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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賴清陽賴清陽Andy LaiAndy Lai 先生先生
賴清陽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賴清陽中美歐聯合律師事務所

（（Lai, Corsini & Lapus, LLC )Lai, Corsini & Lapus, LLC )主任律師主任律師

專精專精﹕﹕知識產權案件知識產權案件﹐﹐出口管制法風險防範出口管制法風險防範﹐﹐企業投資企業投資

併購及房地產交易併購及房地產交易﹐﹐商業相關簽證商業相關簽證﹑﹑移民移民﹒﹒

曾任曾任﹕﹕ 海華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海華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中華民國僑委會僑中華民國僑委會僑

務諮詢委員務諮詢委員﹐﹐美國國會議員聯誼會全國副主席美國國會議員聯誼會全國副主席﹐﹐中美中美

學會休士頓會長學會休士頓會長﹐﹐華人旅館同業公會法律顧問華人旅館同業公會法律顧問﹑﹑理事理事

長及理事長及理事﹐﹐美國參議員賽蒙及戴修的亞裔事務顧問及美國參議員賽蒙及戴修的亞裔事務顧問及

經濟顧問經濟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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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新冠疫情追蹤報導﹕﹕﹕﹕
房地產業房地產業房地產業房地產業「「「「兩樣情兩樣情兩樣情兩樣情」」」」﹕﹕﹕﹕電商物流生意旺電商物流生意旺電商物流生意旺電商物流生意旺﹑﹑﹑﹑餐館商家冷淡蕭條餐館商家冷淡蕭條餐館商家冷淡蕭條餐館商家冷淡蕭條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隨著全美
50州都宣布復工﹐美南新聞依舊繼續帶
您從全美﹑華府﹑與地方叁個角度﹐深入
掌握疫情動態﹒本日關注焦點為老人公
寓﹐長者一直以來被視為染疫的高危族
群﹐老人公寓管理者們是如何因應水深
火熱的局勢﹖
居家令以來居家令以來﹐﹐房地產行業兩樣情房地產行業兩樣情﹖﹗﹖﹗
休斯頓地區老年公寓祥瑞花園的銷售總
監Anna Wang指出﹐自從居家令以來﹐
不論是住﹑商用地﹐房地產行業也十分不
景氣﹐特別是商業買賣﹑餐館等行業﹒而
住宅隨著居家令解除後﹐伴隨著低利率﹐
這兩周以來買氣有逐漸回暖趨勢﹒
從商業地產方面而言﹐Anna以自己代理
的廣場為例﹐做亞馬遜等電商﹑物流產業
的客戶﹐近來生意特別好﹐不僅未受疫情
衝擊﹐反而越來越好﹐因此物件的出租率
沒有問題﹐反而因為需要空間放貨﹑打包
﹐因此該廣場的物件已經全數都被簽約
﹒她認為﹐若租客是從事電商物流的話﹐
房東的影響也沒那麼大﹒
但對一般商家﹑購物中心等生意﹐衝擊就

十分大﹐租客可能整整兩個月都沒有生
意﹑無法開業﹐因此也連帶波及了房東地
主﹒Anna認為即使開放了﹐短期內餐飲
業的生意也不會好轉﹐因為大家對於疫
情都有心理陰影﹒
疫情波及下老年公寓景況疫情波及下老年公寓景況﹐﹐業者出業者出「「線上線上
看房看房」」新招新招

Anna指出﹐目前正由她經手的老年公寓
祥瑞花園﹐已經兩個月停止受理看房﹐有
鑑於老年人是高危族群﹐也擔心無法全
權保障看房長者的安全﹒但隨著開放後
﹐目前有兩個模型屋可以開放參觀﹐但也
嚴格控管每40分鐘只能接待一組客人﹐
並且口罩﹑手套﹑眼鏡﹑消毒液等都要全
副武裝﹒整體而言﹐她表示所有的老年

公寓﹑護理之家目前都面臨嚴峻挑戰﹐要
在經營與保障長者安全的安全間進行平
衡﹒
Anna也推薦﹐面對近來因為禁航﹑旅行
令導致難以看房的狀況﹐她經常透過拍
照﹑視頻﹑直播等方式給遠在加州﹑佛羅
裏達等老年客戶看﹐讓他們可以遠端掌
握屋況﹐也可以加快他們做決定的速度﹐
可以說是疫情期間的經營新招﹒
全球染疫與死亡數字攀升全球染疫與死亡數字攀升﹐﹐失業率居高失業率居高
不下不下
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表示﹐目前
全球染疫500萬﹑死亡32萬﹐而美國勞
工部數字指出﹐失業人數破3800萬大關
﹐達到15%﹐是史上新高﹐美國目前狀況
非常嚴重﹐若不動員民間力量來說服政

府﹐疫情將不會好轉﹒
然共和黨認為﹐若叁兆紓困法案通過﹐可
能會有民眾因為領取失業救濟金而不復
工﹐被批是「懶人法案」﹐這也成為紓困案
通過的困難之一﹒
然而﹐華府資深律師
黃瑞禮指出﹐美國財
政部長姆努欽在訪
問中鬆口﹐「很有可
能」需要下一波的紓
困方案﹒但也補充
仍然要先觀望﹐看看
前幾次的紓困看成

效為何﹒
李蔚華指出﹐在國際區﹐有超過兩千個中
小商家﹐即使開放了生意也大不如前﹐也
導致地主叁﹑四﹑五月都收不到房租﹐因
此政府必須採許行動﹒李蔚華作為國際
區長﹐也在著手研擬消費券形式﹐以刺激
當地商家的生意﹒
重災區從都市轉至鄉村重災區從都市轉至鄉村﹐﹐民調反映對政民調反映對政
府府﹑﹑疫苗不信任疫苗不信任
華府資深律師黃瑞禮表示﹐隨著疫情進
展﹐重災區從洛杉磯﹑紐約﹑底特律﹑紐奧
良等大都會區﹐漸漸轉移到美國中西部
的鄉村地區了﹒
黃瑞禮也談及路透社21日公布的民調﹐
顯示了有超過四分之一者表示對疫苗研
製沒有興趣﹐跌破各界眼鏡﹒此外﹐民調
也指出即使川普跳出來發話﹐呼籲應該
打疫苗﹐仍有36%的民眾選擇不打﹑14%
覺得更要打﹒這個數字顯示出了部分民
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也不認為短期之內
研發出的疫苗是安全的﹒

儘管世界各地專業人士都在積極開發
疫苗﹐但醫學博士朱全勝指出﹐被大家
看好的牛津大學的實驗性疫苗 Ch-
AdOx1 nCoV-19﹐近來接踵至猴子身
上做測試﹐結果卻不如預期﹐使得猴子
都染上了新冠病毒﹐證實疫苗無效﹐開
發疫苗仍是一條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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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自自44月以來月以來，，美國政府已花費數萬美國政府已花費數萬
億美元幫助美國企業和家庭成員度過整個美國的經濟損失億美元幫助美國企業和家庭成員度過整個美國的經濟損失。。不幸不幸
的是的是，，已發行的錢在被發送給有需要的人之前很快就被耗盡了已發行的錢在被發送給有需要的人之前很快就被耗盡了。。
最近最近，，國會又通過了一項國會又通過了一項33萬億美元的救助基金萬億美元的救助基金，，以幫助失業者以幫助失業者
，，但該計劃需要得到美國參議院的批准但該計劃需要得到美國參議院的批准。。巨大的預算赤字可能會巨大的預算赤字可能會
導致政府對有需要失業救濟金的人的支持突然終止導致政府對有需要失業救濟金的人的支持突然終止，，更糟糕的是更糟糕的是
人們需要支付更多的稅款來平衡非常薄弱的政府預算人們需要支付更多的稅款來平衡非常薄弱的政府預算。。新稅收取新稅收取
決於每個州的要求決於每個州的要求，，但是免稅州的州可能容易受到即將到來的新但是免稅州的州可能容易受到即將到來的新
稅的影響稅的影響，，包括德克薩斯州包括德克薩斯州。。

領取聯邦疫情紓困法案每週領取聯邦疫情紓困法案每週600600元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元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
日後可能面對日後可能面對‘‘萬萬稅萬萬稅’’的後果的後果。。過去兩個月有高達過去兩個月有高達36503650萬美萬美
國勞工因為疫情失業國勞工因為疫情失業，，聯邦政府迅速推出規模達聯邦政府迅速推出規模達22兆餘元的兆餘元的''新型新型
冠狀病毒援助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CARES Act），），除了為一除了為一
般民眾提供紓困現金支票般民眾提供紓困現金支票，，還為失業勞工提供每週還為失業勞工提供每週600600元的額外元的額外
失業補助失業補助。。根據規定根據規定，，紓困現金支票紓困現金支票（（stimulus checksstimulus checks））不必繳稅不必繳稅
，，報稅時不算所得報稅時不算所得；；但失業救濟金則有不同的稅務規範但失業救濟金則有不同的稅務規範。。理財網理財網
站站The Motley FoolThe Motley Fool報導報導，，失業救濟金原本就有聯邦稅失業救濟金原本就有聯邦稅，，因居住因居住
地點差別地點差別，，各州州法對於州稅各州州法對於州稅、、地方稅也各不相同地方稅也各不相同，，某些領取某些領取
600600元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元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要注意繳稅負擔可能變重要注意繳稅負擔可能變重。。

報導指出報導指出，，如果以領取期間為四個月計算如果以領取期間為四個月計算，，失業民眾因此可失業民眾因此可
以拿到接近萬元的額外失業救濟金以拿到接近萬元的額外失業救濟金，，這個數目對於手頭拮据的家這個數目對於手頭拮据的家
庭可以暫解燃眉之急庭可以暫解燃眉之急，，堪稱堪稱''救命錢救命錢''，，但某些民眾對於接下來出但某些民眾對於接下來出
現的繳稅變多的狀況現的繳稅變多的狀況，，要有心理準備要有心理準備。。阿拉斯加阿拉斯加、、佛羅裡達佛羅裡達、、內內
華達華達、、南達科他南達科他、、華盛頓華盛頓、、懷俄明懷俄明，，以及德州以及德州，，對於州民不徵收對於州民不徵收
州個人所得稅州個人所得稅（（state income taxesstate income taxes）。）。加州加州、、新澤西州對州民雖新澤西州對州民雖
課徵州個人所得稅課徵州個人所得稅，，但對失業救濟金豁免但對失業救濟金豁免。。

報導指出報導指出，，領取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應該查看本州規定領取額外失業救濟金的民眾應該查看本州規定，，

估算可能要繳多少稅估算可能要繳多少稅。。至於這筆額外失業救至於這筆額外失業救
濟金稅要怎麼交則有幾種選擇濟金稅要怎麼交則有幾種選擇，，包括每次領包括每次領
取時都採預扣稅金取時都採預扣稅金（（withheldwithheld），），或每季繳交或每季繳交
，，或等到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繳或等到申報所得稅時一併繳，，各種方式利各種方式利
弊不同弊不同。。預扣稅金的優點在於不必擔心將來預扣稅金的優點在於不必擔心將來
報稅時要繳金額可觀的一大筆稅報稅時要繳金額可觀的一大筆稅，，但缺點則但缺點則
是手上可以運用的現金縮水是手上可以運用的現金縮水。。專家分析專家分析，，現現
階段需款孔急的民眾階段需款孔急的民眾，，例如必須有錢足以繳例如必須有錢足以繳
納水電費納水電費，，則可以考慮把繳交這筆稅金的時則可以考慮把繳交這筆稅金的時
間挪後間挪後，，待日後經濟狀況改善時再處理待日後經濟狀況改善時再處理。。

知情人士指出知情人士指出，，川普總統川普總統1919日在國會山日在國會山
莊與共和黨參議員閉門午餐時曾私下表示莊與共和黨參議員閉門午餐時曾私下表示，，
反對延長額外提供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遭反對延長額外提供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遭
裁員的勞工這項補助裁員的勞工這項補助。。期盼聯邦延長每週期盼聯邦延長每週600600
元失業補助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元失業補助的人可能要失望了，，知情人士指知情人士指
出出，，川普總統川普總統1919日在國會山莊與共和黨參議日在國會山莊與共和黨參議
員閉門午餐時曾私下表示員閉門午餐時曾私下表示，，反對延長額外提反對延長額外提
供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遭裁員的勞工這項供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而遭裁員的勞工這項
補助補助。。這筆額外的失業救濟金這筆額外的失業救濟金，，將於將於77月底終月底終
止止，，而眾院民主黨人提議將之延至明年而眾院民主黨人提議將之延至明年11月月；；
但國會共和黨人擔心但國會共和黨人擔心，，有的勞工領失業救濟有的勞工領失業救濟
的收入比工作領薪更高的收入比工作領薪更高，，影響民眾回歸職場影響民眾回歸職場
或找工作的動機或找工作的動機。。南卡羅來納州國會參議員南卡羅來納州國會參議員
葛理漢說葛理漢說，‘，‘民眾可以期望得到部分援助民眾可以期望得到部分援助，，但不能讓失業救濟金但不能讓失業救濟金
比工作可能領的薪水更多比工作可能領的薪水更多。。 ’’

儘管川普沒有明確表示不會簽署另一項包括額外福利的法案儘管川普沒有明確表示不會簽署另一項包括額外福利的法案
；；許多經濟學家憂心許多經濟學家憂心，，不延長失業增額救濟不延長失業增額救濟，，可能會阻礙經濟復可能會阻礙經濟復

甦甦。。根據布魯金斯研究院的近期研究根據布魯金斯研究院的近期研究，，從從22月到月到44月月，，政府失業政府失業
救濟支出已增加救濟支出已增加450450億元億元。。共和黨人認為較多的救濟金將讓勞工共和黨人認為較多的救濟金將讓勞工
寧可留在家中不工作寧可留在家中不工作，，但取消這筆現金注入但取消這筆現金注入，，可能會讓消費進一可能會讓消費進一
步減少步減少，，而消費者恐怕早已開始大幅縮減花費而消費者恐怕早已開始大幅縮減花費。。

紓困現金支票不必繳稅 失業勞工的失業補助需要繳稅
由於政府預算負擔重 未來民眾額外 「繳稅」 恐變多

居住在邊界以南的美國公民前往帝國谷醫院接受治療居住在邊界以南的美國公民前往帝國谷醫院接受治療
墨西哥邊境的加州帝國谷縣地區開封後病毒病例激增墨西哥邊境的加州帝國谷縣地區開封後病毒病例激增

美國總統美國總統TrumpTrump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簽署22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萬億美元刺激美國經濟法案
TrumpTrump和美國未來和美國未來100100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天內計劃通過製造或其他方式獲得1010萬台呼吸機萬台呼吸機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在冠狀病毒狀況改善的情況下，隨
著加利福尼亞州的大部分地區開始重新營業，該州與墨西哥接壤
的一個農業地區的住院人數激增，一些人認為這是由居住在墨西
哥的美國公民來美國求醫造成的。國家官員控制病毒的能力決定
了加利福尼亞州不同地區重新開放的速度有多快。因此，帝國谷
地區的激增可能會損害其長期處於困境中的經濟，而該經濟與大
型工業城市墨西哥的墨西卡利緊密相連。

帝國谷最大的醫院埃爾森特羅地區醫療中心星期一晚上收治
了14名受感染的患者，其冠狀病毒病例激增至65名。這促使其
暫時停止接受COVID-19患者。該地區唯一的另一家醫院先鋒
紀念醫院的冠狀病毒感染量從兩天前的19例增加到週一的28例
。到星期三，案件處理量有所減輕，但直到El Centro醫院將7名
新患者送至聖地亞哥縣接受治療，而Pioneer將9名患者轉移至南
加州其他地方之後。

高峰表示：“從某個地方來到我們這裡，我們要確保我們不

會讓任何一家醫院不堪重負，對COVID患者的系統不堪重負，
以至於我們無法照顧您，” Dr。 El Centro地區醫療中心首席執
行官Adolphe Edward在其醫院Facebook頁面上發布的視頻中。墨
西卡利（Mexicali）的三家私立醫院已停止接受COVID-19患者
，因此，將出現在急診室的患者送往墨西卡利（Mexicali）的公
立醫院接受治療。

包括墨西卡利州首府和最大城市蒂華納在內的下加利福尼亞
州是墨西哥感染率最高的州之一。本週，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
（Gavin Newsom）引用了該州狀況改善的原因，因為他放鬆了
各縣要求的健康標準，以便更快地重新開展業務和娛樂活動。到
目前為止，加州58個縣中有40個達到了條件，並獲得了州政府
批准繼續前進。帝國縣是包括洛杉磯在內的少數幾個縣，不能滿
足控制病毒的要求。帝國縣大約有18萬居民，在該州人口縣中
排名第30位，但周三有74名住院病毒患者使它成為這些患者中
排名第七的州。

墨西哥購物者尋求更便宜的商品或更多種類的商品，也帶動
了跨國交通，帶有墨西哥車牌的汽車經常裝滿帝國谷購物中心的
停車場。墨西卡利（Mexicali）的許多孩子每天都在邊境上美國
邊境的 El Centro上學，人口約 45,000，成為該地區最大的城市
。 El Centro市長Efrain Silva表示：“我們的購物中心之所以在這
裡是因為墨西卡利的消費者，而不是帝國谷。”

最近病毒案件的激增意味著帝國縣的重開速度比COVID-19
值低的加利福尼亞州慢得多，而加利福尼亞州現在可以在商店購
物和在餐館用餐。帝國郡的雜貨店和藥店目前開放，但只允許餐
館提供外賣或路邊服務。當局無法阻止居住在邊界以南的美國公
民前往帝國谷醫院接受治療。席爾瓦說，許多居住在該地區的人
在邊境兩邊都有住所，有些人在工作日和工作日在美國一側，但
在周末在墨西哥一側。他說：“這非常複雜。”

許多失業工人排隊申請失業救濟許多失業工人排隊申請失業救濟，，嚴重失業和政府有限的救濟基金導致整個嚴重失業和政府有限的救濟基金導致整個
美國陷入緊急狀態美國陷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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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林芝，不仅是记

者采访后的感受，但凡到过林芝的人大

概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吧！

翡翠玉带。波密岗乡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暗针叶林

，森林覆盖率61%以上。

一说起林芝，人们在脑海里往往就

会条件反射般地弹出这样一些词来。圣

湖、神山、雪峰、冰川、雨林、蓝天、

大峡谷、大拐弯、第三极、高寒草甸、

高山牧场、原始森林、雪域高原。

虫草、灵芝、松茸、贝母、天麻、

党参、桫椤、雪莲花、红景天、藏三七

、藏麻黄、高山杜鹃、西藏巨柏。

雪豹、牦牛、藏羚羊、白唇鹿、黑

颈鹤、藏猕猴、梅花鹿、金丝猴、孟加

拉虎。

哈达、经幡、朝觐、转经筒、锅庄

舞、酥油茶、青稞酒、西藏民歌。

藏族、怒族、白族、僜人、门巴族

、珞巴族、独龙族、傈僳族、纳西族。

见到这块土地上荟萃如此多的大自

然精华，谁又不怦然心动？谁又不心向

往之？记者曾在夏天去过林芝，这次去

采访是在春天，得出同一个结论——这

是一处美不可言的神奇之地，中国人，

乃至地球人一生至少应去一次。在这

1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4.1万平

方公里被印度侵占未归），雅鲁藏布江

从此流过，印度洋暖流沿江而上，带来

了无限生机，造就了多样景观。

藏血雉

从藏语翻译而来的林芝，真乃神来

之笔，不知是哪位高人所译。除与灵芝

谐音的高明之处外，尤为特别的是突出

了一个“林”字。西藏森林蓄积量的

65.2%就在林芝，全国第三大林区就在

林芝，世界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最高的

也在林芝。

林芝海拔最高处近8000米，最低处

不到1000米。从市府所在地八一镇出发

，沿318国道往东南一路走去，经停米

林、波密，过然乌湖离开318国道到察

隅，连绵不绝的雪峰，蜿蜒幽深的峡谷

，类型不一的原始森林，垂直分布的植

被带谱……目之所及，步移景异，大呼

过瘾。这一张张精美的活的巨幅山水画

，冲击着神经，震撼着心灵。

据同行的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计财

科科长贺建冬介绍，林芝拥有世界顶级

的森林景观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每一

个季节，甚至每一个月的景色都会不一

样。

林芝的森林保护得这么好，有何奥

秘？通过对市林草局原书记扎西顿珠、

局长董贵军到波密、察隅、米林、工布

江达县的有关领导和基层护林员的采访

，记者发现了这个奥秘——每到一处都

听到一个久违的词——“人民战争”。

扎西顿珠在记者下县采访前，是作

为市林草局书记接受的采访。返回八一

镇时，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成了市商务

局的书记。扎西顿珠先后有两段时间在林

业工作，干了近20年，介绍起林芝林业

来如数家珍。他说，对林业感情很深，离

开林业很是不舍。近几年，全市林业发展

有不少亮点。2018年，市林业局首次荣获

全国林业先进集体称号；2019年，林芝就

有5位同志荣获全国绿化奖章。

藏猕猴

董贵军到局里工作三四年了，全身

心扑在工作上，为全市林草发展提出了

不少创新思路，荣获2019年全国绿化奖

章。约他采访可不容易，记者离开林芝

的前一天下午，过了下班时间，是把他

“堵”在局传达室进行的采访。

他说林草局工作比在县里忙多了。

跟记者谈得最多的是，他这几年想的就

是如何保护好林芝这一块净土。林草局

管的不仅面积大，而且都是深山老林，

条件十分艰苦，如果不搞“人民战争”

，发动广大农牧民参与，就无法实现全

域保护。这些年，修复生态、保护森林

、推动产业之所以有成效，就是在现代

条件下充分运用了“人民战争”，确保

“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目前，全市共有专职护林员3301人

，专业管护队52支300人，群众护林员12

万余人，并建立了由1.7万余人组成的乡

、村灭火突击队325个，基本保证每个县

有1支专业的扑火队伍

、每个有林村都有1支

突击队伍，户户有突

击队员。

记者看到 318 国

道旁隔一段距离就建

有一间同样风格的房

子，边上还有池子，

感到有点奇怪。波密

县副县长姜治强解释

说，这是波密的一个

创新，推出“朝佛人

员接送制度”，为朝

佛人员修建留宿点和

消防水池。这样一来

，消除了朝佛人员在

野外生火做饭引发森

林火灾的隐患。波密

县林草局局长柳军力

说，近年来，加大了

林业法律法规等方面

的宣传力度，老百姓

保护生态的意识大大加强，乱砍滥伐、

非法占用林地现象明显下降；乱捕滥猎

、非法采集野生保护植物等现象基本杜

绝。

因去墨脱的公路塌方，贺建冬就约

路过波密的墨脱县副县长王旭杰在公路

旁接受记者采访。他介绍说，墨脱是全

国7个守边固边试点县之一。基层林业

工作者在边境一线开展巡山护林的过程

中，同时也承担了边防巡逻守土固边的

任务。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大部分在墨脱境内，那里经常有孟加

拉虎出没。墨脱是我国三大热带雨林之

一，也是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集

中的区域之一，有“生物资源的基因宝

库”之称。

鲁朗倒影。鲁朗林海，云山雾海，如

诗如画，周边雪山林立，沟内森林葱笼，

林间还有整齐如人工修剪般的草甸。

察隅县时任副县长夏先启告诉记者

，察隅南面与缅甸和印度接壤。印度实

际控制区，森林火灾多发，经常祸及我

国境内。那些地方山高坡陡，比其他地

方的防火任务要重得多。记者到实地一

看，大大超出了想象，陡坡大都在七八

十度。当地老护林员、原僜人部落首领

阿洛松说，大多数森林火灾是境外有人

故意放火烧的。

2019年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察隅

县林草局局长苟双权介绍说，当地特有

的一种鹦鹉，过去几乎家家养，外面经

常有人来收购。为保护这种濒危鹦鹉，

只能采取“人民战争”的办法，大家相

互监督，奖罚分明，现在已经见不到鹦

鹉交易了。

进入朗县境内后，雅鲁藏布江上游

两岸，一株株硕大的柏树像列队的卫兵

，静静地站在江边，聆听着滔滔江水。

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树种——巨柏，又叫

雅鲁藏布江柏。沿江的树高大，山上的

树矮小，其实岁数差不多。这一奇特现

象，民间有种种传说，记者认为完全是

因水的关系。

在离八一镇不远的巴结巨柏自然保

护区，见到3200多岁的 “世界巨柏王

”，惊讶在高寒地区竟然还有这么大的

树，胸径近6米，十几人都抱不过来，

树冠投影面积1亩有余。当地老百姓视

它为“神树”。行走在数百棵千年以上

的巨柏林中，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触摸

历史沧桑。

米林县林业局副局长永珠次仁领着

记者来到雅鲁藏布江米林段看了防沙治

沙现场。没想到沿江会分布那么多的那

么大的沙丘，有的沙丘还爬上了山坡，

把公路都掩埋了。他说，通过植树造林

等方式，一些沙丘初步固住了，近5年

总共封沙育林（草）约5万亩。由于工

作出色，永珠次仁荣获2019年全国绿化

奖章。

去巴松措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工

布江达县林草局局长陈相文说，特别是

从10月中旬起，可看到从千里之外飞到

巴松措越冬的美丽的黑颈鹤。工布的老

百姓保护野生动物蔚然成风。仲莎乡林

则村甲嘎东赞有一位60多岁的护林员，

叫多布杰。藏猕猴在他近20年的守护下

，发展到2800多只，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慕名前往。

告别时，董贵军再次介绍说，林芝

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市上下正为此

而不懈努力。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要求全体市民主动增强“爱

林之德”，时刻心怀“护林之心”，不

断开拓“成林之举”。

“推窗即可见绿，出门即可赏景”

，有“雪域江南”之称的林芝越发彰显

出她那诱人的魅力。醉人绿色，是林芝

最亮丽的名片；良好生态，是林芝最宝

贵的财富。林芝，已然成为一座风姿绰

约的森林之城，记者期待与她的再一次

相约！

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林芝

七彩云南的旅游景观闻名遐迩。而腾

冲，这个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城市，作为

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独特的

旅游风光，更富有令人神往的文化积淀和

力量。前不久，利用休假机会奔向腾冲，

我们近距离领略了这座小城“包容天下、

彰显个性”的腾越文化。

腾冲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咽

喉重地，是滇西交通要道。边陲古道的马

铃声，悠然传响于漫漫路途。孙中山曾说

，“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也”。

当年大马帮的久远与辉煌、艰难与壮阔，

极具史诗般性质，正是马帮驮来的金腾冲

，促进了西南文明与中原文明、世界文明

的交流。“蜀身毒道”、清脆驿铃、跋山

涉水、远走夷方，用马背和汗水创造了独

特的异彩流光。“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

雪。夏秋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

来，囊中络赂绝。”

腾冲的玉石文化得天独厚，丰富的温泉

资源也值得称道，但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是腾冲历史上涌现的众多文化名人，其中李

根源老人显得尤为传奇。李根源(1879-1965)

，梁河九保人，别署高黎贡山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

侵华。凭栏一片风云气，不做神州袖手

人。李根源积极主张抗日，被任命为云

贵监察使，发表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

》和长诗 《滇西行》，组织发动滇西军

民奋起抵抗日寇，并亲赴保山前线，誓

与之共存亡。腾冲人民配合正规军，终

于1944年9月将日寇逐出腾冲。这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声。李根源不

仅是著名的爱国政治家，而且还是著名

的学者、诗人，编辑、刻印的大量书籍

中，以《永昌府文征》为巨，共136卷、

约五百余万字，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腾冲名人中，李曰垓很具代表性。李

曰垓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参与云南

辛亥起义、护国起义，是著名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章太炎称他为“滇

南一支笔”。

李曰垓膝下两儿皆具名望：长子李生

庄从事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

来担任和顺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次子艾思

奇，原名李生萱，少年时期就积极参加爱

国学生运动，两次到日本留学，均因日本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愤然弃学。艾思

奇撰写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入门书”，1936年由上海的读书生活

出版社出版，到1948年12月，印行达32

版之多，产生过较大影响。《大众哲学》

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

，生动活泼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问题，使“新哲学”开始走进人民

群众，深得广大青年喜爱，引导了几代进

步青年走向革命。

我们还走访了腾冲的历史文化名镇和

顺，早在2005年，和顺就摘取中国魅力名

镇第一名。跨过双虹桥，中西合璧的和顺

图书馆扑入眼帘。它建于1928年，前身是

清末的咸新社和1924年成立的“阅书报社

”，1934年藏书量就达二万余册，俨然是

20世纪30年代腾冲的信息中心：“1934年

，和顺归国华侨尹大典先生将自己装配的收

音机捐赠给图书馆，并与当地一些热血青年

每晚收听和记录国内外重大新闻，连夜刻印

成‘和顺图书馆电讯三日刊’——1945年日

本人投降的消息，滇西民众就是通过这份

‘三日刊’在第一时间知道的。”

清末，是西学东渐、新旧碰撞、新思

潮奔涌的时代，与腾冲相邻的印度、缅甸

等国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此地因此

得风气之先。听导游介绍，这个图书馆从

萌芽、诞生直至1979年被纳入正式编制，

它的修建资金、馆藏书籍、运作管理，都

依靠乡人、华侨的力量。目前，该馆藏书

仅七万多册，但其中一万多册为廿四史、

武英殿聚珍丛刊等古籍，堪称“乡村第一

图书馆”。

腾冲历经沧桑，聚积着丰沛深厚的历

史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案、铜鼓凝集

着两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三征麓川、

甘稗地之战、马嘉理事件、腾越首义、焦

土抗战，腾冲人民以英勇顽强谱写了一段

段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壮丽史诗。尤其

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腾冲是中国远征

军出发和击退日军的重镇，当地至今传颂

着飞虎队、驼峰航线以及史迪威公路等可

歌可泣的故事，也矗立着腾冲人民修建的

国殇墓园，昭示着人民不忘历史、开辟未

来……

腾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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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OVID-19（由新型冠狀病毒引
起的疾病）在美國境內快速傳播，消除
障礙並幫助人們獲得必要醫療護理的重
要性日益顯著。而理所當然地，在目前
的疫情背景下，除了關注醫療保健體系
的各個方面，人們也將目光聚焦到
Medicaid上。

根據《平價醫療法案》(ACA)，在
37 個州（包括哥倫比亞特區）參保
Medicaid年齡在45歲到64歲之間的數
百萬低收入中年群體，其計劃服務得以
擴大，他們發現自己的健康狀況——包
括糖尿病、高血壓和肺病等慢性疾病，
得到了改善。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的資料，具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群
更可能罹患COVID-19重症，尤其是當
潛在健康問題未得到有效控制時。相比
在其餘14個未選擇擴大服務的州居住，
在選擇擴大Medicaid計劃服務的各州居
住的低收入中年群體可能更容易度過這
場疫情危機，因為他們能夠獲得必要的
護理以控制任何潛在的健康問題。

Medicaid擴大服務：為數百萬中年
群體帶來顯著的變化

Medicaid擴大服務為全國數百萬低
收入中年群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以
獲得他們所需的護理和治療，以控制各
類健康問題。在疫情期間，這一點十分
重要，因為恰當地管理健康狀況可降低
罹患COVID-19重症的風險。例如，擴
大保險服務將有利於改善糖尿病管理，
獲得更多控制血糖的藥物，以及更好地
監控血壓。CDC已確認，此類疾病可能
增加人們罹患COVID-19重症的風險。

除了改善中年群體的健康狀況以降
低其可能罹患COVID-19重症的風險外
，Medicaid擴大保險範圍將承擔COV-
ID-19的相關治療費用，同時繼續支付
病患的常規醫療費用。在未選擇擴大
Medicaid服務的各州居住的低收入中年
群體，在感染COVID-19後，將無法享
受Medicaid承保的醫療費用。

所幸，上個月通過的一項聯邦立法
賦予各州選擇權，即無論一個州是否選
擇擴大Medicaid服務，都可以向無保險
的個人提供由Medicaid計劃承保的冠狀
病毒檢測。然而，這項新的檢測保險並
不包括治療。儘管聯邦政府已經宣佈提

供1000億美元的撥款來補償在目前疫情
期間為無保險的個人提供救治的醫療服
務提供者，但這並不等同於在人們需要
持續治療的情況下提供負擔得起的全面
保險保障。

未擴大服務的各州：亡羊補牢，為
時未晚

相比以往任何時候，此時為中年群
體和其他需要救助的群體提供Medicaid
保險顯得尤為重要。無論疫情情況如何
，如果各州選擇擴大Medicaid服務，將
有超過一百萬中年群體有資格獲得相關
救助 。長遠來看，擴大保險服務範圍可
能讓這些群體在疫情擴散之前改善其健
康狀況。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在疫情大背
景下，經濟衰退將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需
要醫療保險，各州應考慮這一新情況並
擴大Medicaid服務。這將幫助中年群體
和其他有資格的人群獲得必要的醫療服
務。擴大保險服務還將有利於改善健康
狀況，並有可能減少未來罹患重症的風
險和費用。

根據最新資料，我們已經瞭解健康

狀況不佳的人群——尤其是非裔和西裔
美國人——罹患COVID-19重症並死亡
的風險也更高。目前的醫療衛生危機應
當為各州的政策制訂者敲響警鐘，提醒
他們應竭盡所能，為最弱勢的公民群體
提供獲得Medicaid服務的途徑以改善其
健康狀況。

了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COV-
ID-19的資訊，請瀏覽AARP樂齡會中文
官網專頁 https://chinese.aarp.org/cov-
id-19/ 或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AARP
樂齡會官方微信公眾號。

【洛杉磯訊】日前，81間洛杉磯的美術館共
同成立了美術館協會（Gallery Association Los An-
geles，簡稱GALA），並攜手打造網上藝術觀賞平
台galleryplatform.la，以促進美術館與本地和國際
藝術觀眾的互動。華美銀行作為該平台的獨家贊
助商，將支持平台上的洛杉磯藝術家訪談欄目
「The Los Angeles Artist Visits」 。galleryplatform.la

將以多種形式帶領觀眾領略洛杉磯的藝術文化，
包括在影片中跟隨藝術家、美術館館長和收藏家
感受藝術作品，講解洛杉磯美術館歷史，以及每
週介紹10間美術館的 「展廳」 並推出一個策展項
目。2020年 5月 14日至 21日展出的美術館包括
1301 PE、Bel Ami、Jeffrey Deitch與Jenny’s等。網
站上的全部內容都將被存檔，成為洛杉磯藝術社

區的永久收藏。
美術館館長、明星策展人傑弗裡•戴奇（Jef-

frey Deitch）表示： 「美術館協會非常感謝華美銀
行對洛杉磯藝術社區的支持和參與。除了慷慨贊
助藝術家訪談欄目，20多年來，華美銀行一直是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和藝術社區最重要的長期支持
者之一。此外，在過去2個月，該行還協助洛杉磯
地區的美術館、藝術家和博物館獲得SBA小型商業
署薪資保護貸款（SBA Paycheck Protection Pro-
gram ）。」

華美銀行資深副總裁兼行銷部與社區發展部
總監王國蘭（Emily Wang）表示： 「華美銀行很高
興能夠參與這個有意義的項目。在疫情期間，各
種形式的藝術和創作都變得前所未有得重要。在
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藝術創作將我們連接在一
起，鼓舞士氣。我們將繼續支持文化交流，持續
加強社區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凝聚力。」

藝術家凱薩琳•瑞安（Kathleen Ryan）表示
： 「協力合作一直是洛杉磯美術館社區的重要部
分，而成立洛杉磯美術館平台使我們在合作規模
和影響力方面達成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我相信，
即使在疫情結束後，該平台仍將繼續發展，成為
民眾瞭解洛杉磯藝術社區的關鍵渠道。」

美術館館長尚•凱莉•雷根 （Shaun Caley

Regen）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得到華美銀行的支
持。該行不僅是重要的藝術推崇者，也是連接洛
杉磯與中國的文化橋樑。洛杉磯美術館平台的創
建離不開華美銀行的幫助。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能
為當地的美術館和藝術家提供一個

重要的國際平台，以展現洛杉磯藝術界在這
段特殊時期的活力和輝煌，而這份精神也必將伴
隨洛杉磯美術館協會持續發展。能夠在此時看到
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支持社區，是一件令人振奮和
感動的事情。我真心感謝華美銀行的傑出貢獻。
」

20多年來，華美銀行透過與多間享譽國際的
文化機構合作，為洛杉磯藝術社區和美國觀眾帶
來世界級的當代藝術饗宴。2006年，該行與洛杉
磯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簡稱MOCA LA）合作，帶來了一系
列豐富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品，其中一些作品目
前正在華美銀行帕薩迪納（Pasadena）商業銀行
中心展出。2012年，該行還與MOCA LA合作，舉
辦世界知名藝術家蔡國強的首場美國西海岸個展
。2019年，華美銀行贊助了由洛杉磯縣立美術館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簡稱LACMA
）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調查展《物之魅力：當代
中國 「材質藝術」 》（The Allure of Matter: Materi-

al Art from China）。此外，華美銀行也是著名當
代博物館The Broad的企業領袖夥伴。

關於美術館協會/ galleryplatform.la
洛杉磯地區的美術館首次聯手，成立了洛杉磯美
術館協會（Gallery Association Los Angeles，簡稱
GALA）。除了美術館網上平台外，該協會還將參
與慈善和教育活動，並將透過製作美術館地圖和
旅遊指南等舉措來支持洛杉磯當地的美術館和藝
術社區。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在

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現為
全美以華裔為主要市場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在
美國和大中華地區共有超過125處服務網絡。在過
去超過45年的時間裡，華美銀行這座金融橋樑，
不遺餘力地連接著中美兩國的個人與企業，透過
提供超越一般銀行的優質服務，協助他們把握商
機，向前邁進。自2010年起，華美銀行連年位列
《 富 比 士 》 （Forbes） 「 全 美 百 強 銀 行 榜 」
（America’s Best Banks）前15名。有關華美銀行
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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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一詞對老年人並不陌
生，一般老年人處方上常見有鈣片、維
他命D及改骨質疏鬆的藥物，加上現在
工作在外的人口比例高，且外食習慣也
大大的增加，導致 「骨質疏鬆」一詞已
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且年齢有往下修的
現象。

骨質疏鬆特點是骨質量低少、和骨
組織的微結構退化，導致骨骼脆性增加
，骨折風險隨之而增加。

A骨頭的功用:
讓我們來先了解一下，身體的骨頭

有哪些功用?
1. 保護身體各器官因外來的衝擊而

受損害
2.支撐起全身體的架構
3.使我們行動自如
4.提供骨髓製造血球細胞的塲所
5. 礦物質、尤其是鈣質的儲存場所
B骨骼的結構:
骨骼含皮質骨及鬆質骨（小梁骨）

，其中成年人骨骼含 80％的皮質骨和
20％的鬆質骨，緻密的皮質骨形成骨骼
的外殼，而多孔的鬆質骨以蜂窩狀形成
內部結構。 骨骼中的成骨細胞和破骨細
胞活性之間的平衡，則導致了骨骼連續
的重新塑造過程。 破骨細胞破壞骨骼，
而成骨細胞可幫助重塑骨表面並填充骨
腔。

C 骨骼的成份:
骨骼的成分是由 30％基質和 70％

礦物質鈣所組成， 它們的組合成分使骨
骼堅硬及結實。基質中有90％至95％由
具有彈性膠原纖維（也稱為骨膠原）所
組成， 膠原蛋白的彈性主要提升了骨骼
抗斷裂性的功能，礦物 「鈣」 賦予骨骼
剛硬性。

D鈣質的新陳代謝:
破骨細胞將儲存在骨骼中的鈣在回

收 (resorption) 到體循環中，成骨細胞骼

負責骨骼的形成，兩者是骨
骼中調節鈣平衡扮演重要的
角色。每天約100毫克的鈣質
由尿液排出，900 毫克的鈣質
由糞便排出。如果我們無法
每天補足鈣的流失，久而久
之，就導致骨質疏鬆的現象
。

E. 骨質的成長:
骨骼的含量在三十歲時

達 最 高 峰 ， 皮 質 骨 每 年 以
0.3%-0.5%減少。婦女停經後
，由於何爾蒙血中濃度減少
，導致皮質骨流失更多，每
年流失約 2%-3%左右。年齡
增長及荷爾蒙改變導致鈣質
的流失。這也是老年人及停
經婦女需要補充鈣質的原因
。

F. 導致鈣質流失的原因:
鈣和維生素 D 是骨骼生

長所需的重要營養素，副甲狀腺素、糖
皮質素、雌激素和睾丸激素減少、壓力
、缺乏運動、飲食習慣、抽煙、喝酒、
藥物如抗癲癇、化療、氫離子幫浦阻斷
劑(胃藥)、利尿劑 (furosemide) 藥物及其
他疾病如糖尿病、肝腎病變、甲狀腺抗
進等疾病，都會導致鈣質流失。

G. 骨質疏鬆的臨床現象:
如果您的骨骼因骨質疏鬆症而變得

弱，您可能會出現以下症狀和體徵：椎
骨破裂或塌陷引起腰椎痛，隨著時間的
流逝身高往下降， 彎下腰姿勢的傾向，
骨折的發生率比預期高。

H.因骨質疏鬆而易於骨折的部位有
脊椎、前臂骨、髖關節骨

I. 骨質疏鬆的補救及藥物:
1. 鈣的攝取：我們基本每天要補充身

體固定排出的 1000mg 鈣。此外，鈣質
的需求依年齡有所不同。還有，老年人

及停經婦女所需鈣的
補充相對比較高，如
圖一所示。
2.補充維他命D ：維
他命 D 可稱為鈣質的
搬運工具，同時服用
時可增加鈣質在腸胃
的吸收。維他命 D 可
從身體曝曬太陽而獲

得，但現在的人因工作而無法每天安排
時間在太陽下活動而獲得足量的維生素
D。維生素D除了協助維鈣質吸收外，
維生素D在免疫系統及細胞的生長等也
扮演重要的角色。

3.依照醫囑服用減少鈣質再吸收的
藥物：有口服、鼻子吸入劑及注射劑。
一般口服一星期一次，某些藥物一個月
服用一次。提領藥時詳細問藥師以免服
用錯誤。切記服藥30分鐘後方可躺下避
免因藥物滯留在食道內造成食道的損傷
。至於鼻子吸入劑，每天僅吸一劑，不
是各鼻鼻孔吸一劑，且二鼻孔每天輪流
吸入。注射劑預留給一些病患無法承受
口服藥物的副作用，且半年注射一次。

J. 多攝取含豐
富鈣質的食物

以下食物富含
較多鈣質，像乳品
、全穀根莖類、蔬
果類中的海帶、波
菜、葡萄乾、芥菜
，豆類、魚貝類、
堅果類中的芝麻、
愛玉子、杏仁、花
生等等，如圖二所
示。

K. 含有豐富維

生素D 的食物
食物中的黑木耳、鮭魚、秋刀魚、

乾香菇、吳郭魚等，都含有豐富維生素
D，如圖三所示。

L .結論
了解骨骼的功能及重要性，我們每

天應注意對骨骼有不利影響得的因素如
抽煙、飲酒過量、飲食不均衡、缺乏運
動等因素。此外，為了鞏固 「骨」本因
歲月的增加、婦女停經後導致荷爾蒙失
調而有所流失，每天補足鈣質及維他命
D。如你想要留住 「骨」本，身手敏捷
且健步如飛，應立即放棄不良的生活習
慣及修正飲食，規律適當的運動，享受
美好的人生。

下列詞句給大家互相勉勵:
攝取鈣質多活動，骨頭鋼硬如樑柱

，手腳靈活且敏捷，骨質疏鬆我不碰。
促銷活動 : 為了迴餽鄉親，民眾買

鈣片或維生素D 第2 瓶以原價的五折優
惠。
美 福 藥 局 梨 城 總 店 華 語 專 線:
866-466-4499。傳真: 281-506-2454。
地 址: 6302 Broadway Street, Suite 100,
Pearland, TX 77581。網址: www.medx-
pharm.com

中 國 城 服 務 處 華 語 電 話:
832-605-5849，地址: 9901 United Dr.,
Houston77036 (Relux 瑞樂和苑內，在
Hmart後面，合源坊正前方路段)。

一失足成千一失足成千 「「骨骨」」恨恨 ------談骨質疏鬆症談骨質疏鬆症
作者作者:: 符永豐符永豐((美福藥局經理美福藥局經理))

正常骨質正常骨質V.S.V.S.骨質疏鬆骨質疏鬆

含有豐富維生素含有豐富維生素DD 的食物的食物 多攝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多攝取含豐富鈣質的食物

鈣質及維生素鈣質及維生素DD的需求量的需求量



BB66醫生專頁

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星期日       2020年5月24日       Sunday, May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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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網站



BB77醫生專頁

D03-FA_YiZhouMD周藝_16C_2467

7850 Parkwood Circle Dr, B6 Houston.TX 77036

（牛皮癬，慢性濕疹， 

老年性皮膚瘙癢和白癜風）。

 JIAXIN LU, M.D

Board Certified by 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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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地址：4899 hwy 6 ste 210 C, Missouri city,Tx 77456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美南新聞
休斯頓地區
最大華人媒體

報紙 電視 廣告 黃頁

微信公眾號

美南電視15.3

美南日報

休斯頓黃頁 分類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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