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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學院學生用餐後不適 附近墨西哥餐廳被關閉
【波士頓新聞訊】美國波士頓學院 8 日發表官方消息，該校 30
名學生，其中 8 位為籃球運動員，因在學校附近的 Chipotle 墨
西哥餐廳用餐後，出現嚴重的腸胃不適而缺課。Chipotle 已於
昨日關閉。
波士頓學院的發言人傑克·鄧恩（Jack Dunn）說，曾於上
周末在該餐廳用過餐的學生中，共有 30 名學生出現了嚴重的病
症。市服務檢查部門估計染人數為 28 人。餐廳已於昨天關閉，
餐廳工人正在做內部清潔。
該校籃球隊是“受害”最嚴重的，其中有 8 位球員用餐後
感到不適。癥狀各有不同，有的只是感到噁心，有的已經不能
起床。
也有一些學生在這家餐廳用餐後沒有異常癥狀。舒爾茨
（Ally Schultz）， 24 歲的社會工作研究生說， “我上周四有
在這家餐廳用餐，但不知何故，沒有感覺什麼不適，所以感到

波士頓國安局門口
發現疑似炸彈

波城圖書館長眼利
尋回被盜古董地圖
【波士頓新聞訊】有人在紐約古董商夏季目錄
刊登廣告，出讓一幅罕有地圖，那是由法國探
險 家 薩 繆 爾·德·尚 普 蘭 （Samuel de Champlain）於 1612 年繪製，並對新英格蘭海岸，以
及加拿大沿海省份作出描述。
但地圖有缺陷，而正是這些缺陷——輕微撕裂、一度
折疊和一個洞被修復後的小記號——引起了波士頓公共圖
書館眼利的館長格里姆的注意。
格里姆發現，這幅以 28.5 萬美元出售的古董地圖，肯
定是圖書館在十多年前被人盜走的一幅。
格里姆在 2005 年入職後，發現圖書館被人偷走 69 幅
古董地圖，現已尋回 30 多幅。

【波士頓新聞訊】本月 4 日早上，位於波士頓市中心的國土安
全局大樓門前，一名巡警在一輛國安局的汽車旁，發現一不明
行李箱。經警方用 X 光檢測，發現內有電源和電線，疑似炸
彈。
為安全起見，警方封鎖了附近區域。並由拆彈部隊和拆彈
機器人，將行李箱運到無人處定向引爆。該行李箱內是否有炸
彈，目前還不清楚，警方正在調查中。
另外，據警方透露，根據監控錄像顯示，放行李箱的嫌疑
人是一名 40 歲左右的白人男子。目前，警方正在尋找此人。

Verzion 送好禮 佳節更精彩

【波士頓新聞訊】限由即日至 1 月 6 日止：終身每月獲
2 GB 免費數據！際此佳節期間串流更多音樂、欣賞更多
節目、瀏覽更多網頁
若 Verizon Wireless 的新客戶和現有客戶際此佳節期
間，在 XL or XXL Verizon 計畫上添加一部新手機或升
級者，每部添加的新手機每月將獲 2 GB 額外獎賞數
據。優惠時間有限，該 2 GB 每月額外獎賞數據不但可
與別人分享更可與其它優惠合併。
採用 XL Verizon 計畫、期待已久適當時機將其手機
升級的一家四口家庭現在可以馬上升級並除獲 XL Verizo
計畫每月 12 GB XL 限額外，可另獲 8 GB 額外獎賞數
據，即每月分享數據高達總數 20 GB。
您可以如何善用 2 GB 額外數據？
• 獲知最新 Facebook Newsfeed 資訊 102 小時。
• 串流 10 部高清 30-分鐘電視節目。

吳川君

很幸運。”她感覺就像躲過了一劫。
“我們將餐廳關閉了，是因為我們遇到了超出我們能力所
能控制範圍的問題”，餐廳一位接聽電話的人說，“我們正在
努力將這一問題正確的解決”。
目前美國公共衛生部正在與波士頓公共健康委員會密切合
作，監控是否已經在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州，美國馬里蘭
州，明尼蘇達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 亞州發現的
大腸桿菌疫情蔓延。據悉，在發現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大腸桿
菌爆發與一些墨西哥 Chipotle 連鎖餐廳有關後，該公司的 43 家
餐廳被關閉。
“這真是太糟糕了！”已經兩周沒有在 Chipotle 用過餐的
政治學與通信專業學生薩拉赫（Selly Sallah）說，“這是一個
挺不錯的餐廳，同學們經常在這裡聚會。 太遺憾了！”
Chipotle 公司發言人於發稿前尚未對此事予以置評。

• 瀏覽網絡 89 小時。
• 串流 512 首歌。
• 查看 Google Maps 34 小時。
新客戶和現有客戶必須升級或啟動一部新手機並在
XL 或 XXL Verizon 計畫上每月獲得該 2 GB 額外獎賞數
據。每一個帳戶客戶可以添加至 10 條線。客戶欲終身獲
得額外獎賞數據者，必須維持留在 XL 或 XXL Verizon
計畫上，而該電話線必須被一部手機有效使用。
客戶可以與所有在帳戶上的器材分享數據，包括平
板電腦和連線器材，雖然平板電腦和連線器材不合資格
升級或啟動以獲每月之 2 GB 數據。
當客戶打算轉計畫、升級計畫、或添加線路者，客
戶應該到訪一間 Verizon 店鋪，因為宣傳優惠價和舊換
新價值會在店內即時完成。
欲知更多詳情，請登入 www.verizonwireless.com。

開闢新財源
美大學陸生倍增逾30 萬
【波士頓新聞訊】上一學期，逾 30 萬中國大學生在美國讀書，為美國經濟
注入巨資。註冊人數比五年前高几乎一倍，使得急需開闢新財源的大學從
中獲利。
波士頓大學負責招生的副校長凱莉．華特，十年前從未去過中國，現
在她每年去大陸招生三次。這份努力大有收穫，十年前波大招收到 205 名
中國學生申請入讀，今年則接近 6200 人。
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州府撥給加州大學的經費從 1999 年以來幾乎減
少了 10 億元。加州大學招生官員安．德路卡說，因此學校需要開闢不同財
源。十年前，只有 47 名中國學生就讀該校大學部，現在則超過 1200 人。
德路卡說，校方期待外國學生支付全額教育費用。但隨著人數增加，問題
開始浮現。教育顧問穆瑟指出，很多來美的學生英語不好，要融入較大團
體很困難。美國大學現在提供五年課程，第一年就是專門用來學英語。

牙醫博士

●Tufts 牙科博士 ●美國牙醫協會會員

83 年武漢大學口腔醫學院畢業，
武漢市同仁醫院口腔主治醫生華西醫科大學修復專科證書

全口及局部假牙的福音

臨床經驗豐富

最新植牙技術

擅長牙冠、牙橋、烤瓷貼面、全口及局部假牙、種植牙；
根管治療、拔牙及各類外科手術，及牙周手術。牙齒漂
白、美容牙科。兒童、成人及老年牙科。牙周治療。
通國粵英語
誠徵
週一至週六皆有看診，但 有執照
週二/週四必須提前預約 牙醫助理





617-338-8883
617-488-9112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

65 Harrison Ave. Room 418, Boston(中國城), MA 02111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
90 天，走出糖尿病陰影

通常糖尿病使用野花牌綠蜂膠
(Apiario Silvestre)的 1 個療程爲 3 個
月時間，每月 3 至 4 瓶左右。輕度糖尿
病人每月 3 瓶，重度 4 瓶或遵治療專
家建議。1 個療程 3 個月下來，降糖總
有效率高達 94.8%
綠蜂膠對 I 型和 II 型糖尿病患者降
血糖、血脂、血壓效果顯著的同時，對於
各類糖尿病幷發症，如血管硬化、視網
膜病變、白內障、各種感染潰爛、心腦血
管病變、肺結核等均有具體有效臨床病
例。大量實踐證明巴西綠蜂膠是一種對
糖尿病患者非常理想的純天然物質，長
期以來被科學家稱爲
“糖尿病患者的保
護神”
“
, 生命中的第二個太陽”
。
調理綜合性的疾病，必須有綜合

的治理手段，綠蜂膠正是具備了輔助 致頑固的便秘、腹瀉、盜汗等症狀蜂膠 性疾病都可起到顯著的療效，而且長
治療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的全面作用， 也能迅速發揮作用。
期服用也不會有耐藥性和毒副作用。
因而被稱為
“糖尿病治療必不可少的
4、細菌、病毒一網打盡：蜂膠對各
5、調節機體大功臣：綠蜂膠既解
物質”
。
種炎症，尤其是因糖尿病引發的感染 除了高血糖的憂患，又避免低血糖，同
1、修復，再生的能手：綠蜂膠修
時全面調節血脂、血壓，改善免疫力
復受損胰島，促進胰島細胞再生，提
低下的狀況，進一步避開冠心病、腦
高胰島素分泌質量，調節血糖，抓住
中風等心腦血管疾病危害。
糖尿病的根本病因進行調理。
6、自由基一掃光：自由基，氧化作 病人來說再合適不過了。
2、血管清道夫：蜂膠中類黃酮物
用的副產物，是糖尿病的致病元兇之
8、奇妙組合綜合治療：糖尿病併
質不僅可以抑制高血糖對血管的侵
一。蜂膠富含的黃酮類、甙類、酚類、萜 發症所有症狀都是由綜合損傷所致，
害、抑制血管硬化，更能清理血液，全
烯類化合物都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 嚴重的下肢壞疽更是綜合性多系統損
面調整微循環。
7、無毒無害強身健體：嚴格安全 傷。蜂膠既修復胰島，又疏通血管；既
3、神經系統保護屏：蜂膠是修復
檢測顯示：溫和、無毒、無副作用，不 修復神經，又促進組織再生；既抗菌消
神經的專家，不僅對輕度皮膚瘙癢、
產生耐藥性。保肝護腎同時，調節代 炎，又綜合調節機體。全方位、多功能
蟻走感、針刺感、灼痛感等末梢神經
謝、調節免疫、增強體質、補充養分， 的綜合作用使蜂膠成為治療糖尿病的
炎效果顯著，嚴重的植物神經紊亂導
對於嚴重虛弱、必須長期服藥的糖尿 必備。

加拿大衛生部天然品 NPN#80006418•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 FDA 登記註冊#10328566522•
國際 GMP Site License#300909•全球 HACCP 質量認證 BR13/7429
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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