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薩迪納學區

將關閉三所小學

強生公司被罰

賠償4030萬美元

洛杉磯油價自5月
來首次突破4美元

禁止使用塑料吸管

法規進入第二階段

加州理工獲7.5億捐

款用於氣候研究

遊民危機 洛縣要州長宣布緊急狀態

洛港查獲5千多假冒濾水器都來自中國

洛杉磯民運“勇武”派走上舞台

數年前升旗現場，民主黨黨員姜鳳林因抗議被警察抓捕 .

 ▓ 文 / 肖運軍

 2019 年開始，在洛杉磯的民運

活動中，出現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做

法，也湧現出一批年輕，勇敢，機

智，決斷的異議人士。一改過去多

年只是喊口號，唱歌，遊行和集會

的傳統方式，在和美國親共勢力的

面對面對抗中，在大型的民運活動

中，這些“勇武”派的做法，引起

了人們的關注。其實在過去的十多

年，也零星出現一些有違傳統“合

理非”的做法。比如在領事館前焚

燒共產黨黨旗，扔臭雞蛋，比如在

洛杉磯的抗議活動中不顧警察的警

告怒罵親共僑領而被捕的姜鳳林先

生，比如在習近平來訪的現場進

行“裸奔”抗議。但是 2019 年，在

六四鎮壓三十年之後，洛杉磯集中

出現了“勇武”派人物和做法，證明

了在傳統的“合理非”之外，“勇武”

派有合理的空間和社會需求，也證

明年輕的一代對共產黨的的忍耐也

到了極限。

“勇武”派一詞，因香港從 6 月

開始持續至今的“反送中”抗議而

備受關注之前“合理非”和“勇武”

派的前身 - “革命”派之間，在海外

民運中一直存在分歧和爭論。“革

命”派指責“合理非”以及“我沒有

敵人”的劉曉波，三十年來主張“平

反六四”，希望體制內的“改良派”

可以成為主流推動中國和平轉型等

等，無異於與虎謀皮，根本是無法

實現的空想。“而三十年來中國內

部改良派的式微乃至幾近消亡，也

證明了共產黨不能主動進行政治改

革，把壟斷的權力還給人民。合理

非“也批評海外的激進主義是”口炮

黨“，只知道空喊”打倒“的口號，

【看中國洛杉磯訊】    帕薩迪納

聯合學區董事會週四（9 月 26 日）

以 4：3 投票決定在本學年末關閉

三所學校。學區總監在週二的信中

說，由於入學人數減少以及預算赤字

等原因，所以學區決定集中資源。關

閉的三所小學是富蘭克林小學（富

蘭克林），傑佛遜小學（杰弗遜）

以及羅斯福小學（羅斯福）。 2020

至 2021年學年時，富蘭克林小學的

學生將轉去阿特德納小學（阿爾塔

迪納），傑佛遜的學生轉去朗菲洛

小學（朗費羅），羅斯福的學生轉去

麥迪遜小學（麥迪遜）。※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一對夫妻

在 2017 年年向強生公司提起訴訟。

近期，洛杉磯高等法院給出了最終

判決，要求強生公司賠償給這對夫

妻 4030 萬 美 元。 2017 年 Nancy 

Cabibi 被診斷為植入間皮瘤。這是

一種致命的癌症。隨後 Nancy 做手

術，採用化療，放療，免疫療法等治

療，非常痛苦。如今 Nancy 已經 71

歲了。Nancy 和她的家人認為是她

使用的強生爽身粉和沐浴液導致了

她患上間皮瘤癌症。通過檢測她身

體的細胞組織，發現她身體內存在

石棉這種致癌物質。而石棉是強生

爽身粉和沐浴液中的一種成份。※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六，

洛杉磯自助普通汽油每加侖的平均

價格上漲了 7.2 美分，自 5 月 24 日

以來首次突破 4 美元，而這也是創

下了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以來的最

大的單日漲幅。根據 AAA 和油價

信 息 服 務（Oil Price Information 

Service）的數據，終止週六洛杉磯

平均油價已經連續 12 天上升，轉化

增長了 37 美分至 4.042 美元，這比

一周前高出了 25.1美分，比一個月

前高出了47.2 美分，比一年前高了

27.2 美分。跟今年年初相比，平均油

價是累計上漲了 65.1美分。  ※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一項新的

城市法律在 10 月 1日生效，其主要

內容是：除非客戶要求，洛杉磯所有

的餐館禁止向客戶提供塑料吸管該

法律會幫助減少海灘上和排水溝中

亂扔的一次性塑料吸管。在今年 4

月份的地球日那天，洛杉磯城市法

律首次要求“擁有 26 名及以上數量

員工的餐館不能主動向客戶提供塑

料吸管，除非客戶要求”。而今天，

這項法律進入了第二階段，擴大範

圍包括了各種餐館。如餐館因違規

而被投訴，違規的餐館每被投訴一

次，會面臨 $ 25 美元的罰款。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奇妙公司

（Wonderful Co.）的所有者琳達 · 琳
（Lynda）和思帶沃特 · 雷斯尼克夫

婦（Stewart Resnick） 週 四（2019

年 9 月 26 日）宣布，將向加州理工

學院捐款 7.5 億美元，以支持針對環

境可持續性的研究。根據加州理工

學院的一份聲明，該承諾是有史以

來對該項目研究的最大一筆捐款，

也是加州理工學院歷史上的最大一

筆捐款，也是給美國學術機構的第

二大筆的捐款。作為對這項投資的

認可，加州理工學院將建造一座新

的 75000 平方英尺的大樓，名為雷

斯尼克（雷斯尼克）可持續發展資

源中心。該中心將作為校園能源和

可持續性研究的樞紐。※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縣縣政

委員 Mark Ridley-Thomas 和市議

員 Joe Buscaino 近日發動議，要求

州長宣布加州處於遊民緊急狀態。

支持者認為，緊急狀態可使地

方獲得通常為野火或地震等自然災

害保留的州和聯邦資金，還可以將

庇護所和住房開發的審批流程簡化

或暫時撤銷，還可以阻止反對者

利用環保法訴訟來拖延庇護所的開

設。上週，紐森簽署了一整套法

規，包括豁免洛杉磯市支持性住房

和庇護所項目的環境評估，接受特

定的公共資源資金，包括 12 億美

元的 2016 年 HHH 提案住房債券基

金。另外，還允許橙縣和阿拉米達

縣（阿拉米達）的城市宣布遊民緊

急狀態（阿縣的聖荷西市之前已通

過），使地方政府可以繞過一些區

域規劃來加快建設。紐森目前還沒

有表態是否支持宣布加州遊民緊急

狀態，其發言人說，支持這樣一個

提案需要解決許多問題。

此前洛市已經做過嘗試。 2015

年，洛市議會和市長加西堤本來打

算宣布地區緊急狀態，但加西堤之

後改向時任州長布朗尋求發布州緊

急狀態但被拒絕。 2018 年，洛市

宣布遊民庇護的緊急狀態並立法改

變，才啟動了對審批的繁文縟節的

撤除。洛縣約有 4.4 萬遊民，其中

洛市 2.7 萬。夏威夷就曾多次宣布

遊民緊急狀態，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去年該州的遊民數字整體有所

減少。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和穆魯

瑪縣周邊宣布遊民緊急狀態後幾週

內就設立了庇護所，5 年來地區遊

民預算也加倍到 7000 萬美元。今

年 1 月，穆魯瑪縣遊民比 2014 年

下降了 4 ％，但是住在帳篷，車中

以及橋下的遊民從去年以來提高了

22％。。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 /

長灘海港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CBP）近期繳獲了 5202 件假冒冰

箱濾水器，其相應的真品零售價估

計逾 22 萬美元。

CBP 官員在檢查從中國到華盛

頓州的貨物時發現了這批假冒過濾

器，在進口認證專家確認過這批濾

器侵犯了布麗塔，GE，弗瑞吉戴

爾，PUR 和 NSF 的認證商標後，

這些貨品於 7 月 2 日被沒收。

NSF International 是一家經過

認可的第三方認證機構，負責按照

公共衛生和安全標準對產品進行測

試和評估。檢獲的濾水器產品上印

有偽造的 NSF 認證標記，但都必

須進行 NSF 評估，測試或認證。

CBP 洛杉磯現場總監 Carlos C. 

Martel 說：“風險在於，消費者可

能會無意中將家人暴露在不符合行

業標準的吸收中。”

根據家用電器製造商協會

（AHAM）進行的研究，假冒的冰

箱濾水器會對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

構成嚴重威脅歹徒使用欺詐性商

標，品牌和誤導性聲明使過濾器看

起來合法 ; 儘管水質看起來，聞起

來或味道嘗起來還不錯，但測試證

明，假冒的過濾器無法去除水中的

鉛。此外，許多假冒過濾器被測出

會將有害化學物質引入清潔水中。

AHAM 代表吉爾·諾蒂尼（Jill 

A. Notini）表示：“對於消費者而

言，發現假冒過濾器非常困難，而

且它們在網上非常流行。我們非常

感謝 CBP 官員阻止了假冒水過濾

卻根本沒有”革命“的良策。因此，

雙方一直很難找到交集，內部的爭

論不絕甚至惡言相向，也造成了海

外民運的分裂和內耗。

但是這次香港的“反送中”，

“合理非”卻不願意和“勇武”派割

席。其實，衝在前面的“勇武”派，

不斷挑戰政府底線，把運動的訴求

也從單一的“反送中”擴大到“五大

訴求”; 而不願意安全撤退，甘願

在隊伍後面壯大聲勢，提供物資支

援，也給前面的“勇武”派以安全的

保證試想如果“合理非”退場，那麼

前面的少數的“勇武”派很容易成為

警察的抓捕對象，不會堅持到今天

依然保持著震撼世人的戰鬥力。這

次在洛杉磯出現的“勇武”派，在

“六四”三十週年紀念活動中漂亮登

場，他們租用一架飛機，拉著“打

倒共產黨”的條幅在活動現場的上

空驚艷飛過，是當天的“亮點”和

“焦點”。隨後的 9 月中旬在洛杉磯

蒙市由中領館舉辦的國慶升旗中，

抗議者把黑色  油漆潑向紅旗。抱著

小孩的楊曉女士縱身一躍的颯爽英

姿，潑墨的視頻下面是一片的“女

傑“的敬佩評語。同時，一架小型

的無人機懸掛著一面黑色的畫著納

粹符號的共產黨的旗子，飛到升旗

儀式的上方，先後左右上下衝擊著

紅色的旗子，讓 70 週年的升旗儀

式，在場外放出的哀樂和盤古樂隊

的名曲“打到共產黨”的搖滾聲中，

草草收場。現場的幾個要“誓死保

衛紅旗“的護旗手，也只是垂頭喪

氣地提前降下潑墨的紅旗，很快就

不見蹤影。

洛杉磯“勇武”派的登場，象徵

著海外民運的推陳出新，年輕世代

的集結現身，表明民運隊伍的壯大

和後繼有人。相信隨著共產黨在末

日到來前的最後的瘋狂，也一定有

更多的年輕人覺醒，成為“勇武”派

的中堅力量，也將成為海外民運的

中流砥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器進入網絡市場 0.5200 個假冒過濾

器相當於超過 3300 萬杯可能不安

全的水，這些水原本會進入全國范

圍內的美國人手中“。

洛杉磯 / 長灘海港 CBP 港口總

監 LaFonda Sutton-Burke 說：“假

冒的濾水器具擁有品牌和商標，看

起來很真實，公眾很容易被誤導，

尤其是上網購買時。”合法來源購買

這類產品，以保護自己的家庭。“

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 至 今，

CBP 在洛杉磯 / 長灘海港已查獲 16

萬 9490 件偽造的冰箱水過濾器，

水槽離子交換過濾器，游泳池和水

療過濾器以及水瓶過濾器，零售總

額為 844 萬 764 美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