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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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卡 签证

精办

绿卡申请 免费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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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21日（周三）下午6点
地点： 宝岛海鲜自助餐馆
  (Formosa Seafood Buff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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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来临，从6月直到10月份，这
一段时间是探亲旅游的高峰期：很多国
内老人来北美探亲或久居北美的学子们
乘暑期带着孩子回国度假旅游探亲访友
学术交流讲学。北美和中国大陆之间目
前已有了很多班次的直飞航班，一般只
需13小时即可抵达目的地，确实是很方
便快捷。但是，这13小时的航空旅行仍
然是时间不短的一段航程，坐在座位空
间狭小，活动范围有限的机舱内并不是
一件舒服的事，而这里也涉及到一些常
遇到的旅行医学健康问题，尤其对于某
些特殊人群，更是应该注意一些旅行保
健事项。这里，笔者就长途航空旅行中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又叫“经济舱
综合症（ECS）”的发生、危害性及其
预防和治疗等问题做一简要介绍，目的
提醒各位尤其某些特定旅游者注意和警
惕，预防避免DVT/ECS的发生和及时发
现意识到DVT/ECS的发生而采取医疗救
治，避免严重并发症和不幸的发生。 

首先，什么是DVT？DVT就是深部
静脉内血液形成血栓块儿，主要见于下
肢，多从小腿和膝关节背面腿窝内静脉
丛发生并向上到大腿甚至腹股沟和髂窝
内的大静脉延伸发展。这是一种严重的
病理情况，因为形成的血栓块儿可以碎
裂或整块儿脱落，随血流冲入到右心腔
进而流入肺动脉造成肺动脉栓塞（PE）
－－这是临床内科危急重症，若大块儿
血栓阻塞了肺动脉主干可以立即导致猝
死！即使不是立即死亡，PE的临床住院
病人急性死亡率也高达10-65％！

那么，什么人容易发生DVT？下列
情况发生DVT机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１．癌症患者；２．老年人；３．慢性
病住院长期卧床不能行动者；４．肥胖
者；５．目前口服避孕药或激素治疗
者；６．孕妇；７．近期有过大手术或
创伤者；８．以往曾有过DVT病史者； 
９．有先天或遗传性凝血障碍者。 

DVT/ECS与长时间航空旅行的关
系如何？这是目前航空界与航空医学界
所研究探讨的仍存在争议的热门问题之
一。根据大量记录在案数据资料显示，
航空旅行时间超过6小时者，发生DVT/
ECS机率为短期飞行旅行者2-4倍，约每
2千人次里有１例发生程度不同的DVT/
ECS！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1
年３月经过大量资料回顾和分析，其结
论为：“航空旅行与深静脉血栓形成可
能存在相关联系性”。这里，需强调的
是，并非仅仅乘经济舱者发生DVT，其
也见于高级头等客舱旅行者，只是前者
更多，发生的病例也就更多，因而有其
俗名“经济舱综合症”。DVT/ECS也
可见于长时间乘汽车或火车旅行者，以
及年轻、平素无健康问题者甚至运动
员。2003年４月６日，美国NBC著名的
伊拉克战地记者，39岁的戴卫·布鲁姆
就是因长期持续乘坐在狭小空间的装甲
运兵车里而发生DVT并导致突发PE而猝
死的。 

长时间航空旅行导致DVT／ECS的
原因和机理如何？这是仍未完全阐明的
问题。一般认为，长时间坐姿缺乏活动
导致下肢静脉回流不畅，尤其膝关节背
面静脉丛及髋部静脉血管受压迫淤血，
机舱内压力变化及氧分压降低 等因素加
之前述的各类先天、后天的生理和／或

病理因素，导致深部静脉血栓形成。 
如何预防避免DVT／ECS？医学专

家及航空界专家建议如下：１．旅行时
穿着衣服及鞋应宽松柔软；２．足量、
不断饮水、果汁或牛奶（若不适量补充
水分，航行６小时后机体即开始出现脱
水）； ３．避免酒精和咖啡饮料；４．
避免交叉腿及膝关节，尤其不要翘“二
郎腿”，膝关节不要靠座椅边缘太近，
以避免膝关节背面受压；５．有规律频
繁改变坐姿和部位；６．如有可能，尽
量订购靠走道的座位，以便在允许时，
不断离座站立或走动；７．避免长时间
睡眠；８．如果没有禁忌症，并征得您
的医生同意，可以考虑服用一片儿童剂
量的阿司匹林，旅行前一天开始，至旅
行结束后一天；９．原位做保健运动：
脚踝环绕运动或脚跟着地脚尖上抬然后
脚尖点地脚跟上提以促进小腿后肌肉群
收缩各30秒钟；或缓慢分别上抬膝关节
朝向胸部保持10-15秒，同时主动有意识
收缩大腿肌肉群；这些原位小范围动作
使得肌肉收缩挤压静脉血管壁促进血液
回流，同时可引起血管壁内皮细胞分泌
分解纤维蛋白元的酶类物 质，减低血栓
形成。但如果做上述动作时，感到疼痛
不适，或你的家庭医生嘱咐您 不可做上
述动作，则应避免；１０．穿特制医用
弹力袜（尤其有益于老年、有下肢静脉
曲张、以及孕妇有下肢水肿等情况者）
，其可以在一般医疗用品商店或药店购
买到；美国特制的供旅行者穿的弹力袜
商品名TravelSox可在网上订购：www.
travelsox.com。

DVT/ECS的主要表现：DVT/ECS可
以在旅途中发生，也可以在旅途后几周
后出现，甚至有几个月后 发生的病例报
告。其症状和体征可以出现也可以不明
显。所以，其诊断有时比较困难，主要
是提高警惕要考虑到其可能性。常见症
状和体征为：下肢肿胀，疼痛，压 痛，
运动障碍并引起疼痛。如果栓子脱落
进入肺动脉则可引起呼吸急促和困难、
胸 痛、咳嗽甚至带泡沫痰和血性痰、心
慌、血压下降，严重者可以休克甚至死
亡。所 以，若出现上述症状体征，一定
要立即请医生诊治耽误不得，尤其是这
些症状体征 在旅行结束后数天、数周才
发生，常被误以为其他疾患而忽视，导
致严重并发症发生。ＰＥ的诊断也是比
较困难和相对不是很容易精确确诊的。
因此，更要对其提高警惕，只有当你在
思想上有所认识和警惕，才能意识到不
适症状体征的意义并及时就诊。关于Ｄ
ＶＴ和ＰＥ的治疗，由于比较专业，就
不在此赘述。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每个
人具体情况不同，尤其针对自己是否有
相关疾病和／或身孕，身体状况是否适
合长途航空旅行？是否可以服用阿司
匹林？是否服用其他药物尤其避孕药等
等，途旅行前应适当征求您的家庭医生
或专业医生以其意见为准。本文只能是
提纲挈领给网络和平面媒介读者做简要
医学科普知识介绍而非专业著作， 更不
能代替您的家庭医生和专业医生的具体
医嘱。 在此，预祝各位及亲属家人旅途
愉快、平安！ 

（来源 2006 华夏快递 力刀 LI Dao 华
夏文集/科普知识。）

        2003年11月7日在法国
的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宣布：中国古琴艺术入选世
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名录，它的突出价
值再次得到世界公认，古琴
艺术也成为继昆曲之后第二
个入选世界“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

国传统音乐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
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
会主任王文章说，古琴入选的重要意义是让人们看到
古琴艺术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从而落实抢救与保
护工作。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乃至人类所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实质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并从中汲取未来发展
的动力与智慧。(《人民日报》 2003年12月09日 )

       古琴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乐器呢？它是我国古老的
弹拨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虽历经社会
变迁而从未中断，有着众多的琴家、琴谱、琴论、流
派与传世名琴。古琴在古时候只称做琴，近代为区别

于钢琴等其它乐器才叫做古琴或七弦琴；古琴有着极
为独特的形制、琴律、弹奏法、记谱法；更有着极为
独特的音乐演奏效果。古琴音乐文化以其精神内涵的
博大精深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古琴音乐文化
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的儒道精神、美学态
度与人文精神。古琴琴身长琴一般长约三尺六寸五（
约120-125公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琴体下
部扁平，上部呈弧形凸起，象征天圆地方，十三个徽
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整体形状依凤身形而
制成，有头、颈、肩、腰、尾、足的拟人称谓，每架
古琴还都有着自己的名子。古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必
备乐器。

      早期古琴的形制与弦数都不确定，如弦数就有五
弦琴、七弦琴，还有九弦琴、十弦琴等，根据现有
文字材料来推断，汉末的蔡邕（133-192，东汉时
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琴家，蔡文姬之父）至晋
朝初年嵇康（223-262，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
音乐家、琴家、文学家，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
袖）时期，应是古琴乐器走向完善的重要阶段，唐
朝则是斫琴的高峰时期，不但确立了基本形制，而
且有二十架名琴传世。古琴的七条弦，一般定成C 
、D、F、G、A、c、d，称为正调，另外还有主要依
据五声音阶关系的其它定弦法数十种之多。 古琴无
品，音域有四个八度多，面板就是指板，上嵌十三个
徽，演奏时左手按弦，右手拨弦。古琴的弦长， 所
以每弦都能非常便捷地演奏出清晰纯美的散音（空
弦，7个音）、实音（左手按弦，约147个音）与泛
音（左手轻触弦，约91个音）。

     （未完待续）

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6）

 中国古琴艺术（一）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图：九霄环佩，“九霄环佩”为盛唐开元年
间四川制琴世家雷氏第一代雷威制作，在公元
756年唐玄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大典上用过，而
那一年李白55岁，杜甫44岁，又过了40年白居易
才出生。琴背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4字，
池下方刻篆文“包含”大印一方，池右刻“超迹
苍霄，逍遥太极。庭坚”行书10字，左刻“泠然
希太古，诗梦斋珍藏”行书10字及“诗梦斋印”
一方（“诗梦斋”为清末北京著名古琴家叶赫那
拉佛尼音布的别号）。在琴足上方刻“霭霭春风
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苏
轼记”楷书23字。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图：中国当代著名琴家管平湖（1897-1967）
演奏古琴，管先生演奏的琴曲《流水》被相继载
入美国旅行者2号及旅行者1号探测器上的铜制磁
盘唱片而远播太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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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经济舱综合症”
暑期探亲旅游长途航空旅行需注意的医学问题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吉恩·斯特拉顿-波特的故居
·The Gene Stratton-Porter State Historic Site 

图/文 赵乔   

Gene Strantton-Porter 故居的地址非常有趣，
坐落在印第安纳州罗马城，说是城，其实是镇，沿
湖而建，风光很美。

Gene Stratton-Porter是一位超前于时代的女
性,她是名小说家,早期自然主义者,自然摄影师,以
及最早设立电影制作室和生产公司的女性。这位女
性出生于1863年，确实是一个相当早的年代了，她
的作品读起来带着一种时代的疏离感，这是一种相
当奇妙的感觉。

这位女性的作品建立在她在印第安纳州的生活
经历，她探索州内的风景生态并应用在她的文学作
品，电影和摄影作品。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一位
女性作者出版一本书会有怎样的难度，从她成为最
受欢迎作者这一成就你就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位优
秀的女性。我有幸阅读一个利姆波罗斯特的女孩
（A Girl of the Limberlost）的开头，作者生
动活现的表现了一位在自卑与自尊中挣扎，自立自
强的女孩。并且我深深的感受到那种时代的无奈，
要知道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想不上学都不行，那时

候上学是个满是荆棘的选项，尤其是对农场的穷孩
子。这本书已经成为了时代经典。

Gene Strantton-Porter的故居是个非常美丽的
地方，有点童话的感觉。小木屋坐落在Sylvan湖的
湖岸。外墙是威斯康辛雪松木，门廊和餐厅则是本
地的野生樱桃木。里面有三个非常漂亮有特色的火
炉：一个是英国砖样的，一个布丁岩的，还有一个
是印第安人制造的。故居内的家具原汁原味的保存
了当年这位女士的生活方式，她的家具，个人收藏
还有她的图书馆都保持在这里。房子外的木柱走廊
已经被各种植物缠绕，看起来带着奇幻的气氛，坐
在走廊里宁静放松。一条布丁岩的小路铺到湖边。

秉承了本州一贯的树林丘陵湖泊地貌，风光不
用多说，还有各种湖上运动。镇里还有市集，农产
品和艺术品定期每周五下午出摊，可以期待新鲜的
水果蔬菜，和自家制作的果酱和小工艺品。故居开
放时间有限，从四月一号到十二月一号，并不是全
年开放的。除了故居，小镇周围还有活动中心，薰
衣草田，高尔夫球场以及湖边小屋。这里还是一个
游湖的好地方，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