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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電視廣播合為一體」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2. 今日美南公眾號直播： 
      觀眾可在「今日美南」
      公眾號上，
       點選「美南視頻」裡的
    「美南國際電視直播」
      就可輕鬆連接至STV15.3。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4.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outhern TV-STV15.3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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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
校2019年春季班，將於1月5日（週六
）開學，即日起開始接受網絡註冊
（www.ccchouston.org/Education/Chi-
neseschool）。

本校是休士頓地區規模最大的中文
學校，目前為兒童，青少年及成人開設
學前班至AP（Pre K- AP）繁簡體中文
課程，書法課程（兼收8歲以上兒童及
成人），鋼琴課程及成人韻律等才藝課
程。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校高中生 AP
班两年來成果豐碩，學生參加AP中文

考試均獲優異成績。普通中文班教師使
用iPad輔助教學工具，提高學生的學習
樂趣。

中文班的學生不僅能在課堂上獲得
系統性的知識學習，而且有機會參加主
流社團及僑社和休士頓中文學校聯誼會
舉辦的各式才藝競賽。如此多樣化的中
文學習，家長們一定不要讓您的孩子錯
過。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地址：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若想了解更多詳情請您致電：
713 -271 -6100 ext.163

（本報記者黃麗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於 12 月 16 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 30 分，在 9090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的皇冠大酒店（Crowne Plaza Hotel)
舉辦年會暨會員聖誕聯誼晚會，所有已繳納2018年會費的會員
，全部免費入場。當天也舉行贈書給休士頓僑教中心儀式，年會
中公開投票選舉2019年副會長與新理事，及休士頓警察局敖樂
章副局長（Henry Gaw)應邀擔任主講佳賓。

與會人士享用美味佳餚，由鍾欣妤-鍵盤，熊浩-小提琴，
許凌輝-歌手精彩的餘興節目後，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

南分會羅秀娟會長首先致詞介紹當天受邀貴賓，並向與會人士展
現當天各社團商界代表贊助琳瑯滿目的抽獎禮品。羅秀娟會長感
謝社團商界代表致贈禮品，由此可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的魅力。財務長趙瑾莉在會上作財務報告。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肯定世界華
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在僑界的貢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致詞，感謝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的各種社
區活動與成果。羅秀娟會長代表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
分會將36本金庸珍藏版小說、兩年期快樂廚房雜誌、蔡淑芳修

女-愛的覺醒與療癒和划向深處等書籍贈送休士頓僑教
中心圖書館，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見證下，僑教中心
莊雅淑主任代表接受。羅秀娟會長代表致贈禮品給即將
於明年一月底榮調回國高就的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科
技組游慧光組長。羅秀娟會長在會上致贈禮品給理監事
們，感謝她們的辛勞。
世華總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特別錄製兩年來的所有活動
與成果介紹影片，由何真代表向與會人士報告，在黎淑
瑛任期內全球共有12個分會創立，並是20年來首次在
海外新加坡舉行國際理監事會議，美南分會做為世華的
第一個分會感到榮幸。接著投票選舉2019年副會長及新
理事。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李成純如執行長與休士頓警察
局敖樂章副局長（Henry Gaw)向與會人士報告中國城治
安議題及問答互動交流成為當晚的壓軸。
2018提名委員會主席林琬真宣布，12/16/2018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年底會員大會並2019年
副會長、理事選舉，經過投票結果選出副會長一人，理

事六人。當晚出席年會的會員有51位，達到召開會員大會的法
定人數，符合投票資格領取選票的會員則有44位，但第一輪理
事投票結果第六、第七名為同票，因此就這兩位候選人進行第二
輪複選，投票過程公開透明，今特此宣布最後並正式選舉結果：
副會長當選人洪良冰，理事當選人六名：李莉穎、蔡盷砡、鄭麗
如、王姸霞、李淑惠、劉貴美，後補理事林美絢，恭喜新任2019
年副會長和理事們。

最後大家在抽獎歡樂聲中，共同度過美好難忘聖誕聯誼的派
對，相約明年再聚。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年會暨會員聖誕聯誼晚會熱鬧溫馨

(本報訊)休士頓客家會會長范泌文及客家文教基金
會主任委員魏明亮(魏主任委員外出，由副主任委員賴
剛志代行)宣佈將於2019年1月6日，星期日，上午十
一時正假華美中醫學院大禮堂舉行休士頓客家會與休
士頓客家文教基金會聯合年會，選舉新年度的客家會
理事及基金會委員，歡迎本會鄉親攜眷並邀請親朋好
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聯合年會除會員大會會務報告及選舉事務外，將
同步舉行客家青年會年會，請各位鄉親敦促大學在學
青年會舊會員踴躍參加，分享與鼓勵少年會員上進。

大會將提供精緻午餐，休士頓客家會理事、顧問

、客家文教基金會委員將各別捐贈禮品供摸彩助興，
鄉親們藉此歲末時節，互相交換生活經驗點滴，共享
「千年榕樹共條根，客家血脈一家親」的大家族情誼

。聯合年會盛況可期，請鄉親攜眷並邀請親朋好友踴
躍參加。

聯合年會時間地點：
時間：2019 年1月6日，星期日上午11時正報到

，12時用餐，
1時會員大會(大禮堂)及青年年會(視聽教室)
地 點 ： 華 美 中 醫 學 院 ， 9100 Park West Drive,

Houston, Texas

休士頓客家會與客家文教基金會下週舉行聯合年會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前左二前左二），），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前左前左
一一），），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休士頓警察局敖樂章副局長（（前右二前右二））等等，，與嚴杰與嚴杰（（二左二左
一一）、）、何怡中夫婦何怡中夫婦，，陳月燕陳月燕，，何真何真，，斐俊莉斐俊莉，，廖秀美廖秀美，，陳碧如參陳碧如參
加加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年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年會」」 。（。（記者黃麗珊記者黃麗珊
攝攝））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右右88））見證下見證下，，羅秀娟會長羅秀娟會長（（右右
77））代表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贈書給休士頓僑教中心代表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贈書給休士頓僑教中心
圖書館圖書館，，由莊雅淑主任由莊雅淑主任（（左左77））代表接受代表接受。（。（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中文學校 2019春季班開放網絡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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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Board Certified Periodontist
二十多年牙科臨床實踐經驗

德州大學休士頓牙醫學院牙周病專科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口腔學院牙醫博士
美國牙周病學會會員
國際植牙學會會員

激光牙周病治療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
美容複雜植牙手術，
併發症處理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最新E4D電腦制牙最新科技一次完成
三維X光機  全新激光治療機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白牙
$199

8月特價

 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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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打假“ 劍指知名院士
科技部表態對造假行為終身追究

【泉深編輯/來源醫學界】醫學界消息，方舟子又掀起一場
“學術打假” 風浪，這次打假對像是醫療界知名院士樊代明、
馬丁，以及北京大學教授饒毅。

12月22日，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在網絡發文，稱華中科技
大學同濟醫院馬丁院士團隊在國外期刊發表的17篇論文都是很
拙劣的數據造假，“就是把同一個實驗結果圖片用在不同的實驗
中”。

方舟子指責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馬丁院士團隊學術造假
24日，方舟子繼續發文宣稱，原第四軍醫大學校長樊代明院

士團隊的7篇論文被發現數據造假，認為 “造假手法和華中科
技大學同濟醫院馬丁團隊一樣，就是不同的實驗出現了一模一
樣的實驗結果圖片。 ”

方舟子指責第四軍醫大學校長樊代明院士團隊學術造假
25日，他在同平台發布一篇名為《關於饒毅、管坤良實驗室

聯合發表的論文數據造假的分析》的文章。
方舟子指責饒毅學術論文采用複制粘貼造假
在文章結尾，方舟子披露，他對樊代明院士團隊和馬丁院士

團隊的指控，均來自美國網站pubpeer.com。
方舟子稱，複製、粘貼圖片偽造實驗結果，在中國是非常常

見的造假。美國有一個學術揭假網站pubpeer.com揭露了大量的
這種造假論文，其中很多是中國科研人員發表的，例如該網站
最近揭露出原第四軍醫大學校長樊代明院士團隊的7篇論文、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馬丁院士團隊的17篇論文都存在這種造
假。

“學術造假”，是真的嗎？ “醫學界” 對方舟子所公開的
若干信息進行核查。

公開資料顯示，PubPeer 網站建立於2012年，鼓勵科研人員
匿名對已發表的論文進行評論，相當於一個科學論壇，只要學
者擁有PubPeer的賬號，都可以對已發表過的論文進行評論，
評論內容可以是批評、質疑、改進建議。

然而作為一個同行匿名評議平台，PubPeer 網站自成立之初
，就在學術界爭議不斷。其中有多個案例顯示，PubPeer 網站似
乎成為一種學術論文打假的新方法，但其公信力仍需質疑。

在PubPeer網站中通過作者進行查詢，“醫學界”注意到，
對於樊代明院士團隊和馬丁院士團隊的指控均來自同一匿名
ID——Lotus Azoricus，且提出的評論均針對實驗圖像。

此外，對樊代明院士團隊文章的評論，時間集中在最近3-5

天前；對於馬丁院士團隊文章的評論，則集中在5-7天前。
在這些在PubPeer網站受到匿名評論的學術文章署名中，樊

代明與馬丁均不是第一作者，而是作為通訊作者署名出現。
“醫學界” 記者致電樊代明院士，其回應稱自己未了解詳

細情況，目前無可奉告。
而在其中一篇馬丁院士團隊文章中，署名為第一作者的Rui

Wei，疑似在PubPeer網站中做出回應： “我們已註意到這一問
題，將會嚴肅檢查我們的數據，盡快回應並做出進一步行動。
”

學術造假實行終身追究
12月23日，科技部政策法規與創新體系建設司司長賀德方

在第六屆中國醫學科學發現論壇發表演講，要堅守科研誠信底線
，保持嚴厲打擊的高壓態勢，實行終身追究。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
設的若干意見》，建立終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規對嚴重違背科研
誠信要求行為實行終身追究，一經發現，隨時調查處理。並且建
立完善覆蓋全國、涵蓋各類學科的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
。

以2017年處理《腫瘤生物學》107篇撤稿事件為例，173名
責任人被計入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科技部稱，要堅決
打擊論文造假行為，對嚴重違背科研誠信要求的行為實行零容忍
和“一票否決”。

此外，13人被納入了科研誠信 “觀察名單”，賀德方稱，
“相當於判你無期”，因為如果一直在 “觀察名單”，就永遠
不能承接國家的任務和計劃，而且“這是終身的”。

同時，他還強調了導師終身負責制度，即導師對學生的科研
成果進行誠信審核和學術把關，並終身負責。例如，如果導師以
“研究生幹的事情我不知道”為由為自己辯解，賀德方稱，政府
部門不會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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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搖錢鋪，一鋪三代富。商鋪值
錢，商鋪賺錢，商鋪能持續收租金。房
地產具有不斷升值潛力，是理財投資實
現人生飛躍的首選。 凱蒂亞洲城 Katy
Asian Town的重要推手聯禾地產將重磅
出擊，推出全新獨立產權的精品店鋪 -
布拉索斯水景商場（Brazos Lakes Center
），位於糖城與密蘇裏市之間的德州州
際6號公路上 (相當於是德州休斯頓的三
環商業大道), 不僅侷限於中國城或亞洲
城的概念, 而是面向主流大眾, 嘉惠社區
的綜合商場! 想開店做生意的, 可以輕鬆
擁有自己的旺鋪! 想小額投資商業地產的
, 可以擁有入門的潛力店面! 一次投資，
超額回報！

開發團隊兼顧客戶多盈利益
成功打造凱蒂亞洲城形象的聯禾地

產負責人Josie Lin(林承靜),分享了她推廣
亞洲城的經驗: 了解地區人口結構, 清楚
定位商場, 整體有計劃性的招商營銷是重
點! 這也是Josie在年輕時於美國著名的
Ogilvy & Mather奧美廣告公司所學的基
本功! 一般的新建商場至少都要預熱兩年
以上,才能夠有成熟的商業運轉!如果沒有
計劃的招商,甚至會拖上數年。

因此, Josie註重於項目落成前整體營
銷規劃, 所以在推廣亞洲城的時候,她說
服了開發商給予投資人提前出租的機會
，也感謝大部份的業主認可讓她能統籌

招租,使得預租率在過戶前高達60%，現
不到半年亞洲城鋪位已供不應求，幾已
租滿。對於聯禾地產獨家開發項目-布拉
索斯水景商場（Brazos Lakes Center）,
當然將更發揚亞洲城的推廣續航力,再創
整合行銷的成果!
難得的6號公路臨街,車流，人流可期!

布拉索斯水景商場（Brazos Lakes
Center）臨水而建, 直接面向德州6號商
業大道, 超過300英尺的開闊面將讓商場
的37個店鋪直接或間接面向車流, 不僅
能見度高,更容易招攬人流! 位於Oilfield
Rd/Lake Olympia Pkwy交界附近，為亞裔
人口聚集的福遍郡（Fort Bend）之核心
地區; 這裏，面向6號公路的商業用地是
稀缺資源，開發一個少一個，可謂寸土
寸金因此商鋪的珍貴可想而知！

商場地處成熟商圈，不到一英哩內
環繞著名商店包括Target, 沃爾瑪、麥當
勞, Home Depot, Kohl, Chase Bank 等多
家國際性、全國性的品牌，極富絕佳商
機連鎖效應。項目坐靠曾為全美排名第
四、德州排名第一的 3700 英畝的河石
(Riverstone), 毗鄰 10,800 英畝的 Sienna
Plantation兩個大型高級造鎮規劃住宅區
（Master Plan）所環繞，有著超過上萬
戶高收入所得家庭所在, 家庭年收入中位
數超過12萬美元,房價從30萬美元到數百
萬美元! 居民的購買能力強，消費潛力大

，需要有特色的商家群聚以及相關的服
務,教育等商家來配合附近的人口成長和
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

定位,整合,推廣!主動積極掌握商機!
Brazos Lakes Center 全面開盤, 總共

A, C, D三棟, 僅有37個店面, Josie Lin 與
她的開發團隊在定案這個方案時, 考慮到
周遭的需求和商場整體發展, 決定不在多
, 但求精, 並規劃積極主動的招商計劃, 讓
商家和投資人的等待期縮短! 這個 6萬多
平方英尺的獨立產權商業項目，屬於中
型綜合零售/辦公商場, 適於小型特色超
市、獨立診所、醫療保健服務、餐飲、
小型零售、小型專業服務或教育機構等。

鄰街兩棟店面均為一層樓, 與靠水景
的後棟一樓總共只有28個單位, 售價從
$46萬美元起, 二樓僅有9個單位, 可以充
分利用水景的優勢, 售價從$37.5萬美元
起, 用買住宅的價格, 輕鬆負擔!

Josie與她的團隊對此優質商業項目
推展, 有定位, 有想法更有做法! 目前, 凱
蒂亞洲城的大部分的商家已認可Brazos
Lakes Center的優勢, 且肯定Josie林女士
整合行銷的計劃, 已核可這個商業廣場作
為他們的加盟商地點, 聯禾地產將舉辦說
明會，給想要開店或者是投資的朋友們
，提供提早進場機會，助飛創業人士。
傳遞利好來打造一個小型亞洲風味的鄰
家市集! 進一步, 從隔鄰的知名連鎖

Kelsey Seybold
Clinic的設立看出這
個地區對醫療服務
的需求, Josie 林女
士鼓勵更多的診所
入駐（如家醫科,
牙 科 、 或 眼 科 等
）, 再加上沒有族
群界線地在其他社
群和主流大眾的推
廣, 這些主動出擊的營銷, 群聚效應, 必然
形成亮點, 前景可期，明智的投資人都喜
歡潛力股，低價格高回報！水漲船高機
遇難得!

未來趨勢：整合當道,多贏共榮
聯禾地產RE/MAX United在 Josie Lin

的領軍下, 已經將近七個年頭,林女士更
在 2017 年獲得全球第一房產公司, RE/
MAX 休斯頓地區的商業地產第一名, 她
的願景一如”聯禾”所示: 聯手並肩, 共
同收穫! 打造一個服務亞裔社群的專業房
地產平臺, 幫助我們同胞藉由房地產來實
現我們的美國夢! Brazos Lakes Center是
一個極佳圓夢商鋪的投資機會, 聯禾地產
將秉持使命和負責任的態度, 無論在售前
、售中、售後，提供相關整合配套, 與客
戶實現互利共贏。Brazos Lakes Center 全
面開放出售和出租, 為商家和創業人士提
供了絕佳的開店地點，讓每個想開店的

人都可擁有自己的店鋪，每個想投資的
人都能保障未來的投資前景。Josie林女
士希望與更多有興趣投資地產的朋友分
享這個案子的利多! 歡迎電洽聯禾地產
(713) 630-8075, 或親臨聯禾地產的中國
城或亞洲城的辦公室!
當你看到成型的熱絡商場時，你已經錯
失了最佳的進場先機！就如股市起伏，
你看到的低點都是在過去的歷史裡! 歲末
年初，正是投資理財的好時機，聯禾地
產Josie現有幾個投資個案，願為您提供
免費投資咨詢，機不可失，不容錯過！

免責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包括但
不限於觀點、結論、建議等）僅供參考
，不代表任何確定性的判斷，您仍應根
據您的獨立判斷做出您的投資決策，投
資涉及風險，聯禾地產及其關聯公司不
對因使用本文件而產生的任何後果承擔
法律責任。

王朝旅遊自創始至今20年，已經為
休士頓地區華人超過萬人次提供了專業
的旅遊服務，憑借優質的商業信譽和良
好的服務品質，口碑相傳，王朝已經成
為旅遊專業的代名詞， 也是休士頓A+
級華人經營的旅行社。

（葉美蓮和王朝會計部Peggy）
王朝旅遊成立於1998年，董事長葉

美蓮女士曾任職於美國銀行副總裁，手
下帶領有五百多名員工，擁有多年的管
理經驗 。因為自己從年輕時代就熱愛

旅遊，希望自己能夠在世界各地走透透
，同時對旅遊資訊十分熟悉，能將自己
所懂得東西分享給同樣喜愛旅遊的人，
就這樣因緣之下，踏進旅遊業，從考取
執照到各種簽證和機票票務等等，從實
務中操作和多方學習，樂於工作中，全

心全力置身於旅遊業中，不知不覺轉眼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依然樂此不疲。

葉女士幾乎己經走遍全球各個國家
，她親自帶隊和喜愛旅遊的隊友一 起體
驗，每一個旅遊景點的風土人情和深入
城鄉去接觸不同的文化，真正用心看世
界。她喜歡在每一個景點收集代表性的
鑰匙圈，如今她的收藏品超過萬個，滿
滿數盒的各地鑰匙圈，每一個都有故事

和回憶，忙裡偷閒常常拿出來，回憶走
過的每一段旅程。

王朝旅遊是一個團隊，葉女士說在
王朝的所有工作並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
的，它必須由全體同仁同心協力完成，
王朝就像是一個大家庭，每一個走進來
的客戶也會變成王朝家庭的一員，常常
在門市咨詢的時段中，就會有曾經參加
旅遊的客人帶著小點心來探班，甚至帶
著新朋友來查詢下一 個旅遊目標景點，
也是因為這樣的氛圍，讓員工充滿溫馨
和歡樂的心情，忙碌起來常忘了時間。

王朝旅遊一路走來，創造數個休士
頓旅行社的奇跡，獨家帶隊近600人次
到加勒比海，阿拉斯加團隊有400人，

其中該團有姚明和姚媽媽參與。還有帶
隊前往冰島、日本、臺灣、南極、中南
美洲、中國、歐洲、俄羅斯、地中海足
跡遍布大半個地球。自從美國對古巴旅
遊禁令開放以來，王朝旅遊總共帶領超
過80名的休士頓鄉親一起前往，這是少
數華人旅行社親自帶團前往的代表。我
們一直再規劃和定制更多的旅遊行程，
以滿足客戶的要求。

王朝旅遊之所以受到客戶的喜愛，
除了葉女士親自帶隊之外，更提供了旅
遊保障 A.R.C.（ACCREDITED REPORTING
CORPORATION）和 IATAN 的認證。ARC
相當於銀行的FDIS的保障，不是每一家
旅行社都能拿到這份認證，它必須要有
二年以上相關經驗並通過美國國家考試

才能取得執照。另外一個IATAN則是針
對全球的遊輪和航空、機場、酒店旅館
、租車等規範的認證。 選擇有認證的旅
行社，才能有保障。

王朝旅遊業務部經理 Stella Chaw
，進入王朝團隊之後，她深深感受到王
朝堅持提供 " 專業的服務 、品質的保證
" 。王朝旅遊專精 : 世界各地豪華遊輪及
世界各地旅遊團、訂制私人團行程、代
訂世界各地機票、代辨全球簽證。王朝
旅遊僅此一家、別無分店。

歡迎前往王朝旅行社網址 http://
www.aaplusvacation.com 洽詢電話是:
713-981.8868

王朝旅遊伴您暢遊天下王朝旅遊伴您暢遊天下

住宅金額投資博旺盛商機住宅金額投資博旺盛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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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損傷積勞成病 儘早處理為妙
重現曙光 看她如何逆轉健康危機

(記者韋霓休斯敦報導) 現代人的工作忙碌，身
體的疲勞與痠痛普遍可見，然而，如果不儘早處
理，有可能會慢慢累積成病，逐漸侵蝕自己的健
康。筆者訪問了一位梅女士，分享自己的切身體
驗，她因為長時間過度工作，嚴重勞動損傷，導
致背部、肩部、頭部都劇烈疼痛，找過多位醫生
都不見好轉。最後，她遇到一位專業的按摩理療
師，為她做深度理療按摩，疼痛才逐漸好轉，逐
漸逆轉健康危機。以下是對她的訪問。

問: 請問您的疼痛是如何造成的? 當初您如何
處理?

梅女士: 我因為做設計工作，需要長時間在電
腦前伏案，不知不覺間累積了非常多的疼痛。一

開始痛的時候，我是先忍著，並沒有怎麼處理。
但是，工作壓力與勞動損傷不斷的累積，讓我的
背部與肩膀都疼得不得
了，甚至頭部也疼的厲
害，像翻江倒海似的。
後來實在承受不住痛了
，就去看醫生。然而，
雖看了很多位神經科的
醫生，卻都沒有幫助，
背部與肩膀還是非常的
痛，不見好轉，那時候
非常痛苦。

問: 後來轉機是怎
麼發生的?

梅女士: 既然看了
這麼多西醫對我都沒有
效果，便轉而嘗試中醫
看頸部脊椎的診所，就
是在那時候遇到職業按
摩師王艷娥女士，為我
做深度理療按摩，奇蹟
似的，才做兩三次，頭
痛就已經緩解許多，我
如同找到救星一般，繼

續給她做，慢慢的，背部肩部就都不疼了。
現在回頭來看，當初如果早一點明白，早一

點處理，就不會這麼嚴重，承受這麼多痛苦，恢
復起來也會更快。那時候胳膊都抬不起來，嚴重
影響生活品質。如果沒有王艷娥的幫助，還不知
要受多少苦。

問: 談談你對按摩理療的感受是什麼?
梅女士: 我在治療疼痛的過程中，曾經嘗試在

不同地方被不同的人做按摩理療，但是都沒有王
艷娥做得好。

王女士的好處是，第一她會根據不同的身體
情況做不同的處理，非常的專業。第二，她非常
認真地對待每一位顧客，如果有特別的狀況，還
會去找老師與中醫做討論，研究應該如何處理才
最好。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她的確是非常專業的
。這麼認真、這麼專業的人現在不多了，很難得
遇到。因此，從兩三年前到現在，我一直給她做
，即使王女士的時間比較緊，需要排隊一段時間
，我也寧可等著給她做。

她非常認真，不會唬弄人，態度非常好，同
時也會根據不同人發現不同的問題，提醒顧客在
日常生活裡面要注意某些姿勢，還有應做某些動
作，來幫助你的身體恢復的更好。所以我對她特
別的信任，覺得她給了自己很大的幫助。

問: 談談你目前的情況好嗎?
梅女士: 我目前仍然在工作，生活品質改善很

多。勞動損傷不會完全好，所以大概一周多到10
天左右，就會去給王女士按摩理療一次，把這段
時間內累積的損傷再緩解過來。

問: 你認為按摩理療的好處是什麼?
梅女士: 整體來說，我覺得按摩有很多好處，

第一是緩解勞動損傷，按摩真的能解決我的問題
，讓身體能恢復。第二個是全身感覺更輕鬆，原
來緊的地方，經過按摩後都可以放鬆。再來，就
是氣血感覺很通暢，身心覺得更舒暢了。

Massage Remedy新張
王艷娥在按摩理療界的口碑不斷，她自己也

精益求精，並且在糖城6號公路邊開了一家Mas-
sage Remedy，專業進行经絡和肌肉的疏通放鬆與
按摩，希望幫助更多人，緩解疼痛，提升生活品
質。為慶祝新開幕，Massage Remedy特別推出體
驗大優惠，凡持本報導、或是美南新聞Massage
Remedy的廣告，均享40% Off的優惠，優惠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電話：346-874-7499、
346-874-7506。 地 址: 4131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Brake Check後面 , 旁邊是Cici
’s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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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長春會長春會20182018歲末感恩歲末感恩
餐會溫馨舉行餐會溫馨舉行

理事王吉盛理事王吉盛（（左一左一）、）、謝文山謝文山（（右二右二））及志工江淑芸及志工江淑芸
（（左二左二）、）、謝逸仁謝逸仁（（右一右一））於於1212月月1818日下午日下午66時在時在
錦江餐廳出席錦江餐廳出席 「「長春會長春會20182018歲末感恩餐會歲末感恩餐會」」 。。

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右四右四）、）、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左三左三）、）、林三江理事林三江理事（（左一左一），），
周武藤牧師夫婦周武藤牧師夫婦，，志工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志工熱烈歡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
長長（（右五右五）、）、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右三右三））參加參加 「「長春會長春會20182018歲末感恩餐會歲末感恩餐會」」 。。

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二右三二右三）、）、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一一
左一左一））與柯志佳會長與柯志佳會長（（二右二二右二）、）、許碧珠副會長許碧珠副會長（（一左二一左二）、）、
理事王吉盛理事王吉盛、、謝文山謝文山、、張麗姫張麗姫、、尤文芳尤文芳，，志工江淑芸志工江淑芸、、謝逸仁謝逸仁
在在 「「長春會長春會20182018歲末感恩餐會歲末感恩餐會」」 歡聚一堂歡聚一堂，，氣氛溫馨氣氛溫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祝長春會會友們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祝長春會會友們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俞欣嫻秘書俞欣嫻秘書，，周武藤牧師周武藤牧師

夫婦與會夫婦與會。。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俞欣嫻秘書，，周武藤周武藤
牧師夫婦參加牧師夫婦參加 「「長春會長春會20182018歲末感恩餐會歲末感恩餐會」」 。。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肯定長春會對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肯定長春會對
僑社的貢獻僑社的貢獻。。林三江理事及志工們聆聽林三江理事及志工們聆聽。。

柯志佳會長柯志佳會長，，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向長春會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向長春會
志工們敬酒志工們敬酒。。

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長春會副會長許碧珠，，理事張麗姬理事張麗姬、、尤文芳尤文芳、、王吉盛於王吉盛於1212月月1818
日下午日下午66時時，，在錦江餐廳互祝聖誕快樂在錦江餐廳互祝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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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休斯頓人
，生於斯，葬於此；他是一位完美主義和理想
主義者，有著拯救世界的曠世奇才；他是一名
勇於探索的成功商人，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
億萬富豪；他是生命的冒險者，曾歷經三次墜
機卻大難不死；他又是一個玩世不恭的富豪浪
子，擁有凱瑟琳•赫本等好萊塢大牌明星，可
統計的女友和情人就達164人；他是難以企及和
比肩的跨界奇才，他的名片上可以印刻醒目的
寫上：飛行家、企業家、航天工程師、電影製
片人、導演、演員、美國首個億萬富翁，慈善
家。

2018年11月，美國漫畫界元老人物斯坦•
李（Stan Lee）去世。眾所周知，斯坦•李在搭
檔漫畫家傑克•科比的協助下，創作了“黑豹
”，“綠巨人”，“鋼鐵俠”，“復仇者”等
一系列的“超級英雄”的漫畫角色，奠定了漫
威王國在業界的霸主地位。但是，元老斯坦•
李一去，有人稱，如江湖失去金庸，漫威宇宙
就此終結。畢竟江湖也不是永遠的江湖，風水
輪迴也是自然。就算漫威不在，漫威王國的那
些耳熟能詳的超級英雄形象早已根植人心。在
現實生活中，能真正和漫畫電影相得益彰的超
級英雄，其中就有鋼鐵俠原型的身影，他就是
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人，美國首位億萬富
翁---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 ）。

在許多人眼中，美國德克薩斯州是一個風
格迥異的南部州，上個世紀初，德州民眾在自
己後院打井的同時，也被噴湧上來的黑色油漿
驚呆了，於是，投資冒險者蜂擁而至，場面恰
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加州的淘金熱。霍華德•
休斯的父親也是其中一位，他發明了一種鑽頭
雙錐旋轉鑽頭) 併申請了專利，1908年休斯工具
公 司 （Hughes Tool Company） 應 運 而 生 ，
（1987年，這家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併成為

能源業大名鼎鼎的能源巨頭貝克休斯公司
Baker Hughes Incorporated ），在當時，由
於雙錐旋轉鑽頭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因此休斯的父親很快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富
甲一方。而休斯的的叔叔Rupert Hughes在
當時也是著名的小說作家、編劇和電影導演
。
大概是受了發明家父親和電影導演叔叔的
影 響 ， 富 二 代 的 休 斯 雖 就 讀 萊 斯 大 學
（Rice University），但終究對上學沒有太
大興趣，而對發明卻表現出天賦異禀，11
歲就自己組裝了一台無線收音機，成為休斯
頓第一個擁有執照的無線電台操作員；12
歲就組裝了一台新車；14 歲開始涉及飛機
駕駛和研究。但到了十八歲那年，命運陡轉

，突遭父母雙亡，也因此繼承了巨額遺產，年
輕的休斯卻對家族生意毫無興趣，毅然而然踏
上了追逐自己人生夢想的旅途。

有著執著和勤奮，再加上不差錢，休斯將
大把從休斯頓石油業賺來的錢投入了好萊塢，
富二代的休斯並不是為了玩票，第一部電影賠
了8萬交了個學費，之後的電影則嚴格秉承只和
優秀導演合作的原則，很快兩部電影就榮獲第
一屆奧斯卡獎最佳導演獎與最佳影片獎的提名
。

上帝造人本來就不公平，具備天才的人不
要問為什麼，凡是都能開花結果，於此同時，
休斯思想中的理想主義的偏執就日漸浮出水面
，他為了拍攝一部空戰片，花費了70萬美金買
了87架飛機、又花了50萬美金組織一批在一戰
中有戰鬥經驗的飛行員老兵參與拍攝，這在100
年前的好萊塢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家鄉休斯
頓的公司已經被掏空，他乾脆拿上所有身家給
銀行做抵押。

為了等待天空出現雲朵以襯托出飛行的速
度感，他高薪聘請氣象專家，如孔明借箭一般
觀察氣象等待天空的雲朵出現，更瘋狂的是，
由於他要求真實反映空戰，飛行高度超低，導
致三名飛行員摔死，之後他自己竟然披掛上陣
，結果摔成了腦震盪。合作的導演被他嚇傻了
，中途退出。經過兩年的玩命拍攝，電影終於
上映，投入400萬美元巨資，最終獲得800萬美
金票房的回報，成為當時最賣座的影片，休斯
賺得盆滿缽滿，名利雙收。那一年，他25歲。

之後，儘管仍不斷拍出更好的影片，但他
已經移情別戀，完全沉溺於飛機的駕駛和製造
。 1932年休斯創建“休斯飛機公司”，成為美
國空軍的主要供貨商之一，同時進入民用航空
市場的開發，入主環球航空公司，還率先提供
橫越大西洋的飛機航線，這使得他的個人財富

迅速增長，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億萬富豪。
財富對他只是個數字，集天才家和冒險家

於一身的他要自己開世界上最快的飛機。為此
休斯造出世界上第一架無縫流線型“休斯H-1
型競速機”，被稱為“銀色子彈”，休斯親自
試飛創下記錄，並興奮的將飛機駕駛到油料用
盡被迫降落到一片甜菜地裡，險中求生。

速度玩夠了，他開始向時間和距離挑戰，
在環遊世界臨行前他立下遺書，經過3 天又19
小時17 分，休斯的飛機返回了出發地紐約的貝
內特機場，有兩萬五千名民眾簇擁在機場，向
這位世紀英雄歡呼，他因此被稱為“環球航空
公司之父”。

如果天空對他來講已經有限，那麼太空究
竟有多浩渺？ 1965年，休斯飛機公司成功製造
出一顆商業通信衛星，開拓了歐美大陸間的電
視、電話網絡；1966年，休斯飛機公司為美國
航天中心成功製造了第一台月球探測器，為日
後的成功登月奠定了基礎……之後休斯還不惜
投入重金研發的 200 噸大力神也成為了今日大
型客機和運輸機的雛形，完成了探索飛行極限
挑戰的夢想。

好萊塢是冒險者的樂園，是財富和明星的
聚集地，身高1米9儀表堂堂，風流倜儻的休斯
是這個時代的焦點，他和漂亮女星的緋聞為狗
仔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源泉，休斯不僅擁有女
星凱瑟琳•赫本，還曾追求過伊麗莎白•泰勒
，他可以和女友駕駛飛機在午夜繁星點點的星
空約會，儘管感情故事很香艷，但休斯一生所
經歷的兩段婚姻都不幸福，也沒有後代。

由於休斯從小就繼承了母親的強迫症基因
，墜機受傷後病情加重，為了不觸及衛生間的
門把手，他可以一直等到有人進來時瞬間溜走
，他需要不停的洗手，直到把手洗的破皮流血
。他在墜機得救後，儘管滿臉都是繃帶，但為
了保證喝到的是新鮮果汁，他在縫隙中掙扎著
也要親眼看到服務生切開柳橙才算放心。

從1966到1968年間，Hughes還在拉斯維加
斯從黑手黨中收購了主要的飯店，酒店，娛樂
場所，一改該城市黑幫加妓女的不良形象。今
天走在拉斯維加斯的大街上，很少能有人知道
休斯當年的這一改變城市的貢獻。

人生注定是一條孤獨的道路，不管你曾經
多麼輝煌奪目，休斯也不例外，由於休斯因常
年備受精神強迫症的折磨，昔日的英雄已經面
目全非。為了處於“無菌地帶”，他封閉自己
，嚴重失眠，每年只剪一次頭髮和指甲、喜歡
尿在排列整齊的牛奶瓶裡、長期注射可卡因、
每天全身赤裸坐在客廳中心看電影，只和摩門
教徒來往，1976年4月5日，休斯在飛往休斯敦

的私人飛機中去世，死狀淒慘，終年71歲，超
級英雄告別了世界，休斯沒有後人，並沒有留
下任何遺囑。他有20億美元的遺產引發了大量
訴訟。他去世後，休斯飛機公司價值52億美元
的股權全部被通用汽車公司收購。這筆錢歸於
休斯飛機公司的持股財團——霍華德•休斯醫
學研究財團，該財團成了世界最大的基金財團
。

休斯在20世紀40年代末創建的霍華德•休
斯醫學研究所繼承了他的遺產，截止到今天，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仍是擁有全球最大規
模研究基金的研究所之一，產生了25個諾貝爾
獎得主。在美國乃至全世界，休斯都是航空航
天領域的先導，許多在役衛星都是休斯公司生
產的。
一部有關描寫休斯的電影是小李子親自擔當主
演的《飛行家》《The Aviation》，小李子的演
技再現了這位曠世奇才，電影中最令人感動的
一個場面就是休斯在檢視新的飛機產品銀色子
彈時的那一幕，全場屏息寂靜，他躬下身來，
一寸寸的撫摸光滑的機身，像是在撫摸生命的
肌膚，又像是在聆聽一個呼吸，偏執任性的張
揚，等待著改變世界的一個偉大發現。

休斯用生命來度量和實現自己的夢想，
1946年7月7日，Howard Hughes在試飛XF-11
時飛機發生故障墜毀於貝弗利山，飛機撞毀了
三棟房屋並引燃大火。 Hughes在這次事故中折
斷了領骨、六根肋骨，全身三度燒傷。他滿臉
是血，被救起後他說的一句話則是“我是休斯
，飛行家”，在他心目中，飛行家這個神聖的
稱號大於一切，億萬富豪和業界大亨都無法與
之相提並論。

今天有人把蘋果的喬布斯和特斯拉的馬斯
克視為現代版的鋼鐵俠，儘管他們都有改變世
界的雄心，但是，唯有一點無法相提並論，休
斯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履行自己的諾言，一位身
家過億的美國首富在藍天之上想到的是改變世
界的勃勃雄心，英雄之所以被稱為英雄，絕不
是他所擁有的財富大小和霸主地位，而是完美
的理想主義情懷和捨命的獻身精神。這才是鋼
鐵俠最令人欽佩的人格所在。

在休斯頓市中心的華盛頓大街（ Washing-
ton Avenue ）有一個佔地四十英畝的私人墓地
Glenwood Cemetery，愛華德.休斯就安葬在這裡
，古樹參天，水牛河的流水依傍而過，湍流不
息。今天鋼鐵俠可謂家喻戶曉，卻鮮有人了解
鋼鐵俠的原型，甚至就連許多休斯頓人也都對
這位休斯頓的曠世奇才一無所知。

世界如舊，人心卻換了百年。

鋼鐵俠原型 改變世界的休斯頓曠世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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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潛入悄無聲，未品濃秋已立
冬。”立冬不僅僅代表冬天的來臨，而是
表示冬季開始，萬物收藏，歸避寒冷的意
思。在這秋冬交替之際，養生調理要順應大
自然收藏之勢，可適當進補強身，同時注意
防寒防燥，總以潤燥養陰、護陽補腎為重
點。

立冬一過，氣溫會愈來愈低，早晚溫差
愈來愈大。每到這時，很多中老年人都會感
到渾身不適：手腳冰涼、膝蓋冰冷、脖子發
冷、後背涼不發熱、人沒精神氣色差等。這
些狀況適宜飲用菁茛良茶系列的“暖薑”袋
泡茶。

暖薑茶不同於市面上的薑茶，市面上的
薑茶是用乾薑粉加黑糖或紅糖，有強烈的燥
性。生薑甘辛而溫，具有散寒發汗、溫胃止
吐、殺菌鎮痛、抗炎之功效，還能舒張毛細
血管，增強血液循環，興奮腸胃，幫助消
化。生薑用於“風寒邪熱、傷寒頭痛、鼻
塞、咳逆止氣、止嘔、祛痰下氣”。乾薑用
於“寒冷腹痛、中惡霍亂、脹滿、風邪消
毒、皮膚間結氣、止唾血”。

中醫認為，薑是助陽之品，自古以來素
有“男子不可百日無薑”之語。薑具有加快
人體新陳代謝、抗炎鎮痛、同時興奮人體多
個系統的功能，還能調節男性前列腺的機
能，治療中老年男性前列腺疾病以及性功能
障礙，因此，薑常被用於男性保健。薑含揮
發性薑油酮和薑油酚，有活血、祛寒、除
濕、發汗之功。薑還具有利膽、健胃止嘔、
辟腥臭、消水腫的作用。

現今生活節奏快，人們沒有那麼多時
間，也不願意自己動手煎煮泡製藥茶。袋泡
茶簡單方便，既可品茗，又能保健養生。

今年是霍元甲150周年誕辰，霍元甲玄
孫女霍靜虹作為霍氏練手拳傳承人，希望習
武人練就尚武精神。

“他是我爺爺的爺爺，聽家裡人說他是
愛國武術家，但我卻感覺很遙遠。”對於
100多年前去世的先祖，41歲的霍靜虹當初
確實沒什麼概念。不過，受家庭習武傳統影
響，霍靜虹5歲半習武，進業餘體校，考入
北京體育大學武術系，然後在大學任體育老
師教授武術，2015年又成為天津市非物質文
化遺產霍氏練手拳代表性傳承人。她說：
“也許這就是我和他的緣分。”

作為天津商業大學一名普通體育老師，
霍靜虹任教後帶校武術隊學員習武練功，
很少提及她是霍元甲的後人，她不希望帶
先祖的光環生活。直到2017年，她隨天津隊
在第13屆全運會群眾比賽健身氣功團體賽中
獲得冠軍，她的身份才逐漸被大家熟知。

2015年，霍靜虹正式成為天津市非物質
文化遺產霍氏練手拳代表性傳承人。作為傳
承人，她開始專門研究霍元甲和練手拳：走
訪失聯多年的霍氏家人，聽他們講述霍元甲
的故事；收集30多年前的武術期刊，研習練
手拳拳譜；將霍氏練手拳作為課題進行研
究，準備寫論文並出版書籍。

霍氏練手拳動作快，緊湊，變換多，節
奏鮮明。集合了螳螂拳、少林拳等技術動
作。目前霍靜虹研習的拳譜是霍元甲的兒子
霍東閣生前在印尼用毛筆手繪而成。

霍靜虹平時將霍氏練手拳教授給校武術
隊學員。今年，學校開設了體育養生課，她
教授學生們學習健身氣功，強身健體。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養生
攻略

冬天宜喝暖薑茶

健康
資訊
健康
資訊

傳承霍氏練手拳傳承霍氏練手拳
練就尚武精神練就尚武精神

文、圖︰新華社

暈眩頭痛耳鳴為中風高危
冰片麝香牛黃能清心醒腦

近年來，香港

中風的人數愈來愈

多，現已成為香港

主要的殺手病之

一，具有高發病

率、高病死率、高

致殘率和高復發率

的 特 點 。 中 風

（Stroke）屬於腦

血管意外，所謂腦

血管意外，從現代醫學而言，是由於腦部血管

“阻塞”或“爆裂”，輸往大腦的血流突然中

斷，令腦組織不能得到充分的養料和氧氣，受

影響的神經細胞因而壞死，產生各種神經症

狀。早前是“世界中風日”，現在就談談從中

醫角度如何預防及治療中風。文：藍永豪博士

（香港中醫學會教務長）

圖︰藍永豪博士、資料圖片

中醫認為，因患者在氣血、陰陽失衡的前提下，出現情志失調、飲食不當、勞慾過度等誘因，引
起氣血逆亂，直衝犯腦，導致腦脈痹阻或血溢腦脈而發病。中風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伴

口舌歪斜、流口水、半身不遂、言語不清、視覺障礙、感覺異常、大小便失禁、偏身麻木、神志不清
或不經昏仆而僅以口舌歪斜為主症的一類疾病，嚴重者甚至昏迷或死亡。

1．蜈蚣性溫味辛，有毒，以
身乾、蟲體條長完整、頭
紅身綠者為佳，能息風鎮
痙、攻毒散結、通絡止
痛，用於中風口歪半身不
遂。

2．全蠍性平味辛，有毒，以
體大、肥壯、尾全、不破
碎、腹中雜物少者為佳，
能息風鎮痙、攻毒散結、
通絡止痛，用於中風口
歪、半身不遂。

中藥、針灸、推拿具療效
從程度而言，輕微的中風症狀稱作

“中風先兆”，無昏迷的中風稱作“中經
絡”、導致昏迷的中風稱作“中臟腑”。中
風病的病機多與風、火、痰、瘀、虛有關，
中醫透過辨證論治，運用中藥、針灸、推拿
等方法，無論對中風急性期及中風後遺症，
均具療效。

導致中風的危險因素包括：習慣吸
煙、高血壓、血內膽固醇過高、飲酒過多、
體重超標、缺乏體能運動、年齡增長、先天
性腦血管腫瘤或血管壁過薄；而某些疾病如
糖尿病、風濕性心臟病等，也會令中風危險

倍增；從中醫而言，氣血虛衰，腎精不足的
長者；勞累過度、氣血逆亂的成年人；陰虛
火旺，肝陽上亢的瘦弱者及痰瘀內阻，經絡
不通的肥胖者、均有患中風的風險。

因此，若然具有中風家族史，且確診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心臟病或肥胖
症，而近日反覆出現頭暈、頭痛、心悸、半
身肢體麻木乏力、舌歪、一側面部肌肉活動
困難或不受支配等，乃至細微動作出現不尋
常的變化如笑時面部偏歪，一邊口角不自主
地流口水，字跡改變難辨，筷子拿不穩，均
宜留神是否出現中風先兆，並盡快求診。

中醫治療中風會四診合參
中醫治療中風，講求四診合參，結合

體質學說，辨證論治。從診斷而言，首辨虛
實：身體壯實，面紅目赤，煩躁易怒，小便
黃赤，大便秘結者，屬實證，用瀉法；身體
虛弱，面色蒼白，聲低氣微，小便清長，疲
乏無力者，屬虛證，用補法。而治療原則以
活血袪瘀為主，補氣為輔；常用的治療方法
眾多，包括複方中藥、針刺艾灸、推拿按
穴，並鼓勵患者配合身體功能鍛煉。

假如高危人士出現眩暈、頭痛、耳鳴
等屬肝陽上亢證，宜平肝潛陽，可考慮應用

天麻鈎藤飲加減，藥用天麻、鈎藤、石決
明、川牛膝、梔子、黃芩、益母草、杜仲、
桑寄生、夜交藤、茯神等；若表現為頭痛、
手足麻木、口唇紫暗、舌質紫暗或有瘀斑、
瘀點，宜活血通絡，方用血府逐瘀湯加減，
藥用紅花、桃仁、生地黃、當歸、川芎、赤
芍、柴胡、枳殼、桔梗、牛膝、甘草等；若
出現頭暈頭重、頭昏刺痛、口中黏膩等屬痰
瘀內阻者，宜用化痰通絡法，方用半夏白朮
天麻湯加減，藥用製半夏、天麻、白朮、茯
苓、陳皮、甘草等。

配合物理職業言語治療
由於中風導致半身不遂的病人整天躺

在床上，故出現褥瘡、呼吸道感染和泌尿道
感染等併發症的機會較高，對患者身心的影
響甚大。預防中風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對醫
療系統的負擔便顯得十分重要。

目前，除了尋求中醫治療，再配合物理
治療、職業治療、言語治療的幫助，部分病
者都能夠自我照顧，病情較輕者或能恢復工
作能力。然而，中風之後，復原需時，其康
復進程因應不同的中風程度而有所分別。一
般需要接受長期的康復治療，對病者及其家

人無論在心力上、適應上、經濟上都是一大
挑戰。

中風的常用中藥
治療中風病，需根據病情屬虛屬實、病因屬風屬火屬痰屬

瘀之不同，透過複方配合應用不同類型的中藥。

1．天南星性溫味苦、辛，以
個大，粉性足、色白者為
佳，能燥濕化痰、祛風定
驚、消腫散結，用於中風
半身不遂；由於具有毒
性，臨床註冊醫師會透過
配伍及控制劑量，從而降
低其不良反應。

2．竹茹性微寒味甘，以身
乾、黃綠色、細絲均勻、
質柔軟者為佳，能清熱化
痰、除煩止嘔，用於中風

痰迷、舌強不語。
3．天竺黃性寒味甘，以塊
大、灰白色、體輕質硬、
吸濕力強者為佳，能清熱
豁痰、涼心定驚，用於熱
病神昏、中風痰迷。

一．中風從痰論治的常用中藥有天南星、竹茹、天竺黃︰

二．清心醒腦開竅的常用中藥有冰片、麝香、牛黃：

1．冰片性微寒味辛、苦，以
片大、色潔白、質鬆脆、
氣清香者為佳，能開竅醒
神、清熱止痛，用於熱病
神昏、中風痰厥、暴厥昏
迷。

2．麝香味溫性辛，以飽滿、
皮薄、有彈性、香氣濃者
為佳，能開竅醒神、活血

通經、消腫止痛，用於熱
病神昏、中風痰厥、暴厥
昏迷、痹痛麻木。

3．牛黃性涼味甘，以完整鬆
脆、棕黃色、斷面層紋清
晰細膩者為佳，能清心豁
痰、開竅涼肝，息風解
毒，用於熱病神昏、中風
痰迷。

三．蛇類中藥多能祛風通絡止痙，常用於中風的蛇類中藥有金
錢白花蛇、蘄蛇、烏梢蛇：

1．金錢白花蛇性溫味甘、
鹹，以完整，蛇幼小者為
佳，能祛風、通絡、止
痙，用於麻木拘攣、中風
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由
於具有毒性，臨床註冊醫
師會透過配伍及控制劑
量，從而降低其不良反
應。

2．蘄蛇性溫味甘、鹹，以條
大、頭尾齊全、花紋斑塊

明顯、內壁潔淨者為佳，
能祛風、通絡、止痙，用
於麻木拘攣、中風口眼歪
斜、半身不遂。

3．烏梢蛇性平味甘，以身
乾、皮黑褐色、肉黃白
色、脊背有棱、質堅實者
為佳，能祛風、通絡、止
痙，用於麻木拘攣、中風
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抽
搐痙攣。

四．蟲類藥如蜈蚣、全蠍儘管均有毒性，然而在中醫師適當使
用下對中風口歪半身不遂均有效果：

■■霍靜虹在霍元甲紀霍靜虹在霍元甲紀
念館練習霍氏練手拳念館練習霍氏練手拳

■■冰片冰片

■■頭部暈眩症狀頭部暈眩症狀

■■經常頭痛是中風先兆經常頭痛是中風先兆

■■年輕人耳鳴是腦中風警號年輕人耳鳴是腦中風警號

■■頭痛頭痛

■■中風導致無法言語中風導致無法言語
及行動及行動 圖︰中央社圖︰中央社



BB1010美南電視介紹

談古論今，引經據典，笑談風雲，豐富學識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是中國大陸音樂人高曉松的一款脫口秀講壇節目，高曉松在節目中兼任
導演、編劇與主持人。，主要講述歷史、文化、社會等人文學科知識。
節目名字是由著名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命名，英文名“morning call”取
自高曉松。本期節目將介紹 無比強大的美國工會。

播出時間：
節目播出時間每個週五上午10點，重播為週一早上5點和中午12點半。

▲ 節目截圖

《曉說》精彩
節目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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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花旗參茶福袋

>  唯一華人自產自銷   >  四十多年信譽保證

> 地道原參絕無添加   >  參香濃純延年益壽

2019 新款

加碼
送好禮!

許氏各款參茶

隨意組合120袋

晶彩彈跳
 保溫瓶送

體面貼心 送完為止!

#1034 (20包) x 6盒 #1038 (40包) x 3盒 #1039 (60包) x 2盒

或或

＊每組裝120袋參茶福袋
即贈一款保溫瓶

許氏德州經銷專賣店
Dallas
達拉斯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972-235-2288
SzeChuan China Restaurant 214-521-6981
Mau Phuoc Duong 972-496-4372 
Grand Prarie
香港超級市場 972-988-8811 
Plano
達福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469-586-8195
陽光旅行社 972-758-9588

YiYiHerbs 972-666-8188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972-943-8999
百佳超級市場 972-517-8858 
Houston Bellaire 
五豐海味中葯行 713-271-3838
金荷中醫診所 713-772-2999
永盛圖書百貨公司 713-271-8186
仁安堂花旗參茸中葯行 713-270-4611
盧林中醫診所 713-774-5558

德信行 713-995-8530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中心 713-988-5200
德聖堂 713-988-5864
參茸城 917-365-1688
香港海味城 713-772-2889
燕窩城 713-776-2888
燕補堂 713-772-7888
仁濟中醫針灸所 713-271-0488
聯發行L&P 713-995-9138

百佳超級市場 713-270-1658
惠康超級市場 713-270-7789
Hous香港超級市場 281-575-7886
百利草藥 281-988-8500
NHAN HOA HERBS 281-776-9888
Houston Area
越華超級市場 832-298-9321
萬和堂 281-988-8338
家樂超級市場 713-818-2770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713-932-8899
大華超級市場(99 Ranch) 281-980-6699
Austin
天地人參茸行 512-467-8888
恆豐 512-719-3864
San Antonio
亞洲市場 210-681-8688
College Station
BCS Food Markets 979-695-6888

星期五 2018年12月28日 Friday, December 2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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