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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醫生專頁
星期日       2021年2月21日       Sunday, February 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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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人民歡度春節之際
，2 月12日（農曆大年初一
），美國總統拜登通過社交
媒體，發佈農曆新年賀詞，

為“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人們”送上新春祝福。
這是拜登在任內首度發表農曆新年賀詞。這段時長兩分多鐘的

視頻，由他與第一夫人吉爾共同錄製，並選擇在美東時間的農曆大
年初一發佈。

在視頻中，拜登夫婦講話的室內背景主色調為喜慶的紅色，身
後還擺放着一個青花瓷瓶。

在賀詞中，拜登再次譴責歧視亞太裔美國人的錯誤行為，並向
奮戰在抗疫一線的美國亞太裔工作者致謝。

拜登指出，在疫情的苦痛之外，“我們還看到另一場悲劇”。
針對亞太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騷擾排外、仇恨犯罪行為是“完全
錯誤的”。“這是美國國家品格的污點”。

拜登強調指，無論一個人的種族、信仰、語言和背景，他們都
應得到尊重。

他誓言，其政府將以此為指引，促進種族平等。
拜登夫人吉爾稱讚亞裔人抗疫有成。農曆新年是辭舊迎新的時

刻，讓我們回顧過往的歡欣與悲傷，同時暢想未來的無限可能。如
同燈籠一般，點亮前行的希望。“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我們比任何
時候都需要重新開始。”牛年象徵着堅韌不拔的精神。我們一次又
一次地看到亞太裔美國人展現出的堅毅，以及他們在抗擊新冠疫情
、幫助社區鄰里時所展現的勇氣與善良。“前方的道路依舊艱難，
但我們永遠比面臨的挑戰更加強大。”在這一萬象更新的時刻，願
我們在社區、家庭和彼此之間尋得力量與歡樂，團結一致，共度難
關。美國專家分析指出，拜登夫婦在賀詞中釋放出美中關係緩和信
號，但中美雙方未來能否相向而行，仍有待冷靜觀察與考量。

拜登夫婦用拜年的形式釋放一個關於中美關係全新的積極信號

。同時有意修補中美關係. 他們努力用一種中國人習慣
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且視頻中滲透中國元
素，包含着中國生肖牛所蘊含的競爭發展、和平共處

的意象，希望尋求中美關係的一個新的開始。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
政治舉動所釋放的緩和信號，還有對彌補兩國關係裂痕的理性取向
，我們要予以肯定。

面對特朗普執政四年間對美國內政的敗壞以及對中美關係損害
帶來的種種惡果，拜登自上台以來試圖修復局面，對兩國關係對抗
降溫。此番拜登通過向亞太裔講話，向少數族裔釋放善意，以期修
復被特朗普主義撕裂的美中關係，以及在美國內部的白人群體跟華
人群體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總體上有着修復美中關係和加強國內
族群間團結的雙重政治意味。”

在賀詞視頻中，吉爾說：“農曆新年是辭舊迎新的時刻，讓我
們回顧過往的歡欣與悲傷，同時暢想未來的無限可能。如同燈籠一
般，點亮前行的希望。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
重新開始。”

拜登夫婦在視頻中的感性表達體現出拜登政府在對華外交政策
上緩和重構的設想，但這一設想是否能够實現，還需要非常謹慎的
觀察和評估。

“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我們既要看到拜登夫婦的賀詞中蘊含
的積極因素，也要對這種積極因素能够帶來的實質性變化作出恰當
判定。中美關係的建設不是中國單方面的義務，而應該是中美雙方
共同努力的結果，取決於美國政府能否真正與中國相向而行。”

今年春節，給中國人拜年的外國領導人特別多。報道稱，高潮
是大年三十，但大年初一也很重要，美國新總統拜登親自拜年。雖
然為了政治正確，拜登是給所有過農曆新年的人拜年，主要針對是
美國亞裔，但文化超越國界，這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的一種姿態
。

外交無小事，幾個細節很有意思。
細節一是特別的時間點。拜登選擇是大年初一，其實，在大年

三十與中國領導人通電話時，根據新華社報道，“拜登向中國人民
拜年，祝願中國人民春節快樂、繁榮發展。”報道指，這不由想起

四年前，時任總統特朗普上台後，第一次拜年，拖到正月十二。
這一點，拜登就很大大方方，大年三十電話拜年，大年初一拉

夫人一起錄製拜年視頻，還多個社交賬號第一時間對外發佈。
細節二是中國風背景。如果您仔細看視頻，拜登應該還是很花

了點心思，坐的椅子，看不大清楚，是不是中式；但他和夫人背後
的紅色靠墊，看那花紋，一看就是中國風，整個背景，都是大紅色
。第一夫人吉爾身後，還放了一個青花瓷。

拜登夫婦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說得很感性，譬如吉爾一開始
就說：“這是表達慶祝、記住快樂和悲傷，憧憬未來所有可能的時
刻，就像燈籠一樣，我們讓我們的希望照亮前方的道路，對這麽多
美國人來說，我們從未這麽需要一個新的開始。”

細節三是暗批特朗普。剛接手一個爛攤子，拜登應該有很多話
要講，尤其是給亞裔美國人拜年，接着夫人吉爾的話，拜登就感慨
說：“在疫情的痛苦、生命和生計的損失外，我們還看到另一種悲
劇：種族主義、騷擾、仇恨，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這是
完全錯誤的，這是我們民族性格的污點。”這針對的是誰？不用多
說。要知道，過去一年，從特朗普到時任國務卿蓬佩奧，一些美國
政客張口閉口，就是“X國病毒”、“功夫流感”，這種明顯種族
主義的行為，加劇的是美國亞裔的憤怒和恐慌。

細節四是談到牛。牛年怎麽能不談牛呢？
第一夫人果然談到了牛，她這樣說：“牛年提醒我們要有韌性

和毅力，我們從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一次又一次看到，
所有一線工人的勇氣，他們不顧自己健康確保我們安全，他們慷慨
地把時間和才智放在幫助有需要鄰居……”中國的牛年，讓世界感
到不一樣的力量。尤其是在目前非常時刻，還是繼續要有韌性，要
有毅力，要共同度過難關。

在文化層面方面，拜登確實不一般，作為一個老資格的政治家
，他在用自己的柔軟身段，努力修復美國的形象，恢復美國的軟實
力。這種力量，不是特朗普的蠻幹可比，這是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
。這個世界，尊重對手，從來不會貶低自己，反而更讓別人尊重自
己。

所以，拜登發佈拜年視頻後，幾乎是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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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向華拜年現四項玄機

楊楚楓楊楚楓

楊楚楓楊楚楓

試看牛年十二生肖運程（上）
筆者不是占卜師，也

不是算命客，只是好看書
卷，三教九流也愛涉獵。
際此牛年伊始，願向不同
生肖的朋友介紹其今年運
，有請細心聆聽：
1，屬牛的朋友今年的吉星
有︰歲駕、華蓋；凶星則
有︰太歲、劍鋒、伏屍、
黃旛。

在 2021 辛丑年，屬牛
的朋友自然是犯太歲，吉
星數量不多，相比之下，

凶星就有四顆。 「歲駕」星，代表老闆、高層到來的意思，其次是
「華蓋」星，有貴人幫助遮風擋雨。今年受 「劍鋒」星影響，容易

與人發生爭執、血光受傷的事，所以從事飲食業、建築工程的人士
，尤其需要用到切割工具的更加需要小心。另外遇到 「伏屍」星影
響，工作量多到要做到好似 「伏屍」之外，當然也是健康較差；最
後是 「黃旛」星，代表容易有參予白事的機會。可多去掃墓祭祖化
解，此外也可以與屬 「虎」的朋友合作上，效率會更好。
2屬虎的朋友今年的吉星有︰太陽、天空、天乙、紅鸞；凶星則有︰
晦氣、孤辰、劫煞。

今年有三粒凶星影響，當中 「晦氣」星，個人脾氣轉差；加上
「孤辰」星，容易有避世、被孤獨的感覺，對男性影響更大，容易

與身邊人聚少離多。最後有 「劫煞」星，有劫盜之事外，有著凡事
要與人爭奪的影響（錢、感情、公司職位等）。

雖然以上星體比較差，但尤幸今年同時有幾粒份量重的吉星，
當中尤以 「太陽」星最為有力，易有男性貴人幫助之外，同時加強
個人的積極性、行動力，加上 「天空」星，整體有陽光普照、天朗
氣清的感覺，做事特別俐落。此外，亦有 「天乙」貴人星，有逢凶

化吉的效用。而如果打算今年結婚或追求另一半，
今年亦都有 「紅鸞」星幫助。所以綜合起來，今年
屬虎之人可以主動出擊。而且，在眾多吉星幫助之
下，與其覺得沒有人明白自己而發脾氣，倒不如主

動搵出問題，積極處理會更為上策。
3。屬兔的朋友今年吉星全無；凶星則有︰災煞、喪門、披頭。

今年運程比較一般，並無任何吉星幫助，倒是有幾顆凶星影響
，尤幸凶星的力量不大。當中有 「災煞」星，易有意外事件、血光
、疾病；而 「喪門」星，加強了健康轉差的影響。另外配合 「披頭
」星，參予白事機會多之外，同時有令人精神不振、負能量重的影
響。同時， 「災煞」星也代表本年的 「三煞位」之一。

綜合以上，屬兔的朋友今年要好好調理身體，做身體檢查之外
，同時要多留意身邊人健康。另外可以多去掃墓祭祖，化解與白事
相關的影響；而如果有時間的話，不妨多做善事、義工，或者多找
屬狗的朋友，借助他們的 「天德、福星」力量，化解一下負面情緒
及壓力。
4。屬狗的朋友今年吉星有︰八座、天德、福星；凶星則有︰三刑、
扳鞍、寡宿、捲舌。

今年同樣是犯太歲的生肖，凶星比較多，有四顆。本年遇 「三
刑」星，有不聽人言、長輩健康差、受傷機會多、亦與刑事官非有
緣。第二顆凶星是 「扳鞍」星，與親人聚少離多，加上 「寡宿」星
，更加容易孤立自己，此星對女性影響更大；同時在 「捲舌」星的
影響下，說話時容易詞不達意，常常被誤會，所以今年會有種 「點
講都唔明」的落差感覺，人際關只屬中下。

尤幸，今年也有三顆吉星，當中有 「八座」，有令人樂觀豁達
、處事沉穩的幫助。另外有 「天德、福星」，只要保持善良、樂於
助人，亦會有人幫助你解決問題。因此，既然有理說不清，倒不如
直接以行動回應，勝過千言萬語。另外同樣與屬兔的朋友一樣，可
以多行善積德，增加人緣的幫助。
5。屬猴朋友出門要小心 雞仔豬仔老鼠均有外遊運

屬猴人士今年的吉星有︰紫微、龍德、天喜；凶星有︰亡神、
暴敗、天厄。

今年有力量大的 「紫微」星的幫助，容易得到老闆、上司重用
之外，職權上亦有所提升；如果本身是管理層的話，有加強領導能

力及話語權，對工作十分有利。另外， 「龍德」星有趨吉避凶的幫
助；而 「天喜」星，易有喜事之餘，亦令人有樂觀正面的態度，同
時對於女性更有利懷孕，所以打算生個牛或虎BB的話，就要好好把
握今年。

不過留意的是，今年亦有三顆凶星，當中有 「亡神」星，代表
健康問題之外，亦容易發脾氣、官非訴訟的影響。連帶有 「暴敗、
天厄」這兩顆姊妹星，容易有突如其來的打擊、挫折；同時需要留
意男性長輩健康之餘，如果出行的話，尤其農曆七月會易有航班問
題。今年是將過往累積的經驗，好好發揮的時候。即使順水行舟，
也不要有風駛盡𢃇，好好控制船隻先可以穩步成長。
6。屬雞人士今年的吉星有︰天解、祿勳、將星；凶星則有︰白虎、
浮沉、飛廉、血刃。

今年運勢不錯，與今年太歲相合之餘，有三顆不錯的吉星幫助
。當中有 「天解」星，有逢凶化吉、迎刃而解的能力，而且易得老
闆、高層出面解決問題；若屬猴的朋友想找人一同去旅行，屬雞的
人是首選。另外有 「將星」，在工作上職權有所提升。加上 「祿勳
」星，也是升職加人工的幫助。

不過今年亦有四顆凶星，當中有 「白虎」星，事情易有障礙。
而在 「浮沉」星影響之下，事情容易上落變化大、不穩定。而，
「飛廉」星則易被流言中傷，尤幸星的力量不大。而 「血刃」星，

固名思意有血光受傷。因此，今年工作上宜積極參與，是多勞多得
的時間。同時配合之前所說的 「天解、白虎、血刃」星，可以考慮
在農曆八月安排手術，或捐血洗牙等等，去化解血光問題。
7。屬豬人士今年的吉星有驛馬；凶星則有︰天狗、孤虛、吊客

今年屬豬的運勢一般，只有一顆 「驛馬」，有利於出行、搬遷
。另外， 「驛馬」在古代負責傳遞訊息，現今社會消息就是金錢，
對財運、工作也有一定的幫助。凶星方面就有三顆，當中有 「天狗
」星，其本上也是諸事不順，另外避免夜晚出門，尤以農曆十月，
易有意外、劫盜的事情發生。另外有 「孤虛」星，令個人情緒易有
寂寞、無方向，對感情影響更大。最後是 「吊客」，容易接觸令人
傷心的事。所以，屬豬的人今年負能量重，想法易想歪，不妨多找
屬虎的朋友出行，借助他們今年有 「天乙、太陽」星的幫助，消減
一些負能量。
（紙短話長，下週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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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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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