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 網址: http://www.bostonchinesenews.com
● Email地址: info@bostonchinesenews.com

Boston Chinese News 1105 Mass Ave. (Harvard Square), #3E, Cambridge, MA 02138 Tel: 617-354-4154 Fax: 617-354-4156

波城新聞

糖尿病是由於人體內胰島素的
絕對或相對不足，引起糖、脂肪和蛋
白質代謝的紊亂，是一種常見的慢
性代謝性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推薦
糖尿病的診斷標準如下：具有典型
症狀，以靜脈血糖水準作依據，空腹
血糖≥7.0mmol／l 或隨意血糖≥
11.1mmol／l可以確診糖尿病。

30年歷史，百萬人見證，眾多身
患糖尿病的忠實客戶都稱讚巴西野
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是他們
生活中的“血糖好管家”。野花牌綠

蜂膠以其成份的“天然性”、作用的
“獨特性”、療效的“可靠性”、配方的
“科學性”，平穩降糖，調降血脂，保
護血管和神經，有效預防糖尿病及
其併發症，恢復正常血糖代謝功能，
提高耐糖功能，控制餐後血糖升高，
達到平穩降糖。此外，還具有增強免
疫力、提高藥效和恢復體力的作用，
解除了糖尿病患者終身服用降糖藥
的痛苦，是糖尿病患者心中的“天然
胰島素”。

作為有口皆碑的“純天然胰島

素”，野花牌綠蜂膠是如何幫助患者
逐步恢復胰島功能，平穩降糖的呢？

1、 啟動胰島和胰島素受體活
性，增強胰島素受體的敏感性，改善
胰島素抵抗，減少胰島素浪費，提高
胰島素有效利用率，使胰島功能恢
復正常。

2、 促進胰島細胞分泌胰島素
和胰島β細胞的修復和再生，抑制
糖細胞吸收糖毒素，控制糖毒素進
入血管等途徑降低血糖，徹底切斷
糖尿病併發症產生的根源。

3、 消除胰島素受體表面的有
害酸肽，促使血液中酸性轉化為弱
鹼性，有效減輕胰島負擔重荷，促使
胰島β細胞能正常接收人體生理機
能需要胰島素的需求資訊，保持血
糖的穩定。

4、 增進外周細胞組織對葡萄
糖的利用，延長腸壁細胞對葡萄糖
的吸收時間，提高耐糖功能，控制餐
後血糖驟然升高。

5、 使血糖調節系統發揮正常
作用，恢復機體正常血糖代謝功能，

使機體的糖、蛋白、脂肪代謝系統也
逐步由紊亂狀態調整到正常狀態。

6、 野花牌綠蜂膠通過增加肝
糖原的含量來調節血糖，血糖高時
可使血糖降低，血糖低時又可保護
低血糖，通過雙向調節機制來穩定
和控制血糖至正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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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心中的天然胰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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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中國 美防長堅持行經南海權利
【本報訊】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 Cart-
er）13日不理會中國大陸聲明，在波士頓部
長會議上表示美軍將航行和飛行在任何國際
法允許的地方，包括具爭議性的南海。

卡特在美國和澳洲外交與國防部長兩天
會議後做此表示。兩國在會議中同意擴大國
防合作，並對北京在爭議島嶼填海造地和興
建設施表達 「強烈關切」。

卡特在聯合記者會表示： 「不要搞錯，
美國會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
和執行任務，我們在全球各地都是如此，南
海不會是個例外。」

「我們會在我們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這麼
做。」

他被問及美軍船艦已決定駛入大陸在南
海新建島礁12海里內，行使國際法所允許航
行自由權的報導。

參加這項波士頓部長會議的有卡特、美
國國務卿凱瑞以及澳洲外長畢紹普（Julie

Bishop）和國防部長潘恩（Marise Payne）。
聯合聲明說，他們對中國大陸最近在南

海填海造地和興建設施表達 「強烈關切」，
並呼籲 「所有主權聲索國停止填海造地、興
建設施和軍事化」。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無意將這
些礁島軍事化，畢紹普對此表示歡迎，並希
望北京遵守承諾。

大陸宣稱擁有大部分南海主權。大陸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中方絕不允許任何國家以維護航行和飛越

自由為名侵犯中國在南沙群島的領海和領
空。」

華春瑩回應有關美國可能在南海巡邏的
問題時表示： 「我們敦促有關方面不得採取
任何挑釁性言行，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負責
任的作用。」

一些華盛頓分析家相信，美國已做成決
定，可能本週或下週就會前往巡邏。

一名美國官員說： 「如你
所知，12海里挑戰是我們正在
考慮的諸多選項之一，我們正
在等待包括白宮在內的跨部會
決定。」

美國表示，按照 「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沿海國家的大
潮低潮線向外延伸 12 海里範
圍為領海，但這不適用於包括
暗礁上修建的人工島嶼。

美國表示，在每年有超過
5 兆美元世界貿易通過的海
域，維持航行自由至關重要。

超強監獄辯論隊 擊敗哈佛 不能上網只靠閱讀 曾贏西點軍校
【本報訊】 「全美最強學生辯論社團」哈佛大
學辯論社，上月接受紐約州巴德學院及東紐約
監獄之邀，與由囚犯組成的辯論隊比賽，意外
敗北。監獄辯論社辯士豪爾表示， 「我們也許
不是天生口若懸河，但我們真的很努力」。哈
佛辯論社則稱，輸給如此強的對手， 「雖敗猶
榮」。

哈佛大學辯論社成立34年，拿下10次全
國辯論賽冠軍，戰績傲視全美。上月 18 日，
他們與巴德監獄計劃辯論隊進行 3 對 3 辯論
賽。論題是美國公立學校是否有權拒絕非法移
民的子女入學。監獄隊抽到的論點是 「有權拒
絕」。

在1小時辯論中，監獄隊3名辯士主張，
目前公立學校塞滿非法移民的子女，教育品質

低落，有如倉庫。公立學校如能拒收這些學
生，非政府組織或更富有的學校才能介入，提
供更好教育品質。

評審指監獄隊的論點令人印象深
刻，宣布他們勝出，現場響起如雷掌
聲。哈佛隊 20 歲辯士卡瑞爾坦承，
「他們讓我們失去防備。」

監獄隊3名辯士說，他們私下強
烈反對學校拒絕讓小孩入學。巴德學
院自2年前起，提供東紐約監獄的重
囚犯免費就學機會，由囚犯組成辯論
隊接受校方訓練。該隊去年與西點軍
校辯論隊比賽勝出，今年又打敗佛蒙
特大學辯論隊。

囚犯在學習過程中不能上網，只

能閱讀書本或文章，能勝出著實不易。因殺人
罪入獄的辯士波蘭柯表示， 「很感激有這個機
會，他們（對手）讓我們相信自己。」波蘭柯

表示，希望他們的成績，能激勵更多囚犯接受
教育。

哈佛女高材生 揭露美國校園性侵現象
【本報訊】上個月下旬，哈佛大學公佈了一項
性侵犯調查結果。去年春天，哈佛大學和其他
26所大學按照美國大學協會制定的性侵調查問
卷在全校進行調查。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哈佛
大學高年級女生中，有29.2%的人稱她們曾遭遇
過非自願性性交和性接觸，這也比參加調查的
27所學校的平均值27.2%要高。

日前一個名叫維薇安娜的哈佛大四女生在
校報上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是怎樣被強
姦的”，她以親身的痛苦經歷向人們揭示強姦
是如何在哈佛校園裏真實發生的。

在大學二年級的一天，維薇安娜被一個很
熟的男同學邀請作為女伴參加他們運動隊的
party。大學運動隊裏的男生很容易吸引女生，
維薇安娜說：“這是我第一次被邀請，想到要
穿着漂亮的裙子，和一羣哈佛運動員一起豪
飲，我怎麼可能拒絕呢？”她的這種心態正是
大學裏很多喜歡party的女生所共有的。

那個夜晚的party，一如美國大學裏常見的
情景：一羣荷爾蒙分泌旺盛的運動員，一羣圍
繞着他們的女生，在酒精的燃燒下，所有的人
都high了。

維薇安娜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喝得酩酊大醉
的，也不記得自己是怎樣被同去的男生帶到他
的宿舍的。不過她記得自己被剝光衣服，被男
生強行發生性行為。她的心裏在說“不”，可
是被酒精麻醉的身體卻失去了反抗能力。後來
她赤裸着身體踉踉蹌蹌跑出男生的房間。

第二天醒來時，維薇安娜發現自己躺在在
一間公共休息室裏，身上穿着不屬於自己的襯
衫，兩腿痠痛，身上還有淤青的傷痕。

作為一名令人羨慕的哈佛大學生，作為大
學裏一個球隊的隊長和一個學生俱樂部的主

席，維薇安娜一向自視甚高，這讓她無法接受
自己成為一個“強姦受害者”的現實。她寫
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經歷，被強姦的
事實粉碎了我的信心和自我形象，被自己信賴
的人傷害令我無比痛苦。”

現在，維薇安娜鼓起勇氣把這段可怕的經
歷公諸於眾，她的目的是：“向人們描繪出在
這所名聲顯赫的大學裏強姦是如何發生的；鼓
勵我的同齡人採取積極的行動去預防、消除性
侵犯；並告訴其他受害者，她們並不孤單，也
不該受到責備。”

美國頂級大學在招生時素以要求嚴格、錄
取率低着稱，被哈佛錄取的學生更被視為天之
驕子，被當作未來領導世界的領袖精英來培
養。可是維薇安娜這篇文章卻叫人們看到精英
大學華麗光鮮後面不堪的灰色角落。維薇安娜
唿籲：“哈佛不僅應該是提供良好教育的地
方，也應該是一個讓人變得更好的地方。” 哈
佛大學校長福斯特(Drew G. Faust)給全校學生和
教職員工的郵件中對學校嚴重的性侵犯情況也
表示深深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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