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條點擊

林元清訪
阿拉斯加

2018年10月8日 星期一

AXX

哥倫布日省思原住民政策
一個華人醫生的親身觀察

編者按

全美超過60城
改慶祝原住民日

在美國10月第二個星期一為聯邦假
日，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不過也
有部分印第安原住民會舉行活動抗議殖民
統治，令人重新反思族裔平等的真義。 華裔
的林元清醫師去年被特朗普總統任命為聯
邦衛生福利部副助理部長兼少數族裔健康
辦公室主任。 他最近親自走訪阿拉斯加的
原住民醫療後，以第一人稱寫下親身觀察。

本報訊

原住民的人口
五百多年前在美洲大
陸為100%。經過西
裔、法裔及英裔的入侵略奪燒殺及疾
病、人口大為減少，在1850年代和
美國簽訂了國家與國家的條約。

制定了印弟安人和美國是國與國的關係，交
換條件是美國要永久無償供給他們醫療、

教育及社會福利。因此我們衞生部內除了有印
弟安人健康服務中心，擁有及管理數百家醫院
及醫療機構及數千人醫護人員，各部門也有印
弟安人福利及衛生環境和疾病預防和控制的單
位，各部門都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印弟安族裔
的平均壽命還是很顯著的低於全國平均，青少
年自殺的比率也是數倍高於全國，兒童肥胖
率，出生嬰兒死亡率，高中生輟學率，無家可
歸的學童，類鴉片中毒的死亡率，失業率等都
高於全美。
衛生部每年都有四次的部長印第安人咨訊
顧問委員會，討論印第安人醫療衞生及健康的

■林元清醫師9月24日上午八點一行到達會場─David Salmon Tribal Hall (紀念第一位原住
民牧師而蓋的大會議室，全部用原木建築）這是衛生部長原住民咨訊顧問會議。各個區域原
住民部落的酋長都已到齊，由他們的酋長Chester Antone 主席主持，衛生部由副部長Eric
Hargan及Jack Kalavritino，Director，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and External Affair 政府內
外事務辦公室主任主持。
問題。去年開始，第三次會議在印地安保留區
舉行，去年在奧克拉荷馬卅的突甚市（Tulsa)，
今年9月24-25日在阿拉斯加的菲爾貝克市
(Fairbanks)舉行。

都市住房部長卡森鼓勵
9月21日（星期五）上午，我參加了總統的運
動體能及營養的咨訊會議。除了衛生部長阿紮
及會議主任理查蒙女士外，也邀請了牛仔隊的
足球明星荷休瓦克及洋基隊的棒棒明星馬里奧
瑞拉來現身說法。最重要的是我的少數族裔辦
公室當天宣佈將拿出兩百五十萬美元來協助弱

勢族群參與更多的運動及健康活動。
下午都市住房部部長卡森來和我們特朗普
任命的官員談話，鼓舞士氣，談到他從貧困家
庭出身，到成為神經外科名醫及參政的過程。
他還問我好好的醫師不當跑來華府混淌這政治
的渾水幹什麼？但是他又說為了這個國家，這
個社會，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這些人、現
在這樣的犧牲是值得的，聽了他的這一番話，
於我心有戚戚焉，這幾週所碰到行政上的折
磨，怨氣，困難就煙消雲散了。就該好好的更
加努力，為需要幫助的人出。（林元清醫師，寫
於阿拉斯加返回華盛頓DC的機上）。

訪全美連續32年最窮地區 盼能扭轉青年命運
事實上，早在9月23日我清晨四點就起床到
華府雷根總統機場，和我（林元清）的政策部主
任柯斯貝上尉（Killsback) 及HRSA主任喬治斯根
朶和其助理馬丁上尉會合，乘坐七點多的阿拉
斯加航空飛機，經五個小時四十分鐘，先到西
雅圖，停留四小時，再搭機三小時四十分鐘才
抵達阿拉斯加的菲爾變市Fairbanks.到達旅舘已
經是十四小時的旅程。部內規定主管一定要坐
最便宜的普通艙。
衞生部的官員由各部門的主管匯報過去這
三個月對原住民醫療的作為及成果和明年度的
計劃，一般是我們報告四十五分鐘，他們質
詢十五分鐘。所有的部門都到齊了，從NIH，
FDA，CMS，CDC HRSA，SAMHSA及OMH，
還有Indian Health Services 印第安人健康服務
中心，財務預算，家庭及兒童中心，及社區住
宅辨公室等等，HRSA 談到他全力補助社區醫
療的費用。
他們很多徧遠地區的醫療診所經費都是由
HRSA 補助，SAMHSA主任Dr Elinore McCabe
Katz，也編列五千美元的預算給他們使用。我
則談到印第安年青學子就學就業的重要，我在
下個年度已經編列足夠的預算。
1）辦理高中生在畢業前能夠完成的職業訓

練，將開拓訓練他們成為社區醫療的助理，使
他們能夠就業，也補助醫療人員不足的狀況、
同時也能降低輟學率及自殺率
2）青少年自殺的防治
3）青少年多參與體能的鍛練及運動（YES
program)
4）防止類鴉片及毒物的氾濫及降低死亡率
希望能夠由最貧窮的松崖(Pine Ridge) 地區
開始，也是希望能夠成功而翻轉他們32年全國
最貧窮地區的魔咒。而成為全國的典範。

■左起CDC𥚃辦公室的蒙特羅主任（Jose 
Montero ), 阿拉斯加酋長久斯夫（Victor
J o s e p h ) . 美 國 衛 生 部 副 部 長 哈 根（ E r i c
Hargan) 及林元清醫師。 在會場休息時合影

當天晚上，他們用狩獵而得到的糜鹿及鮪
魚請我們。同時他們很盡興的唱歌跳舞，也拉
我們一起同樂，也拉近了大家的心。

■ 林元清醫師（左）9月21日參加了特朗普總
統的運動體能及營養的咨訊會議。除了衛生
部長阿紮及會議主任理查蒙女士外，也邀請
了牛仔隊的足球明星荷休瓦克及洋基隊的棒
球明星馬里奧瑞拉來現身說法。最重要的是
我的少數族裔健康辦公室當天宣佈將拿出兩
百五十萬美元來協助弱勢族群參與更多的運
動及健康活動。

肯守住阿拉斯加偏鄉 醫師夫婦「不簡單」
第三天清晨我和我的政策部主任及第十醫
療區主任John Graham，和主管社區住房的助
理部長Lance Robertson羅伯森，一同乘小飛機
前往Tok及Eagle視察.Tok也是遍遠的小村落，
他們在那裡蓋了個醫療所，很幸運的請到了兩
位由芝加哥訓練出來的醫師夫婦，他們有一對
三歲的雙胞胎，夫婦二人肯守在這偏遠的鄉下
地方，不簡單。有一次，他治好一個病重的病
人，那病人說要送給禮物給他，結果有一天，

他帶了一隻火雞來送給他，他手足無措的接下
那活蹦亂跳的火雞，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因為
他平日只負責救治病患，從來沒有殺過雞或火
雞。急診或受傷的病患不少，但是護理人員同
心協力，都處理得很好。有遠距醫療藥房也和
Fairbanks連線。當地的原住民也很感激能夠有
很好的醫療。
我們再前往老鷹市（Eagle），這是邊臨加拿
大邊界的小部落，但是現在族群裡只有三個人

■在老鷹市，和右起林元清醫師，阿拉斯加
的總酋長維多久斯夫（Chief Victor Joseph）
老鷹市酋長查理，林元清的政策組主任凱斯
貝上尉，印第安人健康醫療部副主任理查布
肯農，老鷹市原住民代表。

■右 邊 為 馬 可 特 醫 師 夫 婦（ D r T a m a r
Marcotte和Dr Stuart Marcotte夫婦）左邊為
HRSA的馬丁上尉，馬可特醫師夫婦己在偏
遠的Tok，Alaska，服務已經兩年

還會講他們的語言，診所蓋好了，但是只有一
個社區健康助理在處理病人，她叫Karmen，高
中畢業後只要英文有八年級的程度，就可以接
受3-4週訓練，而成為社區健康援助。算是醫師
的擴展。幸好至少還有人在照顧部落，這𥚃要
開180哩，才可以接到外面的高速公路。拜訪了
這𥚃的部落居民和酋長，他們說他們家族在這
𥚃居住幾千年了，上次洪水來把村子毀了，但
是他們還是不願意搬離，年輕人受過教育，村
里沒有工作，他們就離開到外地工作了，我看
那卡門小姐，社區醫療助理也是很敬業，病人
24小時都可以找到她，我也鼓勵了她，她希望
能夠進一步的進修。
這次我們的參訪，阿拉斯加的總酋長Victor
Joseph，也是我的好朋友，更全程陪同，也和
我討論要如何改善當地原住民的醫療及生活品
質，我跟他說，一定要從年輕時做起，教育他
們，引導他們增加在當地的就業機會，只有下
一代好起來，這些部落及族群才有希望，我也
希望能夠更多了解及保存他們的語言和文化，
美國的印弟安族群，這幾百年來，所受的殘酷
對待，是歷史的悲劇，也希望他們年輕的一
代，能夠振作起來，帶領他們的族群，走出歷
史的傷痛，生活出更健康更美好的人生。

根據美國媒體綜合報道，雖然美
國聯邦政府規定十月分第二個周一是
哥倫布紀念日，但全美各地，有越來
越多的州及城市規定當日為原住民日
（Indigenous People's Day ）。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曾報道，哥倫布
日充滿爭議。因為哥倫布實際上從未涉
足美國大陸，這本身已經讓越來越多的
人困惑，因為隨之而來的是美洲原住民
的奴役和種族滅絕。「當他到達1492年
時，這塊美洲大陸並不完全是空無一
人。」
最早設立原住民日的目的是為了
「反慶祝」哥倫布日。原住民日是為了要
慶祝美國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美國最
早提出這個芻議的地方是1989年北達科
達州。但真正引人矚目是1992年加州伯
克利市，於哥倫布1492年抵達美洲五百
周年正式宣布，接著是聖塔克魯茲。
俄克拉荷馬州的俄克拉荷馬市、華
盛頓州的塔科馬市、紐約州的羅切斯特
市都是新增的城市。這些主張的勝利帶
來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納什維爾和三藩市後來也加入了這
個行列。
到目前為止，已有60個城市、四個
州（明尼蘇達州，佛蒙特州，阿拉斯加
州和南達科他州）以及許多大學校園正
式宣布10月的第二個星期一為原住民
日。有些城市廢除了哥倫布日，其他城
市繼續同時慶祝這兩個節日。

俄州哥倫布市
改為表彰老兵
美國以哥倫布命名的最大城市─俄
亥俄州哥倫布市，已經不再表彰這位探
險家，以免民意繼續分裂，並改採政治
安全的聰明舉措，改為表揚另一個人口
族群：退伍軍人。
民主黨籍市長古特爾的女發言人羅
賓戴維斯說，作為俄亥俄州人口86萬的
首府，哥倫布市會繼續紀念哥倫布日，
周一仍然上班。
該城政府於今年11月12日退伍軍人
日則休假不辦公。美洲原住民和盟國團
體長期以來一直以哥倫布日來提升他們
關注的問題，包括2016年在哥倫布市政
廳舉行祈禱、演講和傳統歌唱等和平抗
議，地點就在哥倫布這位探險家雕像
下方，抗議跨境輸油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的建造，並敦促俄亥俄州支持
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戴維斯說，停止紀念哥倫布日的決
定，並非由全國廢除哥倫布日以支持原
住民日的運動引發，這是承認殖民主義
受害者的一種方式。「我們有許多退伍
軍人為這個城市工作，我們認為在那天
放假以表示尊重他們很重要。不過本市
沒有足夠的預算讓全市8,500名員工兩
天都休假。」
哥倫布市上周發布簡短的新聞稿，
重點關注對垃圾收集和停車執法時間表
的影響。通過這種方式，避免假期話題
引發爭議。
俄亥俄州的第五大城阿克倫，去年
企圖重新為哥倫布日命名過程令人側
目，全屬民主黨籍的市議會在投票時以
族裔為區分涇渭分明。五名黑人成員全
都投票贊成重新命名哥倫布日，八名白
人成員則全都投票反對。
俄州辛辛那提市曾經三度投票表
決，重新命名哥倫布日，歷經兩次類似
的努力失敗，3日最終成功票決改為原
住民日。
這使得辛辛那提是繼自由派大學城
奧伯林2017年之後，俄亥俄州第二個慶
祝原住民日的城市。
擁有多數意大利裔美國人口的克利
夫蘭市則繼續舉辦哥倫布日大型遊行。
舉辦已39年的哥倫布意大利音樂節，傳
統上在哥倫布日週末舉行，組織者兼
董事會成員肯提諾（Joseph Contino）表
示，該市沒有宣布新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