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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名店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Foot & Ankle Center
陳 彥 旭 足 踝 專 科 / 外 科 醫 生（
生（通 國 語）
語）
提 供 ﹕ 足 踝 醫 療 和 整 復 手 術 ﹑鐳 射 治 療 指 甲
錘 裝 腳 趾 ﹑姆 指 囊 腫 ﹑腳 跟 痛 ﹑骨 折
扭 傷 ﹑肌 腱 炎 ﹑先 天 性 畸 形 ﹑神 經 病 變
糖 尿 病 足 ﹑關 節 炎 ﹑神 經 瘤 ﹑步 態 異 常
扁 平 足 / 高 弓 足 ﹑軟 組 織 腫 瘤 ﹑骨 腫 瘤
痛 風 ﹑皮 膚 疾 病 ﹑趾 甲 問 題 ﹑足 部 整 形
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 Ste E219
E219A,Houston
A,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 713
713-272
272-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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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夫婦年齡相加達 214 歲創紀錄 相濡以沫近 80 年

近日，
近日
，厄瓜多爾壹對老夫婦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上年齡最
大的夫婦，他們的年齡加起來為 214 歲，丈夫年齡為 110 歲，妻子年齡
大的夫婦，
104 歲，兩人結婚近 80 年，用時間證明了他們之間的愛情
用時間證明了他們之間的愛情。
。

阿根廷投影大幅肖像致敬防疫人員員

日本測試小型載人飛行汽車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抗疫壹線工作人員的肖像被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投射在歷史悠久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小屋上，
投射在歷史悠久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小屋上
，以表達對他們
的敬意。
的敬意
。

日本愛知縣豐田市，
日本愛知縣豐田市
，SkyDrive 公司向媒體展示了壹架載人飛行汽車
。這壹 4 米長的飛行汽車由開發
米長的飛行汽車由開發、
、制造和銷售飛行汽車和貨運無人機的
SkyDrive Inc 開發
開發，
，目前還處於測試階段
目前還處於測試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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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三個月漲逾 3500 點
萬億元資金“幸福來敲門”
人民幣匯率在在岸和離岸市場壹度
升破 6.84、6.83、6.82 三道關口，雙雙刷
新逾壹年以來新高。截至昨日 21 時發稿
，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分別報
6.8164、6.8247。
這波始於 5 月末的人民幣升值大
浪，已經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躥升了超
過 3500 個點。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卻疊
創新低。截至昨日晚間發稿，美元指數
下跌 0.34%，報 91.87，為 2018 年 5 月以
來首次下探 92 關口。
在人民幣穩健“底色”支撐下，巨
量新增資金有望進入中國市場。渣打中
國發布最新報告稱，9 月 24 日，富時羅
素將公布其世界政府債券指數（WGBI）
的年度評估結果，預計中國國債有八成
可能會被納入其中。壹旦成功納入，理
論上將會帶來 1400 億美元至 1700 億美元
的被動資金流入。

業內人士認為，我國經濟率先復蘇
、基本面相對占優構成了人民幣匯率穩
步上行的堅實“基座”。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
連平說，壹方面，8 月份中國經濟穩步復
蘇，貿易順差、直接投資凈額可能保持小
幅正增長，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推動作
用。另壹方面，受中美利差走闊推動，外
資不斷流入，推升人民幣匯率走高。
9 月 1 日，中美 10 年期國債利差高達
235個基點。債券通公司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7月末，境外機構累計持有中國債券2.67
萬億元，較6月末增加1650億元，持有量
占中國債券市場余額的2.8%。
“人民幣漲勢迅猛，表明市場對中
國資產的需求不斷上升，這也帶動中國
股市跑贏亞洲其他市場。”FXTM 富拓
市場分析師陳忠漢分析，在亞洲主要股
指中，上證綜指今年迄今累計上漲近
12%，表現領先。同期，MSCI 亞太指數
人民幣升值加速 萬億資金“向東流” 漲幅僅略高於 1%。
昨日盤中，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
資金仍有望源源不斷流入。渣打中
元匯率最高分別觸及 6.8100、6.8141，雙 國發布的最新報告稱，全球大概有 2.5 萬
雙升破 6.82 關口，也刷新了去年 5 月以 億美元至 3 萬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規模在
來的新高。
跟蹤 WGBI 指數，中國國債壹旦納入該

指數，按中國債券在該指數中的比重
5.7%預計，理論上可以帶來 1400 億美元
至 1700 億美元的被動資金流入。
報告還稱，隨著人民幣資產對國際
資本的吸引力進壹步加強，全球儲備資
產多樣化以及人民幣資產逐步納入全球
債券指數，外國資金有望加速流入中國
債券市場。預計 2020 年全年，資金流入
額為 8000 億元至 1 萬億元人民幣；2021
年，這個數字有望升至 1 萬億元至 1.2 萬
億元人民幣。
美元指數跌勢難改
在人民幣穩步上行並挑戰新高的
“蹺蹺板”另壹頭，美元指數正在加速
回落。
受美聯儲宣布的新政策框架壓制，
美元指數反彈之路“壹片泥濘”。9 月 1
日，美元指數下破 92 關口，創下 28 個月
以來最低。此前，美元指數已經連跌 4
個月。
日前，美聯儲宣布對貨幣政策框架
進行“裏程碑式”的調整，強調就業並
引入平均通脹目標。在業內人士看來，
這意味著美聯儲將實施更長時間的低利

率政策，利空美元。
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外匯首席分析師
李劉陽認為，長期來看，即使美國通脹擡
升，短期利率可能都會被錨定在零利率附
近，這對美元匯率是個中長期利空。
美國銀行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逾 36%受訪基金經理認為，沽空美元
將是下半年最具勝算的外匯套利交易之
壹。報告表示，相比美國經濟復蘇前景
因疫情反復而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全球
其他經濟體疫情防控效果更好、經濟復
蘇前景更佳，吸引全球資本更願意投資
非美貨幣資產。

法國巴黎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中
國匯率及本地市場策略主管季天鶴觀察
到，自 8 月下旬以來，市場購匯盤逐漸
減少，尤其是在上周人民幣匯率突破關
鍵點位 6.90 之後，實需交易的出口商處
於加速結匯階段。
結匯需求的集中釋放，仍然有望帶
動人民幣匯率進壹步走高。
“未來人民幣超預期升破 6.6，可能
來自於企業大規模結匯或美元指數超預
期下行。”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
認為，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將在 6.75 附近形成新的中樞，上限為 6.6
、下限為 6.9。
外匯市場結匯意願漸濃
當然，升值預期中還是存在不確定
人民幣匯率漲勢強勁、美元指數 性。“人民幣匯率既有可能因為美元的
“跌跌不休”，讓外匯市場參與者的行 下跌和自身趨勢的強化而進壹步升向
為方式逐漸呈現新特點：結匯需求正在 6.70 壹帶，也有可能因為美元的短期反
加速釋放。
彈而出現技術性回抽。”李劉陽說。

凈利下滑疊加信貸放量 銀行補充資本“求錢若渴”

中國

綜合報導 受凈利潤增速下滑、貸款規模擴大
等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上市銀行內源性資本補充
不足且資本消耗增大，不少銀行出現了資本充足率
下行的情況。半年報數據顯示，36 家 A 股上市銀行
中，有 32 家銀行的核心壹級資本充足率較上年末
有所下滑，亟待內生和外源性資本補充。
具體看，核心壹級資本的補充壓力仍然是最大的
。截至今年6月末，除了南京銀行、杭州銀行、寧波
銀行和中信銀行該指標有所上升，其余32家A股上市
銀行核心壹級資本充足率均較上年末有所下滑。
從整個銀行業情況看，根據銀保監會披露的數
據，二季度商業銀行核心壹級資本充足率、壹級資
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分別為 10.47%、11.61%、
14.21%，分別較壹季度下降 0.41 個百分點、0.33 個
百分點、0.32 個百分點。
雖然上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指標均滿足監管最

低標準，但不少銀行已趨近監管“紅線”，尤以中
小銀行最為突出。其中，江蘇銀行、民生銀行、青
島銀行和鄭州銀行的核心壹級資本充足率 8.46%、
8.24%、8.13%和 7.97%，距離監管下限 7.5%不到 1
個百分點。
為何資本充足率指標下降如此明顯？“補給”
緩慢、“消耗”增多是最主要的原因。從“補
給端”看，盈利能力的下降直接制約了銀行資本的
內源補充。A 股 36 家上市銀行中有 18 家銀行出現
凈利潤同比下滑，這就直接限制了通過利潤增長、
留存盈余公積的方式補充資本。
由於積極讓利實體經濟，六大行資本充足率下
降情況最為明顯，工商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
、郵儲銀行核心壹級資本充足率降幅均在 0.5 個百
分點以上，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降幅分別為 0.37 個
百分點、0.2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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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



■ 郭普汶目前任職於滬港兩地的設
計師孵化平台 InnoDesign Hub。
Hub。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海報道）“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



怎樣的。”2018 年酒店管理及工
商管理專業畢業的郭普汶結束了多

年的留學生涯，從加拿大多倫多回到香港，無意間
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校園內看到了一則內地就業計劃
的宣傳，就決定趁機去內地看看。這一看就讓郭普
汶在上海扎了根，便捷的智能化生活、高速與國際
接軌的發展前景、以及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市場深深
吸引了她。之後更參與建立和運營連接滬港兩地的
港資設計師孵化平台 InnoDesign Hub。儘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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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長，這個新平台促使郭普汶投入更多精

■ 郭普汶
佩戴展示平
台與港高校
合作研發的
口罩。
受訪者供圖

力觀察兩地差異，思考如何
“搭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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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 致力完成滬港
InnoDesign兩地或海外設計師的
孵化，並以平台為橋樑幫他們對接企業和工廠，
還為港青提供實習崗位，幫助了解內地市場。

在線社交 助分享交流
不過由於平台成立時間尚短，且遭遇疫情影
響，目前暫無更多入駐項目。可郭普汶這段時間
卻並不輕鬆，組建微信群，創立公眾號，推進線
上交流分享會，快速建立了一個設計師領域的社
群，“我盡可能地和更多的設計師溝通，了解他

銀行間債券市場分別發行人民幣 850 億元、350 億
元減記型無固定期限資本債券，扣除發行費用後全
部用於補充該行其他壹級資本。
同時，上市銀行配股融資再現。7 月 9 日，江
蘇銀行公告稱，該行擬向原 A 股股東配售股份融資
不超過 200 億元。回顧過去十年間，銀行機構配股
主要集中於 2010 年。而最近壹次上市銀行配股融資
，還是由招商銀行在 2013 年實施的 275 億元配股融
資。
接下來，上市銀行資本補充的動作或將“加碼”。
“除了今年6月份已經發行20億美元境外二級資本債
券以外，我們已經通過董事會審定，準備在明年6月
份以前要發行等值人民幣660億元的二級資本工具。
”建行行長劉桂平近日表示，建行對資本充足的要求
不僅不會放松還會加強，並將立足於內援式的補充，
同時對於其他資本補充工具也有計劃。

們的需求，這
樣平台才能更好地發
揮作用幫到他們。” 郭普汶說。
郭普汶也因此逐漸豐富了自己觀察兩地
的視角。去年暑期，平台為一批還在讀的香港設
計專業學生舉辦過到上海的交流項目，主要行程
是參觀企業、與一些小眾品牌的設計師交流。在
郭普汶看來，這對於香港的同齡人是很好的機
會，對於自己也是很好的觀察思考機會。“我們
參觀了一些大型企業的業務流水線，這些是他們
在香港完全沒有見過的，所以他們很震撼。有幾
個學生當時就想索要企業的聯繫方式，考慮留下
工作。”

疫境停課 學子冀北上實習
“當時我和他們聊了很多，給我印象最深的
是這些年輕人其實很有想法。”郭普汶總結出他
們面對的難點：香港的設計市場已經趨於飽和，

■ 平台給設計師提供了打板
及樣品陳列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親眼看過 努力融入 再下定論

專題
中國經濟■責任編輯：于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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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金融讓利、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上半年
商業銀行凈利潤負增長 9.4%，影響資本的內生性增
長。”天風證券研究所首席銀行業分析師廖誌明表
示，從消耗資本的角度看，上半年為對沖疫情影響
，信貸增長較快，特別是對公貸款投放較多，帶來
風險加權資產較快增長。
今年上半年，上市銀行外源性資本補充動作頻
繁。上市銀行主要通過定增、發行優先股、可轉債
三種方式進行再融資。其中，寧波銀行、杭州銀行
、南京銀行 4 月份通過定向增發的方式，募集資金
總額分別達到 80 億元、71.6 億元、116.19 億元，用
於補充其核心壹級資本。
不同資本工具對應不同的資本補充，國有大行
選擇補充資本的工具較為豐富。例如，為補充二級
資本，農業銀行 4 月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
民幣 400 億元二級資本債；該行於 5 月、8 月在全國

“坦白說，
從國外回到香港
的時候覺得，香
港和我十年前沒什
麼變化，沒有很大
的進步。”長期處於一個環境
中，或許不會對周遭變化有強
烈感受，但對於多年國外生活
的郭普汶來說，時隔多年回到
香港，又來到內地的她，卻真
切地感受到了強烈的對比。
以文創為例，郭普汶指出
香港其實沒有太多進步，不像
上海融入了很多國外元素的同
時，又再加上自己特有的元素
去呈現出來。這幾年你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國潮的興起，有了
自己的文化和風格的呈現。
不僅如此，內地科技的發
展極大便利了市民的日常生
活。“上海有些地方是比香港
好，比如手機功能多元化，在
內地最怕的大概就是手機沒電
吧，因為什麼都可以靠手機來
解決。香港這方面弱一點，但
也不是說香港不好，只是希望
香港的年輕人可以努力看看有
什麼小程式可以開發一下。”
郭普汶舉例稱，如今在上海的
家中手機下單外賣，20分鐘左右肯定送
到了。“但香港依然更習慣於打電話到
店裏去訂外賣，而且配送比較慢。”

$

“勿錯過發展機遇”

內地仍有很大的空間，但如何邁出第一步？自己
適合到內地發展嗎？若作為初創者，供應鏈、資
金、銷售群體該如何落地……這些疑問的提出對
於郭普汶和同行們的下一步運作，是很好的實踐
指引。
疫情期間，有參加過去年這個暑假交流項目
的一位女生聯繫上郭普汶，“那段時間學校不能
上課，她就很想到上海先實習一段時間，問我有
沒有合適的機會。”在郭普汶看來，如今的香港
設計系學生很好學，也很願意考慮內地的機會。

融合時尚 研可重用抗菌口罩
疫情期間，InnoDesign Hub 聯合港高校推出
一款可重複清洗使用 30 次的抗菌口罩。郭普汶
說，平台最近正研究能否將設計和口罩融合，把
口罩打造成時尚單品，或是一些 IP 衍生品。據郭
普汶透露，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或許會將口罩納
入公益項目，所得收入用於幫助自閉症兒童。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要從
不同角度去看。”郭普汶直言，內地有
很多東西值得去探索和學習，她寄語香
港的年輕人不要再錯過祖國的發展機
遇，內地有一個開放包容的姿態、優良
的營商環境，也為香港青年創造了全新
的發展機遇。

尊重文化 入鄉隨俗
長於香港、留學外國的郭普汶，在
過去的生活中基本沒有學習普通話的機
會。但來到上海工作生活僅一年的她卻
把普通話講得有模有樣，簡體字也是信
手拈來。如今，根據日常工作生活的需
要，郭普汶可以流暢地在兩文三語中轉
換。郭普汶笑言，語言文字上的功底得
益於自己追星追劇，“其實也不僅僅是
學普通話，而是了解一種溝通方式，了
解一種文化，是個融入文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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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西博士警告說，冠狀病毒
福西博士警告說，
冠狀病毒“
“大流行時代
大流行時代”
”
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新的和諧生活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
所所長安東尼·S·福西
福西（
（An
Anthony S. Fauci）
Fauci） 和美國流行
病學家大衛·
病學家大衛
·摩爾斯
摩爾斯（
（David
Morens）
Morens
） 於 9 月 3 日發表在
科學雜誌《
科學雜誌
《 細胞
細胞》（
》（Cell)
Cell) 上
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
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
， 新型
冠狀病毒是世界“
冠狀病毒是世界
“ 進入大流
行時代”
行時代
” 的最新標誌
的最新標誌。
。 科學
家寫道，
家寫道
， 人類活動似乎是疾
病出現的一個主要因素，
“ 這應該迫使我們開始認真
和集體地思考與自然界進行
更周到和創造性的和諧生活
”。
傳染病專家在撰寫文章時指出，
傳染病專家在撰寫文章時指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報告
的報告，
，在冠狀病毒
在冠狀病毒“
“大流行時
代”，
”，世界上已經發現了超過
世界上已經發現了超過 2200 萬例感染病例
萬例感染病例，
，記錄了超過 80 萬死亡病例
萬死亡病例。
。文章指出
文章指出，
，這些
數據無疑是明顯的低估了總的病例人數，
數據無疑是明顯的低估了總的病例人數
，反映出早期和仍然存在問題的診斷測試以及致命病例的
不完全診斷。
不完全診斷
。
報告指出，
報告指出
，人類和動物中普遍存在的傳染病是由曾經從其他動物宿主中出現的病原體引起的
。除了這些確定的感染源之外
除了這些確定的感染源之外，
，還定期出現新的傳染病
還定期出現新的傳染病。
。在極端情況下
在極端情況下，
，它們可能會導致傳染病
大流行，
大流行
，例如 COVIDCOVID-19
19；
； 在其他情況下
在其他情況下，
，則會導致死角感染或較小的流行病
則會導致死角感染或較小的流行病。
。既定的傳染病也
可能會重新出現，
可能會重新出現
，例如通過在地理上的擴展或變得更易傳播或更具致病性
例如通過在地理上的擴展或變得更易傳播或更具致病性。
。在由人類
在由人類、
、動物
動物、
、病
原體和環境組成的複雜的全球分佈的生態系統中，
原體和環境組成的複雜的全球分佈的生態系統中
，傳染病的出現反映了生態環境的動態平衡和不

平衡 。 了解這些變量是
平衡。
控制未來毀滅性疾病出
現的必要步驟。
現的必要步驟
。
以下是最近一些冠
狀病毒在美國的重要進
展：
為加快生產冠狀病
毒疫苗而做出貢獻的首
席科學顧問蒙塞夫·莎羅
伊 (Moncef Saloui) 星 期
四表示，
四表示
， 如果在冠狀病
毒疫苗研發過程中受到
政治干預，
政治干預
，他將辭職
他將辭職。
。
美國衛生和公共服
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
爾（Alex Azar）
Azar）否認聯邦政府在 11 月 1 日給各州分配疫苗的時間表與選舉有關
日給各州分配疫苗的時間表與選舉有關。
。
據報導，
據報導
，美國冠狀病毒已的感染人數已超過 6,118
118,,00 例。死亡人數已超過 183
183,,000 例。
被解僱的愛荷華州衛生部門一位女發言人正在起訴愛荷華州州長金·雷諾茲
雷諾茲（
（Kim Reynolds）
Reynolds）
和該州州長的助手之一，
和該州州長的助手之一
，稱其被非法解僱
稱其被非法解僱，
，理由是她因與記者分享有關冠狀病毒的公共記錄而被
解僱。
解僱
。
“冠狀病毒失眠症
冠狀病毒失眠症”
” 可能對公共衛生產生深遠影響
可能對公共衛生產生深遠影響，
，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
人們的壓力越來越大，
，使人難以入睡
使人難以入睡。
。
兩項新的研究表明，
兩項新的研究表明
，北美一隻普通的老鼠可以在實驗室環境中獲得和傳播冠狀病毒
北美一隻普通的老鼠可以在實驗室環境中獲得和傳播冠狀病毒。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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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美南新聞追蹤報導
﹕
休城濕氣重﹐
休城濕氣重
﹐新冠為「寒濕疫病
寒濕疫病」
」﹐中醫師
中醫師﹕
﹕這類食物要忌口
這類食物要忌口﹗
﹗
醫師便替他與全家開了藥送去﹐過了叁
天症狀就消退了﹒
從
「 舌苔
舌苔」
」觀疫情﹐來看自己是否為易感
染人群
醫師指出﹐此次新冠病毒屬於
「瘟疫」類
別﹐偏
「寒濕」
類型的病毒﹐會綿延已久且
傳染性高﹒從中醫角度來看﹐
「疫毒」多
從口鼻而入﹐會對肺造成傷害﹐又因為其
寒濕的特性﹐會對脾胃造成傷害﹐傷害人
體的
「正氣」
﹐濕氣在人體內又不易驅除﹐
因此容易纏綿耗時﹒

【美南新聞記者蕭永群報導】
疫情進展之
下﹐使得不少民眾選擇回歸傳統﹑天然
的中醫草藥療法﹐今日﹐本台獨家邀請
到了休斯頓知名中醫師﹐從中醫的角度
剖析疫情﹒
疫情開始﹐中醫院多
「 白人
白人」
」
上門詢問﹑華
人怕光顧

泰康診所中醫師劉青川指出﹐在新冠病
毒爆發以後﹐許多華人防疫觀念較重﹐因
此不敢出門看醫生﹔相較之下﹐白人顧客
卻越來越多﹐對中醫特別感興趣﹒曾經
來拿方子的顧客大多為長者﹐目前也都

身體安康﹒她指出﹐目前診所都經過嚴
格衛生把關﹐出現嚴重症狀也會轉診至
西醫治療﹒
中醫對新冠病毒超有效﹖﹗ 採用中醫療
法﹐80﹑90 歲長者都未出現症狀

劉青川指出﹐最簡單判別體內是否有濕
氣的方式就是觀
「舌苔」
﹐若舌苔厚﹐成白
﹑黃色﹐就是體內濕氣重﹒她也分享一名
染上新冠患者的案例﹐病患因出現短暫
發燒而來看病﹐由於其舌苔厚重﹐劉青川
便懷疑是新冠病毒﹐因此開了清理寒濕
與抗病毒的藥﹐服中藥一陣子後就消退
了﹒
染病新群﹕手腳發涼﹑睡眠時間不規律年
劉青川指出﹐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她的 輕人
診所也常常與國內診所互通資訊﹐發現
中醫對於預防新冠有著顯著效果﹐面對
高齡長者﹑糖尿病﹑心臟病等易感染族群
﹐她都會開方子給他們﹒她分享隨著疫
情進展﹐診所還提供了
「電話開藥方」的
服務﹐有一個 76 歲﹑患有糖尿病與高血
壓的患者﹐在四月初被染上疾病﹐因此劉

劉青川指出﹐從目前的觀察發現﹐許多染
病的人都是四肢發涼﹑睡眠時間不規律
的年輕人﹒他們常常會出現極度疲勞的
現象﹐因為傷到了脾臟﹐此外﹐還會容易
出現拉肚子的症狀﹒
休斯頓潮濕﹕如何擺脫
「 寒濕
寒濕」
」
之體﹑增強
免疫力﹐避免染疫﹖
﹗
劉青川提醒﹐休斯頓今年雨水多﹐特別潮
濕﹐且通常肥胖者或糖尿病患者﹐都屬寒
濕之體﹒她也提供了一些可以改善體內
寒氣﹑增進免疫力的方法﹐如針灸﹑避免
吃生冷的東西﹑不熬夜﹒此外﹐
「肥甘厚
胃」
的食物﹐如大魚大肉﹑甜食﹑重口味食
物吃多了﹐也容易產生濕氣﹐用西醫的話
來說就是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免疫機
能就差了﹒而補氣的食療﹐如人參﹑黃耆
﹑薯類﹑豆類﹑飲甘草水可以有效達到﹒
她也建議可以調製人參﹑枸杞﹑甘草的茶
飲﹐來提神補氣﹒

此外﹐新冠肺炎的症狀與感冒相似﹐卻步
打噴嚏﹑流鼻涕﹐因為體內毒氣難以排出
﹒所以﹐每天小出汗
（非大汗淋漓）
排毒﹐
也能有效增強免疫力﹑保護脾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