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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tells U.S. governors to crack 
down on violent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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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Reuters) -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Monday urged U.S. states to crack down on violent 
protests that have engulfed cities, saying officials should 
“dominate” and arrest people to restore order after a sixth 
straight night of vandalism and looting, media reported.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in cities from New York to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spent Monday sweeping up bro-
ken glass and taking stock of damage after protests over 
racial inequities and excessive police force turned violent 
again overnight.

“You have to dominate,” Trump told the governors in a 
private call,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If you don’t 
dominate, you’re wasting your time - they’re going to run 
over you, you’re going to look like a bunch of jerks.”

RELATED COVERAGE
U.S. government to send additional help for responding to 
violent protests, White House says
U.N. chief urges peaceful U.S. protests, calls on leaders to 
listen, show restraint
See more stories
CBS News, which also obtained audio of the call, said 
Trump had pinned the violence on the “radical left.”

Dozens of c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under 

Inside C2

curfews at a level not seen since riots following the 1968 
assassination of civil rights activist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National Guard deployed in 23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Authorities fought to put out fires near the White House and 
halt the looting of shops in numerous cities. The Federal Emer-
gency Management Agency reported “significant ongoing” 
civil unrest in 36 U.S. cities, including smaller ones like Fargo, 
North Dakota, and Roanoke, Virginia.
One person was killed in Louisville, Kentucky, overnight 
where police and National Guard troops returned fire while 
trying to disperse a crowd.
“It’s devastating and heartbreaking,” Alex Flowers, 30, said as 
she swept broken glass from the sidewalk outside Wasteland, a 
used-clothing store in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early on Mon-
day. “I came to help clean up the city that has been destroyed 
and help the business owners and employees.”

The unrest, which erupted as the country was easing lengthy 
lockdown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began with 
peaceful protests over the death of a black man, George Floyd, 
in police custody in Minneapolis last Monday.

Video footage showed a white police officer kneeling on the 
neck of Floyd, 46, for nearly nine minutes before he died. 
Derek Chauvin, a since-fired 44-year-old police officer, has 
been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 He was released on $500,000 bail and is due to 
appear in court on June 8, according to jail records.

On Monday, dozens of people quietly paid their respects to 
Floyd at the scene outside the Cup Foods where he lost his 
life. Visitors left flowers and signs honoring Floyd on the 
pavement. A little girl wrote, “I’ll fight with you,” in aqua blue 
chalk in the road.

“This is therapeutic. My heart was real heavy this morning so 
I came down extra early and when I got here, the heaviness 
lifted,” said Diana Jones, 40, the mother of four children. “This 
right here let’s me know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be ok.”

In the U.S. capital,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a 
historic place near the White House where many U.S. 
presidents have worshipped, suffered minor damage while the 
nearby headquarters of the AFL-CIO labor group was vandal-
ized.

Floyd’s death wa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similar incidents to 
prompt an outcry over racism in law enforcement. It reignited 
outrage across a politically and racially divided country that 
has been hit hard by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ny cities affected by the unrest are just restarting some nor-
mal economic activity after more than two months of stay-at-
home orders to stem the outbreak, which has killed more than 
104,000 people and plunged more than 40 million people into 
joblessness.

White House spokeswoman Kayleigh McEnany told Fox News 
that Antifa, an anti-fascist group, was “certainly behind” the 
violence. Trump branded the group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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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s erupted for a sixth day across the US 
over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an unarmed 
black man, at the hands of a police officer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By the weekend, at least 40 cities imposed 
curfews but most were broken, and Nation-
al Guard members have been activated in at 
least 26 states and Washington, DC.
One former officer who was seen with his 
knee on Floyd’s neck was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 
but protesters say the charge isn’t harsh 
enough, and are demanding charges for the 
other officers involved.
Over last weekend, a sixth day of protest 
gave way to a night of unrest. Fires burned 
outside the White House, the streets of New 
York City were gripped by mayhem and 
stores in Santa Monica, Calif., were loot-
ed after another day of peaceful protests 
descended into lawlessnes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ixth day 
of unrest since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last week in Minneapolis, hundreds were 
arrested as streets seethed with unrest. Even 
as businesses braced for looting, stores were 
ransacked. In Manhattan, the owners of the 
upscale Chanel store had boarded up its win-
dows, only to wake on Monday to find that 

thieves had found their way inside.

Former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Derek 
Chauvin pushes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George Floyd.
The National Guard was deployed in more 
than two dozen states to assist overwhelmed 
police departments, and dozens of mayors 
extended curfews.
As the smoke cleared on Monday morning, 
here is where things stand:
In Minneapolis, the epicenter of the demon-
strations, about 200 protesters were arrested 
after trying to march along an interstate after 
a curfew began at 8 p.m. The arrests capped 
a relatively quiet night compared with the 
chaos of the past several days; in Louisville, 
Ky., one man was killed when shots broke 
out as the authorities cleared a large crowd. 
The Louisville police chief said that law 
enforcement was fired upon, and both the 

police and the National Guard returned fire. 
Gov. Andy Beshear instructed the Kentucky 
State Police to investigate; in California, all 
state buildings “with offices in downtown 
city areas” were ordered to close on Monday.
 There were widespread reports of looting in 
Santa Monica and Long Beach. One police 
officer suffered a gunshot wound while on 
duty in Venice. A news helicopter in Los An-
geles recorded a police S.U.V. driving into 

a group of protesters, knocking two people 
to the ground; in Birmingham, Ala., pro-
testers started to tear down a Confederate 
monument that the city had covered with a 
tarp amid a lawsuit between the state attor-
ney general and the city; in Boston, a police 
S.U.V. was set ablaze near the State House. 
As reports of more lawlessness came in 
overnight, Mayor Marty Walsh said he was 
angered “by the people who came into our 
city and chose to engage in acts of destruc-
tion and violence.” He added, “If we are 
to achieve change and if we are to lead the 
change, our efforts must be rooted in peace 
and regard for our community;” in Phila-
delphia, police officers in riot gear and an 
armored vehicle used pepper spray to repel 
rioters and looters. A wall of officers blocked 
an entrance ramp to Interstate 676 in the city, 
where public transit was suspended starting 
at 6 p.m. as part of a curfew. In the morning, 
many business owners were sifting through 
ransacked stores; In New York, demonstra-
tors marched across the Brooklyn and Wil-
liamsburg Bridges.

 The Manhattan Bridge was briefly shut 
down to car traffic. Sporadic looting was 

reported across Lower Manhattan. The night 
before in Union Square, the mayor’s daugh-
ter, Chiara de Blasio, 25, was among the 
protesters arrested, according to a police of-
ficial; in Chicago, the police superintendent, 
David Brown, excoriated looters on Sunday. 
Gov. J.B. Pritzker said he had called up the 
National Guard after a request from Mayor 
Lori Lightfoot. “I want to be clear and em-
phasize: The Guard is here to support our Po-
lice Department,” Ms. Lightfoot said. “They 
will not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cing and 
patrolling.” Public transit to downtown has 
been suspended indefinitely; in Portland, 
Ore., the police clashed with protesters who 
smashed windows at the federal courthouse. 
The police deployed tear gas while demon-
strators hurled fireworks at officers; in Iowa, 
the police said riots had broken out in Dav-
enport, and at least two people were killed 
and one police officer injured in a series 
of shootings. The city’s police chief, Paul 
Sikorski, told a news conference on Monday 
that dozens of shootings had been reported 
overnight. He said that around 3 a.m., offi-
cers were “ambushed” and one was shot, and 
that several suspects were in custody. (Cour-
tesy newyorktimes.com)
Related
Atty Gen Barr Says Regional 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s Directed to 
Locate, Apprehend Antifa Leaders, 
Other ‘Radical Agitators’

 U.S.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U.S.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said in 
a Sunday statement that the regional 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s of the FBI  have been 
directed to locate and apprehend Antifa lead-
ers.
His statement was issued aft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that the U.S. 
would be declaring Antifa a domestic terror-
ist organization for it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the terrorizing of major cities after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With the rioting that is occurring in many 

of our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voic-
es of peaceful and legitimate protests have 
been hijacked by violent radical elements. 
Groups of outside radicals and agitators are 
exploiting the situation to pursue their own 
separate, violent, and extremist agenda,” 
said Barr.
“It is time to stop watching the violence and 
to confront and stop it. The continued vio-
lence and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endangers 
the lives and livelihoods of others, and inter-
feres with the right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as well as all other citizens,” he continued.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at the An-
tifa group will now be designated as a do-
mestic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e called on cities “to ensure that adequate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Guard where necessary, are de-
ployed on the streets to reestablish law and 
order.”
“We saw this finally happen in Minneapo-
lis last night, and it worked,” said Barr as a 
presence of more than 4,000 national guards-
men was able to prevent a fifth night of riot-
ing Saturday.
The attorney general concluded his state-
ment by revealing that a network of 56 FBI 
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s have been di-
rected to apprehend and charge “the violent 
radical agitator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will be 
directed at apprehending and charging the 
violent radical agitators who have hijacked 
peaceful protest and are engaged in viola-
tions of federal law. To identify criminal 
organizers and instigators, and to coordinate 
federal resources with our state and local 
partner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is using 
our existing network of 56 regional FBI 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s,” Barr said. “The vi-
olence instigated and carried out by Antifa 
and other similar group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ioting is domestic terrorism and will be 
treated accordingly.” (Courtesy https://ten-
nesseestar.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eorge Floyd Protests Spread Nationwide

U.S. – From Lockdown To Breakdown

No Justice!          No Life!

LIVE

CORONAVIRUS DIARY

In the last six days because of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more than
twenty-two states and in forty U.S. cities
along with thousands around the world,
protests have erupted in a global display
of solidarity. Their anger over the killing
of an unarmed black man has now
spread worldwide. In London, some
protestors marched to the U.S. embassy
in the Nine Elms area of the city. Crowds
gathering varying signs that read,
“Black Lives Matter” and “Justice
Can’t Wait.”

In New York City, a group of policemen
knelt together with the protesters in a
group to show their support. New York
Mayor Bill Blasio’s daughter, Chiara,
was arrested over the weekend by police
and charged with illegal gathering.

Mayor Blasio said in his tweet that,
“structural racism haunts the lives of
people of colors.”

We want to urge all the people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stand up and tell
the protesters that we all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our anger in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but not to loot the stores
and businesses and destroy public
property.

Social injustice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is country have long been issues
that have create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now it is just
getting wider. The local school districts
mostly are not doing very well financially.
Our nation’s infrastructure greatly
needs repairs that are long overdue. All

of these problems are worsening by the
day.

Even though we had Obama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yors of Chicago, Atlanta, Washington
DC and Houston all had
African-American l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 the real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were still miss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still spreading and
now with all the social unrest, this puts
our nation in very great danger. We hope
that all citizens will recognize that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and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our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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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man takes a selfie at a salt production site on the bed of a drained area of 
the Sasyk-Sivash lake near the city of Yevpatoria, Crimea. REUTERS/Alexey 
Pavlishak    

High noon in a coronavirus-stricken world

A protester, who was hit by an object fired by police, is aided by other protesters during a rally 
against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Austin, Texas.   REUTERS/Nuri Vallb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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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walks past a damaged window display of a business during nationwide unres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Atlanta. REUTERS/Shannon Stapleton  

An Atlanta Police car burns as people protest against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near CNN Center 
in Atlanta, Georgia. REUTERS/Dustin Chambers  

A man is injured after being hit in the head by an object at a protest near the Minne-
apolis Police third precinct after a white police officer was caught on a bystander’s 
video pressing his knee into the neck of African-American man George Floyd

An NYPD police car is set on fire as protesters clash with police during a march against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Brooklyn, New York. REUTERS/Jeenah Moo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watch the launch of a SpaceX Falcon 9 rocket 
and Crew Dragon spacecraft, from Cape Canaveral, Florida. REUTERS/Jonathan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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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disaster for all Texas 
counties amid the violent protests in 
response to George Floyd’s death. 
The governor said he is authorizing 
federal agents to serve as Texas Peace 
Officers to help protect people’s safety 
while ensuring that peaceful protesters 
can continue to march and let their 
voices be heard. 
“Every Texan and every American has 
the right to protest and I encourage all 
Texans to exercise their First Amend-
ment rights,” said Governor Abbott.                                                                
“However, violence against other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is unaccept-
able and counterproductive. As protests 
have turned violent in various areas 
across the state, it is crucial that we 
maintain order, uphold public safety, 
and protect against property damage or 
loss.”
Large protests have been happening 
in several cities in Texas, including 
Houston, Dallas and Austin. While some 
protests have been peaceful, others 
have turned violent leading to several 

businesses being damaged and hundreds 
of people arrested.  

Sneakers are scattered on the floor of 
a Deep Ellum store that had its win-
dows smashed and shelves emptied 
by a group of protesters on May 29, 
2020.
Floyd died in Minneapolis on May 
25 when an officer was seen on video 
kneeling on his neck for nearly 11 min-
utes in an attempt to detain him for what 
police called a non-violent forgery. 
Derek Chauvin was identified as the 
officer seen on video with his knee on 
Floyd’s neck while Floyd was pleading, 
“I can’t breathe.” 
Chauvin and three other officers were 
fired following his death, but protest-

ers took the street of Minneapolis to 
demand the officers be charged.
It wasn’t until four days later that 
Chauvin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third-degree murder and 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 The three other officers 
who were on scene have not been 
charged. 
The news of Chauvin’s arrest did not 
stop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from 
continuing to gather in cities like New 
York, Chicago and Atlanta to demand 
justice for Floyd and speak out about 
police brutality.

Many of the protests around the country 
have led to the looting of businesses 
and more viol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ce officers. (Courtesy https://www.
kristv.com/)
Related
‘I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proud’ -- Mayor lauds Hous-
ton’s peaceful George Floyd 
protests
Over the weekend, Houston did not 
experience riots, looting and violence               
seen in other major U.S. cities during 
‘Justice for George’ protests
HOUSTON — On Sunday, Houstonians 
at Resurrection Metropolitan Church 
near the Heights stood in silence for 8 
minutes and 46 seconds, the amount 
of time a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pressed his knee into George Floyd’s 
neck.
All you could hear was the rain and 
cries of heartache.
The candlelight vigil at Resurrec-
tion Church was one of several ways 
Houston is mourning Floyd’s life and 
protesting for justice.
“There’s a tendency to lump all cities 
together,”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id. “From Houston’s perspective, 
as the Mayor, I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proud of how the city responded 
yesterday.”

Houston Police Chief Art Acevedo 
walks with demonstrators in Houston.
Turner said 98% of protesters did so 
peacefully on Saturday. There wasn’t 
much property damage and violence 
to report. Houston police arrested 270 
people Saturday mostly for blocking 
roadways.
Black Lives Matter Houston, which 
organized Friday’s initial downtown 
protest, has been busy bailing protesters 
out of jail.
“I’m not here to tell people how to 
protest, but I’ll support everyone out 
there who is taking action because we 
can’t be silent and we can’t be policed 
with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activist 
Ashton Woods said.

Violent protests seen around the 
country were not seen in Houston.
BLM said the protests will continue in 
the days ahead. Another major protest is 
scheduled for Tuesday when members 
of Floyd’s family will march to City 
Hall.
Houston remains one of the few major 
U.S. cities without a curfew in place. 
Turner is calling on all Houstonians to 
continue to honor Floyd’s memory the 
right way.
“My hope is that things will stay peace-

ful in Houston,” Turner said.

Houston Police Chief Art Acevedo 
announced HPD has offered to provide 
a funeral police escort to Floyd’s family 
when Floyd’s body returns to Houston 
for burial. He says it’s their way to hon-
or Floyd and his family. No word yet 
if the family has accepted HPD’s offer. 
(Courtesy khou.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ov. Greg Abbott Authorizes Federal Agents To Act As Texas Peace Officers

Governor Abbott Declares State Of 
Disaster Following Violent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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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隨著影響力的下降，美國也會失去其在全球
範圍內設置衛生議題的能力——諷刺的是，這正是特朗普政府
所抱怨的。

當地時間5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由於世衛組織
未能進行美方要求的改革，美國將終止與該組織的關係，並將
向該組織繳納的會費調配至別處。

特朗普本月18日曾致信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威脅若世
衛組織不致力於在未來30天內作出“實質性改進”，美方將終
止向世衛組織繳納會費並重新考慮是否留在該組織內。此舉在
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招致批評。

世界頂級期刊《自然》雜誌5月27日曾發布一篇題為《美
國退出世衛組織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公共衛生意味著什麼》
的文章。 29日，在特朗普宣布終止美國與世衛組織聯繫之後
，這篇文章被重新編輯刊發。

《自然》援引衛生政策專家的話指出，特朗普的這項決定
可能會導緻小兒麻痺症、瘧疾等疾病在世界範圍內復發，新冠
肺炎疫情的信息流通也會受阻。更重要的是，全球在科學領域
的合作會受到影響，美國也可能會失去對全球衛生倡議的影響
力——其中也包括新冠肺炎藥物和疫苗的研製及分發。

《自然》雜誌認為，目前國際社會需要協調合作來對抗新
冠肺炎疫情，特朗普與世衛組織的“斷交”來得不是時候。華
盛頓喬治敦大學全球衛生科學與安全中心主任麗貝卡卡茲
（Rebecca Katz）稱，“人們都說，在這場大流行中，人們是
一邊造飛機一邊起飛，而（特朗普的）這個提議就如同飛機還
在半空時就把窗戶拆了。”
未來世衛組織資金會有缺口

《自然》援引衛生專家的分析指出，特朗普無需美國國會
批准便可以扣留提供給世衛組織的資金，而對於世衛組織來說
，美國留下的缺口會是個大問題。

2019年，美國政府為世衛組織提供了約4.5億美元的資金
，其中近四分之三為自願捐款，另外四分之一為強制性繳納的
會費。世衛組織發言人稱，美國是世衛組織最大的資助國，其
資助金額約佔世衛組織總預算的15%。今年截止目前，美國已
向世衛組織支付約3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億元）的會員
費，佔世衛組織總會員費的四分之一。自願繳納資金則更為複

雜，雖然去年美國已預付一大部分，但世衛組織發言人表示，
由於資金凍結，新的協議已經被擱置，這意味著該決定將在
2021年產生全面影響。

美國政府為世衛組織提供資金的27%預算用於消除小兒麻
痺症，19%用於防治結核病、艾滋病、瘧疾和麻疹等疫苗預防
性疾病，23%用於緊急衛生行動。研究人員表示，如果相關資
金縮減，這些疾病的死亡和患病人數將激增。倫敦衛生與熱帶
醫學院流行病學教授大衛海曼(David Heymann)稱，這等同於浪
費了美國的投資，尤其是針對小兒麻痺症的投資，一些耗資數
十億美元的疫苗接種項目所取得的成果最終都將白費。
“另起爐灶”卻不一定有效

除了宣布終止與世衛組織的關係，特朗普還表示，美國政
府不會再依靠世衛組織來資助全球衛生事業，而是將繼續藉由
其他援助組織和美國自己的機構進行。

本月22日，專注於全球發展的在線平台Devex報導稱，美
國國務院正在傳閱一份名為“總統疫情應對計劃”的提案，提
案涉及的資金總額達25億美元，用於監控國內外應對新冠肺炎
大流行的措施。上週，一項名為“2020年全球衛生安全與外交
法案"的提案也被提交至美國參議院，《自然》雜誌獲悉，該
法案將授權提供30億美元給一項以遏制國內外疫情為目的的國
際倡議，並由總統任命的一名美國國務院官員負責監督。

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阿曼達格
拉斯曼（Amanda Glassman）稱，她和同事們對美國致力於在全
球範圍內抗疫的努力表示肯定，但他們認為，美國還是必須要
與世衛組織合作，而且美國應該對世衛組織承擔更多義務。因
為即便是美國在世衛組織之外盡同等努力，這些努力也不一定
非常有效，因為與各國建立夥伴關係需要多年時間。

格拉斯曼補充道，世衛組織會在幾個幾乎沒有其他國際機
構參與的國家開展工作。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疫情暴
發期間，美國政府主要依靠世衛組織才能在當地工作，因為持
續不斷的暴力事件使得美國機構和大多數國際人道主義團體無
法參與其中。世衛組織發言人瑪西婭 普爾（Marcia Poole）稱
，“在某些地區，我們是最後的救援者，而美國的資金支持了
這些行動。”

格拉斯曼表示，如果沒有世衛組織，人們會看到全球衛生

領域更多的不協調現象，而這最終會浪費美國每年在全球衛生
項目上花費的大量資金。

世衛組織與美國機構研究人員之間的裂痕也可能削弱雙方
長期以來的合作。來自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及美國國家衛
生研究院的科學家經常在位於日內瓦的世衛組織總部輪流工作
。另外，世衛組織約有180名流行病學家、衛生政策專家及其
他工作人員來自美國，此外還有數十名美國人作為訪問學者和
實習生在該組織工作。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公共衛生教授凱
莉李（Kelley Lee）表示，他們的工作大多與美國資金無直接聯
繫，但由於美國與世衛組織關係緊張，他們很可能會受到影響
，美國約80個與世衛組織建立的官方合作中心也可能受此影響
。
其他國家或將補位

相比失去資助，研究人員更擔心中斷衛生領域的國際合作
。日內瓦國際與發展研究學院全球健康中心主任蘇麗 文(Suerie
Moon)表示，美國依靠多邊機構才能在一些國家順利開展工作
。今年2月中旬，美國科學家作為世衛組織訪問團的成員才得
以來到中國，學習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

美國的流行病學家還依賴世衛組織從全球各地的同行處獲
取信息。 “全球發展中心”的格拉斯曼指出，隨著拉美地區的
疫情升級，獲取相關信息對美國的安全利益尤為重要。

“我們需要像世衛組織這樣的機構來維護關係並保持信息
流通，無論是在基因組序列方面，還是護理標準方面。”格拉
斯曼表示。

不過，研究人員也認為，世衛組織在短期內可以熬過美國
的資金凍結期，因為其他資助國會幫助世衛組織彌補新冠肺炎
大流行期間的資金缺口。但凱莉 李表示，儘管如此，特朗普這
一舉措還是讓世衛組織和美國兩敗俱傷。更重要的是，隨著時
間的推移，美國將失去自己在海外的影響力。即使特朗普沒有
宣布美國退出世衛組織，不自願捐助也意味著美國對世衛組織
的影響力下降。而若是美國不支付任何費用或終止與世衛組織
的關係，美國將失去投票權。目前，只有三個國家（南蘇丹、
委內瑞拉和中非共和國）在此之列。

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對新冠肺炎和全球衛生意味著什麼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對新冠肺炎和全球衛生意味著什麼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對新冠肺炎和全球衛生意味著什麼？？？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七國集團（G7）領
導人峰會將從原定的6月底，推遲到9月舉行，並希望邀請俄
羅斯、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參加。他還坦言，G7是一個非常
“過時”的國家集團。

據報導，G7峰會原定於6月10日至12日在華盛頓戴維營
舉行，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一度改在6月底舉行，日前又

延遲到9月某個時間。當地時間30日，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對
記者說，之所以推遲，是因為覺得作為一個七國集團，它不能
恰當地代表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非常“過時”的
國家集團。

就在特朗普宣布這一決定不久前，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賽
貝特30日表示，德國總理默克爾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出的邀

請，但考慮到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整體形勢，無法承諾前往
6月舉行的G7領導人峰會。另據此前外媒報導，英國首相約翰
遜已同意赴美出席G7峰會。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則表示，在決
定是否出席前會先了解“將採取何種安全措施”。

（綜合報導）黑人之死點
燃全美抗議浪潮，美國前副總
統拜登星期五承諾說，有不止
一名非洲裔美國婦女被認為是
他的競選夥伴，此前他曾公開
稱希望與奧巴馬妻子米歇爾搭
檔。與此同時，奧巴馬就黑人
弗洛伊德之死髮長文聲明稱
“都2020年了，種族歧視不該
在美國還存在。”

拜登在接受微軟全國廣播
公司(MSNBC)採訪時透露了這
一細節，當時主持人克雷格.梅
爾文(Craig Melvin)就有關誰將
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新猜
測向他施壓。
梅爾文質疑，明尼阿波利斯和
全國其他城市抗議警察殺害手
無寸鐵黑人的示威活動是否影
響了拜登的決定。

拜登回應道，“我已經說
過，我將選擇一位有色人種女
性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我已

經說過，我的內閣將充滿各種
膚色的人，有色人種的女性、
男性和女性。我已經說過，有
色人種女性也在考慮之列。”

拜登說，“這並不是決定
我選擇誰作為競選夥伴的唯一
標準。這個過程才剛剛開始。
我向你們保證，有不止一個非
洲裔美國婦女在考慮競選副總
統，我向你保證。”

拜登已經誓言要挑選一名
女性擔任副總統，但是一些民
主黨人敦促他挑選一名黑人女
性，以表彰非裔美國人的支持
在推動他的競選中發揮的關鍵
作用。

在 46 歲的黑人男子喬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
阿波里斯市(Minneapolis)被警
方逮捕時死亡後，特朗普選擇
的競選搭檔進一步成為公眾關
注的焦點。拜登還為他上星期
隨口說的話進行辯護。他說，

如果黑人投票給特朗普，他們
就“不是黑人”。

拜登的一位長期盟友對國
會山報說，“我認為這肯定會
讓他三思而行，他肯定會受到
來自黑人社區的更大壓力，你
已經在新員工身上看到了這一
點。”

被認為可能成為拜登競選
搭檔的人包括加州民主黨參議
員 卡 瑪 拉 • 哈 里 斯 (Kamala
Harris)、前喬治亞州州長候選
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和佛羅里達州民主黨
眾 議 員 瓦 爾 • 德 明 斯 (Val
Demings)，他們都是黑人，不
過眾所周知，拜登也在考慮廣
泛的女性選民。
拜登已經表示，如果他的政府
期間出現空缺，他將提名一名
有色人種女性進入最高法院。

特朗普稱特朗普稱GG77““過時過時”：”：峰會從峰會從66月推遲至月推遲至99月舉行月舉行

黑人之死點燃全美，拜登：我承諾
不止一位黑人被考慮擔任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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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影公司拍溫情抗疫片籌款

古天樂感謝善長

這次行動更得到香港10家電影公司（排名不分先後）
包括：中國星電影、安樂影片、英皇影業、東方影

業出品、寰亞電影製作、美亞電影製作、天下一電影製
作、邵氏兄弟國際影業、太陽娛樂文化及寰宇影片發行，
伸出援手作出捐輸，連同劉鑾雄及業內有心人士熱心募
捐，目前已籌得一筆可觀款項。這筆款項將由“香港演藝
人協會”全數派發予電影基層人員，以助他們暫時渡過難
關。

至於為業內人士提供的支援基金，現已落實可分兩階
段派發給申請人士，是否有第三階段派發，將要視乎申請
人數再作衡量。受惠同業包括：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12
大屬會（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香港專
業電影攝影師學會、香港電影美術學會、香港電影製作行
政人員協會、 香港演藝人協會、香港電影燈光協會、香
港動作特技演員公會、香港電影剪輯協會、香港電影後期
專業人員協會、香港電影副導演會、香港電影作曲家協
會）、3個同業工會（香港電影道具同業協會、香港電影
攝影同業協會、香港電影業髮型師及化妝師<臨時>工
會）及尚未組成屬會之其他工種基層員工（包括但不限
於：收音、服管、茶水、劇照、製作特輯人員、場務等）
有需要之會員及非會員同業。

此外，上述的10家香港電影公司，將會向香港電影
發展局“電影製作融資計劃”申請一筆款項作為電影製作
費用， 聯手合拍一部電影，藉此以示大家為業界齊心付
出之餘，並希望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再次投入自己的工作
崗位，互相扶持。

基層同業最多獲約9000元
據知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為協助同業，聯絡了10

家電影公司各投資300萬（港元，下同），並向電影發展

基金申請批得900萬元資助，合共3,900萬，拍攝以港人
在疫情下共渡難關的溫情電影，作為對基層同業籌款，由
谷德昭擔任總導演，至於今次演員全部義演參與，演員片
酬撥捐予基層同業，每位申請求助的業界人員，據知最多
可獲得約9,000元的資助金。

目前一班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已密鑼緊鼓地為籌拍的
電影作出準備，不少演員及導演也主動提出義演、義導，
有傳包括張智霖、任達華、古天樂、曾志偉等，務求出一
份力支援香港電影工作者！ 而經歷這一“疫”後，希望
大家都能夠愛惜身邊人、愛惜地球、懂得積極面對人生。

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回應：“我好多謝在這次疫境
支援計劃裏面捐過錢的每一位善長和每一位出過力的熱心
人士，透過今次行動，整個業界上下齊心協力互相扶持，
希望善款可以為業內有需要的人解燃眉之急。今次的苦
況，令整個業界幾乎停擺，開到的戲只是寥寥可數，未來
可見仍會受疫情影響，未能夠很快地回復正常的製作，所
以未來的日子大家要繼續互相扶持，一同堅持，共同渡過
這個逆境。”古天樂創立的天下一電影製作與楊受成旗下
的英皇電影，早前亦宣布攜手於兩年內合作製作及發行共
10部港產片。

程瑤為活動製作行業喊苦
此外，程瑤與老公朱仲賢日前接受電台節目訪問，坦

言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她與老公的活動製作公司生意
“水深火熱”，她說：“因為限聚令的關係，大家不能聚
集，我們公司接的大型活動和會議工作也取消了，對比去
年同一時間，由2月開始到現在，跌了8成，對這行業如
禁業令。”雖然她透露公司未有計劃裁員，但直言未能受
惠香港政府的抗疫基金，故與同業發起“香港活動及演藝
製作台前幕後大聯盟”，希望向政府反映業界經營慘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鄭秀文
（Sammi）向來是名孝順女，即使工作有多
忙，也將父母記掛在心中。

Sammi最近去過探望父母，並於社交平台
上載了跟母親的合照，她留言道：“今天探望
媽媽爸爸，母親正在跟mi（鄭秀文自稱）分享

她每天練字的習作。八十多歲的老人家，盡力
豐富自己每天的生活，衷心佩服老媽子的積極
心境。”Sammi又提到母親身體雖日漸衰退，
但她積極地在生活當中找到樂趣和動力。她大
讚母親給予她無條件的愛，母親更是她永永遠
遠的榜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阿祖）新冠肺炎全球肆虐，除了人命傷亡外，亦對各行各業造成極大

衝擊，香港電影業界亦不能倖免。疫情嚴峻，電影業幾近停擺，由於業界一向以散工及短期合約

形式運作，基層員工於近半年間可謂經歷了真空期，工作機會寥寥可數，手停口停，生活頓陷困

境。有見及此，“香港演藝人協會”及“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馬上召喚各屬會及有心人士，發

起“香港電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計劃”，透過業界募集各方捐款，希望為正值水深火熱的基層同

業，盡快作出支援。演藝人協會會長古天樂感謝在這次疫境支援計劃裏面捐過錢的每一位善長和

每一位出過力的熱心人士，希望善款可以為業內有需要的人解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芬）演員應采兒近日在社交
媒體公布了一個好消息，由一家三口變成一家四口啦！並
配上了一張挺着孕肚和兒子Jasper、老公陳小春的合照，溫
馨幸福，並配文字：“一家四口，感恩”。陳小春亦轉發
表示：“辛苦啦老婆大人！媽媽真偉大！”
據悉，今次應采兒剖腹誕下一子。對於再做爸爸，陳

小春回覆查詢時僅表示：“多謝！”
陳小春與應采兒結婚已有十年，兩人2010年2月14日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了浪漫的婚禮，並在2013有了兒子
Jasper。一家三口的感情一直很甜蜜，2019年12月7日，陳
小春在個人演唱會上公布老婆懷二胎喜訊。而在早些年Jas-
per也因為與爸爸陳小春一起參加真人秀《爸爸去哪兒5》
而受到關注，現在Jasper當哥哥了。

香港文匯報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
各界文化促進會榮譽會長鄺美雲（Cally）近日
在北京回應有關港區國安法的問題時表示，立
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對中華民族負責、對十四億
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對香港特區的繁榮穩
定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負責。

她指出：“有國才有家，我們應該好好珍
惜我們的國、我們的家，我們應該用和諧、互
相尊重的心情，每一日好好地珍惜，活在當
下，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自身和悅，自然我
們的家庭就會和順，減少爭拗，我們的社會就
會和諧。”

鄺美雲表示：“無論我們去到世界任何一
個地方，我們的國家都是我們最後的依靠、最
好的後盾，所以在香港，只要我們好好發揮法
治精神，我們有法可依，國家安全，有法治才
能有發展，我們應該好好守護、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相信有中央的大力支
持，我們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鄺美雲又把自己年前獻唱《我和我的祖
國》的聲音檔案再度上載，作為對國安法立法
的支持。

鄺美雲：立港區國安法對中華民族負責 陳小春一家變四口

鄭秀文佩服母親心境積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美國流行樂壇天

后Taylor Swift（圖）近日在社交平台上，
就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執
法死亡一事而引發的抗議事件發聲，
指斥美國總統特朗普竟有臉在點起了
白人至上和種族主義的火焰後，還能
假裝無辜，並言明了自己在總統大選
中的立場：“我們將投票讓你滾蛋！”
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上，Taylor保

持了中立，而當時其他歌手Beyonce 、Lady Gaga，
以及Katy Perry都明確表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里。現在Taylor 不再保持沉默了。

對於Taylor 的言論，她的粉絲都很
欣賞，讚揚她敢於直言不諱，更說：
“成為Taylor Swift的粉絲是我做過最
好的決定。感謝您的發言！”還有粉絲
開玩笑建議她將來可以自己去參選：

“Taylor Swift你競選總統吧。”

不滿煽動白人至上種族主義
Taylor Swift誓投票趕特朗普下台

助業界渡難關

■■古天樂希望業界互相扶古天樂希望業界互相扶
持持，，一同堅持一同堅持，，共同渡過共同渡過
這個逆境這個逆境。。

■■陳小春感陳小春感
謝太太為家謝太太為家
庭增添新成庭增添新成
員員。。

■鄺美雲表示減少爭拗，社會會變得和諧。

■■楊受成楊受成（（左左））與與
古天樂早前宣布將古天樂早前宣布將
合作打造香港電影合作打造香港電影
全新格局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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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芳、邵文依擔任總制片人，

張萌、吳蓉、孫旭擔任制片人，導演

王巖執導，柏邦妮編劇，梁靖康、李

凱馨主演的原創都市勵誌甜美暖劇

《暖暖，請多指教》正在熱播，並於5

月27日正式開啟超前點播。隨著梁靖

康、李凱馨組成的暖徹心扉CP從相戀

到求婚的過程全曝光，霸氣強吻、牙

膏吻、煙花吻等接吻新姿勢也壹並解

鎖，滿足了眾多網友“搞快點”的追

劇心願。

在《暖暖請多指教》上周更新的

劇情裏，韓徹終於正視自己的內心，

以壹記猝不及防的車窗吻拉開了與暖

暖花式虐狗的帷幕，被網友調侃為

“八個機位無死角地恰檸檬”。本周

因超前點播直通大結局，暖徹心扉CP

更是頻頻放大招，自帶“壹甜到底”

濾鏡，關系加速升溫，從

壹見面就開懟的“房東住

客”升級為了“行走的發

糖機器”。刷牙時打著

“聞聞妳檸檬味牙膏”名

義的牙膏吻，醉酒後在出

租車後座上深情告白的纏

綿長吻，煙花下盡情相擁

的浪漫大衣吻。有網友表

示：“這可能是我過吻戲

最多的小甜劇了。”難怪

梁靖康早在開播之初就自

曝《暖暖請多指教》“是

壹部很費嘴的戲”。

戲裏高甜發糖，戲外梁

靖康與李凱馨也是頻頻營

業，將暖徹心扉CP的直球

式表達延續到了現實。不

僅在首次合體直播時，大

方爆料二人在片場拍攝間

隙經常會“互拍”，親自

蓋章“夫妻相”，李凱馨

還對梁靖康誇贊有加，

“是我合作過最好的壹個

男演員，很開心遇見這麽

好的哥哥”。當被粉絲問

及“誰是劇組的團寵？團

欺？”時，李凱馨也毫不

避諱地回答道：“大家都

是相愛相殺，但真的要這

麽說，我和韓徹喜歡虐待

方瀚辰。”二人私下真實

有愛的相處模式給予了劇中CP感雙倍

加成，以至於不少觀眾甚至通宵追完

大結局後表示：“還想看韓徹暖暖婚

後日常，100集的那種！”

愛情中最甜的糖，是妳愛的人剛

好也愛著妳。《暖暖，請多指教》壹

改偶像劇“CP亂燉”的情感走向，幹

脆利落地處理副線CP，以韓徹和暖暖

雙向暗戀、雙向吃醋的劇情讓觀眾全

程甜到姨母笑。劇中，韓徹雖最初將

林佳宜錯認成壹見鐘情的對象，但很

快便堅定地選擇了真正讓自己怦然心

動的暖暖，並與林佳宜始終保持距離

；暖暖雖珍惜和學長方瀚辰（裴子添

飾）的練習生時期的情誼，卻在收到

對方深情告白時果斷送出“好人卡”

，坦白韓徹已經成為自己心中喜歡的

人。沒有莫名其妙的猜忌，沒有口是

心非的誤會，韓徹和暖暖相互喜歡的

雙箭頭始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

由林佳宜、方瀚辰引出的明星解決緋

聞的辦法、愛豆談戀愛的限制，以及

戀愛真人秀的套路等“娛樂圈真實揭

秘現場”，也為《暖暖請多指教》這

部小甜劇更添亮點。

從愛在心口難開的鋼鐵直男，到

讓暖暖暗嘆“太會撩”的戀愛高手，

韓徹還可以為喜歡的人做出什麽改變

，又將如何攻陷嶽父嶽母成為最佳女

婿？而女團夢碎後步入時尚圈的暖暖

，又能否在韓徹的助力下逆襲職場，

實現自己新的夢想？與此同時，劇中

林佳宜、方瀚辰在娛樂圈搞事業的結

果，以及過山車式姐弟戀的谷立（李

明峻 飾）、韓雪（熊玉婷 飾）的情

感歸屬亦讓人十分好奇。有觀眾不劇

透的表示“超前點播給我甜哭了，暖

暖全員都值得”。

據悉，今晚暖徹心扉CP的甜暖愛

戀繼續上演。同時，VIP額外尊享超前

點播特權，提前解鎖大結局，讓糖壹

次到位嗑到滿足。

《暖暖請多指教》熱播
梁靖康李凱馨八個機位吻不停

5月29日，由嶽靖川導演執導，

VOGUE 5的四位成員漆誌豪、溫凱

崴、邵浩帆、林哲宇擔當主演的青

春題材網劇《小溫柔》概念海報首

次曝光。海報風格清新治愈，四個

大男孩陽光下向女孩招手示意，青

春的氣息也撲面而來……原是樂隊

成員的他們在該劇中會“經歷”什

麽，有怎樣的演技展現，也令大家

充滿期待，該劇將於今年7月開機。

青春題材的影視劇永遠不會過

時，而《小溫柔》則是壹部劇情融

合了校園、音樂、夢想、成長、友

情、愛情等多維元素的網劇，對觀

眾來說，也會有很強的代入感——

對正值青春的人來說是感同身受，

是當下的壹切；對已經經歷過的人

來說是想珍藏的記憶；對於還沒有

經歷的小朋友是美麗的憧憬。

VOGUE 5樂隊，從《青春有

妳》走入大家視線以來，壹直以青

春陽光、充滿正能量的形象示人。

音樂與夢想，“理想、信念、堅持

、自由”在這四位大男孩身上展現

的淋漓盡致。這是他們的青春，也

是大部分人的青春，或許方向不同

，但我們同樣在青春中仿徨、跌倒、

堅持去追逐自己所珍視的事物。

《小溫柔》海報上透露的“青春勵誌

劇”讓人也充滿期待，關於青春的故

事 總 是 伴 隨 著 成 長 與 疼 痛 ……

VOGUE 5四位成員會在劇中如何解讀

青春中的迷惘與困惑，如何在挫折中

成長，如何在夢想與現實尋求平衡？

除此外，海報中出現的兩個女生背影

也引發了大眾猜想，故事主線會有兩

位女主角？那麽請持續關註該劇的相

關信息，壹切答案會慢慢揭曉。

《小溫柔》概念海報曝光
VOGUE5領銜主演引期待

由優酷、湖南廣電芒果超媒旗下

全媒體內容制作及運營公司芒果娛樂

出品，鎮江光璟影視文化有限公司、

天津二十四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的電視劇《冰雨火》在雲

南正式開機，並官宣主演陣容

。由陳曉、王壹博、郭曉婷、

趙昭儀領銜主演，王勁松、劉

奕君等實力派演員加盟，導演

傅東育再度出山，繼《破冰行

動》之後再導禁毒大劇。當天

壹眾主創悉數亮相，開機儀式

上紛紛表達了對這部劇的祝福

和期待。豪華演員陣容，超強

制作班底，絕對是壹部值得期

待的年度大戲！

王牌班底傾力打造
致敬禁毒英雄

電視劇《冰雨火》聚集了強

大的主創陣容，由導演傅東育

執導，在演員陣容上也是新老

結合，既有陳曉、王壹博、郭

曉婷、趙昭儀等優秀的青年演

員，又有王勁松、劉奕君等戲

骨的強力加盟。王牌制作班底

保駕護航，秉持嚴謹認真的專

業態度，著力打造行業精品劇

。

該劇主要講述了孤膽英雄吳振峰

和禁毒警察陳宇兄弟二人牢記初心、

不忘使命，攜手打入販毒集團內部，

最終將毒販壹網打盡的故事。通過刻

畫禁毒警察與毒販鬥智鬥勇，沖破重

重迷局，從個體到群體，為堅守正義

奉獻熱血與與生命的故事，展現人性

的善與惡，向英勇無畏的禁毒警察致

敬，向堅守崗位的平凡英雄致敬。

郭曉婷演繹人性善惡
展現演員無限可能性

此次《冰雨火》中有不少熟悉的演

員面孔，其中童星出道的90後實力女

演員郭曉婷，尤為讓人期待。在劇中她

將傾情出演擁有多重身份的女主楊玲，

面對正義與邪惡的對壘，她將做出怎樣

的選擇？命運又將何去何從？從小演戲

擁有豐富表演經驗的郭曉婷，這些年來

壹直潛心磨煉演技，鮮少負面，此次與

陳曉、王壹博、王勁松、劉奕君等眾多

演技派同臺飆戲，相信屆時壹定會給觀

眾帶來極致的觀劇體驗。

而她參與主演的另壹部都市職場劇

《怪妳過分美麗》也即將上線，文藝美

麗卻命運多舛的“流量”明星林湘，壹

個單純又有些任性的女孩，不知在她的

演繹下將會如何呈現。接連兩部現代題

材的作品，相信將會打破觀眾以往對她

“古裝美女”的固有印象，展現出她在

演員之路上更多的可能性。

《冰雨火》官宣陣容正式開機

郭曉婷出演禁毒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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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傳統的聯合超越傳統的聯合：：亞裔美國人如何在大亞裔美國人如何在大
流行中扮演關鍵角色流行中扮演關鍵角色

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預防及治療
時間: 2020年6月6日, 星期六,下午2-4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1087861935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10 8786 1935
共同主辦單位: 光鹽社與休士頓亞裔健

康協會
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

講員:
黃綠玉教授

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流行病學，

人類遺傳學和環境科學係以及傳染病中
心教授

許環麟醫師
休士頓衛理醫院擔任內科加護病房主治

醫師

光鹽社與休士頓亞裔健康協會
(HEAL)共同舉辦健康講座 - 「新冠病毒
疫情的發展, 預防及治療」 。這次的健
康講座邀請黃綠玉教授為社區民眾提供
有關新冠病毒的疫情發展及防治。除此
之外，也邀請許環麟醫師新冠病毒肺炎
治療及分享在疫情期間 - 休士頓加護病
房經驗。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
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

黃綠玉教授是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
院 (University of Texas School of Pub-
lic Health) 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和環
境科學係以及傳染病中心的教授。她是
公共衛生學院全球健康證書計劃的協調
員。她曾獲得國家衞生總署(NIH)計劃
補助, 擔任和指導HIV 預防研究國際培
訓中心，目前是國家乙型肝炎特別工作
組的成員。她目前正在德州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教授流行病學和傳染病控制以及
全球健康概述課程。

許環麟醫師曾任紐約長老醫院下城
醫院以及布魯克林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和
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 內科主治醫
師。2015-2017年在史隆凱特琳癌癥中

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接受重癥醫學專科訓練。從
2017年開始在休士頓衛理醫院 (Hous-
ton Methodist Hospital) 擔任內科加護
病房主治醫師，在康奈爾大學醫學院擔
任臨床醫學助理教授，同時也在德州農
工大學醫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Best Regards,
Alice Hung 趙婉兒
President, Chinese Seniors Associa-
tion of Houston
會長,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 請不要回覆或發送郵件到此
電子郵箱; 我們不會查看此電子郵箱。

******
Please do not reply to this email;

this address is not monitored.
這 是 Google 網 上 論 壇 針 對

「CSAH Members」 群組發送的訂閱通
知郵件。

如要取消訂閱這個群組並停止接收
來自這個群組的郵件，請傳送電子郵件
到 CSAH-Members + unsub-
scribe@googlegroups.com。

如要在網路上查看這項討論，請造
訪 https://groups.google.com/d/msgid/
CSAH-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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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d%40googlegroups.com。

在醫學，商業和教育方面的亞裔美
國人證明了2020年人口普查準確的重
要性

在過去的幾年中，亞裔美國人和太
平洋島民（AAPI）傳統月只是通過個人
和集體贊譽最近取得的成就來慶祝多樣
化的亞裔美國人社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的時候。

今年，這不僅僅是如此。盡管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傳統月仍然感謝了
那些幫助提升社區的人，但許多組織都
對在COVID-19這段時間為社區提供特
殊服務的人表示敬意。

謝謝我們的醫護人員
我們正在談論的是諸如醫療保健專

業人員，企業主和教育工作者這種“必
不可少”的職業，他們都身處這場全球
緊急情況的最前線，並且創造性地進行
了調整以保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從壹個
海岸到另壹個海岸，亞裔美國人正在盡
自己的壹份力量養活我們的社區，挽救
生命，並支持我們的學生。

具有相匹配的文化背景的醫護人員
們在這段時間內幫助人們使用醫療系統
。而且，亞裔健康衛生專業人員正在以
各種亞洲語言向患者們提供有關
COVID-19的準確信息。

根據2019年CPS數據，亞裔美國
人占醫院勞動力的9％。這些醫療專業
人士正在盡其所能來支持他們的患者，
發現了存在著他們無法控制的缺口。

“我們知道有壹部分亞裔美國人和
太平洋島民在這場大流行中遭受了不成
比例的痛苦，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
艱辛的，”家庭醫生，National
Council of Asian Pacific Islander
Physicians主席（NCAPIP）Winston
Wong醫生說道。

因此，紐約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Nadia Islam認為，社區衛生工作者是
幫助有需要的人的關鍵，因為他們可以
通過共同的種族和經驗對所服務的社區
有所了解。

Islam說：“社區衛生工作者是社
區和醫療系統之間的橋梁。在
COVID-19大流行中，他們在促進獲取
與他們文化相關的資源和信息，減輕人
們對該大流行可能面臨的恐懼和汙名化
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謝謝我們的企業主
亞裔擁有的小型企業正在諸如

National CAPACD之類的社區發展組織
的幫助下進行創新。在全國範圍內，他
們的成員組織正在協助家庭經營的生意
增加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在線開設期間
限定商店，將業務轉移為路邊取貨，並
與當地組織合作為有需要的人和壹線醫
務人員提供餐食。

“這些企業主具有驚人的韌性，正
在盡其所能經營下去。我們的成員正在
竭盡全力幫助企業度過這次大流行，因
為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了這些企業，我們

的社區將永遠不壹樣。” National
CAPACD經濟激勵主管Joyce
Pisnanont說，“我們冒著失去使我們
社區本真，獨特和充滿風味的風險。”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報道
，小型企業是當地經濟的支柱，占美國
經濟活動的44％，創造了三分之二的凈
新工作。《 2016年企業家年度調查》
報告說，在美國，有555,000個亞裔擁
有的企業，但是由於COVID-19，它們
現在處於危險之中。

許多這類的小企業是亞太裔社區的
壹個支柱，他們獲得了National
CAPACD的和其他人的幫助去適應。

謝謝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隨著許多美國人轉向遠程工作，教

師不得不將課堂搬到線上並調整他們的
教學風格以適應虛擬環境。當孩子們試
圖明白這個不確定的時期時，他們也提
供了情感支持。

“ [教育工作者]在沒有任何事情正
常的時候，幫助提供了壹些常態感。他
們在給學生帶來希望和安慰的同時自己
也在經歷悲傷，壓力，焦慮和種族創傷
。” Teach For America 中National
Community Alliances團隊副主席
Sarah Ha 說道。

亞裔美國人的老師也可以作為亞裔
學生生活中的榜樣。研究表明，當學生
擁有與他們分享相似的身份和生活經歷
的老師時，他們的教育成果就會提高。

據Teach For America報道，全國範圍
內只有2.5％的教師為亞裔，夏威夷原
住民或太平洋島民（AANHPI）。

意識到教師在課堂上成為學生榜樣
的重要性，Teach For America發起了
壹項培養亞裔美國人教師的倡議。他們
目前的教師中有7％是AAANHPI，高於
全國平均水平。希望AANHPI的教師人
數將繼續增長。

為什麽2020年人口普查對醫院，
企業，和學校至關重要

隨著公共衛生危機的不斷發展，前
線的人們很快註意到了對亞裔群體的準
確而詳細的人口普查數據的需求。

人口普查數據使衛生部門能夠為緊
急救濟和恢復做好準備，例如確定某個
地區所需的病床數量和醫療用品。人口
統計數據可以幫助醫療機構，醫院，衛
生保健系統提高其公共衛生災難響應。
來自NCAPIP的Wong醫生說，他被提
醒了，準確的普查計數“將是保護我們
所有人健康的基礎，因為我們隨後可以
計劃將資源放在最需要的地方。”

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幫助組織評估社
區對信息材料和翻譯服務的語言需求。
詳細的種族數據還可幫助社區確定哪些
種族群體面臨較高的感染率，並告知衛
生部門將如何制定解決方案。

例如，“亞裔美國人社區在紐約市
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打擊特別嚴重
，但全市範圍的數據表明，亞裔美國人

的風險最低。我們從社區知道，這並不
是當地實際發生的事情。”Islam說。
她認為，這種差異是由於缺乏有關紐約
亞裔美國人的準確數據所致。

“準確的人口普查計數是幫助教育
工作者解決每個孩子的需求並調撥重要
資源以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不平等現象的
關鍵的第壹步。普查中被算上可以確保
每個孩子及其家庭都能公平的獲得聯邦
和州用於對他們的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
的計劃，服務和資源的資金。”Ha說
道。

您能提供什麽幫助？2020年人口
普查中被統計到

在這個COVID-19時代，衛生工作
者，企業主和教育工作者為我們的社區
提供的服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通過
回復2020年人口普查，您將在AAPI傳
統月期間為這些重要工作者提供服務。
填寫人口普查將有助於支持我們社區，
更準確地描繪我們的社區，這將有助於
我們在獲取資源和計劃，國會代表，聯
邦資金等等。

您現在可以通過電話或郵件在
my2020census.gov上在線回復。有關
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s://2020census.
gov/zh-hans.html。

(本報休斯頓報導) 承襲東方文
化的精神，全新的養老社區 「松園
居（The Pines At Bellaire）」希望為
老人家們開創一個舒適又安心的環
境。在去年底開幕之後， 「松園居
」不斷完善硬體設施與規劃，不少
長者們前往參觀後都決定入住。今
年初適逢新冠病毒疫情爆發，長者
們也耐心等待。如今，德州宣布重
新開放後， 「松園居」也將正式開
放接納住客。

休斯頓有許多華裔長者們，一
直期待本地能有適合亞裔人士居住
的養老社區， 「松園居」是第一個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讓飄洋
過海來到美國的華裔長者老有所養
，不用再受不同文化差異的衝擊。
因此，當 「松園居」從宣布奠基到
開幕，都令許多老人家備感期待，

終於，在休斯頓有第一個亞洲風格
的養老社區了。

注重清潔 & 線上參觀設施
由於疫情尚未完全結束， 「松

園居」依照CDC的指示，每一個小
時會清潔公共區域，並對每一個員
工進行溫度測量，並鼓勵且要求注
重個人衛生，每位員工時刻配戴口
罩。而對 「松園居」有興趣的長者
們，目前大都經由線上虛擬的參觀
，了解並體驗 「松園居」的各種設
施。

為亞裔長者量身訂做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

裔長者為主要目標，建築內部設計
非常雅緻，無論在顏色搭配、裝潢
布置、以及所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
的文化特色，是一個高端的生活護
理 (Assisted Living)、 與 失 智 照 護

(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者們
提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
長者們的生活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
社會不太相同，像是飲食、語言、
生活模式、習俗文化等，亞裔社區
需要有符合我們自己需要的養老院
。

符合風水原理
「松園居」由專業團隊精心策

劃，採取中國風水的觀念，建築的
材料、方位、顏色等，都符合風水
原理，以期能增進住戶的身心健康
，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居還
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
動，來滿足亞裔長者們的生活需求
。

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與失
智照護(Memory Care)

在美國，一般養老社區主要分
為獨立生活社區( Independent Liv-
ing Community)、與生活護理(As-
sisted Living)、 和 療 養 院 (Nursing
Home)。

「松園居」是提供生活護理
(Assisted Living)、與失智照護(Mem-
ory Care)的養老社區，專門針對需
要某些生活上幫助的長輩們，給予
日常生活的協助，與一般 Indepen-
dent Living 的老人社區不同，提供
更周到的照顧。

據悉，以 Assisted Living 的等級
而言，在休斯頓，與 「松園居」相
類似的環境的養老社區中， 「松園
居」是目前價格最優惠的一個社區
，不僅設備新穎、環境良好，規劃

也專業。
松園居所提供高端的 Assisted

Living(生活護理)，每天24小時提供
服務，住戶可以享受以下活動: 餐點
(提供正宗的亞洲美食)、清潔服務
、健康與藥物管理、沐浴與穿衣服
務、交通服務、各種運動與遊戲、
護送看診、購物服務等等，生活上
方方面面的照料都包括了。

照顧患老年痴呆症的長者
松園居有認證的記憶護理人員

，專門為阿爾茨海默氏症、和老年
痴呆症的長者提供失智照護，希望
能促進長者們的身心靈健康。因為
每位長者的情況都是不同的，這裡
提供個性化的評估，以確定具體的
照護水平，以個人的需求來定制每
個人的照護計劃。

住戶會獲得全天候的專業支持

和照顧，還有關懷與愛心，有專門
的互動活動，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
。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具有必要的
工具和知識，一周7天24小時幫助
住戶。

「松園居」還擁有自己的社區
健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
務，包括健康審查、尿失禁護理、
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及有醫療
機構提供現場的服務。

詳情請致電: 832-895-7648 (周
一至周六，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
微信号: pinesatbellaire。Email: out-
reach.pines@tarantino.com

松 園 居 地 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 網
址 www.pinesatbellaire.com。

全新的養老社區全新的養老社區 「「松園居松園居」」 正式開放正式開放 接納住客接納住客
長者們期待已久長者們期待已久 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專為亞裔設計的養老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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