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傳播及大流行，直接影響到了人們的日
常生活、工作和身心健康。新冠疫苗的快速研發和投入使用，
對緩解新冠疫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
染及誘發死亡的高危群體，因此他們目前是新冠疫苗接種的重
點保護人群之一。那麼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後的效果如何呢? 讓
我們簡單地來聊一聊這一話題。

人類的疾病通常是由病原微生物所引起。常見的病原微生
物有病毒、細菌、寄生蟲和真菌。人體的免疫系統是有效抵御
外來病原菌侵入機體的重要保護體系。人體免疫功能的高低能
直接影響到疫苗接種效果的好壞，而新冠疫苗的接種效果則與
疫苗接種者的年齡及免疫功能狀態密切相關。

在美國目前已有許多人接種了兩劑輝瑞或莫德納mRNA新
冠疫苗。部分老年人更是接種了作為加強針的第3劑新冠疫苗，
希望能借此來提高體內針對新冠病毒的中和抗體水平。然而，
與身體健康的成年人相比，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後的效果可能
未必十分理想。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讓我們先來簡單
地了解一下老年人體內免疫系統的一些特點吧。老年人的免疫
系統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會出現免疫衰老（Immunosenesence）
的現象。免疫衰老指的是，機體免疫系統的功能會隨著人的年
齡增長而逐漸減弱或衰退。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無法抗拒的人
體生長和衰老的自然規律。免疫衰老的主要表現為：老年人體
內具有吞噬功能的細胞吞噬清除外來物質的能力下降，抗原加
工處理細胞（例如，DC細胞）和嗜中性粒細胞表達蛋白的能力減
弱，初始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的數量下降，免疫記憶功能異
常，骨髓和胸腺發生退化等。免疫衰老所導致的後果包括：機
體的免疫功能減弱、致使接種疫苗後的保護效果降低；老人易
發生自身性免疫疾病，同時機體免疫系統對腫瘤細胞的識別能
力變差，這也是老年人比較容易患癌症的一個原因。

老年人接種疫苗後效果減弱的現象已在研發流感疫苗的
實踐中被觀察到。據報道，流感疫苗在成人中的有效性介於70-
90%，而在老年人中的有效性則降至17-53%。這說明流感疫苗在
老年人中的保護性明顯下降，或許新冠疫苗也有類似的趨勢。
此外，新冠疫苗刺激產生的抗體水平在人體內維持的時間一般
不到一年，有的甚至在3-6個月後就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因此在
老年人中施打第3劑新冠疫苗作為加強針，或許是不得已的選
擇。但這也從另一方面提示，就血液中抗體的長期保護效果來

說，目前使用的第一代新冠疫苗並不十分理想。
那麼有什麼辦法來提高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後的保護效果

呢？目前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多成熟的經驗，同時也缺乏通過嚴
謹試驗所充分驗證的可靠方法。由於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衕屬
人類的呼吸道病毒，它們之間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研發新一
代的新冠疫苗可以參考研發流感疫苗的成功經驗。提高老年人
接種新冠疫苗後的保護效果，至少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入
手。

1. 提高疫苗的接種劑量。換句話說，就是通過高劑量的疫
苗抗原來加大刺激人體免疫系統的力度，從而使機體產生更為
強大的免疫應答反應。

2. 在疫苗中添加新一代的免疫佐劑（Adjuvant）。佐劑的主要
作用是，能夠增強免疫反應的強度、廣度及持久性。添加合適
的佐劑不僅能提高人體的先天性免疫反應，同時還具有輔助和
加強機體產生獲得性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的作用。

3. 採用不同的接種途徑來增強免疫反應。目前新冠疫苗的
接種途徑是採用肌肉內注射，而皮內注射和呼吸道接種也是值
得研究的疫苗接種方式。一般認為，採用肌肉內接種疫苗大多
刺激在血液中產生IgG抗體，而採用鼻腔內接種則會在呼吸道
粘膜誘導產生分泌型IgA抗體。考慮到呼吸道粘膜是新冠病毒入
侵人體的重要門戶，通過新冠病毒自然感染的途徑接種新冠疫
苗，有可能直接阻斷新冠病毒感染人體呼吸道的易感細胞，從
而達到疫苗的最佳保護效果。

4. 研發新型的通用廣譜新冠疫苗。目前用於人群接種的新
冠疫苗仍屬於第一代新冠疫苗，雖然疫苗的研發速度超出了人
們的預期，但肯定也會有考慮不周、值得進一步發展完善的地
方。採用現有的新冠疫苗作為加強針接種，對新冠病毒武漢原
始株（Wuhan-Hu-1）應具較好的保護力，但對新冠病毒眾多變異
株（例如Delta變異株）的抵抗能力則會有不衕程度的減弱。

據報道，即使在接種了第3劑新冠疫苗的民眾中，仍不時發
生新冠病毒突破性感染的病例。因此研發新型的通用新冠病毒
疫苗，使其能刺激產生特異性的抗體來中和新冠病毒原始株和
變異株，同時能誘導產生具有免疫記憶功能的T淋巴細胞和B淋
巴細胞群，對提高老年人抵抗新冠病毒變異株感染的能力、清
除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細胞，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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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委員會宣布選定的開發商為總部位於拉斯
維加斯的Full House Resorts Inc（客滿度假村

企業）在沃基根(Waukegan)開設賭場，地點選擇
在噴泉廣場之周邊。此外也選中「家木/東榛波」

（Homewood/East Hazel Crest）， 計劃在伊州南郊
靠近175街和豪斯德街（175 St/ Halsted Street）的
80號州際公路附近興建賭場。

80路州際公路與豪斯德街交會處西南角的
24英畝的場地建造一家面積64000平方英尺的賭
場。據稱耗資4.4億美元的初階段將包括一個娛樂
中心和21層樓高的酒店，以及一個可以俯瞰芝加
哥天際線的屋頂陽台。

家木/東榛波賭場的競標由總部位於阿拉巴
馬州的風波娛樂中心牽頭，它是Creek Indians 
Poarch樂隊的一部分，該樂隊在阿拉巴馬州、佛
羅裏達州、內華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加勒比海
庫拉索島經營10家賭博業務。項目合作夥伴承諾
建設一個價值4.4億美元、佔地64000平方英尺的
賭場，以及一個21層的酒店和一個娛樂中心。

客滿度假村娛樂公司的首席開發官雅力士斯
托雅爾·（Alex Stolyar）表示，對博彩委員會的決

定感到興奮和謙卑，感謝他們的信心，目前他們
將開始努力建設壯觀的美國廣場，讓伊州和沃基
根市感到自豪。並希望在六個月內，在州政府批
准的情況下，在臨時場地開業。沃基根市長安·
泰勒（Ann Taylor）表示此為促進旅遊業發展的賭
場，絕對可以成為沃基根市的噴泉廣場發展的經
濟引擎。

2019年法律授權的六家新賭場中，迄今只有
一家開業。來自藍島南郊的民主黨衆議員鮑勃·
瑞達（Bob Rita）贊助了2019年的賭博立法，創建
了新的賭場牌照。近幾個月來，伊州的博彩業擴
張步伐加快，伊州十年來的第一家新賭場——硬
石羅克福德賭場（Hard Rock casino Rockford）11
月在一個臨時地點開業。

8日下午，州長普瑞茲克和其他官員參加了
伊州南部威廉姆森郡的布拉夫賭場度假村的奠基
儀式，此賭場度假村與今年夏天獲得監管機構的
初步批准。

在芝加哥，市長萊德福特表示，芝市第一家
賭場的計劃是在明年初從5家競購者中挑選出一
家賭場開發商以及合適的地點。該市計劃在明年

初從五家競購者中選擇一家賭場運營商和地點。
兩年半前，州長普瑞茲克簽署了法律創建六

個新的賭場執照。同時引入了合法的體育博彩，
允許在賽馬場進行老虎機和桌上遊戲。並擴大了
加油站、卡車站、酒吧和其他休息時允許的賭博
終端數量。但在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給賭場的擴

展帶來壓力，在長期人手不足下，擴張計劃只有
斷斷續續的展開。州長授權的體育博彩和視頻博
彩其宗旨是為伊州創造收益，用作支付公立教
育、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的建設項目，以及州長
450億美元的「重建伊利諾州」資本計劃下的其他
基礎設施。

■Homewood 賭場的設計藍圖。

經過熙熙攘攘的兩年時間，伊州長普瑞茲克早先批准在伊利諾州
大規模的擴張博彩事業，終於在12月7日獲得伊州監管委員會的高票

通過，批准並選擇了兩家分別在伊州南郊與北區的博彩公司，但爭論已久尚未實現
的芝加哥首家賭場並不包括在內，據悉將於2022年初選定開發商與賭場的地點。

本報芝加哥訊

希望中文學校譚偉老師
談 「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後的效果」

11月28日國際佛光會北美雲來
集講壇，禮請到兩屆奧運會女子跆
拳道冠軍吳靜鈺女士。以「努力去
做，不是得到，就是學到」為題，透
過Zoom和YouTube頻道近1400線上
觀眾，分享追求夢想的心路歷程，
在成敗中所累積的人生智慧，以及
超越自我的價值觀。

吳靜鈺女士是2008年北京奧運
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兩屆冠軍，
更是成為歷史上首位四次參加奧運
會跆拳道比賽的女子運動員。吳女
士講述了她如何在22年的運動生涯
中憑著自信，對賽場戰鬥的熱誠，
以及忍常人不能忍的靭性，努力堅
持不懈的奧運故事。勉勵大家要勇
於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設立目標
不要輕言放棄，因為人生只有一
次，千萬不要讓自己後悔。不論得
失，成敗，只要「努力去做，不是得
到，就是學到」，必有所獲。

「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坎，只有
你自己不想過去的坎」。2012年後吳
女士短暫退役，但是對賽場的渴望
與對跆拳道運動的熱愛召喚著她，
讓她重新回到運動場上，在里約奧
運會前從世界排名十幾名追回到世
界排名第一。然而2016年里約奧運
會中吳靜鈺功敗垂成，沒能打進決
賽。 吳靜鈺女士說這次比賽失利對
她的打擊很大，賽後她一度失落，
以淚洗面，不能原諒自己。

吳靜鈺感恩一路支持她的父
母、親人、教練、隊友，讓她有機
會帶給國人榮耀，並表示一切的經
歷都是值得。里約奧運會之後，寶
寶的出生使她很快振作起來，調整
好心態，積極面對失敗，更加開朗
從容。2019年吳靜鈺用十個月的時
間參加了世界各地十一場比賽，成
功取得了東京奧運會參賽資格，成
為奧運跆拳道史上第一位媽媽級和
第一位參加了四届奧運會的女選手。

2021年在東京奧運會賽場上，
吳靜鈺年齡和體力都不佔優勢，屢
經挫折後領悟到戰勝的秘訣在心
態。賽場上要達到天人合一的狀
態，必須「心裡乾淨」如佛法中的「無

我」一般，全心投入、無雜念、思
維冷靜，「專注走好眼前的路，努
力做好眼前的事，堅持打好每一場
比賽」。競賽不止是為贏得獎牌的榮
耀，更具意義的是展現運動家不斷
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的能量，發揮
好榜樣的力量。

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會長周
邁平分享：「努力付出與堅持比天賦
更為重要。珍惜把握每一個當下的
因緣。要成功一定要發願，有願就
會有力量。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成就
因素是「樂在其中」，若是沒有樂趣 
必不長久 。很棒的講座 ，非常生
活化。 是淨化的也是善美的，符合
人間佛教的觀點。

王克英副會讚嘆到：「吳靜鈺
女士的演講觸動人心。大道至簡。
作為運動員，吳女士經歷過高峰與
低谷， 不斷地克服困難與挑戰 。給
自己創造一個潔淨的心，專注於當
下要做的事。每天進步一點點，運
動員「只問耕耘的精神，值得我們學
習。

李性銘副會長總結到：「吳靜
鈺女士從比賽的失利中，堅持不懈
的努力，讓夢想成真。運動場上犯
規時認錯，是懺悔 ；不違規傷害別
人，是慈悲；積極勇敢的競爭，是
精進，也是一種如實的修行。

現在的吳女士身為世界跆拳道
聯合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全心致力
於推廣奧林匹克精神及體育教育，
希望讓運動員們人格更健全，意志
品質提升，健康快樂地生活。

北美雲來集講壇 
不是得到 就是學到

■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2年
倫敦奧運會兩屆冠軍吳靜鈺，
與大家分享「努力去做、不是得
到、而是學到」。

伊州博彩監管委員會全數通過 
南北郊兩家新賭場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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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