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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限時搶購商品有多值？

“農夫約翰”招聘400人 “菜”英文也行

4個孩子的媽媽實現夢想當上消防員

11 月 23 日，橙縣消防局 OCFA（Orange County Fire Authority）舉行了兩場消防員的畢業典禮。 4 個孩子的媽媽雪莉

（Shelly）成為新畢業的消防員。 （李梅 ／ PHOTO）

【看中國洛杉磯訊】    消防員在

美國人心目中是英雄職業，成為一

名消防隊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

也不是高不可攀。 11 月 23 日，橙

縣消防局 OCFA（Orange County 

Fire Authority）舉行了兩場消防

員訓練班（48、49 班）的畢業典

禮，共有 55 人畢業，其中有 4 個

孩子的媽媽，也有若干亞裔。

下午 4 點左右，48 班的畢業

典禮由訓練營營長查克 · 費達克

（Chuck Fedak）致歡迎詞，橙縣消

防局局長佈賴恩 · 芬尼西（Brian 

Fennessy）、OCFA 牧師肯特 · 克

蘭寧（Kent Kraning）、行政管理

官洛里 · 澤勒（Lori Zeller）和畢

業生的親友等三百多人參加了典

禮。

嚴格挑選

通 訊 聯 絡 主 任 科 琳 · 溫 莎

（Colleen Windsor） 介 紹 說：“不

論以前是否是消防員，都必須經過

16 個星期的培訓並通過考試，才能

成為橙縣的消防員。”“48 班入學時

有 50 人，今天有 34 人畢業，年齡

從 20 多歲到 40 歲左右，沒通過的

人大多是因為體能或知識方面不達

標。畢業者其中有兩位女士，還有

三位亞裔。”

已經是 4 個孩子的媽媽雪莉

（Shelly），通過考核成為了一名正

式的消防員。她的孩子們說：“媽

媽非常棒，我們為她驕傲。” 雪莉說

她很早就希望成為一名消防員，可

以幫助其他人。

麥克斯韋（Maxwell）原來在

農場工作，他說：“體能訓練挺有

難度的，需要力量、快速反應等。” 

除了體力方面外，消防員還需要有

專業技能，會駕駛重型車輛、操作

各種電氣和機械設備等。

現場一位向消防員們祝賀的年

【看中國洛杉磯訊】    亞裔青少

年中心社區公關經理陳鳳儀 11 月 22

日表示，該中心可以協助華人在瓦

斯、電話、電力賬單問題的服務。她

提醒居民仔細閱讀每個月的賬單，

核對各項內容。尤其理解並審核電

話賬單，了解有無被收取未經同意

的費用？如果對賬單收費有疑問，

該中心有一個新的計劃來服務華人

居民。協助其解決的問題，如超額

賬單、隱藏收費項目、誤斷電話線、

利率錯誤、電話卡無法使用、未經

許可收費、無法聯絡電話卡公司等

等。亞裔青少年服務中心電話：626-

309-0622，地址：100 W Clary Ave., 

San Gabriel, CA 91776。   ※

【看中國洛杉磯訊】    10 月，南

加地區房價略微增長，而銷售大幅

增加，顯示當地房市升溫。根據房

屋數據公司 CoreLogic 的數據，南

加 6 縣 10 月的房屋中位價與一年前

相比增加了 1.9%，至 53.5 萬美元，

而 10 月的銷售量也連續第二個月增

長，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8.2%。   ※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上週五

（11 月 22 日）當局表示，發現一

名 13 歲男孩擁有一支 AR-15 型步

槍、大量彈藥、一份潛在的受害者

名單以及一幅學校佈局的圖畫，警

方懷疑這名男孩有製造校園槍擊

案的嫌疑，從而逮捕了他。洛杉磯

縣警長亞歷克斯 • 維拉紐瓦（Alex 

Villanueva）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洛杉磯市南邊 Willowbrook 地區一

所特許中學（Animo Mae Jemison 

Charter Middle School）的幾位學

生聽說一名同學威脅要在周五開槍

掃射校園之後報告了老師。警方對這

名學生的家執行了搜查令。 ※

【看中國洛杉磯訊】   VICE 公

司獲得了一份關於 DMV 的文件，

該文件顯示 DMV 通過向私人公司

出售駕駛員個人信息，每年可盈

利 大 約 $5,000 萬 美 元。 DMV 出

售的駕駛員信息包括駕駛員的地

址以及汽車登記信息等。VICE 公

司以前也對全美國內的 DMV 進行

過調查。 VICE 公司發現數據公司

LexisNexis 和消費者信用報告公司

Experian 都曾經積極的從 DMV 購

買過數據信息。目前尚不清楚是否

加州的 DMV 也把駕駛員的信息賣

給過這類數據公司。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日 (11

月 24 日 ) 凌晨，在洛杉磯市中心附

近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造成六人

受傷，一人受重傷。洛杉磯警察局

表示，槍擊事件發生在周日凌晨 1

點 15 分左右，位於 11th Street 和

Central Avenue 附近。

警方表示，這起槍擊事件是由

一場派對中發生的爭鬥而引起的，

但目前警方還沒有公佈更多的細

節。目前，有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

受傷被送往了醫院。警方還沒有逮

捕這起槍擊案的嫌犯，但表示涉案

的嫌犯只有一名。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星期二晚

上，數百名勞工抗議者聚集在 LAX

附近 Century Boulevard 街道上，

就在 LAX 的入口的斜坡旁邊。這

次抗議的主題叫做“Raise LAX”。

抗議者們呼籲航空公司給餐飲服務

人員漲工資並且為員工提供醫療保

健福利。在全國各地的其他機場也

有類似的抗議活動。 LAX 的抗議

活動持續到晚上 8 點左右。抗議

活動使得原本就擁擠的交通更加糟

糕。其他城市惡劣的天氣也導致抵

達 LAX 的航班延誤。 LAX 的發言

人表示，出行的旅客要給自己預留

更多的時間，如飛國內航班，最好

提前 3 小時到達機場，如飛國際航

班，最好提前 4 小時達到機場。 ※

【看中國洛杉磯訊】    距離黑色

星期五的大搶購還剩下 2 天的時

間，各式超低折扣的商品吸引很多

消費者早早做好功課，準備在感恩

節當日下手搶購上榜最值購買的限

量商品。 11 月 26 日，伯班克沃爾

瑪（Walmart） 店 經 理 Aberaham 

Arroyo 說，沃爾瑪推出很多超值

商品，從電子產品、遊戲、玩具到

家庭體育用品等，但很多都只能在

感恩節當日開始出售，而且數量有

限售完為止。例如，原價 79 美元

的快煲電壓力鍋（Instant pot），

特價只要 49 美元；Robot Roomba

吸塵機器人特惠價 197 美元（原價

244 美元）；運動式牆壁支架 Full 

Motion TV Wall Mount 只需 29 美

元（原價 47 美元）；Roku Ultra 播

放機盒能省下幾乎一半，特價 25

美元；Hover-1 All-Star 超酷電動

平衡車，特價售 89 美元（原價 148

美 元）；1TB 的 微 軟 Xbox One S

遊戲機特價為 249 美元，還附送遊

戲；很多代購都經常購買的戶外跳

跳 床 Bounce Pro 7-Foot My First 

Trampoline 僅 售 99 美 元（省 25

美元）等。但最讓消費者期待的商

品，則是折扣極大的電視機和蘋果

產品。 Abraham Arroyo 說：“我們

也有折扣價 278 美元的 65 吋電視

機，是飛利浦品牌， 65 吋賣 278 美

元，是很好的促銷。”“還有 40 吋

的 Roku 電視機，只要 98 美元，也

是非常划算。”而 AirPods 蘋果最新

一代無線耳機加充電器，黑五特價

為 139 美元；買蘋果手錶系列 3 贈

送一個 Motile 5,200mAh 電源，僅

售 229 美元；擁有 128GB 內部存儲

空間的第六代 iPad 特價為 349 美

元。Abraham Arroyo 說， 像 是 大

尺寸電視和一些蘋果電子產品，都

是為黑五準備的特別商品，平時店

中沒有銷售，而所給出的價格與市

價相比也相對便宜。而在感恩節當

日，預計會有大量人潮入店搶購。

為了避免結賬時大排長龍，消費者

可以不必走到出口的收銀處付款，

可隨時讓工作人員幫忙付款。

沃爾瑪的實體店將從 11 月 28

日（感恩節）當天下午 6 點開始

營業，消費者 Jackie 說，“黑五到

處都是便宜的商品，正是購買、準

備聖誕節禮物的好機會。”喜歡網

購的消費者可以在沃爾瑪網站和手

機 App 中，瀏覽不斷推出的促銷商

品，提前搶下心儀商品。想快速在

黑五當天買到熱門商品還有一個小

絕招，消費者可提前數日在沃爾瑪

官網將目標商品選入購物車，一旦

黑五優惠開始，立即付款。   ※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不少華裔

移民來到美國，都遇過找工作的瓶

頸，礙於語言或因不了解當地就業

市場職缺，苦無工作機會。華埠服

務中心（CSC）與亞太職業訓練機構

（PACE）將於 12月 3 日聯合舉辦“職

業招聘”會；肉品批發商“農夫約翰”

（Farmer John）將招聘約 400 名全

職及兼職工作者，包括貨倉棧板房

勞工、貨倉勞工、生產部主管、維修

技術人員、副維修策劃員。

招聘活動將於早上 9 點至下午 2

點，當場面試、公佈應聘結果。華埠

服務中心行政總裁伍競群表示，此

次招聘歡迎“不擅英文”者參加，華

埠服務中心的員工會幫忙填寫英文

表格、選擇工作職缺。雇主也會針對

不同的職缺提供在職培訓。伍競群

表示，未來一年華埠服務中心計劃

舉辦英文職業訓練班以及相關的課

程來服務華人。   ※

輕女孩說：“我原是這個班的，但

是可能我的體力不夠強壯，所以沒

能留到最後。” 女孩說她現在是消防

局的話務員，很喜歡那份工作。

消防演習

天完全黑的時候，實戰演習開

始了。一輛舊的損壞的車、三處模

擬房屋和一個高塔被火點燃。

在費達克的高聲數秒中，34 名

消防員快速換上消防服裝背上滅火

器，共分成 10 個小隊，分乘 4 輛

救火車或跑步到各起火點，撲滅各

處火苗。另一棟高樓下，幾名隊員

搭起雲梯上到三樓窗戶，做救人演

示。

雖然火勢兇猛，但消防隊員們

快速地撲滅了各處火苗，包括架起

機械臂從高塔上方向下噴水。

演習結束後，消防員們原本嶄

新的服裝也染了煙塵，記者問幾位

滿臉是汗的消防員，他們說，火很

熱，另外全套服裝和背上的滅火器

約有 55 磅重。消防員們沒有取下

裝備，紛紛和家人或朋友們合影。

洛縣消防局徽標是棕熊，橙縣

是老鷹

現場也有父子兩代都是消防員

的，父親來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

還有幾位洛杉磯縣的消防員來為朋

友祝賀，一位來自洛杉磯縣的韓裔

警官一家特地趕來為親友畢業祝

賀。洛杉磯縣的消防隊員的徽標上

方是一頭棕熊，而橙縣的是一隻老

鷹。

傑夫（Jeff）是洛杉磯縣的消

防員，他說：“我們是分成三班輪換

的，每班 24 小時；而橙縣是每 48

小時輪換，管理上也有很多不同。”

OCFA 橙縣消防局成立於 1995

年，目前擁有 79 個消防站，為 24

個城市的約二百萬人服務。作為一

種聯合權利機構，其董事會由 24 個

城市的市議員和橙縣第三區執行官

唐納德·瓦格納（Donald Wagner）

共 25 人組成。

OCFA 每年有公眾開放日，居

民可在其網站上查找消息；學校和

團體也可在網上聯繫參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