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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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我撰文返香港時，
在我的專欄中提出 「美國衰
落論」，不少朋友說我神經

， 「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力，經濟實力雄厚，又有最先進的
科技，為何美國還會衰落？」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先看看特朗普
在美國的4年統治中，究竟為美國留下了什麼遺產？

或許特朗普最堪足道的政績是推高了美股市。由他上任至去
年年底，美國標普500指數升70%，創下了自70年代卡特以來，歷
任總統的的第3好表現，僅次於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當中主要得
益於聯儲局的天量放水刺激政策。

新冠疫情來臨之前，特朗普以減稅作為其核心政策，加大政
府財政開支和放鬆企業監管，美國經歷了一段頗長的增長期，失
業率創出50年以來新低，這本來是特朗普的連任籌碼。但在一場
新冠疫症無情沖刷下，這一切都成為泡影。

比較去年底與特朗普剛上任之時，美國減少了300萬個職位，
比小布殊的年代更差，美國人均GDP在4年間只增加了1.6%，出
口下跌了4.4%，遠差過克林頓、小布殊和奧巴馬年代。

而更大的問題是， 「特朗普主義」除了在政治上令到美國社
會撕裂之外，在經濟上更是一種民粹式的透支政策。特朗普將公
司利得稅由43%銳減到21%，向美國的大公司送秋波，無論是財政

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大量撒錢，令到1%
的美國富人深受其惠。美國富人在特朗普
初上台時，對他極之看不起，認為他只不
過是一個暴發的發展商而已，在美國的最

高階層根本不入流。但在 「雞髀打人牙骹軟」威力之下，這幫人
也慢慢喜歡上了這個 「豪爽」的總統。

不過，豪爽背後，美國也孭起驚人巨債。在2017年特朗普上
台的時候，美國聯邦債務已經有19.95萬億美元，到2020年12月
31日他離任前夕，美國政府債務暴漲到27.75萬億美元，債務規模
超過了2020年預測的GDP總額，達到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特
朗普任內的4年之間，令美國聯邦債務增加了7.8萬億美元，美國
立國241年，累積的債務不足20萬億美元，到特朗普上任後的4年
，竟然可以令到美國債務上升39%！已經去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

由於煤礦洩漏的有毒氣體無色無味，以前礦主都會在礦洞放
著一籠金絲雀，當見到金絲雀死亡，就知道礦洞洩漏毒氣。美國
的債券利息可以比喻作煤礦內的金絲雀。美國國債號稱 「無風險
資產」，意思是買美國國債，不需擔心政府還不到錢，所以是沒
有風險的，而美國國債利率亦成為所有利率的指標。在特朗普上
任時，美國10年國債債息是2.398厘，到目前跌至1.108厘，債息
大幅下跌了。債息和債價呈反向關係，債息下跌等於債價上升。
過去4年，美國國債債息大跌，等如國債價格大升，並非因為美國
國債很受歡迎，而是因為聯儲局開機印錢，狂買國債，抬高了債
價，壓低了債息。

這個世界是相對的，要比價才知道優劣。美國10年期國債債
息是1.108厘，而德國10年期國債債息為負0.491厘（意味著你買
德國10年期國債，每年要給0.491厘利息予德國政府）。比較之下
，美、德10年國債的債息差高達1.599厘，這個息差反映了投資者
追捧德國國債，嫌棄美國國債。換言之，這個息差，就是一個風
險溢價，意味著市場認定美國債務違約機會比德國高，所以才要
付出風險溢價。

特朗普4年任期，就花了7.8萬億美元，掏空了美國國庫，令
美國主權違約風險大升。但由於主要評級機構都是美國公司，他
們當看不見，照樣給予美國最高評級。

一般而言，民主黨比共和黨節儉。民主黨拜登上場之前，亦
聲言會加稅。那麼，他上台之後，能否可以扭轉這個債台高築的
大局呢？現在看來是未必可以扭轉。

美國政府 「使大咗」的風氣已經十分氾濫，現時民主黨的拯
救經濟計劃，就遠比特朗普建議的救援計劃更手鬆，拜登剛批出
的1.9萬億美救助計劃，將向每個美國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至於
拜登的所謂加稅計劃，新上場的財長耶倫已表明，不會在她任期
的首兩年出現。換言之，美國政府的 「大花筒」風氣，在民主黨
政府上任後，也不會一下子扭轉。

所謂 「出得嚟行，預咗要還」，美國這種 「先使未來錢」的
狀況，是在不斷削弱國家的實力。相對而言，比較節約的中國和
德國政府，實力在不斷增強之中。在這場中美歐的長途賽當中，
美國的衰落已經成勢。美國現時的狀況已是 「萬般帶不走，唯有
債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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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債難消造成美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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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姐通情達理世所稀
香港影視紅伶李香琴（琴
姐）於本月 4 日因病辭世
，享年 88 歲。我作為她
的 50 多年影迷，已先後
在這個專欄中，兩度撰文
描述她的生平事跡。她亦
是家母的心儀偶像，近日
一個半夜三更，我日有所
思，夜有所夢，夢到慈母
在夢中向我示意： 她跟
琴姐曾先後在香港及澳門
幾次相遇，每次琴姐均是
和藹可親地跟家母談話，

毫無 「大佬倌」的作風，.是以母親向我要求，再多寫文章，以示
對琴姐的讚美。既有母命在身，我豈有不從？故今週再多花筆墨便
是。

1月24日晚上7 時半，位於香港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內，
家人為琴姐舉行追思禮，並於25日出殯，遺體移師柴灣火葬場。
按家屬意願, 喪禮不設場刊，但現場播放琴姐生前照片，讓大家一
同懷念，.香疫情雖仍持續發酵，但未阻多位圈中好友親臨送別琴
姐，家屬特別為親友提供消毒搓手液，更有琴姐肖像的彩色口罩。

靈堂以米白色布置為主，簡潔清雅，遺照中琴姐輕托香腮，展
露溫暖笑容，大堂正中掛起 「永遠懷念」橫匾，左右兩旁及門外設
置大電視播放琴姐舊照，以琴姐主唱歌曲作配樂，包括生活照、工
作照、泳照、家人及藝人合照，包括白雪仙、譚炳文、古天樂、陳
寶珠、周潤發、劉青雲、關菊英、沈殿霞、狄波拉、翁美玲、張國
榮、梅艷芳及徐小鳳等，讓來賓一起懷念琴姐生平。

嘉賓接待處放有家屬為來賓準備的防疫用品包括消毒搓手液及
琴姐肖像彩色口罩，靈堂外並準備了飲用水和糕點給傳媒。家屬意
願不設喪禮場刊，因網上已有許多琴姐照片影片，可於網上重溫懷
念。鑑於琴姐出身粵劇界，帛金捐予八和會館作為給長者的新年利
是。

靈堂於下午5時開放，琴姐女兒蕭紫筠在親友陪同下，於3時
45分到場打點。她其後與琴姐契仔陸永昌一起受訪，二人指追思
會沒宗教儀式，陸永昌表示彩色口罩寓意契媽人生充滿色彩，望每
位送別契媽最後一程的朋友，人生都像契媽一樣充滿色彩。他亦負
責為契媽揀相，坦言有太多圈內圈外朋友很有紀念價值，揀到頭痛

，過程中已忍不住想念契媽。蕭紫筠指媽媽已心滿意
足，因家人和朋友相親相愛，並透露陪葬品有琴姐最
喜愛眼鏡，喪服是一套登台穿的紅色靚衫，感謝每位
圈中好友關懷，而外孫女 April、萬梓良和呂良偉身

在外地未能出席。
跟琴姐在劇集《家好月圓》合作的李司棋受訪時眼濕濕表示幾

年沒見琴姐，覺得腦退化好慘，已完全不認得她，很可憐，坦言最
近重播該劇有很多回憶和難忘事，形容琴姐 「很暖」，返工就想有
琴姐在場關心大家，最懷念她經常約人飲茶見面。

羅蘭表示在黑白片時代已認識琴姐，起碼40年，印象最深兩
人一同到越南登台廿多天獲琴姐相當照顧，而前年見到琴姐時已不
認得她。胡楓和契女方國珊結伴到場，他表示相識琴姐60年，合
作次數和難忘事多到不記得，讚琴姐人靚不在講，更深得導演鍾意
，因為好演技，忠奸角色俱佳。

香港TVB 電視台視帝黎耀祥，逗留靈堂大半小時，坦言很懷
念琴姐，幾代人都是看她的戲長大，讚她是好前輩和榜樣，待人接
物周到，希望學到她的品格和操守，憶起有次琴姐見他在飯堂食飯
，即幫他埋單，明明應該由他作為後輩來做才做至合理呀！

邵氏紅星凌波和金漢到場時表示： 她跟琴姐女婿澳門第一代
賭王傅老榕兒子已是數十年波友，多年前曾見過琴姐，當時琴姐已
抱恙，但仍認得她。

其他親往送別琴姐的藝人好友還有謝賢、汪明荃、羅家英、苗
僑偉夫婦、黃日華、曾華倩、陳淑芬、何麗全、梁乃鵬、歐錦棠、
黃夏蕙、葉尚華、郭秀雲、趙希洛和媽媽梁小玲、姜大衛夫婦、譚
炳文女兒譚淑瑩以及少有露面的陳美琪等。

追思會舉行一個小時，賓客於晚上8時半陸續離開。會上致悼
辭的汪明荃離場時，大讚琴姐多才多藝，戲路改邪歸正，為人熱情
肯幫人，從來 「孤寒自己闊佬大家」，感激出身粵劇界而捐帛金回
饋八和會館。羅家英稱與琴姐相識幾十年因爸爸與琴姐友好，所以
細個已跟他們去馬拉，讚琴姐不忘本一直幫粵劇界，也是工作狂不
放棄任何工作機會，因揹起頭家開支大。

琴姐 「一代奸妃、一代好人」之外，我謹獻上李香琴“好人好
到過咗龍”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澳聞人何氏昆仲在家鄉市橋建一家醫院
，以紀念母親養育劬勞。剪綵之日，紅伶雲集，記者聯群，演出粵
劇《胡不歸》助興。文武生“蝦哥”羅家寶，是廣州粵劇界中最後
平反的一個紅伶，未發“正式通知”便參加演出了，全仗賢哥親自
申請的。“人家十年浩劫，我二十年。”復出第一場，聲情如昔，
拍檔花旦是鄭培英。

香港一眾紅伶也去看戲，那時還不適宜與蝦哥暢叙離情，台上
台下神交，何喜如之。散戲宵夜，湧去一間甜品店，獨沽一味：薑

汁撞奶。問幾錢一碗？唔使錢！琴姐早已包起全晚營業額。有人向
琴姐笑說：“多謝你請我食奶奶！”畀面。

不到兩分鐘，琴姐嚴肅認眞地到各檯澄清：係賢哥請嘅！口風
突變，幸得高人指點了。紀念慈母的醫院揭幕，賢哥昆仲才是主人
，由他請客人，才是合理。

剎那冷靜地看得世情清晰的，是一位戲行老叔父，此行賢哥的
貼身隨員。“阿琴！”叔父在李香琴身邊耳語兩句，形勢扭轉：
“唔係我阿琴請架，係賢哥請架，多謝賢哥啦！我邊處請得起呀。
”說完她即刻返房，頓失芳蹤。記得想再追問 也不成。

助人為樂率性純眞，有小誤會，大家都清楚，她天生就是個好
人。藝圈盛傳佳話，某紅伶喜歡招待監製及導演到家中竹戰，魚翅
招待，每次聯歡都滿載而歸云云。職是之故，琴姐工作應接不暇，
孭了兩三組，仍然接演四、五、六組。工作狂抑或貪心呢？李香琴
對傳媒透露心聲：“我哋由細捱到大，找份工作好艱難，不要怕苦
，有得做就做，自己有得做，還要照顧身邊朋友。六、七組冇可能
，可以轉介無得做的朋友。”唔好人緣都唔得啦，琴姐人生眞精彩
！

李香琴在銀幕上，她惡到出面，但在台下，她卻是一位心地良
善，樂於助人的女藝人，她的善心善舉獲民眾稱道。

上世紀八十年代，琴姐曾來澳門，為街坊總會拍攝介紹及宣傳
長者“平安鐘”服務，讓澳門長者多些了解這項能幫助他們的有效
措施。

琴姐如此熱心，並不是為了酬勞，她主要是想回饋澳門。原來
琴姐戰時曾在澳門居住，當年仍是小朋友的她，在勵群小學讀書，
住在營地街附近。她還記得住過的唐樓樓下，有一間叫“萬昌堂”
的藥材舖。

她十多歲時，在平安戲院睇過任劍輝演出大戲後，便迷上粵
劇這門舞台表演藝術，每天都在天台練曲。

當年琴姐返澳拍“平安鐘”廣告，她表示十分開心，尤其是在
拍攝期間，重返故居附近的營地街一帶遊覽，到“萬昌堂”尋找昔
日的足跡。

由於琴姐在澳門長大，對小城的印象深刻。她憶述跟隨父母上
茶樓的往事，一碗叉燒飯、一隻蝦餃，到在街頭巷尾食一碗雲吞麵
，都是她在澳門的美好回憶。琴姐說她當年在澳門，正值少年，愛
好運動，她曾經踩單車由媽閣廟一直踩到紅街市，十分開心。

回想起看琴姐的專訪，我感覺仿如昨天，時間過得真快。可惜
“西宮娘娘”的琴姐，亦敵不過病魔，與世長辭。走筆至此，恍惚
耳邊傳來琴姐和譚炳文合唱的《你回來吧》的歌聲： 「寂寞深宵痴
想你，徘徊花蔭冷雨下，舊夢煙消不堪記，怕情話……再會了，琴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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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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
41、車輪圈發黑。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車輪圈發黑的原因是製動器在

製動時，制動卡鉗與車輪盤相互摩擦磨下一些
炭粉，這些炭粉如不及時清除，因為車輪的鋁
合金輪圈也會發熱，這些熱量致使炭粉在鋁合
金輪圈表面結焦，就變成了一層深咖啡色的堅
硬表層，用水無法總掉。因為前輪制動時，車
輛重心前移，所有的重量都往車頭集中，造成
前製動負擔較重，這就是前輪制動器所磨下來
的炭粉比後輪多很多的緣故，要避免這樣的現
象，就要勤沖洗輪圈。

42、駕駛同一品牌的車，為何別人的車燒
油少，而自己的車卻燒油多。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首先，車在凹凸不平的、坡陡

彎多的路面上比在平直坦蕩光滑摩擦力小的路

面上行駛所消耗的油量要多；車在沙、土質路
面比在水泥、柏油質路面上行駛耗油要多；車
在鬧市區行駛比在郊區行駛耗油要多。鬧市區
路況復雜，車又經常遭遇交通堵塞，車速較低
，而郊區相對路況較好，車能保持經濟速度行
駛。其次，應經常檢查氣缸壓力變化情況、火
花塞工作情況及燃油系統工作狀態，發動機是
否選擇了理想的混合氣濃度和得當的點火提前
角，這些都是決定汽車油耗多少的關鍵。

43、前風窗玻璃冬季起霧。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在冬天駕駛車輛，特別是幾個

人剛上車時，前風窗玻璃內側容易起霧而影響
視線，即使不斷地擦，還是不斷地有霧，特別
影響行車安全。下面簡單介紹快速除霧和防霧
的方法：快速除霧時可打開空調開關，將出風
口選擇旋鈕到吹前風窗玻璃的位置，關閉或減

小三個以上出風口，將風量調整旋鈕轉到合適
的位置。如果外界空氣乾燥、空氣良好，應選
擇從車外進氣，反之可以選擇車內空氣循環。
將溫度調節旋鈕轉到合適的位置，使車內溫度
感到舒適。玻璃防霧使用專用的玻璃防霧劑，
超市或汽車用品商店有售，價格也不貴，效果
很好。如果沒有專用的玻璃防霧劑，也可以使
用家用的玻璃洗劑或洗潔劑來代替，將它潤濕
乾淨的擦布，擦拭風窗玻璃的內表面，再將玻
璃擦拭乾淨後也可以起到防霧的作用。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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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頓訊) 無論是一個社
區、公司機構、協會社團、鄉鎮城
市、甚至大到國家，如果要能興盛
， 「人」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既
要人才濟濟，又要願意奉獻，還要
能同心協力，以整體的需要與利益
為 前 提 。 在 休 斯 頓 南 邊 的 梨 城
(Pearland)就是如此，有越來越多的
華裔選擇在此定居，由一群熱心而
充滿創意與朝氣的華裔朋友組成的
梨城華人協會，是這塊土地的傑出
團體，無論是每年受人矚目的梨城
春晚、或是社區活動、公益講座，
都有非常高品質的呈現，當然，背
後都是由梨城華人協會的理事與義
工們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僅豐富梨
城華人的生活，也讓中華文化亮麗
的呈現在其他族裔的眼前，受到無
數讚揚。

2020年註定是人類歷史上難以
忘懷的一年，從年初的武漢疫情局
部爆發，到年中世界範圍內的大流

行，再到年末有效性達 90%輝瑞新
冠疫苗問世。這一年中，許多人被
迫迎接挑戰，改變了生活、工作和
學習的方方面面。

梨城華人協會也面臨著同樣的

挑戰，為了應對突發疫情和保護梨
城同胞的健康，梨城華協緊急停辦
籌備三個多月的春晚，一年一度的
華協春季野餐會也被迫中斷。

然而，困難並不能阻擋梨城華
人協會為梨城人民服務的決心。三
月，隨著美國疫情逐步爆發，梨城
華人協會、AYLUS梨城分會、和華
夏梨城分校聯合發起“共抗疫災，
愛我家園”活動，為梨城及休斯頓
地區的醫護、養老院、警察、消防
等一線工作人員募捐口罩、手套、
防護服等用品，價值達4萬6千餘美
元。

雖然，聚集性的活動無法開展
，梨城華協利用2020最時尚的線上
方式，及時組織了各種講座，為社
區提供抗疫、升學、保險等各方面
信息，受到社區的歡迎。

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各種關於
新冠病毒傳染、治療、後遺症等等
的傳聞不絕於耳，令人恐慌無措。
華協邀請Rongyu從專業角度為大家
匯總新冠預防治療的最新消息。同
時，華協請恆興家裝團隊為大家介
紹中央空調通風原理，未雨綢繆，
為萬一需要居家隔離做好切實可行
的準備。

孩子的教育一直是我們華裔家
庭的重點。每年暑假舉辦的優秀梨
城高中畢業生交流會都是一座難求
。今年利用線上優勢，突破地域限
制，梨城的華協、AYLUS、和華夏
提供平台，讓更多的梨城優秀學子
聚集在一起，為學弟學妹們帶來大
學申請，學業規劃等等的第一手經
驗。

在疫情中，最焦慮的莫過於家
中的老人家。他們既是最需要保護
的人群，又面臨對於醫療資源和費
用的擔憂。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
梨城華協的用心。十一月，華協舉
辦的奧巴馬保險講座，為這些家庭
帶來全面而實用的信息。

十二月，當美國疫情又攀新高
，梨城的好醫生劉娜、嚴冬、姜楠
等聯合舉辦了講座，從專業角度介
紹了休斯頓地區的發病、防疫、醫
院和疫苗等最新資訊。

而華協邀請到升學專家王宏宇
博士舉辦的關於大學申請方面的講
座，更是受到廣泛熱烈的歡迎。王
博士不僅介紹了大學申請的過程，
更是從高中選課，課外活動，標準
化考試等各個方面的準備談起，以
全面而翔實內容讓參加講座的每一
個家長和學生都感到受益非淺。

2020即將過去，嶄新的一年就
在眼前。雖然，備受矚目的梨城傳
統春晚暫時無法舉辦，但是任何困
難也擋不住梨城人民歡樂團結的娛
樂精神。2021的梨城華協牛年春晚
正在積極籌備中。讓我們先以最嗨
最炸最牛的“短視頻過大年”來撩
開春天的面紗，熊抱充滿希望的新
年。梨城華人協會祝大家新年快樂
！

具體細節請關注梨城華協網頁
txpca.org

回顧回顧20202020 梨城華人協會心繫社區砥礪同行梨城華人協會心繫社區砥礪同行
哪裡有需求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梨城華協的用心哪裡就有梨城華協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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