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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辦公室要員親臨翡翠區聽取商戶意見
商家希望政府能正視區內經常發生的偷竊和破壞問題

（本報訊） 區包括翡翠區一帶近日發生的

商舖 環被壞的事件，一直受到外界的關注，所

有媒 更以 視亞裔的 度來報導這事件，事件

亦 起了市政府的關注。 四，3名波特蘭市長辦

的要員包括前市長森 ．亞當斯， 臨翡翠

區 取受影響商戶的意見。

負 安 今次的會面的是波特蘭新聞 翡

翠區委員會的許 ， 表示，森 ．亞當斯

希望能 自到來探訪商家並 取他們 商的困難

和經 ，收集到的意見將作為波特蘭市政府在下

年度財政預算撥款的指 。

翡翠區等 個經 區是由森 ．亞當

斯在他出任波特蘭市長時所 立的，今次重回這

區倍 。亞當斯 接受了現任 市長的

請， 回市政府工作，並擔任市長辦 的

新主任，專門負 改善 安全、清潔街道(包

括 和 )與他一起出席的還包括市長辦

的商業與經 發 主任 hanh ran和負 安全

的Asena Lawrence。

當日出現的 家商戶都曾多次受到破壞和被偷 ，

在會上大家都踴躍講出實 和提出意見。出席的商家包

括 、利民餅店、祥發超市、 、

工辦 、 nicorn 館、 eo 和兩家附近的 西

館。

商戶 都認為本區 安和 商環境已變得 來

， 是一個二等地區。最重要的是出事後，得不到警

察的回應，同時露宿者問題嚴重， 到滿街 ，

更是 可見。 商的環境更是每 下。

其中 eo的 主Alex指出，在翡翠區內目前正 於

三個大 行之中，第一當 是新冠疫情，第二是露宿者

問題，第三是亞裔商戶的安全問題。他指出，要在一個

犯人的 利比我們多，租客的 利比房

多的地方生 是極之困難的，見到賊人來我們也不能做些

麼，警察也不多管，而這一區 已被市政府遺 了。商家

們表示，疫情下經 已是收入大減，還要經常支付這些修理

費用，實在是 難。商家們希望市政府能多 這一區，警

察亦能加 巡 和回應商戶的求助。

亞當斯提到，明 商戶的情 ， 到偷 或破壞，警察

都不管，但他希望大家 到這些情 仍需繼續報警，因為市

政府的做事方法是，看到那 有需要，就將資源放在那 ，

如 果大家都不報，政府就沒有數字得知本區的情 。他

又建議，目前最好商家能 起來，互相

應。(下接A3版)

波特蘭市長辦公室的要員包括前市長森姆．亞當斯 ( 右 ) 探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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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宣佈最新的
疫苗接種時間表

（本報綜 ）上 （26日）州長 ，全州16 以上的州

民均有可能在本年7月1日之前接種疫苗。並 出以下的時間表：

3月29日起，以下人士可接種：

- 45至64 的 性 者（包括 、心 、2型

等），高 者則不在此列；

- 在農場工作的工人，包括季節性農工；

- 從事食品加工的人士；

- 無家可 和居住在密集式居住環境的低收入人士；

- 因 而要 離失所的人士；

- 為下一個 季節作準 的 地消防員；

5月1日起：

- 按美國 控中心 意的前線工作者（包括 、 、

館、 店、建 、加 、 、 交通、 料 造、銀

行、新聞界、政府的立法人、法庭人員、法官律 等）

- 16至45 性 者；

- 多代同住的家庭成員

6月1日前，大部份45歲和以上人士均合資格接種

7月1日開始，將為餘下的州民接種

外，市民亦可到Walgreen、 a eway、Albertson的 房預

約接種，這些 房均表示，他們獲取的疫苗數量有限，希望市民

耐心，最好 登記，有預約時 時就會獲得通知，Fred Meyer亦

將在 後加入。 著更多人接種疫苗和疫情漸 緩和，全州大部

份地區都在不同 別的重開 ，相信本州很快就可安全重開，

早日重回正常的生活。但官員提醒大家，我們仍 要保持 交距

離，戴口罩， 手和不要參加大型 集。

雜貨業要求州長提前
為業內員工接種疫苗

本州確診首宗源巴西的變種病毒
麥縣確診數字持續下降

波特蘭終擺脫“無政府主義管轄權”的標籤
但隨機破壞的行為何時了呢？

（本報綜 ）在去年，本市 場的 力示 ，使當時

的特 統將波特蘭、西 圖和 約等城市標 為“

無政府主義管 ”；現任 統 登，在上  下行政

，正式 除這個標 。波特蘭市的所 無政府 亦正

式結束。

波特蘭市市長 ． 和當地官員均對此消 到

高 。

市長發 人 多說：“與聯邦政府成為合作 而不

是 對者，實在是太好了。”“現在是時 要與聯邦政府

合作，針對本市的需要，使波特蘭 復 的 道。”

登的 決還 了 項行政 ，包括特 法

部於9月2日發 的 錄，標題為“對那些 許進行無政

府 ， 力和破壞的美國城市，在撥出資金到該州和地

方政府前，聯邦政府必需作出審查”。據報導，聯邦政府

曾 減波特蘭地區180萬元針對 療新冠確 者的撥

款。

這三個城市一直在擔心有可能被聯邦政府 斷撥款。

特 政府的 法部已將波特蘭市 續100多個晚上的持

續 力示 活動，作為指 波特蘭市 入無政府 的

據；而事實上，示 活動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

個街區上。

在去年10月，波特蘭市加入西 圖和 約，聯手

告特 ，指 統是無法律的 起這些城市的聯邦

資金。當時三名市長在一份聲明中指 特 “用國會

管理的資金進行 價的政 ”。

但本市的破壞行為仍 持續，受影響最大的商店 主

們都高 ： 何時了 ？政府和警察何時才出手 ？

晚在 區的一場 力 行，有近150人參與，

他們在市中心的西 區 行聲援 登的 民政 ，並且

行 打破 商店的櫥窗，受影響的包括有

店、銀行、食品店、 館等。 近兩 時後。整區

的企業 滿了 警察以及 民和 關 法部門。

其中更看到有中文字 ”這是我的家”。

到晚上10時，示 開始變成破壞，警方要求示 者

立即停止所有犯 的行為，否則會被 。示 者 警

察大 ”回家”，而住在商店 上的住客則 示 者大

”你們回家”。

警方表示，由於示 過程中，在波特蘭市多個地方同

時發生 事件，在人手不足的情 下，只能 出 自

行車的的警察到場，阻止示 者的犯 行為。

最後警方 了兩人，一是31 的 imberlin，警方

只能 他發出 票，因疫情的限 未能 留他，這名疑

犯已是第三次在示 中被 。 一名疑犯只有17 ，警

方將其交 看管。

今次的示 早在 交媒 上 了多天，市中心有商

舖早已在店外 上 板，商家們都無耐的說，何時才會

完 ？有店主指出政府已放了太多資源和力量來應付，

但應付根本的問題更重要，這樣商家們就不用再用 板

來保護店舖不受破壞。

州民主黨人提出將本州
最低工資定為每小時17元

（綜合報導） 州立法會有 名民主 人日

前提交了一項法 ，目的是要大 提高該州的最低工

資，從 些地區的每 時最低11.50元提高到全州的

每 時17元。

如法 獲得通過，從明年開始，對一名每 工作

40個 時的人來說，每年的收入大約為$35,000。該

法 還將消除 州因地區不同，最低工資有

的情 ，該 是為了保護那些在農村地區 的企

業，他們的開支成本較當地的生活成本為高。

管 議的最低工資提高計劃由 名議員聯名提

，他們都是第一年 在立法會工作的議員，民主

領導人並未有將他們所提的法 列為 事項。這意

著，通過的可能性很 ， 其是如果 和 人再次

要以 工來阻止 。

根據最新的州數據， 州的工作 中，每

15個就只有一個是支付最低工資的。在2016年通過的

一項法 規 ，分期將本州的最低工資提高至在波特

蘭地區的每 時14.75元。現時本州的最低工資每年

都會增加，今年7月1日，波特蘭地區的最低工資將由

目前的13.25元增加到每 時14元。

州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到2022年在波特蘭

地區（不包括其他地區）提高到每 時14.75元，這

項提 亦建議消除地區 ，並於2022年7月1日將全

州的最低工資 為每 時17元。 後每年的 與通

，而 於通 的年增長 ，所有工

人將年年加 。

長期以來，經 學家一直在 更高的最低工資

對通 和就業的影響。在過去的 年中，檢 了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導 大量工作 失的 統 ，

、 州和許多其他州提高了最低工資標

準，而在大 行之前的這 時間 失業 降至歷 最

低水平。

但是，無 的國會預算辦 上個月得出結

，民主 提出的在未來 年內將聯邦最低工資從

每 時7.25元提高到15元的提議，將減少140萬個就

業機會。( 人員還發現，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

將使90萬人 貧困，並增加多達2700萬美國人的收

入。)

民主 人曾希望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納入目前正

在國會通過的新冠 援方 中，但參議 要求有60票

才能通過，而控 會議 一 的 和 人一 對提

高最低投票數。

（本報綜 ）根據

州的接種疫苗時間表， 店

員工要等到5月1日才可獲接

種新冠疫苗。日前 業工會

代表工人 州長提出要

求，將業內工人的接種日期提

前，因為這些工人， 消防員和教 ，被美國 控中心（CDC）

列為前線工作人員，而消防員和教 目前已可獲接種。

代表 州 店工人的工會主席 表示：“

控中心的決 是太可 了，因為這將使所有 州州民有

更大風 新冠 。”

又指出：“今天工會的決 ，是州長做出錯 決 的結

果， 州州長 正在 極 對CDC的建議。州長繼把政

於 學之上，對州民來說是一個 的 。”他補 說。

聯邦政府為 州確 接種疫苗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工

會人員 稱， 店工人接種疫苗不 是為員工的安全，同時

也是為到客人的安全。

由於疫苗供應有限，州長 了 把接種機會 予有 性

的人士。州長的發 人 爾說：“由於 有 性 的州民

比其他人更 新冠 毒，因此確保他們可 快接種疫苗是

至關重要的。”

據報導，截至2月13日，已有13個州 店工人提供疫苗。

（本報綜 ）根據州 生局每天發 的消 ，本

州發現首 確 西變種新冠 毒。確 者是一名

來自Douglas 縣的人士，有外 錄，目前已進行

自我隔離。

日內麥魯瑪縣的單日新增確 例均 於低水

平。麥魯瑪縣在 一（3月1日）的新增確 例更

只有16 。

麥縣 生局的維 斯 士表示，數字顯示麥縣的

確 持續下降，並已到了去年 天的水平。 在

二的例會中 示三 圖表，顯示麥魯瑪縣無 在

確 、住 和檢 陽性方面，都有正面的進 。

為何目前的確 這樣低 ？維 斯 士

說：如說這是疫苗的關 ，目前仍是 之過早。但

承認開始看到一直是住 高危 的65 及以上人

士，情 有很大的進 。

維 斯 士認為，今天的數字是民眾一直認 地

採取預防措施，並一直 持下去的結果。 說：“

這 是 人 這確實是有許多民眾，一日復

一日地，做出正確的 ， 到這些數字下降了，

讓我們現在都 到放心。”

維 斯 士指出，由於出現變種 毒而 前 出

現很多的不確 性，所以“即使今天的數字 人鼓

，我們也必須保持警 。”

在接種疫苗方面， 一開始，65 及以上人士

可以接種疫苗，合資格的人士可到https://covid-

vaccine.oregon.gov/登記， 後有工作人員通過電

話或電 通知接種時間和地 。這個預約程 的改

變，可 下民眾不斷花時間在電腦上預約的時間。

除了在 會議中心和機場的兩個大型接種場

外，縣政府亦經常特別為少數 裔 區開 臨時疫

苗接種 所，方便不 的人士。由於疫苗的供

應數量有限，負 的機 都不 在事前大造 。

在有 人種 區中，大家都互相 應，互通有關那

有臨時疫苗接種 所的消 。早前就有一少數

裔機 的接種時間表被 後，預約時 在不消10

分 就已告滿。為免預約的 煩，還是按上 的

結 登記， 後等 有關人員通知到場接種。

已登記的民眾要留意， 只會接到兩次的電話通

知，如兩次都不接電話，預約就會自動取消，那

就需要重新登記。有民眾表示，打回來的電話 一

些 告電話的號 相 ，所以沒有接 。

民眾亦可到就近的超市 房接種，但亦要 到超

市 房的網 預約。據了解，有些 房 許預約者

接種那家的疫苗，例如是只需一針的 生或是

兩針的其 疫苗。

在 三，本州已為州民接種了超過100萬 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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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通過疫情期間低收入戶
每月補助網路費50元

州
為 最

沒領到紓困金？
今年申請退稅就能拿回

（綜合報導）錯過領紓困支票？你不是一個人。聯邦財政部

的數據顯示，約800萬美國家庭仍未收到去年4月第一輪支付的

1200美元紓困支票。

《今日美國》報導，專家們警告說，去年12月發行的600美元

的紓困支票，可能很多人都沒能拿到。

被遺漏在外的家庭主要是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的成員往往

收入較少，因此他們通常不需要提交納稅申報表。

去年春季，國稅局推出了一款線上工具，個人可通過該工具

提交個人資訊，以領取紓困支票。但有些低收入家庭沒能線上提

交資訊，還有一些人由於故障或銀行帳戶資訊不正確未能收到紓

困支票。如果你沒有收到紓困金，或是收到的錢比應該拿到的要

少，那麼你或許能通過申請退稅信貸(Recovery Rebate Credit)

拿回這筆錢。為拿回這筆欠款，你必須提交一份2020年的聯邦所

得稅申報表，那些通常不納稅的人也需要這樣做。

國稅局在1040表格的說明中附上了一份退稅信貸工作表(Re-

covery Rebate Credit Worksheet)，如想拿回漏申的紓困金，

請在1040表格第30條(Line30)找出2020納稅年度的退稅信貸這一

項，欠款可被添加到任何一項退款中，或是抵消你在2020年的所

欠稅款。

（綜合報導）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

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25日通過決議，

在疫情期間為低收入用戶提供每月50元寬頻網路費

補助，符合條件的家庭還可在購買電腦或平板電腦

時，獲最高100元的減免。

符合申請資格的用戶，包括領取糧食券的民眾、

參加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民眾、領取「裴

爾獎助金」(Pell grant)的低收入學生。疫情期間

丟掉工作的失業勞工，也符合申請資格。

這個稱為「緊急寬頻福利計畫」的項目，預算高

達32億元，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每戶每月50元的網路

費用補助，直到疫情結束。在原住民部落地區，每

戶家庭網路補助費用則為每月最高75元。

FCC代理主席羅森沃西爾指出，FCC與網路業者建

立完成合作系統後，未來60天內將開始接受低收入

家庭辦理網路費補助登記。

羅森沃西爾發表聲明指出，這項計畫將協助瀕

臨網路斷線危機的民眾，「這將能幫助那些把車停

（本報訊）麥魯瑪縣推出房屋保溫節能項目（天

氣計劃），特別為縣內低收入屋主的房屋進行免費

的節能改造工程。這項目除了可提高能效水平和減

少能源開支外，還可改善居住者的健康、安全和舒

適水平。估計改造工程完成後，能源開支會減少25

至40%，同時亦可將房屋的價值提升。

全美有超過25%的房主有極重的能源負擔，可以

說是與收入不成正比例。低收入家庭平均將其收入

的8.6%花費水電媒等能源開支上，是高收入家庭的

三倍。

麥縣這個節能改造項目（Weatherization Pro-

gram)與當地的承包商合作，對房主免費進行以下裝

修：

- 在屋頂、地板和牆壁安裝隔熱層：也就是保溫

棉，原來有的保溫材料，日子久了，就會逐漸失

去其保溫作用。

- 通風管道密封：冷熱器的通風管道應保持密封才

能有良好的通風效果，否則會使暖氣或冷氣費用

增加。

維修/更換暖氣系統：

更換窗戶和露台門：舊式或日久變型的窗戶會讓

冷空氣從縫隙中滲入屋內，減低屋內的溫度。

檢查燃燒器具的安全性，包括煮食爐、熱水

爐.......等等

修理/更換舊水管

改造工程完成後，除可有效降低用能開支、提高

舒適度，保護家庭成員的健康和安全外，經改造的

房屋更經久耐用。麥魯瑪縣的節能專家沃爾斯沃思

（Gary Walsworth）指出，這絕對的一個雙贏。因

為房主可以獲得更安全、更健康和更負擔得起的房

屋，與此同時，麥魯瑪縣亦變得更加環保。

要獲得這節能援助的資格，家庭收入必須等於或

低於聯邦貧困線的200%。對於一個兩口之家，年收

入上限為34,480美元；一個四口之家，這相當於每

年52,400美元。縣政府亦鼓勵居住在柏文的合資格

住客，要求業主申請。

在這疫情期間，這項目亦已採取了額外的預防措

施來保護房主。每個承包商均需遵循嚴格的州和聯

邦安全準則，包括保持距離、戴手套和口罩，以及

經常消毒工具等。

沃爾斯沃思說：“任何有資格的房主都應該立即

申請。”“政府實際上是為房主免費提供房屋的升

級工程。這有可能改變生活，特別是在這個新冠疫

情的危機期間。”

欲申請的人士，可到這個中文網址：https://

multco.us/dchs/weatherization　或直接撥電503-

988-7423。

在停車場，坐在車上只為尋找無線網路(Wi-Fi)訊號

以便工作的民眾，還有那些帶著筆電在圖書館外逗

留，想要靠著網路訊號遠距上課的人，以及那些必

須煩惱要把錢拿來繳交網路費用帳單，還是要付房

租或購買生活必需品的人。」

符合條件的家庭包括收入不超過聯邦貧困線標準

135%的家庭。根據政府2021年出台的標準，年收入

在17,420元以下的兩口之家；年收入21,960以下的

三口之家都被視為 低收入的貧困戶。

多年來，業界批評人士指出，對農村地區的關注

不足，缺乏企業投資，成為了不少美國人上網的障

礙。據官方數字顯示，多達2,100萬美國人未能享有

高速互聯網，但業界人士則認為實際數字比這還要

多。

在過去一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迫遠程工作和

學習，眾沒有互聯網服務的民眾數目更明顯。一些

人還擔憂，這可能會影響疫苗分發，因為預約通常

都是透過網上進行的。

（本報訊）州政府推出的「新冠疫情房屋貸款援助」，目的

是要協助本州無力償還貸款的屋主。3月14日截止申請，由於金

額有限，合資格人士應立即提出申請。

合資格申請的人士必須是在2020年1月開始已無力按時還款，

目前正在領取失業金，又或正經歷財政困難，又或目前已有工

作，但仍在拖欠每月的貸款等人士，均合資格申請。

這個「新冠疫情房屋貸款援助」為申請人提供兩種福利：

一． 按揭供款援助：為拖欠房貸的人士提供最多6個月供款或最

多4萬元的援助。

二． 恢復按揭：提供最多4萬元援助予申請人支付恢復按揭的費

用，使屋主可繼續償還每月的供款。

申請資格主要是：

- 因失業、工時被減、自僱收入大減、離婚、家中有人死亡或

有高昂的醫療費用，又或永久或短暫性的傷殘等人士；

- 拖欠房貸的房屋必須是自住；

- 房貸中的未還的本金不能超過 $491,050；

- 目前未有申請破產；

- 按揭必需是首按，且是沒有房屋淨值信用額度等

更多有關申請的詳情，請瀏覽　https://www.oregonhome-

ownerhelp.org。

(上接A1版)他又說到，全城都需要來個深層的清潔，

但這是一個需要很多人力的項目，亞當斯說他正在籌劃

這事，需要有大量的義工參與，而在完工後亦需要大家

幫忙維持整個地區的清潔。他說當輪到翡翠區，希望見

到大家參與義工的行列，一起動手為自己的地區清潔。

大都會局針對協助本市露宿者問題的1.8億元預算正

在收集大家的意見，亞當斯深相信大家提出的問題均可

納入其中。

會中有人提出，破壞的行為如得不到法律的審判，根

本就沒有阻嚇的作用。亞當斯表示認同，他提到市長也

對此表示不滿，現希望疫苗能加快為州民

接種，好讓法庭早日重開。亞當斯說我們

要合力將我們的城市恢復正常。他提到已

與檢察部門商討，法庭要採取行動，重罰

一些破壞他人物業的犯人，而近期政府成

功檢控有一名在市中心大肆破壞商店的疑

犯，並判了3年緩刑，和賠償商戶46,000

元。亞當斯指，希望這些人知道破壞他人

物業是有嚴重後果的。

左起：波特蘭市長辦公室的要員包括前市長森姆．亞當斯、負責
公共安全的 Asena Lawrence、波特蘭新聞編緝兼翡翠區委員會
的許張淑儀、商業與經濟發展主任 Khanh Tran、Apano 的 Linh 
Doan 在波特蘭新聞辦工室合影

亞當斯一行數人在 Divsion 街巡視環境並探訪了商戶

市長辦公室要員親臨翡翠區聽取商戶意見
商家希望政府能正視區內經常發生的偷竊和破壞問題

最後，Alex教路，說他每天晚上收舖後，會將收銀

機的銀盆放在一座椅上，將這座椅放在玻璃門前，讓賊

人看到，並在櫥窗上貼上”本店晚上不會有現金”的字

句。他說，自己的店曾多次被打玻璃入內偷錢，自從這

樣做後，就再沒有偷錢賊出現。

亞當斯亦提醒店家關門後要開燈，讓賊人以為有人

在內，同時要安裝太陽能防盜攝錄系統，以防賊人剪斷

電線。

會後，亞當斯一行三人在Divsion街巡視環境並探

訪了多家商戶，包括波特蘭新聞、利民餅家、祥發超市

等。

亞當斯表示，很難得見

到亞裔商戶這樣踴躍講話，

讓他們更了解商戶所面對的

困難，而且商戶所提供的都

是寶貴的意見，將有助市政

府規劃未來工作的預算。
森姆．亞當斯 ( 左 ) 聽取 Teo 的東主
Alex( 右 )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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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华灯相竞处，佳节人月共圆时。”2月26
日，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之夜，由波特兰中国联谊
会主办，英特尔华人联盟和萃胜工商会协办的2021俄
勒冈州华人新春云联欢，与观众相聚云端，共庆新春
元宵。

今年春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在疫情下，以云
联欢的特殊形式，共聚云端辞旧迎新，欢度元宵，在
本州华人历史上尚属首次，引来中美各地友人的热切
期盼和关注。

担纲本次活动主要负责人、波特兰中国联谊会顾
委主席赵焱明对本次云联欢的总编排作了简要介绍。
她说，本次云联欢主要分为六个篇章：“新春祝福
篇”，包括舞狮、致辞和祝福；“同心战疫篇”，包
括支援武汉、援助本地一线和卫生厅防疫项目三个板
块；“欢乐今宵篇”包括贯穿始终的歌舞、器乐、武
术和魔术等文艺表演；“同舟共济篇”，包括疫情期
间积极乐观、战胜疫情的感人故事和画面；“灯谜抽
奖篇”，包括猜灯谜、转盘抽奖与线上红包等；“回
顾展望篇”，包括联谊会27年来服务社区和历年春晚
精彩节目集萃；以及为配合此次云联欢举办的摄影活
动的“评比揭晓篇”等，通过荧屏主持人和画外音，
将“场”内“场”外的节目串联一起，呈现一场全新
的新春云联欢盛宴，为俄勒冈州及各地华人华侨送去
新春的慰籍和欢乐。

锣鼓喧天，醒狮起舞。云联欢延袭华人传统过年
习俗，以舞狮开场，拉开欢庆新春的序幕。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王东华总领事、国会参议员 
Ron Wyden先生、众议员Kurt Schrader先生、波特兰
发展局Kim Branam女士为晚会发来致辞视频；波特兰
市长Ted Wheeler发来贺信，一一向华人侨胞致以新春
节日问候和祝福。

王总领事在致辞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鼓励侨
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战胜疫情，为创建更加美好
生活、促进中美友好作出更大努力。

曹国财、黎观城等俄勒冈州各华人社团代表、英
特尔公司副总裁及部门经理等也以视频形式向观众“
云拜年”。

云联欢节目基于民族文化特色，运用喜闻乐见的
形式加以艺术创作，集中展现疫情下俄勒冈州华人积
极向上、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呈现了不少精彩的节
目，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

师 从 朱 逢 博 的 黄 捷 独 唱 的 一 首 《 芦 花 》
，Emily、Kimberly、戴丽红女声三重唱的《乘着歌声
的翅膀》，都以清亮、圆润的歌喉，熟悉而美妙的旋
律将观众引入到清新馥郁、明丽愉悦的美好意境中。

俄勒冈国际芭蕾舞学院李野编排的芭蕾舞《明
天》，由俄勒冈芭蕾舞剧院首席成宣和李野及学生表
演，以芭蕾为语言，多方位呈现疫情下人们与病毒抗
争，重获生机，走向明天的过程，直击人心，极致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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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最新數據

(截至2021年3月1日上午12：01)

疫苗接種總劑數  986,812 

已經接種人數  278,456 

正在接種人數  351,365 

總接種人數  629,821 

16-19歲岁  6,345 

20-29歲  63,257 

30-39歲  92,477 

40-49歲  94,344 

50-59歲  89,803 

60-69歲  87,726 

70-79歲  110,999 

80歲以上  84,870 

總數  629,821 

白種人  441,304 

黑種人  9,416 

西班牙裔  27,835 

亞裔  23,650 

美洲印第安人  12,673 

太平洋島嶼  5,306 

其他  36,889 

種族不詳  72,748 

總數 629,821 

疫苗接種按年齡分佈

疫苗接種按種族分佈
(兩個以上種族的分別計算在每個種族內)

信息來自俄勒岡州衛生廳網站

他早上来到市场
。他带了他所有要卖
的矛和盾。他感到很
开心，想今天他会赚
很多的钱。他来到市
场的时候，开始摆好
他的摊位。他站在那
里，等待人来到他的
摊位。

bai

虽然他给大家说他的矛

很锋利，但没有人想买。所

有人一直走来走去，买了别

的东西。他想，：”为什么没
有人要买我的矛？“啊！我
可以卖我的盾牌！也许人们

会开始买我的盾！”

他一说完，有些人来到他的

旁边。过了一会，就有15个
人左右在那里观看。他们很

有兴趣，也有一点疑惑。他

们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开

始问他问题。
Yíhuò

当人们都要离开时

，一个男人走到卖兵器

的人的面前。他觉得卖

兵器的男人说的话有点

奇怪，就说：“你说的
话是自相矛盾。我想知

道，如果用你的矛刺你

的盾，会发生什么事呢

？” 听到这话，卖兵器
的人傻眼了，他收拾东

西悄悄离开。

Sha yan

     有一个卖
兵器的人。他

每天卖各种各

样的兵器。比

如，盾牌，矛

等等。每个周

末他去市场卖

兵器。他在卖

兵器的时候，

会大声的叫卖

。

Dùnpái

”这是世界上最锋利的
矛！如果被我的矛刺

到，所有的盾牌会破

掉，我的矛是最强大

的兵器！

Fēnglì

于是，他开始卖他的盾

牌。他想了一会儿，然后

说：“来买我的盾牌！这一
个盾牌是最强大的兵器！

如果碰到我的盾牌，所

有的矛会断掉”Duàn diào

大家在他的摊位看

来看去。拿起一个东

西，放下了。拿起另

外一个东西，也放下

了。没有人真正对他

的兵器感兴趣。有些

人失望地离开。

例子：

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有的时候，我

爸爸妈妈说我要收拾好我的房间。但

是他们说的时候，他们的房间常常也

是乱七八糟的。第二个例子是：你在

路上看到一个路标。一个说：“不能进”
，可是第二个说：只可以进“。这两个
路标是自相矛盾。

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生活内涵。云联欢展放了波特
兰登山队、沈清风美食、李薇习舞、粤剧艺术中心陈
浩然书法拜年等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展现了同胞们强
体魄、树信心、战疫情的良好心态和具体行动。

在历年波特兰中国联谊会举办的春晚舞台上，
总会见到健身舞队和波特兰中国舞蹈团优美的舞姿。
在“云联欢”上，回放了两支舞蹈队在过去几年中，
参与社区各项活动的精彩表演。记录了在疫情中，健
身舞队坚持排练，以一曲《采薇舞》应邀参加Ocean 
Blue录制的华人春晚活动的片段；以及波特兰中国舞
蹈团排练的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舞蹈《我爱九寨》。

在筹办首次云联欢活动中，主协办方和参演人
员合力参与，积极建构团队，组成主创班

子，落实专人负责。张立和李春香负
责策划监制，赵焱明、张炯担纲
总制片、总协调，黎观城、曹国
财分担政要嘉宾邀请和社团代
表拜年视频，黄捷身兼执行导
演、剪辑制作、主持播音和歌
唱表演，袁文担任总编辑与技
术顾问，张凯负责组织摄影比
赛与评比，王荣荣担负文字、场

记与主持，U2-Studio承担片头制
作。大家齐心协力，八仙过海，形成

团队协作优势。

在近一个月的筹备中，经历了暴风冰雪的侵袭，
在造成停电停网数天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加班加
点，在极短时间内赶制出一场高质量的云端节目。为
确保万无一失，预先将视频剪辑制作完成，使“云播
放”得以无障碍进行。

从选定节目、召集演出人员、排练录制、编制
成像，到最后成功云播放，经过一系列来之不易的尝
试和探索，是主协办方、主创团队与参演成员密切配
合、通力协作的结果。在系统连接的过程中，英特尔
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副总裁及部门经理都披挂上
阵，特制了视频参与“云拜年”；在抽奖环节，巧妙
采用了转盘抽奖，与抢红包、猜灯谜相呼应，让“云
联欢”更具亲和力和娱乐性，使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度过一个难忘的新春元宵佳节。（波特兰中国
联谊会王星供稿）

显芭蕾艺术魅力。

器乐表演，汇集了
毕海的古筝《战台风》
；张炯、刘堃的小、大提
琴二重奏两首肖斯塔科
维奇的《乐曲小品》；陈
悦、Rebecca Jeffers以
小号、钢琴合奏改编自唐
代王维诗的《阳关三叠》
，经典名曲，音韵隽永，
引人入胜。

過新年 鬧元宵 慰鄉愁 驅疫霾

俄勒岡州華人新春“雲聯歡”雲端相見

“三句半”为波特兰中国联谊会春晚保留节目。 
张凯、吕建伟、刘越、黎观城的《辞旧迎新庆牛年》
，以新颖的制作赋予三句半全新的视觉效果，兼
具创意、潮流与活力；应邀参演本次武术“
云”表演的是，来自西雅图少林功夫学院创
办人周雷和他的学生，周雷以少林寺第34
世弟子的功夫，为观众奉上精湛的中华传
统武功；魔术表演特邀曾获上海06 年度
魔术先生和CCTV时尚中国银牌魔术师的邱
庆中先生献艺 ，魔幻般的技艺，让观众大
为着迷，赞叹不已。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
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在云联欢演出中，先后穿插回顾了2020年
间，波特兰中国联谊会在疫情中，积极开展防疫抗
疫的不凡历程。回放、展播了从发起捐款捐物支援武
汉、到同心协力援助本地一线单位，再到州卫生厅合
作项目的承接与实施，充分展现了波特兰中国联谊会
勇立潮头，发动和组织社区，顺势而为，投身抗疫的
奉献精神；并针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及时组建青少年
团队，组织各项有益身心活动，有效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云录制”了由波特兰中国联谊会网课师生开
设的云端课堂《你好，春天》，记录了青少年一系列
活动的概貌。

不同的防疫抗疫生活，为云联欢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感人故事。现年93岁高龄的晏部梁老人，在疫情中
曾亲历抗毒战疫过程。由黄捷配音讲述，并朗读了这
位耄耋老人为赞誉波特兰中国联谊会写的文章《最可
爱的人》，以及他挥毫书写的一幅寄语；疫情期间，
为释放压力，增强抗御能力，许多华人纷纷采取形式

自相矛盾 恩灵和恺俐(希望中文学校任长远老师八年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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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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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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bonn Shopping Center - 2850 SE 82nd Ave, #28-29 
Portland, OR 97266
Kumon.com/portland-southeast-or l 503-820-0220
Mon, Tues,Thur, Fri  11am - 6pm I Saturday 11am - 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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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英文/

數學科基礎，

為未來入大學

作準備！

勵進教育中心

Achivate
Education Center

詳情請電

503-380 87888733 SE Division Street, #208 Portland  

英數班

個別輔導班

高中SAT

適合一至十二級•小班制

1對1或1對2 

全年招生

(英、 數、 化、理)

導師會悉心用網絡視頻督促
您的子女安在家中繼續用工
學習，天天進步。

現提供網上補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