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華人生物醫藥科技協會（Chinese 
Bio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CBA）2021
年馬里蘭年會日前在蒙哥馬利縣行政辦公
大樓禮堂成功舉行，圓滿落幕！本次年會
採取了線下和線上同步直播的方式舉行。
會上演講者給大家呈現了精彩的報告，乾
貨滿滿；參會者與演講者進行了熱烈的討
論，收穫頗豐！

會議以CBA候任會長豪森生物轉化腫
瘤醫學負責人伍松博士的演講作為開場，
介紹了CBA的現狀和過去，並展望了未來
的挑戰。

然後馬里蘭州商務部亞洲地區和外國
投資辦公室經理Felicia Pullam為大家分享
了馬里蘭及蒙郡對於生物醫藥產業的大力
支持和相關吸引政策，歡迎來馬州和蒙郡
投資或發展生物醫藥產業。

大華府作為全美僅次於劍橋，紐約
和灣區的第四大生物產業中心，對於生物
產業的投資有各種吸引政策及配套福利制
度。她還列出了馬里蘭州商務部亞洲和中
國地區招商引資的負責人，生物醫藥領域
的負責人，以及區域業務增長的負責人。

同時她也向大家解釋了馬里蘭州生物
技術、創新和生物醫藥投資的免稅政策，
並介紹了投資企業在馬里蘭商務部注冊的
流程和網站。

隨後進入年會的第一個主題部分：新
冠治療藥物的開發和審批。這個主題由昂
科醫藥企業發展副總裁符海青博士和阿斯
利康全球注冊監管高級總監欒景宇博士共
同主持。 

首先是Emory大學醫學院，藥理與化
學生物學系教授、Emory大學藥物創新企
業首席執行官和Emory藥物研發研究所執
行董事George Painter博士在線給大家做了
精彩演講「在大流行中開發抗病毒藥物：
莫努匹韋作為新冠病毒治療方法的演變
史」。

Dr.Painter分享了剛獲得FDA緊急授權
的抗病毒藥物莫努匹韋的研發歷史，並介
紹了該藥物的抗病毒機制、藥物的廣譜抗
性，臨床前的毒理研究，和臨床實驗的初
步結果，為這個首創的口服型的抗新冠病
毒藥物給與了嚴謹的介紹。 

第二個演講是由君實生物的首席執行
官姚盛博士帶來的「SARS-CoV-2中和抗體

的研發與展望」。
之後幾位演講者以及美國食品和藥

物管理局（FDA）生物制品評價與研究中心
（CBER）疫苗及相關產品應用司（DVRPA）
疫苗研究和審查辦公室（OVRR）的高級科
學顧問楊四旬博士分別回答了與會者的踴
躍提問，現場氣氛非常活躍。

下午會議的主題是：靶向治療最新進
展：抗體偶聯藥物和免疫療法。這個主題
由阿斯利康全球醫療事務負責人、總監余
紅博士和豪森生物副總監李清博士共同主
持。

首先由阿斯利康研發生物制劑工程負
責人和癌癥靶向遞送負責人、高級副總裁
Puja Sapra博士做了演講「抗體藥物偶聯物
的復興—進展、挑戰與未來」。

Dr.Sapra首先介紹了ADC抗體偶聯藥
物的研發歷史，發展前景；隨後介紹了幾
種不同種類的ADC藥物的研發和審批歷
史；最後分享了ADC藥物研發的平台、工
具和改進方法，以及未來ADC藥物的發展
方向。 

接 下 來 是 信 達 生 物 制 藥 高 級 副 總
裁和首席技術官高長壽博士給大家講解

「Sintilimab：唯一獲批用於五種主要癌癥
一線治療的PD-（L）1檢查點抑制劑」。

高博士介紹了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奠
基人、作用機制、以及目前市面上的各種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藥物。隨後又詳細講解
了Sintilimab的研發平台、臨床前的毒理研
究和臨床實驗的結果。最後高博士介紹了
信達生物制藥公司的規模、研發管線、管
理團隊和未來的規劃。 

休息過後，由上海皓元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商務副總裁楊庚成博士給大家介

紹了「抗體偶聯藥有效載荷的大規模生產
與CMC管理」。楊先生給大家介紹了上海
皓元醫藥的發展歷程、人員組成、服務項
目、以及目前大規模合成抗體偶聯藥有效
載荷項目的研發進展。

然後是MacroGenics高級總監Gundo 
Diedrich博士為大家做演講「擴大CD3結合
DART®和TRIDENT™分子的治療窗口」。

接下來，參會者與演講者展開了熱烈
的討論，演講者熱心回答了參會者的各種
問題，會議現場討論氣氛非常活躍。

最後由阿斯利康全球註冊監管高級總
監欒景宇博士做了精彩的會議結束致辭。

整場年會進展順利，參會者積極討
論，獲得了圓滿的成功，志願者團隊的辛
勤勞動保證了研討會的圓滿成功。

本屆CBA年會為所有來自不同領域的
參會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與周邊的各種
組織、公司合作，吸引了許多有經驗、有
見地的領導者、科學家、醫務工作人員及
投資者等。此次年會的成功舉辦，再次證
明CBA在北美生物醫藥領域的重要地位及
在亞裔美國人社區的高度聲譽。CBA將繼
續服務社區並進一步發揮中美生物領域的
橋樑作用。 本報華盛頓訊

慧東法師在講座一開始就提到星雲
大師對人間佛教「佛●的，人要

的，淨化的，善美的」的定義。為何
稱人間佛教呢？首先，佛陀出生在人
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換句
話說，他是人不是神！第二，佛陀真
正的教導是指引人們不造惡業，做好
事來●化我們的心靈，生出智慧，依
據佛陀教導的來修行，日漸變好直至
圓滿。

所謂的「找尋佛法」一般學佛人
是祈求依靠外在從參加法會、禪修、
八關齋戒、吃素等不斷地修持，增强
信心，期待有朝一日得以證道開悟，
這些從自己的精神力量和智慧以外的
來源尋求解脫的過程，都歸類為「求
法」。星雲大師鼓勵大家說「我是佛」，
希望弟子們在成為佛教徒之初能先種

下佛性的種子，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宣
言，第一，眾生都有佛性，未來都能
成佛。第二，眾生都有佛性，那麽在
實踐上要依照佛陀所說的佛法，開發
自心的智慧。同時持續地行「三好」—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根據八正
道●的四正勤修行來改善自我。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年發展
主任委員，紐約協會副會長的Jenny 
Chen分享在生活中是如何從找尋佛法
到行佛呢？Jenny提到小學4年級的兒
子Evan在學校因為素食而被同學捉弄
嘲笑，她曾勸●Evan在學校可以不用
吃素來改善此情況，但Evan相信素食
是慈悲、是對的事，只是同學們不了
解，最終孩子用他的愛心和包容心來
面對處理，這就是人間佛教的實踐！

洛杉磯青年團的Pauline Yang，生

長在一個佛教家庭，從小就接觸與學
習佛教的教誨，從剛開始隨父母到寺
院道場共修及參加課程，佛教的信仰
逐漸經過時間的體驗與實踐，變成自
己思想的一部分，日常的生活作息，
言行舉止都深受影響；人間佛教就是
要將自身學佛的體驗，以不同形式影
響週遭的人事物，做到自利利他！

芝加哥協會英文分會副會長Dean 
Isensee，人間佛教要依戒而行，生活
在慈悲與友愛中，視眾生都平等如同
家人；我們是整個地球的一份子，不
能離群索居，平時要服務社區，讓好
的、善美的種子擴展出去，世界一定
會變得更美好；要了解因緣果報，用
正向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困境，要廣結
善緣，處事要無私無我，才會有最好
的結果。身為一個人間佛教的行者，

要以慈悲心度眾，通過推廣素食和愛
護生命來種下善因。人間佛教很簡
單，就是用菩薩行來圓滿佛道。

紐約佛光協會Erik Ralske，是音樂
家，平時忙於音樂表演，電台廣播，
電影配樂等。大學時接觸禪修與佛
學，發現禪修的數息，對付有如未上
繩圈到處亂竄的狗的念頭，能夠平靜
自己的心，駕馭四處亂竄的念頭非常
有效。

音樂表演必須要有一顆專注當下
的心，不受外境所影響，不執著於過
去，不妄想未來，專注當下每一刻；
音樂能將淨化的，善美的詞曲，透過
音聲引起聽者的共鳴，與人間佛法的
推廣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線上觀眾接著提出許多的問題，
諸如為何將禪修歸類為「找尋佛法」而
非「行佛」？在新冠疫情期間如何利用
人間佛教來管理我們的恐懼不安？「見
佛如見法，見法如見佛」？如何持續在

「行佛」的正確道路上等等，慧東法師
以佛陀教導的「四聖諦」，「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以及星雲大師提出的「三
好」，「四給」詳細解●，「行佛」就是
要將人間佛教的慈悲喜捨，平等心，
同理心等在生活中實踐，在大眾中修
行，一個半小時的講座在芝加哥時間
晚上八點圓滿！

芝加哥佛光協會秘書長郭雲會後
分享，人間佛教的實踐，著重的是佛
法中的人格特質，在日常生活中實行
佛法，每天不斷地練習，一直到最完
美。感恩「北美雲來集講壇」的因緣，
使我們能透過北美不同地區，不同年
齡的佛光人生活體驗分享，明白佛法
確實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就如
Jenny的兒子Evan，年紀雖小，在學校
被同學嘲笑挖苦時，不但不會害怕或
憤怒，還能以慈悲與包容化解。同時
對自己的充滿信心，對自己素食的選
擇堅定不移，令我敬佩。

■芝加哥佛光山講壇從「找尋佛法」到「行佛」。� 佛光山芝加哥分會提供

12月18日北美雲來集講壇是今年最後一場的英文講座，邀請到西來寺住持，國際佛
光會美西副秘書長，西來大學的執行董事慧東法師為大眾在線上講●「人間佛教：從

『找尋佛法』到『行佛』」為主題，並邀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年發展主委陳澄慧、洛杉磯青年分
團白象幹部Pauline�Yang、芝加哥英文分會副會長Dean�Isensee和紐約協會的Erik�Ralske四位不
同背景、年齡、經驗的佛光人一起分享、探討佛法生活化和對個人生命的影響的實例，此次講座吸
引近500人在Zoom會議室和YouTube頻道觀看聆聽。

本報芝加哥訊

北美雲來集講壇談人間佛教
從「找尋佛法」到「行佛」

■CBA�2021年會成功舉辦。

美國華人生物醫藥科技協會
成功舉辦2021年會

伊州新冠病例激增
多所醫院暫停非緊急手術

在聖誕佳節來臨前，伊州公共衛生部門包括了在12月23日，
伊州的新冠病毒病例的單日新紀錄18942宗、新添死亡78例。此是
在美國人們在聖誕及迎接2022年元旦與親朋戚友歡聚的病例激增
紀錄，在聖誕及元旦之後，新冠病毒病例是否將會造成更大的衝
擊？目前各方都摒息以待。

為了未雨綢繆事先做好準備，隨著伊利諾州Covid-19 病例
之激增，芝加哥的拉許大學醫學院中心（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和北岸大學衛生系統（North Shor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將對大多數的訪者採取暫時關閉政策。

在拉許大學醫學院，更改於周日(2021年12月26日)生效。北岸
大學衛生系統從周一（12月27日）開始實施新規定。

醫療中心發言人表示，拉許大學醫學院將不允許大多數住院
和門診區域的訪客進入，但某些患者群體（包括兒童和癌症患者）
例外，當然，患者仍然可以使用電話、FaceTime和Skype互相聯繫
交流。

根據24日發布的一份聲明，北岸大學衛生系統將不再允許「常
規訪客」，但可能會「根據臨床情況和患者的具體情況，根據具體
情況允許一些訪客」。聲明表示他們理解患者在我們的醫院或我們
的其他護理機構中得到親人的支持是多麼重要。但是，服務的社
區中COVID-19感染的捲土重來促使醫院限制訪客，直到社區的陽
性檢測率出現轉機。醫學院採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所有的弱勢患
者、醫院的員工和屬於大家的社區。

所有在NorthShore護理中心預約的成年患者都必須單獨前來；
醫院系統表示，如果患者需要幫助，他們可能會有一名護理人員
陪同。兒童可由一位家長或法定監護人陪同。

除 了 其 他 設 施 外 ， 北 岸 還 有 六 家 醫 院 ： 埃 文 斯 頓 醫 院
（Evanston Hospital）、考克基醫院（Skokie Hospital）、格倫布魯克醫
院（Glenbrook Hospital）、高地公園醫院（Highland Park Hospital）、
阿靈頓高地的西北社區醫院（Northwestern Community Hospital in 
Arlington Heights）和西北側的瑞典醫院（Swedish Hospital on the 
Northwest Side1）。

芝加哥大學醫學院（U of Chicago Medical Center）也一直限制
訪客進入，並要求被允許進入的訪客進行新冠疫情檢測；西北醫
學院（Northwestern Medicine）迄今沒有立刻做出對限制訪客政策的
聲明。 本報芝加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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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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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