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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持續為國/粵語人士提供戒煙服務
【波士頓新聞訊】美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授予
Asian Smokers' Quitline，包括屬下的《華語戒煙專
線》，為期 3 年的新合作協議。
《華語戒煙專線》是一個全國性的計劃，幫助說廣東
話及國語的人士戒煙。專線是由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
校運營的免費專線服務。自 2012 以來，Asian Smok-
ers' Quitline 已經幫助了美國各地超過 8,000 人戒煙。
《華語戒煙專線》戒煙輔導員葉女士說： 「對只會說
中文的戒煙人士，戒煙確實不容易。許多公眾服務都
只以英語提供，而專線則以來電者自己的語言提供幫
助，並把免費的戒煙貼直接寄送到住所。」研究証
實，來電《華語戒煙專線》戒煙，成功率會倍增。這
服務令說中文的人士更容易獲得有效的治療，也因此
引致 CDC 贊助這個計劃。 「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CDC）致力支持美國亞裔社區的戒煙服務。」《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吸煙與健康部門總監 Corrine
Graffunder, Dr. PH, MPH說。 「我們希望說亞裔語言
及說英語的人士都同樣很方便地得到戒煙的幫助。」
CDC研究員 Nicole Kuiper, M.P.H. 分析說，她曾經
發表一項對首兩年的亞裔戒煙專線服務研究。此研究

報告發表於【預防慢性疾病】雜誌。

有了新的資助基金，《華語戒煙專線》提供給全
美國 50 州及華盛頓特區的服務將延續到 2018 年。懇
請服務於華人社區的醫護人員及各界人士，推薦說粵
語或國語的吸煙人士打電話到《華語戒煙專線》。欲
獲取更多資料，請電郵：asq@ucsd.edu或在網站註冊
https://helpline.ucsd.edu/registration/leng=zh-CHS.

《華語戒煙專線》服務由 Asian Smokers' Quit-
line (ASQ) 營運。The Asia Smokers' Quitline （ASQ）
為居住在美國的說中文，韓語及越南話的人士提供有
效而又易於獲取的戒煙服務。ASQ 已經證實倍增他
們戒煙的成功率。服務由受過戒煙專業訓練，並說流
利國／粵語的輔導員提供。合格的來電者將會收到兩
週試用裝的尼古丁貼片。ASQ是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
防中心（CDC）資助，自 2012 年成立以來已為超過
8,000 名亞裔人士提供服務。服務時間星期一到星期
五，西岸時間7:00am-9:00pm。
•國/粵語1-800-838-8917.www.asq-chinese.org
•韓語1-800-556-5564.www.asq-korean.org
•越南語1-800-778-8440.www.asq-viet.org

To learn more about ASQ (in English), visit: www.
asiansmokersquitline.org.

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11/14舉行會長交接
【波士頓新聞訊】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MJNE)於11/14
上午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由舊任會長曾宓交接給新任會長
凌美秀。

在Momenta Pharmaceuticals擔任資深研究人員的曾宓會
長在2015年間，帶領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成功的舉辦了
數場活動，包含玉山科技協會年會和接待中科院王院士餐
聚等，提供新英格蘭區科技人才齊聚一堂的場合及機會。
新任會長凌美秀代表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致謝曾密會長
於2015年的領導及付出。除了接承曾宓會長於2015年開啟的活動之外。凌美秀會長也宣布
了接下來一年活動計劃的大致安排，第一場活動就從交接會上開始，由在波士頓Fish &
Richardson P.C.擔任專利律師的Rex Huang分享近年的專利法規及相關發展。接下來的其他
活動，希望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上玉山的網站了解活
動內容http://www.mj-ne.org。

接下會長一職的凌美秀在製藥產業有多年經
驗，目前任職於福泰製藥廠並擔任生物統計資深
主任的職位。在台灣清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之
後，凌美秀會長也於美國的加州柏克萊大學取得
統計學博士。搬到波士頓之後,她非常積極的參
與新英格蘭玉山科技協會的活動，接下會長一
職,，凌美秀會長將傾力帶領新英格蘭玉山科技
協會邁向成功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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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新聞訊】為感謝軍人犧牲奉獻
保國衛民，並紀念十一月十一日退伍軍
人節，波士頓援例舉辦大型遊行活動。
包括經歷二戰、韓戰、越戰、阿富汗、
伊拉克等戰役之退伍軍人和現役戰士及
受過軍訓之高中學生等組成之壯大陣
容，從全美第一座公園波士頓公園雄赳
赳氣昂昂地遊行至波士頓市府廣場。

中華民國榮光聯誼會是唯一應邀參
加的外國團體，格外引人注目。一行由
理事長石家孝率領，身穿黃背心、頭戴
船型帽，手舞小國旗，由巨幅中華民國

及美國國旗引領，浩浩蕩蕩。隨行
之軍樂隊在行進中演奏梅花、中華
民國頌等愛國歌曲，氣氛肅穆莊
嚴。

為紀念本年是中華民國與美國
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駐波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賴銘琪處長特
別應邀於閱兵台接受行經台前之各
遊行隊伍致敬，這是台北經文處首
次榮膺此項任務及殊榮。民眾扶老
攜幼夾道致意，沿途不斷有人向遊
行隊伍高喊”Thank you”!，充分
展現了美國民眾愛國情操，以及對

為國捐軀者和軍人的崇高敬意，同時也
再次見證了中華民國與美國自第二次世
界大戰並肩作戰以來之堅固情誼。

賴處長與榮光會遊行隊伍合影賴處長與榮光會遊行隊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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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新聞訊】美中醫學交流學會醫
學2015年年會以“2015年 醫學進展”
與“自閉症論壇”兩大主題在哈佛醫學
院/貝斯以色列醫學中心隆重召開。

美中醫學交流學會會長孔學君醫師致開幕
辭。她簡短地重點介紹了學會部分會員的暑假
中國一行，在廣州、深圳 和蘇州合辦自閉症
大會，與有關方面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為適
應學會的快速發展，現在學會有編輯部、會務
組、醫學咨詢服務部、培訓中心、社會聯系等
六個團隊歡迎新人參加。

在上午的年會上，哈佛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Peter Kang首先在大會介紹心血管疾病治療進
程。對這一美國頭號殺手，中國三號殺手的疾
病，1980年以前人們基本對它沒轍，收進醫院
後也沒什麼好辦法，“我們來祈禱”罷了。
1980年後，相繼研發出頗有成效的藥，目前的
藥物已達到基因-靶向治療。他還指出，一些
心髒病治療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幾乎所有的實
驗都是美國白人男性為受試者，據此研發出來
的藥是否會對美國黑人婦女合適呢？

Lahey 診
療中心的內分
泌及營養專家
劉昭醫師接著
和大家分享的
是肥胖症治療
的新範例。美
國是世界頭號
肥胖國家，這
是一個很大的
問 題 ， 因 為
70%的疾病都
和肥胖有關，
不僅是身體生
理上的疾病，

還包括心理衛生疾病。除了長期能量失衡是肥胖
的一個原因外，還有很多其它諸如基因、家庭、
環境、營養、社會等原因，包括你的同伴、朋友
是否肥胖。劉博士也指出當前的一些實驗結果往
往很矛盾，究竟什麼是肥胖的真正原因沒有共
識，同時也沒有一種簡單的減肥方法。

這次年會專門給了住院醫生、博士後講演
時間。其中在麻省總醫院實習的Dana 王博士
介紹的內容很有特點，她討論的是中國留學生
的情感健康問題。不同於早期的留學生，21世
紀的中國留學生，尤其是4-2-1（四個爺爺奶
奶輩，兩個爸爸媽媽輩，一個獨子）這一代出
現了很多情感健康問題。據一個跨文化研究結
果：中國哈爾濱大學11.7%的大學生有抑郁症
狀，美國耶魯大學45%的大學生有抑郁症狀，
其比例顯著 高於國內的大學生。“虎家長”
不僅不有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更火上加油。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肝炎主任胡克勤醫
師是美國著名肝病專家，擅長治療慢性肝病、乙
肝、丙肝和肝癌。他的這次講座可以授予再教育
學分。胡教授認為不同的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
病毒，丙型肝炎病毒都是可治愈疾病，尤其是目
前研發的多元靶向治療方法很有效，他用兩位分
別為63歲和74歲病人的具體案例細致介紹了治
療思路和方法，聽者很受啟發。

下午是自閉症論壇，分兩個會場進行，分
別針對專業人士及家長。首先由著名自閉症專
家瑪莎-赫博特博士，她是哈佛大學麻省總院
小兒神經科醫師，從事自閉症研究 20 余年，
她就自閉症的發病病生理機制展開討論，結合
細胞學，基因學，影像學及腦電圖的變化闡述
了自閉症的實證醫學進展；指出自閉症的治療

方略是全身的整體的干預。接著哈佛大學貝斯
以色列醫院孔學君醫師以“東西方接軌治療自
閉症”為題講演，她指出現代醫學發展使分科
不斷細化的“顯微醫學”， 正在步入以整體
觀念為基礎的整合醫學功能醫學或者叫“宏觀
醫學”的新紀元， 而醫學的現代化及全球化
使東西方接軌/中西醫結合成為必然趨勢，也
是解決多系統受累而原因不明的疾患的重要途
徑，而自閉症正是這樣一種病症，她比較了中
西醫對於自閉症的解析及干預方法，及臨床實
施使聽眾深受啟發。

哈佛精神科副教授Albert Yeung醫師就著中
西醫結合治療自閉症的課題講演了自閉症治療自
閉症及抑郁症的研究及臨床實踐，闡述了心身合
一的理念及機制，並帶領與會者現場做氣功演
習。行為分析專家姚玉梅講述了行為分析ABA方
法的實證醫學依據，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對於自
閉症行為問題的干預；語言治療師Shirley Huang
及Elizabeth McDermott 講述了語言及社交能力
的評估及各種干預方法增進自閉症患者的語言及
社交能力。來自中國的中山大學副教授金宇給大
家介紹了中國的自閉症發病概況，診斷過篩及
治療方法。大腦-機體康復中心的健康咨詢師
Linda Cox 為家長們介紹了各種對於自閉症有
效的飲食干預方法及居家環境因素的控制。中
醫針灸師田文及張瑋結合實例為家長們展示了
針灸治療自閉症的療效。治愈自閉症研究所的
張眉博士講述了自閉症天分的發現及開發的重
大意義，他介紹了最近在大腦-機體康復中心
推出了自閉症天分評估及開發的項目。

自閉症青年王睿萌在大會上分享了他的
個人成長經歷，他3歲診斷為自閉症，有著嚴

重的社交障礙及行為問題，同時他又具
備很強的數學天才，音樂及藝術上也是
極有天分，他現在是麻州大學羅爾分校
數學系學生，今年夏天赴中國廣州，深

圳在國際會上，及家長座談會上都分享了自己的
經歷，引起極大反響，得到多家媒體報道。16歲
的拉丁學校高中生羅澤堃講述了他和自閉症患者
為友的經歷，從不理解到理解，到提供幫助成為
朋友，他和王睿萌的弟弟王博然一起發起了“改
變自閉症計劃”，協辦自閉症募捐音樂會，到社
區做宣傳，到中國去分享等，高中生Victor Li自
發舉辦自閉症募捐鋼琴演奏會，高中生葉明麗也
舉辦古箏演奏會為自閉症募捐，學會為這些富有
愛心的青年人頒發了社區貢獻獎。

大會圓滿結束後在聚福軒舉行慶祝晚宴，
組委會熱烈歡迎來自中國的客人，和來自加州
的成員，歡聚一堂，共賀美中醫學交流學會
2015年在出版雙刊，赴深圳，蘇州合辦國際會
議，社區服務義診，醫學講座，國際交流協作
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新朋故知共展未來，
2016攜手譜寫新篇。

最後我們一個與會者 Eric Tang 特地寫來
的一首樸素的詩作為結束：

自閉症者引關注，研治人員難計數。
引人入勝交流會，受益非淺在此處。

"2015年 醫學進展"與"自閉症論壇" 11/7成功舉行

部分組織者及講演者合影部分組織者及講演者合影

青年社區工作獎青年社區工作獎，，王睿萌王睿萌，，羅羅
澤堃澤堃，，葉明麗葉明麗。。另外兩名青年另外兩名青年
獲獎者獲獎者Victor LiVictor Li 及王博然及王博然

《兵車行》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 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這首詩聖杜甫有名的敘事詩《兵車行》作
於751年。全詩以“道旁過者問行人”為界分

為兩段:首段摹寫送別的慘狀,是紀事;次段傳達
征夫的訴苦,是紀言。非常感人。此詩具有深刻
的思想內容,借征夫對老人的答話,傾訴了人民對
戰爭的痛恨, 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
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難和負載累
累。有點像現代西方某大國。人類到底什麼時
候才能領略歷史教訓而不重蹈覆轍？

長久以來我常在想，詩中的"咸陽橋"到底在
哪兒？現在又是個什麼樣子？第一次到西安講學
時，因為降落的機場就是在咸陽，我請教了當地
的教授這個問題，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
一人知道。接著後來幾次訪問西安，在不同的學
校問了同樣的問題，又是無人能回答。心裡有些
失望納悶。好在我契而不捨，這次參加西安交
大、電大和西北大學合辦的"結合電腦人工智能
(智慧)和影像處理鑑別中文書法"的座談會時，我
又問了同樣的問題。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
有人忽然想起最近的新聞報導，好像有人在咸陽
河上發現被沙泥埋藏已久的一段斷落的古橋遺
樁，因河水位大幅下降而露出水面。有可能就是

古時的"咸陽橋"。
很感謝在大

會的安排下請了一
位熟悉咸陽的司機
師傅，承蒙由西電
大學范磊教授陪同
特別帶我去咸陽看

看。原來咸陽距西安還有段距離，開車要約一
小時才到。而渭河彎來彎去找了個半天，來來
回回好幾個回合才終於找到。好像我第一次遊
維也納到處尋找 樂聖 貝多芬的故居的情況一
樣。我興奮異常地急忙下車，連跑帶跳的靠近
看個究竟。只見橫埂在泛黃色的渭河中間，有
好多好多殘餘斷裂的木頭樁樁，一根根豎立在
一堆堆的石頭上面。 還滿整齊地分成四行排
列，一看就知道是橋樁。可以想像得到原本上
面的橋面和車水馬龍的擁擠狀況，但早已腐朽
消失不見了。“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
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 咸陽橋” 兵
慌馬亂的 場景又生動淒厲地展現在眼前。原來
自秦唐以來，此橋經過千百年的時代演變，歷
盡嗓滄。如今人事全非，皆已作古，只剩下斷
裂的木樁樁仍然勇敢堅強忠實不移地屹立在河
床上，歷經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 渭河流水不
斷的洗禮，默默地為歷史做見證。

咸陽市政府和歷史考古學家正在進一步考
證這些橋樁的確切年代，但無論如何，我已感到
濃郁的氛圍籠罩著我。唐朝在唐玄宗統治之下的
紛亂現象透過詩聖杜甫的《兵車行》重現在眼
底，歷歷如繪。給我內心
帶來很大的震撼。我沿著
分隔西安（古長安城）和
咸陽的 渭河來回走了一
趟。除了幾座後來建的現
代化大橋以外，並沒有見
到任何其它殘餘的橋樁。
即使剛才看到的橋樁不見
得就是杜甫筆下的“咸陽

橋”，但那又何妨？一千年前杜甫的確在渭河上
看著當時的“咸陽橋”，緬懷亂世有感而發。詩
聖的不朽傑作《兵車行》千年後的今日仍然還是
深深的感動者世人，給不同的時代帶來不同的啟
發和意義。發人深省。直到永遠。

就好像樂仙莫扎特當年英年早逝。因窮途
潦倒，在風雪交加之下匆匆下葬。後來查不出他
到底葬在那裡？但他在維也納中央公園的墓地，
左有樂聖 貝多芬，右有藝術歌曲之 王舒伯特陪
伴，照樣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來自世界全球的愛
慕者 ，車水馬龍絡繹不絕 般地來向這位音樂的
巨人瞻仰至敬，門庭若市，永不寂寞。因為雖然
莫扎特身體已去逝， 他的偉大的音樂作品已深
入民心，為世人愛戴，永垂不朽。 同樣的，詩
聖杜甫的詩魂和他的愛國關愛社會人類的仁人之
心，表現在他的文學傑作和天風海雨的詩篇裡，
贏得世人的尊敬和愛戴。他的精神與靈魂與天地
並存，與日月同光，無所不在。對後世每一個時
代都有不同的啟發，直到永永遠遠。

於是，我又回到那遍佈 “咸陽橋” 遺留下
來的殘樁遺址，輕輕的問候一聲：“杜甫，我
來拜訪您了。您好？”

作者留影於作者留影於""咸陽橋咸陽橋""遺址全景遺址全景((從咸陽往西安張望從咸陽往西安張望)) ""咸陽橋咸陽橋""殘留橋樁近景殘留橋樁近景。。從地基和大片石頭堆開來從地基和大片石頭堆開來，，當時劍橋的技術已很先進當時劍橋的技術已很先進

【波士頓新聞訊】11月14日是世
界糖尿病日(World Diabetes Day)，
加斯林糖尿病中心 「亞裔糖尿病研
進 會 」 (Joslin Diabetes Center:
Asian America Diabetes Initiative 簡
稱 AADI) 和帝苑大酒樓，為響應
世界糖尿病日，在帝苑大酒樓聯合
舉辦飲茶做善事活動。在飲茶做善
事期間，現塲提供免費糖尿病教材
和健康食譜、以及健康諮詢服務

等，吸引了許多關心糖
尿病和健康食物選擇，
響應世界糖尿病日，來
飲茶做善事中外人士閱
覽。AADI 主任徐千田
醫師講解，亞裔患糖尿
病 的 比 率 高 於 其 他 族
群。他指出糖尿病沒有
明顯症狀，呼籲大眾需
要積極預防，注意飲食

和運動，要求醫療單位檢查診斷
確認自己是否有糖尿病。

推廣活動負責人之一，AADI
金良城醫師，報告自糖尿病病患資
料分析，發現亞裔體重普遍較其他
群裔輕，但是患糖尿病的機率卻很
高。他呼請亞裔民眾注意，體重和
身 高 比 例 的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BMI) 」範圍，在體檢時提出進行
糖尿病篩檢。金良城說明，亞洲人

的體脂肪容易推擠到腹腔內，而西
方人的體脂肪則較多是皮下脂肪，
因而西方人的肥胖更易察覺，形成
亞洲人看樣子不算肥。有關健康飲
食問題，金良城報告該中心針對中
國傳統飲食健康調查結果，建議應
多吃青菜和魚等健康飲食，吃定量
米飯和麵，減少食用肉類，特別是
紅肉。

帝苑大酒樓店東黃官羨，說
明當日茶市時間，捐出所有茶市
點心收益給 「亞裔糖尿病協進會
(AADI) 」，為以華人居多亞裔人
士大眾身體健康，作支持糖尿病
研究慈善用途。駐波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陳銘俊，和
王氏青年會(YMCA)代表等逾百名
善長仁翁到塲，熱情響應支持世
界糖尿病日飲茶做善事活動，一
舉兩得。

左起左起::陳銘俊陳銘俊..黃秀英黃秀英..黃官羡黃官羡..徐千田徐千田,, 右一右一::金良城金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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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您好？-咸陽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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