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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記者黃梅子）愛美的您，是否想做醫美
變美變年輕，但擔心有副作用，擔心看上去顯得假
？很多小姐姐總是尋尋覓覓，就為了找尋一項最有
效又最令人放心的醫美療程！就這樣猶豫再猶豫，
不知不覺你已經看上去越來越像老大媽了！你不信
？連林青霞這樣的絕代佳人不做醫美都看上去像路
人甲老大媽了，你不做醫美能顯得年輕？

當然，小姐姐們的擔憂也不是沒有道理，二十
年前的一代玻尿酸填充確實看上去顯得假，但是現
在的技術日新月異，您相信嗎？其實在您自己身上
，就帶著能讓您重返年輕貌美的原材料，只要短短
幾分鐘，就能迅速提升豐滿您的面龐，馬上年輕5
歲！這個您自身的天然回春丹就是Plasma gel PRF富
血小板生長因子纖維蛋白，適用於1祛皺：額頭紋、
川字紋、魚尾紋、眼周細紋、鼻背紋、法令紋、嘴
角皺紋、 頸紋；2改善皮膚松弛、粗糙、暗淡；3修
補創傷、痤瘡等引起的凹陷性疤痕；4改善炎癥後
色素沈著、色素改變（色斑）、曬斑、紅斑、黃褐
斑；5使粗大的毛孔變小；6改善眼袋和黑眼圈、眼
睛細紋；7豐唇和填充面部太陽穴、蘋果機、法令
紋、木偶紋、下巴；8改善過敏性皮膚；9生發固發
。

看到這裏，很多小姐姐不禁會問：不可能吧？
就這一樣醫美能改善臉上所有的毛病？

答案是肯定的！PRF富血小板生長因子纖維蛋白
能填充改善臉上所有的毛病，這是一個神奇的新技
術，目前好萊塢明星們趨之若鶩的回春秘訣。

簡單來說，PFR就是PRP的最新技術升級版，要
弄明白什麽是PFR， 先要明白它的初級版PRP是什
麽東西。PRP全稱是Platelet Rich Plasma 富含血小板
的高濃度血漿， 又稱“血清註射美容”。我們對血
小板並不陌生，當身體上出現傷口，血小板就開始
發揮自身的凝血功能來保護機體，讓傷口在短時間
內快速止血，同時血小板被激活後會釋放出眾多生
長因子，從而促使我們的自體組織再生修復。前幾
年，美國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定期做的“吸血鬼面
膜”就是這個東西。PRP是一項非常天然又安全的
療程，先通過采集靜脈血液，經過離心濃縮血小板
、白細胞，分離出血漿高濃度PRP，然後將將PRP註
射到自己的真皮淺層中，刺激大量膠原蛋白、彈性
纖維、膠質等的產生，促進皮膚多個組織的生長及
重新排列，從而達到全面提升肌膚狀態。

詳細點來講就是：PRP提取的原材料是血液。

血液的主要成分：紅細胞，白細胞，血小板以及血
漿，不同的成分大小和重量不同，在進行離心操作
的時候相同的成分被擠在一層，不同的成分分布在
不同的層次，大個紅細胞在底下，小個子血小板白
細胞在中間，血漿在上層。經過離心機離心後把紅
細胞和以水為主的血漿移除，就會獲得富含血小板
的血漿PRP。

那麽，什麽是PRP的升級版PRF呢？
PRF是從您自己的血液中提取的萬能修復因子！首
先，“萬能”兩個字是關鍵！其次，“修復”兩個
字 也讓國外眾多名媛捧在手裏。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原理。 相對於PRP，PRF的製
備過程中未使用任何外源性添加物，避免了免疫排
斥反應、交叉感染現象以及凝血功能障礙出現的風

險，且其製備技術簡化，為一步離心，僅需在取血
入離心管後迅速將其低速離心，玻璃離心管中的矽
元素促成了血小板激活與纖維蛋白的生理性聚合，
開啟了生理凝血過程的模擬而收集到天然凝膠。

第二，.從超微結構來看，在傳統PRP的製備過
程中，未聚合的纖維蛋白原因溶解而直接被棄掉，
因此纖維蛋白原含量已大大降低，不利於網羅細胞
因子及促進細胞遷移。因此PRF纖維蛋白網狀結構
的成熟度優於PRP，與生理狀態更加接近。

富血小板生長因子纖維蛋白PRF尤其適合於治
療人體肌膚最先顯示衰老的區域，比如眼眶下和臉
頰的凹陷。PRF 從自身血液提取，含有高濃度的白
細胞、纖維蛋白和少量的幹細胞。在抽取血液後，
在專門離心機中分離出凝膠狀的生長因子纖維蛋白
作為臉部填充物，此外PRF還可與童顏針、玻尿酸
配合，以增加面部體積和改善膚質，對於眼眶下、
嘴角、太陽穴等區域體積缺陷，在填充除皺的同時
從根本上刺激膠原蛋白再生，從而達到緊致肌膚，
改善、細膩膚質的顯著效果。由於含有大量的白細
胞，所以可有效避免免疫排斥反應以及感染等問題
。

其實PRF從第一次被引入臨床至今，已20年有
余了，應用於眾多的醫療領域，尤其是外科和牙科
。最近兩年才有天才的醫生發現它神奇的醫美療效
，發現PRF是上佳的面部填充材料。

我聊了這麽多，大家想不想立刻用自己的血來
做PRF安全無痕填充，徹底解決臉上歲月的痕跡呢
？

德州愛美的小姐姐們有福了，以前只有好萊塢

比佛利山莊醫美診所才有的PRF技術，現在奧斯丁
Neo Soma專業醫美的王老師就可以做，王老師每年
定期去好萊塢比佛利山莊的醫美診所培訓，熟練掌
握最新的醫美技術。PRF註射能達到什麽效果？能不
能夠極致地發揮最大效果？這與醫生的技術和經驗
有很大關系，切記不要盲目選擇。奧斯丁NeoSoma
專業醫美是美國政府註冊的專業醫美，註射師是在
美國正規持牌醫生（M.D.）或正規持牌護士（R.N.
），藥品都是FDA認證安全有效的針劑，安全和資
質有保證。尤其是註射師王老師是美國的註冊護士
，她不光是美國醫院的手術室護士，從事醫療工作
多年，並且積累了豐富的亞洲客人臨床經驗，熟悉
亞洲客人的審美喜好，對劑量把控嚴格精準，對於
面部註射的施打已達爐火純青的水平，做過的客人
都贊不絕口。

我給大家講講上周六我去奧斯丁醫美，註射師
王老師給我製備PRF的過程：

先靜脈抽取了我10毫升的血，然後放進了一個
無抗凝血酶的試管，再用儀器進行離心，然後靜置
一個小時，這樣子就能看到試管裏面分為三層，底
部是紅色，中間的淡黃色就是需要的PRF凝膠。再
用特殊的儀器進行壓製，壓製後可以生成富血小板
纖維蛋白凝膠， 然後盡快將PRF凝膠從皮下註射到
我臉上凹陷處，這個對註射技術要求非常高，因為
不是物理填充（填多少是多少），而是活性填充，
所以必須能夠準確地估算劑量和施打位置是最重要
的，否則效果就不盡人意了。打的時候因為用了少
量麻藥，並不痛。打完之後，馬上就能看到鏡子裏
的自己線條上提、豐盈飽滿起來，立馬年輕5歲。
而且，因為是皮下註射，所以臉上並沒有什麽針孔
，完全不影響上班。

有很多小姐姐想去做PRF，但依然有不少疑問，
王老師在這裏給大家解答一下。

PRF要住院或請假嗎？會不會影響工作？
答：整個治療只需要1-2個小時，你甚至可以

在午餐休息時間來完成，不要住院也不要吃藥，隨
打隨走，不影響工作生活。

PRF血清美容需要註射幾次？
答：一次就可達到一個很理想的效果，具體次

數因人而異。
PRF血清美容會有腫脹、淤血嗎？
答：一般會有輕微腫脹。很少出現淤血癥狀。

因個人體質問題以及四季氣溫原因，有時會出現局

部小淤青，2-5天後會自行消失。
PRF安全嗎？
答：當然是安全的，PRP提取自自身的血液，

所以它不會有排異反應，也不會有感染傳染病的風
險。

特別提醒：兒童、孕婦、腦梗塞、凝血障礙、
血液病、嚴重皮膚病、糖尿病患者不能接受該項目
治療。
PRF的作用範圍？

答：上下眼瞼， 魚尾紋 、額紋、 頸紋、 座瘡
凹坑、 提升膚質 、提升嘴角、全顏面註射整體年輕
化。
PRF治療後需要註意什麽
答：(1)、註射後幾天內在註射部位可能會出現輕微
腫脹、淤青，這屬於正常現象，一般三天左右即可
消退，無需緊張。

(2)、治療15天內請避免服用非甾體類消炎藥、
解熱鎮痛藥，如阿司匹林、芬必得、扶他林等。

(3)、治療後一周內請不要遊泳，桑拿等。
(4)、治療後一周內，請勿飲酒、食用海鮮和刺

激性食品。
PRF註射維持效果？

答：註射完即時就能看到效果，1-2個月就可
以看到明顯效果，6個月可以達到最佳狀態，效果
可以維持3-5年。
血為生命之本，對各組織器官起著營養和滋潤的作
用，失去了血液的營養，機體就會枯竭。皮膚是人
體最大的器官，更需要血液的營養。事實上，世界
上沒有一種化妝品，能像血液一樣供給您的肌膚細
胞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的全營養素、各種維生素、
結合態的氧、源源不斷的水分、各種微量元素、生
長因子、抗體及幾千種活性酶。肌膚細胞只有通過
血液的營養來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新陳代謝，才
會健康、潔凈，變得充盈飽滿，富有生機活力，從
而呈現健康之美。

如果有小姐姐做過PRP， 那麽你就更能明白PRF
的效果。PRF的各種好處，等著愛美的你去自行解鎖
，願你變成最美最快樂的自己！
奧斯丁NeoSoma專業醫美
地 址 ： 1309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40, Austin,
TX78729
王老師手機：469-210-1113

PRPPRP的升級版的升級版PRFPRF 的驚人回春效果的驚人回春效果
奧斯丁奧斯丁Neo SomaNeo Soma專業醫美讓你瞬間年輕專業醫美讓你瞬間年輕55歲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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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瀑濤醫師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

（UTHealth）McGovern 醫學院的

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

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任主治醫師職位。

岑醫師於 1999 年在中國中山大學

獲取醫學學位，並於 2005 年在紐

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 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

醫師於 2008 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岑醫師

已經成功撰寫並評審了多篇關於食

道癌的文章，並且在世界多家醫學

會議上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同

時，岑醫師還獲得了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血液學和腫瘤

內科專科的認證。自 2011 年以來，岑醫師一直被 US News & World 
Report 評為頂級醫生。她在治療癌症患者方面有 16 年的經驗。岑醫師

不僅是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的繼續醫學教

育主任，15 年來她也一直在美國亞裔社區的健康領域十分活躍。 

 
  

 

 

 

 

 

(本報休斯頓報導) 時間會說話
，真正好的產品都能經得起時間檢
驗，顯示出它的好用與實力，這段
話用來形容鷹標德國風油精 (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 是再貼切不過
了。

自從我們報導休斯頓著名的家
事達人林女士分享的鷹標德國風油
精，受到許多讀者的廣大迴響，有
些讀者已經使用多年，看到這篇報
導，又知道更多的用途；也有人是
首次使用，非常讚嘆小小的一瓶風
油精，居然能在生活中這麼多地方
都能派上用場。林女士知道後也十
分高興，她又向讀者們推薦另一款
味道的風油精: 鷹標薰衣草風油精
(Eagle Brand Aromatic Medicated Oil)
，還說薰衣草味的風油精聞起來非
常舒服，讓人精神為之一振，提神
的效果很好。

用途廣泛的薰衣草風油精
林女士表示，鷹標薰衣草味的

風油精富含薰衣草和尤加利樹油的
天然精華，有助於緩解肌肉或關節
疼痛、背痛、關節炎、扭傷、瘀傷
、頭痛、肚子痛、 暈車、暈眩等症
狀， 是居家必備的良藥，家裡的藥
箱都會添加一罐，凡是外出時也會
隨身攜帶以便不時之需。

天然成分: 尤加利精油和薰衣
草油

薰衣草風油精主要由具有療效
的尤加利精油和薰衣草油(therapeu-
tic grade eucalyptus and lavender oil)
所製成，尤加利精油具有殺菌消毒
、抗病毒、緩解疼痛、止咳、祛痰
等功能，用途多元。

風油精的另一個主要成分是薰
衣草油。提到薰衣草，大眾最難以
忘懷的就是它獨特的芬芳。除了香
薰療效以外，薰衣草油還有非常多
的功能：

一、消除疲勞：
薰衣草精油可以幫助緩解生活上的
壓力或是焦慮，適合情緒起伏大的
人，薰衣草天然的香氛有助於身心

靈的放鬆，於日常生活中使用，更
可以達到舒緩頭痛與疲勞。

二、幫助入眠：
由於薰衣草是公認最具有鎮靜

、舒緩作用的植物，它能舒緩緊張
情緒、鎮定心神、平息靜氣。若在
睡前塗幾滴在太陽穴或鼻子，能幫
助在睡前舒緩自己的感官，讓人更
容易入眠。
三、驅逐蚊蟲、除臭：
薰衣草除了發揮除蟲、除蟻、除蟎
之作用，還可以留下一股香味，使
較為潮濕易生霉味的衣櫃擁有香氛
氣息。或是，像垃圾桶周遭常發出
陣陣惡臭，也可使用薰衣草精油來
當除臭劑，如此一來，不但擁有清
新空氣，還可以享受天然的芬芳。

百年歷史、深受信賴
鷹 標 德 國 風 油 精 (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 是由德國化學家威廉
•豪夫曼（Wilhelm Hauffmann）經
過多年研究，於 1920 年代開發的，
擁 有 100 多 年 的 歷 史 ， 而 Eagle
Brand 是新加坡的知名品牌，深受
消費者信賴，鷹標德國風油精是在
新加坡、東南亞、美國和世界許多
地方都流行的家居產品，每年生產
多達 1000 萬瓶，除了適合當作家庭
常備良藥，在越南、新加坡也流行
拿來送人當禮物，是餽贈佳品，主
要原因是鷹標德國風油精香味清爽
，又有多種用途，送者貼心，收者
實惠。

為何喜歡用鷹標德國風油精?
我們訪問了鷹標德國風油精的

愛用者，為什麼喜歡用風油精?他們
的回答如下:

第一、品質好：塗抹風油精，
洗後不會在衣服上留下污漬，完全
被皮膚吸收後也不油膩。

第二、有獨特的香味：清新宜
人的天然草本香味，讓人有沁涼舒
爽的感覺，帶有讓人鎮靜、集中注
意力的效果。

第三、溫和舒緩的效果：抹鷹
標德國風油精不會有灼熱感，也很
適合當作按摩油、精油等，皮膚感
覺涼涼的，很舒服、很放鬆。

第四、能緩解頭痛和胃痛：鷹
標德國風油精可以改善血液循環以
緩解不適，日常生活中的疼痛如頭
痛、背痛、胃痛、關節痛等都有幫
助。
第五、攜帶方便：精巧的瓶子便於
放在包包裡，在旅途中也方便使用
。

如何使用？
在需要的區域，抹一到兩滴，

並用手以打圈的方式輕輕按摩，直
到風油精被皮膚吸收，每日不超過
3 至 4 次。

不要塗抹在受創傷的皮膚或傷
口上，也遠離眼睛和粘膜，例如鼻
子裡。孕婦和嬰幼兒最好不要使用
風油精。

如何購買鷹標德國風油精
德州地區商店、以及亞馬遜網

站(輸入 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
均可買到。
詢問訊息:
1、 Eastland Food Corp 電 話: (800)
645-0769 Email: eaglebrand@east-
landfood.com
2、 Empire International 電 話: (909)
923-8588 Email: sales@empire-in-
ternational.com。

經得起時間檢驗經得起時間檢驗 世世代代相傳的好物世世代代相傳的好物
居家必備的良藥居家必備的良藥 鷹標德國風油精用途真廣鷹標德國風油精用途真廣!!

薰衣草味的風油精薰衣草味的風油精(Eagle Brand(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Medicated Oil，， Aromatic)Aromatic)富含薰衣草富含薰衣草

油和尤加利樹油的天然精華油和尤加利樹油的天然精華

風油精可以當作按摩油使風油精可以當作按摩油使
用用，，放鬆身心的效果很好放鬆身心的效果很好

風油精是天然的驅蚊防蟲利器風油精是天然的驅蚊防蟲利器，，因為蚊蟲因為蚊蟲
不喜歡尤加利的味道不喜歡尤加利的味道，，會主動避開會主動避開

風油精能讓人提神醒腦風油精能讓人提神醒腦、、振奮精神振奮精神

風油精能緩解疲勞風油精能緩解疲勞，，減輕肌肉酸痛減輕肌肉酸痛風油精有鎮靜緩和的功效風油精有鎮靜緩和的功效，，能幫助改善睡眠能幫助改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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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西南區管理委員會籌辦的西南區管理委員會籌辦的Liberty FestLiberty Fest 國慶活動密集的宣傳準備中國慶活動密集的宣傳準備中，，包括展示官方海報及詳細資料的專門網站包括展示官方海報及詳細資料的專門網站；；並並
且有活動專屬的且有活動專屬的QR CodeQR Code，，只要掃描一下只要掃描一下，，就可以連結到網站就可以連結到網站，，瞭解更多的活動內容及相關訊息瞭解更多的活動內容及相關訊息。。

風簷雅敘週五講座三之三風簷雅敘週五講座三之三

休士頓西南管理委員會即將於7月
3日週日，舉辦名為Liberty Fest 以慶祝
國慶的盛大活動。這場將由當天下午一
時起，一直進行至晚間九時的活動，地
點是在管委會範圍內的Plaza America
；Plaza America 與KPRC2也是活動共
同贊助單位。活動內容容納了各式園遊
會攤位、來自不同社區及團體的演出、
職業表演、地區電視台的專業助陣，更
將在晚間施放璀燦壯麗的國慶煙火。除
了已經在社區引起討論及期待，西南管
委會及相關參與社團代表及社區義工們
，也緊鑼密鼓地討論著活動細節。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不只一次強調
，要把SWMD Liberty Fest 國慶活動籌
辦成管委會的年度標籤經典活動，動員
委員會董事及工作人員，集合社區團體
力量，與整個社區分享同樂，慶祝國慶
日並代表著整個西南管委會帶動社區發
展的決心與動能。管委會董事也是經濟
委員會現任主席的David Peters 表示，
西南管委會Liberty Fest 期待呈現社區
不同文化樣貌，並強調繁榮發展，為慶
祝國慶日帶來豐富意義。另一位董事也
是環境委員會現任主席的Stephen Le
Jr. 則表示，以適合整個家庭老小成員
參與的活動為基調，包括攤位、演出、
社區單位，都希望 「愈多人參加，氣氛
愈歡樂」 。

園遊會部分，攤位預計有六十個，

除了曾經合作的C.A.R.E.將有二十個攤
位外，其餘包括台灣人活動中心、中華
文化中心、社區領袖們也都已經籌備參
與中。管委會李雄也表示，中華文化中
心的春節園遊會及台灣人活動中心的台
灣Yes活動，都吸引驚人人潮參加，充
分証明社區有舉行此類具意義大型活動
的能力。

當天表演節目除社區單位外，工作
人員也在確認具盛名的職業團體名單中
；另外地區電視台會有才藝人士、受歡
迎的主播及主持人，前往活動助陣。搭
配的影音硬體，包括舞台及轉播舞台畫
面的大螢幕，也將比去年更完美；而整
個活動場地的安全設備、日間天氣因素
下的噴霧裝置、提供食物的攤位的供水
系統等，管委會及工作人員包括義工們
，也都再三討論，務求安全並提供更完
整的娛樂及慶典經驗。

宣傳方面，除了電視台已經開始播
放的宣傳短片外，西南區管委會也以專
屬QR code 連結上活動專門網站，網
站上將容納SWMD Liberty Fest 的所有
資訊細節。此QR code 還將出現於管
委會特別訂製活動裇衫上，和西南管委
會標誌及慶祝活動之官方圖樣，一起標
示著今年的盛會。

因為是國慶活動，除了眾所期待的
精彩國慶煙火秀外，星條旗的展現當然
是活動視覺重點。出現在官方圖樣中，

並及活動官方裇衫上，整個活動場地四
周，也都將以美國國旗及西南區管委會
標誌並置，陳示活動的主旨。而國旗的
裝置，在一年一度的慶典活動中，因為

各種因素，向來也有許多之前之後的挑
戰。面對各式活動與預算的細節考慮及
討論，管委會主席李雄及董事們皆表示
：感謝所有參與工作的單位，期待社區

整體參與；而且為了此年度經典活動更
加完美，管委會將增設活動組，在每次
活動一結束，立即著手準備下年度的工
作。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籌備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籌備
Liberty FestLiberty Fest 國慶煙火盛會國慶煙火盛會

◇ 風簷雅敍◇
畫家、作家、藝術策展人
劉昌漢 (劉吉訶德) 老師講座三之三

■ 名著故事—劉吉訶德的文學閱讀
畫家、作家劉昌漢(劉吉訶德)說文學是他生

命中美麗的邂逅，本星期繼續和大家分享他的閱
讀心得。

很多書我們看過就忘記了，但是人生總有一
些讀後不會忘記的著作，讀好書，消化好書，引
發思考，豐富了我們生活。本週劉老師選擇的幾
本名著涵蓋了政治對藝文的影響、信仰和真相的
衝突、電影再現文學的認識，還有戰爭、人生和
愛情，包含著生命面對的方方面面，引起思索並

帶來啟示，或許這就是文學之吸引人處。
與您邀約90分鐘，經典名著欣賞 ----
-伏尼契 Ethel Voynich 《牛虻》
-紀德 Andre Gide 《田園交響樂》
-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乞力馬

扎羅的雪》
-雷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凱旋門》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玩笑》
-馬奎斯 Marquez 《愛在瘟疫蔓延時》
06/17/2022 週五

美西 [晚] 6:30 - 8:00
美中 [晚] 8:30 - 10:00
美東 [晚] 9:30 - 11:00

亞洲 06/18/2022 週六 [晨] 9:30 -11:00

■ ZOOM ID: 646 831 4508
-Passcode: WINDWIND
-直接按鍵連結:
https://us02web.zoom.us/j/6468314508

■ YouTube 同步播放:
https://youtu.be/M5nVEyRsGFM

風簷網站 更多資訊
www.windwind.org

儘管在美亞裔和太平洋島民是美國成長最快的種族或族
裔群體，但在房地產擁有率方面，他們仍落後於美國平均率
，其中反亞裔種族主義影響到了房產決定。這份資訊的來源
是在美亞裔不動產協會 (AREAA)，該協會近期發布了 2022 年
在美亞裔狀態報告，綜合評估了 AAPI 群體面臨的住房趨勢和
相關問題。

該報告包括一些關鍵的調查結果，比如：
• AAPI 房地產擁有率為 61%，而美國的平均房地產擁

有率達 64%。
• 過半受訪購房者和不動產專業人士稱，由於反亞裔

情緒，他們對特定的鄰里區或社區感到擔心。
• 三分之一受訪購房者稱，遠離偏見和歧視是他們近

期搬家的一個主要原因。
• 特定市場的負擔能力驟降導致 AAPI 搬入中西部和南

部。三分之二的潛在 AAPI 購房者稱，搬到生活成本較低的區
域是促成他們決定的最重要因素。

o 聖荷西 - 森尼韋爾 - 聖塔克拉拉、洛杉磯 - 長灘 -
安那翰、舊金山 - 奧克蘭 - 柏克萊、波士頓 - 劍橋 - 牛頓，
以及紐約 - 紐華克 - 澤西市均屬於 AAPI 最住不起的地區。

o 明尼亞波利斯 - 聖保羅 - 布隆明頓以及休士頓 - 伍
德蘭 - 舒格蘭是 AAPI 最有能力負擔的兩個主要住房市場。

AREAA 的報告包括對每個主要市場的全面詳細分解，包
括亞裔中的印度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日本人、韓國人和
越南人子群體的房地產擁有率，以及關於夏威夷原住民和太
平洋島民以及在加拿大亞裔的細分情況。

在美亞裔不動產協會 (AREAA) 於 2003 年成立，是一家全
國性的非營利行業組織，致力於透過擁有房產的方式改善在

美亞裔和太平洋島民 (AAPI) 群體的生活。請瀏覽 areaa.org 瞭
解更多資訊。

AAPIAAPI 房地產擁有率受到歧視房地產擁有率受到歧視、、抵押抵押
貸款準備度以及負擔能力的影響貸款準備度以及負擔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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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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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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老人各類牙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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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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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牙
$199

星期五       2022年6月17日       Friday, June 17, 2022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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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圖片

僑鄉廣東

探險者潛入紅海探秘二戰沈船探險者潛入紅海探秘二戰沈船

埃及沙姆沙伊赫埃及沙姆沙伊赫，，潛水員潛入紅海潛水員潛入紅海，，在藍薊花號沈船殘骸中進行探在藍薊花號沈船殘骸中進行探
險險。。藍薊花藍薊花(SS Thistlegorm)(SS Thistlegorm)號是二戰期間被德國擊沈的壹艘英國軍需號是二戰期間被德國擊沈的壹艘英國軍需
運輸船運輸船。。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沈船之壹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沈船之壹，，其保存非常完整其保存非常完整。。現在現在，，這艘這艘
沈船所在的海域已經成為失事船只探險者的夢想地之壹沈船所在的海域已經成為失事船只探險者的夢想地之壹。。

逾千件紀梵希珍藏藝術品在佳士得巴黎拍賣行展出逾千件紀梵希珍藏藝術品在佳士得巴黎拍賣行展出

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紀梵希的逾千件珍藏藝術品在佳士得巴黎拍賣法國著名時裝設計師紀梵希的逾千件珍藏藝術品在佳士得巴黎拍賣
行展出行展出。。這批藝術品的原有布置方式基本恢復這批藝術品的原有布置方式基本恢復，，試圖讓慘觀者能夠最大試圖讓慘觀者能夠最大
程度體味紀梵希的藝術視角程度體味紀梵希的藝術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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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乡 广 东

世界夜景卫星图上，粤港澳大湾区灯光璀

璨，熠熠生辉。这个包括香港、澳门及珠三角 9

市的湾区，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人口 8000

多万，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

“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

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

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从协议规划到蓝图铺展，再到生动现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正式启动建设近 5 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

量增长约 2.4 万亿元，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

澳合作更加深入，三地民众获得感更加充实，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

基础设施“硬联通”，覆盖 11 个城市的“立

体交通网”越织越密，“1 小时生活圈”基本形

成——

伶仃洋上，一桥飞架香港、澳门、珠海三地，

如同一条海上巨龙。港珠澳大桥的出现，让港

澳正式接入国家高速公路网，打通了整个粤港

澳大湾区的道路交通网。

以南沙为圆心，粤港澳大湾区的“立体交通

网”越织越密、越联越通：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四网融合”，大湾

区铁路运营里程近 2500 公里，“轨道上的大湾

区”加速驶来；高速路网跨江达海，大湾区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4972 公里，路网密度达到 9.1

公里 / 百平方公里，在国内外主要城市群中位居

前列……广佛、深港、珠澳三极之间，1 小时左

右即能通达。

“新横琴口岸开通后，从澳门开车到横琴

的公司，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先皓科技创

始人、在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蔡渊博说。如今，

三地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一站式通关”“合

作查验、一次放行”等便利通关模式，让 2/3 的

出入境旅客通过自助方式通关，基本实现排队

不超过 30 分钟。

规则机制“软联通”，积极探索“一事三地、

一策三地、一规三地”，变“制度之异”为“制

度之利”——

“我一直希望能进行内地人民币产品投资，

‘跨境理财通’让我切实体验到大湾区金融互

通的便利。”2021 年 10 月 19 日，香港居民邝

女士在工商银行南沙分行帮助下，联系到家附

近的工银亚洲鲗鱼涌分行，成为“跨境理财通”

业务的首位客户。

从“深港通”到债券“南向通”，再到“跨

境理财通”，从港澳建筑工程和专业人士跨境

执业到商事登记跨境通办，再到首批“湾区标准”

清单涵盖食品等 23 个领域 70 项标准……粤港

澳积极探索“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

规则机制“软联通”向纵深推进，“制度之异”

正变为“制度之利”。

整个大湾区在一点一滴积累量变：港澳研发

机构在广东可以享受与内地机构同等待遇，广

东财政的科研资金可以跨境直接拨付港澳机构

使用，大型科研设备可以 24 小时预约“即报即放、

到厂检验”通关……一项项体制机制障碍被破

除，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畅通，粤港澳三地

正从合作迈向融合。

三地百姓“心联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正在形成——

“大湾区的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宽

广。”澳门青年律师黄景禧从珠海横琴总部大

厦向外眺望，窗外一边是横琴，一边是澳门氹

仔岛。来横琴创业两年多，他合伙创办的律师

事务所已发展到近 70 人。

从广州南沙到深圳前海，从珠海横琴到佛

山……港澳青年到内地创业蔚然成风。数据显

示，广东已建成“1+12+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体系，累计孵化港澳项目超过 2300 个、

吸纳港澳青年就业达 3400 余人，在广东纳入就

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已超过 8.51 万人。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百姓“心联通”

汇聚磅礴力量，是大湾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在粤港澳大湾区，港澳居民及随迁子女同等

享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等政策

落地实施；“港澳药械通”试点实施，大湾区内

地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使用已在港澳上

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湾区社保通”政策落地，

截至 2021 年底，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累计达 27.92 万人次……公共服务优质、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正在形成。

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粤港澳三地大胆创新、

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正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铸就新的时代辉煌。

（张烁 江琳 程龙）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赤水塘村坐落于肇庆市回龙镇西北部，占地

1.05 平方公里，人口 625 人，旅居澳洲 875 人。

赤水塘村始建于明朝初期，因吴氏先祖吴其进从

金利竹洲迁入而形成，居民均为“吴”姓。赤水

塘村侨乡建设风貌突出，特色明显，蕴藏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底蕴。保留了龟背巷、碳格巷、古井、

锅耳屋、书室、侨胞别墅等古建筑，至今保护完好。

其中吴氏宗祠（至德堂），主要由海外华侨捐资

建造，始建于清宣统三年（1911 年）。赤水塘建

有“村史侨史馆”，详细记载了以前村民或侨胞

出国前的生活生产情况。据记载，一百多年前，

赤水塘村已有不少村民离乡别井前往澳洲和南洋

一带寻求机会。

近年来，赤水塘村将“侨”文化结合“乡村

振兴发展，加大对侨胞别墅等古建筑的修复保护

力度，以彩绘为产业导向，把旧村打造成古村落

休闲观光旅游区，把新村打造成彩绘区，两个区

互相促进，有效推进农产品、休闲旅馆、农家乐

等产业共同发展。

（宗禾）

广东美丽侨村：

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赤水塘村

赤水塘村旧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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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港足在香港
時間14日晚展開的亞洲盃外圍賽最後一輪賽
事，雖然以0：4不敵印度，但仍以2勝1負的成

績，以其中一支成績最佳第2名身份完成亞洲盃
外圍賽，相隔54年再次闖進亞洲盃決賽周，為
本地足壇帶來久違的好消息，主帥安達臣期望今
次好成績能刺激更多新血出現，在未來組成更強
班底出戰決賽周。

在中超効力的多名球員未能回歸，加上有
主力受傷及抵達印度後確診，陣容更天殘地缺的
港足未被寄予厚望，不過球員卻有頑強的鬥志和
爭勝心回應質疑，以極具侵略性的足球勇奪亞洲
盃決賽周入場券，為飽受打擊的本地足運帶來令
人振奮的好消息。

新官上任即有所交代，港足主帥安達臣將
成果歸功於所有港隊球員：“今次我們缺少了在
內地聯賽効力的球員，亦有兩個香港本地最好的

後衛缺陣，而且聯賽之前停了近半年，能夠有如
此表現我為球員感到驕傲，雖然我們對印度一戰
落敗，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們踢出了一場好比賽，
在種種不利因素下堅持了自己的風格，當然年輕
的港隊還是欠缺了一些經驗，期望聯賽重開後會
有更多具潛質的球員出現，繼續壯大我們出戰決
賽周的班底。”

作為球隊“老大哥”的門將葉鴻輝，則希望
港足的好成績能為香港球市帶來積極作用，更感
謝所有球迷的支持：“感謝所有足總職員以及教
練團，讓我們可以在重重波折下專心作賽，亦很
感激每一個支持港隊的球迷和市民，你們的支持
是球隊的最大動力，過往港足成績都一直與球圈
息息相關，期待聯賽重開後本地球市會更好。”

港足不敵印度次名出線 安達臣望更多新血湧現

◆天雨令港隊發揮受影響。 足總圖片
◆安達臣希望港足未來有更多新血湧現。

足總圖片

香港男子花劍隊在今次亞錦團體賽直入8強，
面對有一定實力的澳洲，港隊順利以45：35

擊敗對手殺入準決賽，對手為有金東秀、許俊、
河太奎和林哲宇壓陣的東道主韓國。

港隊是役以蔡俊彥打頭陣，並取得5：4領
先；次局張家朗在一度落後5：6下連取5分，以
10：6進入第3局。第3位登場的吳諾弘未能守住
優勢，令港隊變成以12：15落後。再度登場的蔡
俊彥在第4局發揮花劍銅牌得主本色，助港隊追
至只落後19：20，只是楊子加、張家朗之後發揮
只屬平穩，讓港隊進入第8局時落後24：32。

在大幅落後下，蔡俊彥於此時挺身而出，
單局狂取14分，更一度助港隊追至38平手，可
惜最終仍落後38：40進入最終的第9局。負責
守尾門的張家朗面對韓國選手許俊，在初段佔
有優勢，更追至42平手，可惜許俊關鍵時刻連
取3分，終助韓國取得晉級權。至於按例已穩奪

一面銅牌的男花隊，則在“季軍戰”以45：30
擊敗中國台北。

女佩隊獲團體賽第7名
由歐倩瑩、劉穎怡和朱詠翹組成的香港女子

佩劍隊，亦於15日出戰團體賽，8強面對哈薩
克，港隊一直處於逆境，雖然最後一局比分一度
追至43平手，但最終仍連失兩分以43：45落敗，
要轉戰名次賽。最終在7至8名名次賽中，港隊以
45：35輕取泰國，以第7名完成今屆賽事。

總結今屆比賽，港隊合共取得2金1銀4銅佳
績。而包括江旻憓在內，早前已完成比賽的部分
港隊成員，於14日晚已回到香港；本周初在社交
平台透露自己左腳受傷的江旻憓表示，自己傷勢
並不嚴重，反而趁今次帶傷比賽，得到新的啟
發，希望日後比賽都能保持這種冷靜淡定的心
態。

在韓國首爾舉行的亞洲劍擊錦標賽，15日完成

最後一天賽事，其中由張家朗、蔡俊彥、吳諾弘和

楊子加組成的香港男子花劍隊，在4強戰雖以42：

45不敵東道主韓國，但仍獲得一面銅牌作結。總結

今屆比賽，港隊合共取得2金1銀4銅佳績。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浩然

中國游泳隊和中國花樣游泳隊兩支國字號
隊伍日前出征，參加將於6月18日至7月3日在
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國際泳聯第19屆世界游
泳錦標賽，後半程開賽的跳水隊則晚幾日啟
程。

游泳隊派出由張雨霏、汪順等名將領銜
的45人豪華陣容，其中張雨霏和汪順的目標
瞄準金牌大滿貫，徐嘉余希望實現世錦賽三
連冠，接力項目也有機會登頂冠軍領獎台。

賽前，國際泳聯以及國外專業游泳網站
紛紛預測，在東京奧運會收穫2金2銀的張雨
霏在200米蝶泳中優勢明顯足以強勢奪金，張
雨霏說：“我的200米蝶泳就差一個世錦賽冠
軍，非常期待能夠實現短池世錦賽冠軍、奧
運會冠軍和世錦賽冠軍的金牌大滿貫。”

在出征前夕，張雨霏還率領所有女隊員
在泳池畔跳起了《愛你》的舞蹈，活潑歡快
但又信心十足地喊出口號：“中國游泳乘風
破浪，世錦賽加油！”

奧運冠軍汪順此前曾蟬聯兩屆短池世錦
賽男子200米混合泳冠軍，並摘取東京奧運冠
軍頭銜，唯一的“收藏缺口”就是世錦賽金

牌。他表示：“每個運動員的夢
想都是金牌大滿貫，當希望就在眼
前的時候，我要做好自己，以平常心
去對待，希望能夠實現夢想！”

花樣游泳隊本次派出13名運動員參
加世錦賽，包括馮雨、肖雁寧、王芊懿三
位征戰東京奧運會並獲得奧運亞軍的名將
以及年輕選手。她們將參加雙人和集體的技
術自選和自由自選，均採用東京奧運會上已
經使用過的成熟比賽作品，但進行了部分修
改和技術創新。 ◆新華社

中國游泳及花游隊
兵發布達佩斯世錦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浩然）印尼羽毛球公開
賽15日上演次日賽事，其中港隊兩名男單球手李卓
耀和伍家朗先後登場，並分別擊敗馬來西亞和印尼
球手過關。

率先登場的李卓耀首圈比賽對手為馬來西亞的
劉國倫。過往對碰未嘗一敗的李卓耀在首局一如預
期佔得上風，於中段發力下以21：19先下一城。
次局李卓耀和劉國倫一直互有領先，到尾段李卓
耀在落後15：17時連得5分取得“賽點”，最終
以21：18再下一城，在花了45分鐘下取得晉級
權，8強對手將為中國台北名將周天成。
較後時間登場的伍家朗對手為東道主印尼球

手Shesar Hiren Rhustavito。伍家朗首局中後段發
力先贏一局21：17，但Shesar Hiren Rhustavito次
局輕勝21：11作回敬。決勝局伍家朗一直處於領
先，最終以21：16勝出，苦戰1小時下取得晉級
權，下圈對手為印度的Prannoy H. S.。

陳雨菲輕鬆過關
國家羽毛球隊15日亦有多位球手出擊，其中女

單4號種子陳雨菲以21：10、21：17輕取韓國的金佳

恩過關。混雙2號種子鄭思維/黃雅瓊，則於“國家
打吡”中以21：17、21：19擊敗隊友郭新娃/張殊賢
晉級。混雙4號種王懿律/黃東萍，則在先輸13：21
下，連贏21：19、26：24反勝印尼的許永凱/陳薇涵
組合。

伍家朗 李卓耀印尼賽晉級

◆伍家朗成功晉級。 法新社

◆◆女佩隊獲團體賽第女佩隊獲團體賽第77名名。。 FIEFIE圖片圖片

◆◆香港男子花劍隊獲得銅牌香港男子花劍隊獲得銅牌。。 FIEFIE圖片圖片

◆張雨霏率領女隊員在泳池畔跳起
《愛你》舞蹈。 張雨霏微博截圖

◆◆江旻憓江旻憓1414日晚已返到日晚已返到
香港香港。。 江旻憓江旻憓IGIG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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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

廣告

现代年轻人所面临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很

多人下班就已经到晚上9点，甚至凌晨，如果这

时候再开火做饭的话，基本上就奔着大半夜去了

，一来精力不够，二来又懒得鼓捣，所以在很多

人的家里，都常备着一种简单又方便的食品—方

便面。

虽说它好吃又方便，但关于方便面影响身体

健康，甚至会“致癌”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那

到底事实如何？

吃方便面到底好不好，还能不能再吃了呢？

方便面中主要含有的是碳水化合物。虽然碳

水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营养物质。但

是大多数的食物当中，都含有丰富的碳水，因此

人们摄入碳水的机会非常的多。

人们通过正常的饮食，足够来保证自身对于碳

水的需求。也就是说，从摄入碳水的角度而言，食

用方便面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的。

不少人认为方便面中加入了防腐剂，其实并

不是。方便面之所以可以长时间保存，主要就是

因为经过油炸其中的水分已经被消耗殆尽，不易

滋生微生物。而关于防腐剂和其他添加剂的添加

，国家也是有严格要求的。

所以，担心方便面吃多了对人体有害的朋友

，大可以放心。但值得注意的是方便面最大的问

题并不在于这些，而是它的营养成分比较单调。

虽然方便面中的脱水蔬菜同样含有维生素和膳食

纤维等营养成分，但含量较低。长期食用方便面

，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所以，在吃方便面时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与水

果，以确保营养平衡，但最好还是要尽量减少方

便面的食用。

还有哪些食物为了健康需要尽可能避免

1、奶茶

不知从何时开始，奶茶成为一种时尚的饮品，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爱她就给她买奶茶”，

关于奶茶的营销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奶茶是一种

非常不健康的食物，含有大量的香精和糖分，经常

饮用会导致过量的糖和卡路里以及肥胖。

也有许多新闻报道喝奶茶喝进医院的，奶茶

店围绕的大多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真的好好吃饭

喝粥吧，别再喝奶茶了，一杯奶茶的价格甚至够

四口之家一天的买菜钱，喝粥不比奶茶香吗？

2、话梅

对于喜欢吃零食的孩子、女性来说，话梅是

常见的食物，是蜜饯的一种，属于腌制食品，口

味酸甜。

很多人觉得话梅是一种水果，吃一点对身体

好。但实际上话梅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食品添加

剂，甜味

素，色素

，防腐剂

等，经常

吃对身体

也不好。

而蜜饯食

品对于血

糖异常的

人也是很

不友好的

，糖分高

，容易加重病情。

3、烧烤

说到烧烤，这是大家迎来夏天，晚上必做的

一项活动，大家围坐一团，一起撸串、喝啤酒，

听起来就十分热闹。但其实我们吃起来十分有滋

味的肉串，它是经过油烟烤制而成，内含丰富的

致癌物质。经常吃烧烤其实会对我们的肠胃等等

器官造成很大的隐患，甚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所以也建议大家在夏季少吃烧烤。

4、辣条

作为一类豆制品或面粉制品，可能很多

人都认为，它美味又没有什么危害性，但其

实辣条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油脂和

色素，这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其实会产生

很大的危害。可能日常吃得少，没有感觉，

但是吃多了，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

隐性危害，所以为了健康，还是希望大家能

够尽快戒掉辣条。

其实泡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健康，家

长们更应该避免孩子食用碳酸饮料、奶茶、烤

肠、辣条以及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这些食

品才是真正的“垃圾食品”，过量食用对人体

健康十分不利，尤其是尚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

童。这些食品，能不吃就尽量不吃，保持营养

均衡才更健康。

吃方便面，到底好不好？
别再轻信“谣言”，医生告诉你实情

酒，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社交中不可缺少的方式

，很多人选择在酒桌上喝酒应酬，无论是工作还是

家庭聚餐，都离不开酒的身影。虽然说适当饮酒能

够给人体带来一定的好处，但也不能忽略酒精给人

体带来的危害，正所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

过量饮酒则会给个人的肝脏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

——过量酗酒的六大危害

1、胃肠炎 无论是饮用啤酒还是白酒，一旦出

现过量的现象时，都会导致个人的胃部黏膜受损，

溃疡的状态之下也会出现持续的扩散，导致急性胃

炎、慢性胃炎症状发作。

2、结石和痛风 根据相关疾病资料表明：慢性

萎缩胃炎、泌尿系统结石症状的诱发，与酒精成分

密切相连，大多数的男性患者都是由于长期饮酒而

引起的慢性代谢疾病问题。

啤酒中则含有的嘌呤成分也是非常的高，长时

间饮用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肠胃健康，也会出现尿酸

滞留的现象，大大增加了自身患痛风疾病的风险。

3、将军肚 长时间过量饮用啤酒，也会使身

体出现浮肿的现象，过量的热量滞留于人体的腹

部，也会导致脂肪堆积现象发生，形成啤酒肚、

将军肚。

4、心率紊乱 适当饮酒有助促进自身的血流循

环，但如果出现过量饮酒的现象时，也会影响个人

的心脑血管健康，出现供血、供氧能力不足的情况

，导致心率失调，增加个人患冠心病的风险。

5、癌症 一提起癌症，多数人都会感到惊心惶

恐，虽然说医学技术已经到达一定的发展阶段，但

对于上皮组织坏死而引起的权威性恶性肿瘤症状，

尚未找到彻底根治方法。

长期喝酒的人相比于健康的人来讲，患癌症疾

病的风险，则会大大提高2~3倍左右，机体免疫抵

抗能力也有所降低。

6、铅中毒 重金属元素的过量滞留也会影响身体

的健康，虽然说酒精饮品中并不含有过多的金属元素

，但内部的微量铅元素，也会影响个人的脑部健康。

一旦出现过量饮用的情况时，就会导致个人的

脑部神经传感反应能力有所降低，增加个人在中老

年阶段焕发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

控制个人的摄酒含量，才是最佳选择，若想要

更好的维持身体健康，首先就要戒掉酒，戒掉酒精

饮品之后，对人体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不喝酒”，会有哪些变化？别不

相信，4个现象很明显

1、呵护肝脏健康 众所周知，长时间的饮酒不

仅会伤害个人的肝脏健康，也会出现毒素垃圾代谢

滞留的现象，短时间之内达到戒酒的目的，不再次

饮酒，也会减轻肝脏的工作负担。

每天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也有助于提高个人

基础代谢率，促使肝脏表层细胞的活力有所提升，

更好的恢复肝脏功能的运转。

2、睡得更香 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也使得人

们面临的压力逐步增大，难免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

失眠的症状，少部分的人认为喝一杯白酒，能够提

高个人的睡意，促进睡眠。

但这一做法是错误的，根据生理研究得知：如

果睡觉之前饮用酒精饮品，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脑部

中枢休眠，也会出现细胞、机体亢奋的排斥反应。

若长期受失眠症状所影响，首先就要调控好个

人的心情，远离酒精饮品，达到弃酒的习惯，才能

更好的稳定个人的睡眠质量。

3、提高记忆力 长时间喝酒也会麻木个人的思

想，戒酒之后，自身的脑部中枢处于稳定状态之下

，并不会出现反复性的刺激一些亢奋状态，记忆力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4、降低血脂 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

的饮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使得慢性代

谢疾病换发率与日俱增，常见病理类型为高血脂，

高血压，高血糖。

一旦发病之后，医生就会劝告患者戒掉酒、戒

掉烟，降低机体所承受的酒精刺激影响之后，自身

的血液循环也会有所稳定，血脂浓度蛋白也会有所

降低。

长期“不喝酒”，会有哪些变化？别不相信，4个现象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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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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