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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華人上街抗議反亞裔仇恨不再沉默
為本州華人社區寫下歷史的新一頁

本報訊 全國的種族仇恨暴力愈 愈烈，亞裔社區怒 被點 ，全美亞裔

均衝上街頭表達訴求，這包括本地華人社區。周日 21日 中午，全州有上

華人，不再 默，衝上街頭舉牌抗議，大聲疾呼要停止仇視和攻擊亞裔的暴力行

為。

這個 大 特蘭地區再加上西林首府、 利斯 Cor allis 和 市

Eugene 等1 個地點的活動，在俄勒岡華人聯盟的領頭下，每個站點都有近 人

出現，年長的、年 的均自 走上街頭，一 過去華人怕事不出聲的 ，人人變

身為 士，做一些不 常的事，展示我們的憤怒。 (下接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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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警察局急會亞太裔社區領袖

餐飲行業老闆福音:餐館振興基金
(本文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文)

中華會館 中華
中

(本報訊)中華會館屬下中華獎學 宣佈正式接受應 高中畢 生 請。

在本地的華人善長們的支持下，今年中華會館均向應 華裔高中生畢 生提供26個由500 至2 000

的個人獎學 ， 請獎學 的學生，可到中華會館 頁 oregonccba org下 請表。 請 止日

期：2021年5月 日，下午5時。

請的學生資格 是美 公民或 民，並 有二分之一華裔 統， 在高中四個學期或至少兩

年 俄勒岡州，學 成 平均在2 5或以上，並準 在美 讀大學。

情，可 oregonccba org，或 到：pd chinesescholarship gmail com。

畢會晚會的請聯絡 Janet Lee 503-6 8- 356或 至go4latte comcast net。

有 獎學 事 的請 503-288-381  Sarah Chung或503-236- 66 loria Wong。

州長宣佈經濟復甦計劃

自去年3月以來， 的 變得越來越 。

我們 中的多 者 外 、 外就 位

持生計，並不 努力創新，增加了半成 組合 和

外 等新 念，支 著度過了上一年 情，但

的收入仍 大 下 ， 務也在不 積。50 家

館和1100 個工作 位正 於 的邊 。　

餐飲行業老闆福音：餐館振興基金
286 美 的 館 (Restaurant Re ital-

i ation und)作為 政府1 美 的 美國 援

計 法案 的一部分，將向 館和其他 合資格的

提供 。

這 助 計 要點如下：

‧我的生意是否符合資格

合 件的 包括 或 場所、 席

承 、出 的 館、 和 等，並且 有

不 過20家分店的 附屬集團。 合 件的

需不屬上市公 ，沒有參加或 請“Sa e our Stages 

Program”計 並且對 的參與也有 制。

‧我的生意最高可以申請到多少補助金(請看附表)

每個 集團的 助 不得 過1 000 ，或每

間 館的資助 不得 過500 。

‧ 覆蓋週期

合 件的 指在2020年2月15日至2021年12月31

日之間的 ，或由美國小 理局(S A)指定的

日期。如 沒有用完全部 助 ，或者 在援助

期未結束前 ， 將未 用的資 歸還。

‧ 補助金可以支付哪些費用

工資和福利(不包括員工 過(100 000美 年)

、 (不 付 )、 (不 付 )、

、 、 外 、 (包括 和

、 和 用、 用、 合PPP 定的

、員工病 以及其他 要 用。

‧ 誰可以優先申請

在 請開放後的最 的21天期間，小 理局將

先向女性、退伍軍人或由社會以及經濟原因導致 於

的小 提供資助。

‧ 稅務處理

助 將不 做收入，不會 響聯邦

正常的 務 。

‧ 申請什麼時候開始

該 案將由S A 理。並通過S A

請。 目前 請通道還沒有開放。我們

仍在等待S A發佈最 指 和開放 請通

道。

‧等待期可以提前準備的資料

如 合 請 件，要 請這個

助 ， 需要先到 通用 號系統

( NS)為 的生意 一個號 ， 後

到 NS之後，還需要去聯邦 助 理系

統(SAM) 。如 沒有在這兩個系統

，那 將無法 請並收到這個聯邦發

放的 助 。

最後一 是向聯邦服務 ( ederal Ser ice esk)

提交公 過的 請 。

同時 會計師知道 對於這個全新的

館行 助 有很多疑問，由於目前正 於報 高

期，她無法為每位 人提供單 疑。 她將在近期用中

文舉 一個 OOM 上講 ， 的為 解 這 助

計 。為了有足夠時間回 各位 的問題，這個講

將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人參加。 可以在講

期間提出問題， 將盡力回 。如 還對 館

助有疑問，講 的 情請留意聯合 會計師

事務所的微信號。

(本報訊)就亞特蘭大的

槍擊事件， 特蘭 察局緊

急邀請亞裔社區領袖舉行會

議。 特蘭 察局局長洛

(Chuck Lo ell)表示，

方希望了解本地亞裔社區

的情況，看看如何能提供幫

助， 本地亞裔社區的安

全。

周二發生在 亞州亞特蘭大的按摩店連環槍擊

事件 發 ，事件發生後， 亞州一名 長在通

報案情時 提到，該案的疑犯那天“過得很 ”

所以才犯案，這一言論激起了全國的亞太裔社區的憤

怒。

在1 日的會議中，參者這都不約而同的對這名

長的言論表示不能接受，白人總是用這些 口來

疑犯的種族歧視作案動 。

來自不同亞裔團體的代表，分別講 了亞裔社區

所 到的歧視。有人提到，在 市有人向她 口 ，

有打工的被老 要求從另一入口進出工作地點和被分

派到指定的 工作；也有人經歷種族暴力而報 ，

察 絕回應等。

會上多人指出這些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的暴行

需要停止， 對社區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當提到 區一帶近期的連 亞裔店 的事

件時， 區委員 指出，在這一帶的 和

事件不只 是這一次，對區 的亞裔 店來說是

經常發生的事。而今次10多家店被 的事件為何被

主流 放大，全因為區 受害的店 得不到來自

察局應有的服務，他們就像是被 的一群，叫天不

應。於是 過社交 體將事件 。

而這情況也 到

本 在於亞裔社區的問

題，首先是言語，二是不

受理問題，這都令受害

選 不報 或 報 但

沒 法報 ， 是就

報了 也沒有任何結 ，

到疑犯，他們也不用受

和坐 ，反有可能回來

報 。這已令到 對情況變得麻 了，每次出事後

就只得自行 理。

會中有人指出，以上情況就讓大家看到亞太裔就

像是 一族，沒有支援，完全沒有安全感。

另有人提出政府應該要 法 仇恨罪犯，並且

在 察局建 一個亞裔 ，希望 方多加 亞

裔社區的報案情況，向亞裔社區提供應有的服務和

。

局長洛 表示，自亞特蘭大事件發生後，他們

已加強在 區一帶的 。 指出 方是有 員

責 歧視罪案的，但要 明是歧視案件也不容 。

局長說到，他經常參加不同社區的會議，但從來

沒有參加過亞裔社區的會議，他希望能與亞太裔社區

持聯絡，並呼籲亞裔人士 到有這樣的事件時，一

定要發聲和舉報。

俄勒岡中華會館亦 開特別會議，相 助華人

在 事時與 察聯絡的方式。

這兩年，經州 法部歧視熱 舉報的個案分別如下：

：有1 0 宗 每月有 1 6宗　　

被定為歧視罪的有32宗

：至今有 24 宗 每月有124 5宗　　

被定為歧視罪的有8宗

(本報訊)今天(23日) 朗州長宣佈了一個10個 點的經濟

計劃，目的是幫助全州因 情而 於 的 和家庭。

州長 公 表示，在這個針對從 情和 害中 過

來的計劃中，特別為 人、原 民和有色人種社區而 的部

份，將有經濟 問委員會和種族 法委員會參與制定。

俄勒岡州有望從最近 的 美國 援計劃 中 得約64

美 的聯邦資 。州長希望將這 資 投放在本州，希望能

以最大的力度來 進經濟 ；同時做到 因 情加 的差

，特別是對婦女和有色人種社區而言。

朗州長說，我們有這樣一個 會， 過 即將州和聯邦

資 投放在本州的家庭和 中，就可幫助他們 離因 情

起的 難性經濟 。

這個 經濟 計劃 中的10個 點分別如下：

： 投資在俄勒岡州受 最 的工人(目前 或就

不足的人)

： 再投資在創新

： 支持有 原能力的 社區

： 支援俄勒岡州的勞動 層(目前在 但仍在 中的

人)

： 為俄勒岡州民創造就 會

： 幫助小 新站起來

： 投資在俄勒岡州的

： 俄勒岡州民在本州投資

： 安全地 開俄勒岡州經濟

： 製造 創新

朗州長說：“我們 這樣做，創建一個更公正和公平

的俄勒岡州，幫助 受到 情和 響的社區。將 的

工作建 在平等之上，我們可以援助俄勒岡州的 人、原

民、 裔、亞太裔和部 社區的經濟增長。”

州長表示她的十點計劃為本州的經濟 提供了一個 的

路 圖。讓州和地方政府在投放這些聯邦資 時，能夠 所

有通過這些資 資助的計劃和活動，而不是在不同的社區中

相同的工作， 過這樣的 和合作，讓本州的經濟能夠再

次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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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Valley

(上接A1 )在 區的 i ision 8 天 ，參加的華人 ，有表示，「我

們與其他美國人是平等的，應該得到 」；「作為華人應該出來支持這正義的

行為，也為自己子 往後有一個安全的成長環 」。當中有不少年 的學生參

加，他們都說要站出來。一名 中學生認為大家都應該站出來說話，不能再被白

人欺負。

期間，不少走過的車輛都響號示意支持， 了這 士的 心。

當問到俄勒岡華人聯盟負責人 城對今次能鼓動了上 華人走出來的感

時，他說到其 不少華人都有這個心，並指在過去幾年，社區的 變很大，他非

常感謝 大華人社區對他們的信任。

就如其中一名在先 場的參 者說到，受到傷害都不站出來， 就 被

人看 ，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才能讓我們享受到平等的待 。

今天參與活動的華人，有些是帶著孩子出來的，他們說要孩子認 美國

社會中的不平等，有些家長因安全理由，沒有帶同子女參加，但他們很多

人手舉著的 牌，都是由子女制作的，他們表示， 此教 子女，也讓他

們為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出一分力。大家都說，不能再 默了！

為本州華人社區寫下歷史的新一頁

Salem

Eugene

87th Division St

Pioneer Square

Lake Oswego

Beaverton

Lake Oswego的學生

上千華人上街抗議反亞裔仇恨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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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岡州中華會館譴責反亞裔暴力
呼籲社區團結一致 打擊種族主義

(本報訊)俄勒岡州

中華會館的多位成員，

周日(21日)在中國城

牌樓下站街，舉起反亞

裔暴力標語牌，對目前

全美激增的種族暴力事

件提出控訴，同時亦即

場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

會，邀來了麥魯瑪縣兩

名議員，包括沙龍．梅蘭(Sharon Meieran)及洛里．斯

蒂格曼(Lori Stegmann)、西雅圖文教中心主任吳曉竹、

前中華會館主席應書琪和僑務委員林國貞等講話。

在發佈會中先由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發言，他提到

在美國華人歷史上多宗的種族暴力和不公平的事件，時

至今天，美國國家領導層仍在做出這樣不公平的事情，

將新冠病毒歸咎到中國人的身上，誤導國民，分列國家

和有色人種社區，導致今天的反亞裔暴力事件急增，造

成傷亡甚至是大屠殺。李主席最後大聲說：我們已受夠

了！我們要團結起來，並怒吼：現在就要停止所有亞裔

仇恨！

麥魯瑪縣議員洛里．斯蒂格曼(Lori Stegmann)說

到自己是一名韓裔，幼小時就已被收養，她深深感受到

亞裔社區的傷痛，發生這樣多的種族仇恨暴力，全因為

聯邦政府指責和怪罪於亞裔社區，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

俄勒岡州中華會館成員在中國城牌樓下舉起反亞裔暴力標語牌

毒，並煽動對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亞裔

群體的仇恨和恐懼。斯蒂格曼表示會盡力

為這社區發聲，阻止種族仇恨出現在這個

我們稱為「家」的地方。

另一名麥魯瑪縣沙龍．梅蘭(Sharon 

Meieran)在講話時直指，在亞特蘭大事件

中被殺的6名亞裔女性，不容置疑，是種

族主義和仇恨。她說麥縣議員與亞裔社區

站在一起，不會默默地坐在一旁容忍反移

民，反亞裔和反女性的暴力行為。

前中華會館主席應書琪在講話時說：

「每次在新聞中看到亞裔被人暴力對待的

事件，我感到悲痛，這些亞裔美國人被針

對，只因為是種族主義。自己移民到美國

已有50多年，期間見過及親身經歷過不少的歧視，但情

況漸漸已有改善，直至4年前，國家的領導人作出仇恨的

言論和鼓勵暴力對待非白人，令美國的民權狀況倒退。

中國人習慣安靜、勤勞工作和不制造麻煩，我鼓勵大家

站出來發聲：我們不是病毒，仇恨才是病毒；要求停止

欺凌、停止仇恨、停止種族暴力，一同攜手創建一個更

美好的美國！

以下是俄勒岡州中華會館的聲明：

“俄勒岡州中華會館強烈譴責任何針對亞裔社區的

言論、恐嚇、歧視和暴力。”

俄勒岡州中華會館對目前在全美激增的種族暴力事件

表示憤怒，針對亞裔社區的事件已導致無謂的傷痛，甚

至令到無辜守法的美國人因此而喪命。

我們在此呼籲我們的社區團結起來，一起努力，打擊

那些因種族主義的反亞裔罪行和起訴涉事疑犯。同時也

為經歷這些創傷性事件的受害者和其家屬，提供足夠的

支援。

我們要大聲疾呼，讓社區之外的人都能聽到我們的聲

音；並且製定和資助一些旨在結束種族暴力的計劃。現

在該是我們在社區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了！

長Ellen Rosenblum，州議員范．康娜(Khan Pham)，

麥魯瑪縣議員Jes-

sica Pederson和

Lori Stegmann，亞

太事務委員Chan-

pone Sinlapas-

ai-Okamura，卡加

瑪士學區董事局成

員Kathy Wai及亞太裔社區領袖Christian Chin Ryan

等政府人員分別發表談話，表示對亞特蘭大的事件感

到震驚，他們出現是要支持本地的亞裔社區，並呼籲

大家要團結一致，對抗這些仇恨。

其中本州唯一的亞裔州議員范康娜說到：有很多

移民來美的目的都是要避開原國家的暴力，但美國卻

從來不是一個避難的地方，她說

到從美國歷史中就可看到美國的

白人主義和暴力的文化。而今次

事件不單單是一宗案件，這是這

個國家的白人主義文化再加上槍

枝暴力。范康娜說：「我們一定

要團結起來對抗美國的制度和文

化，不單是要對付一名罪犯，將

這些罪犯監禁起來並不能改變甚

麼。」她承諾會在州議會中要求

(本報訊)上周六(20日)晚6時，在市中心河賓公園舉行了

一個燭光悼念晚會，悼念在亞特蘭大按摩店連環槍殺案中的

死者，估計有近300人出席，其中大部份是華人。來自州政

府，縣政府及多名一直致力於爭取亞裔權益的女士均在場發

表了意見。

活動的負責人黎觀城表示，他是美國華人聯合會全國理事

會的理事，今次的活動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全國30個城市，並

在臉書頁聯播。

當晚未到6時已有一大班人士在現場，很多人都手持抗

議牌，寫上各種譴責種族仇恨的語句。出席的民眾除了華

人外，還有白人和其他不同族裔的人士，大家有著同一的目

的，抗議這種族仇恨暴力。

燭光悼念晚會一開始，首先對8位事件中的死者默哀，宣

讀華人團體的聲明和，在黎觀城的講話後，俄勒岡州總檢察

左起：亞太裔社區領袖 Christian Chin Ryan、俄勒岡州總檢察長
Ellen Rosenblum、州議員 Khan Pham、麥魯瑪縣議員 Lori Stegmann、
麥魯瑪縣議員 Jessica Pederson、加瑪士學區董事局成員 Kathy Wai、
亞太事務委員 Chanpone Sinlapasai-Okamura

活動的負責人 - 美國華人聯合會

全國理事會理事黎觀城

數百民眾出席市中心燭光悼念晚會
悼念逝去的無辜生命 抗議反亞裔仇恨

議員們採取行動，應付這個制度和文化的問題。

卡加瑪士學區董事局成員Kathy Wai在講話時提到，

作為一名亞裔女性，她有這需要站出來說話，她對那些

沒有像我們所經歷的人來服務和代表我們在政府說話，

已不能再忍了，所以她站出來被民選入學區服務民眾，

而近年有很多亞裔女性出來競選，希望為亞裔群體謀福

利，她呼籲大家支持所有有色人種候選人！

就如黎觀城在接受本報訪問所說，前任總

統特朗普將新冠病毒說成武漢病毒後，誤導

了國民這病毒是來自中國的，令到社會中出

現愈來愈多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他說當晚

的場面真展示了我們的社區團結一致，不分

黨派的走出來向這些暴力和歧視說「不」！

嘉賓講話完畢後，大會亦開放給在場人士

講出自己的心聲。最後大家將手上的洋燭放

在地上，平安散去！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發言

近日，美國發生的一系列，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事

件，2021年3月21日！俄勒岡州華人聯盟(OCC)吹響了集結

號，上午11時，各路大軍準時出發，人們紛紛站出來，走向

各個地點舉牌抗議。

“我們同舟共濟＂”仇恨是病毒““停止仇恨亞裔人”。

今天早上11點至1點 我也參加了八十二街舉牌抗議活

動。在此分享我的所見所感。                      

我頭一次參加上街舉牌的活動。臨出發時還心裏忐忑。

怕來人少是自己太衝動了。還怕去到可能被行人不理解或攻

擊等等。但是當我站在街上舉牌時。我看到加入的人越來越

多，從幾個到後來的差不多五十人，有的是家庭帶著小孩一

幫。有的是朋友一組，有的是行人加入，我很感動我的忐忑

懼怕沒有了。我非常自信地高舉寫著STOP ASIAN HATE的牌

子，與大家一起在寒風投入到反對歧視仇恨的熱潮中。

我提前半小時就來到舉牌的目的地。我看到一個美國婦

女，她穿藍色羽絨服，長得高挑， 褐色頭髮，白色皮膚，

她也是早到的其中一個。她全程情緒飽滿友好，不停晃動

她的 牌子也不停地友好與過往的車輛打招呼。她來

得早最後也是一點鐘才離開。很明顯她不是亞裔。

在場全體僑友都與她打招呼。非常感謝她的給力支

持。她全程的參與大約有兩個半小時。　

我回到家在微信群裏與大家交流才知道這位美

國婦女是附近學校的老師。她今天早上是路過，但

是她留下與我們一起舉牌，堅守公平公正愛心與和

平，並肩與亞裔進行反岐視反仇恨活動！

在舉牌的隊伍中有一個叫蒂婭的美國女孩，二十

歲出頭，長相甜美可愛，白白的皮膚深藍的眼睛。 

我正好站在她的旁邊。蒂婭一邊舉牌一邊總是非常

友好的用英語問每一個在人行通道走過的行人。 請

問你要加入我們嗎？她的熱情純粹認真感染了別

人。後來真的有兩個美國婦女向蒂婭問明白了這次

舉牌活動。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與我們一起在淩

烈的寒風中高舉反歧視反仇恨的牌子，渴望愛渴望

和平是所有人的美好情感。我就抓緊時間為她們拍

下了那感人的一刻！                

參加舉牌的人在

群主遙的安排下分成

四組，分別站在十字

路口的四個點，大家

都在弘揚公正公平，

和平友愛。十字路口

車輛絡繹不絕，來往

的車輛同樣給我們很

友好很支持的回應。 

車主們或喇叭鳴聲，助力，或豎大母指誇獎，或拍手

鼓掌，示明支持或者搖下車窗與我們招手友好。過往

車輛和行人以他們的方式表達反對歧視和仇恨。

我深深感受到愛與和平是每一個人心中所堅持的，

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曹賢紅

我們同舟共濟 仇恨是病毒 停止仇恨亞裔人
讀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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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7日Johnson & Johnson’s Janssen 
COVID-19 Vaccine, 简称强生疫苗，获得了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紧急使用授权，成为迄今美国
推荐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的第三种高效疫苗。

同辉瑞和Moderna疫苗一样，强生疫苗通过了FDA
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所有三种疫苗都是安全
的，并且非常有效 — 三种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均完全
避免了因重症而引起的住院和死亡。专家们因此指
出，最好的疫苗是您可以获得注射的任何一种疫苗。 
俄勒冈州卫生厅(OHA)建议俄勒冈人应在可能的情况
下尽快接种疫苗。

强生疫苗的工作原理、临床试验和疫苗接种， 
与辉瑞和Moderna 疫苗有所不同，可能会引发了一些
疑问和困惑，相对于辉瑞和Moderna疫苗，本期专栏
就强生疫苗做简要介绍。

强生疫苗是DNA病毒载体疫苗/病毒载体疫苗的工
作原理

辉瑞，Moderna和强生三种疫苗都是通过注射新
冠病毒的遗传物质，利用人体细胞制造出一种新冠病
毒所特有的无害蛋白质-刺突蛋白。刺突蛋白被陈列
在细胞表面，人体免疫系统可以识别出刺突蛋白为异
己，从而激活免疫反应产生抗体，最终使人体获得抵
抗未来新冠DNA病毒感染而致病的免疫力。

免疫接种后，人体细胞根据不同的疫苗，以不
同的方式，制造刺突蛋白。辉瑞和Moderna疫苗均为
mRNA疫苗，疫苗中含有刺突蛋白指令的遗传物质是核
糖核酸(mRNA)，被包装在保护性的脂质壳里，通过免
疫注射进入人体细胞(其工作原理细节请参见前期专
栏)。而强生疫苗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病毒载体疫
苗，疫苗中含有一种与新冠病毒不同的、改良版的无
害DNA病毒(腺病毒)，被称为“病毒载体”。病毒载
体上插入了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DNA遗传指令。一旦
病毒载体被注射进入体内，人体细胞会根据刺突蛋白
DNA所提供的遗传指令，制造出刺突蛋白mRN，然后
再合成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DNA和mRNA随后会在人
体中迅速降解，不具有影响人体细胞核内染色体的能
力。这种类型的腺病毒技术已用于埃博拉疫苗。

强生疫苗的基本事实

1) 和mRNA COVID-19疫苗一样，强生疫苗不含引起新
冠肺炎的病毒，也不会引起新冠肺炎。用作载体
的病毒也不会使您感到不适。疫苗不会以任何方
式改变您的DNA。

2) 对预防新冠肺炎重症的有效率是85％。这意味
着，与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接种疫苗的人患严
重疾病的可能性要低85％。

3) 目前三种疫苗都显示出对预防新冠病毒变种有一
定程度的有效性。

者是否可以安全地接种疫苗。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卫生
部门也可以向临床免疫安全评估新冠疫苗项目提出咨
询请求。这些人员的疫苗接种应仅在有严重过敏反应
管理经验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监督下进行。)

强生疫苗临床试验和有效性的相关信息

如何解读强生疫苗的整体有效率(全球为66％，
美国为72％)低于mRNA疫苗(94-95％) ？

因为强生疫苗和mRNA疫苗临床试验的时间、地
点、方法与参与者情况都不同，整体有效率很难有可
比性。

与mRNA疫苗试验相比，强生疫苗临床试验的参与
者包括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45.1％)和黑人或非裔
美国人(17.2％)。它还包括更多60岁以上的参与者
(34.6％)和更多合并症者(39.9％)。另外, 强生疫苗
临床试验在南非和巴西进行时，新冠病毒变种已开始
流行，强生疫苗的整体有效率包括了预防新冠病毒变
种的功效。 相比之下，mRNA疫苗的临床试验不是在有
高水平的变种流行的情况下进行的。

专家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强生疫苗在预防患者
住院和死亡方面具有高功效。接种强生疫苗至少4周
后，感染COVID-19的患者全都避免了住院和死亡。并
且，早期证据表明，强生疫苗可以对无症状感染(即
感染了COVID-19致病病毒但没有生病)提供保护。

全剂量接种

辉瑞和莫德纳疫苗需要接种两次，在第二次接种
两周后才被认为是全剂量接种。强生疫苗只需接种一
次, 在接种两周后被认为是全剂量接种。如果您接种
疫苗不到两周，或者还需要接种第二次，则还未得到
充分保护。应继续采取所有预防措施，直到完成全剂
量接种(最后一针后两周)。

您已全剂量接种疫苗后会有哪些改变？

1) 您可以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与全剂量接种疫苗的
人群在室内共处。

2) 您可以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与来自其他家庭未
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共处(例如探望生活在一起的
亲戚)，除非这些人或其同住者属于COVID-19重症
高风险人群。

3) 如果您身边有人感染COVID-19，您无需远离其他
人或做检测，除非出现症状。

在许多情况下，您仍应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和他
人，例如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距离，并
避开人多和通风不良的地方。因为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所有COVID-19感染，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即使在完全
接种疫苗后仍传播病毒的机会，如果您出现新冠病毒
感染症状，请避免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接触。(信息来
源：CDC，OHA 和FDA 官方网站)

(邓薇博士执笔，范光教授审阅)

4) 100％有效预防因新冠肺炎导致的住院和死亡。   

5) 非常安全，副作用较轻，包括注射部位的手臂疼
痛和发红，疲劳及头痛等。

6) 增加了疫苗的供应和选项，加快疫苗接种的速
度。

强生疫苗的分发优势

1) 强生疫苗接种只需注射一剂。这种“一劳永逸”
的接种方式对于交通选择有限的人、需要去州外
的人、以及只能家居的人尤其重要。

2) 强生疫苗不必保存在与辉瑞和Moderna疫苗一样的
低温，这使其运输、储存更为方便,是边远地区以
及移动疫苗诊所更好的选择。

强生疫苗接种

注射次数：一次注射

使用方法：上臂肌肉注射

成分不含：鸡蛋，防腐剂，胶乳

建议接种人群：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

最常见的副作用：在接受注射的手臂上出现疼痛、发
红、肿胀；疲劳、头疼、肌肉疼痛、怕冷、发烧和恶
心。这些副作用通常在接种疫苗后的一两天内出现。
副作用可能会影响您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但几天后
它们就会消失。在临床试验中，接种疫苗后通常7天
内出现副作用，但大多为轻度至中度。与60岁及以上
人士相比，副作用在18-59岁的人中更常见。

针对过敏反应者

如果您对强生疫苗中的任何成分(如聚山梨酯)有
严重过敏反应或速发型过敏反应(即使不很严重)，则
不应接种。如果需要使用肾上腺素或EpiPen©治疗或
必须去医院治疗，则过敏反应被认为是严重的。速发
型过敏反应即在接种疫苗4小时内出现反应，症状包
括荨麻疹、肿胀或气喘(呼吸窘迫)。

如果您对辉瑞或Moderna疫苗有禁忌(包括已知对
PEG过敏者)，您可以慎重接种强生疫苗*(请参见备注)
。您应在疫苗接种后现场观察30分钟。请咨询您的医
生，了解您是否可以安全接种强生疫苗。如果您已接
受过一剂辉瑞或Moderna疫苗注射，则应等待至少28
天才能免疫接种强生疫苗。同样，对强生疫苗有禁忌
的人(包括已知对聚山梨酸酯过敏者)，也可以慎重接
种辉瑞或Moderna疫苗。(请参见备注)

如果您对针对另一种疾病的疫苗或注射疗法有即
时过敏反应(即使不严重)，您应咨询您的医生是否应
该接种新冠疫苗以帮助您决定接种疫苗是否安全。如
果您有与疫苗无关的过敏，CDC建议您免疫接种。有
口服药物过敏史的人或者有严重过敏性反应家族病史
的人也可以免疫接种。

(*：应考虑与过敏免疫专家进行磋商，以帮助确定患

新冠疫苗知識系列之五  關於強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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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12：01)

疫苗接種總劑數  1,531,011 

已經接種人數  415,577 

正在接種人數  570,304 

總接種人數  985,881 

16-19歲岁  9,136 

20-29歲  77,949 

30-39歲  113,827 

40-49歲  117,141 

50-59歲  117,744 

60-69歲  210,332 

70-79歲  225,419 

80歲以上  114,333 

總數  985,881 

白種人  708,374 

黑種人  14,067 

西班牙裔  46,396 

亞裔  36,502 

美洲印第安人  17,638 

太平洋島嶼  8,262 

其他  53,647 

種族不詳  100,995 

總數 98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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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舟共濟 仇恨是病毒 停止仇恨亞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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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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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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503-820-0220(Eng)   503-453-6013(Chi)
Web: www.kumon.com/portland-southeast-or

: www.facebook.com/KumonOfPortlandSoutheast
Email: toainguyen@ikumon.com 
Mon, Tues,Thur, Fri  11am - 6pm I Saturday 11am - 2pm

三歲起

防疫設施 一絲不苟
家長放心 學生開心
誠邀您及子女一同到來! 
Re-Opening Party 
4月10日 上午11時至下午2時 
(備有免費小食及飲品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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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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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校舍載譽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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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