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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牌達人

我們的大型印製服
務，為客人提供完善
的窗户、門面、招牌
佈置製作。

大型橫幅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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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020年是一個令人驚怕的一年，但喜愛

觀天的人士來說，2020年卻則是不可多得的一年，特別

是12月份，人們不僅可以看到最好的流星雨，還有土星和

木星大合的罕見現象，讓你大飽眼福。而且，你無需購置

什麼昂貴的設備和望遠鏡，坐在家裏就能看得到。唯一的

條件是需要天空晴朗，必要時保護眼睛，並知道該朝哪裏

看。

12月9日至11日：北極光
由今晚起一連3晚，民眾有可能在家門就能看到北極

光。這是由太陽升起的日冕物質引起的地磁風暴，10日晚

將達到高峰，風暴的強度令北美多個地區，

包括俄勒岡州都可見到北極光。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空間天氣預報

中心將其歸類為G3風暴。G3意味著極光的強

度，今晚將會是G1，明晚是G3，11晚是G2

，所以周四晚會是最強的。周三和周四晚的

最佳觀看時間是晚10點到零晨1點。雲層將是

觀看時的最大的障礙。如果夜間天氣晴朗，

你想看一眼的話，一定要找一個遠離環境光

的較暗的地方觀看，記住要向北看！

12月13-14日：雙子座流星雨
本次雙子座的流星雨堪稱為流星雨之王。天文學家指，

流星雨的形成多是因為地球穿越由彗星留下的流星群時發生

的。但這次的雙子座流星雨則不一樣，它是一顆小行星留下

的流星雨。

雙子座流星雨活躍在每年的12月4日至17日，13到14日

晚是高峰時刻。屆時，每小時會有多達150顆流星出現。流

星雨的速度可以達到每秒35公里。隨著流星雨的燃燒人們還

將會看到黃色，甚至偶爾綠色或藍色的夜空。13日整晚和14

日整晚都是很好的觀測時間，沒有月光干擾。天空越黑，觀

測流星雨的機會越好。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建

議，流星雨可在晚上9點

後的任何時刻看到，但

最佳觀看時間事在夜晚

最黑的時後，即零晨2點

到黎明之間。至於觀賞

流星雨的最佳方式是仰

面朝天，以開闊的視野

仰望天空，不需要特殊

的設備，盡量選擇遠離人造光的地方，越遠越好。

12月21日冬至：土木星合體成聖誕之星　800年來罕見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表示，木星和土星

最近正逐漸靠近，在本月21日冬至當天，兩星將會運行至

近乎相同的位置，視覺上有如兩者「合體」，形成光芒四射

的星型，遠看酷似聖誕之星。如果天氣許可，預計全球都可

以在冬至當天看到這個「木星合體土星」的現象。NASA又

指，雖然這罕見現象約每20年會發生一次，但今年是近800

年來，木星和土星距離最接近的一次，上一次已是1226年。

NASA指出，由於木星繞太陽公轉一圈要12年，而土星

繞太陽公轉一圈是30年，因此每20年左右兩者才會運行至同

一位置，出現「木星合體土星」的天文現象。

這個天文現象每20年出現一次已是罕見，這次情況更是

千年一遇，由於兩者在天空中的角度相距少於0.1度，所以從

某些角度看來，兩者會完全重疊。兩行星下一次出現緊密結

合，得等到約60年後的2080年3月15日，再下一次則是2400

年。赤道附近是觀賞這個天文現象的最佳地點，不過如果12

月21日天氣晴朗、天空沒有光害，各地都能在日落後1小時，

在西南方低空看到此天象。當天，木星與土星在天空中的距

離只有滿月直徑的1/5，看上去就像雙行星(double planet)。

12月兩個在家就能見到的天文奇觀
今晚有北極光 周日有彩色流星雨 冬至有土木星合體成聖誕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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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主營實木櫥櫃，大理石，人造石枱面，瓷片，
地板以及家電，設施配套齊全

民眾強烈反對
205公路收費

線上教學成績慘不忍睹
家長呼籲州政府允許學校重開

（本報 ）受到新冠 疫情 響，學校

線上 ，不過最新調 發現，線上 使學生成

大幅 落，不及格比 增，這讓許多 專家

與家長都 心不已。

在 發 的本學年第一份成 中，比平常多了

許多F（不合格），這 示出學生在遠 學 中 到

了不少 。來自全國的學區都說，不及格的學生

人 增加了兩到三 ，特別是 不是 以及

學生的 難最大。

在俄勒岡州 克 高中校長 說： 這

全 了 們的正常水平，這 然 人 。

校在10月下 公佈的學生成 中，有38%是不合格

的，而正常情 下只有8%。

專家指出，由於疫情來得 然，各個學區與

促成 ， 有 ，學校也沒有 善 ，

嚴重 響了 學 果和學生成 ，情 人 。

：

 在家學 ，學生不做

 互聯 有 ，難以 成 和上傳作業

 未能 到學生，難 道 的 不

上，特別是在 上上 時，很多學生都關

， 看不到學生有 專心上 學生 本有

沒有上 。

校長任職的高中 於 學區，今個

學期的成 有 百名學生不 成 是F，分 更是0

分，表明學生 本沒有上 。

面對這些情 ，不少學校一直在加大外聯工作的

力度，並優先讓 些在家自學有 難的學生 校學

。在 些情 下，學校亦會改變 分政策，給學

生更多的時間 成作業。

校長 說，他的學校將300名學生帶到學

校，分成小 接受 的幫助後，學生的成 開

提高，但最 由於疫情嚴重而 了這 。目前

的團 增加了與學生的聯繫，並要求 時

給作業 分。 期 校更為 學生的家

長舉行了一次會議， 導家長如 在線 子 的

成 。

另有學校的管理層和 們正在商 調 成

的可能性， 要求給50分而不是0分，以 少

對有學 難的學生的 ，有 表示： 道0

分對平均分的 響非常大。 給 0分的是不交作

業的學生而不是作業有很多 答 的學生。當問

學生為 不交作業時，他們多說： 不 道答 ，

所以 沒有做

克 特有一雙子 在同一高中就 ， 年級的

子一向成 不 ，但今次成 不及格，其中

然 體 。相反她 高 的 ，全都得到A。

新疫情模型顯示到 2 4日
本州單日新增確診可達2,700宗 首批疫苗將於15日到達本州

兩名學生都是 用遠 學 。 克 特將

於 子們的學 方式。她說她的 很高興能自

獨立工作，但 子 是 學 者 ， 如果

不在 ，他就沒有動力去做。

大流行期間的成 不 也 示了 中的

公平 是如 的大。

據分 發現，不及格成 增加最多的是 心有

的學生，其次是以 為第 言的學生，第

三的 是 人學生， 來是非 學生。其中更受

人 目的，是之前表現良好的 學生，成 與去

年同期相比還要好。

日，在波特蘭市的東 區，有 30名對 子

們的學業感到 的家長舉行 和 行，他們提

出有需要重開學校，讓學生們能 全地回校上 。

他們表示， 道確 和 人 正在上 ，這是

然而， 要求 在家中的 子們，他們的情

同 是一個災難 家長們表示明 在疫情下有很多

家長和 都不願意回校上 ，而他們只是要求為

些正在 中的學生提供學 方式的選 。

在 中有一名8年級的 中生發言，她說去

年已 學， 為遠 學對她來說實在太 難了

她說 前多了，但 的指導 少了 沒有

的指導，她 全 不上。

這 家長要求州領導人在學校關門的第300

日 2021年1月6日前行動， 許學生有回校學 的

選 ，以下是他們的 求：

 要求在1月6日之前為 俄勒岡州 提供面

的選

 確 學校 員 類為必要行業的工人， 優先

接受病毒 試和疫苗接種

 專注於學校通風， 期內 用低成本解決方

，同時為長期改善提供 金

 向學生開 場在內的校 。

有在場的學生對記者表示，「非常 在學校

上 的日子，現時就如有人將所有東 都 了，

然後將 在 子裡。」

組織 會的一名 說：「 子們不能 足

，但他們可以在快 工作，這是一個極之

的選 。」

（本報 ）波特蘭市正在 向大城市的進 中，人口不 增

長，不少基建 已不 ，最明 的就是道 來 多 ，

經常出現 的情 。 前政府已有多 改善本市交通 的建

議，其中一 是 對205公 的道 收費。州運 局經過多月來的

調 ，向公眾發問 ，在收回的4 600份問 示，民眾對這收費

建議並不歡迎。

州運 局在11月 發 的報 內提到，大部份受 者對收費都

表示強烈反對，主要的 是205公 的收費 公平性。

建議中的收費區將 從Sta ord 到俄勒岡州213公 一段

205的雙向 道，而實際收費 段可能 於 俄勒岡市 regon 

City 和 est Linn 之間的 特 的A ernethy

。將不 收費 。 主可選 一個 ， 過 子收費

來支 費 不選 的 主， 次行經這 段，

機會將 下， 主將收到運 局 來的 。

收費亦 不同時段有不同的收費， 如從上午6 上午9 ，

以及從下午4 上7 這些繁 時段的收費，將 其他時段

高。據運 局的 示，205公 天 有6個 小時，目前

的總 流量是疫情大流行前的90%。 據俄勒岡州運 委員會在

今年9月通過的一 政策指 ， 費收入將用於改善 目範圍內的

區 。

運 局新 用的收費 目主任Broussard表示， 當增加新的

通行費時，公眾的不滿是 情 ，這會在運 開 後不

就消 了。Broussard在1月份加入俄勒岡州運 局前，是管理華

州通行費的。她在一次媒體的 問中指出，一個有時間 證

的 將讓 省下不少不必要 去的時間， 為時間是 貴的。

然公眾未能接受這收費的構想，州運 局將 州議員的

，他們在2017年下 機構 205和5 公 收費，作為全州

53億 大交通運 計 的一部分。

州運 局發言人 說： 對於5 公 ， 們正在啟動

更多的交通和流動性分 ，以幫助確 收費的起 和 。 他

們 計到2021年 成這 步分 。

在州運 局這份報 中，另一個主要的 是，205公 改善

目 今仍未 得任 金支持， 目將 和加 A ernethy

大 ，使其能 抗地 。

有民眾對收費表示 心， 者不願 費而改行5 公 及

其他的道 ，增加 些道 的 流量。俄勒岡市官員 心 目

將 響 市的宜 性，而 市的官員 認為其 民將 受不

成比 的 。 ladstone 的官員也表示不支持通行費。

州運 局計 要商 選 些 代方 ，並於2022年做出最

決 ，收費會在2024年才會正式實 。

（本報 ） 據州 生局上 發佈的最新疫情

型，在 前 ， 日新增的確 病 會增到2 000

，但這是州民在感 期前後的日子裡 公共

生 ， 持小型社交 會並 上口 情 下才會出現

的 。本州 到 三，全州總確 人 已達88 287

， 人 亦快 地增 1 110人。8日（ ）的

日 更 有36人， 三 有30人。

據這 型， 11月19日，本州的新冠病毒傳

是1.25，即一人可將病毒傳給超過一個人。以這傳

下去，可能會 致爆 性的感 ，到12月24日，可

能情 變得更 ， 天的新增確 有機會有2 000到

2 700 ，需 院的確 者 天將增 110人。

型的 證實了州 生官員和布朗州長 以來

的言 俄勒岡州正 著具有挑戰性的2020年 和2021

年 進。

機構已 極地為接收 增的新冠病人做好 。

型 ，到 前 ， 天可能有75到110 重

病 ，可能導致有更多人需 長 院時間 。

在上 五的新聞會中，州長為民眾帶來了疫苗即將到

步的好消息。州長說， 們雖然看到 道盡 有 明，

但 真正到達 明地帶還有一大段 。所以州長強

調， 們還不能 ，要 疫 。州長說：

明 ，在過去的10個月大家都很 了，這些 都是

真實的 她感謝 疫 的州民。

於疫苗方面，首 為 107 000 的疫苗將於15

日運到，另外有40 950 亦將於22日運到。這首

148 000 疫苗，將優先為 人員和在 機構，天

天接 病人的員工接種，接著是長期 理院的 和工

作人員 到第 ，就會 中給 高 組和前線工作

者。

生官員表示，疫苗需分兩次注 ，相 時間 3到

4個 期，要看是 家 的出品。州 生局長 表

示，本州將於12月29日收到119 540 ，是用作在1月進

行的第 次注 。

州流行病學家 格要求民眾在即將到來的 和

新年 期也要注意 全， 一些 的行為。他

特別指出， 院目前的病 ，大部份已 新冠病者所

用 如 在下 期 需 院 也 沒有 了

全州總確 人 共81 437人， 1 003人。

日前美國 中心日前亦首次建議民眾在 所以外的

內地方 上口 。 中心最 的 報 發現，有

的新確 者都是 沒有病 者所傳 的，並指出持

及正確使用口 對 低傳 起關鍵作用。報 亦提到，

在 外 不足 社交 亦應 要 ， 內地方最有

需要 口 。

另外，本州將於2021年1月推出智 手機應用 式，

過 式民眾可了解 期有 接 過新冠病 。州府鼓

勵民眾使用 式， 合市府 疫情 ，並 式

會 用 個人 信息。目前這 式正在俄勒岡州立

大學內進行 試。

類似的 式已在其他州和城市使用中，俄勒岡州

要到明年才推出，州 生官員表示， 到沒問題，最重

要是確 民眾的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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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誼會防疫小分隊再出動
向東南區華人宣傳防疫　派發物資

照顧周邊小城鎮
兩縣同時發放小企援助

專家稱：乾燥天氣
與新冠病毒傳播有關

（本報 ） 專家表示，過去一 期，本

州新冠病毒 增，可能與 的天氣有關。

oomcare首席 學官 利 anderli 博

表示，在多 的 報 表明， 度 下降10%

，傳 感 新冠病毒的風 就會增加兩 。通過增

並加 來提高 氣的 對 度，可以有 少病

毒在 氣中的 和 ，從而 傳 。同時

於 的 ，並 為 造成的

力下降。這說明了： 氣 ，病毒就 有可

能 過 氣傳 。他說： 當 氣 度 小時，就

會有更少的水 在 的小水 上， 此小水

變得小，可以在 氣中 的時間更長。

內 氣質量的國際公認專家科 （ ichard 

Corsi）博 說 的天氣與新冠病毒的傳 之

間有著 的聯繫， 他說： 著相對 度的

下降和 度的下降，實際上可以 長病毒的

東麥縣 ： Fairview、Gresham、Troutdale、Wood Village
華縣 ： Durham,　Forest Grove, Gaston, King City，
  Wilsonville

（本報訊） 和華 兩個大 城已分別向市內和

內的小型企業發 援助金，幫助小商 過 疫情，但不少來自這兩

個大 邊小城 的小商 們，從未有得到任 的援助，一直 於

經濟 境中。

有 及此， 和華 宣佈特別為 邊小城 推出

小企援助金， 受疫情 響的小企，並對 州長的 需關門

只能作有 度 運的小企可 優先考慮。

東 ： Fairview、 resham、Troutdale、 ood il

lage 和東 邊的城市

布朗州長從聯邦的疫情援助金中 出100萬 ，向東 內

受到疫情 響的小企分發 家2 500 的援助金。

日期：12月10日上午8時開 12月14日下午8時

通 日期：12月30日 通

援助金發 日期：2021年3月31日前

今次的方式是，商企 過 上 ，並由一個有14名人 組成

的 委員會 出名 ，這14人 長和議員，東 多

個城市的市長，波特蘭商業聯 ，波特蘭發展局等代表所組成。

申請資格：

 企業必需 於Fairview、 resham、Troutdale、 ood illage 

和東 邊的城市。

 2019年全年收入不超過200萬

 在2020年1月1日後有

 情： it.ly emc und，有中文 表有中文。

華盛頓縣：Durham  Forest rove  aston  ing City  華 內

的 ilsonville

援助金額： 3 000  5 000，優先考慮 館、 飲和 業

申請日期：12月7日 12月13日中午

申請資格：

  由2020年3月23日起已開 業

  用的全職員工少於101人

  屬 利小企業 非 利機構501 c 3

  合所有聯邦，州和地方的法 和 務

  在州政府 是

  在新冠疫情 響下：

 家 疫行政 下 關門

 疫情的法 ，收入 超過10% 以上。

申請網站：htt s meso dx.ty e orm.com to w30i 6，需要中

文幫助 訊 致  503 888 6298。

另外， 於Bank、Beaverton、Cornelius、 ills oro、 orth 

Plains、Sherwood、Tigard 等 於華 內的城市， 可到 市

的 ， 援助金的 訊。

期，使病毒可

活 更長的時

間。

科 博

指出，在

情 下，新冠病毒在表面的 時間比

情 下的時間長 ，使用加 會有幫助。將

度 持在50%到60%的範圍內，對病毒來說是最壞的

環境，但對 們來說也就是最好的環境。 專家們

還指出，這種 的天氣會使 們的 道變 ，

使病毒更 易進入其內 。 此， 管這種天氣看

起來和感 不 ，但也提 們需要盡一 努力來

病毒的傳 。

利 博 說。 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

題，即使本 就能解 ，以及疫苗即將到來，

但目前是時候要 行動了。

（本報訊）12月5日 上午，波特蘭中國聯

會 疫小分 的 成員， 宣傳服務 在Di

vision 的 館門前。一如以往，這

是中國聯 會是與俄勒岡州 生廳基層 疫合作所

展開的行動。

就小組成員 明 所 ，波特蘭中國聯

會在今次的行動分2大 。

其一是社區宣傳，特別為華僑同 傳達 新

冠 毒的訊息， 如派發中 文 本的宣傳 張和

一些 疫用品如 手 、口 。 與本地華人媒體

合作， 期在報章和社交平 上 疫 。

另外波特蘭中國聯 會亦 得來自俄勒岡 科大學

的 在 期的報導中講 疫情的發展和解

答 者們的有關 難。

其 是幫助一些受到新冠病毒 響的家 。

今 會為超過100 有需要的家 提供援助，這

當他們家中 有人感 ，聯 會就會協助將 物

到他們家中， 提供經濟上的各種 助。

明 表示，他們已收到 80份的援助 ，他們

即將進行 的 序。

為了向本地華人傳宣更多有關疫情的 訊，聯

會月來均選 一些華人 中的地 宣傳，如

之前曾在 人 、富 超市、 發超市...等等，

而在這天他們就選 了 開業的 門前，

就於如 說，希望人們在品 新口 的

同時亦能 得更多有關 疫的物 和訊息。

今次活動的小 ，更不辭 的，

在 的天氣下， 到 的商 派發 疫

張和 疫用品， 口 、 手 等。

非常歡迎有需要 有 問的華人

聯 會，可 ：971 865 7889，

登入聯 會 更 的 ：www.

ortlandc 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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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俄廣才報導）由俄勒岡中國理事會攜手

福建省外事辦、福建商業廳，天津市外事辦、天津市商

業局，以及俄勒岡州農業廳聯合舉辦的『俄勒岡州特色

農產品線上推介洽談會』，於美國太平洋時間12月8日

下午5時，即北京時間12月9日上午9時，在美國俄勒岡

州和中國福建省福州市與天津市同步線上舉行。

這是自美國大選後首次舉辦的以中美省州姐妹關係

為渠道的經貿交流活動，得到了俄勒岡農業廳、俄勒岡

州議會，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大力

支持。

俄州農業廳廳長AlexisTaylor，俄勒岡州農業廳

地區經理Jesse Paulson，眾議員Brian Claim、David 

Brock Smith，參議員Lew Frederick，俄勒岡州候任州

務卿、參議員Shemia Fagan，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總領

事王東華，福建省外辦主任王天明，天津市外辦主任、

友協副會長欒建章等中美政要與企業高管等逾百名嘉

賓，以及《人民日報在線》、《中國新聞社》、《中國

日報》、《波特蘭新聞》、《僑報》舊金山分社等媒體

代表出席了視頻會議。

會議由俄勒岡州中國理事會執行主席藍進主持。

俄州農業廳廳長Alexis Taylor在致辭時對王東華總

領事，以及福建、天津各界嘉賓表示熱烈歡迎，並向俄

勒岡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以及他所領導的理事會表示衷

心感謝。

Alexis Taylor表示，俄勒岡州農產品種類繁多且品

質優良。適宜的氣候為220多種農作物提供了理想的生

長環境，俄州漁牧業也十分豐富，以往大量農、牧產品

均銷往中國。她希望通過此次洽談會，促進兩地經貿交

往，更多地惠及兩地人民。

駐舊金山總領館王東華在演講中對這次線上推廣會

議的組織者們表示衷心感謝。

王東華總領說：「2020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合作是

這一年的關鍵詞。新冠病毒的爆發給世界帶來了前所

未有的挑戰，而擊敗病毒的唯一方法是所有國家共同努

力、團結合作。」  

王東華指出，中國是俄勒岡州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出

口目的地。中國與俄勒岡州去年貿易額超過了92億美

金，為當地經濟收入和就業做出了貢獻。今年前9個月

的貿易額已達82.5億美金，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4%。俄

勒岡州對中國的出口額已經達到68.1億美金，增長幅度

達26.3%，雙方合作有著巨大的潛力。

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場，去年國內消費超過

了5.97萬億美金，明年中國還將會加大發展的步伐。

據估計，未來十年中國的

商品進口將超過2 2萬億

美金。希望中國和俄勒岡

州可以進一步發掘合作潛

力，並將其轉化為實際利

益。 

福建省外辦主任王天

明表示，對這次的線上推

廣會議，福建省書記和省

長都非常重視並作出了具

體的指示，要求把信息盡

快發佈給從事進口的企

業，同時要求外辦和商務

廳、貿促會等職能部門幫

助福建的企業與俄勒岡州的企業建立聯繫，希望雙方能

在公平交易、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進行貿易合作。

天津市外辦主任欒建章表示，天津在新的發展格局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天津港有30萬噸級的人工航

道，對外可以通達180多個國家的500多個港口。俄勒岡

和中國可以通過港口合作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俄

州產品也可以通過天津港運到中國。另外天津市商務局

主辦的國際會展中心將於2021年開幕，歡迎俄州產品參

展讓中國了解俄勒岡。第三，天津正在打造國際消費中

心城市，歡迎俄勒岡人民來天津消費，以進一步推動與

俄勒岡的交流。 

俄勒岡州農業廳地區經理Jesse Paulson介紹了俄勒

岡的農業產品並回答了與會商家的提問。他表示，俄勒

岡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從海鮮肉禽、水果樹莓、

榛子土豆、酒類飲品，到草籽、苜蓿干草、苗圃產品等

等，俄勒岡極其豐富的農副產品不但可以滿足內需亦可

滿足出口。

俄勒岡州眾議院議員、農業委員會主席BrianL. 

Clem表示，中國是俄勒岡最大的農產品購買者，俄勒岡

州產品出口中國的份額曾經高達40%，雖然現在降到20%

，但中國仍是俄勒岡州主要市場。在會上不少中國企業

對俄勒岡州的紅酒和牛肉很感興趣，對此Brian表示，

俄勒岡州的紅酒和牛肉的質量屬於頂級產品，一直供不

應求。

會議期間，俄勒岡州多名參、眾議員紛紛發言，大

力宣傳俄州農產品的特色，表達了要與中國加深發展貿

易關係的願景。此次活動雖然與著名的耐克公司沒有直

接業務聯繫，但是他們也派出了公司高管參會以表示對

中美關係的關注。

參會的中美雙方企業反響熱烈，許多商家當場交換

聯繫方式、提出供需要求。參加會議的一些福建省本土

零售公司都表示對俄勒岡州的產品很感興趣，希望有一

天能夠在福建大型超市裡看到俄勒岡州農產品的專櫃。

本屆『俄勒岡州特色農產品線上推介洽談會』是在

中美關係漸行漸遠的大背景下舉行的。過去4年間，當

今世界最重要的中美雙邊關係呈現出自由落體態勢，雙

方經貿受到嚴重衝擊。

俄勒岡州長凱特 布朗曾在中國「十一」期間，給中

國駐舊金山總領館王東華大使寫信，希望中國在執行中

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時能夠考慮購買俄勒岡農產品以推

動本州經濟。俄勒岡今年遭受了疫情、山火、社會抗議

三重災難，經濟、就業受到沉重打擊。

俄勒岡州特色農產品推介洽談會
與中國友城福建和天津線上舉行
舊金山總領事王東華做主旨演講

俄州農業廳廳長 Alexis Taylor 致歡迎詞

俄勒岡中國理事會主席藍進主持會議

王東華總領事做主旨演講 

俄勒岡州分會場

福建分會場 天津分會場

俄勒岡中國姐妹關係理事會執行主席藍進認為，在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尚未出爐的時刻，國內學者大多認為

未來中美競爭格局不會改變，大國之間有序的競爭是個

試金石，並非壞事。更要主動把握中美良性競爭關係的

發展方向，從基礎做起，從實事做起，從民間做起，烘

托基層良性交流的氣氛以推動雙邊官方關係的重啟。

藍進指出，12月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

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代表團舉行視訊交流時提

出，中美應開啟各層級對話。王毅特別強調改善民意氛

圍：「中美雙方應當支援和鼓勵兩國立法機構、地方、

工商界、智庫、院校、媒體、青年之間加強友好交往，

加深相互了解，厚植兩國關係的社會民意基礎。」實踐

證明，「眼高手低」的形式主義和鏘鏘解氣的對罵解

決不了「挨罵」的問題。「與其詛咒黑暗，不如燃起蠟

燭」。良好的民間、人文及貿易的交流，是未來改善中

美關係的三大要素。只有實實在在用好這三大要素，才

能有講好中國故事的氛圍，才能接地氣。主動塑造中美

關係的關鍵，是要美國基層領袖向聯邦政府有力地闡明

對華關係的正面意義。

藍進表示，本屆獨特的推介活動展示了中美友好省

州所具有的「利益攸關者」屬性，展示了民心所向，增

強了民間交流的正能量，更展示了中國大國禮儀之邦的

風範，生動地體現了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和為貴」的價

值觀。

中美關係的發展要克服類似「怎麼把科技成果市場

化」的問題。中美智庫就是有一萬個高招，落實不到省

州關係、姐妹城市關係之中，最後還是沒有市場。中美

關係的確回不到從前了，但真正未來的重構，必須從小

事做起，從基礎做起，從民心做起。（會議文獻、圖片

分別由俄勒岡中國理事會理事馬勤、張善博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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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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12：01) 信息來自俄勒岡州衛生廳網站

總測試人數 2153661

陽性病例 122431

陰性病例 2031230

死亡人數 1045

0-9 歲 4075

10-19 歲 9178

20-29 歲 18357

30-39 歲 15298

40-49 歲 13427

50-59 歲 10919

60-69 歲 7037

70-79 歲 4167

80 歲以上 3164

年齡不詳 166

總數 85788

白種人 39225

黑種人 2296

亞裔 2732

美洲印第安人 1687

太平洋島嶼 939

其他 22678

多種族混合 1515

種族不詳 14716

總數 85788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年齡分佈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種族分佈

《CARES法案》是2020年3月27日签署的一部新的联邦法规。与之前任何时期相比，它让更多

的人可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特别是受到COVID-19感染的人。此法案主要推行三项举措：

1.	 疫情失业援助(PUA)。自雇者和独立承包人现在可以领取PUA，这是一项新的失业救济金计划

（2020年12月26日截止）.我们的在线PUA初始申请和每周PUA索赔申请系统是提交PUA申请最快

的方式，可减少您的等待时间：pua.emp.state.or.us。如果您愿意，也可以使用PDF表格。

2.	 联邦疫情失业补助(FPUC)。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7月25日期间，符合资格领取任何失业救济

金的人每周还能多领取600美元。

3.	 疫情紧急失业补助(PEUC)。如果您的常规失业救济金额度已用完，您还可以再延长13周（截止

2020年12月26日）

又是一个周六。12月5日上午，寒风瑟瑟

中，联谊会防疫小分队的几位成员，从城市

的不同方位驱驰而来。在Division St的“鱼

乐轩”餐馆门前，扎下了宣传服务站点的阵

脚。——以站点为依托，向周边商家展开上门

防疫宣传服务，是这个周六行动的一项新招。

这个站点所处区域，是华裔较为集中的

地方。以华裔为主经营的超市、餐饮、糕点、

中药房、按摩和美发美甲及office等商家店铺

星罗棋布，构成了富有族裔特色的商圈，是人

们日常消费购物的去处，因而处于疫情前沿地

带，被小分队列为防疫重点区域之一。

随着防疫高峰期的到来，对做好重点区

域的防疫宣传服务，摆上了防疫小分队议事日

程。以实际情况为依据，有针对性的采取防疫

行动，是小分队开展防疫工作以来行之有效的

办法。因此，针对这一重点区域，组织一次主

动上门提供宣传服务的行动显得十分必要，符

合当前防疫形势和商家需求。

“我们主要采取主动上门的办法，以站点

为半径，辐射周边店铺商家等各类小型企业，

把防疫宣传和防疫服务送上门送进店，通过为

商家送去每日必用的防疫口罩和消毒液，不仅

为员工和顾客提供防疫，也为面临疫情影响的

小型企业减轻一些负担。”对于商家目前面临

的困难，小分队负责人赵焱明在安排工作时都

会考虑到这一层，心里总想着多为商家帮上一

把。

走出站点开展服务，对于小分队来说已不

是头一回，但进商家门却是第一次。由于处于

疫情高发阶段，各种情况与以往有些不同，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为此，小分队在做好自身防

疫同时，分别由赵焱明、张凯蒂和刘波莎、王

朴林等人组成两拨人马，轮流进行现场蹲点与

外出上门，展开防疫宣传服务行动。

《CA R E S法案》和CO V I D - 1 9

活動通知：本周六(12月12日)上
午十一点开始，波特兰中国联谊
会将在位于中国城的美味烧腊餐
馆附近设点，免费分发口罩、洗
手液等防护用品。欢迎大家前来
领取。

地址：18 NW 4th Ave, Portland, 
OR 97209

1-800-321-OSHA (6742)
TTY 1-877-889-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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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sha.gov

职业安全与健
康管理局

适用于所有工作场所的降低冠状病毒
接触风险的十个步骤
所有工作场所都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来保护员工：

1.	 如果员工染病，鼓励
员工在家休息。

2.	 鼓励呼吸相关礼仪，
如咳嗽与打喷嚏时覆
盖口鼻。

3.	 提供可供洗手的区
域，或提供含酒精量
至少60%的酒精速干
擦手液。

4.	 如有可能，限制工作
场地员工人数，仅允
许关键员工进入。

5.	 如有可能，设立灵活
工作场所（如，远程办
公）以及灵活工作时
间（如，错峰轮班。

6.	 尽量避免员工互相使
用他人电话、办公桌
或其他工具或器械。

7.	 经常性地对工作台
面、器械和其他工作
环境中的物品做清洁
工作。

8.	 采用经环境保护局
（EPA）审核的、标
签显示抗冠状病毒的
清洁用化学剂。

9.	 遵照制造商的指示使
用所有清洁剂产品与
消毒产品。

10.	鼓励员工上报任何安全
与健康相关的顾虑。

➊

➋

➌

➍

➎

➏

➐

➑

➒

➓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osha.gov/coronavirus 
或拨打 1-800-321-OSHA 
(6742)。

CS316248C    11/30/2020

cdc.gov/coronavirus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6 ft

Find ways to maintain important 
connection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even while 
staying physically apart

Avoid big crowds when you can.

» Sometimes this won’t be possible.
» If you need to be in a line or a group of 

people, try to keep about 6 feet of distance 
from them. 

Cover your mouth and nose with a mask 
when around other people.

» Wearing a mask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staying 
at least 6 feet apart from others.

Stay at least 6 feet, about two arm lengths, 
away from other people. 

» Avoid hugging and handshakes.

外出上门服务主要以站点为中心，由近

及远，沿着Division长街两旁店铺商家逐个

上门。小分队携带着防疫用品，迎风步行，

逐个走进二十来家商户，一一分发防疫用

品，宣传防疫事项。“多谢晒！”的感谢声

此起彼伏。小分队所到之处，让许多商家感

到惊喜也感到不少温暖。

站点现场的宣传服务也不逊色，咨询服

务台前，不时出现人来人往的热闹劲。因恰

在周末，来这里餐馆打包的顾客接连不断，

一波波顾客来来往往，都会收到一份防疫用

品和宣传页。在一份餐饮包之外，又带上一

份防疫包，顾客们高高兴兴十分满意。

上门服务的办法，收到了良好效果。为

商家落实防疫措施，增

强防疫意识，树立同舟

共济、共同抗疫的信心和

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经过站点现场

与走访上门的宣传服务，

共为各商家和顾客发放了

2000个口罩和200瓶洗手

液。“你们的宣传好像给

我们敲警钟，让我们感觉

到，病毒防疫千万不能疏

忽。”好几家商店的伙计

都如此感慨。(波特兰中

国联谊会供稿)

在重點商圈，開展上門服務— 

防疫小分隊出新招促防疫

華盛頓縣向縣內小企業推出新一輪援助金

$3,000 - $5,000
申請日期：12月7日-13日中午

申請網站：https://mesopdx.typeform.com/to/Rw30iY6t

申請資格：

- 營商地點必須在：
‧華盛頓縣週邊地區：Durham,
 Forest Grove, Gaston, 和King City
‧華縣內的Wilsonville

- 由2020年3月23日起已開始營業

- 僱用的全職員工少於101人

- 屬營利小企業或非營利機構501(c)3

- 符合所有聯邦，州和地方的法規和稅務

- 在州政府註冊或是獲豁免註冊

-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
‧因居家避疫行政命令，被迫關門

 ‧因疫情的法例，收入損失超過10%或以上

華盛頓縣關愛小型企業援助金

APANO 
需要中文幫助請致電 503-888-6298



A6 | 廣告 2020年12月11日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A3 | 新聞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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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