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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禍」到
「伊斯蘭恐懼症」

2016年4月13日 星期三

衛生局籲致電索取
免費戒菸貼最後一天

亞美聯盟探討
亞裔刻板印象

今（13日）是市衛生局向吸煙者免費發放戒菸貼
和戒菸口膠的最後一天，衛生局表示，這個已經進
行多年的項目取得了明顯效果，也呼籲希望戒菸的
人抓緊最後一天的機會，致電311索取免費戒菸品。
免費戒菸貼和戒菸口膠是市衛生局推出的「戒菸
痛，得癌症更痛」勸戒活動的一部分，從2003年開始
進行的這個項目，以一名叫做Chris的晚期癌症病人
作為主打廣告，展示吸煙給人帶來的傷害。
配合這條廣告引起的驚悚效果，衛生局有推出
了一套免費戒菸輔導，其中包括向符合資格的戒菸
者發放免費戒菸貼和戒菸口膠，同時向他們提供跟
蹤性戒菸輔導、勸戒電郵等。
這個項目實施至今效果明顯，衛生局從2002年
起逐年對市民進行健康情況問卷調查，去年公布的
問卷通過電話，以包括中文在內的四種語言對8500
名隨機抽選的市民進行抽樣調查，結果發現紐約市
成年人吸煙率已經降到13.9%，比2013年下降了超過
兩個百分點，比2002年首次調查的結果下降了35%。
按人口算，紐約市現在成年煙民人數已經不到
90萬，對於一個800多萬人口的城市，這個比例相當
可喜。
不過不同背景的人群在吸煙率上的差別仍然很
大，從族裔看，非裔和白人的吸煙率均為14.8%，在
各族裔中並列第一。亞裔以13.6%的吸煙率排在中
間，而西裔12.7%的吸煙率是最低的。不過華人男性
的吸煙率高達不下，達到21%。
衛生局方面呼籲，有心戒菸者抓緊最後一天的
機會致電311或上網www.nysmokefree.com申請免費
戒菸貼和戒菸口膠。
參加項目者可以得到為期兩周的免費戒菸用
品，同時獲得一份戒菸指導手冊。紐約市的戒菸熱
線將定期致電參加項目的戒菸者，也會通過電郵督
促戒菸。
本報記者榮筱箐紐約報道

本報記者許可紐約報道

自二戰以後美國日本
人遭到大規模逮捕，
到9/11事件後美國社會瀰漫的對於
穆斯林的恐懼情緒，在美國的歷史
中，對於亞裔的刻板印象一直在
不斷上演，並影響著亞裔的 亞 美 聯 盟 昨
日在紐約大學舉
日常生活。

辦有關「反移民
美聯盟昨（12日）在紐約大學 言論」的研討
會。
舉辦「反移民言辭」研討會，對

亞

於當前部分反移民及反穆斯林現象進
行探討。
此次研討會邀請到作家及律師愛耶兒
（Deepa Iyer）、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教授
羅斯福（Kermit Roosevelt）以及美國雇用機
會平等委員會（The 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的民權倡議者郭文
作為嘉賓。在研討會中，與會嘉賓列舉了目
前社會中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反移民言論，探
討這種現象是如何植根於自二戰珍珠港事件
後美國對於日裔進行囚禁的歷史並進一步演
化的。
他們指出，在現代社會中，雖然政府並
沒有像過去一樣，直接將亞裔囚禁在集中營
中，但日常生活中亞裔遇到的細微或隱性的
歧視或被視為的刻板印象，已經確確實實地
影響到了亞裔的生活。

主辦此次活動的亞美聯盟行政總監姚久
安（Jo-Ann Yoo）指出，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
年，但在數位參選人角逐總統寶座的競選活
動中，她聽到了不少反移民言論，共和黨參
選人川普的言辭更讓她感到「危險」，「參選
人在媒體上釋放出反移民信號，如果我們的
下一代聽到會是怎樣的感受？是不是會產生
我們不屬於美國的想法？」她表示，亞裔之
間如果區分華裔、日裔、印度裔、韓裔等，
每一個族裔的力量都不足以產生影響，只有
將泛亞社區團結起來，同時爭取其他族裔的
支持，才有可能產生影響主流社會的強大力
量，這也是舉辦此次研討會的初衷之一。
對於目前美國亞裔面臨的境地，與會嘉
賓並未保持過於樂觀的態度。羅斯福表示，
由於美國歷史中曾發生過數次亞裔移民遭遇

不公平待遇的時間，政府及對待移民的政策
上已經有所調整，從國家決策方面，移民的
環境較以往會寬鬆一些。但一些針對移民的
行為從顯性變為隱性，更加難以區分和防範。
愛耶兒也表示，從9/11之後社會對於穆
斯林的恐懼情緒即可看出，亞裔移民面臨的
環境不僅沒有變好，可能變得更糟了，「這種
情緒不是持續數日或數月，15年過去了，它
還存在著。」她說，在對於移民的態度上，聯
邦政府方面也許有所進步，但在州級或更下
一級的當地政府方面以及社區中，較以往是
有所倒退的。
郭文亦指出，總體而言，泛亞社區仍處
於邊緣地帶，一些阿拉伯社區還遭到了警方
更嚴密的監控，如何從邊緣進入主流，是所
有亞裔社區需要思考的問題。

王嘉廉中心4/15
免費牙齒健康教育
擁有良好的口腔健康應從幼年做起。王嘉廉社
區醫療中心牙科部將在4月15日(星期五) 設立健康教
育攤位，教育兒童及家人有關適當的刷牙技巧、牙
線的使用方式以及口腔健康的重要性。歡迎社區人
士前來參加逢星期五下午2時至4時在曼哈頓華埠獲
加街125號2樓舉行的口腔健康教育活動。
多做運動對身體有更多益處--良好的睡眠、強壯
的體魄和健康的血糖及血壓水平。歡迎前來學習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運動量。講座將於4月17日(星
期日)上午10時半至中午12時，在曼哈頓華埠堅尼路
268號1樓舉行，以廣東話及國語進行。
欲瞭解更多的健康教育活動，請致電健康教
育部1(212)966-0461或瀏覽網站：www.cbwchc.org/
workshops_ch.asp。

下城醫院舉辦講座

醫生詳析癌症及放射性治療

為了讓民眾釐清放射性治療（Radiation
Treatment）的誤區，紐約長老會下城醫院「福安
康寧」社區保健計劃於昨（12日）在中華公所舉辦
講座，由放射腫瘤科助理教授姜智敏醫生，為
民眾詳細講解癌症及放射性治療。
下城醫院社區事務部總監黎翠文指出，很
多人聞「癌」色變，但隨著醫學日益昌明，癌症
已經可被治癒，癌症已經不再是絕症。而且，
治療癌症並不意味著必須經歷痛苦的治療過
程，如放射性治療就是無痛的。雖然同樣用於
治療癌症，放射性治療與化療是兩種完全不同
的治療方式。
癌症其實是身體內不正常細胞異常地分裂
或擴散。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亞裔患癌症的
死亡率是最高的，其中亞裔患最常見的癌症是
肺癌、直腸癌和肝癌，而這些癌症通常在晚期
才被察覺和診斷出來。
發現癌症後，治療的方式分三種，分別
是：手術、化療以及放射性治療。化療是使用
藥物來殺滅腫瘤細胞來治療癌症，但藥物在殺
滅腫瘤細胞時也可能將正常的細胞和免疫細胞
一同殺滅，因此，接受化療的患者會出現明顯
的噁心及嘔吐等副作用。
至於放射性治療，則是用高劑量放射（輻

高顯畝翁出殯
【本報訊】高顯畝翁(陳忠妹之丈夫保國愛
薇愛珠愛群建曉曉彩之令尊)浙江省永嘉縣人
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九日逝世積閏享壽七十有
六歲遺體停厝全福殯儀館定於四月十四日(星
期四)上午八時三十分開祭同日上午十時三十
分出殯移靈皇后區聖米高火葬場舉行火化

雷振良翁出殯

【本報訊】譚其景翁(譚鄭艷蘭之丈夫美儀
靜儀之令尊)廣東省台山縣海晏丹堂北頭村人
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九日逝世積閏享壽八十有
四歲遺體停厝全福殯儀館定於四月十五日(星
期五)下午三時至七時開祭四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出殯安葬皇后區法拉盛墳場自置壽地

李余長齊夫人出殯
【本報訊】李余長齊夫人( 李百年 之妻朗雲
景雲振雲振強美芳之令壽堂)廣東省台山縣密
沖鄉連坑村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壽終積
閏享壽九十五歲現遺體停厝華永生殯儀館謹定
於四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六時開祭四
月十八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出殯安葬於上州
萬壽山墳場人瑞花園自置壽地

陳盧淑嫻太夫人出殯
【本報訊】陳盧淑嫻太夫人( 陳錫富號孔巧 之
丈夫 陳陸用仙 之義妹 樹晃 樹龍樹榮惠堅惠蘭惠
貞麗嬋之令壽堂)廣東省台山市六村鄉沙橋村
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四日逝世積閏享壽九十
有餘歲遺體停厝五福殯儀館定於四月十六日
(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七時開祭四月十七日(星期
日)正午十二時出殯安葬上州琼士高墳場自置
壽地

蕭白蓮香夫人出殯
【本報訊】蕭白蓮香夫人(蕭永光之夫人蕭
迪之令堂)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上陡門人氏於
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遺體停
厝全福殯儀館定於四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
時開祭同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出殯移靈布碌崙
青木火化場舉行火化

亞洲人平等會房屋與社區服務部特別在皇后
區可樂娜(Corona)圖書館舉辦「房屋與福利問題法
律診室」的諮詢會，專家現場為民眾解答問題。
亞洲人平等會表示，紐約居大不易，華人移
民經常因為語言困難和缺乏對美國法律的了解在
租房時吃虧上當。有時對一些實際居住情況例如
可不可以隔間和分租，也是靠以訛傳訛的訊息而
不知如何處理。
有鑑於此，亞洲人平等會房屋與社區服務部
特別舉辦諮詢會， 特別邀請律師及專家為民眾面

對面提供諮詢、解答疑難。
亞洲人平等會房屋與社區服務部諮詢會日期
是4月16日(星期六)上午11時至下午2時。內容包
括：「租房法律問題」、「什麼是優惠租金？」、各
項老人福利申請、「半價捷運卡」、「免費親屬移民
申請及入籍」、「老人健保白卡」等。
「房屋與福利問題法律診室」諮詢會地點：
Queens Library Lefrak City branch，可樂娜98-30
57th Avenue, Corona, NY 11368。查詢電話：1(
718)-316-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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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本報訊】陳錦華翁(耀坤玉英愛英英蓮群
英細英陳蘭惠芬之令尊)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
西堡鄉古徑村安榮里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
日逝世積閏享鶴壽一百有一歲遺體停厝五福殯

房屋與福利諮詢會

譚其景翁出殯

同泣告

陳錦華翁出殯

亞平會16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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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彭合祥翁(譚秀清之夫君) 廣東省
香港新界粉嶺圍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壽
終積閏享壽鶴齡一百零四歲現遺體停厝華永生
殯儀館謹定於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九時開
祭同日中午十二時出殯安葬於新澤西州玫瑰園
墳場東安公所壽地

儀館定於四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七時
開祭四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正出殯安葬
上州萬壽山墳場自置壽地

即回歸日常生活。而且，為了緩解患者對治療
的緊張心情，患者會被安排在安靜放鬆的環境
等候接受治療，同時還設有按摩、瑜伽、香薰
療法等輔助療法。
有民眾擔心放射性治療的費用高昂，姜智
敏稱，絕大多數的保險都會支付放射性治療的
費用，民眾不需擔心。
本報記者邱莉菲紐約報道

恕未盡錄
•

彭合祥翁出殯

射）以無痛和非入侵的方式消滅癌細胞、切除腫
瘤。
在進行放射性治療前，醫生會先對病人進
行電腦斷層掃描以識別腫瘤的位置，確保治療
期間，放射光束從多個角度精確地集中在有害
細胞上，從而不會影響到其他健康細胞。
姜智敏表示，放射性治療每次僅持續5至15
分鐘，患者沒有痛處或不適，治療完畢後可立

下城醫院提供

親屬眾多

【本報訊】周維平翁(謝美鑽之丈夫世文之
令尊)廣東省廣州市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
日壽終積閏享壽六十六歲現遺體停厝華永生殯
儀館謹定於四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六
時開祭四月十八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出殯安
葬於CEDAR GROVE墳場自置壽地

■放射性治療儀。

佛光山紐約道場舉辦佛學講座，前住持，現任
加拿大多倫多佛光山、渥太華佛光山、滿地可佛光
山華嚴寺住持永固法師，15日晚7時30分在紐約道
場，以「金剛經與人間佛教」為講題，與紐約大眾結
緣。
永固法師以智慧慈悲的文字，滋潤人心，著作
有「說故事的旅程」、「來來一壼無我茶吧」等。
永固法師也致力於信徒教育及電台弘法，更帶
領佛光山會員和信徒走出寺院，走進校園，融入社
區，讓佛教和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區接軌。2012
年，永固法師成為唯一榮獲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鑽禧
獎章」的比丘尼。
永固法師主講的「金剛經與人間佛教」佛學講座
地址在法拉盛巴克萊大道154-37 Barclay Ave的佛光
山紐約道場，聯絡電話：1(718)939-8318。

先 妣 李 門 余 氏 長 齊 夫 人︵ 李百年 之 妻 ︶ 廣
東省台山縣密冲鄉連坑村人氏痛於二零一六
年四月十日逝世積閏享壽九十五歲遺體現停
厝華永生殯儀館謹定於四月十七日︵星期日︶
下 午 三 時 至 六 時 開 祭 四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一 ︶
中午十二時出殯安葬於上州萬壽山墳場人瑞
花園自置壽地忝屬
宗親戚友鄉世誼哀此訃

周維平翁出殯

佛光山紐約道場
15日辦佛學講座

聞

【本報訊】雷振良翁(晶晶之令壽堂)廣東省
台山縣塘面鄉棠棣里人氏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五
日逝世積閏享壽八十有六歲遺體停厝五福殯儀
館定於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至七時開祭
四月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卅分出殯安葬新
澤西州玫瑰崗墳場自置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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