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過得真快，幾乎同樣的時間，
絕對同樣的地點，三年前剛剛接任美國華
人專業團體聯合會會長之職的華府著名企
業家孫波先生曾經說：「此時此刻，我是
懷著一顆誠惶誠恐的心情接任華專聯會長
的，尤其是在當前國際關係敏感而複雜的
特殊時刻。」

轉眼三年過去了，國際關係更加敏
感而複雜，如釋重負的孫波會長在即將卸
任時表示，我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接
任華專聯會長的，三年來，我和我的團隊
以及旗下33個華人專業社團面對複雜得國
際環境和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大家不懈
努力，盡其所能。在那些難忘的日子，我
們不僅為國內募集了大量防疫物資和捐
款，而且傳達了與國人一道抗擊疫情的決
心和信心。

之後，我們又為美國民眾和同胞捐
款捐物，表達自己的一片心意。並且在特
別艱難的時刻，我們有利用自己的優勢，
為廣大同胞舉辦了一系列專業網絡講座，
幫助大家更好防疫，恢復信心。眼下，陰

霾即將過去，光明即將開始，我也到了該
離開這個位置的時候了。雖然這三年在我
的生命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它的珍貴
和重量非同一般，我將倍加珍惜。感謝三
年來陪伴我一起走過的各位同仁和朋友，
感謝在新會長的領導下，將繼續為社區服
務的夥伴們！

7月11晚，來自主流社區和華府僑
學界的40多位僑領歡聚馬州洛城「川陜名
吃」，共同見證美國華專聯第十一屆會長
換屆儀式。當孫波將象徵美國華專聯的印
信交給新任會長王建春手裡時，全場掌聲
雷動，祝賀華專聯會長換屆的圓滿成功。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徐學淵女士專門為
此發來賀函，表示祝賀。

隨後，新任會長王建春發表了簡短
的就職演說，他表示，自己是在非常特殊
的時刻接受這個職務的，心中不免戰戰兢
兢，忐忑不安，但是他看到在歷任會長的
努力下，華專聯已經建立起一支日臻成熟
的團隊和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又讓他對
自己未來的任期充滿信心。他希望，通過

自己和整個團隊的共同努力，使華專聯能
夠在團結華人專業人士、開展多方面科技
文化交流、與主流增加互動等方面做出貢
獻。

據悉，成立於1998年的華盛頓華人
專業團體聯合會（簡稱「華專聯」），是華盛
頓地區33個華人專業團體的代表和協調組
織，也是全美少有的一個由橫跨多個專業
領域的華人專業人士所組成的綜合性團
體。成立23年來，經過會員的共同努力和
付出，已經成為大華府重要的華人社團之
一。剛剛就任新會長的王建春先生，1982
年畢業於中國醫科大學，現在是NIH資深
研究員，曾任華專聯第七、八、九、十屆
副會長。

當晚馬里蘭州參議員李鳳遷女士、
美國前勞工部財務總長莫天成先生、馬里
蘭州首席行政法官Chung Pak先生、華盛
頓僑學界社團聯席會議總召集人林明華先
生、大華府同鄉會聯合會會長周剛先生、
大華府大專聯會長李民先生、希望中文學
校波城校區副理事長徐勵新先生、美中實
驗學校啟明星校區校長黃河先生、旅美科
協華盛頓分會會長王行宇先生、華人生物
醫學協會會長陸航先生、哈維中文學校董
事長李明先生、美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王
孟春先生先後致辭，對華專聯的順利換屆
表示衷心祝賀，並希望今後與華專聯開展
更加廣泛、深入的合作。 本報華盛頓訊

相互尊重、和諧共榮的社會，是我
們大家的願望。然而生活中，我們常常會
見到一些讓我們覺得不合適的行為。有些
很明顯，如身體攻擊、破口大罵；可是有
些行為不明顯，如隱晦的霸淩或性侵。當
在生活和職場上，不可避免地會碰到這類
問題時，我們該怎麽辦呢？是逃避嗎？還
是每一次都需要直接挑戰騷擾者？有什麽
其他方法嗎？

7月22日晚上7點，美京華人活動中
心（CCACC）將舉辦旁觀者介入線上培訓
會，與您分享介入策略並列舉實例進行場
景練習。這個適合於生活和職場的活動，

會讓我們在處理事情上更具有智慧和技
巧，對介入尷尬棘手的事情充滿自信。本
次講座由曾志平（Bertrand Tzeng）律師主
講。曾先生是美國財政部的記錄和信息管
理部主任。在加入財政部之前，曾是美國
國稅局平價醫療法案辦公室的項目分析
師。

作為一名稅務律師，他曾在知名的
Hogan Lovells等律師事務所任職，為Ernst 
& Young諮詢過，並代表美國司法部對
KPMG稅務業務進行過監管合規監督。曾
先生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經
濟學學士學位。

他在哥倫比亞法學院獲得法學學
位，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獲得稅法碩士學
位（LL.M），並獲准在紐約和哥倫比亞特
區執業。曾先生是美京華人活動中心的
董事，他熱衷於武術並喜歡繪畫，與妻
子和雙胞胎女兒住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
Bethesda。

7月22日晚上我們雲端見！讓我們共
同學習，使我們能夠充滿智慧技巧和自信
的處理生活和職場上碰到的各類霸淩侵擾
和攻擊事件。讓我們能幫助到別人，為創
造相互尊重、和諧共榮的社會出一份力。

 本報華盛頓訊

昆蟲學家在15日稱，在強降雨過後的幾周內，
伊州將出現成群結隊的蚊子，而今年蚊子的

滋長數量驚人，標誌著人們在戶外就會被吸血鬼
叮上了。

昆蟲學家歐文博士（Patrick Irwin）表示，在
今年5月份氣候乾旱，推遲了蚊蟲的孵化。但自6
月份記錄到伊州有超過7英寸的降雨之後，人們
就注意到蚊子數量急速的上升，而蚊子的孵化是
要在沼澤濕潤的環境中生長的。

歐文指出，討厭的蚊子在死水中繁殖，並在
水體或潮濕土壤附近產卵。雨水覆蓋著卵，使它
們得以孵化。他認為今年五月的乾旱條件讓蚊蟲
卵得以囤積，一旦雨水打破了乾旱期，成堆的蚊

子就出現了。目前監測到蚊子的數據急劇增加，
而且數值肯定在幾周內有所上升的。

歐文博士的研究所在森林地區收集蚊子，因
為森林的土壤會鎖住水分，滋養著蚊蟲生長，實
驗發現在森林地區可以收集到500只蚊子，而在
居民區蚊子的數量只有50隻，證實了今年的潮濕
氣候滋長了大量的蚊子。但好消息是蚊子只有5
至7天的生命周期，當數量達到高峰時，它們就
是很快的死亡。但目前離開寒冷的季節還有幾個
月，因此人們愛在夏天從事戶外活動的，就必須
加強防蚊設備了。

昆蟲學家預計，7月下旬到8月，另一種能夠
傳播西尼羅河病毒的蚊子的數量將不斷上升。根

據庫克縣公共衛生部6月份的一份報告，西尼羅
河病毒（West Nile Virus）在庫克縣的威脅目前依
然很低。根據伊利諾州衛生部的監測數據，今年
沒有報告任何人感染西尼羅河病毒的病例。但是
公共衛生部門希望人們在戶外長時間最好穿上長
褲與長袖衣服，塗上環境保護局批准的驅蚊劑，
可以保護自己免受蚊子的侵害。此外，也建議人
們坐在外面使用擺動風扇，可以防蚊子。而最重
要的防止蚊子滋長是定期倒掉積水，包括水桶、
花盆、地面、黑暗與潮濕的積水等。

蚊蟲控制協會（Mosquito Control Association）
表示，蚊子之所以令人討厭，除了吸取人血、造
成皮膚發癢紅腫之外，同時還是多種疾病的傳播
媒介，將疾病通過吸血的方式從一個宿主體內傳
播到另一個宿主體內，例如登革熱、瘧疾、黃熱
病、茲卡病毒、絲蟲並、腦炎、西尼羅河病毒等
病毒都是以這種快速的方式傳播，所以蚊蟲控制
協會評蚊子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之一，因此隨
著人們增加戶外的活動，在疫情期間對蚊子的防
範更是不能忽視的。蚊子數量居於美國前十名的
城市芝加哥就名列第五，僅次於洛杉磯、亞特蘭
大、華盛頓特區、與達拉斯。

蚊子能夠傳播多種病毒，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稱，蚊子最愛的是黃昏和黎明，而

人體的體溫與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會吸引蚊子。如
果被蚊子叮到，出現發燒、嘔吐等癥狀，就趕緊
要就醫，特別是10歲以下的兒童，西尼羅河病毒
引起的病狀比較嚴重，會導致腦炎、或是腦子腫
大。因此警惕人們要多加防範被蚊子叮上，尤其
是小孩子，更是要嚴加防備。

■蚊蟲控制協會指出，沒有積水蚊蟲就不能
孵化，就不會有蚊子。� 網絡照片

今年全球各地氣溫反常，不是酷旱久無雨水，就是連續多日大
雨滂沱下個不停。美國的西岸已經酷熱難挨、多月來氣溫高達華氏

100度，而且連續三個月都不曾下雨，水塘也已經見底，部分地區限制用水量；
而美中地區則相反的連續降大雨，從六月開始至7月中，幾乎隔天就來一場傾盆
大雨，到處都是沼澤水跡。

本報芝加哥訊

全球氣候反常美中地區續降大雨
蚊蟲滋長驚人 專家囑留意登革熱

CCACC在7月22日晚舉辦 旁觀者介入線上培訓會 

芝加哥佛光山所在地區遭受數十年難遇的大型龍捲風侵害，國慶
日超過30位佛光人至道場出普坡，集體創作修繕環境。不僅有佛光會
各分會帶隊，本土英文會員積極參與，更有一家五口的佛光家庭，大
小菩薩齊上陣。進行寺院周圍環境清理，修路、撿樹枝、清理雜草、
拆被毀的照明裝飾等重體力勞動。在眾人的努力下，龍捲風帶來的狼
藉景象，變得乾淨整潔，煥然一新。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確認，該大型龍
捲風深夜於芝加哥西郊肆虐，危及生命安全。風暴捲起碎片拋向數千
英尺高的空中極其危險，多個區域遭受重創。建築和電纜線路遭受嚴
重損壞，導致數千戶居民斷電，更有多處天然氣洩漏。據消防隊長普
克奈蒂斯稱，芝加哥佛光山所在的瑞柏市（Naperville）附近，400多所
房屋遭受了大面積損壞。

住持覺麟法師表示，大家都面臨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龍捲風，臨
近的許多房屋都被摧毀了。佛菩薩保佑，道場和精舍建築物都沒有受
損，只有十幾棵大樹折斷、倒下，還有滿地的樹幹、樹枝。龍捲風過
後，道場許多細微的地方需要大家來出普坡整理。在佛門裡，出普坡
是大家一起來培植福田的機會。大家斟酌自己的體力，無論是輕鬆
的，或勞力的工作，彼此都不分別的發心去做，體現出芝加哥佛光人
的集體創作。只要你布施你的時間，就是來盡一己所能。更感謝各位
佛光人的體力與時間的布施，不僅道場變得更整齊乾淨，大家自己的
佛國世界多增添一分的清淨莊嚴。

莊嚴道場，培植福德。芝加哥佛光協會會長周邁平感謝前來出普
坡的理事幹部、會員及家人們，由於您們的付出，清理了道場四周，
莊嚴了道場，也為自己種下了福德。協會副會長王克英讚歎道，大
家分工合作，有的整理回收，有的修建步道，有的拔雜草，有的撿樹
枝。5英畝偌大的草地上，到處是佛光人的身影。在佛光家庭裡，父
母給孩子們樹立榜樣，從小培養布施的習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為大眾奉獻時間與精力。

談怡韻師姐全家總動員，小朋友們跟著父母清理草坪，縱然汗水
淋漓，也是收穫滿滿。她更感恩法師們的悉心指導，3個孩子體會了
付出的樂趣，使家庭其樂融融。英文分會代理會長Steve Haverkos非
常高興能和許多師兄師姐們一起出坡，更感謝常住此次出坡的因緣，
使他的兒子們體會到佛光山的集體創作精神，得到終生難忘的體驗。

協會理事馮錦秀、王麗兒表示，雖然是夏日炎炎，全身汗流浹
背，但看到佛光菩薩不畏辛苦，辛勤勞動的成果，內心非常的高興。
第三分會會長杜堡惜感歎，我們在拔草時要把雜草連根拔出來，這也
像心中的煩惱，表面上看到的一點點，在下面可是根深蒂固。因此要
勤於拔除，使之不至蔓延。正如星雲大師勉勵我們的要花開四季，便
要耕耘心田。監寺有恆法師代表常住為義工們精心準備的消暑飲料及
水果點心，不僅為大眾補充了體力，更增添了出坡的信心與力量。雖
然是夏日炎炎，全身汗流浹背，但看到佛光菩薩不畏辛苦，辛勤勞動
的成果，內心非常的高興。 本報芝加哥訊

龍捲風重創芝加哥
佛光人集體出普坡

華人專業團體聯合會換屆
孫波光榮卸任 王建春接力

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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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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