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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參議員懷登到訪華人服務中心
了解疫苗情況也談論反亞裔仇恨

(本報 俄勒岡州民主 聯邦參議員 登

( on Wyden)上周五到訪華人服務中心，除

了了解該中心為 社區提供疫苗接

種的情況外，還與來 不同 社

區和組織的 近期最為人

關注的 問 。

當日中午，當參議員 登

到達華人服務中心後，就遵

中心對到來接種疫苗人 實施的要求，首 ， 問 就

走上三 的接種 。華人服務中心主任 一邊走一邊向參

議員作 。

會議開始時，參議員 登說到，他對所有有關歧 和 的

行 對是零容 ，並指出在本州的 中，已有 多這樣的

種 事 。到現在這些事 必需要停 並多 華人服務

中心的安排，讓他可向一 出席的 學習這個嚴重的社

會問 。他特別指向本州州議會中唯一一位 代表 (Khan 

Pham)，表示議會中有這樣的代表，是 之重要的。 (下接A3 )

國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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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仇視亞裔」全美60城市群起示威
25名政府領袖聯署聲明 支持本州亞裔社區 

綜合報導 特蘭大發生 經 的

重大 案，加上數起 年長者事 ，

發全 ，27日在 約、 、

舊金 、 特蘭大等共6 0個城市舉行示 議活

動，許多民眾 家帶 舉著「 是病毒，停

等標 上 議，要求終結 暴力。

在波特蘭市，有超過一 人在 區內的

Harrison 公園內舉行「停

會。這個 會由本地多個 團體聯手

舉辦， 內更設有不同的 位，向

眾 幫助 社 不同的資源。

當日， 隊在 上 行到

會 ， 天的 鼓 了不少

人，同時帶為大會「 勢 。

社區的 們在會上發言，

大家都表示要團結一致，在 的 要

求有 ，給 不同種 的社區平等的待 。

特蘭大事 發生後，市 、 和其他

部門 向本地的 社區伸手，表示 問，並提出

關注，雖然各 各 發 明 事 ，並表示與

社區 在一起，但 社區的 們 ，俄勒岡

州由上至下的 ，能共同發 明，對事 作出強

的 ，讓 社區 受到 的關注。終於在周三

31日 ，波特蘭市 勒市長發 了這一個由25名

官員和議員的聯署 明， 明內提到：

「 事 出了種 主 和 外

言 所造成的 。 疫情開始以來，

對 和 國人的種 主 得 來

普 。前總統特 普等 客繼續將流行病歸

於 人和 國人，經常將新冠病毒 為“中國病

毒”和“ 夫 ”。

「種 主 、 、 外心理和基於性別的暴力

是不可接受的。我們與我們的 國人社區成員 在

一起。我們明 到，在 特蘭大 事 後，許多人

入 、 和 中。我們 導致 行為的種

主 ，這包括 對 人 的暴力 。

CDC:輝瑞和莫德納
實際免疫率達 90%

市民對市政府允許公園用作
臨時房屋感到憤怒

市民請願希望兒童博物館能保存

聯署名單中包括： 國聯邦參議員 on Wyden、Jeff 

erkley，國會議會Earl lumenauer，俄勒岡州州長

Kate rown，俄勒岡州總檢 長Ellen osenblum，州

務 hemia agan，州 長Tobias ead，麥

長Deborah Kafoury，麥 議員： haron eier-

an， usheela Jayapal，Jessica Vega Pederson，Lo-

ri tegmann，麥 檢 官 ike chmidt，波特蘭市長

Ted Wheeler，市議員：Carmen ubio，Dan yan，Jo 

Ann Hardesty， ingus apps 都會局主席Lynn Peter-

son，都會局成員： hirley Craddick，Christine Lew-

is，Gerritt osenthal，Juan Carlos Gonzalez， ary 

Nolan及 ob tacey等。

本報綜述 波特蘭市的露 者問 日 嚴重，

雖然無 是都會局或是市 又或是州 ， 向

人 收特別 款來解決這問 ，但仍然像是束

手無策。近日，波特蘭市 正在 在市內如何

能給 露 者更多 護點的 ，甚至考慮讓露

者在公園內 ，有不少市民對這計劃 到 之

，包括一些有 參與建造公園的人 。

上周的 是市 在收 市民的近萬 回應

後，再次開會 這問 。

市 提出的計劃，主要是讓露 者在監 下

在公園 。 但是這個想法 起了強 的 議，其中

包括幫助建立了城市公園系統的 導人。

已在本年一月 任的前任市議員 (Amanda 

ritz)，上周三就出現在市議會中見 ，在 在任

的12年間， 一直管理本市的公園，並致力在 區

建造更多公園，讓市民可 受大 然。 指市

將 最愛的公園 成戶外住 區， 提到，市

在發展和維 公園方 資數百萬元，如今

許露 者在公園內 露 ，不單是 了這資源

並且 費了 人的金 。 的出現 示出支

持公園設施的人 對市 這 策 為不 。

在市 的計劃中，一個名為「 護 到持續住

，這計劃 許公園內有 護 。市 ，這

不是指非法 地，而是合法的臨時 護所，每年，

人們將 許在公園和露天地方設 180天。

周日一 對這計劃 表不 的人 ，在市中心

的 邊 議，要求市 另 方法來解決露 者問

。有 對人 表示，這個計劃不單會令到公園

得不安全，而且這是不人 的，並指出這不能幫助

露 者社區， 之會將這問 得更複雜。

其中一名 區 民說：不明 一個助長這

露 者 機的 仍繼續實施 策，而不是幫助這

一 露 者重 新生。而另一名 民則指出：我們

的 受到 ，我們的 也受到 。這對任

何人都 有好處。我們需要有開放的空間，我們需

要有公園。

至於支持 這 策的人 則指出，大家都不

願見到 ，到處都是破 的帳 ，有管理的

臨時 式，最少能為露 者提供一個衛生和安

全的住 。

一項被 為“住 連續體的 風 ”的提案將

許在公園中設立 護所。該市表示，這不是 對

未經批 的露 地，而是 許使用的臨時 難所。 

他們每年最多可以在公園或露天 所 出180天。

(本報綜述) 國疾 和 防中心(CDC)周一表示，新冠疫苗對

疫情 制的實 效果幾 同 數據一樣。數據 示， 年12

月 (Pfizer)和 德 ( oderna)新冠疫苗向全 分發以來，

成兩 疫苗注 的民 在免疫方 的效果達90%，而這兩種疫苗

的在 的免疫 效約為95 。

疾 中心主任 ochelle Walensky 這項研究非常令人鼓

，並指出這項研究強 了接種 整兩 疫苗的重要性，以便獲

得對新冠病毒最大程度的保護，特別是大家都在擔 的 種病毒。

該研究是 國 首次對疫苗的實 效果同實 數據進行對比

評估。CDC 來 六州( 利 那州、 羅里達州、明 達州、

俄勒岡州、德州和 他州)近4000名醫 人員、 人員和其他一

線工作人員在12月14日至3月13日這 時間內參與了該項研究。這

四 人每週都進行 檢測，以檢 其是 有 。

這研究得出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的 研究一致。參加研究

的 3,950 名 國人，他們在 12 月中 至 3 月中 國 季病

例 增的高 期接種了 或 德 疫苗，在參與者 成接種兩

疫苗的兩周後，他們  A -CoV-2 的風險降低了 90%。研

究發現，即使是只接種了 一 也有效果，將 風險降低 80%

。重要的是，這兩種疫苗不 能防 人們 新冠 ，而且有

助於 防無症狀的 ，因為許多人 後從不出現症狀。

目前， 國已有 1.4 多人至少接種了一 或 德

疫苗，另有 300 萬人接種了一 的 生(Johnson  Johnson)疫

苗 超過 5,100 萬 國人已經 全接種了疫苗。但Walensky 

，確 病例有再次上 的 勢，每日新增確 病例的平

數比前一周增加了10%。近幾周來，住 人數和 人數也有所增

加，但 度並不大。

衛生官員 民眾應盡 接種疫苗，因為接種新冠疫苗才是

結束出現嚴重情況的最 方法，特別是目前有 來 多的州已放

限制和取消戴口罩的規定。

德 在今天同時宣 ，他們已如期在3月 前將1

疫苗交付 國 。該 還表示，他們亦會如期在5月 交付

另外1 ，和在7月 交付最後一批的1 疫苗。

今天是俄勒岡州連續 天 有新增的 個案，新增確

病例則有217 。

(本報綜述)上周， 物 董事局宣 ，疫情

下關門近一年，已令到 物 的 入困難，

物 要 關門。本市的小 友們少了一個

有 意的好 處。

這消息傳開後，一 根 的 們展開了一

行動，在網上發動請願， 此能找到一名

捐贈者，讓這個有75年 的 物 不用關門。

這行動的發起人是格 (Gruber)， 能

得到如 克的 辦人之一 特(Knight)等人 出手

相助。結果 了超過6,500名網民 名支持。

格 表示， 做的只是以一 心來做這

事，很多 都有同樣的問 ：發生了 事？為

何這樣 然？而在決定關門之前， 未有 求公

眾的幫助。

這家位於華 公園的 物 受家長和

的 迎，根據 物 的消息，將於本年6月30日

正式將大門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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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參議員懷登到訪華人服務中心
了解疫苗情況也談論反亞裔仇恨

(上接A1 ) 表示，非常高興知 有聯邦資金可在這方

幫助 社區。 提到華人服務中心大 是 社區的一

個 想成真的 事， 見到有更多 華人服務中心的項

目出現在不同 的社區中。

同是一名 民 師的 事務委員Chanpone inlapas-

ai- kamura指出， 的工作令 更了解司法部的工作． 指出

司法部的問 是，每每有這樣的個案時，司法部就是 有正式

的進行 ，將我們的社區 立化，令受 人求助無門。 指

出執法者更為 的人找個理由來 ，就如 特蘭大那位

官說疑 當日只是「 著 一樣。 直指過 一直

對這些事 不作 ，已到了 社區的地步了

來 聯盟的Duncan Hwang 提到 在新冠疫情大流

行期間設立很多的援助和贈款來幫助小 ，但可 ，對有言

的 社區來說，這些都是 不可及的 西。

區導向委員會委員許 儀則 能幫助一 像已

被 的 商 ，他們除了 對著疫情帶來的 困難，

還要應付多次被破 所帶來的 同時在得不到執法部門的

受理，商家們報 或求助也無門。同時提到， 疫情開始，

人 已開始被 對，直至近月來 的事 增，不少

人 生活在 中。就如華人服務中心的 主任說

到，社區的長者不 外出，中心要特別為他們安排交通，接

他們到中心接種疫苗。 能在多方 確保 人 有

一個安全的生活和 商 ，也能在各方 得到平等。

陳 醫生則指出， 人 在這個社區就像 人一

樣，一 以來都 ，以為事情就能過 ，但 全不是如

的

他們所想的。

華人服務中心的 主任提到作為一個 機

，在今次接種疫苗方 ，他們不斷盡力 取疫苗為

社區服務，由當初 只給該中心150 到至今

已為超過 1,600人接種疫苗，但之後如何 ？ 主

任 參議員能提供幫助，讓他們幫助更多的 社

區人 。 到 事 時， 主任指出， 和歧

事 就像病毒一樣有傳 性的，當孩子們見到 做

一些 和歧 行為時，他們也會學 所做的，

從而將這事情一代一代傳下 。

司 國 醫生提到， 暴力從來不是個人的問

，而是一個公共衛生問 ，並且需要 教育 的

上 ，總統亦必需要走出來，強 ，並提出實

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甄國清（左五）、文教中心主任吳曉竹（左六）、
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會長陳紀昭 左七）、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主席大衛 托
德（左四）、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傑夫 柯蒂斯（左三）等在捐贈儀
式上合影

大 會 合

的行動。

聯 邦 參

議員 登提

到他在國會

大力 動一

項「新冠病

毒

法案 ，該法案旨在加強 國司法部對新冠相關

的監 ，支持各州和地方執法機 的 統

計報 機制，並幫助 國 社區獲得 信

息。他 大家能提供更多意見，讓法案最終能在國

會獲得通過。

中心主任  
（左）

本報 每年這時 都是報 的 日子，特別對提供報

服務的公司。但今年 是非常特別的一年，一邊在報 ，

一邊不斷 例，而 會計師所 立的聯合 會計師

事務所，仍在萬 中 出時間，透過網上會議，一一為客戶講解

最近 出的286 元的餐 興基金 estaurant evital-

ization und 。

周三 上，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的餐

客戶 地參加會議，透過螢幕，逐一 心的

向客戶解 。

相信在整個 請的過程中，最困難的 過

於是客戶必須 請DUN和 A 兩個號 ，據了

解， 會計師 了不少時間準備向客

戶

的 請過程，但在會議的 一天， 宣

不用再 請這兩號 ，這樣令到 請的手續 得 單得多了

會上亦 請到在疫情期間經常協助商戶 請各種援

助的波特蘭新 負 人許 儀，向客戶講述目前

有的援助計劃。許 指出，近日出席與本州聯邦

議員的會議中很多人 提及聯邦 這個基金，其

請的 複程度已令到 需要幫助的小餐 步。但想

不到那樣快這問 就解決了。

亦提 一些拖欠 金的商戶，應

留意在4月中上 的 商業

金援助的 請。

會計師說，我們

華人不應只會交 ，而不 好好

利用這些 的援助計劃來幫助

的生意 過這困難的時期。

由於很多有關餐 興基金的

節內容 還未有定案，但 會

與客戶保持 聯系，並協

助他們的 請。

解說會 結後，參加的客戶都非常 的發問，不

少客戶對今次的 像解說會表示獲 多。

會計師表示， 到不少客戶因 文不通

而得不到援助，雖然真的很 ，但為了讓客戶能 受

這等 的 利， 還是願意額外 時間出來為大家

提供這些重要的資 。據了解 會計師與

的員工，目前要一 期工作六至 天來應付客人的需

要。

會計師擁有 務 學位， 能 練

法，加上其 實的 務專業知 和經 ，帶

的團對為客戶提供專業的 務服務，讓客戶 對

所有 務上的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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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簡單！ 混合教學和社交距離
 是重開的最大考驗

(本報綜述)當記者走入Jason Lee小學校門口時，Al-

ma Velazquez校長伸出雙臂，做出模仿飛機翱翔的樣子。這

是學校為了讓孩子們學會並習慣在排隊時也慣保持社交距離

所發明的動作。在參訪的行程中，Velazquez校長興奮地表

示“我們已經充分準備好了，計畫都已經到位，也練習過整

套系統，我相信學生們重回學校的運作會非常順利。”

雖然三月間聯邦疾病管制局發布的防疫大綱中，將Ｋ到12 

學校的社交距離減少至三呎。但是俄勒岡州教育局宣布，當

四月一號學校重開，進行遠距和校園實體混合教學的時候，

波特蘭學區的學生將繼續保持座位和活動空間六呎的社交距

離。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體規劃校內的各種動線和配置

教室與教職員的工作。由於這個規劃必須顧及複雜龐大學生

與教職人員的各種意見與個別情況，有可能會造成重啟學校

計畫的延遲。

目前波特蘭公立學校已有部分重開實體課程，但對回學校

上課的人數還是有比較嚴格的限制。

俄勒岡教育局表示，六呎的安全距離是本州的決定，在

州公共事業委員會批出多項援助
幫助受疫情影響未能付能源費的客戶

所有由本報設計的廣告版權全屬波特蘭新聞擁有，不能作任何形式轉載或刊登。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向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等機構捐贈防疫物品

(由本報記者俄廣才報導)駐

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向波

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波特蘭玫

瑰節基金會及波特蘭玫瑰使團捐

贈防疫物品儀式，於3月27日中午

在市中心麥考爾海濱公園舉行。

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甄國清、文教中心主任吳

曉竹，以及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會長陳紀昭、波

特蘭玫瑰節基金會主席大衛•托德(David Todd)

、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傑夫•柯蒂斯

(Jeff Curtis)、波特蘭玫瑰使團總理科里 霍肯多

夫(Korrie Hoeckendorf)等嘉賓出席了該項活動。

據了解，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董事會遵循俄

勒岡州衛生署發布的Covid-19準則，根據波特蘭都

會區目前的大流行風險等級評估，現在仍不建議進

行大型戶外聚會活動規則，董

事會決定取消2021年的龍舟賽

賽季。

本次捐贈活動替代了通常

在每年3月最後一個週六舉行

的龍舟點睛儀式，共向波特蘭

高雄姊妹市協會、玫瑰節基金

會及玫瑰使團捐贈了80個防疫

護理包以及1,000隻醫用口罩。

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甄國清表示，

在疫情期間舉行這個活動，旨在表達我們對姊妹友

城社區的關注與支持，增進雙邊的交流與友好關係

的發展。

由於疫情期間不能進行實體的聚會，西雅圖華

僑文教中心還通過舉辦在線的經貿往來、教師培

訓、防疫保健等一系列講座，以打破區域的界限以

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甄國清（左

一)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會長陳紀昭（右一）

及疫情帶來的不便，為使本地社區的台商及僑教老師們提供更多的

機會進行學習與交流。

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會長陳紀昭認為，隨著疫苗接種的大量普

及，以及民眾繼續遵守衛生當局的安全指導原則，疫情傳播的風險將

會逐步降低。他表示，「我們期待著2022年波特蘭玫瑰節龍舟賽季的

強勢回歸。

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甄國清（左五）、文教中心主任吳曉竹（左六）、
波特蘭高雄姊妹市協會會長陳紀昭（左七）、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主席大衛 托德（左
四）、波特蘭玫瑰節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傑夫 柯蒂斯（左三）等在捐贈儀式上合影

某些特定情況下，必須保持此安全距離，例如行經

走廊，課間換教室，用餐時間等等。學區發言人表

示，雖然增加很多注意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孩子

們終於又見到他們的老師和同學了。而從四月一日

起，學校的低年級學生將開始一周四天的到校上課

與網課的混合教學。而高年級學生也將在接下來的

幾週內開始返校上課。

擴大開放實體教學後，各校校區必定增加大量

的學生，波特蘭學區準備了各種防疫策略，例如每

個學校建立臨時的“新冠症狀室”，為出現新冠病

毒症狀的學生與教職員工提供快篩檢測。另外教室

中配有HEPA高效微粒空氣過濾機，每個進出學校的

人都必須配戴口罩，並且持續清潔雙手。以Jason 

Lee小學為例，每個訪客都必須登記姓名，確實消

毒雙手，學校走廊上設置方向標示疏導人流，廁所

也有人數限制。在每個辦公桌前，都豎有透明塑料

隔板保護必須近距離接觸的人。為了迎接春假結束

後回歸的學生們，學校嚴陣以待。

目前波特蘭學區的計畫是Ｋ到五年級學生每天

到校兩小時十五分鐘，初中與高中學生每周回校上

課兩天，其他的時間則依舊維持網課教學。

在混合教學計畫中，老師必須同時進行遠距和實體教

學，要怎樣讓老師能同時兼顧兩邊的學生？各方案還有

待研究，為此學區設計了同步教學的措施，能直播教室

的教學活動給在家學習的學生。有老師們並不贊同這方

式。波特蘭教師聯盟主席Elizabeth Thiel就表示，這種

直播聽起來同步，但老師無法像以前網課時直接和螢幕

另一方的學生互動和對話，這種單向輸出並非理想的教

學模式，很多老師對遠距直播的效果抱有疑慮。

另外，不代表所有的老師或是學生都有意願短期內重

回學校，有些人因為身體狀況或家庭狀況並不適合暴露於

較高的風險中。可能依然傾向留在家中遠距上課。

Elizabeth Thiel說，學區也正在安排另外的方案，

或許工作分流，讓不回學校的老師專職進行網課是個不

錯的方法。

波特蘭學區的學監格雷羅(Guadalupe Guerrero)表

示：關於如何安排接下來學校授課方式，目前各方的意

見非常多元且分歧，因此我們更尊重真正疾病專家的建

議，找出應該相信的事實。 

相信波特蘭學區會盡最大的努力，在各種想法中取得

平衡，在遠距和實體教學中找出最好的模式，來度過本

學年最後的幾個月。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公用

事業委員會(PUC)已向批出本

州多家媒和電公司的債務減

免計劃．協助那些受疫情影

響，無力負擔電費和媒氣費的

用戶。PUC主席德克爾表示：

每家公用事業公司都根據其客戶的需求而設立了債務減免計

劃，內容包括付款配對，重新連駁援助，延期付款計劃和贈

款等。

獲批出援助計劃的公用事業公司包括有：波特蘭電力公司

(PGE)、PacifiCorp、愛達荷電力(Idaho Power)、西北天然

氣(NW Natural)、Avista和Cascade Natural等。除西北天然

氣的計劃於5月3日生效外，其它公司的債務減免計劃必須於

2021年4月1日前生效。 

PUC要求每家公用事業公司將該其於2019年在俄勒岡州的

零售收入，拿出百分之一用於這個減免債務計劃。六家公司

可用作援助的總金額約為3,900萬元。

德克爾再說，由於俄勒岡州的經濟仍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這個債務減免計劃旨在讓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不會因經濟

困難，未能支付過期的費用，而令到服務被中斷。他鼓勵有

需要的客戶與能源公司聯絡，好好利用這些計劃。同時，PUC

亦要求這等能源公司聯繫一些社區組織，幫助更多合資格的

客戶得到援助。

截至今年一月，這6家能源公司共有超過91,000

客戶的帳款逾期未付，有些甚至已拖欠了90天。這

數字與疫情前相比增加了252%。此外，住宅客戶的

逾期未付總額已達7,630萬元，與2020年1月比較，

增加了155%。

在本州擁有最多客戶的三家能源公司，他們所

提供的援助如下：

波特蘭電力公司(PGE)
- 50/50配對計劃：客戶一次過付款，PGE將配對

相同的金額。

- 3個月的配對付款：PGE最多分3個月與客戶所付

的金額進行配對，直至客戶付清所有欠款。

- 延期配對計劃：如客戶參加了24個月分期付款

計劃，PGE將配對客戶的付款12個月。

- 客戶援助：對合資格的客戶，PGE將為他們一次

過付清賬單，最高金額為 500元。

- 重新接駁服務：當停電通知到期後，PGE將為客

戶提供配對付款，然後重新接駁其服務。

PGE的客戶可以參與以上多個一個的計劃，唯最高

的贈款額為1,000元。

詳情請到訪PortlandGeneral.com/matchmypay-

ment或致電PGE 800-542-8818。

PacifiCorp(太平洋電力)
PacifiCorp客戶可以參與以下其中一個計劃：

- 延期配對計劃：需要較長時間的分期付款計劃來付清

逾期欠款的合資格用戶，可獲該公司向其每月的付款

配對最多1,000元的贈款，直至欠款付清或已達12個

月的最高配對限額。

- 即時贈款：提供最多 500元的一次性贈款，幫助償還

逾期餘額，提供重新接駁服務或設定分期付款計劃。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888-221-7070致電PacifiCorp。

西北天然氣公司(NW Natural)
- 即時贈款：向逾期欠款較少的客戶，提供一次性最高 

300元的信貸/贈款。

- 50/50配對贈款：向合格的客戶提供最多600元的贈

款，用以支付逾期餘額。

- 分期還款配對贈款–參加分期還款計劃的客戶，在每

月還款時將可獲得一半金額的配對贈款。

西北天然氣公司的客戶可參加以上多過一個的計劃，

但最高只能獲得1200元的贈款。

有關更多信息，請致電800-422-4012。 

對每間公司的援助計劃詳情，請訪問：https://www.or-

egon.gov/puc/Pages/Consumer-Information-Center.

aspx。



2021年 月2日

所有由本報設計的廣告版權全屬波特蘭新聞擁有，不能作任何形式轉載或刊登。

A  | 

抗擊新冠病毒專欄波特蘭中國聯誼會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Portland

过了三天的时间，有两个

朋友名字是大黄和大红。大红

比大黄老，但是大黄比较成熟。

有一天，他们俩在外面散步聊

天。突然，看到了一杯酒。大红

看了看，就说：“这杯酒真的闻

起来好香！” 

“我也觉得！” 大黄说。

有两个兄弟，他们的名

字是小乐和小明。小明比小

乐大，小明觉得自己更好。

小明有一个主意，他要

和小乐比赛。哪种比赛呢？

吹气球的比赛。

结果，大红和大黄都想要那杯

酒。

大红想，因为他更老，他应该

有那杯好香的酒。可是，大黄

不要给他那杯酒。

大红顿时抓住(Zhuā zhù)酒杯

，想自己偷回家。大黄看见了

他，也抓住酒杯。他们两个来

回拖(Tuō)，但是没有人松

(Sōng)手。

给我！

”我有一个主意给你们听。我

看到你们在打架，就有一个

想法。不要打架，可以做一个

比赛。每一个人画一条蛇。谁

画得最像就赢了！” 张伟说。

大红和大黄同意这个想法，

立刻准备比赛。

张伟是裁判(cai pan)，所他从

三开始倒数：“三、二、一，开

始画！”

“大黄赢了！” 张伟喊。大红十分

愤怒(Fèn nù)。

“大黄怎么会赢？！我当然做的

最好，还给蛇画了脚呢！” 他
叫。

“可是，蛇不应该有脚。而且，你

才画了三只脚，根本没画完。” 
张伟回复。

最后，大黄赢了，因为他没有做

画蛇添足的事，像画不必要的

脚。

小明拿出两个没有吹

气的气球。小明自己留一个

气球，把另一个气球交给小

乐。

“每人要尽力(Jìn lì)吹气到

气球里。谁先给气球吹满气

就赢了！” 所以，比赛就开

始了！

画蛇添足
丽容，凯琳，丽樱

小明和小乐都开始吹气

球。小明吹得最快，只花了五

秒钟就把气球吹满了一半。小

乐吹得慢，只吹满一点点。

小明认为自己一定会赢！

不久，他就吹满了气球。可是，

小明想炫耀(Xuàn yào)，所以

他继续吹。没想到，他的气球

吹了太满，就破了！

因为小明做了不必要

的事情来炫耀，小乐就赢

了比赛。

   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很

多不同的人。

有些人经常讲话，有些人很

少张开嘴。有人很骄傲(Jiāo ào)
，有人非常友善。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种人喜欢炫

耀(Xuàn yào)。他们不谦虚

(Qiān xū)，只考虑自己，不管别

人。

他们在为酒打架时，有一

位老人走过来。老人求大红和

大黄不要再打架了。

当他们终于停下的时候，老人

就开始介绍自己。“我叫张伟

(Zhāng wěi)，” 他说。

大黄和大红都很好奇张伟为

什么会来找他们。结果大黄就

问：”张伟，你跟我们俩有什么

事情要说吗？“

    大红和大黄两个人都立

即开始画。大红先画完蛇。他

认为他的是最好的。结果，他

开始炫耀了。

大红看了看，发现大黄还在在

画蛇的身体。大红想，因为他

还有时间，他可以给蛇画脚。

没想到，大红只画完三个脚时

，大黄就完成了他的画。

这个故事想传达(chuan da)
的道理是你不要做画蛇添足的事

情。

画蛇添足的东西意思是不必要的

东西。

如果不必要做这件事，就最好不要

做了。

在这两个故事中有两位很骄傲的

人。他们就是小明和大红。这两个

人做了画蛇添足的事情来炫耀，结

果是他们俩输了。

画蛇添足 丽容，凯琳，丽樱 (希望中文学校任长远老师八年级班）

编者按：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
疯狂肆虐全球，骤然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给各年龄段的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
缓解疫情导致的压力，波特兰中国联谊会青少年团队
在娄老师的带领下，根据学生年龄，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宣传教育交流及文体活动，为孩子们提供新方式
的丰富多彩的网上生活，让他们保持蓬勃向上的正能
量。有许多青少年积极地参加了组织和领导的任务，
为社区文化和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经历了这场疫情
的煎熬和磨练，孩子们有了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感
悟。以下节选的是几篇青少年团队高中生和大学生对
过去一年的回忆、反思和感想。尽管他们的汉语水
平参差不齐，但表达的都是真情实感。作为编辑，我
不想作过多的修改，希望把它们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
者。

李圆：我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从2020年5月开始，我
作为波特兰中国联谊会青年团队的志愿者，服务我们
的华人社区。

尽管新冠大流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挑战，但
我知道它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影响着其他人，也给了
我一个回馈社区的机会。我参加的第一个服务项目是
在5月，我和我的朋友张凯拉一起，帮助中国联谊会
向Lake Oswego的居民捐赠了2,000个口罩和120瓶洗
手液。

在通过中国联谊会向我心爱的城市成功捐赠资源
后，我在今年夏末成立中国联谊会青年团体时毫不犹
豫地加入了。我知道这是个我服务社区的绝好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孩子提供了安全的活动机
会，让他们在家中可以参与许多有趣的活动，例如电
影之夜，辅导感染疫情的儿童，在寒假期间，我们举
办了多种有趣的活动供儿童在家中参与，包括唱歌，
讲故事，数学游戏，折纸，和跆拳道等活动。我对寒
假期间的这一系列活动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真的希
望让这个寒假尽可能多地使这个社区中的孩子开心，
同时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我能够帮助使如此众多的
孩子和家长的脸上露出笑容，很高兴。而这个青年团

回首•反思•感悟 体已经教会了我很多技能，如领导力，组织能力，团
队合作和服务于他人的乐趣。

王宣人：这次大流行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一方面，
它迫使我返回家乡并在网上学习，远离大学校园。在
家学习不是理想的情况，因为环境与校园完全不同。
我也感到更加孤独，远离很多朋友，因为有些人遍布
全国，也因为面对面聚会不安全。但是，与社区中的
其他人相比，我的问题微不足道。我不必担心生计或
房租，也不必担心在公共场所工作会生病。参与中国
联谊会的寒假活动使我变得更加珍惜我的一切，明白
许多事情

是理所当然的。我目前已经更好地适应了我当
前的学习环境。我发现了一些可以激励自己在大学的
远程学期学习的方法，并且还提高了我的时间管理技
能，可以按时完成作业，还可以观看教授的讲座录
音，在我所学的课程和功课上以便保持最佳状态。

李凤：新冠大流行不仅影响了我的家人，而且影响了
我周围许多其他人的生活。它不仅影响了我与他人交
流的方式，还影响了我珍惜时间的方式。我在举办每
周一次的电影之夜的过程中，明白了这个活动可以缓
解居家隔离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尽管这似乎是很小的
一件事，但它的正面影响力比我想象的要大。正如蝴
蝶效应：有人说，像蝴蝶翅膀煽动一样微小的行动最
终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台风。我的意思是，即使是最
微小的选择或决定也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在这种情
况下，微小的行动最终可以使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个想法激励着我尽我所能，努力改善自己和周围人
们的生活。

张凯拉：新冠大流行病使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被限制在家里，无法与朋友一起参加活动。我
参加了中国联谊会的青年团队。作为一名教授折纸技
艺的老师，我学会了耐心，并开始从较简单的折纸项
目开始，让青少年学生们慢慢学习。我还学习了如何
在一群孩子中更好地成为领导者。

在大流行之前，生活似乎是如此的匆忙，学校和
体育运动已经使我的生活变得异常繁忙。因此，在隔
离开始之初，被迫的放松与家人共度时光令我感到惊
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康复过程。在开始预防

大流行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社区并为他
人着想。通过关心华人社区，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
过的特殊感激和喜悦。从长远来看，到目前为止所发
生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成长和学习的经历。

王羽清：我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总的来说，这是一
个有趣的经历。一旦搞清楚了所有的后勤准备工作，
举办电影之夜就很容易了，我可以和观众一起欣赏电
影。我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很多。看电影的孩子们似
乎真的很喜欢这种经历。我还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
创造一个积极正面的环境很重要，即使这包括让人们
安静下来并关闭人们的显示屏，这样使每个人都可以
欣赏电影。有好几次我的电脑屏幕变黑了，但是音频
继续播放，我以为电影之夜毁了！但是，我学会了迅
速停止网络立刻重新开机，从而迅速的解决了问题。
我认为电影大部分情况下都很顺利，而且参与者都很
喜欢看电影。孩子们和大家都喜欢电影之夜！

王彦人：在抗疫情的过程中，我主要协助波特兰中华
联合会为受新冠大流行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分配健康公
平补助金。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我与赠款申请者进
行协调和面谈，以使中国联谊会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
的处境以及该流行病对其生计和个人生活的影响，从
而提供帮助。

就个人而言，我的工作使我对大流行给许多人带
来的挑战和不稳定更加了解，并更明白了在这个困难
时期同情和支持的重要性。尽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
多人都幸运地在家工作和学习，并拥有可靠的资源来
维持自己的生活，但对于我们社区中的许多人而言，
情况并非如此。华人各行各业的企业正面临着客户数
量和需求的急剧减少，并且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暂时
关闭，使雇主和雇员都承受极大的经济压力。此外，
随着学校的关闭，许多人无法找到工作，因此他们无
法照料自己的孩子。听到这些经历后，我了解到我们
社会中有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导致了新冠疫情对社区的
许多成员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并且认识到我们所
拥有的优势和基本生活的重要性，如拥有稳定的住房
和健康保险等。我更了解到如何支持帮助我们的社区
是此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总体而言，我很高兴成为
这个项目的一个成员。

从四月份开始，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的可能性一
天天变成现实。虽然回校上课是让孩子们恢复正常学 
业的途径，但是，孩子们也面临着回到学校与老师同
学们见面的现实。对许多孩子来说，跟老师同学们见
面，这是今年的第一次。经过了一年的网课，重新调
整日常的生活与学习规律，对老师，学生，和家长都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关系是学习的基础，良好的关系会对孩子的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如此说来，交朋友，交好朋友，无疑
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孩子们必须确保不仅与老师
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还应该有好朋友，一起做作
业，玩耍，谈心。与同龄人交朋友，是每个人生命中
的一大乐 趣。

父母可以帮助孩子交朋友。例如父母在得到

疫情之後回到校園，孩子們怎樣交朋友？ 娄玮薇

别的孩子家长同意之后，邀请孩子的朋友到家里做
客，或者约孩子的朋友们一起到公园散步，玩游戏，
或看电影。

孩子们交朋友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交友
过程中，孩子可以学到怎样与别人交流，何时与别人
交流，怎样去体会别人的心情，别人的处境和情况，
理解并学习与别人的交流方式，才能扩大自己的人生
视野。

孩子们交朋友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如何解决问题
的的过程。孩子们如何和朋友们解决矛盾，如何公正
的对待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利益和分歧，以及自己和别
人的共同利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学
会如何容忍，如何化解矛盾，探讨许多终身受益的生
存技能。

如果你的孩子失去了一个朋友，或者是受到朋友
的不公平待遇，父母更应该竭尽全力帮助孩子理解事
情发生的原因，探讨孩子与朋友互相沟通的可能性。
与人沟通是一种能力，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更是一种
可贵的沟通能力。孩子们需要父母的正确引导，鼓励
孩子们积极地及时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消除与朋友
之间的误会，避免孩子做出一些阴暗的事情。孩子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理解，矛盾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问题得不到解决，延续下去。

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朋友带给每一个人生活
中珍贵的亲情友情，让每一个人的人生更加美好。孩
子们应该认识到“我拥有很多，我的朋友很珍贵”。
疫情给当下的孩子们带来了人生的第一大挑战，如何
交朋友，如何与朋友们融洽相处，都是孩子与家长共
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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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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