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災威脅南加居民

可能面臨斷電風險

長灘酒吧發生槍案 
致2人死亡

涉嫌加州回收欺詐 
11人被捕

安大略機場：撤僑專機會徹底隔離

洛縣Metro展開調研 或提供學生免費巴士

中國疫情引發美國人搶購口罩

1 月 22 日，北京口罩脫銷。 （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洛杉磯訊】    目前，雖

然美國祇確定了 5 例新型冠狀病毒

（也稱武漢肺炎）感染，但這種正

在中國大陸瘋狂傳播的致死病毒已

在美國引發恐慌，許多人開始搶購

外科口罩。而傳染病專家查爾斯·
邱（Charles Chiu）博士說，目前

在美國還沒有必要戴外科口罩或是

N95 防塵口罩。

據 CNN 報導，身為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實驗室醫學教授的邱博

士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新型冠狀

病毒在美國的傳播像在中國一樣廣

泛，疾控中心（CDC）也沒有建議

美國人在公共場合戴口罩；而且，

目前也沒證據顯示戴口罩有助防止

感染病毒。對於那些最近未去過中

國旅行、或是沒有直接接觸感染者

的居民，邱博士不建議去買口罩。

建議：醫生應戴口罩，但美國

公眾無需美國人正在搶購兩種防護

面罩：外科口罩和 N95 防塵口罩，

但疾控中心未建議公眾戴這兩種口

罩。

專家說，外科口罩確實可以防

止較大的呼吸道飛沫（噴嚏或咳嗽

引起的黏液），但無法阻擋住空氣

中的細微飛沫。因此 CDC 認為一

般口罩無法完全有效預防冠狀病毒

的傳播。醫院流行病學家和感染預

防專家 Saskia Popescu 表示，戴

上口罩有助阻止患者的細菌傳播，

但外科口罩無法緊貼面部密封，因

此能夠提供的保護很有限。真正可

以提供最大保護的是 N95 口罩，但

只有執行特定任務的醫生才需佩戴

N95 口罩。

CDC 的確建議醫療照護者戴

N95 口罩，特別是正在治療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者的醫護人員，N“95”

【看中國洛杉磯訊】    根據八卦

媒體 TMZ 的報導，NBA 傳奇人

物科比 · 布萊恩特（Kobe Bryant）

於週日（1 月 26）早上在加州卡

拉巴薩斯（Calabasas）的一次直

升機失事中喪生。TMZ 體育報導

說，科比在卡拉巴薩斯墜毀時正與

另外三人乘坐私人直升機旅行。

據 TMZ 稱，直升機墜毀時，應急

人員作出了反應，但機上所有人員

無一倖免。布萊恩特的妻子瓦妮莎

（Vanessa）不在飛機上，但女兒吉

安娜（Gianna）也隨機遇難。墜機

原因正在調查中。

最初來自費城的科比是由夏洛

特黃蜂隊直接從高中被應徵的，

1996 年選秀第一輪，他獲得第 13

順位。黃蜂隊將他交易到了湖人

隊，直到 2016 年他退休為止。

在 NBA 的 20 年中，他贏得了

5 次 NBA 總決賽，包括兩次入圍

總決賽 MVP。他還 18 次入選全明

星隊並在 2006 年對陣多倫多猛龍

隊的一場比賽中獲得 81 分。這是

NBA 歷史上總分第二高的得分，僅

次於 Wilt Chamberlain 的 100 分。

科比的妻子瓦妮莎和他們的另

外 3 個女兒：娜塔莉亞（Natalia）

和比安卡（Bianca）以及剛出生的

卡普里（Capri）得以倖存。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縣大

都會交通局（Metro） 週四（1 月 23

日）投票同意，調查研究向全縣學

生提供免費巴士服務的辦法。最

初，該計劃主要針對洛杉磯聯合學

區（LAUSD）的學生，但是，董事會

成員說，他們想將該項目覆蓋所有

Metro 的服務區。

董事會成員和洛市議員 Paul 

Krekorian 說，免費服務將會優先考

慮洛學區。 Krekorian 說，洛學區

有 70 萬學生，有的離學校 20 英里，

即使可利用地區公交車，可能也不

便捷。洛學區報告說，80% 的學生

處於貧困線之下，有些負擔不起交

通費，尤其是遊民家庭。

董事會已經指示 Metro 的 CEO

與 LAUSD 還有其它學區、城市、州

等利益相關者一起進行調研，4 月在

董事會議上討論，要求內容包括：

審查現有的 K-12 學生免費交

通計劃，包括“洛城 DASH上課計

劃”、Metro 針對 LAUSD 以 及其

它學區的 Just Transit 計劃，以及

沙加緬度市的 RydeFreeRT 計劃；

為 LAUSD 和其它學區的學生提供

免費地鐵服務的成本估算，以及估

計根據地鐵的 Equity Platform 分

階段實施該計劃的潛在補貼額；免

費服務對地鐵票價收入的影響預

測；對各類學校進行調查以確定學

生對客運的依賴程度，以及學生對

免費交通服務的的興趣；確定高需

【看中國洛杉磯訊】   隨著橙

縣房屋買賣交易的增加，房價也

隨之上漲。去年 12 月橙縣的房產

中位價創南加州歷史新高。根據

CoreLogic / DQ News 的報導，去

年 12 月橙縣房屋銷售總計 3,109

處，同比增長 37％。不過，橙縣的

最新銷售量仍比 1988 年以來的 12

月平均值 3533 處低 12％。全縣平

均售價為 732,750 美元，在過去 12

個月中上漲了 3.2％。最新的中位

價仍低於 2018 年 10 月創下的最高

價 74 萬美元。在整個南加州，房

屋買賣出現了量價齊高的現象。在

南加六個縣中，共計有 19,337 套房

屋售出，同比增長 22.1％。中位價

格達到 55 萬美元，在過去的一年

中上漲了 7.2％。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官員

周一（1 月 27 號）表示說，當局

逮捕了 11 名嫌疑人，涉嫌回收欺

詐行為。這些嫌疑人將空罐和空瓶

子從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運到洛

杉磯地區的回收中心，非法贖回

存款，加州的回收資金因此損失了

200 萬美元。跟加州不同，內華達

州和亞利桑那州的消費者不支付 5

或 10 美分贖回價值保證金。加州

司法部和 CalRecycle 回收公司在

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調查後，指控

嫌疑人犯有回收欺詐重罪，共謀和

盜竊罪。嫌犯可能會被判處六個月

至三年的徒刑。調查人員發現，這

些飲料容器被保存在洛杉磯的存儲

設施中，然後在 15 個本地回收中

心騙取贖回存款。※

【看中國洛杉磯訊】    自從美

國駐武漢領事館撤僑專機將降落

在南加安大略國際機場（Ont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消息傳出

後，南加華人圈人心惶惶，擔心武

漢疫情進入當地社區。 1 月 28 日

（週二），安大略國際機場副總裁

Atif Elkadi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證

實：撤僑專機一旦降落，所有乘客

會使用一個特殊的封閉通道，不可

能有與外界接觸的機會，相關部門

也會採取隔離措施。

此次美國撤僑的專機上，將運

送約 240 名美國外交官及其家人和

“數量非常有限”的其他美國公民，

其中包含 9 名兒童。 Atif Elkadi 表

示機場已經配合聯邦、加州緊急事

務辦公室和聖貝納迪諾縣緊急事務

辦公室，做好準備接收並篩檢搭乘

專機從武漢回美的公民。

有報導說專機將於週三（29

日）在安大略機場降落，但也有

報導說會是在周二。對此，Atif 

Elkadi 說目前因種種因素，使得

該航班到達機場的確切時間仍無法

最終確定。他說：“相關資訊的變

化非常快，也許每個小時都會有所

改變。”但他強調，不論專機何時降

落，機場已做好了應對準備：“在

我們機場有個安全設施，如果這些

乘客真的在這邊降落，每一位抵達

的人都會直接被安置在這個安全的

隔離設施內，徹底遠離所有航廈以

及所有旅客大眾。”“這個安全設施

位於機場用地範圍內，（不相干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進出，是一個被完

全防護的設施。”他說：“如果航班

真的降落在安大略，衛生部門的專

業醫護人員也將陪同所有（從武

漢）回美的公民。”

機場也表示，除了在降落後確

保所有人不與外界有接觸外，專業

人員也在遠離機場大眾的地點設立

隔離區和臨時居住區，並有警力

駐守，確保沒有未經授權的人員出

入，民眾無需太過擔憂。

不過很多華人表示，大家之所

以如此擔憂，主要是因為引起疫情

可以除去至少“95”% 的空氣傳播

顆粒。

邱博士說，另一種冠狀病毒薩

斯（SARS）流行時，大量感染者

都是醫院中治療患者的醫護人員。

因此醫護人員目前會遵從同樣嚴格

的防護措施：穿防護服、戴手套與

N95 口罩和護目鏡等，以降低感染

的風險。所以，除非您是正在治療

冠狀病毒感染者的醫護人員，否則

沒有必要戴 N95。

此外，邱博士還說，N95 口罩

的佩戴需要專業訓練才能達到完全

密封的效果。醫護人員因為適應了

戴 N95，都有方法戴得沒有空隙。

而缺乏醫療訓練的普通人可能無法

做到。而且長時間佩戴 N95 也非常

不舒服，需要不時取下來消除其負

面影響。

傳染病專家 Popescu 說，在冠

狀病毒傳播最嚴重的中國湖北省，

外科口罩更多的是帶給人一種安

慰，“戴總比不帶強”。但他認為在

美國，戴口罩反而可能給佩戴者帶

來虛假的安全感。

他說，如果有人戴了外科口罩

（通常由很薄織物或紙製作），就

可能會忽視經常洗手，或是對接觸

感染者放鬆警惕。這是很不利的。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可以通過各種接

觸傳染，包括接觸感染者的身體表

面、眼睛或是鼻子，都可能傳染。

邱博士和 CDC 提出了一些常

識性的預防措施：避免接觸感染者；

如果生病則盡可能待在家中，不要

去上班；用肥皂徹底洗手。

邱博士說，CDC 的建議會根

據情況隨時更改。但是當下，美國

人無需在公共場合戴口罩。 “我們

會密切監督這種情況（新型冠狀病

毒的傳播），但目前，公眾無需恐

慌。”  ※

的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太“毒”了，

不僅肆虐中國大陸，還危害到世

界，實在不可輕視。因此希望美國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以及

州、縣政府能正視，對病毒加以重

視、隔離。

另外根據聖貝納迪諾縣官方說

法，專機將首先抵達阿拉斯加，由

CDC 人員對所有乘客進行第一次篩

檢，出現疾病症狀的任何乘客將不

得進入美國。

最後 Atif Elkadi 也澄清，在美

國西岸只有兩個聯邦政府設計的機

場，專門在緊急情況下用於接收遣

送回美的公民，安大略機場就是其

中的一個，所以才成為撤僑專機最

終降落點。

截至週二下午發稿前，機場尚

未確認飛機將在何時降落，但最早

可能是周三早晨。  ※

求社區，可利用 Metro 的 Equity 

Platform 來確定全縣各學區邊界與

現有（或計劃中）的公交服務的相

關性；分析免費服務對乘車率的影

響，包括對高峰時段人滿為患的公

交線路運營的影響以及對校車乘車

率的潛在影響；與一些市政運營商

聯繫，若其擁有 Metro Formula 基

金支持的 K-12 相關公交服務； 提出

建議以減少或消除洛縣家庭利用學

生免費服務的障礙；另外，在 6月份

返回董事會報告，與 Metro 服務區

內社區大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校

園提供免費交通的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