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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瑞 联合律师事务所 Zhang & Attorney, L.P.
移民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十八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客户遍布全美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请将简历发送到info@hooyou.com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评估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1-800-920-0880  传真：713-771-8368

Website: www.hoo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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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
晚，Fomosa 餐馆
大厅内来自印城各
地近百名华人齐聚
一堂，他们都是报
名参加由胡培怡
医生主讲的慢性B
型肝炎（乙肝）
常识讲座的。参加
来宾不仅可以免
费检查，还免费
在Fomosa 吃顿晚
餐。来宾们一边品
尝美食一边聆听胡
医生的讲座，在轻
松的气氛 中获得了知识又美餐了
一顿。胡医生的讲座图文并茂，言
简意赅。通过肝病的类型，形成原
因，预防措施等几个环节让即便不
懂的医学常识的来宾们都容易接
受。例如，讲座中通过图片的演示
让来宾们很清楚地知道哪种肝脏是
健康的，哪种是有病变的，出现问
题又该如何治疗。牛淑利得知这个
活动后立马和婆婆报名参加，她
说，她们很珍惜这次义诊和讲座的
机会，因为家族内有肝炎的病史，
她很想了解B 型肝炎是怎么一会
事，如何才能预防或提前预防。

据统计，全球约有2.4亿人患
有慢性B 型肝炎，在美国约有2百
万人患有此病，其中亚裔占主要
人群。在美国的2百万乙肝患者
中，2/3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患有乙
肝。这样，不但他们自己错过了治
疗机会，进而面临发生致命并发症
比如肝硬化和肝癌的危险，他们还

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时情况下将乙
肝传给家人，朋友，和其他人。因
此，如何预防B 型肝炎对于生活在
美国的亚裔群体来说不可忽视。而
预防B型肝炎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发现和诊断。其实通过简单的
抽血检查，就可以发现B型肝炎。
一般B 型肝炎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
染：母婴传播，性传播和血液传
播，而通过与病患者亲吻或共用用
餐具等都不会被不传染。但如果家
庭中有患此病的，或有注射过毒品
的经历，感染此病毒的风险会增
加。胡医生强调，一旦遇到此种情
况，最好的方式是及时就诊，医生
会给予检查，给未感染的人接种疫
苗进行防护，而对于已经感染的人
可以进行监测和治疗。

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讲座的朋友
也学到乙肝的知识，可以去《印州
华报》的网站看到讲座的录像。网
址是：www.indyaat.org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序）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文化遗产是人类
历史发展长河中遗存
下来的宝贵精神财
富，透过这些宝贵的
财富，我们可以窥测
到人类发展的历史脉
络，感受到祖先的智
慧与创造力，听到历

史的足音。人类的文化遗产可分为有形文化
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即物质文化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
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所谓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具体如：语言、文学、音乐、舞
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
筑艺术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
播和信息。音乐表演艺术就是属于这种类
型。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4日联合
国成立，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中国是联
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同年11月16日设立
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该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
宗旨是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
合作，以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维护世界和平。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宣布
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选从2001年开始，
每两年一次。2005年12月22日中国政府
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通知》，同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
日”(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day)。

截止2013年，我国共有如下项目获得世
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1年昆曲艺术；
2003年古琴艺术；
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

申报）；
2007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2009年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
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
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
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
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
舞、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
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妈祖信俗；
2010年京剧中医针灸；
2011年皮影戏；
2013年珠算。其中涉及到音乐艺术的有

13项。

2016年6月10日，我们将迎来中国的第
十个“文化遗产日”，为此，我们将陆续为
大家介绍这些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中的瑰宝。
敬请读者们关注。

下期预告：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
昆曲艺术

慢性B型肝炎你知道吗？
记者： LILY  贾

    美专家组认为转基因作物可安全食用

数据显示并未增加癌症或其他健康问题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案：外部图形为
圆形，象征着“循环，永不消失”；内部图
形为方形，与外圆对应，天圆地方，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空间有极大的广阔性”
；图形中心造型为古陶最早出现的纹样之一
的鱼纹，隐含“文”字。“文”指非物质文
化遗产，而鱼生于水，寓意“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图形中心，
抽象的双手上下共护于“文”字，意取“
团结、和谐、细心呵护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守护精神家园”的寓意。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沙丘州立公园·Indiana Dunes   
图/文 赵乔       

印第安纳沙丘州立公园位于印第安纳的
边缘，身为印第安纳的居民入园费只要七美
元。公园屹立在密西根湖边，距离芝加哥只
有一个小时多点的车程，很适合在拜访芝加
哥的旅途中前往一观，又或者在拜访公园之
余去芝加哥游玩。这个公园以沙丘闻名，从
进到公园开始就是广阔的沙滩，所以拜访的
话务必准备好被灌的满鞋沙土的心理准备，
又或者准备合适的设备。

公园里有很多有趣的设施，其中自然中
心是必须要访问的。如同所有的州立公园和
国家公园，这些自然中心，游客中心，信息
中心里都有很多园区相关的地理生物知识，
饲养着可以近距离学习的栖息于此地的一些
诸如蛇和乌龟之类的生物。陈列摆设着鸟类
的标本，有可以触摸学习的皮毛。并且有着
可以咨询的志愿者，能够了解远足需要的消
息，合适的路线并拿到简易的地图。

由于沙丘公园的地形是沙漠林地，湖边
的沙滩上有不少树枝和碎石，并不建议光脚

踩。但是带上沙滩大浴巾，铺开坐在上面看
看海面一样的湖面，晒晒太阳，也是很不错
的。在沙丘公园，可以隐约看到湖对岸的芝
加哥。不过，密西根湖并不适合游泳的样
子，看上去水很深，而且周围有不少工厂，
虽然这里有地下天然净水系统，不过我抱着
一定的怀疑态度。在前往公园途中还有个有
趣的小插曲，我们在高速出口走错到了一座
工厂，工厂门口的路亭守卫很了然的问我们
是不是走错路，当我们掉头开走时候停在路
边的三辆车也跟了上来，显而易见的，大家
都走错路了。

自然中心的志愿者向我们推荐了两条路
线，第一条是比较远比较高的一个沙丘，另
一条是连续三个沙丘但是较为短的路线。出
于时间和一些客观原因，我们只走了第一条
线路。这是很漂亮的一个沿岸穿越树林的路
线，一路上都是沙地，周围的树林令人叹为

观止的长在沙土上，一路高高低低的穿过大
段树林后我们沿着一个陡峭的沙坡走到沙丘
顶上，这是最难走且最容易灌一鞋沙子的部
分，但是当到了沙坡顶上后就会觉得不虚此
行。居高临下的看着湖岸的小道和对面沙坡
上孤独的旅者，绕着环形坑一样的沙坡顶慢
慢跋涉如同穿越沙漠，在这里徒步务必要带
够水。在沙坡顶上，很多树的树根都高高架
起树干，因为他们扎根的沙土已经缓缓被风
吹走，这种沙漠类气候独有的景观很值得亲
自考察。

湖边天气偏凉，如果去度假要带点厚的衣
服，这里的独特的风景很值得前去一观，沙
滩更是适合悠闲地晒晒太阳，看看蓝天白云
和广阔的湖面，感受心旷神怡的美景。

大约两年前，一个由20名来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
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开始对基因工程（GE）作物的风险
和收益进行评估。随着这项研究（由美国国家科学、
工程和医学学院资助）的展开，公众就转基因生物
（GMOs）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对其加以标注进行了持
续的讨论。但在幕后，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改变。农
产品市场正面临使用精确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设计
新植物而带来的爆炸式增长，并且美国和欧盟的监管
机构正在为如何评估其安全性而挣扎。
5月18日，上述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是一个详

尽的文献综述，阐述了老生常谈的关于GMO讨论的主要
问题。这些植物能安全食用吗？它们如何影响环境？他
们是否会在杂草中引发除草剂抗性或在昆虫中引发杀虫
剂抗性？同时也有对美国政府而言更为紧迫的难题：如
何应对总是不符合一种被监管的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定义
的基因编辑植物。
这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大型报告

长达408页。研究人员分析了过去30年中约900项基因
工程技术的研究报告，听取了3场公开听证会和15场网
络研讨，并吸纳了超过700条公众意见，旨在回答转基
因领域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报告作者搜索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进而概括出

已经处于商业生产阶段的转基因品种。报告指出，有“
合理的证据表明，动物没有受到来自转基因作物的食物
的伤害”，同时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这些作物进入人们
的食品供应并没有增加癌症或任何其他健康问题。
比如针对民众最关心的转基因作物能否放心食用问

题，报告指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目前商业种植的
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方法培育的作物在健康风险方面之间
存在差异，没有发现任何疾病与食用转基因食品之间存
在关联，没有发现确定性因果关系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
会造成环境问题。但报告也承认，了解转基因技术对健
康与环境的细微、长期影响存在“固有的困难”。
报告说，基因工程技术与传统植物育种技术之间的

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比如，基因编辑技术与传统的辐射
或化学技术都能诱导作物的特定基因变异。因此，在监
管新的作物品种时，重点应放在植物特性方面，而不是

具体培育过程。无论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还是传统育
种技术培育的新植物品种都应接受安全性检测。
报告还说，对作物现有转基因特性的抗性是一个重

大农业问题，包括害虫与野草的转基因抗性问题，比如
许多地方的野草发展出对草甘膦的抗性，而草甘膦是当
前全球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的抗性除草剂。
报告认为，总体而言，种植转基因大豆、棉花与玉

米对农民有着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没有证据显示转基因
作物改变了（美国的）增产率。一些新的基因技术可能
会增加产量增长率，但报告无法给出肯定回答，因此建
议资助多样化的途径来促进产量稳定提高。
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领导合成生物学

项目的Todd Kuiken认为，很少有学者会惊讶于这些结
论。Kuiken说：“学院的印章是否会对关于转基因作物
的讨论产生影响，我真的不知道。”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定义基因工程时

并没有考虑到现代技术——他们审查新的生物技术产品
的框架起草于1986年。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利用细菌将
基因从一种生物体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体上。然而最新的
CRISPR技术却能够敲除或准确编辑DNA序列而不会留下
任何外来基因。
上个月，美国农业部（USDA）认为两种CRISPR编

辑作物——抗褐变蘑菇和高产糯玉米——可免除审查过
程，因为它们不包含任何被视为“植物加害物”的遗传
物质。
去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将修改USDA、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环保署用于评估生物技术产品的法律框架。
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也在考虑没有外来基因的植物是
否应被视为转基因作物。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是一家非营利机

构，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于1863年成立，在科学、技
术与医学领域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这份报告受美
国农业部等机构的资金支持，资助者不包括从事转基因
育种的孟山都、杜邦等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来源 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