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2013年10月29日 星期二

編輯：郭小玲

網拍面交劫殺案
２幫派分子落網

今年Golden Biatec唯一國際得獎人

發明器官再生科學 徐榮祥獲獎

本報訊
一名父親因回應Craigslist一起手機
廣告，並與兒子一起前往和賣家見面期
間，遭兩名持槍歹徒搶劫，歹徒開槍把
受害父親殺死。洛市警方日前把兩名涉
案嫌犯逮捕，警方於28日公佈兩名涉案
幫派分子資料。
根據《城市新聞網》(CNS)28日報道
指出，洛市警方表示，兩名分別為17歲
和18歲的幫派分子，因涉嫌上述搶劫殺
人案而被警方逮捕。根據洛縣檢察官辦
公室資料指出，現年17歲的男嫌犯Ryan
Roth和18歲的Markell Thomas被控謀殺
和二級搶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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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北京榮祥再生醫學研究所所長、人
體器官再生復原科學發明創立人徐榮祥博士，因發明「器
官再生科學及其路線和方法」，而獲得2013年Golden Biatec國
際獎。這一獎項是由著名的歐洲經濟俱樂部(Informal Economic
Forum IEF)所頒發的，歷屆獲獎者包括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希
(G.W. Bush)、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以及法
國前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等。徐博士是今年Golden Biatec
本報記者劉茁洛杉磯報道
獎的唯一一位國際獲獎人。

美

徐榮祥28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頒獎典禮24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八點舉
行，實況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和洛杉磯兩地同步播出。在頒獎典禮
上，他用英文發表了「啟用你身體中自己
的PRC再生生命」為題的演講，詳細論述
了器官再生科學應用時代的到來。今番
獲獎是一件喜事，他希望公眾能夠進一
步瞭解內部器官再生機制，以及如何開
始使用這些機制，解決藥物與科學界無
法治癒的器官疾病，從而為全球提供改
善生活和拯救生命的資訊，使所有人都
能夠受惠。
徐博士在演講中指出：美國總統尼
克松，1971年發誓用基因攻克癌症，到
今年3月21號，基因之父沃森教授宣佈，
經過幾十年研究證實，宣佈基因應用研
究沒有價值，象徵著基因應用時代的結
束。今年，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鼓
勵「損傷器官再生」藥物的研究，這一研
究路線又是徐榮祥器官再生科學的專利
權路線，奧巴馬總統把美國生命科學的
發展方向，直接提升到了器官再生應
用科學的時代。美國南加州大學於2年
前，已成立「人類再生還童應用科學研究
院」，提前啟動了人類器官再生科學的高
等教育研究。

他用大量的篇幅報告
人體固有的再生生命體
PRC細胞，及功能的
科學發明和驗證，從
1984年前獲得皮膚
器官再生的結果，
到1996年破解皮膚
器官原位再生的過
程，再到人體各器
官原位再生復原的
實現，以及各器官
再生還童的實現。通
過PRC細胞轉化為幹細
胞，再形成組織和器官的體
內體外試驗驗證，完全的展示了
人體PRC再生生命的功能，人體各器官
通過自身固有PRC細胞的再生功能，使
身體各器官自己再生復原和再生還童自
己。
他還展示了大量的人體用自身的
PRC細胞，實現器官再生復原和還童的
結果。如果人類啟用自身的PRC生命，
人類醫學所不能治癒的器官疾病將明顯
的減少，人類獲得意想不到的更加快樂
的健康生活；人類的體能增加到意想不
到的高度。
早在1988年，中國政府已經將徐

■網絡買賣陷阱多，民眾需特別小心面
交危險。
網路圖

■ 上圖：徐榮祥博士(中)接受2013年Golden Biatec國際金獎。圓圖：
徐榮祥在頒獎典禮上用英文發表了演講，論述器官再生科學應用時代的
到來。
美寶集團提供

本報訊

■經濟俱樂部的共同主席們在頒獎典禮上傾聽徐榮祥的演說。
榮祥的燒傷再生技術和藥品，列入中國
國家重大科技成果和國家新藥，全國推
廣普及。他是「人體器官再生復原科學」
(HBRRS)的發明者和創立人，同時還是

澳門立法會議員 談「一國兩制」

高天賜抵洛演講 嘉賓迴響熱烈
本報記者倪可欣北嶺報道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高天
賜(Jose Coutinho) 28日在北嶺州大(Cal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舉行「一國兩
制」主題演講，介紹澳門發展現狀，並且

對未來發展方向作出展望。
不少政商界人士、對中國外交政策
感興趣的學生，以及來自澳門和香港的
移民等到場參加，同高天賜展開熱烈的
討論。
據高天賜介紹，澳門在1999年回歸

之後，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尤
其是治安方面，暴力犯罪率得到了顯著
下降。而澳門憑藉博彩業聞名於世，
2006年時已經超過了美國賭城拉斯維加
斯，成為世界第一賭城。目前澳門博彩
業年收入是拉斯維加斯的7倍。而澳門整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高天賜在北嶺州大舉辦「一國兩制」主題演講，同到場嘉賓熱烈探討澳門現狀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記者倪可欣攝

美寶集團提供

損傷器官再生科學路線的專利權人，也
是人類體細胞轉多能幹細胞、再生生理
組織和器官技術路線以及潛能再生細胞
(PRC)的專利發明人。

個城市也依賴於博彩業，80%的稅收來
自賭場收入。
高天賜提到，政府稅收充足，但居
民依舊抱怨生活不幸福，主要是政府服
務水平不佳造成的。1999年澳門回歸
時，公職人員數量為1萬7000人，目前已
經達到了3萬人，但依舊無法滿足民眾需
求。因此，澳門政府各方面，都需要遠
見卓識的高水平專業人才來領導，提升
政府工作質量，為民眾謀福。此外，公
共基礎事業和教育行業也需要進一步的
完善與提高。
高天賜指出，2003年澳門博彩業開
始取得了長足發展，有6家新公司取得
賭場執照，其中3間為外國公司。目前澳
門博彩業主要收入來自中國大陸賭客，
但其中很大一部份經澳門轉向了外國公
司，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損失。高天賜
認為，儘管澳門以來博彩業為生，但賭
博讓人上癮，會使人傾家蕩產，華人又
普遍好賭，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重視賭博
問題，以免造成財富流失。
據了解，高天賜是土生土長的澳門
葡人，畢業於澳門大學法學院。1996年
開始參加議員競選。2005年澳門特別行
政區第三屆立法會直選中，以第5高票當
選，2009年和今年兩次成功連任。此次
他訪問洛杉磯的主要目的，是與商業和
學術領域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以幫助
澳門進一步展開國際間合作。

穆雷秘密出獄 傑克遜粉絲不滿
本報訊
在2011年因涉及流行樂天王邁克爾
傑克遜死亡案，被控過失殺人而遭法
庭定罪入獄4年的傑克遜私人醫生穆雷
(Conrad Murray)，已在度過鐵窗生涯2年
後，於28日午間12時01分假釋出獄。
大批歌迷與媒體守候在監獄外等
候，由於穆雷疑似獲「秘密釋囚」遁走，
且現場傳出穆雷是經由大型警車載送出
獄，讓守候穆雷出獄的傑克遜歌迷們出
現短暫騷動，激動指責洛縣警局給予穆
雷「特殊待遇」。

根據《洛杉磯時報》(L.A. Times)報
道，穆雷醫生因涉及2009年6月25日的邁
克爾傑克遜死亡案，提供過量的外科用
強烈鎮定劑「異丙酚」(propofol)給邁克爾
傑克遜使用，導致邁克爾傑克遜因使用
過量死亡，因而遭到過失殺人的起訴。
穆雷的代表律師華絲(Valerie Wass)
表示，穆雷依照量刑入獄服刑後，獲得
提前假釋結束牢獄期，當局並未給予穆
雷特權讓他提早被釋出。邁克爾傑克遜
的死亡，對穆雷來說是一段漫長的考驗。
28日上午守候在監獄外等候穆雷的
華斯並請求媒體工作者，尊重和給予穆

男子闖民宅恐嚇
遭屋主持槍擊斃

雷個人隱私權，出獄後的穆雷首要是與
家人團聚，展開新生活。且華斯認為，
總有一天穆雷將會重新行醫。華斯證
實，當前穆雷仍不放棄向加州上訴法院
申請翻案，藉以推翻先前的判決。穆雷
正在尋求以「證據不足」或其他理由，來
撤銷判決。
洛縣警局發言人惠特摩爾(Steve
Whitmore)在28日簡短記者會中，提供
簡略的有關穆雷獲得假釋離開監獄的訊
息，證實穆雷在代表人接應下離開監
獄。由於穆雷是在「秘密釋囚」下離開監
獄，警方回應，「個案」處理的釋囚模

橙縣警局28日公佈，約巴琳達
(Yorba Linda)27日凌晨發生槍擊案，
案中死者Paul Michael Bracamontes在
案發時，在他人住所後院叫囂，並嘗
試進入案發民宅。男屋主開槍射擊
Bracamontes。男女屋主接受警方調查後
獲釋，案件尚在調查當中。
根 據 警 方 資 料 指 出 ， 死 者
Bracamontes於27日凌晨3時15分，在約
巴琳達市Wendover Road 5100號街區一
民宅後院叫囂。男女屋主試圖說服男子
離開，後來男子出言恐嚇屋主表示會傷
害他們，更試圖進入他人住宅。女屋主
報警，男屋主與Bracamontes發生口角
後，開槍射擊Bracamontes。
警方到場後發現Bracamontes倒臥在
民宅後院內死亡。男女屋主均表示不認
識Bracamontes。

■位於全景市的起火現場。
《KTLA電視台》

全景市公寓大火
1死3傷 疑縱火
本報訊
全景市(Panorama City)一兩層高公
寓28日早上發生大火，大火導致一人死
亡三人受傷，其中兩名傷者是洛杉磯市
警員。消防縱火案部門正在調查大火起
因。
根據《城市新聞網》(CNS)28日報道指
出，發生大火地點位於全景市Tobias街
8800號街區一兩層高公寓內。消防當於
早上8時39分左右接獲舉報電話，趕抵起
火現場進行撲滅工作，大火在起火後15
分鐘完全熄滅。大火導致四人受傷，其
中一人傷重死亡。

利器刺死母親
安那罕男認罪
本報訊

■涉 及 流 行 樂 天 王 邁 克 爾 傑 克 遜 死 亡
案入獄服刑的傑克遜私人醫生穆雷已出
獄。
檔案照，美聯社
式，是為確保某些人犯安全。惠特摩爾
並未回應，是否讓穆雷搭警車離開監獄。

安那罕一名21歲男子，於28日因涉
嫌用利器刺死母親而被警方逮捕。涉案
男子保釋金為100萬元。據了解，涉案男
子患有精神病，最近離開治療機構。
根據《橙縣紀事報》(O.C.Register)
和《洛杉磯時報》(L.A.Times)28日報道
指出，安那罕警方表示，現年21歲的
Gabriel Ramirez於27日晚間7時左右致電
911報案，指他在位於南第九號街區的住
宅內，用利器刺死母親。
警消人員到場，並把受傷女子送往
爾灣加大醫療中心搶救。受傷女子在送
醫後被證實不治，傷重死亡。警方把涉
案男子逮捕。

周末免費義診 入場手環秒殺
本報記者龐可陽洛杉磯報道

■一名民眾在領取周末義診手環。

■義診活動志願者展示
向民眾發放的手環。
記者龐可陽攝
記者龐可陽攝

對「 奧 氏 健 保 」法 案 的 爭 議 還 在 繼
續，而因低收入或無收入無法負擔健
康保險的民眾，對免費義診仍舊趨之
若鶩。本周末將於洛杉磯體育館(Los
Angeles Sports Arena)舉辦的年度「照顧
港灣」(Care Harbor LA)大型免費義診，
28日起開始向有需要的民眾發放入場手
環。很多民眾連夜排隊等候。
場地志願者Eslamdoust女士介紹，
她早上5點來上班的時候，運動場外早已
排起了長隊，很多民眾昨晚就來排隊。

在早上8點開始發放手環後，她服務了上
百名民眾。身為醫療工作者的她，也將
於本周末為義診服務，協助專業醫生為
民眾提供簡單的身體檢查與健康諮詢。
活動負責人洛杉磯督察委員湯馬斯
(Mark Ridley-Thomas)發言人穆哈默地
(Salya Mohamedy)介紹，此次年度義診
從10月31日起至11月3日，四天內超過40
個大型醫療機構和3000多名志願者，將
在此為4000多名民眾提供一系列的健康
服務，包括基本身體健康檢查、視力測
試、乳房X光檢查、牙齒檢查等。專業
的醫生會為有需要的民眾現場免費配置

眼鏡、洗牙拔牙矯正牙齒、以及各類相
關醫療服務。由於昂貴的牙醫費用，有
牙科服務需要的民眾最多，牙科手環在
開放發放的幾小時後就被搶空。
穆哈默地表示，雖然「奧氏健保」已
經緩慢推行，但是義診活動還將每年繼
續開展下去。義診活動旨在幫助有需要
的民眾，不分種族、身份與年齡性別。
「奧氏健保」全面推行後，加州仍舊會有
近300萬的包括非法移民在內的民眾，沒
有資格申請加州的健康保險，而健康醫
療服務不可或缺，所以義診也會繼續下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