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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中藥三道防線之一
成彥邦
專欄 杏林夜談 14
(一) 前言
杏林夜談是我卅多年前的專欄，主要談枯燥乏味的中醫學術
及醫案等，為了迎合廣大讀者的閱讀興趣，不得不以嘻笑怒駡的
輕鬆筆調由簡入繁、以悅理、寓醫於文。這些文章經名中醫師陳
紬藝閱後所賞識，而刊載在他主辦的自然療法期刊，被他視為醫
學文獻妥與珍存，該雜誌風行海內外多年，我有幸被聘為美國德
州分部主任，審核附近各州的來稿。可惜自陳醫師仙逝後，該雜
誌便無人接手傳承。我的專欄竟因此就停了快卅年，幸好美南日
報的李蔚華發行人慷慨提供園地，我又能再度執筆不致停頓，感
激不盡。
想起陳紬藝醫師，我抬頭見書架上兩寸多厚的一本清代《王
氏潛齋書十種》，就是由他校刊， 工筆文言巨著，巨細無遺地
保存下來，功夫用得很深。 記得我有一次送上一篇文稿中有
「
手無搏雞之力」的一句，刋出時他已將 「
搏」改為 「
縛」了，
可見他不但對醫學嚴謹，對文字也非常講究。來也奇特，我與前
輩陳醫師從無一面之緣，卻文字神交廿年。
(二) 病毒轉劇
言歸正傳，我上一篇談 「
中醫治新冠肺炎」總覺得意猶未盡
，一般人以為治傳染病非中醫專長，沒想到中國大陸的醫療使用
了一些中藥，將疫情控制住了，新冠肺炎死亡率僅 3％，而世界
其他國家死亡率高達 6％以上。人們伸長脖子盼望疫苗開發出來
，以便控制疫情。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本來今年五、六月間情勢
看好，沒想到一個放長假的紀念日，急不可待的自由開放解封，
加上各地遊行示威，爭民權比救生還重要，將疫情置於腦後。
啊喲！病毒鬆一口氣趁機突變，原來 20 歲到 50 歲的人，病毒敬
而遠之的，這下可好 ，新冠疫情反撲來勢洶洶，病毒乘虛而入
，開始來不及地親近年輕人，這種老吾老，進而幼吾幼，一視同
仁的病毒天性，有方法避免嗎？就如同癌細胞的突變，轉移到別
處生根，把人折磨得至死方休。就算現在研發出疫苗，是否防得
了突變的病毒呢？還是一個未知數；沒完沒了的日子似乎有得熬
了。
張仲景的 「
傷寒雜病論」和 「
金匱要略」雖有不少妙方，可
以對付各種瘟疫，到底老美們信中醫的少之又少，加上醫療保險
不付中醫中藥，注定英雄無用武之地。那麼我的仁心是否到此為
止呢？沒有，我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發現了苗頭，中醫不是治
「
未病」嗎，不要等到生了病才治呀，更不要等得了新冠肺炎才
治呀！主要在如何防病毒不近身，像武俠小說中的 「
罡氣」或練
就 「金剛不壞之身」，這未免太難了。 成大夫故弄玄虛搞得人
糊裏糊塗。 所以我用平白話，穿了，不過是避免病毒在人體著
床繁殖罷了。
(三) 中藥防病毒原理
要防病毒不近身，讓病毒難著床，增強免疫力是首選。免疫
力強的人即使得了新冠肺炎也可以活過來。我前文中指出新冠肺
炎病危者多死於酸中毒，新冠肺炎死亡患者酸中毒已經是公認的
事實。另外，死亡患者多有一、二種慢性疾病纏身，最常見的就
是糖尿病，嚴重的糖尿病患者是酸性體質之最，已在酸中毒的邊
緣，如果再加病毒感染，不消己進入急性酸中毒，那時生命即若
弱絮隨風而去了。有報導稱糖尿病血糖濃度高的患者，其死亡風

險是血糖較低患者的兩倍。在這種情況下誰救得了呢？可以說要
靠天老爺碰運氣，過去九十年來都是如此的沒法度。
令人想不到的，我發明的富鹼寶 PHB 派上了大用場，只要
病危患者還能服下 PHB，就有得救的機會，這是拿 PHB 來救急
用。至於使用 PHB 能不能使病毒難感染、難著床呢？這就又回
到華寶的假了，華寶的假說是： 「
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都不能
在鹼性環境下存在。」PHB 可以將人的體質改變為鹼性，就有
機會防病毒感染和使病毒難於著床了。光不練是行不通的，要拿
出證據來。最近兩年多來，凡服過 PHB 的病人不下三百餘例，
這三百多人原本都不是為新冠病毒來求醫的，服 PHB 僅僅是為
了提升 PH 值，作為醫療的附帶處理。到目前為止這 300 多人沒
有一個病人向我訴說感染了新冠肺炎。我不認為是巧合，也不是
我行醫運氣太好，我一輩子沒中過彩卷， 「
運氣」肯定沒有我的
份。只能說華寶的假太偉大了，他的假理論幫助了我的行醫，有
大師的護航效果特佳，而我的發明也證實了他的假說，50 年無人
問津的假，又要復甦了。
(四) 再談華寶(Otto Warburg)其人
我在杏林夜談中曾經介紹過華寶這人，他與我的因緣太重要
了，自從我申請日本專利證書核發後，他與我的關係就更唇齒相
依了。所以我不得不再把他推到幕前，將這位不世出的天才，作
重點推崇。
華寶（Otto H. Warburg）於 1883 年 10 月 8 日出生於德國佛
萊堡，該地接近瑞士的邊界。逝於 1970 年 8 月 1 日西德柏林。父
親是猶太裔物理學教授，與愛因斯坦同事過，母親為基督教新教
徒，父親婚後信奉基督教，所以華寶一直是基督徒。他 1906 年
23 歲時就拿到柏林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然後去海德堡大學習醫，
5 年後 1911 年 28 歲取得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由於精於騎術，進
入有名的烏蘭騎兵團當個小軍官，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一
1918）在前線英勇作戰有功，得鐵十字勛章。華寶認為這短短四
年，給予了他在學術象牙塔之外、洞察人生的寶貴經驗。
愛因斯坦曾寫信給華寶的父親，要物理教授趕緊勸兒子早日
脫離軍職，回到學術界發展，如此天賦奇才在軍隊裡混日子，如
有意外簡直是人類的悲劇。愛氏慧眼識才，果然說動了華寶，他
從此在學術界耕耘，尤其在生理醫學和生物化學界闖出不朽偉業
。因此華寶和愛氏成為好友，愛氏在物理的成就也影響了華寶在
生物化學的研究。1918 年華寶升任凱薩威倫究所的生物教授，
1924 年他提出了華寶效應，認為癌細胞生長速度遠大於正常細胞
的原因，來自於產生能量（例如 ATP）的來源差別。癌細胞會偏
向糖解作用，取代一般正常細胞的有氧循環，所以癌細胞使用線
粒體的方式與正常細胞有所不同。由此效應引發研究者好奇，是
否能藉由導引細胞恢復正常有氧循環，切斷癌細胞的能量供應，
來阻斷癌細胞生長。所以線粒體、調控有氧循環和糖解作用間的
關連，變成癌症研究的重要課題。至於華寶假認為華寶效用是癌
症的根本原因，所以又稱華寶癌症假說。當假說尚未成為理論時
，各種異議的研究人員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癌症突變，認為惡
性腫瘤的突變，原被華氏認為是新陳代謝所造成，該是癌細胞突
變之果。也有學者所作的實驗：將癌細胞核置正常細胞漿液中和
正常細胞核置癌細胞漿液中，比較其機制，就強烈支持華氏

的假多過於癌突變。
華寶這位傳奇的科學家，他至少具有四分之一猶裔血統，在
納粹政權之下，仍被希特勒視為國寶，允許他繼續科研，但不許
他教學 。雖有幾次爭平權的衝擊，幸能化險為夷。
1944 年因他對菸醯胺（Nicotinamide）的研究，以及酵素的
發酵機制和黃酵素，被提名第二次諾貝爾生理醫學獎，但被希特
勒 1937 年 「禁止德人接受外國之獎賞」的條款所阻。第二次得
獎也為諾貝爾基金會所否認，卻承認華寶是最後幾個候選人之一
。總之華氏終其一生被提名 47 次之多，他主持的實驗室得過諾
貝爾獎的科學家連他就有四人。
大凡有創見的科學家們，都盼着自己的假能在生前就被證實
，當然第一人選最好是自己經過實驗證明，再不然自己的同學、
同儕或別的研究機構證實，最後希望自己實驗室的學生為他證實
出來。華寶時時刻刻自己身體力行了 46 個年頭，他努力的程度
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他公開寫信給各個大學或研究所， 「
如果
你們要頒發名譽博士學位或獎狀給我的話，儘管寄來給我，我不
想離開熱愛的實驗室去參加你們的頒贈儀式。」他想方設法有人
延續研究下去，所以開闢了幾個講座盼有心人可能來傳承，惜努
力有餘卻突破不足。1966 年 83 歲高齡的華寶被邀出席諾貝爾獎
委員會議，欣然宣讀他的假論述。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的理想
可惜仍沒有實現。當 1947 年世界知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
（Max Planck）去世 ，他是 191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華
寶對這位量子力學的鼻祖崇敬有加，63 歲的華寶既悲巨星殞落、
大師一去不返，又痛自己已過研發的最佳年華，傷情之餘對普朗
克曾說過的： 「
科學踏在前人的葬禮而邁進」這句舉世名言頗有
感觸。經他的促成將凱薩威倫研究所改組為普朗克研究院，成世
界學術研究的重鎮。他何曾不思，在他有生之年將假變成理論呢
？偏偏時不我予。
(五) PHB 的效果
沒想到一談華寶就快寫掉一篇專欄了，我推崇華寶是為富鹼
寶 PHB 的中藥配方找理論根據，理論堅實了 PHB 的用途大矣哉
，所以華寶還會經常出現在我的論文中。首先，新冠病毒要在人
體的呼吸氣道著床，著床的地點正是病毒嗜好人體細胞分泌酸性
體液的地方，酸性體液越多著床越容易、感染的機率越大，如果
服 PHB 將酸性體液變成鹼性，病毒無法著床，就不得新冠肺炎
。即使有運氣好的病毒著床了，但大量繁殖的機會卻相對減少，
人體的免疫力可與病毒抗衡或將之消滅，進而控制病毒蔓延，如
此身體產生抗體，則大功告成。
從各方來的資訊顯示，新冠病毒產生突變致感染力更強。新
冠肺炎確診者，康復後仍有後遺症，且可能纏身數年。有無復陽
危機？康復者的抗體約只維持 2 至 3 個月。這些聞都發生過，也
都是事實，作為一個行醫快五十年的老醫師，費心費力提供了解
決方法。由不得我鬆一口氣，既憂全球遭此空前浩劫，又喜併中
西兩醫有解方，特填李後主虞美人詞一首唱和：
肺炎疫情何時了，死亡知多少？夏陽秋燥又來臨，回首全球
無處可棲身。
醫院病床應猶在，只是流年改，盼君體健免憂愁，網路訊息
驚心淚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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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居民收到來自中國「神秘種子
神秘種子」
」﹐
官方呼籲不要種﹗
官方呼籲不要種
﹗
【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過去
幾周以來﹐約有將近兩百名德州民
眾﹐收到印有
「中國郵政」的字樣的
神秘種子包裹﹒不光是德州﹐有 27
個州都宣稱有人收到從海外寄給
他們的未知種子﹐這引起政府官員
和農業主管的憂慮﹒
德州農業局委員 Sid Miller 指出﹐
寄往德州的種子中﹐內容物經專家
檢驗確定有幾顆是農業和園藝種
子﹐當中還有一些雜草﹒目前專家
們最擔心的是﹐這可能是有害的雜
﹒因此專家呼籲
「不要碰﹑不要聞﹑更不
草或其他入侵物種的種子﹐一旦種植就 要種植」
﹒
可能對德州的農業﹑生態系統造成損害

這些居民都表示從來沒有訂購過種子﹐ 子從海外運到美國是非法的﹐而且這些
目前美國農業部門與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神秘種子包裹上﹐都被貼有珠寶的誤導
正在調查此事﹐因為 Miller 呼籲﹐任何收 性標籤﹒
到種子的人都應該把它
們留在包裝裏﹐並立即與
農業局聯繫﹐不得隨便丟
掉﹐因為這些種子可能會
在垃圾堆生長﹒農業部
人員也正在對這些包裹
與種子進行檢查化驗﹐預
計檢查結果會在 7 至 10
日出爐﹒並呼籲私自保
留﹑種植都是違法的﹒
Miller 說﹐未經許可將種

「營業中斷險
營業中斷險」
」是什麼
是什麼﹖
﹖律師
律師﹕
﹕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
﹐
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
保險經紀說不理賠別盡信
﹗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疫情之下﹐
企業保險理賠出現了什麼樣的現象﹖近
來熱議的
「營業中斷險」
又是什麼﹖保險
契約中﹐
「病毒條款」對疫情之下的理賠
造成了何種影響﹖本台獨家專訪到了德
州執照律師﹑以及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來帶民眾深入了解﹒
疫情之下﹐何謂
「營業中斷險」
﹖
「病
毒條款」
是什麼﹖
美 國 特 許 金 融 分 析 師 Monty Hsu
指出﹐疫情之下餐飲業﹑旅遊﹑租車行業﹑
娛樂等﹐都受到不勝枚舉的影響﹒他提
出﹐近來保險中的
「營業中斷險」可謂是
許多企業﹑零售商家都密切注意的﹐這種
保險能保護被保人﹐在遇到停業的時候﹐
可以讓保險公司支付公司開銷與營業利
潤﹐聽起來對於疫情期間受損的商家﹐似
乎有很大的幫助﹒然而﹐疫情發展至今﹐
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受到病毒保護的原因
是因為﹐許多保險合約中會添加
「病毒條
款」
﹐因為從 SARS 與豬流感的前車之鑑
中﹐保險公司意識到疫情這種天災人禍
是無法預測的﹐於是這項條款便應運而

生﹒
疫情得到理賠﹐要如何加速申請腳
步﹑避免溝通不清﹖
Monty 提醒﹐最終理賠與否﹐還是要
透過審視保單內容﹐才能確定承保範圍﹐
保 單 也 是 需 要 由 專 家 仔 細 評 估 的﹒
Monty 指出﹐若是幸運得以理賠﹐營業中
斷險大多賠的是無法避免的經營開銷與
利潤﹐而不是
「營業收入」
﹐因此﹐保險公
司有權要求被保人提供公司的財務資料
﹒比如說﹐租金﹑薪資成本大多可以理賠
﹐但若是餐廳的食材成本﹐可能就不納入
理賠範圍﹐因為是
「可以避免的」
﹐因此﹐
情況可以十分複雜﹐詳細細節仍然要請
教專業的律師﹒
保險賠與不賠講不清﹐法律如何解
決﹖
德州暨紐約州執照律師 Tracy Lin
指出﹐保險經紀人的話
「不要盡信」
﹐她最
近遇到很多的案件是﹐許多餐館﹑零售業
業主﹐因為疫情無法正常執業﹐卻不曉得
自己的保單其實可以讓自己申請這方面
的理賠﹐保險經紀人對長達百頁的保單

本身了解不足﹐直接和被保人說不理賠
﹒因此﹐最終要保障自身權益還是必須
透過親自了解保單內容﹑或訴諸專家﹒
業主也應該仔細詢問保險經紀﹐保單上
哪一個條文﹐有明文規定無法理賠﹒
保單就是一份
「文字合約」
﹐可經詮
釋﹐業主要注意哪幾條﹖
Tracy Lin 分享﹐自叁月份時﹐全美
已經有約 175 個與保險理賠相關的官司
開打了﹐Tracy 更提醒﹐保單就是一份
「合
約」
﹐而合約又是由文字所組成﹐總是會
有詮釋空間﹐若是保單上沒有明確定義
有
「病毒條款」
﹐這時候就是律師發揮的
地方﹒不過她指出﹐一般小商家如果只
有購買
「責任保險」
（ liability insurance）
就沒什麼機會﹐若是有購買
「商業財產險
」
（commercial property insurance）的
業主﹐可以仔細閱讀一下保單是否有營
業中斷險﹑以及病毒條款﹒
除了營業中斷險﹐還有這些條款可
以作為保障企業渠道....
Monty 指出﹐除了營業中斷險以外﹐
民眾還可以注意保單上是否有
「公權力

條 款 」(Civil Authority Coverage)﹐也 就
是說﹐若是由政府公權力介入﹐導致企業
無法營業﹐也可能構成理賠範圍﹐舉例來
說就像是
「居家令」等命令﹐但 Monty 提
醒﹐詳細細節會依各州政策有所不同﹐有
些州保障被保人﹑有些州比較保障保險
公司﹐此外﹐
「居家令」
命令的文字細節也
會對理賠與否所影響﹐因此詳細細節還
是必須諮詢律師或專家﹒
另外﹐還可以注意
「連帶責任條款」
﹐
也就是說客戶出現問題﹐連帶對企業造
成影響時﹐可以理賠﹒但每張保單上寫
法大相徑庭﹐若是有模糊之處﹐可能就能
成為維護自身權利的契機﹒
總體來說﹐Monty 指出﹐保險理賠的
過程可能會十分冗長﹐若是要加快處理
步伐﹐業主能做的就是將財務資料準備
妥當﹐需要用上時﹐馬上就可以提供給律
師﹑鑑識會計人員﹑外部顧問﹐就能省下
不少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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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辦事處新聞稿 (2020 年 7 月 29 日)
為持續發揮 「台灣能幫忙，而且台灣
正在幫忙」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駐休士頓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於 7 月 28 日見
證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陳珠璜
教授及全美台灣同鄉會周健佑副會長一行
，代表台灣桃園市政府捐贈 2,000 件防護
衣給休士頓市，由休士頓市貿易暨國際事
務 主 任 Christopher Olson 代 表 市 長 Sylvester Turner 受贈。
Olson 主任感謝台灣桃園市的友誼與
善舉，並肯定台灣因應 COVID-19 疫情的
相關部署和經驗，在國際社會普遍獲得肯
定與推崇。
羅處長將桃園市鄭文燦市長致休士頓
市 Turner 市長的信轉交給 Olson 主任，並
表示自己也是桃園市民，前來休士頓赴任
前的工作地點也在桃園，欣見桃園市與休
士頓市互助防疫，並期盼推動兩市未來更
多交流與合作。
羅處長強調，在抗疫過程中，台灣與
盟友並肩作戰，並持續捐贈防疫物資給全
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 「台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 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
，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Taiwan Is Helping)」 的具體行動；防疫需要各國齊心合
作，台灣將持續與全球夥伴共同防疫、共
同繁榮。

羅復文處長與休士頓市長辦公室貿易暨國際事務主任 Christopher Olson (
右 1)、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宋明麗會長(中間)、陳珠璜教授(右 2)及全美台灣
同鄉會周健佑副會長(左 1) 於桃園市防護衣捐贈儀式合影。

羅復文處長與休士頓市長辦公室貿易暨國際事務主任 Christopher
Olson (右)於防護衣捐贈儀式合影。

德州將通過P-EBT
德州將通過
P-EBT計劃向每個兒童發放
計劃向每個兒童發放$$285
285的餐費補助
的餐費補助
德州將通過 P-EBT 計劃向每個兒童發放$285
的餐費補助
這個補助的申請截止日期延期到 8 月 21 日了

由於 COVID-19，學校關閉，許多孩子暫時
失去了免費或折扣早午餐。德州已獲得美國農業
部的批準，為暫時失去免費或折扣學校早午餐的

美南新聞網站

敦煌植牙 牙周病專科

Dunhuang Periodontics $ Dental Implants PA

陳志堅
牙周病植牙專科醫生
Jennifer Chen
D.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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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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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激光牙周病治療
白牙
無刀片牙齦萎縮治療
$199
牙齦牙床植骨手術、美容
複雜植牙手術，併發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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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rchenimplant.com

中國城診所

糖城診所 Delight Dental

9889 Bellaire Blvd., #322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
(713)995-0086

3524 Hw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大華超市旁)
(281)565-0255

drchenimplant@gmail.com

delightdental@gmail.com
D02_DUNHUANG 敦煌植牙_1234567B_8

家庭提供超過 10 億美元的疫情食品福利計劃。德
州 將 通 過 P-EBT （Pandemic Electronic Benefit
Transfer）計劃向每壹位符合條件的兒童提供 285
美元的壹次性福利。P-EBT 計劃由德
州人事健康委員會（HHSC）和德州
教育局（TEA）共同管理。
符合條件的兒童包括：
1. 在 2020 年 3 月 接 受 食 品 券
（SNAP）福利的 5 歲到 18 歲的兒童
，和
2. 21 歲以下在 2019-2020 學年可以
獲得學區免費或者折扣早午餐的兒童
。
如何申請：
1. 在 2020 年 3 月 接 受 食 品 券
（SNAP）福利並且在 2020 年 5 月 17
日之前有 5-18 歲的孩子的家庭不需要
申請，P-EBT 福利將在 5 月 22 日之前
存入食品券的 Lone Star 卡中。
2. 21 歲以下在 2019-20 學年期間可

以獲得學區免費或者折扣早午餐的兒童需要申請
（包括在 2020 年 3 月獲得食品券福利並且兒童在 5
歲以下或者 19 至 21 歲的孩子的家庭）。您所在的
學區將在 6 月的第壹周前向您發送在線申請鏈接。
壹 旦 HHSC 收 到 申 請 並 且 通 過 您 的 申 請 ， 會 將
P-EBT 福利的德州 P-EBT 卡寄給您。
如何使用：
P-EBT 計劃的使用方法與 Lone Star 卡壹樣，
可以直接在超市購買食物或者種子。不可以購買
煙草，酒精類飲品，和非食物的物品。
其他問題：
1. 對於學校關閉但是仍然發放午餐的學區，
符合條件的家庭仍然可以申請。
2. P-EBT 計劃是壹次性補助。
3. 申請 P-EBT 計劃不會影響其他福利計劃。
4. P-EBT 計劃的福利需要在壹年之內用完，
如果沒有用完，余額會清零。
信息來源於德州人事健康委員會（HHSC）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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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實驗性COVID-19疫苗可保護靈長類動物

免受上下呼吸道冠狀病毒感染

研【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過敏
研究所(NIAID) 的科學家報告說，兩劑預防冠狀病毒的實驗性疫
苗（COVID-19 mRNA-1273)誘導了獼猴強大的免疫反應並迅
速控制了暴露於 SARS-CoV-2 病毒的獼猴的上、下呼吸道中冠
狀病毒的感染。
動物實驗的研究結果於 7 月 28 日線上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
雜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雜志。候選疫苗
，mRNA-1273，是由 NIAID 疫苗研究中心和馬薩諸塞州劍橋市
的 Moderna， Inc. 的 科 學 家 共 同 開 發 的 。 該 雜 志 最 近 報 道 了
mRNA-1273 疫苗的 1 期臨床試驗的中期結果。
在這項研究中，叁組八隻獼猴接受了兩次注射 10（g）或
100 微克（g）的 mRNA-1273 疫苗或安慰劑。注射間隔 28 天。

疫苗接種的獼猴生了針對 SARS-CoV-2 用於附著並進入細胞的
表面刺突蛋白的高水平中和抗體。研究人員說，值得注意的是，
接受 10 g 或 100g 劑量候選疫苗的動物在血液中生的中和抗體水
平遠高於從 COVID-19 中恢複的人體內發現的水平。
實驗疫苗還誘導 Th1 T 細胞反應，但不誘導 Th2 反應。 Th2
反應的誘導與一種稱為疫苗相關的呼吸道疾病增強的 VAERD 的
現像有關。疫苗誘導的 Th1 反應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的 VAERD
無關。此外，實驗性疫苗誘導了濾泡輔助性 T 細胞應答，這可能
有助於增強抗體應答。
第二次注射後四周，所有獼猴都通過鼻子和肺部暴露於
SARS-CoV-2。值得注意的是，兩天後，兩個疫苗接種組的八
隻獼猴中有七隻在肺中未檢測到複制病毒，而所有八隻注射了安

慰劑的動物在肺中仍具有複制病毒。而且，在接種病毒兩天後，
接種了 100 g mRNA-1273 的八隻獼猴的鼻子中均未檢測到病毒
。研究人員指出，這是首次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中測試的實驗性
COVID-19 疫苗能夠在上呼吸道生如此快速的病毒控制。他們補
充說，減少肺部病毒複制的 COVID-19 疫苗將限制個體的疾病
，而減少上呼吸道的脫落則可能會減少 SARS-CoV-2 的傳播，
從而減少疾病的傳播。
NIAID 主任安冬尼·福西博士，Barney S. Graham 博士，NIAID VRC 副主任以及 NIAID VRC 細胞免疫部主任 Robert Seder
博士將討論此論文。
(圖片來自網絡，版本權歸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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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總統新冠病毒檢測結果轉陰
騎摩托車出行

鱷魚或在 1100 萬-500 萬年前
從非洲遷移到美洲

德國嘗試訓練軍犬
嗅檢新冠病毒感染者

意大利都靈大學馬西莫·德爾菲諾
德爾菲諾(Massimo
(Massimo Delfino)和羅馬大學大
Delfino)和羅馬大學大
衛·尤裏諾
尤裏諾(Dawid
(Dawid Iurino)等人
Iurino)等人，
，使用 CT 重新檢查了壹塊 1939 年在利比
亞 As Sahabi 發現
發現、
、現存於羅馬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的切奇亞鱷頭骨
現存於羅馬大學地球科學博物館的切奇亞鱷頭骨，
，
鑒定出若幹新的頭骨結構，
鑒定出若幹新的頭骨結構
，包括吻部中央的壹個突起
包括吻部中央的壹個突起，
，這種結構從未在
任何其他非洲鱷魚物種身上發現過，
任何其他非洲鱷魚物種身上發現過
，但是可見於奧利諾科鱷
但是可見於奧利諾科鱷、
、莫瑞雷鱷
、美洲鱷和古巴鱷這四種現存的美洲鱷魚
美洲鱷和古巴鱷這四種現存的美洲鱷魚。
。

CBA 復賽
復賽：
：
遼寧 126
126-79 四川

2020 海南親水運動季開幕

[意甲
意甲]]熱那亞 0-3 國際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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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連線
美澳連線）
）聞美加星島報大裁員有感 楊楚楓
新冠肺炎摧殘美加兩國各地已逾 4
個多月，越是大城市，災情越是嚴重。
不少城市多己封關多天，各行各業均受
挫不止。作為報刊的紙媒體，也難逃挫
傷局面。正是 「屋漏更秉連夜雨，行船
偏遇頂頭風」 。早天我已接到任職於香
港報 刊的的幾位文友來電，
他們接獲行家香港星島日報的通知
，由 4 月 14 日起，已裁掉加拿大多倫多
、溫哥華、卡爾加裏分社的壹共 34 名員
工。而該公司的管理層的上層人仕，也
會遭到減薪 15%，跟報社共渡時艱。原
來從三個多月前起，香港星島日報在美
國國內，只會余下美國東岸紐約及西岸
三藩市、洛杉磯的星島日報繼續發行。
其他大城市的星島報, 早已高掛上停戰
牌達百日矣！
此壹不幸消息對我們全體 休市美南
日報職員來說，相當震撼。裁員 34 名
員工，對壹張經營己有近 40 年歷史的
香港媒體而言，仿似壹個小型地震的爆
發，往後尚有多少空間可以發揮，他們
都是心裏難以計算。此壹大規模裁員消
息，原來已在加拿大多倫多星島傳媒集
團在其報紙與網站上刊登出來了。只是
近來因新冠病毒肆虐. 我加重文字寫作.,
無暇多看其他訊息, 以至掛壹漏萬.我們
美南日報的全體員工，明白際此疫情仍
然是橫掃千軍之際，我們大家都要全體
合作，上下壹心，把我們的報紙搞得有
聲有色，繼續加強加大宣傳力度，與疫
情來個生死搏鬥， 「不斬留蘭誓不還」

！
《星島》在報導中寫道：“這是壹
個很艱難的決定。COVID-19 新型冠狀病
毒在加拿大和世界各地蔓延肆虐，帶來
極大的不安。過去多年來，媒體業務面
臨巨大壓力，逆境中不幸遇上這場大流
行疫癥，各級政府推行嚴厲抗疫措施，
包括社交隔離、旅行禁令等，導致無數
商戶停業。各行各業廣告需求急降，進
壹步打擊本集團財政狀況。”
《星島》多倫多分社的壹名員工向
外表示：“我們的記者團隊也受到影響
， 本來記者人數就不多，平常除了往外
蒐集政府的最新的疫情消息之外，還要
兼顧招納新的報紙廣告客戶。此時此刻
，能夠保留原來的客戶，已經算是上等
成績，僥倖搶得有新的廣告客戶，真的
是鳳麟毛角。現今在惡劣的經濟狀況下
，平白減少了壹個記者，對我們砍果僅
存的員工來說，真的是百上加力呀！”
星島集團行政總裁黃敬強表示，在
全國範圍內裁掉 34 名員工，這相當於公
司全國員工人數的大約 15%。
不過，前《星島》 多倫多分社員工
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按照這個比
例計算，星島還剩 192 名員工。星島已
經沒有這麽多人了，就連壹些廣告銷售
員都離開了。”
早在今年 2 月份，星島集團的母公
司多倫多星報集團（Torstar）就預計星
島集團的收入會下滑。
多倫多星報集團在 2 月 25 日公布的

財務報表中稱：“紙媒廣告市場持續面
臨挑戰，我們預計《星島日報》收入將
下降。公司得出結論，種種跡象顯示
《星島日報》這個合資項目將減值。”
另外，隸屬星島集團的免費周報
《加拿大都市報》，也決定在 4 月底停
刊了。全體員工都會受到波及，其中包
括廣告銷售人員、工會副會長及記者。
《都市報》的網站隸屬加拿大星島日報
集團，建於 2009 年，是壹個綜合性的
新聞網站。主要讀者群是中國大陸移民
。
壹名前《星島》 員工說：“《都市
報》將裁掉所有員工，包括工會副會長
、廣告銷售員、記者，壹共 12 或 13 人。
再過壹兩個星期，《都市報》就停刊。
它是壹份親中共的刊物，在加拿大幫中
共做宣傳。對中共來說，它頗具政治價
值。 ”
《都市報》每逢周五在多倫市多個
地區發行。而其地產刊物《都市地產》
，早已在半年前停刊。
星島與《都市報》的廣告客戶、地
產經紀黃福祥對外界指出：“《都市報
》告訴我，會在 4 月底停刊。我感到遺
憾。它雖說是壹份免費小報紙，但也要
裁員停刊，這會對加拿大華人社區乃至
整個社會,造成 壹定的影響。”
他說：“《都市報》也會裁員，就
連以前跟我聯系的廣告銷售員也被裁掉
了。我之前每周在都市報打半版廣告，
上周五（4 月 10 日）是最後壹次打廣告

。我停止廣告，後，每月能節省 400～
500 加元。”
除了加拿大報社，星島集團位於澳
大利亞的報社原來已在今年 2 月停刊。
該報社關閉後，還要通過出售現有資產
，來償還債務，包括拖欠員工的工資在
內。
筆者慶幸在休市美南日報上，我只
是壹位自由撰稿者, 每周定時為它撰寫 2
天的政論文章，抒發個人對中美兩國、
中港澳臺的兩岸四地的政治現況的評論
，我完全不需要招募廣告，不依靠廣告

傭金來謀生，因為我在 香港澳門,尚有
另外 3 家報社，每周定期撰寫名為 「東
翻西看」 美港速綫等的政治分析文字。
更主要的我個人現今職業，乃任職於美
國校區。這是我離開自己經營三十五年
的粵菜酒樓外，找到教育界作為我餘生
的歸宿。校園職業穩定，收入有保障，
際此新冠病毒大肆破壞，美國過千萬人
失業，我卻有瓦遮頭，的是壹筆獨秀，
走筆至此，我要向上天講壹聲： 感恩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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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ile Academy特許學校
Academy 特許學校 學測於德州名列前茅
優質又免費的初中 現正招收五年級學生

【記者韋霓休斯頓報導】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中國的父母對教育特別注重
，總是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環境，為孩子
在各方面打下好基礎。在美國的孩子，
約有九成就讀於公立學校，一成左右去
念昂貴的私立學校，然而，不少公立學
校的教學品質常令家長們失望，如果想
送孩子去好學校，但又不用付貴騰騰的
學費，特許學校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兼具公私立學校的優點。
就在距離中國城不遠，有一所特許
學 校 ， 名 為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他們目前正招收五至七年級的
學生，於八月開學。這所學校自從二年
前開始招生，短短二年內受家長巨大好
評，學生的成績測驗更是全德州名列前
茅，有 79％的學生通過 STAAR 閱讀，
89％的學生通過 STAAR 數學，67％的
學生通過 STAAR 科學。成績遠遠高於
附近學校的分數。事實上，學生的閱讀
能力甚至比鄰近的學校高出 20 個百分點
，優異的表現讓家長、學生、與全校教
師都非常興奮。
學校有校車，還有 after school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小班制
教學，讀書風氣濃，是優質又免費的初
中，學校有校車，還有 after school。最
重要的是，校長 Kayleigh Colombero 接
受過 Building Excellent Schools 的訓練，

是休斯頓唯一的一所，其所招聘的老師
都深具教育理念，對教學充滿熱情。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是由德州
政府來撥款，因此學生能免費就讀，但
是學校運作的方式更具有靈活性，更注
重學術、與學生的均衡發展。
校 長 Kayleigh Colombero 表 示 ，
Etoile 特許學校從五年級開始招生，之
所以選從五年級開始，是因為孩子在這
個年齡可塑性比較高，更容易培養他們
的學術思考與讀書習慣，如果等到六年
級之後，習慣已經很難改了，所以這個

學校從五年級開始招生。
在全美甄選最好的師資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的校董何
甌老師表示，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
在全美甄選最好的老師，允許他們發揮
自己的教育理念，特許學校給學生與家
長更多的選擇。因為經費來自州政府，
學校承諾政府會把學生給教好，如果家
長對公立學校的教學失望的話，不妨考
慮來 Etoile Academy 特許學校。
此外，Etoile 也從公立學校挖角好
老師過來，有些老師在公立學校制式規

定下無法一展長才，但是在特許學校裡
面，他們可以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老
師們更投入，在課後還幫助學生，如果
跟不上的還會幫他們補習，真正的幫助
學生、改變學生、輔導學生。
課程設計優越
因為特許學校能讓熱愛教育的校長
與老師發揮所長，課程的設計更針對學
生的需要，學校中除了數學、英文、與
科學是其他公立學校兩倍的教學時間之
外，各科目具備，也有教學生如何管理
金錢、如何投資理財平衡預算、還有批

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課程，培養
學生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
獨立思考，同時也讓學生學習怎麼樣說
服，用辯論的方式來討論問題。這裡提
供的是全能性的教育，也有體育課教足
球、籃球，未來還會有法語課。
對華人來說，中國人一向很會存錢，但
是在理財的部分比較少接觸，如果學校
有更多的課程教學生了解財務，對未來
的人生發展就更有幫助了。
Etoil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在 4 點 半
放學後有 after school，讓需要延長時間
的孩子留下，可以參加俱樂部、做功課
、或是進行體育活動。
為了鼓勵學生未來邁向大學之路，每個
教室都用一個大學來命名，讓學生有自
豪感。校外教學時，學校還帶學生去參
觀大學，去年就參觀了萊斯大學跟休斯
頓大學，讓學生在潛移默化裡面知道未
來要上好大學。
學校目前只剩下不多的名額，華人
向來注重教育，私立學校又非常貴，這
裡相當於是私立學校的品質，又能免費
就讀，對家長來說真是個好消息。
洽詢方式
Etoile Academy 學校就在百利大道
與 59 號公路附近，目前招收五至七年級
的學生，電話 713-265-8657(英文)。歡
迎 洽 詢 。 地 址: 6648 Horn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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