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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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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 P H T X . O R G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遇糾紛如何找到好律師遇糾紛如何找到好律師、、哪些案子必告無疑哪些案子必告無疑？？如何與壞律師分手如何與壞律師分手？？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JxJ---JxJ 論壇論壇:: 中澳關係陷冰點中澳關係陷冰點，，衝突背後發生發生什麼事衝突背後發生發生什麼事？？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與澳大
利亞簽署雙邊自貿協定、兩國領導人
定期互訪......很難想象這只是短短幾年
前的事情。如今，我們似乎只能看見
澳中兩國政府拿起“擴音喇叭”隔空
喊話。澳中關系是怎樣壹步步降至今
天的“冰點”的？

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壹直在中美
之間遊走：與美國結盟維繫軍事和國
家安全；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的市
場。這是中澳在上世紀1970年代建交
之後逐漸成形的不點明的外交方向。

2015年 12月，澳中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允許澳洲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
逐年遞減關稅，鞏固了中國作為澳洲
最大的礦業和能源市場的地位——澳
洲超過70%的鐵礦、煤礦和天然氣都

是出口至中國。單在2017年，澳洲就
向中國出口了超過850億澳元的能源
產品。在留學產業、旅遊、投資方面
，澳洲也獲利無數。而澳洲與美國作
為盟友，也是歷史悠久。澳洲在1941
年成為 「五眼聯盟」 壹員，和美英加
紐共享情報。二戰後的 「澳紐美安全
條約（ANZUS）」 確定了澳洲作為美
國緊密盟國的地位。澳洲也長期有美
軍的情報單位設站，並由美軍在澳洲
開展各類軍事訓練。2001年的阿富汗
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澳洲也
均有參與其中。

如今，平衡似乎難以為繼。澳洲
媒體形容，中澳關係跌到建交以來的
最低點，兩國貿易戰持續，引發澳洲
國內農礦業擔憂。僅是短短五年，中

澳兩國關係是如何隨著近年來中美關
係緊張而走到如斯田地的？這些年發
生了什麼事情？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
《JJ觀點》，本期話題---
中澳關系是如何走到冰點的
？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與國
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金路威
與您分享他們的觀點。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頻道的《JJ觀點》，美
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美最大
的中文電視平臺，您家如果
安有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
！也可以在美南新聞網站
scdaily.com，youtube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

聞頻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
目。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

時隨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
視15.3《美南時事通》節目主持人蓋軍
、記者肖永群日前邀請德州民事訴訟
律師Tracy Lin壹起來談談遇糾紛如何找
到好律師、哪些案子必告無疑？如何

與壞律師分手？
蓋軍：在美國生活，有人說在美

國壹定要有兩個朋友，壹個是醫生，
壹個是律師，有了這兩個朋友，妳心
裏就有底了，幹什麼事兒都能預先有

個人商量壹下，咨詢壹下，少
走彎路。尤其是移民美國的移
民，有很多事情不懂，美國的
法律又多如牛毛，所以凡事請
教律師非常重要。

Tracy Lin：華人來到美國，要
找到壹個適合妳的律師非常重
要，因為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同
，美國訴訟文化流行，華人千
萬不要忍氣吞聲成弱者。遇到
法律問題的時候，先去朋友圈
裏打聽，哪個律師比較靠譜，
相對於廣告來說，口碑比花錢
打廣告更靠譜。口碑，口碑，
口碑！

蓋軍：我有個朋友，出了車
禍，他束手無策，像這種情況

應該怎麼辦？
Tracy Lin：其實，在律師界，車禍

這種案子是最基本的小案子，基本上
律師助理就可以辦。妳委托律師事務

所辦，但實際上也是律師助理在辦。
但是，選律師助理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妳打電話過去，接電話的律師助理
接妳的電話，與妳對話，其實大家心
裏就可以有個大概其的看法，知道是
不是要選擇這家律師事務所。
蓋軍：很多人不敢去打訴訟，有壹個
很大的原因是認為律師費很貴，您可
不可以透露壹下律師費的行情。

Tracy Lin：不同的律師收費也不同
，不同類型的案子收費也不同，不過
，壹般都是按小時來收費的。對於民
眾來說，最好是找不勝訴不收費的律
師，當然這個也要看案子的具體情形
，沒有人敢說這個案子最後會怎麼樣
怎麼樣，因為這個是要看法庭怎麼判
，但是律師是可以尋找最有利於客戶
的方法去打官司。
肖永群：華人的個性是比較會息事寧
人，不想惹事。那麼，您作為律師，
建議華裔民眾遇到什麼樣的案子壹定

不能忍，要去法庭打官司。
Tracy Lin：其實，兩萬塊以下的訴

訟金額都可以自己上小額法庭去辦，
那裏有表格自己填，費用很少，而且
有時候還有義工律師免費幫忙。德州
的小額法庭是很偏向於民眾這壹邊的
，偏向於弱勢群體，不會偏向於大公
司。華人民眾學會自己處理這些小案
子，對自己來說既能省錢又能鍛煉自
己的自信，是很好的體驗。

《美南時事通》節目是美南國際
電視的主打時事政論節目，每天7PM
首播。每周壹至周五6:30PM是美南新
聞聯播直播，7PM就是《美南時事通
》，主持人蓋軍是美南新聞總編輯，
他與美南新聞記者肖永群壹起每天采
訪美國華人華僑界的風雲人物，暢談
政治，針砭時弊。請每晚7點守住15.3
頻道，收看《美南時事通》。



BB33
星期五       2020年12月18日       Friday, December 18, 2020

德州本地新聞

疫情“仍然處於危險關鍵”時刻
美國明年中秋後有望恢復正常

麻省總醫院研究發現 酗酒可能導致男女情緒處理方式大不同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本報訊)中國人常說“小酌怡情”、“每天一口酒，活到九
十九”，而人們飲酒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門：開心慶祝，舒緩心情
或借酒澆愁，殊不知過量飲酒對身體造成的傷害非常大。既往研
究表明，較難控制情緒的人可能飲酒更多，而過度酗酒則有可能
導致酒精使用障礙。現有研究已探討了酒精使用障礙與大腦感知
情緒過程之間的關係，但這些研究通常很少區分性別帶來的差異
結果。因此，來自麻省總醫院Martinos生物醫學成像中心、波士
頓大學和波士頓VA醫學中心的研究人員決定進一步探索患有酒

精使用障礙（AUD）的男性和女性在情緒處理方面的差
異。

該研究的參與者為正在接受酒精使用障礙康復治療的男
女性以及不飲酒的對照組。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展示了一
系列調性為厭惡、情色、恐怖、愉快或中性的照片，從
而觸發他們的情緒反應。參與者需要對他們看完照片後
的感受進行評級（感覺良好、糟糕或中性）。同時，為
深入了解受試者的情緒並確定其大腦區域的活躍情況，
研究人員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掃描（fMRI）技術來測
量受試者腦內的血流變化。

研究團隊將兩組受試者的大腦活躍程度進行比較，亦分別對
兩組中的男性和女性受試者進行了橫向比較。有研究認為，酒精
使用障礙會同時抑制男性和女性的情緒反應。

然而通過此次試驗，Sawyer博士發現了一些更有趣的結果：
男性和女性的情緒處理方式存在顯著差異，而且酒精使用障礙並
不總是抑制情緒反應。

根據fMRI掃描結果顯示，與不飲酒的男性和患有酒精使用

障礙的女性相比，患有酒精使用障礙的男性大腦活躍程度明顯偏
低。掃描圖像表明，這部分男性的大腦對每一種情緒刺激的反應
都呈現減弱狀態，研究人員相信，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他們
對正負面情緒的敏感程度均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患有酒精使用
障礙的女性在出現愉快情緒刺激時，大腦的活躍程度反而要高於
不飲酒的女性。 “基於此次研究結果，我們相信對於不同性別
的酒精使用障礙患者而言，其情緒體驗以及相關的大腦反應機制
可能都不一樣。 ”Marlene Oscar-Berman博士表示。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
礎的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
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
行性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
植生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

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
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療機構。

（綜合報導）據 cnn、cnbc 報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的疫苗顧問將在周四舉行會議，討論Moderna的疫苗，
官員們希望這次的緊急使用授權能比輝瑞疫苗更快。

數百名美國醫護人員已經接受了第一劑輝瑞疫苗，許多州已
經宣布，他們還期望本週開始為療養院居民接種疫苗。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週三發布的清單，輝瑞已經為
各州分配了超過290萬劑疫苗。大約21天后，將有超過290萬人

接種第二劑。
第一次疫苗接種和Moderna即將獲批都是好消息。但是，美

國的大流行肆虐仍未結束，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
據白宮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稱，儘管美國北部和中部在減緩

病毒傳播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人口稠密的州，這種情況
仍在增加。

工作組說：“北部平原，上中西部以及一些落基山和中部核
心地區的疫情穩定已被人口稠密的州（佔人口的82％）的嚴重
惡化所抵消。”

而現在，美國人有了重要的選擇：如果人們再次選擇旅行和
聚會，那麼即將到來的假期可能進一步推高感染病例、住院和
死亡。

此前，儘管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在感恩節前敦促
不要旅行，但仍有超過四百萬人外出度假。

福奇說，如果明年大多數人接種疫苗，美國可能會在秋天10
月恢復正常

白宮新冠病毒顧問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告訴CNBC，
如果明年有足夠的人接種Covid-19疫苗，美國可能會在明年10
月恢復到正常狀態。

他說，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在餐館裡繼續用餐，看電影並安全
返回學校。福奇說，要到達那裡，將需要75％至85％的人口接

種疫苗。這將產生免疫“傘”，以防止病毒進一步傳播。
大流行期間，美國假日消費者更多地在網上購買禮物，另一

方面，他們放入購物車的商品也越來越少。
NPD Group的數據顯示，衝動購物通常佔整體假日消費的

25％。然而，據市場研究公司估計，今年預計只有18％至20％
，本季的銷售可能損失50億至70億美元。

非處方新冠檢測可能2月在藥房上架
昨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非處方新冠

檢測的緊急使用。
Ellume首席執行官肖恩·帕森斯（Sean Parsons）表示，最早

在2月，可能會在全美藥房上架。
該產品是針對新冠的首個家庭檢測包，不需要處方即可購買

。
“我們將於1月初發貨。在1月，2月和3月的幾個月中，供

貨將不斷增加。”帕森斯（Parsons）說道，“我們預計在2月或
3月下旬，民眾在美國各主要零售商處都可以買到。”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數據匯總的
分析顯示，紐約州正在應對Covid-19病例激增的情況，在過去
一周中，平均每天新增感染10294例，比一周前增加了7％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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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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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去小学给学生做科普讲

座的时候，经常有小孩子问我：

“老师，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

鸟啊，它们到底有多小？”今日

物种日历的主角便是世界上现存

最小的鸟——吸蜜蜂鸟（Mellisu-

ga helenae），它们体长只有 5~

6cm，体重只有 1.6~2.6g，和一枚

麻雀蛋的重量相当，三四只个体

加在一起才有我们平时吃的鹌鹑

蛋那么重，这样你可能会更直观

地感受到，世界上最小的鸟可绝

非浪得虚名。

雄鸟会变色，也会换装

吸蜜蜂鸟是典型的性二型鸟

类，雄鸟在繁殖期羽色非常艳丽

，网络上曾经流行着一只安氏蜂

鸟（Calypte anna）变色的视频，

被冠以各种名字流传于朋友圈或

自媒体平台上。其实，好多蜂鸟

也能像安氏蜂鸟一样“变色”，

雄性吸蜜蜂鸟也是如此。

在繁殖期，雄性吸蜜蜂鸟头

部和喉部的羽毛也会随着观察角

度的变化而变色，呈现出夺目的

姹紫嫣红，并伴有鲜明的金属光

泽，这其实属于结构色，是由于

羽毛表面的沟纹、羽小枝内的小

颗粒、气泡和液泡等对光线所起

的折射和干涉作用而形成的色彩

。不过，这种鲜艳的变色效果只

见于繁殖季节。在非繁殖季节，

吸蜜蜂鸟头部和喉部鲜艳的繁殖

羽则会褪去，在外表上更接近雌

鸟，减少被捕食者发现的概率。

之所以吸蜜蜂鸟没能像安氏蜂

鸟那样成为“网红”，主要还是吃

了分布区小的亏。它只分布在中美

洲的古巴，是古巴的特有鸟类，而

且近年来由于栖息地破碎化比较严

重，分布区越趋狭窄，仅限于古巴

一些森林保护比较完好的地区，种

群呈逐渐下降趋势，目前已被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

为近危（NT）级别。

舌头分叉，吃得更多

作为蜂鸟中的一员，吸蜜蜂

鸟的食物也以花蜜为主，长长的

喙和独特的舌头是蜂鸟吸食花蜜

的利器。长长的喙可以深入花朵

中，而端部分叉的特化舌头上具

有褶皱，可以通过毛细作用吸附

并存储花蜜，舌头每秒可以在花

蜜中舔舐十几次，吸食花蜜的效

率相当高。现存的 340 多种蜂鸟

，为了吸食不同植物的花蜜，已

经演化出了各自独特的喙，蜂鸟

喙的结构和花朵的构造是极佳的

协同演化研究案例。

除了特化的喙和舌头之外，

蜂鸟们的悬停技巧也是它们能够

吸食花蜜的秘籍。它们的肩关节

相对比较特殊，可以让翅膀呈 8

字形扇动，从而实现上下前后的

飞行方式，加上每秒钟几十次的

扇动频次，使得它们能够悬停自

如地吸食花蜜。

和高频次的翅膀扇动伴随而

来的是高速的新陈代谢速率和更

高的能量需求，吸蜜蜂鸟每天消

耗掉的花蜜和昆虫的重量和自己

的体重相当，一天约有 15%的时

间都是在进食的状态，可能需要

光顾上千朵花。蜂鸟的体型虽小

，但由于新陈代谢比较快，所以

体温比较高，能达到 41℃，到了

夜晚环境温度下降时，它们能进

入半休眠状态，主动降低自己的

新陈代谢速率，从而更好地度过

温度较低的夜晚。

在气温较低的高海拔地区分

布的蜂鸟种类中，这一技能更为

明显，而吸蜜蜂鸟所在区域的条

件通常没有那么残酷，但其也保

留了这一生存技能。一般来说，

新陈代谢速度快的动物寿命往往

比较短，比如老鼠，但包括吸蜜

蜂鸟在内的蜂鸟却是个例外，它

们通常能够活好几年甚至十年以

上，这可能和它们可以在夜间半

休眠有关。

悬停不光为了吃，还为了繁衍

作为会悬停的鸟类，高超的

飞行技巧如果只用在觅食上自然

有些浪费，肯定还会用在求偶仪

式这一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在繁

殖季节，雄性吸蜜蜂鸟会聚在一

个叫做“求偶场”的地方，通过

声音将雌鸟吸引过来，然后再借

助自己的舞姿向雌鸟炫耀展示。

它们高超的飞行技巧此时又派上

了大用场，雄鸟往往会从高处俯

冲下来，俯冲到一定位置后快速

停住，保持悬停状态，然后再周

而复返地重复这一动作。心动的

雌鸟会选择和自己心仪的对象交

配，一般来说，交配是在停歇状

态下完成的，但也有人说可以在

飞行中完成，不过目前还缺少相

关的证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和其他有“求偶场”的鸟类

一样，吸蜜蜂鸟的婚配制度也是

多配制，大概率是一夫多妻制，

但也不排除部分雌鸟会和多只雄

鸟交配的情况。这种婚配制度下

，后续的筑巢、孵卵以及带娃工

作都是雌鸟单独承担。

交配完后，雌性吸蜜蜂鸟会

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用蜘蛛网

、树皮和其他植物纤维筑巢一个

小小的巢，直径大约 2.5 cm，和

一元硬币差不多大。至于它们的

蛋，那就更小了。雌性吸蜜蜂鸟

每巢只能产 2 枚卵（就其体重而

言，没有额外的能量产更多的卵

），每枚卵的重量约 0.3 g，长径

约6 mm，和大一点的黄豆粒差不

了太多。由于只有雌鸟孵卵，孵

卵期通常需要 21天左右，育雏期

则大约需要18天。

开始孵卵和育雏后的雌鸟往往

有着非常强的护巢意识，对入侵的

雄鸟更是警觉，一经发现就会将其

驱离，此举可能是为了降低自己巢

被发现的概率。毕竟一旦被天敌发

现，吸蜜蜂鸟的小身板并不会有太

强的抵御效果，而且极有可能还会

搭上自己的性命。

蜂鸟虽小，毕竟也是肉。据

记载，一些小型猛禽偶尔也会捕

食吸蜜蜂鸟，不知道蜂鸟的重量

能否填补它们捕食时的能量消耗

。除了猛禽之外，一些蛙类、鱼

类、捕鸟蛛和捕食性昆虫等也会

捕食吸蜜蜂鸟，可谓是命途多舛

。一只吸蜜蜂鸟从破壳算起，能

够顺利生存到七八年甚至十年，

绝对是运气爆棚了。

世界上最小的鸟儿
窝只有硬币那么大

最近，“容貌焦虑”成了全网热议的话题。

其实不仅成年人有“容貌焦虑”，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也会经历一个“审美敏感期”。

一般情况下，小朋友从5到7岁起，就开始关

注自己的容貌，会因为被人夸奖长得漂亮而开心，

也会因为被人说长得不好看而难过。

也有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出现“审美敏感

”，我亲戚家的女儿才3、4岁，就会主动要求妈

妈给她买漂亮的粉色小纱裙。每次出门前都要妈妈

给她编美美的小辫子，不然就不出门。

我家女儿的审美敏感期来的比较晚。上小学前

，我怕她穿衣服容易弄脏，给她买的衣服多是灰、

黑等暗色系的。她上小学以后，开始拒绝穿暗色的

衣服，说穿的像个男孩。她点名要糖果色的衣服，

比如粉红、粉蓝、粉紫，这些才是女孩的颜色。

最近，她又开始关注自己和其他人的容貌，别

人说她长的瘦，她会不高兴的反驳；别人夸她睫毛

长，她会开心好几天。

不仅是她，她的同班同学也开始对外貌敏感起

来。前几天，女儿还和我说：班上有个胖胖的女孩

，被同桌男生嫌弃长的又胖又丑，哭了好长时间。

有句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希望自

己完美无瑕呢？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长相

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我认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之所以会出现

容貌焦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乏自信。

看过电视剧《爱上你治愈我》，心理医生孙树

接诊一位从整容科转过来的病人，他是整容科的常

客，已先后做过大小十八次整容手术，手术不仅花

光他自己所有的钱，还把母亲用来养老的钱也花没

了。

还曾经因为在黑诊所做整容手术引起感染，差

点丢了性命。

他的问题不是出在他的脸，而是出在他的心里

。

他是做网络直播的，每天接触的都是帅哥靓妹

，而在网友一次次的打击之下，他对自己的容貌越

来越不自信。一旦业绩下滑，他就怀疑是不是自己

的颜值下降，观众开始不满了。

极度的不自信，导致他即便整的再美，也还是

不满足。

孙树看到病人的反应已经猜到了一二原因，对

他发出灵魂的拷问：“你喜欢自己吗？”病人心虚

，反问孙树：“你喜欢你自己吗？”

孙树回答：我不喜欢我自己，但我接受我自己

。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我承认自己的残缺，我

也会正确地面对它。

孩子长得不完美，父母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一生

这个时代，人们对审美很苛刻，要高、要白、要瘦

，要锥子脸、杏仁眼、樱桃嘴。

不仅要瘦，身材还得好，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穿M码的才是美女，而穿L码的就是烂大街的货

色了。

找对象，男的能胖但不能矮，女的能矮但不能

胖。有些人减肥成痴

，吃一点碳水都是过

错。

就连李宗盛在歌

中也不禁问一句“有

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

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其实如果内心不够强

大，即便拥有了完美

容颜，也还是会嫌弃

自己。

如果有一天，孩

子被人或者被自己嫌

弃长得不美，作为父

母的你，该如何去应

对？

有时候一颗自信

而强大的内心，远比

无暇的容貌更有价值

。

前不久，陶虹做

客《女人30+》，说到

女儿徐小宝曾因被同

学说长的丑，回家伤

心大哭。

陶 虹 回 应 说 ：

“我很诚实的告诉你

，你长得不丑，也不

漂亮，但我可以告诉

你一个特别棒的事情

，就是你长得独一无二，谁都没办法复制你。”

她既没有借机打击孩子，也没有盲目引导孩子

，而是呼唤起女儿的心底的自信——每个人都是独

一无二的存在，这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张庭最近也因为女儿长相的问题屡上热搜。当

了妈的人都爱晒娃，张庭也不例外，在她眼里，10

岁的女儿林家菱“很漂亮，很有国际范”。

然而，网友不买账，纷纷评论说：“就这单眼

皮，又黑又丑，还国际范？”

最近，张庭母女俩拍了一组搞笑视频，用另一

种幽默的方式，回应了网友的嘲讽。视频中，林家

菱称"不要再评论我的长相了"。并且一边说还一边

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脸，还表示"我又不是靠脸吃饭

"。

张庭还在一旁应和"你不靠脸，那你靠啥"。林

家菱迅速回复"靠嘴呗"。

网友不仅被逗笑，也被林家菱的乐观幽默折服

。

前不久，我还看到一段黑人美发师回应女孩说

自己丑的视频，感动落泪。

四岁的黑人小女孩Ariyonna，做头发时对发型

师说：“我好难看”。

发型师立刻停下来安慰小女孩：“不许这么说

，你可漂亮了。你有可爱的小酒窝，你超可爱！”

听到发型师的鼓励，小女孩心里的委屈释放，

对着镜头大哭起来。

发型师继续对小女孩说：“你有漂亮的巧克力

肤色，你可迷人了，你还有两个酒窝，现在没有几

个人同时拥有两个酒窝。”，“你很漂亮，黑色是

美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说，我会告诉你，你非常

耀眼，你非常漂亮。”

发型师还鼓励小女孩，你将来可以做任何你喜

欢的事，你可以做最好的美甲师、律师、医生、企

业家。当听说小女孩想当老师，发型师说：如果你

做了老师，你一定会是一个温和受人尊敬的好老师

。

在发型师的鼓励下，孩子的脸上终于绽放出自

信的微笑。

长相是外在的，即便美貌如花，也会随着时光

的流逝逐渐失去光环。而源自于内心的自信，才能

真正让人由内而外散发出别样的光彩，这种光彩不

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

我们做父母的人，并不都是最完美的人，我们

自己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尽力给孩子

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外部环境，也要多多关注孩子

的内心世界，从小就注意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第一：从学习、兴趣爱好以及见闻入手，提升

孩子自身的能力。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帮助他们

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培养一到两项受益终身的兴

趣爱好，形成孩子的特长；多带孩子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的多接触的多了解

的多，他们的眼界和格局自然就会变得不一样。

第二：帮助建立客观的自我评价。帮助孩子接

受自己的长相，客观地认识自己优点和缺点。告诉

孩子不完美也是自身的一部分，而正是那些不完美

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他们自己。

第三：父母的评价也要客观具体。作为父母，

我们首先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接纳孩子不够完美

的事实，夸奖孩子的时候要具体到某一点，不夸大

事实；批评孩子的时候也要就事论事，不打击嘲讽

。

第四：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父母不要事事为

孩子做主，尊重孩子的选择，会让孩子更有价值感

和自信心。

英国著名文豪培根曾说：深窥自己的心，然后

发觉一切的奇迹就在你自己。

自信心是一个人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有了自信心的孩子，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才不畏惧外界的众说纷坛。

敢于做真实的自己，敢于大声说出：我是独一

无二的存在，我是什么样，只有自己才说的算！

孩子长得不完美，父母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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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前阿拉斯
加州長、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薩拉·佩林
（Sarah Palin）提到法官時說，他們站在那個位
子上像“綿羊”，無任何程序和理由駁回了唐
納德·特朗普總統及其選舉欺詐和違法行為的盟
友的指控，以及上周發布德克薩斯州等州缺乏
提起訴訟的資格，並稱其決定“對我們的國家
而言是災難。”

現年56歲的佩林在2008年是副總統候選人
和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總統
競選搭檔。她對最高法院駁回總統和賓夕法尼
亞的“訴訟”為生質疑，該法律術語稱該案件
被提起訴訟為時過晚；德克薩斯州等州缺乏提

起訴訟的資格。
佩林周二在Newsmax電視台的《史汀菲特

》（Stinchfield) 上說：“這令人感到困惑，因為
我們缺乏勇氣。” “這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悲
慘的。我們確實看到了這麽多“綿羊”，我認
為他們只是追隨那些給他們利益的人們，他們
認為，如果他們（法官）跟隨他們，或者僅僅
跟隨像奧卡西奧-科特斯 (AOC)這樣的民主黨領
導人，那麽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AOC:衆
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

佩林在節目的早期引用了一段視頻片段，
該視頻片段顯示了奧卡西奧-科特斯穿著一件運
動衫，上面寫著“讓富人納稅”（Tax the Rich)

。她認為，如果民主黨人在佐治亞州參議院的
兩位選舉人中都獲勝，該州可以擴大社會福利
並提高最低工資。

“聖潔的莫莉（上帝呀）！” 佩林問：“人們
聽到她在說什麽嗎？” “她是在說，任何努力
工作的人，都要把錢拿為來給那些不工作的人
們，就不應該讓他們生活在貧困中。” 也有像
我這樣的人說：“好吧，AOC，然後放棄掙錢
的人，放棄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把錢給那些身
體健全而不工作的人。”這一直是民主黨推崇
的不勞而獲。

“這些民主黨領導人今天所說奧卡西奧-科

特斯的話，是如此扭曲。 這是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式的獨裁恐怖模式，誰會想到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本書將成為他們的劇
本呢。

《一九八四》是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
于1949年出版發行的長篇政治小說。在這部作
品中奧威爾刻畫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
界，在假想的未來社會中，獨裁者以追逐權力
為最終目標，人性被強權徹底扼殺，自由被徹
底剝奪，思想受到嚴酷鉗制，人民的生活陷入
了極度貧困，下層人民的人生變成了單調乏味
的循環。

前副總統候選人莎拉前副總統候選人莎拉··佩林佩林：“：“綿羊綿羊””法官彰顯孤立法官彰顯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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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 萬千關注話金冠萬千關注話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近年中國的國際關係弄得很僵，尤

其是與已發展的地區，處處被針對，受
孤立，沒法獲得衷誠的合作，關係愈來
愈疏離。

中國內地民眾的看法是：這並非中
國的錯，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沒法接受中國的崛起，擔心中國的崛起
會分薄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才聯合起
來，對中國進行圍堵。中國沒有理由因
西方的這種態度，而放棄國家的復興。

這種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但中
國若是真的想和平地崛起，而不是陷入
修昔底德陷阱，就不能只埋怨對方，任
由事情自流；而是要自己主動作調節，
以引導局面向對自己有利的一方發展。
當對方不易被改變時，唯有先改變自己
。中國應爭取與西方國家有更多的融合
。

回顧中共執政以來與西方的關係。
在建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基本上是敵視中國的。因為中國當時行
原教旨主義的共產主義路線，企圖在世
界層面消滅資本主義，改行社會主義。

當年的中共，視西方的一切都是腐
朽的、罪惡的；所以嚴禁人民接觸西方
的一切，以免受到西方的迷惑。那個年
代的中國是封閉的，與時代脫節的。

這種對待西方的態度對中國沒有好
處，令中國接觸不到西方的科技與現代
化的生產運作模式，長期停留在小農經
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的非常緩慢。

為了打破這種困局，鄧小平上台後
大膽地修正了中共掌權以來的路線與策
略。所謂改革開放，其實是改變了對西
方的態度，不管西方中方，能發展經濟
的都是好方。西方不講平等，讓一部分

人先富起來，中國也這樣做。西方保障
私有產權，民企也可以參與社會建設，
中國一樣照跟。西方行股份制，為資本
流通建金融市場，中國亦摸著石頭過河
。

這種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來說，可
視作在向西方靠攏，採西方之長，補中
國之短，西方當然歡迎，並處處配合，
令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較順利地取得
成績。

至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發展西方的
那套並非十全十美，市場機制並非在任
何環境下都可以發生作用，國家的有形
之手與市場的無形之手，必須交替運用
，才能避免經濟陷入周期性的危機。

由於中國在運用國家之手方面比西
方更有經驗，加上資訊科技與大數據都
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中國的混合

型經濟的優點日漸明顯。這一方面加強
了中國的自信，同時亦引起了西方的猜
忌。

歷史的經驗證明，中國與西方關係
良好的時候，中國的得益比較多，進步
亦比較快。中國與西方敵對的時候，中
國就沒法借助西方的先進經驗，發展亦
會比較緩慢。此之所以，我認為中國應
承認西方仍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而
不應過度強調所謂中國模式。

把自己的一套說得比別人的好，因
別人與中國交往賺到了錢，就要求別人
遷就中國的國策，都會被別人視作驕傲
與霸道。這樣的態度乃不利於中國與別
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盼望中共對此
，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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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提起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大家第大家第
一個想到就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一個想到就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但您但您
可能想都沒想過可能想都沒想過，，小岩城附近竟然也有小岩城附近竟然也有
溫泉國家公園溫泉國家公園，，且高達且高達4747座溫泉之多座溫泉之多
，，並以溫泉水療聞名全美並以溫泉水療聞名全美。。

距離小岩城西南方約一小距離小岩城西南方約一小
時 車 程 的 溫 泉 市時 車 程 的 溫 泉 市 (Hot(Hot
Springs)Springs)，，是前美國總統是前美國總統
柯林頓故鄉柯林頓故鄉，，該城內的溫該城內的溫
泉國家公園保存了泉國家公園保存了4747座從座從
地心冒出的溫泉地心冒出的溫泉，，每年都每年都
吸引近吸引近88百萬遊客慕名前百萬遊客慕名前
來此地泡溫泉來此地泡溫泉，，浴場街除浴場街除
了有宏偉的建築外了有宏偉的建築外，，中央中央
大街上還有大街上還有88間建於間建於2020世世
紀初期的古老浴場紀初期的古老浴場，，其中其中
保存最為完整的莫過於巴保存最為完整的莫過於巴
克斯塔夫克斯塔夫(Buckstaff)(Buckstaff) 浴場浴場
。。

巴 克 斯 塔 夫巴 克 斯 塔 夫 (Buckstaff)(Buckstaff) 浴 場 自浴 場 自
19121912年營運至今年營運至今，，它提供傳統的歐式它提供傳統的歐式
浴室風格和沐浴療程浴室風格和沐浴療程，，遊客到此首先在遊客到此首先在
裝滿攝氏裝滿攝氏3838度的超大浴缸浸泡度的超大浴缸浸泡2020分鐘分鐘
，，再熱敷再熱敷2020分鐘分鐘，，接著是接著是1010分鐘的坐分鐘的坐
浴浴，，用蒸氣薰蒸用蒸氣薰蒸，，健康又可瘦身健康又可瘦身，，這裡這裡
也提供瑞典式馬殺雞指甲和足部護理也提供瑞典式馬殺雞指甲和足部護理。。

如果您想體驗更多現代化泡湯設施如果您想體驗更多現代化泡湯設施
，，同樣位於浴場街的同樣位於浴場街的 「「闊保水療中心闊保水療中心
(Quapaw Baths and Spa)(Quapaw Baths and Spa) 」」 也有私人也有私人
湯屋熱湯和多種水療服務湯屋熱湯和多種水療服務，， 「「闊保水療闊保水療
中心中心」」 建於溫泉之上建於溫泉之上，，內有一個小型人內有一個小型人
造洞穴造洞穴，，當地知名旅館也都有溫泉水療當地知名旅館也都有溫泉水療
按摩服務按摩服務，，例如阿靈頓度假旅館的知名例如阿靈頓度假旅館的知名

房客就包括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房客就包括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歌手演歌手演
員芭芭拉史翠珊員芭芭拉史翠珊，，演員凱文科斯納演員凱文科斯納，，都都
曾因溫泉池慕名而來曾因溫泉池慕名而來，，住進這家全美知住進這家全美知
名的溫泉飯店名的溫泉飯店。。

輕鬆泡湯後輕鬆泡湯後，，您還可步行至溫泉城您還可步行至溫泉城
知名的溫泉山塔知名的溫泉山塔，，遠眺溫泉國家公園全遠眺溫泉國家公園全
景景，，離開溫泉城前離開溫泉城前，，別忘了前往各處的別忘了前往各處的
噴泉裝上這裡的溫泉水噴泉裝上這裡的溫泉水，，留下難忘且免留下難忘且免
費的紀念品費的紀念品。。

阿肯色州的觀光景點非常具有特色阿肯色州的觀光景點非常具有特色
，，距離休士頓約距離休士頓約400400英里英里，，值此歲末年值此歲末年
終之際終之際，，美南地區的華人如果也想泡一美南地區的華人如果也想泡一
泡溫泉泡溫泉，，溫泉市將是您另一個首選溫泉市將是您另一個首選。。

西南婦科專業團隊西南婦科專業團隊 認真照顧每位婦女的健康認真照顧每位婦女的健康
用中文直接與女醫師溝通用中文直接與女醫師溝通 地理位置方便地理位置方便

(本報休斯頓報導) 現代忙碌的女性
，有的忙家庭，有的衝事業，要操心孩
子的教育與成長、關心老公的事業與身
體、照顧家裡的起居生活，共同的一點
是: 常常忽略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健
康。
婦科是極為私密的，因此，能夠以中文
直接與女醫師溝通，對很多華裔女性來
說有很大的幫助，不用擔心無法交流。
西 南 婦 科 (Southwest WomanCare OB-
GYN) 是休斯頓一家綜合性的女性保健
診所，通中文與廣東話，用心認真照顧
每位婦女的健康，醫師與團隊以病患為
優先，擁有治療各個年齡層患者的豐富
經驗。

西南婦科由醫學博士Cindy Bui、和

醫學博士Debra Lin領軍，婦產科醫師團
隊致力於提供女性產檢、生產、健康檢
查、治療月經不調、預防疾病護理、治
療不孕症，幫助治療子宮肌瘤、更年期
不適症狀、和多囊卵巢綜合症（PCOS
）等慢性病，也有現代避孕措施、以及
性傳播疾病（STD）測試，每個過程都
讓患者清楚自己身體的狀況、與最佳的
應對之道。

診所乾淨而現代化，預約制度健全
，管理有效率，不會讓病人等太久。西
南婦科的地理位置很便利，就在59號公
路旁，位於赫曼西南紀念醫院的隔壁，
靠近中國城、Braeburn和Bellaire。

生產、避孕與治療不孕症
西南婦科的林醫師表示，接生新生

兒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很喜歡這樣的
經驗。許多新科父母都非常的緊張，一
旦孩子出生後，那份喜悅又是難以言喻
的，診所會為懷孕婦女提供完整的產前
檢查與護理，孕婦等於擁有一個由專家
組成的團隊，以幫助她們順利通過懷孕
的所有過程，包括陣痛與分娩接生，直
至產後護理。診所協助婦女避孕，也幫
助想要懷孕的婦女提供檢查，找出不孕
的原因。

月經不調
月經是婦女的 「好朋友」，也是女

性朋友是否健康的訊號燈，然而，這個
每個月按時報到的朋友，有可能出現異
狀，像是經痛、月經量過大或過少、月
經不規則、月經太短，如果出現不正常

的現象，最好來給醫生檢查，找出原因
。

乳房X光檢查是為了及早發現
林醫師建議，40歲以上的婦女要做

乳房X光檢查，尤其是一側乳房曾得過
乳癌、乳房切片有不正常細胞增生現象
、家中母親或姐妹得過乳癌、在30歲以
後生第一胎、未曾生育過、停經後有肥
胖現象、得過卵巢癌、及子宮內膜癌的
患者、以及胸部曾大量經放攝線照射過
，這些婦女都應該每年做一次乳房檢查
。

21歲以上的婦女建議每年做抹片檢
查。

此外，年齡較大的婦女可能出現的
症狀是下部流血，一般婦女在絕經之後
就沒有經血了，但是也有年紀大的婦女
下部會流血，有這種狀況應該盡快來給
醫生檢查，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專精項目與聯繫

西 南 婦 科 (Southwest WomanCare
OBGYN) 接受所有私人保險。專精項目
: 年度婦科檢查、月經疼痛、孕期保健
、STD檢測與治療、自然產和剖腹產、
子宮肌瘤、避孕、子宮內膜異位症、月
經不調、多囊卵巢綜合症。通中文、廣
東話、越南話、英文、西語。請事先預

約 。 地 址: 7789 Southwest Fwy, Suite
400, Houston, TX 77074。 電 話:
832-649-4273。 網 站: www.swwobgy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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