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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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西方不少國家，向其國內子民
，進行一項對華觀感的調查報告。令人
震驚的是： 73%的西方國民對華呈現極
大反感 ，調查指數創歷來新高！

加拿大國民對中國負面評價越來越
差，比例達到73%，創下疫情爆發以來
的新高。
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項針對全球14個國
家的調查顯示，今年以來，全球對中國
的負面看法激增。去年的調查結果出爐
時，西方各國之間的差異仍然是很大，
但是到了今年，情況大大改變，每個西
方國家的大多數人民，都對中國持負面
看法，他們認為北京在處理香港局勢時
，做法不妥。而應對COVID-19疫情方
面，更是做得不好。

在加拿大、澳洲、英國、德國、荷
蘭、瑞典、美國、韓國和西班牙，對中
國的負面看法，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在加拿大，有73％的受訪者對中國持負
面看法，比去年的紀錄高出6個百分點
。前聯邦財政部助理副部長、渥太華大
學社會與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斯

頓（Margaret McCuaig-Johnston ），曾
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幫助建立加拿大和中
國之間的關係。她對今年中國名聲跌到
低谷，感到萬分驚訝，她表示，自從習
近平上任以來，各個國家之間對中國的
看法相當一致。

約翰斯頓接受《星報》訪問時說：
「習近平應該會從調查結果中得到暗示

，說他的激進外交政策行動沒有奏效。
」

在接受調查的 14 個國家中，有
78％表示他們對習近平 「在國際事務中
做正確的事」不抱有信心。
不過，公眾對美國的看法更為負面，
84％的人認為美國對疫情處理不力。全
球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領導信心低於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該報告的主要作者西爾弗（Laura
Silver）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
世界兩大經濟強國的公眾評價均出現暴
跌。
西爾弗在接受《星報》的電話採訪中說
，絕對可以看出，各國對處理 COV-
ID-19疫情的態度，令人對美國和中國
的看法蒙上陰影。

約翰斯頓表示，中美兩大國如此不
得人心，未來幾年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既

危險又不穩定
。中美局勢影
響世界大局。

該調查是在2020年6月10日至8月
3 日期間，對 14,276 名成年人進行了電
話訪問完成的，正負誤差率為4.2%。
與此同時，在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項調
查中，大多數受訪者對各自國家處理疫
情方式給予了更為積極的評價。 在加拿
大，只有11％的人認為加拿大政府對疫
情的處理不力。最近的全球民調顯示：
73%外國國民討厭中國 創本世紀新高

48 小時 之前 ，美國智庫 「皮尤研
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周二
（10 月6日）公布一項在14個主要先進
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這14國
的國民全體均討厭中國。整體來說，這
些外國國民有73%對中國抱持負面看法
，僅24%是正面看待。其中9國的國民
「對中國的不信任度」更創下本世紀新

高。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不信任程度
也衝上78%的高點。這14國是美國、加
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丹
麥、西班牙、瑞典、比利時、荷蘭、澳
洲、日本與南韓。

皮尤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定期就
各國國民的對中國態度進行民調，除了
義大利人一開始就對中國不抱好感外，
其他11國的國民後來均出現 「死亡交叉
」，對中國的負面觀感大於正面觀感。

（楚楓按：比利時、丹麥的國民，還是
今年起才成為調查對象，這兩個國家，
也是一開始調查訪問時，就對中國不抱
有好感。）

周二公布的民調顯示，平均來說，
在這14國，有多達73%的外國國民對中
國沒有好感，甚至有12國 「對中國持負
評」的民眾超過70%；曾拍片要求中國
人 「不要隨地大小便」的瑞典，更有高
達85%的國民對中國持負評；僅次於日
本（86%）。只有西班牙、義大利，對
中國負評的民眾 「壓在」6 成（63%、
62%）。

依比例排序，分別是日本（86%）
、瑞典（85%）、澳洲（81%）、丹麥
（75%）、南韓（75%）、英國（74%）
、美國（73%）、加拿大（73%）、荷
蘭（73%）、德國（71%）、比利時
（71%）、法國（70%）、西班牙（63%
）、義大利（6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澳洲民眾對中
國的負面觀感暴增了24個百分點至81%
，衝上近年新高。英國民眾對中國的不
信任度也暴增19個百分點至74%。瑞典
、荷蘭、德國、美國民眾則均較2019年
增加15個百分點。

皮尤研究中心特別指出，在美國，
自2018年以來，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印
象一直在穩步上升。類似地，在南韓、
英國、荷蘭、加拿大和瑞典，這是連續

第二年負面觀點達到歷史新高。整體來
看，除法、義、日以外，其他9國（比
利時、丹麥因為首次調查，不予列入）
的國民 「對中國的不信任度」都創下本
世紀新高

此外，有6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
政府應對武漢肺炎不力，導致病毒由中
國蔓延全球。尤其在日本、南韓，抱持
這看法的受訪者均高達79%，澳洲、丹
麥也分別有 73%、72%的人，不滿中國
政府的防疫表現。

另一方面，有84%的受訪者認為，
美國防疫不力。63%的人肯定世界衛生
組織（WHO）應對疫情的表現。

對於習近平的印象，78%的人表示
，他們對習近平不信任，不相信他會
「在國際事務中做正確的事」。抱持這

看法的受訪者，在日本高達84%，其次
是南韓83%、瑞典及丹麥均82%、法國
80%、澳洲 79％、德國 78%、美國 77%
、英國76%、義大利及西班牙均75%。

其中，美國民眾對習近平的負面觀
感暴增27個百分點，衝上新高。澳洲民
眾對習的不信任度也暴增25個百分點。
義大利民眾也沒有因為 「一帶一路」對
習近平改觀，不信任度較2019年增加21
個百分點，同創新高。皮尤研究中心分
析，這樣的結果與受訪者對 「中國如何
處理武漢肺炎爆發」的評估密切相關
（認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共隱瞞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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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民眾對華反感創歷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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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結識趙青坪

上週言及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楊
家買下休士頓之 「李家莊酒家」來經
營後，甚受此地華人食客歡迎，有個
週末的晚上，我見到一對彬彬有禮的
中年華人夫婦， 被我店帶位員工，引
進大堂之內. 家父對我曾早有訓示：
對於自己的唐客到來光顧，要盡量殷
勤，以表示對大家同是中國人的尊重
。因此我即席走到他倆的座位上來，
定眼一看，這位衣着整齊、面上架有
金絲眼鏡的先生，似曾見過。我再定
睛一看，連忙向對方請示： 「先生莫
不是來自香港的著名畫家趙青坪先生
？」 「在下正是」 對方笑容滿面地回
答。繼而向我提出： 「你就是這裡的
新東主楊楚楓公子？」 「失禮，小生
正是」，我低聲回應。

大家都是文化中人，彼此一來一

往、三兩句斯文話語，就拉
近了我們的距離，也造成了
此後四十年的 「酒逢知己千
杯少」的溫馨塲景。

當晚我向趙大師表達出十年前，
曾經在香港大會堂，欣賞過他的詩
書字畫大作，非常仰慕。趙大師也
說及： 自從你們楊氏家人到休市買
下李家莊後，不時在美南報的廣告
上，見到我親筆所寫的宣傳文字的
版面， 「楊公子你善於運用中國古
典文學的詩句、成語來表達你們對
粵菜深有研究，使到休市華人，對

你們另眼相看。這可證明楊公子的是
一位浸淫中文的學者」。聽上趙大師
的一番過譽，我搖首回應： 「趙大師
過獎矣，所謂學如深海，我只是滄海
一滴。請趙大師勿以楊公子稱呼我，
我願作為大師的子弟，向你求教。」
「既然這樣，你也不許稱我為大師，

叫聲趙老師便好。」
聽罷，我們相對而笑。經此正式

認識之後，有段日子，趙老師夫婦也
常於週末之夜，到來我店晚飯，只是
那個時刻，都是酒家的黃金時期，西
人食客固然川流不息，華人食客也有
所增加，好像此地黃氏公所主席黃維
經、黃仕遠；李氏公所李洪芳、李學
植，大安海鮮公司老闆何鴻、290 華
人超市老細 Peter 家人等，亦有到場
品嚐家父出色的粵菜。我每個週未奔

走在中美客人之間，頗有分身不暇之
態。是以趙老師看在眼裡，十分醒目
，之後每次到來，只跟我淺說幾句便
中止，好誏我去招呼其他食客。大約
一年過後，他向我道出： 從休市中北
區的Airline 大道，遷居到西南區新唐
人街去有所發展，因為離我店較遠，
今後機會機會也許會減少。大家一聲
珍重，後會有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年代，因為
美國總統尼克遜曾經到過中國首都北
京訪問，食過北京鴨、木須肉等北京
菜式，美國人民從電視新聞畫面上目
睹一切，對唐菜產生了一派好感，不
少食客更如癡如醉，風氣影響之下，
美國大小唐飧店生意都是一片火紅。
我李家莊蒙受此良機，酒家生意當然
是一片興隆。不過我這位一介書生，
書味不改，即使自已酒家業務是多麼
繁忙，然而我在營商的同時，也不忘
我自己生平所好， 「文章報國、言論
匡時」。每週均按時為港澳地區報章
期刊，撰寫歷史政論文章，並報導美
國動態及華人近況。此外，我本人也
因為愛好舞文弄墨，不時在書房中，
寫下雜感詩詞，來作自我解慰。與此
同時，不時手握一管毛筆，端端正正
地把詩詞寫在宣紙簿上，以作懷念。

可惜在距離今天 40 年之久的 八
十年代，休市中文書局,屈指可數，要
買有一枝上好毛筆、一塊好紙板、一

罐黑墨水，真是談何容易。這誏我在
每天小息之時，想起趙老師來，他是
著名畫家，當然大有門路。但是已有
一段時間沒有跟趙老師聯絡，究竟到
哪裡可以向他請益呢？

也許上天見憐我這個書生，竟然
在1987 年的一個秋天，一個機會來到
。有位華人食客告訴我，在休市西南
區唐人街上一座新開的王朝商場二樓
之內，開辦了一間名叫 「亞藝畫廊」
的店鋪，聽說主辦者乃來自香港的一
位畫家。我一聽之下，如獲至寶，估
計 「亞藝畫廊」的東主，非趙老師莫
屬。故此選一個週三的下午，驅車30
多公里，上到百利大道上的王朝商場
二樓，舉頭一看， 「亞藝畫廊」就在
眼前。我馬上登門入肉，赫然出來迎
客的，竟然正是我所尋覓的趙靑坪老
師夫婦呀！

經過一番寒喧敘舊後, 我才知道
趙氏夫婦移民來美的初段生涯。

無獨有偶，他倆也是與我一樣，
於 1975 年移民來美。時為 11 月聖誕
節前夕，落腳在美國首屈一指的大都
會紐約。紐約市華人十多萬，詩人騷
客、書家畫師，也為數不少，趙老師
初步滿心歡喜，認為 「物以類聚、人
以群分」，今後可以一揮如就。不過
安頓下來，稍為觀察四周環境，大有
古代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去到當時唐代
大城市長安一樣，被當地官第人家所

說： 「居長安 大不易」。趙氏觸目所
見，也大有 「居紐約、大不易」之感
。正當趙老師在何去何從，舉棋不定
之際，趙太杜春城胞妹之夫婿黃玉振
，極力遊說趙氏二人離開紐約，南下
休市，大展拳腳。黃玉振力言： 休市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華洋共居、生
機勃勃、機會隨處所在，佈市不少華
人，安居樂業，生機盎然，何必留在
紐約，跟人拼搏？

趙太之妹夫黃玉振，原來跟趙老
師一樣，地道香港人，出生於香港，
一起同唸中小學，一向十分敬佩趙老
師的天才畫技，兩人亦十分投契，每
次碰面，天南地北、東西文化，談得
不亦樂乎。黃玉振較趙老師早來休市
定居經商。自他得知趙老師夫婦到紐
約落腳後，便不斷力勸他們放棄這個
「大萍果」（紐約:外號）改來休市這

個 「牛仔之家」（The home of Cow-
boy)生活。 「休市天地廣闊、大有作
為」 「華人經商工作，掂過碌蔗」。
半年之中，幾乎每隔一天，黃玉振便
去電紐約，向趙老師作出勸說。單單
是長途電話費用，也花上幾十元，久
而久之，令趙老師也為之心動。想到
趙太有兩位胞妹在休市，他們的生意
也令人滿意，因此，趙老師夫妻便於
1976 年初夏，南遷至休市，展開人生
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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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每一次選舉我們
都可以扭轉局勢，今年選舉，華裔公民
開始踴躍站出來投票，的確，力量就掌
握在你手中，你的一票非常重要。投票
率如果相對地增加，自然能形成一股強
大的力量，當候選人與政治界意識到華
裔民眾的力量，才是華人地位的提升之
時。

注意: 幾個重要的選舉日期
今年選舉，有幾個重要的日子要提

醒大家，除了選舉登記截止日是十月5
日之外，郵寄投票申請截止日是十月23
日，提早投票日是十月 13日到十月 30
日，而選舉日是十一月3日。剛剛成為
公民的人，並非自動享有投票資格，還

需要登記才可以，民眾可以到 https://
www.votetexas.gov/mobile/index.htm?
from=singlemessage、 或 是 https://team-
rv-mvp.sos.texas.gov/MVP/mvp.do 輸 入
自己的相關資料，就可確定。

另外，如果已經有好幾年都沒有去
投票，民眾也應該去查詢，確認自己的
投票資格是否還有效。

為華裔子孫爭取地位，要投票!
許多華裔公民覺得自己很忙，並沒

有主動去投票，但是，長遠來看，如果
想要為子孫在美國奠下更公平的基礎與
地位，您一定要去投票。如果想為華裔
無論在政治地位、或是爭取權益上盡一
份心，您也必須投票。

我們的聲音真的非常重要，希望可
以號召整個華裔社區的力量，每個公民
都出來投票，使華裔的聲音更有份量的
發出來!

投票能讓社會聽到華裔的聲音，並
維護華裔的權益，當民眾關注一項議題
、或者想要改變某個情況，出來投票是
最好的表達方式。

爭取平等和公正的環境
Kathy Cheng 是第一位華裔女性參

選德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她是民主黨提
名的候選人，希望為全德州人民爭取平
等和公正的環境，Kathy 將競選的是第
六席位(Place 6)。

今年春季，她在民主黨黨內初選時
，以74.50%的得票率，擊敗同黨白人對
手 Larry Praeger， 漂 亮 的 贏 下 初 選 。
Kathy Cheng 希望華裔民眾能夠延續
2018年的努力，為下一代華人創造在美
國的價值和平等環境。

公民投票的重要性
Kathy Cheng 表示，無論是亞裔、

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等，在自由民主
的美國社會中，依然要透過投票來為自
己和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環境。Kathy 進
一步說明，她之所以會參與競選的原因
是因為，希望能夠為全民爭取法律的公
正和廉明性。就如同 ”美國效忠宣誓
” 文中提到的 ， 「我謹宣誓效忠美利
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
上帝（上天）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

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而現今社會中，
法律的公正和廉明性，依然需要大家更
多的努力，才可真正朝向此目標前進。

匯集華裔的力量: 團結就不可小看
Kathy 本身也是非營利組織的義工

，在許多活動中她呼籲選民投票的重要
性。透過投票權民眾就是發了言，一旦
民眾的聲音被匯集起來，才會被重視，
如同一根筷子沒有什麼力量，容易被折
斷，但一把筷子就無法輕易折斷，團結
力量才會大，華人地位要提升，先要讓
候選人意識到華裔民眾的力量不可小看
。

Kathy 表示，希望用選民手中的選
票，選出理想的候選人，這是為了下一
代努力，讓下一代、甚至下兩代子孫，
能有公平的地位，能受重視。在選舉時
你站出來投票，這份力量就被傳達了，
就可改變現狀。讓有能力的人站在對的
位子，你的一票會造成改變。

有興趣加入義工群、參與民主政治
或捐款，支持 Kathy Cheng 競選德州最
高法院法官活動者，請至網站 www.

chengforjustice.com， 或 聯 絡 in-
fo@chengforjustice.com。

選民登記申請網站: https://www.
votetexas.gov/mobile/index.htm?from=
singlemessage
也可以用郵寄的方式投票。

要投票要投票!! 為自己與華裔爭取地位及權益為自己與華裔爭取地位及權益
重要提醒重要提醒 提早投票日於十月提早投票日於十月 1313日開始日開始

國泰保險國泰保險 幫助民眾申請醫療健康補助幫助民眾申請醫療健康補助
協助老人紅藍卡保險協助老人紅藍卡保險、、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本報休斯頓報導) 奧巴馬健保是所
有65歲以下的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均
有資格申請的健康保險，這是一項服務
於每個州，希望能幫助個人、家庭、和
小企業購買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險。

民調顯示，健保的話題在今年選舉
將繼續深受關注，而川普總統提名巴瑞
特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於巴瑞特曾表
示，她將以她的生涯導師、已故前大法

官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為榜樣
，他對於廢除歐巴馬健保都投下
贊成票，但兩次都未過關。

然而，拜登強調，新冠肺炎疫
情尚未弭平，歐巴馬健保可說與
美國民眾的命運息息相關，他表
示： 「這攸關人民能否在疫情之
中獲得健康照護。」

無論如何，民眾希望政治人物
能以大眾的健康與保障為前提，
提供給人民能夠負擔的保險。奧

巴馬健保按保險金額分成銅、銀、金、
白金等四級，投保人可以自己選擇級別
。

提醒民眾，11月1日至12月15日為
奧巴馬保險的申請時間，政府為符合資
格的家庭及個人提供醫療補助，有更多
人可以有保險，民眾務必記得要申請。
在休斯頓的國泰保險(Guotai Insurance)

協助奧巴馬健康保險免費申請，以客戶
至上的精神，幫助民眾申請醫療補助，
歡迎有需要的民眾詢問。

此外，國泰保險也擅長聯邦年長者
紅、藍卡健康保險（65歲及以上或特定
人員）、紅藍白卡醫保 DUAL SPE-
CIAL NEEDS(DSNP)、優惠醫保(Medi-

care Advantage)、 處 方 藥 醫 保
(Prescription Drug Plan)、補充醫
保(Medicare Supplement)、個人
或家庭醫療健康保險、旅遊保
險、牙齒保險、團體或公司
2-50人或以上醫療保險。

聯邦年長者紅、藍卡健康
保險的註冊開放期是十月十五
日至十二月七日，長者們若有
需要申請，或是更換保險計畫
，都歡迎詢問國泰保險。

另外，國泰保險也涵蓋人壽保險、
儲蓄年金、退休計劃、財產規劃、長期
護理，代理全美A級以上人壽保險公司
產品，能為客戶量身打造最適合需求的
理財優惠計劃，還能為從國外來探親旅
遊的個人購買美國頂級的人壽保險。

如果對保險業有興趣就業者和創業
者，國泰保險也協助入門和申請執照，

歡迎來電查詢， 服務至上，非上班時間
請預約是：346-970-0687。

國泰保險洽詢熱線 832-875-8084
。微信號：yiyichen6809。

Email： gtbetteridea@gmail.com。 地
址在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Tx 77036(位於百佳超市對面街，金城銀
行右手邊的盛世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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