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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華府訊】消費者行動 (Consumer Action) 近日在華盛頓首
府舉辦成立44 週年誌慶酒會，同時頒發社會服務至高貢獻榮
譽獎予以大公無私領導公益者、非牟利組織，及大眾傳媒等等
相關單位及個人。

今年最受矚目之受獎人為 Kenneth R. Feinberg, 他本身是
一位樂善好施的律師，即使個人平日工作繁重忙碌，但多年來
不放棄心中一個最崇高的目標，那就是不斷致力於協助各個社
區在遭遇天災人禍時，每一個受害家庭及個人都能得到應有的
精神及金錢賠償。由於他的熱心全程投入救災行動，多年來屢
次獲得聯邦政府指定協助處理各大危難事件，在此次頒獎典禮
中，他曾提及為協助有英語障礙的各個不同族裔災民能公平得
到政府或民間所給予的賠償，他需要在時間緊迫的艱鉅壓力
下，將所有政府救災重要文件及其它相關資訊翻譯成多國語
文，務期讓每位災難犧牲者的家屬均能獲得應有理賠，2001年
所發生的911恐難事件即為一例，通過他和救難團隊日以繼夜
的努力，跨越重重障礙，將美國政府及民間所伸出的援手送達
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合格受益者。

消費者行動 (Consumer Action) 是一個非牟利組織，44年

前的成立宗旨即為提供社區消
費者教育和為消費者代言並爭
取應有之權益，目前仍能完全一
本初衷，並更加將各項服務發揚
光大，進而能在全國持續提供相
關社區服務至今。

消 費 者 行 動 (Consumer
Action) 44年來的主要服務成果
目前已達標至：
*每年免費向全國非牟利組織派
發多元文字（包括中文）印製的
社區教育手冊一百萬份。
*每年培訓由全國7000個社區組織所推選的總數高達一千位
工作成員，他們在接受培訓後即將所學回饋個人社區。
* www.consumer-action.org? 網頁訊息最新，內容精益，每年高
達 50 萬人次上網瀏覽（歡迎查閱中文網頁：www.consum-
er-action.org/chinese)
*提供免費24 小時 多元語音（包括中文）消費者諮詢熱線(415)

777-9635和網上投訴服務(www.consumer-action.org/hotline/
complaint_form_es/)，每月有700多位消費者受惠（包括只講國
粵華語之消費者）。
*長年與政府機構及各大企業合作，全力為促進及保護消費者
而推動各項法案及權益。

消費者行動44 週年酒會 頒發社會服務至高貢獻榮譽獎

【本報華府訊】早期診斷和生物標記檢測是肺
癌治療的基礎

過去幾年以來，肺癌診斷和治療有重大進
展。無論男性或女性，肺癌致死人數都高於任
何其他癌症。事實上，肺癌每年奪走的生命比
乳癌、前列腺癌和結腸直腸癌加起來還要多。1

根據美國癌症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
ciety)，估計今年美國將有 221,200 個肺癌新病
例，150 萬人因肺癌致死。1 肺癌是亞裔族群的
第一大癌症死因。1 東南亞裔美國人肺癌比白
人肺癌高出百分之 18。2 華裔肺癌死亡率最
高，越南裔肺癌比率則是全亞裔第一。3

肺 癌 的 兩 個 主 要 類 型 是 小 細 胞 肺 癌
(SCLC) 和非小細胞肺癌 (NSCLC)。最常見的
類型是 NSCLC，佔所有肺癌的百分之 85 到
90。1 治療和預後通常取決於特定肺癌類型、肺
癌確診期數和體內擴散程度。

較晚期確診肺癌 (第三和四期) 的整體存
活率不佳，但較早確診的則有好消息。在瞭解
肺癌的生物學和基因差異方面，科學界最近有
了長足的進步。研究人員透過腫瘤 DNA 解碼，
已經能夠查出不同基因突變 (也稱為生物標
記) 造成的特定肺癌類型。

因為對生物標記有進一步的瞭解，醫師現
在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診斷，有助於判定最適合
個別 NSCLC 病患的療程。這就是所謂的「個
人化治療法」，一開始先做生物標記檢測，理想

情況是在初始診斷後就進行。生物標記檢測可
由腫瘤科醫師或胸腔科醫師囑咐，需要做腫瘤
切片。檢測結果不能透過血液樣本判定。

「如果確診罹患肺癌，病患應該立即詢問
醫師有關生物標記檢測一事，幫助判定其基因
突變情況，這樣才能接受最適合的治療法，」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劉
柏霖 醫師表示，「這種檢測方面的進展對亞裔
族群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這個族群有太大比例
的人受到肺癌影響。」

檢測可提供關鍵資訊
過去幾年期間，癌症基因研究獲得極大的

重視。現在許多醫師都會檢測兩種生物標記，
包括發生在約百分之 10 至 15 晚期 NSCLC
個案的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 突變，以及
發生在約百分之 2 至 7 個案的間變性淋巴瘤
激? (ALK) 轉位。4 不過，確診 NSCLC 的亞裔
病患中，約百分之 40 有 EGFR 突變，相較之
下，白人有百分之 10 至 15。4 EGFR 突變陽性
是很重要的預後和預測因素，許多醫師在決定
治療選項時會用到這項因素。

「重要的是，確診肺癌的病患應該瞭解，透過
生物標記檢測曉得他們突變狀態的重要性，」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腫瘤
事業部副總裁暨業務單位主管 Kevin Lokay 表
示，「及時得到適當的生物標記檢測結果，可讓

醫師做更詳細的診斷，有
助於判定最適合的治療，
可 影 響 肺 癌 病 患 的 生
活。」

風險因素和症狀1
肺癌可由基因和非

基因或環境因素引起。基
因因素是來自遺傳，環境
因素則可能事吸菸、二手
菸、石棉和其他情況。對
肺癌最大的誤解包括吸
菸是主要病因，但是亞裔
肺癌病患約百分之 40 不
吸菸。3

肺癌的徵兆和症狀可能經過幾年才會出
現，而且常常會與流感或支氣管炎等較不嚴重
的病況混淆。慢性咳嗽可能是肺癌早期症狀。
其他症狀可包括：咳血或紅棕色痰，呼吸短促，
肩膀、背部、胸部或手臂疼痛 / 痠痛，聲音嘶啞
和 (或) 聲音改變，以及反覆發生肺炎或支氣管
炎。有各式各樣的診斷檢測可用來確認或排除
肺癌診斷。剛開始會進行一般檢驗，接著再做
若干額外檢測。

治療選項1

根據肺癌期數和類型，有多種治療選項可獨立
使用或合併使用，其中包括外科手術移除癌
症、放射治療、化療和標靶藥物治療。標靶口服
藥物是透過干擾特定基因或蛋白質，達到阻斷
癌症生長和擴散的作用。透過抑制癌細胞異常
蛋白質的活性，把驅動癌症生長的特定路徑當
作標靶。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的劉柏霖 醫師表示，「確診肺癌後立即進行生
物標記檢測，醫師將有機會為病患找出最適合
特定癌症的治療方案」。

亞裔民眾癌症主要死因亞裔民眾癌症主要死因 -- 肺癌的重大瞭解進展肺癌的重大瞭解進展

本報記者孫雯報導

當你閑適地在小區散步，當你幸福地品嘗美食，當你專註地
傾聽老師講課，當你滿足地擁抱著妻兒... 你可曾想過70年前戰爭
彌漫，硝煙四起的生活？年老的一輩對這段歷史刻骨銘心，年長
的一輩對這段沈重的歷史耳熟能詳，年輕的孩童對此卻不甚了解
。但，歷史不會忘記戰爭的傷痕，今天的幸福是70年前世界反法
西斯統一戰線帶給我們的和平禮物。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
二戰勝利70周年大型紀念晚會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
活動主辦方凝聚休斯頓華人社團協會，邀請到越南代表隊、菲律賓代表隊、巴西代表

隊、墨西哥代表隊、非裔代表隊、印度代表隊、波蘭代表隊共譜11月7日的和平序曲。

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心靈之聲藝術團演員於北京合影圖為美南新聞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與心靈之聲藝術團演員於北京合影。。

“聆聽世界的聲音 多元族裔共同譜和平序曲”更是提前半年
籌備，邀請來了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心靈之聲藝術團，中國北京京劇
院一團、中央戲曲學院杜鵬教授，以及休斯頓本地的休斯敦中文沈
浸學校、休斯敦華星藝術團、紅扇舞蹈團、休斯敦國劇社、程進才
太級學院、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東方藝術教育中心、花許梨美舞
蹈學院、奧斯丁【金曲族】合唱團、周潔曉慧舞蹈學校、北美青少

年國樂團、東方回聲新民樂團、HSPVA、St. Thomas Scotland Dance
Team等上千人的表演團隊，當天上演一場聲勢浩大、別開生面的多元
族裔和平盛會。

各族裔的孩子們和老師在排練大合唱各族裔的孩子們和老師在排練大合唱：：當我們在一起當我們在一起..

靜穆純潔的眼神靜穆純潔的眼神，，嫻靜端莊的氣質嫻靜端莊的氣質，，阿娜柔媚的阿娜柔媚的
千手千手，，金碧輝煌的色彩金碧輝煌的色彩，，脫俗超凡的樂曲脫俗超凡的樂曲，，優美優美
典雅的舞姿典雅的舞姿，，博愛四射的神聖之美博愛四射的神聖之美 ---- 中國北京中國北京
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心靈之聲殘疾人藝術團。。

節目亮點：
當晚的節目中，有一各長達六分多鐘的極

富中國特色的民樂武術節目 「行雲流水」，分
別由閻亦修演奏蕭，彭晨的二胡，以及魏詩維
的古箏，分別以太極，武術搭配演出。

魏詩維，六歲開始學習古箏，在小學五年
級獲得了古箏八級證書。於2004年考入沉陽音
樂學院古箏表演專業。並且多次獲得民樂比賽
一等獎及二等獎。 2009年末來到美國留學，現
學習作曲以及鋼琴。現已完成兩部作品，鋼琴
獨奏和合唱。

彭晨，休斯頓州立大學音樂治療研究生在
讀，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自幼學習
二胡，先後師從著名二胡教授，歐景星，林東
坡，大學期間師從中國十大二胡演奏家王小楠
老師。大學期間，表現優異，兩次獲得中日韓
國際二胡大賽的金獎（日本站）（韓國站）並
發表論文數篇。她有著豐富的舞台表演經驗，
應邀參加CCTV翰墨因緣節目錄製。現今致力
於音樂治療的工作，並鑽研將中國民樂融合於
音樂治療中。

閻亦修，系中國竹笛專業委員會會員。曾
為張立忠民族管樂工作室竹笛教師，兼任大連
機場前小學、新華小學、大連海浪模特藝術學
校竹笛教師。 2003年1月，參加全國青少年，
獲民族管樂獨奏一等獎；2006年10月，獲得第
86屆《桃李芬芳》全國青少年民樂觀摩音樂會
民族管樂一等獎，等等。
特別鳴謝大力支持此次活動的休斯頓各大社團
和 商 家 ， 目 前 仍 有 贊 助 洽 談 ， 請 聯 繫 ：
281-498-4310。
詳細演出信息：

演出時間：2015年11月7日，6:00pm
演出地點：Minute Maid Park (501 Crawford

St, Houston, TX 77002)
票價：$62 (VIP), $16（社團友情贊助票為

$12)
由於座位有限，請大家提早購票：
購票聯繫電話：美南新聞(281-498-4310),

Kylie Sun （318-237-1986） Angela Chen
(713-517-8777) 或各大華人社團負責人。

站點購票地址：11122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72

網上購票：Ticketmaster購票（微信用戶請
復制網址至瀏覽器 打開購票：http://www.
ticketmaster.com/celebrating-diversi-
ty-world-peace-houston-texas-11-07-2015/
event /3A004F1ABBF62CED?artistid=
2157751&majorcatid=10002&minorcatid=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