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春了，城里到处是姹紫嫣红的花，周五
特意提早了几分钟去教会，那里门口有一颗
盛开的樱花树，每次开车过去就看见太阳把
它照耀得象个风中的丽人，在那里欢迎我们去
教会，今天早来一点照相不会被人看见不好意
思，光线也对头。

然而我还是碰上人了，一个穿着比较讲究
又有点太过正式的中年妇女，一看就是刚从中
国来的，一问，果然是才来了几天，说是别人
介绍过来的。

我就没有好意思再照相，把她领进了教
会。这个中年妇女是来看在我们城里的大学上
学女儿，但女儿一直不肯接她的电话，也不知
道道她现在住在哪里。这个妈妈现在一直天天
住在酒店里，她想让我们帮她找女儿。她女儿
只在前段时间让她给她女儿帐上划钱，3万美
元，这也有些太夸张了吧!

我突然有些记起那个女孩了。上次来过教
会的，挺冷的天，身着很短的一步裙，露着
两条光光的长腿，我当看着自己身上都冷了起
来。她手上挎着个LV的包，出门时看见她的
porsche跑车绝尘而去，估计是个富二代。

过了几天正好是母亲节，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的女儿都有个大表演。一大早她就起来了，
对着镜子在化妆，马上就要去剧场，说好这天
她会和我一起在家门口照几张相的，晚上再给
我做顿饭，算是给我的母亲节礼物。我们正准
备出门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这个中国
妈妈的电话。 

我以为她找到了她女儿，正想恭喜她呢，
电话里的她却有些黯然，她说她准备回去了，
和我打个招呼。我问她见到女儿了吗？她说没
有，但是她女儿要的钱已经划过去了，三万。

记得那天在教会我们大家给她出主意说，
先不给她划钱过去，看她联不联系，来不来见
你？！说实话，我当时心里真是有点生气，你
妈大老远的从中国来了，你竟然不见，还张口
要钱！

这个时候我真是无语，但也不好再说什
么。

那个妈妈听见女儿在一边叫要来不及了，
知道我们急着出门，就没多说什么，挂了电
话，我跟她说，要是以后她女儿再来教会，我
一定会和她好好谈谈。

时间过得好快，人来人往的，过了几个星
期，教会又快到了欢送学生毕业的晚会，我们
要排一些跳舞节目和小话剧的节目，我和他们
一起排练。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在这里失
去人生目标有些彷徨的故事，我在剧里演这个
女孩的妈妈，而那个演女孩的居然是她!

经常排练，我们熟络了起来，排练的空余
我们就坐一边闲聊，我经常给她带的吃的，那
天旁边没人，我就趁机问她你妈妈还好吗？她
说哪个妈？我说：你还有几个妈? 就是那个到
美国来找你的妈呀。

她冷漠地说：那不是我妈，她又没生我。
那是你继母？我问道。
她说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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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母亲的女孩
作者 菲儿

 

印城华人医学会向印州华人社区推出科普讲座 

你知道乙肝吗? 
主讲人：胡培怡 医生 
 
时间：5 月 18 日（周三）下午 6 点 
地点：宝岛海鲜自助餐馆 

（Formosa Seafood Buffet） 
6304 East 82nd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参加者免费 buffet 晚餐 

免费乙肝筛查 
报名电话：317-550-9703 
 (参加者必须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梦露湖·Lake Monroe  
图/文 赵乔       

又到了合适去梦露
湖玩耍的季节，湖边
不止能踏青，还可以
野营，钓鱼和坐船游
湖，绝对是周末的好
去处。整个梦露湖沿
岸都有游湖和野营的
设施，有足够的新鲜
感让人重复拜访。

我们时常拜访的
Cutright营地有船只
租赁的服务，也有适
合烧烤的凉亭。我们
每次去的时候都带着
很多设备，因为我们
是去钓鱼的，钓鱼其
实是很容易学会的活
动，而且非常休闲。
想要钓鱼首先你要去
办一个渔证，在Dick’s和网上都可以办理，
并且年费只要十几美金。然后你需要了解一
下有哪些相关的管理事项，比如有哪些鱼可
以钓有哪些不可以，当然了，一般来说新手
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和运气钓到那些不允许
带走的鱼。不过如果真的好运的钓到了，务
必不要用手触碰鱼身，要带上渔用手套，
这种手套抓鱼不会打滑也保护鱼身上的粘膜
不被破坏，如果直接用手放归湖里的鱼没法
生存多久。然后就是投资很低的设备了，一
根含有钓线的钓竿，一包假饵，一包铅坠，
一包尺寸合适的鱼钩，都用尺寸中小的就可
以。甩勾时务必小心不要刮到人，打开鱼竿
锁扣，轻轻一甩铅坠的重量会带着钓线很平
顺的飞出去。然后就慢慢就等就好了，鱼上
钩会有手感，收线不能急也不能慢，失败几
次就会成功了。所以我们都会带上一个折叠
椅，一些水和零食，还有一本书，悠闲的等
着。

其实钓鱼是个很无聊的活动，但是坐在湖
边，看看微起波澜的湖水，暖暖的阳光，一
片片慢悠悠飘过的白云，郁郁葱葱的树林。
懒洋洋的吃点薯片，看看小说，静静的等晚
上的加餐上钩。钓到鱼直接烤就太过分了，
主要是直接在湖边杀鱼似乎太有难度，但是
带上锡纸，木炭，木屑和诸如牛排肉串蔬菜
等各种食材，用凉亭边上的烤架就可以烧烤
了。

湖边的夜晚特别美好，有着明亮的星星，
没有城镇里的灯光遮蔽星光，月亮也显得特
别明亮。到了诸如七月四号这样的节日，湖
边还会有烟花。月食的时候我与小伙伴到湖
边去看了，黑暗没有灯火的环境特别适合拍
照，切实的记录下来月食的过程，虽然在黑
暗清凉的湖边等了很久但是真的非常值得。

除此之外，如果想远足，在梦露湖沿岸有
三条路线可以漫步。梦露湖是个非常适合周
末放松的地方。 

肝癌，能躲开它吗？（下） 
胡培怡，全科医生       

上一期我们谈到可恶的肝癌如何夺去我们
身边年轻的和中年人的生命。我们谈到亚洲人
群中90%以上的肝癌是由乙肝造成的。大家虽然
对乙肝这个词一定不陌生，但是它究竟是怎么
传染的，如何预防和治疗，还有很多误区。今
天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乙肝的新进展和没有过
时的老概念，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于5月18日
参加我们免费晚餐/乙肝讲座（见下面的广告）
。

不久前，我的一个慢性乙肝病人回来复
诊。他刚刚从福建探亲回来。他说，这次回
去也看了福建老家的肝脏医生。说起他的慢性
乙肝，那个医生安慰他说：乙肝没什么了不起
的，在我们这里就跟感冒一样常见，几乎人人
都有机会。

另一个病人告诉我，她的福建老家的医生
告诉她，她是乙肝小三阳，所以没有传染性，
也无需治疗。

我花了不少时间给他们解释现代医学科学
对乙肝的认识和治疗的情况。我想，我们的读
者也可能对这个内容有兴趣。正如我上一篇文
章谈到的，绝大多数亚洲人群的肝癌是由乙
肝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防止乙肝的传
染，有效地治疗现有的慢性乙肝的患者，我们
就能杜绝肝癌的发生！

乙型肝炎，简称乙肝（Hepatitis B）是由
于乙肝病毒对肝脏的急/慢性感染造成的肝脏疾
病。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2.4亿人被乙肝病毒感
染，其中美国有2百万人。很可惜的是，在美
国的2百万人中，1百40万人还不知道他们被乙
肝病毒感染，因此他们还在不断地将其携带的
病毒传给后代和身边的人们。所以如果您知道
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您无需害怕，无需躲
藏，而应当辛庆，因为既然有这么多人患病，
一定有很多人在寻找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大家可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
官，担负着重要功能，包括：生产消化酶，储
存营养素和维生素，储存糖元在人体需要的时
候可以迅速放到血液中，将血液中的有毒成分
解毒/清除，等等。如果肝脏失去功能，人体便
不能生存。虽然肝移植技术已成功，但是找到
合适的供体肝仍然靠很难得的运气。

那么乙肝病毒是如何传染的呢？乙肝病毒
是通过病毒携带者的血液和体液，包括精液，
阴道液，羊水等等传染的。

传染途径包括：1）母亲传给新生儿；2）
没有用避孕套的性交；3）共用携带血液的个人
生活用品，比如刮胡刀，指甲钳，牙刷，查血
糖用的针，或者静脉注射毒品的针头；4）皮肤
伤口直接接触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伤口（比如身
体直接对抗的体育，或者医务工作者）；6）用
未经消毒的针头做纹身，穿耳，或者针灸。

请注意，乙肝病毒的传染性是很强的，50
倍高于艾滋病毒HIV的传染性，换句话说，如
果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接触50次才被传染上的
话，与乙肝病毒携带者接触一次就被传染了。
而且，传染性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状态没有直
接关系，就是说那些病得很重的已经肝硬化或

者肝癌的病人和那些完全没有症状的看起来活
蹦乱跳生龙活虎的携带者的传染性可能是一样
的！

这里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哪些方式不会传
染乙肝，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家里来了乙肝携带者的亲戚，弄得坐立不安，
吃睡不宁。

乙肝病毒不会传染的方式包括：咳嗽，喷
嚏，哺乳，牵手，拥抱，做家务/做饭，生活在
一个房间共用一个厕所/洗澡间（因为尿液和粪
便不传染，）等等。尽管在唾液里可以发现很
低量的乙肝病毒，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亲
吻和共用食具不会传染。所以乙肝病毒携带者
可以容许在餐饮行业工作（如果你是携带者，
也不用偷偷摸摸隐藏不报。）

子宫内传染和围产期（在婴儿出生前后1个
月）传染：如果在母亲的乙肝病毒高复制期（E
抗原阳性期，或者称为大三阳时期），传染性
可达到50%。 剖腹产不能减少这种传染。现在
的我们可以给怀孕后期的妊妇用抗乙肝的药，
减少乙肝病毒量，同时给新生儿在出生12个小
时之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用以防
止新生儿感染乙肝。

由于很多人以前在中国做过乙肝检测，我
想把国内检测的说法和美国的检测做一个对比
解释：

两对半：第一对：表面抗原/抗体，第二
对：E抗原/E抗体，半对：C抗体

大三阳：表面抗原，E抗原，C抗体阳性 (
多半是急性和亚急性期)

小三阳：表面抗原，E抗体，C抗体阳性 (
多半是慢性病毒携带者的状态)

其实除了抗原抗体以为，肝功能检查和乙
肝病毒数的检查是监测乙肝发展重要指标。

无论大三阳还是小三阳，其实因为都是表
面抗原阳性，传染性是一样的。表面抗原阳性
的母亲生的孩子中，即使经过出生后立刻给予
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G）和乙肝疫苗，仍有9%
患乙肝。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母亲对新生儿的
传染与母亲在生产时血液中的乙肝病毒含量直
接相关。母亲血液乙肝病毒含量在每毫升10亿
时，婴儿感染率达到50%，在每毫升15万时，婴
儿感染率是0.7%，而如果将乙肝病毒数降低到
每毫升20以下时，婴儿感染率降为零。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见到的不少乙肝
携带者的病毒数可以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的。
这些人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传染性很
强。现在有效的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可以在几个
月内将病毒数降到每毫升20以下，加上新生儿
的预防措施，会使您的小宝宝避免了终身感染
乙肝病毒的厄运。

综上所述，乙肝的确是一个在亚洲人群中
流传甚广，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随着病毒在
人体内存在的时间，人体抵抗力的减弱，如果
听凭自然发展，可以造成肝硬化和肝癌。但
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抵抗这种传
染病的药物和疫苗，可以有效地控制这种传染
病的传染和进展。关键是尽早知道谁身上有乙
肝病毒，按期检查/监测病毒数量和对肝脏的
损害。而所有这些的第一步，则是乙肝筛查！
如果您以前没有筛查过，请找您的医生验血筛
查。同时，我们印第安纳波利斯华人医生协会
（ICMA）将于5月18日举行乙肝讲座和免费筛
查，而且ICMA办的社区免费门诊（ACC）还为
大家定期提供免费筛查！请大家注意《印州华
报》第9版的通知。

答案是：防治乙肝可以减少肝癌！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Hepatitis B can Reduce Liver Cancer

犹豫了一下她说：我有两个妈，我是这个
妈的卵子和我爸的精子生的，生我的妈我没见
过，他们不让我见，我恨他们!

我有点吃惊，我说，你不要道听途说，你
怎么知道？

她说上次她突然春假想回国，没跟她父母
预先打招呼就回去了，反正现在的孩子回趟国
就好比从苏州回上海。到了机场，也没啥东
西，自己叫了辆车就回家，在花园里听见她妈
正好在电话里和一个女人在争着，她妈没有看
见她，正拿着电话气呼呼地冲着里面的人叫：
我不会让你见她的，你赶快死了那条心吧，还
说：我们合同上签好的，你再打电话来，我就
去告你!

电话挂了，才看见她女儿正站在她面前。
她妈妈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她后来逼问她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妈实
在没办法了才说了真相。

她几乎懵了，一直以为自己是人生的宠
儿，啥也不缺的富二代，到头来从谁的肚子里
出来都不知道?人生太灰暗没有意义了! 从那次
开始她就使劲花她父母的钱，毫无顾忌。

我说，这就是你不见你妈妈的原因，她点
点头。我说，不管怎样，他们是养育你的父
母，你不太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她没有吱声。

过一会她说，她讨厌那个没有温暖的家。
她的父亲现在和她的母亲在闹离婚，因为

她父亲又有了新的女人，当时他父亲和她母亲
好的时候也还有太太，大太太自从和看她父亲
和她母亲好了后倍受了打击，离了婚，却信了
佛，还建了座庙，天天在那里拜。现在他父亲
的准新夫人比他小了二十岁，年轻漂亮。

演出前的晚上我没有睡好，戏里我本来应
该就是去拉着她的手的，跟她说回家吧！但我
那时候突然脑子一片空白，脑中闪现的都是那
天排练时她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上去莫名其妙
一把就搂住了她，她的身子先是有些僵硬，然

后她反应过来，也紧紧抱住了我，嘴里喊着妈
妈⋯⋯

谢幕时，大家都使劲地鼓掌，观众不知道
我俩改了戏，只有和我们一起排练的人看出来
了，大家都说改的效果特别好，连导演都没有
责备我擅自瞎改。我们俩却看着对方，保守着
我们心里的那个秘密。

之后不久她就毕业了，这里没找到工作，
回国去了她父亲的公司里任职。走之前我请她
上我们家来玩了一次，平时我虽然在教会有不
少事奉，也给学生做很多的饭，但一般除了小
组聚会，很少请学生上我们家来。那天她和女
儿聊的很开心，聊的都是她们女孩子的喜欢的
时尚音乐什么的，她说她喜欢女儿象美国女孩
子那样大大咧咧非常open的性格，说女儿有这
样的家庭真幸福。

然后她看着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干脆做我
的干妈吧，说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傻笑起来。
平时在教会里他们都叫我姐，按我的年龄倒是
也可以做他们的妈了。我很潇洒地说，行！做
你姐做你干妈都行，你看着办。其实内心里，
在演节目的那晚上我就一直有种想为她做点什
么的冲动。  她临走时，我让她以后有事就给我
微信，我会二十四小时都回她的。

一转眼，她都走了好久了，这不，今年的
母亲节又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