力永遠不是答案，也永遠不會合理」，她並感謝廣大醫護人員

在疫情中的付出。她與特朗普均不會出席拜登就職禮，據稱她亦不
會依照白宮傳統，在白宮之內招待下任第一夫人。

另外，本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佔領國會期間，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辦公室一部手提電腦失竊，司法部官員指來自賓夕法尼亞州一名
22歲女子涉案，周一被捕，告密者稱她企圖將電腦轉售給俄羅斯情
報機關，但交易未成事。

美國國會山莊被入侵，當時總統選舉點票工作一度要叫停，事
件基本上可界定為一場不成功的政變。阻止現行政策按憲法指定的
方式運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視作企圖推翻現有建制，參與者可
以視作企圖叛亂，而加以拘捕，並依法起訴。
美國警方不但起訴在現場被捕的人士，還利用傳媒拍攝到的錄像，
按圖索驥，逐一逮捕。一時未能捉拿歸案的，就把照片放上網，呼
籲知情者舉報。美國各大傳媒機構似乎樂於與警方合作，並沒有以
傳媒需要獨立運作及傳媒需要保護消息來源而拒絕與警方溝通。

從被捕人士的身份來看，今次衝擊國會的特朗普的支持者，非
常廣泛，有游泳健將、退休軍人、失業工人、家庭主婦，亦有專業
人員、企業家，以至休班公務員。特朗普的支持者，估計佔全美人
口接近一半，如果能夠成功動員起來，可對美國社會的穩定，造成
嚴重的威脅。

美國的執法機構發現，特朗普的支持者，並非一般的罪犯，他
們不會一被捕就放棄鬥爭，他們是不肯放棄訴求的政治犯。如果賦
予這些人政治犯應有的權利，美國的政局很容易失控，所以只好從
嚴對待。

那麼，美國政府出動九牛二虎之力 ，美國就能穩住大局嗎？
他們把佔領國會山莊的行為定性為暴動，參與者都是暴徒。他

們把戴頭盔也視作想使用武力的證據，把身上備有索帶的人也視作
意圖綁架。凡在網上散播選舉舞弊言論的人，都會被懷疑企圖煽動
暴亂，嚴重的話，社交媒體第一時間撤銷這類人的帳號，避免社會
被這類言論所迷惑。

為了1月20日的總統就職典禮可以順利進行，美國政府不惜召
來數以萬計全副武裝的軍隊，進駐全國可能出事的地區，還宣布某
些地區進入戒嚴狀態，好讓軍隊行動時，不會被綁手綁腳。

世人從沒有想過，在和平時期，美國首都竟布滿軍隊(並非因為
閱兵)，有些坐在路邊，有些躺在國會大樓的地下。議員經過，要在
席地而睡的軍人身邊擦身而過。軍隊看來連睡覺的問題都未解決。
真不知道這些入城的軍隊可如何解決用餐與如廁等問題。他們的處
境好不過社運期間的香港警察。當時，新冠疫情還未爆發，但現在
美國卻是疫情最嚴重的地方。這麼多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睡在一起，
出現大規模爆發的風險很大，可能有人因此而需要付出性命的代價
。

美國今次出動九牛二虎之力嚴陣以待，相信支持特朗普的所謂
武裝民兵，已無法發難。拜登的總統就職典禮，應可順利舉行，惟
導致特朗普有社會近半支持的原因，並不會因出動軍隊而得到消除
。此之所以，我預期拜登在位期間，美國社會依然難以穩定下來。
美國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還要打壓中國，實在將會倍感吃力。不
過依美國目前的政治情勢來看，拜登不會完全效法前任做法，但也
不會百份之百改弦易轍的。更詳盡的分析，將於往後的專欄中披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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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無奈離任 老拜登如願登場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加州病亡人數節節攀升
去年 12月, 我曾在專欄
中言及：12月會成為全美
新冠疫情最慘重的月份，
新增確診、死亡和住院人
數都創新高。原因一如專
家所估計：美國死亡和確
診病例雙漲，歸因於聖誕
假期的緣故，基於部分州
於假期間延後或暫緩通報
，實際數據恐怕更加嚴重
，死亡和確診曲線預料元
月四日後，還會上揚。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全球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人數累計己逾
9,749萬，而不治者，已有198.8萬人，直撲200 萬大關。而美國這個
世界之最的大國，已成慘中之慘，當我執筆之時，看一下昨天（1
月20日）美國國內的病亡人數，又升至420000 人。這是自從去年
12 月2 號起，每天死亡及確診人數皆是節節攀升，毫無下落跡象，
以一天24 小時計算，每15 秒，便有1 位美國居民死亡！真的是：
觸目驚心！

在美國50 個州份中，以紐約州、加州、德州的感染及死亡人數
為最多。而這三大州，又是我華矞人氏最愛居住之所。以我這位來
自澳門的華人的生活圈來看： 我本人及大姐、四弟，住在德州。加
州的三藩市及洛杉磯，就有我五弟及六妹家庭居住。數到紐約州，
便有內子堂兄姐妹60 多人，生活在紐約市已逾40 多年。所以我每
天晚上睡前所看的 「晚間最後新聞報導」時，一定專注上述三大州

，為我一族人氏參拜祈福。
可惜事與願違，加州的洛縣新冠感染者竟達

92萬人 死亡人數將達3萬。1 月10日通報新增1
萬4482例新冠肺炎感染者，新增166例死亡。

洛縣自疫情發生以來，總計感染者增至達92萬177例，一共死
亡1萬2250病例。洛縣公共衛生局表示，目前洛縣共有住院新冠感
染病患7964例，自疫情發生以來，洛縣有近500萬人接受檢測，其
中呈陽性比例為17%。

另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加州10日新冠病毒感染者死亡數字，繼
續急增，預計達死亡人數將很快會達3萬例，這是加州又一個災難
性里程碑數字。自2020年11月初開始，加州新冠感染者死亡數據大
幅增加。

11月3日選舉日，加州平均每天死亡40例，感恩節後，增加到
70例，至聖誕節後，每天有220人死亡。到了2021年1月9日晚，按
照統計每天平均死亡451例。

從疫情開始以來的統計數據看，截至去年8月6日,加州在前面
約半年時間死亡總數才達1萬例；但是截至去年12月8日，在四個
月時間裡，死亡總數達2萬例。截至今年1月10日午後，也就是僅
僅一個月之後，加州統計死亡人數已達2萬9877例。

新冠大流行持續惡化，死亡人數上升使得加州醫院太平間和殯
儀館不堪重負，為此，州府派遣國民警衛隊和冷藏卡車抵達洛杉磯
給予支援，以確保有足夠空間容納屍體。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洛縣新冠死亡人數超過1萬1000人，
平均每天有183人死亡，自12月30日以來，已記錄近1600人新冠過
世。許多醫院太平間堆滿屍體，國民警衛隊已來到洛杉磯，幫助將
屍體挪至驗屍官辦公室暫時存放。

加州13間醫療機構已派駐有國民警衛隊，協助院方進行收屍及
屍體冷藏工作，他們組織嚴密，每個小組由6到10名醫療成員組成
，由醫師或護士領導，然後配上國民警衛隊。眼前洛縣醫院面臨人

員嚴重短缺，急診室非常擁擠，太多員工生病或隔離檢疫，加上救
護車過於忙碌，需等待數小時才能接送病患。

由於救護車短缺極其危險，衛生官員已建立緊急情況配置，允
許醫護和緊急醫療技術人員將患者送往急診室外帳篷，交由醫院人
員照看。目前醫院重症監護病房一位難求，由於病危的新冠患者須
長時間停留，多數只有死亡後才能挪出空間。

鑑於南加州病亡人數嚴重，洛杉磯殯儀館己爆滿多天，稍後死
亡家屬甚至很難打殯儀館通服務電話。記者專訪了洛杉磯殯儀館華
人業者鄺之才先生，他表示，相比以往，他所經營的 「世界中華殯
儀館」現在接收逝者數量增加好幾倍，他們的殯儀館均不接單了。
為此，對於因新冠肺炎離世者的後事，不少醫院和殯儀館，只好唯
有需要臨時租用大型的冷藏集裝箱，暫時備用作安裝逝者的遺體。

鄺之才先生坦言，殯儀館不接電話，是因為需要服務的逝者太
多了，他們根本上是忙不過來。原本冬季天氣冷，就是最忙的季節
，最近幾個月數量至少增加兩倍以上，尤其11月以來更多。疫情初
期，殯儀館一個月只有幾例新冠逝者。11月開始急遽增加，現在新
冠逝者每月最多達30多人。幾個月來，僅他們殯儀館接收的新冠肺
炎逝者，已有至少200人，其中80%為年長者（新冠逝者一般60歲
以上）。新冠肺炎逝者佔殯儀館服務的所有逝者的至少三分之一。
「世界中華殯儀館」的服務對象近90%是華裔， 「很多事例觸目驚

心！」
他講述，洛杉磯一家華裔家庭的母親因新冠肺炎離世，因為家

人三代同堂都住在一起，結果一星期後父親也因感染新冠去世。一
個星期內雙親相繼因疫情去世，家屬很傷痛，很無奈，欲哭無淚。
他直言，疫情以來這樣的情況很常見。鄺先生很驚訝，近期突然如
此多的新冠逝者，不可思議。他提醒，疫情很可怕，大家一點都不
能馬虎，要報做好防護，保護自己。他所了解，很多人在醫院或療
養院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提醒華人盡量避免去這些地方。希望疫苗
能夠盡快讓每個人獲得接種，盡快結束恐怖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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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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
38、行駛中發動機有爆燃響，尤其是

加速時明顯。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爆燃聲響類似氣門桿的響

徹聲即“喀喀”聲。由於新型發動機大都
使用液壓挺柱，不會發生氣門桿間隙過大
的響聲，實際是一種爆燃聲。這種響聲多
由於使用了低標號燃油所致。要排除這種
故障，必須更符合要求的高標號燃油。這
種異響在切諾基車上最明顯。若一時買不
到符合規定的燃油，則應對點火正時進行
適當調整。

39、發動機液壓挺柱響。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裝用液壓挺柱的發動機，

不需要調整氣門間隙，但由於液壓挺柱功
能衰退或其他因素影響，有時也會有異響

發生。在發動機怠速運轉時，在發動機中
部、氣門液壓挺柱側會聽到“咔嗒”的聲
響。響聲規律不明顯，提高發動機轉速後
聲響減弱或雜亂，高速時消失。冷車較明
顯，熱車響聲逐漸減弱。若斷火試驗，響
聲依然存在。這種響聲容易誤判，即誤認
為是其他部位的金屬敲擊聲，因此引起讀
者的注意。產生液壓挺柱異響的原因是，
柱塞磨損，閥門漏油、供給挺柱子機油壓
力不足、柱塞與挺柱體被油污阻塞。排除
故障時，對磨損、漏油嚴重的零件應予以
更換。磨損較輕的部件通過修理可繼續使
用。

40、真空膠管有漏氣聲。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在使用中，由於真空膠管

老化鬆動、脫落及變形，在怠速運轉時，

發動機上部便會聽到一種“噝噝”的漏氣
聲，隨著轉速的提高，聲音逐漸消失，冷
機、熱機響聲無變化。同時，發動機在怠
速運轉時，還伴有“突突”聲響，有些附
件因真空度不夠而不工作，響聲雖小，但
有隱患。上述故障原因是由於真空膠管鬆
動、脫落後，因發動機運轉產生真空，在
真空管接頭處有較大的吸氣而產生氣流的
響聲。排除這種故障的方法比較簡單，檢
查各真空軟管、管接頭處有無老化變形、
龜裂、脫落，若有損壞應更換新件。 （未
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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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今年冬
天不僅房市興旺，房貸利率也降到
歷史的最新低點，具有多年房貸經
驗的萬里貸款朱瑞薇女士表示，廣
受美國華裔歡迎的不查收入房屋貸
款已經降至新低利率 3.625%(APR
3.95%) ，無論要買房、或重新貸款
現在都是好時機，這種機會可說是
前所未見，要想做不查收入房屋貸
款的民眾應好好掌握時機!

因為疫情或是其他種種原因，
不少華裔民眾沒有辦法提供收入證
明，這時候，不查收入貸款是他們
買房子或重貸最好的方式，萬里貸
款公司提供不查收入貸款，正好能
夠幫助這些民眾一償所願。朱瑞薇
女士說明，他們公司目前已為客戶
做到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低利息
3.625%(APR 3.95%)，在總統就職之

前，不查收入房屋貸款利率在4.3%
到4.5%之間，現在降至最新低點，
有需要的民眾趕緊把握機會，盡快

跟朱瑞薇聯絡。
另外，已經有貸款的民眾，如

果是在前兩年用不查收入貸款買房

子，利息在5%以上，也是考慮重新
貸款的好時機，現在能把利息降到
3.625%(APR 3.95%)，相差頗巨，要
想節省利息正是時候。此外，朱瑞
薇的公司成功的為客戶鎖定查收入
貸款15年利率可達1.875%，也是歷
史新低。

朱瑞薇表示，如果您的房貸利
率太高，歡迎和她聯繫，考慮重新
貸款，可以省下大筆的銀子。舉例
來說，經過朱瑞薇的努力與細心處
理之下，萬里貸款成功的幫助客戶
辦到買三十萬的房子，信用分數720
，放 30%首付，利息是 3.625%，30
年貸款，想要提早還清或是每個月
都還都可以，比起之前的優惠太多
啦。

有貸款經驗的民眾會了解，有
專家處理和沒有專家處理，貸款利
率差別甚大，不少已經重新貸款成
功的家庭，對朱瑞薇的服務非常滿
意，並感謝在她的協助之下，節省

了這麼多錢。
朱瑞薇從2006年開始做貸款，

專精 H1B、 L1、L2、E1、E2 的簽
證的貸款、及建築貸款，而且不查
收入、不查身份，外國護照也可以
貸款。如果有房貸已付清，想要重
新貸款拿現金的，她都可以提供最
有效率的服務。

朱瑞薇擁有15年住宅及商業的
貸款經驗，並專精大型公寓貸款，
可做全美50州，她的個性非常熱心
，熟按貸款作業流程，知道如何為
客戶規劃出最好的方案，專業又周
到，專門服務僑社及海外華裔朋友
。如果讀者有需要貸款的，歡迎與
她 聯 繫 。 電 話 是 915-691-9072。
Email郵箱: rei@milesfunding.net。

重磅重磅!! 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新低利不查收入房屋貸款最新低利33..625625%%
重新貸款正是時候重新貸款正是時候 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萬里貸款朱瑞薇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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