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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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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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2 月 10 號週三晚上，美
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通話，這是拜登1月
20日上任總統以來，首次與

習近平通話。拜登對中國的經濟作為、鎮壓香港以及對台灣在內區
域的專斷作為，表達了深切關注。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自大選以來，首次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也是
習近平自去年3月與前總統特朗普通電後，差不多接近一年以來，
首次再度與美國總統通話。

在對話中，拜登強調關注北京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打壓、不公
平的經濟措施、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在區內的獨斷的行為，
例如對台灣的行動、私下在南海設立中式 「海洋法」等等。

習近平則對美方表示，兩國對峙是災難，合作才是唯一正確的
選擇，美中應尊重對方，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爭端。習近平指，
美中兩國應重新建立多種對話機制，準確理解對方的政治意圖，避
免誤解和誤判。

對於台灣和香港以及新疆等問題，習近平表示希望美國慎重處
理。另外，兩人也就新冠肺疫情、氣候變化以及防止武器擴散等問
題，交換意見。

習近平強調認為：中美合作是雙方唯一的正確選擇。中美合則
兩利、鬥則俱傷，他強調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關口，推動中美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關鍵是要相互
尊重及平等相待，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和處理。中美合作可以辦
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及世界肯定是一
場災難。

習近平指出： 雙方對中美在一些問題上，會有不同看法，關
鍵是要相互尊重及平等相待，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和處理。兩

國外交部門可就雙邊關係中的廣泛問題，以及重大國際和
地區問題深入溝通，兩國經濟、金融、執法、軍隊等部門
，也可以多開展接觸，中美雙方應重新建立各種對話機制

，準確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避免誤解誤判，要分清分歧，很好管
控，有合作意義的，共同推動走上合作軌道。

習近平又提及，台灣、涉港涉疆等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
完整，希望美方謹慎處理。

習近平說，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關口，推動中美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 「你說過，美國最
大的特點是可能性。希望現在這種可能性朝著有利於兩國關係改善
的方向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美在一些問題上會有不同看法，關鍵是要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和處理。中美雙方應該重
新建立各種對話機制，準確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避免誤解誤判。
要分清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意義，共同推動走上
合作軌道。

今次兩人通電之際，正值中國農曆新年除夕，拜登向中國人民
拜年，祝願中國人民春節快樂、繁榮發展。習近平再次祝賀拜登正
式就任美國總統，並祝中美兩國人民新春愉快、牛年吉祥。

事後白宮表示，拜登在通話中就北京採取不公平經濟措施、在
香港採取鎮壓、在新疆侵犯人權，以及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地區獨斷
行動，表達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在七日播出的訪談節目中表示，中美沒有必要衝
突，但兩國會有“極為激烈的競爭”。他還說，自己不會延續特朗
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而是專注於國際規則。

早在2 月4日，拜登在白宮會見國務院官員後，發表了上任後
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講。外界注意到，在近二十分鐘裏，拜登兩次表
達了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他強調，在保證美國經濟利益以及知識產
權等受到充分保護的前提下，美國已準備好與中國加強合作。

在拜登公開對華政策後，中美釋出一個友好信號。安徽省與美

國馬里蘭州四日舉行雙方結好四十周年線上紀念活動啟動儀式，這
是中美省州間今年舉辦的首場結好紀念活動。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表示，很高興看到中美兩國地方明確按下“重啟鍵”，以實際行動
開啟中美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擔任拜登外交政策幕僚數十年的艾利森日前透露，拜登政府
將大抵按照“五個R”來修正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首先是回歸正常
(return to normal)；第二是逆轉(reversal)；第三是檢視(review)，以美
國利益檢視特朗普所謂的“成就”；第四是現實主義(realism)，對
中國是強而有力的對手的事實保持清醒認知；第五是負責(respon-
sible)，認識到中美必須共存。

今年是中美 “破冰”五十載，即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五十周
年。五十年來，兩國人民的交往日益深入。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
，中美兩國人員往來已從建交之初每年幾千人次增長到超過五百萬
人次；美國累計在華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近七萬家，中國對美投資遍
佈四十餘個州。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貿易額較建交之初增長了二百多倍。即
使在中美關係最困難的時期，兩國的經貿交往依然逆勢增長。

近年，中美在全球治理和地區安全層面就經濟發展、氣候變化
、反恐、核不擴散、毒品走私、跨國犯罪、網絡安全等問題廣泛合
作。二○○一年中美攜手反恐，二○○八年合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二○一四年共同阻擊伊波拉病毒，二○一六年推動達成氣候變化
《巴黎協定》。實踐證明，中美合作可以辦成很多有利於兩國和世
界的大事。

如今中國經濟總量已接近美國七成，選擇與中國全面對抗，美
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反之，務實地處理中美關係，確保中美
關係平穩，則令美國能夠繼續分享這個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以提
振受疫情影響的美國經濟、就業，並有助於美國解決朝核、氣候變
化等眾多戰略難題。經歷了四年的疾風驟雨，中美兩國都在重新認
識對方，重新思考雙邊關係走向。兩國關係固然回不到過去，也未
必不能有一個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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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面臨轉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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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梅花又一年
本文執筆之時，正是大

年三十晚，窗外北風呼呼
，天上彤雲密佈，顯示嚴
寒氣溫，正吹來賀歲。此
時此景，不禁魂遊天外，
想起中國三國時代的諸曷
亮來。這位臥龍先生，在
漢室皇叔劉備尚未三顧茅
廬之前，南山歸隱的一個
冬天，騎驢於山中信步之
際，隨口吟有詩句如下：

「一夜北風寒 萬裡彤雲
厚 長空雪亂飄 改盡江山

秀 紛紛龍甲飛。 頃刻遍宇宙 騎驢過小橋 獨嘆梅花秀」
由於明天是辛丑牛年大年初一，本人己從昔日的小生變為老

生，海內外親朋戚友為數不少，趁此皇道吉日，理應作空中拜年
。想到新正頭祝福太多，我提前在此給群裡諸君及報上讀者所有
人，來個恭賀新春了 初一祝您喜慶新春、初二祝您福貴滿堂、 初
三祝您福慧雙增、 初四祝您大吉大利、 初五祝您載而歸、 初六
祝您春風滿 面、 初七祝 您人日快樂、初八祝 您福祿壽存、 初九
祝您如意吉祥、 初十祝您萬事亨通、十一祝您一帆風順、 十二祝
您吉星高照、 十三祝您合家和樂、十四祝您身心安享元宵福從天
降,幸福美滿,2021年財源滾滾, 好事連連， 願大家牛年吉祥！牛氣
沖天！

每年的新春頭，我一般會跟香港粵劇界朋友聊天拜年，可惜
去年年尾十二月，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擴散，香港市面一派蕭
條，香港南國粵劇團的編劇家張明叔父，特別向我指出急景殘年
的香港娛圈，一派寂靜。

放眼梨園，急景殘年，實在怵目驚心：香港全體大老倌都做
了觀音——坐蓮（坐年），沒有粵劇大戲開鑼、聽不到鑼鼓喧天

，冇戲可演，真是大吉利市！
賀歲粵劇從來是香港坊間重頭戲，一眾老倌花旦梅香，至少

在港九新界巡迥演出廿一日；然後拉大隊人馬，渡江過海，再到
澳門，鑼鼓響徹新正頭。如今疫年之下，全體粵劇紅伶，一律
“坐年”，可以稱得上百年一遇粵劇災劫。

以前每到歲晚，老倌好忙，排戲！還要敬老，會所內堆米成
山、臘味成陣，還有大老倌或派代表坐鎭，向顫巍巍的老前輩，
加派一封利市，講聲：“小心保重，過年開開心心！”愛護尊重
失業的前輩老人，那種飲水不忘掘井人的恩情，溢於言表。似樂
還悲的場景，吸引很多記者採訪。老人抱著臘味和米袋，往往笑
出眼淚來： 「你哋班老倌咁好心，抵你紅，搵多啲啦！」

香港電影界也有員工組織。以前歲晚例有互助關懷活動。敬
老亦顧嫩，米與臘味之外，還有罐頭——不是救濟品，係特價互
助品，有三折、五折，似照顧開工不足的同業的尊嚴。工作人員
眉精眼企，賣二十斤米給了三十斤時有發生，卻不會因“太夠秤
”而爭拗，相視一笑，都在心中。

以前每到歲晚，娛樂記者最興奮最忙碌，因新聞唾手可得。
所有大老倌、所有國際影星都酺頭，爭相宣傳賀歲班、賀歲片；
茶會、記招遍地開花， 眼前鼠去牛來，令人慨嘆不已，香港伶影
巨星，靜如深海，原來不少人去了內地上網。

上世紀巨星比較聰明，知道春節有一段“娛聞空窗期”，遠
行前都約記者影相。娛記就要帶備幾條揮春：青春長駐！身壯身
健！笑口常開！年年好運！合家平安！

回首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時間已長達一年之久，而香
港人所承受的苦痛何止於此？不少人心情鬱結，特別有孤獨之感
，因為出街看到的，盡是匆匆忙忙經過的人，他們個個戴著口罩
、手套、帽子，沒有笑容。出街不是逛街，是為了活下去，購買
糧食回家自己煮飯。

走筆至此，想起美南日報一位資深得新聞記者泉深先生，他
在2021 年元旦新歲之日，寫下雄文一篇，總結舊歲2020 年之惡運
早逝，急盼新年2021 年佳景快臨。該文的標題為：
「急想忘卻庚子鼠 急於期待辛丑牛」

由此一文題，使我想起正正是今晚除夕之夜，中國上空之上

，出現三星高照，此一大吉大利景象。
今天新曆二月十一日，乃農曆臘月三十，民間稱“年三十”

、“除夕”。是夜，著名的“獵戶三星”，將高懸南方天空，為
即將到來的農曆辛丑年（俗稱“牛年”）送上最誠摯的新年祝福
，也就是民間所說的“三星高照，新年來到”。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科普專家林願介紹說，冬季
星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懸於南天的獵戶座，結構明顯，極易
辨識。它主要由紅色的參宿四、藍白色的參宿五、參宿七和藍色
的參宿六、參宿一、參宿二、參宿三組成。其中，參宿四、參宿
五、參宿七和參宿六組成一個大四邊形。在這個大四邊形裡面的
參宿一、參宿二、參宿三被看作是“獵人腰帶上的明珠”，它們
的亮度差不多，幾乎等距離且呈一條直線排列。而參宿一下邊還
有幾顆星連成一片，好像一束散發出粉紅色光芒的花朵，這就是
著名的獵戶座大星雲。

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天蠍屬商星，獵戶屬參星，剛好一升
一落，永不相見，於是唐朝大詩人杜甫，在《贈衛八處士》詩中
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圍繞“獵戶三星”，中國民間衍生出來好多說法，比如“三
星高照，新年來到”、“三星正南，家家過年”等。

農曆新的一年，寄託了人們諸多的美好願望，於是人們便給
“獵戶三星”起了非常吉祥的名字，參宿一取名“福星”，參宿
二取名“祿星”，參宿三得名“壽星”，寓意吉祥幸福、健康長
壽和豐足富裕。

每年的除夕之夜，“獵戶三星”都會按時出現在南方天空，
閃閃放光芒。

林願提示說，如果天氣晴好，除夕夜晚上八時左右，有興趣
的公眾向南方的夜空望去，就可以看到“獵戶三星”。視力好的
，還能用肉眼看到霧濛濛一團的獵戶座大星雲。如果使用望遠鏡
觀測，視覺效果會更好。隨著時間的推移，“獵戶三星”逐漸西
移，等到它們飄移到了西方天空時，已經接近正子時，伴隨著響
亮的新年鐘聲，農曆辛丑年正式到來

我特以此文，送別一言難盡的庚子鼠年，迎接滿懷期待的辛
丑牛年。並祝大家好運，終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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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現代Elantra HybridElantra Hybrid與與Sonata HybridSonata Hybrid榮獲榮獲
The Car ConnectionThe Car Connection評測網站評測網站20212021最佳購車選擇殊榮最佳購車選擇殊榮

• Elntra Hybrid被評為 「2021最佳經濟車款」
• Sonata Hybrid被評為 「2021最佳房車與油電
混合車款」

現代 2021 Elantra Hybrid 與 Sonata Hybrid 在
汽車評測網站The Car Connection的年度大獎中
分別榮獲了 「2021最佳經濟車款」 以及 「最佳房

車與油電混合車款」 。
北美現代汽車產品計畫與移動策略副

總裁Olabisi Boyle表示： 「隨著現在持續
開發更環保的車輛，油電混合車是我們工
作的重中之重。我們很高興The Car Con-
nection的編輯們將Elantra和 Sonata列為
2021年最值得購買的車款行列之中。」

今年的2021最佳購車選擇大獎包含
The Car Connection的專業編輯在十五個
細分市場中所挑出的首選車款。這些汽車
的價格限制在五萬美元，並須備有標配的
自動緊急煞車功能。

北美現代汽車
我們在北美現代汽車深信每個人都應得更
好的車。從我們設計和製造汽車的方式到
我們對待顧客的方式，讓事情變得更好是
我們所做一切的核心。現代富有尖端科技
的SUV、房車、休旅車，以及替代能源車款皆有
現代保固計畫的背書，這是我們讓顧客能有更好
經驗的承諾。現代汽車全車系在全國超過八百二
十間經銷商銷售，並且將近一半的車輛是在位於
阿拉巴馬州的現代汽車製造廠建造。北美現代汽
車的總部位於加州噴泉谷，為韓國現代汽車集團

的分公司。

請至www.HyundaiNews.com查詢更多北美現代
汽車相關新聞
北美現代汽車華人粉絲俱樂部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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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制動總泵油杯內的液面隨著使用

不斷降低。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細心的朋友經常的清洗

、檢查車輛。就會發現制動油杯內的製動液
液面不斷變低，這不是故障。這是由於隨著
車輛的使用，制動片逐步磨損變薄，總泵油
杯內的製動液不斷的進入製動分泵，這是正
常的，當更換新制動片後，制動液液面就又
能恢復到原有的高度了。

49、踩制動踏板時有輕微的“漏氣”
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這是真空助力器發出的聲響

。真空制動增壓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發動機
工作時產生的負壓與大氣壓之間的壓力差來
迫使增壓器內橡膠膜片移動，推動制動主缸

的活塞，以此來減輕駕駛者踩制動踏板的力
。在不踩制動踏板時，發動機進氣歧管的負
壓被引入膜片的兩邊空腔，壓力平衡，所以
增壓器不工作，當踩制動踏板時，增壓器橡
膠膜片空腔的真空孔關閉，同時打開空氣孔
讓外界空氣進入，由於腔內的氣壓大於另一
腔的氣壓，迫使橡膠膜片移動並帶動制動主
缸活塞移動，從而起到增壓作用。

50、踩制動踏板時，變速桿處有“咔
噠”的聲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自動變速器的車輛一般都有

防止誤操作變速桿的功能，以防止駕駛員或
是車內的乘員因誤操作出現安全事故。所以
，在“P”檔位置時不踩制動踏板變速桿是
不能搬動的。變速桿處有“咔噠”的聲音是
電磁閥動作時發出的聲音，每踩一次製動踏

板，電磁閥都會發出聲響。
51、離合器踏板踩下的量小時，持檔時

不痛快，有時還會出現掛檔時齒輪撞擊的聲
音。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有些車的離合器使用的是拉

線式的。當使用一段時間後就會出現離合器
踏板逐漸變低，踩離合器時感覺行程短，掛
檔時不痛快，有時還會出現掛檔時齒輪撞擊
的聲音。這是因為拉線調整的固定鎖止螺母
隨著踩離合器踏板次數的增加，螺紋自動旋
轉造成的。這不是故障，只要稍微旋轉固定
鎖止螺母就可以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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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 想為自
己創造更優質的生活，買房子是其中關
鍵性的條件之一。自從新冠疫情爆發，
美國房市上下起伏，在年底，則呈現大
漲的局勢，休斯頓地區11月地產的成交
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十多個百分點，
顯示房市需求量增加頗高。無論買房是
為了投資或是增加生活質量，都需要找
到一位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在諸多繁
雜過程中能放心又省心。

休斯頓有位傑出的地產專家，他叫
做Edward Wang，客戶對他稱譽有加，
獲得滿分的評比。在首屆金鷹地產“奧
斯卡獎”中，他榮獲 「傑出服務獎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能深得客
戶之心，來自於他優質的服務、對市場

的分析與洞見，也源於他以客戶優先，
將心比心，客戶能感受到他的真誠與專
業。

分享投資功夫與心得
Edward 過去是 IT 專家，擅長運用

大數據分析趨勢，知道哪裡是潛力地段
。他因成長環境以及愛好，自己本身有
做地產投資，對房地產領域一直有所研
究，他將自己的經驗與心得分享出來、
並將地產資訊散發給朋友，讓朋友們都
穫利頗豐，當他最後真的踏入地產業時
，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闖出一片天。

以客戶的角度來考量
和Edward接觸過的人都會覺得，他

態度非常的親切溫和，做事很認真。他
把客戶看做朋友，像是為自己家人買房

子一樣，他知道買賣房子是人生的大項
目，經紀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理解住
戶或投資者的需求，用他們的視野來看
最需要的是什麼？

同時，客戶已經把一切託付給房仲
，房仲們需要更加用心的幫客戶仔細注
意買賣房子的細節，跟客戶一起衡量分
析所有的交易，提供他們房地產最新的
消息，點點滴滴都要很細心。

1031延稅優惠與協助退伍軍人貸款
買房

Edward 最近運作比較多的是 1031
的案例，就是物業交換，這樣做的好處
是可以幫客戶延遲交稅並且再創造賺錢
的機會，就是轉投資將房地產買賣的淨
賺運用在其他的房地產上。此外，Ed-

ward也幫助退伍軍人貸款做房地產
，美國政府對退伍軍人貸款買房有
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民眾可以諮
詢Edward。

疫情下的房市大漲
疫情之下，房屋市場反而更旺。新
冠爆發後，許多專業人士在家上班
，年輕專業的高收入者對空間的需
求增加，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自
己的活動庭園。房地產市場非常火
旺，有些人用現金還不一定搶得到
房子。

其背後因素，還有一點是民眾
怕錢會貶值，希望可以買能保值的
項目，房地產恰恰算是很好的選擇
，保守但是會固定成長。長期而言
，房地產是穩定的投資，有人自住
、有人投資再租出去。出租的話，
一直會有現金進來，相較於目前銀
行利息低，房租收入豐厚許多。因
此，把錢放到房地產上是許多人會

做的選擇。另外，年輕人有了工作之後
，不再選擇租房子，自己買房也是積蓄
的好辦法。

德州房市穩定成長
德州的房屋市場很穩定，很多外地

人搬來德州居住，以從加州搬來的最多
。德州的生活條件好，房價好，生活便
利，物價比較划算，油價便宜，天氣也
好，加上商業成長比美國其他城市來得
更穩定，因此不斷有人口遷移進來。
Edward有很多從外州來的客戶，主要都
是靠口碑與客戶介紹。Edward對客戶非
常的專心，不會一口氣接太多客戶，都
是先把每個客戶應該做的事圓滿達成，
把每一個項目都做到盡可能的好，難怪

乎他的顧客滿意度如此高。客戶皆樂於
幫他再介紹新的客戶。

口碑超好
在住宅房地產領域，每一個合作都

有評分，在休斯頓這麼多地產經紀人中
，Edward的評分非常的高，並且口碑相
傳，因為他盡力的幫助客戶達成夢想，
每一筆成交都代表他所費的心血與努力
，佳評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他的評
分這麼高，絕對是實至名歸。

在 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 的網站 www.har.com中，每筆合
作都會評估經紀人，包括能力、專業知
識、溝通互動、客戶經驗等，買主的第
一手經驗積累每個經紀人的評分，我們
發現，Edward Wang在所有項目都是滿
分，顯 示客戶對他百分之百的滿意。
高品質的服務團隊

Edward同時受過中式與美式教育，
中文英文俱佳，可以與美國人、亞洲人
、甚至黑人打成一片，他的背景兼具中
西教育的優點，更多元化，接受度也更
廣，因此各個族裔的人都樂於與他互動
。

目前Edward組織一個服務團隊，希
望培養出有共識有默契、能一起努力的
合作夥伴。目標是專業周到、客戶第一
、注重品質，讓客戶能得到最好的服務
。

Edward專精於房屋買賣、租賃、投
資 ， 包 括 商 業 及 住 宅 。 連 絡 電 話:
832-453-8868。電子郵件: info@ewas-
sociatesrealty.com。

口碑出眾口碑出眾、、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值得信賴的地產專家: Edward Wang: Edward Wang
提供優質的服務提供優質的服務 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對房地產市場深具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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