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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 述）連日來天天過千的新增確診病例

中，麥魯瑪縣的數字 是最高的。麥魯瑪縣衛生局24

日 宣 ，全縣醫院 急，床位 滿，醫院已準備在

可能的 加開床位。

周二，麥魯瑪縣、華 縣和 加 士縣的衛生

官員舉行聯合新 會，希望 最後的努力， 民眾

取 感 的社 聚會。 則這 期的後果，對已

不 的醫護人員來說，將會是一個災難！

麥魯瑪縣衛生官員 博士在周一指出，按目

前的情況，到12月1 麥縣所有的醫院床位 住滿，

但 博士 為，這情況是可 時改 的，要看民

眾是 能 所有 疫的行為，包括不參與或舉行社

聚會。

博士 指出，如果醫院床位已滿，他們將開

在醫院內任何可能的地方放 病床。而自大流行開

以來，工 人員一直在 這個“ 疫計劃”。

博士說，多家醫院已 時準備啟動“ 疫計

劃”，所以床位問題已有解 辦法，但護士人 不足則

是 一個問題。 證的專業醫護人員有不少亦已感染新

冠病毒，正在 離中。 博士指出，醫護人員不是

在 離中，就是已 力 。

博士指出，如果人人 取 聚會，相信醫院

床位全滿的日子可能會拖後， 至不會出現，這是我們

希望 到的情況。但相信這情況可能不會出現，因為目

前大家 在 在感 期間，民眾仍照 聚集的後

果。她一 調：有食物供應的聚集 增加病毒傳播！

俄勒岡州護士協會的 說：這不是 ，這是

真的！護士們已非 勞， 至有新冠勞 症，但我們

明白到我們將生命 這行業，所以仍會 位。(

下接A3版)

麥縣醫院已告急 醫護人員說：
這不是惡作劇 這是真的！
本州即將要進入新冠疫情下最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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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州 2 萬元援助
援 助

（本報 述）繼早前一家 公司將俄勒岡州 懷

基金（Oregon Cares Fund) 上法庭後，一家位於 特 市

中心，由 西 有的 店亦在周五向聯邦法院提 ，

指本州特 為黑人社區 出的6,200萬元新冠援助金是不合

法的，是歧視的。

家 對這 援助金而提出控訴的白人 公司也指，

這 基金是不合法地歧視他們。

在年中，州立法人員 建這項基金，希望 能 正對

黑人社區過去的歧視和缺乏接 新冠援助計劃的 。

這個 懷基金 止11月 ，已 出3,700萬元援助，已

支付了超過7,000名黑人和 400家由黑人 有的 企和非營

利機構共2,700萬元。

在市中心的 e olucion 店店主Maria arcia 表示，

她已在今年 天 門三個月，在 季重開，但到8月要 次

門。她投訴如果她是黑人，她就能拿到 懷基金的援助。

Maria arcia 過律 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間，她的

不 是
醫 的 不

店失去了顧客也失去了員工，也幾 要被 出店 ，

但她仍然努力在掙扎求存，而 因為我的 問題而被

援助申請，這是不公 的。

代表 arcia 的律 是來自個人權益中心的，他們將

以”過度的政府條例， 的州政府行為等理由，挑戰

州政府，並對這基金申請禁制令。

俄勒岡州立法院 急 員會於7月 出這項援助基

金時，有共和 議員已 為什麼它不包括 、美

住民和其他同樣在歷 中遭受到歧視的群體。立法

院顧問辦公室 時就已提出警 說，這 為一個 而

設的專用基金可能是 的。

在周五，律 指，“ 愛基金”是一項“非法的專利

項目”，不符合美國 法所說的 等保護。

代表這兩被 的律 指出，俄勒岡州政府從聯邦

得了13.9億元的新冠疫情援助金，但 有 少部份是分

黑人社區的。這些聯邦資助往往是 過小 企業管

理局（Small usiness Administration）分發的，

但該機構 向極少數的黑人企業 出貸款。律 指

出，政府在分 這13.9億元時，黑人社區已受到歧

視，這個 愛基金 是要 正這 不 。

The Contingent提議，如果在法庭上 訴，他們

將 出20萬元來支付 公司可能會 取到的援助。

但 公司的律 說，法官應 止該基金繼續基於

來分 資金，因為這可能會對其他企業 成傷害。

負責該案件的法官 默 特在周一 就 頒下

禁制令。

外，城內有26名 ，包括 任市議

員、 特 學區的學 等聯 ，要求 店 主

Maria arcia 這場官司，指 主的行為是 黑

人，不代表本地的 ，要求她公開向黑人社區

，因為這些 們不 地提倡為俄勒岡州在歷

和 上，被 忘的社區提供急需的救濟。

（本報 述）新冠確診病例的激增，加上感 的

來臨，不少民眾 進行病毒 ，以求安心。這導致到

流動 站的民眾需論 數個小時之 。

目前，在大 特 地區目前 有兩個定期為民眾提供

病毒 的流動 站，一是在俄勒岡會議中心（Oregon 

Con ention Center）和Hillsboro Stadium，他們 是由

俄勒岡醫科大學主理的，無 預 ，但因到來 的民眾眾

多， 時間可長 數小時。

據報導，到來 的人士有些 為自 與確診者有接

，有些出現有 症 ，有些則在 期 家人前確保無感

染。這是疫情發生以來，有最多人要求 的時 。

著 來 多的確診者，而 的供應有限，有不少

醫療機構已開 設出限制，要符合條件的人士 會 得

，以確保有足 的 。

根據州衛生局的指引，合資格接受 的人士必需是：

－出現新冠病 ；

－ 與確診者有 接 ；

－懷 自 露在病毒中；

－ 於高危群體（按年 和醫療 況）。

有醫療機構，例如Legacy已開 那些人士可 先

得 ，同時該機構已停止為民眾提供 ，因

為實 室的 能力有限，要 先處理 急的 。院

方指出， 了 外，人 也是一個大問題，要增加

人 即要提供 ，在這時 不是容 到的，他們

將這工 外 到其他的醫療機構。

有醫生提到，那些為了能安全地與家人 面的人前來

，他們 是沒有任何病 ，也未有與任何確診者接

的。並指出：一個 性的 結果並不等同是一張通

行證，就可讓 安全地去 家人。所以在感 前

，並不是一個合 的 法。

有醫生說，還有一個理由要 進 到感 之

後，因為 目前沒有症 ，並不等如 真的沒感染 或

是 期過後就不會受感染。因為 人感染新冠病毒後，

最少要等3天 能 到 身體內有病毒的存在，有些人

至要等14天。

醫護人員表示，他們在處理這 的問題 感到相

，因為他們 不希望 止民眾進行病毒 ，但目

前無論在 或是時間 較為 張， 能要求民眾在

出現病 和有健康理由 進行病毒 。

醫生們 一次請求民眾，無論 的結果如何，

不要在感 期間 望家人，因為 一能令 全

與病毒 就是 離！

醫生所說的 離是指留在家中， 全不與其他人

接 。醫生 提醒，在 離後外出與人接 時， 記

仍要 口罩和保 距離。

上周已有超過770名包括醫生在內的醫護人員聯

要求民眾重視今次的疫情， 合 減 新冠感染。

（本報 述）俄勒岡州就業部（O ）周一宣布，在全州

內發放“等待周”支 。O 表示，這 款項將支付

自大流行開 以來定期 取失業金的合資格州民。

就業部 計這 近1.76億元的福利，大 有24.6萬人受

。

就業部的代主任格 德在新 發佈中說：我們非

高 地宣布，許多俄勒岡州民現在將開 看到他們一直在

等 著的「等待周」福利。”“我們的電 和失業保險

工 ，更改電 ，使我們能 以這 進行付

款。我們非 感謝州民對我們的 心。”

所謂「等待周」福利是指在申請失業金到發放失業金的

一個星期。在新冠疫情之前，申請失業金的州民，在 申

請後必需要一周後 發 期的失業金，這一周被稱為「等

待周」。疫情後，州政府 定州民申請就 上可 失業

金，但無 政府的電 非 後，無法立即 出更

改，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發。

這 後的電 也無法應付這樣多的申請，所以就

業部 能用人 來處理申請，有不少在數月前申請失業

的人士，至金仍未 到失業金。就業部 計，有近17萬

州民的申請未能如期 到福利，代主任格 德表

示，這 州民將於下月 能收到失業金。

了解更多有 申 失業金的詳情，請 這個就業

部網站的中文資訊 ：https://unemployment.oregon.

go / h/和 問題（中文）：https://unemployment.

oregon.go / h/fre uently-asked- uestions。

外，聯邦 困方案中的「大流行病失業援助」(

稱P A)與聯邦提供 外13周失業金 助的「大流行 急

失業 償」( 稱P C)均將在12月26日到期，這也意味

著，目前 取這兩項 助的 1,200萬民眾，過

將無 可 。

根據全國勞工部上周的報 顯示，前一周申請失業金

的有71.1人，上周人數已上 了。在今年3月， 大流行

次加 時，這數字 至690萬。在 之前， 周收到

的申請通 徘徊在22.5萬人左右。

根據俄勒岡州就業部的說法，在聯邦的 懷法案到

期後，俄勒岡州將有多 7萬人失去福利。大部分 取

上述兩項福利人士，一 計劃過期就沒有 多 。 

根據 基金會(The Century Foundation)一份

新的報 指出，受到疫情影響失業的打工 ，大多數

從今年3月、4月開 取各州政府的失業金，一 州

府失業 助期限為26周。數據顯示， 有300萬名失

業者在今年 季9月已經 到 助期限， 外超過400

萬名失業勞工的 助期限也在10月份到期。

報 提到，失業勞工在 州府提供的26周 通

失業金( I)後，接著可自動 得聯邦 外提供的13

周失業 助(P C)。

不過， 計指出， 管失業 計發放39周，

但由於許多人早在2月 就已經失業，目前已有350

萬勞工 共39周的失業 助，而根據 困方案

定， 外13周 助12月26日到期， 時 計會有

460萬名勞工雖然還沒 滿39周 助，仍將在年 前

失去 。

現 解 民眾困境的 一方法，就是共和 與

民主 能 對新的 困方案 成協議，無 兩 人

員從大 前至今 沒有 過面，議員們 成協議的可

能性 之 。

A  |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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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華人聯盟年度冬季捐贈活動完滿結束

州撥2千萬元援助
無力付房貸人士

（本報訊）上星期，俄勒岡華人聯盟舉行了該機構的

年度冬季捐贈活動，今年是該機構第三年舉辦這個由學

生們主導的衣物食品捐贈活動。

該會表示，今次的疫情讓我們大家更加理解愛的份

量，在寒冬到來之際，今年的活動在得到Woodstock小

學家長的參與，使得他們的捐贈點真正是覆蓋了全城，

而參加的學生義工也遠遠超出了前兩年。他們努力地宣

傳，單是宣傳單張，學生們已發出了數千張。在Lake 

Oswego的組織，更特意為今次的活動組織了活動群，然

後還有組織群，最後從參加人數就能看得出來Lake Os-

wego的華人家庭公益氣氛有多麼的濃厚。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送到Clay Street Table 的社

區捐贈，僅衣物就有150袋，還有擺滿兩大桌子的食品！

整個活動的高潮是各個捐贈點將收集的物品送往

First Christian Church，

到埗後義工們源源不斷把

物品從車上搬下來，放滿

了教堂內的擺放地方，場

面可謂極之壯觀。

俄勒岡華人聯盟的負責

人兆洪成感謝所有參與的

家庭，無論是義工還是捐

贈物品，他在發文時說：

相信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

一天，口罩可以遮住我們

的笑容，但是我們用愛溫

暖了這座城市！

（本報訊）俄勒岡州穩定房屋產權計劃（OHSI）宣佈啟動按

揭貸款減免計劃，以幫助因疫情遇到經濟困難，無力付房貸的屋

主，避免他們面臨失去房屋的風險。該計劃直接向按揭貸款公司

一次性支付屋主拖欠的按揭供款。 

OHSI計劃是由俄勒岡州房屋和社區服務（OHCS）部代表俄勒

岡州可負擔住屋援助公司管理的計劃，資金來自美國經濟部在大

蕭條期間成立的重災區基金（HHF）。OHCS在得到本州參議員懷

登（Wyden）和默克利（Merkley）參議員的倡導下成功拿到這些

資金來幫助正陷於困難的州民。

OHCS的部門主管Perfecto表示，俄勒岡州的居民在同一時間

內受到多重的打擊，協助屋主支付過期房屋供款，是一個能確保

那些正面對多樣挑戰的家庭，穩定居所的方式。

Perfecto說：「該計劃為許多掙扎中的屋主們帶來希望。」

根據州勞工部的數字，在今年的9月，本州共有16.5萬人失

業，與一年前比較多出一倍。到現在，雖然失業率稍有下調，但

仍有不少州民正處於困境中。

俄勒岡州穩定房屋產權計劃（OHSI）自2011起，已協助過

16,000個家庭保存他們的住屋，至今這計劃已投資超過3億元來

直接幫助俄勒岡州州民。

符合申請該計劃的資格包括：

－ 過期未付的按揭必需出現在2020年1月1日之後，欠款不能超過

4萬元；

－ 經歷經濟困難，例如失業，收入減少，高醫療費用，殘疾，家

庭死亡或離婚；

－ 按揭供款＋房屋開支（地稅、屋險、管理費），不超過家庭月

收入的45%；

－ 房屋必需是自住；

－ 所餘的按揭貸款不能超過491,050元；

－ 未有申請破產；

－ 目前收入不超過州收入的中位數標準的160%(1人家庭$87,040

；2人家庭$99,520；3人家庭$111,840；4人家庭$124,320；5

人家庭$134,240)。

申請時需要準備的文件包括：

－ 最近期的按揭月結單；

－ 最近期的地稅單；

－ 最近期的水電煤單；

－ 最近期的房屋保險單；

－ 管理費單；

－ 由政府發出附有照片的身份證明；

－ 2019年的個人稅單；

－ 如按揭月結單上的姓名與身份證不同，則附上姓名更改文件；

－ 銀行收屋的通知和文件；

－ 所有18歲以上家庭成員最近一個月的所有收入證明。

有需要的人士可到OHSI網站https://www.oregonhomeowner-

help.org/了解更詳細的資料。

麥縣醫院已告急
醫護人員說： 
這不是惡作劇 這是真的！
本州即將要進入新冠疫情下最黑暗的日子

(上接A1版)預計新冠確診病例的激增將對醫院

患者產生巨大影響。例如要到醫院待產和分娩的婦

女，心臟出問題和癌症病人等，本州和華州的醫護

人員均表示，醫院床位不足的情況，對這等人士的

健康有風險，急症會得不到及時的診治。

距離12月1日還有不到一星期的時間，醫護人員

呼求民眾，立即減少聚會！

自18日起至24日的7天內，本州的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均在1,000宗以上；而近日的單日新增死亡人數

亦徘徊在20人左右。醫護人員擔心連日的高確診數

字意味著死亡人數將大增。他們更形容本州即將要

進入新冠疫情下最黑暗的日子。

州衛生局主任艾倫博士表示：對因新冠病而喪生

的人士和他們留下的家人，我們感到痛苦和悲傷，

周二出現至目前為止最高的死亡人數，希望這對民

眾是一個警醒，並願起來行動，助止病毒傳播。他

說：如果我們不行動去控制疫情，將有更多州民死

於新冠肺炎。

（本報訊）俄勒岡州餐館及酒店協會聯同餐館

法律中心，就“凍結”令，在周五對布朗州長提出

訴訟，指州長的行政命令“明顯歧視餐館和酒店

業，”但卻允許其他企業在“有限的限制，或者沒

有任何限制”的情況下運營。該訴訟尋求禁制凍結

令以及“法定賠償”。

周二聯邦法官宣佈協會敗訴，並指出她明白餐館

目的苦況，但這些苦況遠不及全州民眾福址重要。

州政府在答辯時提到布朗州長有權在健康危機下採

取保護州民的措施。

該訴訟援引了雜貨店、零售店、農貿市場以及室

內外露天購物中心，允許它們有容客量75%的顧客在

現場，停留多長時間也沒有任何限制。凍結令更不

影響到個人服務業務，包括理髮店，髮廊和非醫療

按摩療法等。在俄勒岡州衛生局先前的指導下，青

年計劃，育兒以及許多體育項目，包括已經被豁免

的1級和專業運動項目，也被允許繼續進行。

訴訟書內提到，俄勒岡州的餐館已按早前州長的

行政命令指引，花費大量資金在餐堂內和外建立安

全的就餐區，包括在戶外設立帳篷和暖氣；並指控

凍結令“在科學和醫學事實中均缺乏合理依據”。

俄勒岡州餐館及酒店協會聯同餐館法律中心為今

次的訴訟發表聲明，稱“採取這項行動是為了挽救

全州的許多餐館，並且保護數以萬計依賴餐館及其

顧客的工人的生計。因為俄勒岡州州長在這大流行

期間頒下這樣的法例，令到餐館及酒店的職員繼續

遭受到破壞性的傷害。

但是，州衛生官員西德林格博士在回應中引用了

幾項研究，概述了為什麼餐館即使未有發現感染個

案也不是安全，並且會導致病毒傳播。

今次州長的凍結令為期14天，至12月2日；但如

麥魯瑪縣有眾多確診的縣城則需30天到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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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關於當代藝術的Art 

Open Calls, Art Prize,  

面向布面、插畫、攝

影、裝置藝術等，涉

獵很廣泛，只要是年

齡超過18歲的獨立藝

術家都可以來報名。

在 這 部 分 的 年 計 劃

裡，我會擔任這些比

賽的評委和負責部分

策展工作。希望波特

蘭地區的藝術家也能

在其中嶄露頭角。

我 是 想 要 “ 治 療 痛

苦”的藝術家，生長在多

元文化碰撞和經濟貿易發

達 的 上 海 ， 我 的 畫 卻 準

確、簡單又直接地給以觀

者視覺衝擊。

命運可以推著我不斷

向前，繪畫卻需要自己主

動選擇。

PCT : 在創作中會遇到

什麼困難嗎 ? 如有困難又

是怎樣克服的呢 ?

潘志瑋 : 藝術創作是很

孤獨的。這是大家都有共

識的點。但對我而言，因

為我想表達的內核，讓我

要不斷地反思，對自己要真誠。不能美化自己和生活，

要徹底袒露真實。這需要更多真誠和更

強大的內心去直面。

PCT : 據知妳最近也被獲邀在米蘭藝術

中心參與一個國際邀請展展出個人作品，可

否談談這是一個什麼組織 ? 主題和目的是什

麼 ? 什麼原因妳會獲邀請 ?

潘志瑋 : 因為獲得了俄勒岡州比弗頓基

金會的傑出視覺成就獎，又在今年的意大

利萊切基金會斬獲了2020世界女性藝術家銀

獎。所以歐洲的藝術鑒賞家和米蘭藝術中心

負責人就聯繫到我。

Milan Art & Events Center (MA-EC)位於在

米蘭大教堂內。本次展出的主題是”Duali-

ty“探討的是雙面性。我的作品是挺配合這

個主題的。 

這 幅 作 品 還 獲 得 了 美 國 著 名 雜 誌

Artist Protfolio的十週年刊物封面和國際藝術

雜誌APREO的三等獎。目前還在米蘭大教堂

杜盧尼宮內展出。

PCT: 最後想知道妳和妳的藝術家團隊會怎樣去推動

波特蘭市的藝術發展?

潘志瑋 : 目前我的團隊和工作重心在紐約，在明年會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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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舞台上的中國新力量!

專訪青年藝術家潘志瑋

日期: 11/20/2020 

採訪者: (PCT-雅棋) 

受訪者: (潘志瑋)

PCT : Hello大家好！我是波特蘭中文

電視記者雅棋，今天我很高興來到90後青

年藝術家潘志瑋的創作室，瞭解一下當代

藝術舞台上的中國新力量！志瑋就讀於華

東模範中學藝術特長班、華東師範大學本

科、並在2018年碩士畢業。她獲得過無數

的獎學金、三好學生、優秀畢業生，她的

藝術履歷可謂“根正苗紅”。志瑋，很高

興妳接受波特蘭新聞的訪問，可否談談最

近在紐約市Yui Gallery的個展 ?

潘志瑋:因為疫情反撲的原因，紐約現

在面臨新一輪關閉。目前展覽以線上形式

發佈，並將永久保留在紐約YUI Gallery的網站。

“我正在尋找具象和抽

象邊界地帶的可能性。”我

的作品主要是兩條線，一條

是人體，顯而易見的大多是

女性形象。一條是幻境，有

骷髏和面目猙獰的石膏像，

大多是想像出來的意象化的

事物。

" 我 的 作 品 一 直 在 尋 找

一種真實感，伴隨著疼痛。

我們擅長曲解，擅長聯想，

什麼都可以，什麼也都不可

以 。 ” 所 以 在 這 次 個 人 展

上，會展出Aurora的新系列

和創作實踐。具象如少女身

材和天使臉龐的大型油畫；

抽 象 如 一 片 大 色 塊 ， 對 比

色、粗線條背景、以及幾何

圖案的抽象分割。

這是個急功近利的流量時代。我在尋找一種夢境的

語言可以治療所有的痛苦。我的畫面遊走在虛無和絶對

真實之間，就像是一場夢，也像是我們正在經歷過的人

生。

福澤延綿之地

位處優越，位處優越，
飽覽飽覽Mt Hood四季景緻

8421 SW Macadam Ave., Portland, OR 97219  
Tel: (503) 246-6488

紀念墓園

我們專業誠懇的團隊，會細心地講解
所需服務，設有中西式傳統土葬，全
套殯儀服務，並有多種花園，陵墓及
骨灰位可供選擇。

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專訪90後青年藝術家潘志瑋
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帶我們遊走虛無和絕對真實之間

Aurora#2 The New World_Oil on 
Canvas_24 x 36 Inch

Aurora_Oill on Canvas_
16 x 20 Inch

Deny_Oil on Canvas_
16 x 20 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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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新冠病毒專欄波特蘭中國聯誼會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Portland

俄勒岡州COVID-19最新數據
(截至2020年11月23日上午12：01)

總測試人數 1013121

陽性病例 63172

陰性病例 949949

死亡人數 826

0-9 歲 3231

10-19 歲 7250

20-29 歲 14393

30-39 歲 11899

40-49 歲 10413

50-59 歲 8326

60-69 歲 5243

70-79 歲 3095

80 歲以上 2350

年齡不詳 133

總數 66333

白種人 29874

黑種人 1921

亞裔 1874

美洲印第安人 1387

太平洋島嶼 835

其他 19121

多種族混合 1255

種族不詳 10066

總數 66333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年齡分佈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種族分佈

信息來自俄勒岡州衛生廳網站

1. 疫苗的类型及目前的进展
疫苗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包括减毒活疫苗(弱化的细菌/

病毒)，灭活疫苗(灭活的细菌/病毒)，类毒素疫苗(细菌产

生的毒素)，亚基(细菌的特定片段)和信使RNA(mRNA)疫苗。

信使RNA疫苗的新技术与其他传统疫苗截然不同。信使RNA是

含病毒蛋白编码的遗传物质，当将信使RNA疫苗注射到人体

上臂时，肌肉细胞会翻译信使RNA,能够直接在人体内制造病

毒蛋白。疫苗的信使RNA仅含编码病毒蛋白的片段，以使得

人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而不会引起疾病。

利用以上不同技术，全世界正在开发200多种COVID-19

疫苗。在美国，有两个疫苗进入了第3期试验阶段并取得良

好的结果，它们分别是PFIZER(辉瑞-BIONTECH和Moderna(莫

德纳))。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都是使用信使RNA(mRNA)技

术开发COVID-19疫苗的。  

今年11月23日，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报告说，其

COVID-19疫苗临床试验处于后期阶段，半剂量后再全剂量注

射可达到90％的高效。阿斯利康疫苗使用改良的黑猩猩普通

感冒(黑猩猩病毒)。这种改良的黑猩猩病毒携带COVID-19

表面刺突蛋白基因，然后可以利用COVID-19表面刺突蛋白穿

透人细胞。但是它不会引起疾病。Covid-19刺突蛋白可以

诱导人体内抗体的产生。阿斯利康疫苗的优势在于可以在摄

氏2到8度(36到46华氏度)下存储，辉瑞(Pfizer)和莫德纳

(Moderna)产品必须在接近-70摄氏度(-94华氏度)的温度下

存储。阿斯利康(AstraZeneca)表示将立即申请早期批准，

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紧急用途清单，以便可以在低收入国

家尽快使用该疫苗。从价格上看，阿斯利康疫苗(2.5美元)

比辉瑞(20美元)和莫德纳(15至25美元)便宜得多。

2. 怎么理解媒体报道的瑞辉疫苗95%的有效率？
PFIZER和BIONTECH COVID-19疫苗的临床试验表明,有

效率达到 90-95％。部分 志愿者接受了2剂疫苗，其他志愿

者接受了安慰剂。在试验结束时，在170例确诊的COVID-19

病例中，安慰剂组有162例，而疫苗组仅8例(1-8/170= 

0.95=95％)。Moderna的COVID-19疫苗的初步中期分析也显

示出95％的有效率。共有95例COVID-19阳性病例接受试验，

其中90例为安慰剂组，而mRNA-1273疫苗组仅有5例。

3. 谁先接种疫苗? 何时达到全民免疫？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正在制定疫苗公平性分配框

架。ACIP把人群分成四个主要组：卫生保健人员，其他非医

学基本工作人员，患有高风险疾病的人以及65岁以上的成年

人。它们可能是早期COVID-19疫苗的潜在接受者。根据目前

的进展，疫苗有可能在2021年春末或夏季广泛使用。

11月21日上午，联谊会防疫小分队联合分

子视觉实验室，在Tigard Mizumi Buffet停车

场设立临时检测点，为社区民众进行新冠病毒

检测。同时呼吁积极采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个人防护。

该项目负责人、联谊会顾委主席赵焱明

介绍，此次新冠病毒检测，是联谊会防疫小分

队针对当前新冠疫情高发，在进一步开展防疫

宣传服务和感染病例生活保障的同时，抓住病

毒检测这一关键环节，适时开展的一项免费惠

民举措，旨在及早发现，排疑解惑，更好地落

实病毒预防与控制，并借此起到一定的警示作

用。

为 做 好 本 次 新

冠病毒检测工作，联

谊会防疫小分队于11

月中旬之前，先后在

报刊、网络上广为发

布相关信息，先期以

高危人群及本会会员

为主要对象，兼顾社

区民众，发动人员进

行网上注册备案。与

此同时，运用投标形

式，征召技术合作伙

伴，经过多项论证比

较，最终确定由分子

视觉实验室担任本次

检测技术机构，为实施检测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日，由联谊会防疫小分队和分子视觉实

验室合作的检测工作，在上午规定时间内准时

启动。一位李姓华裔成为首位受检人员，并获

得了第一份防疫用品套装的馈赠。除联谊会会

员以外，不少愿意检测的当地及过往民众，也

在现场加入报名接受了检测。此举使检测范围

得以适度扩展，并受到欢迎与好评。

在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经过核对、确

认、登记、取样以及催检联系等一系列工作，

共有48人在现场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取样，6

人使用测试盒自行居家取样。嗣后，由实验室

逐一进行检测。为保护隐私起见，将由分子视

觉实验室于启动检测当日获取结果后，即采用

电邮和短信方式分别送交被检人员。现场取样

后，还为每一位受检人员发放了防疫用品精套

装。

为进一步发挥检测预防作用，在取得首次

现场检测经验的基础上，联谊会小分队还将规

划新的检测布局，继续推出新冠病毒的检测工

作，以服务于更多民众。与此同时，鉴于目前

时令进入秋冬季节，为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风险也随之加大。联谊会

防疫小分队负责人呼吁社区民众，切实加强防

控意识，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采取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做好个人防护。

据截稿时获悉，经本次取样的检测结果均

显示为阴性。(波特兰中国联谊会供稿)

範醫生解答新冠病毒問題：抓住防疫關鍵一環 

適時開展新冠病毒檢測
呼籲採取防控措施做好個人防護

-可提供语言翻译服务-

与他人保持联系可以使您保持健康。

50岁以上成人中有近五分之一有被社会孤立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孤独。任何出现孤
独、孤立、沮丧或焦虑的步入老年的成人都可以通过与我们的老年人孤独专家进行机密
电话联系而受益。有时，知道有人在乎您并想倾听您说话会很有帮助。

全州服务

503-200-1633 I 800-282-7035 facebook.com/linesforlife
SeniorLonelinessLine.org

联系。
倾听和
我们在此
感觉孤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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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詳情請電

資深繪畫導師 Maggie Fung

503-453 6013

網上課堂正式啟動!!

創意繪畫課程

不要
被疫情阻礙了孩子的

智慧發展及學習進度!!

適合初學者和幼、小學生 (5 or up)

 基礎素描
  繪畫細節將培養和發展觀察技能

  兒童畫
 通過顏色和形狀賦予想像力

8733 SE Division Street, #208 Portland  

攜同此廣告報名可獲高達$50扣減優惠!*

學齡前幼兒腦部發展的重要性 讓我們幫助幼兒提升學習能力! 

透過色彩豐富及多樣性的習
作紙，學習正規的執筆與建
構技巧。

三歲起

公文數 公文語 波特蘭中心- 東南區

4800 SE 82nd Ave, Portland OR 97266
Kumon.com/portland-soucheast-or l 503-820-0220
*優惠期至2020年12月25日

提升注意力，專注力及跟隨
指引的能力，能使幼兒在幼
兒園內脫穎而出。

公文的英語閱讀課程能引領
兒童學習字母及拼音從而能
夠閱讀句子。

公文的數學課程能引領兒童
認識及書寫數目字，學習數
字次序，點算及運算。

你的子女正缺乏面授課堂?
學習遇上困難?公文現正為
幼兒至高中級別提供

•課堂授課  

•一對一網上教學 

協助他們重回正常學習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