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磯縣政府

收購舊建築樓

橙縣繳18磅芬太尼 
可使400萬人致命

加州今年是 
“雙流感” 季節

爾灣商業建築發生

火災 目前無人受傷

探親女子確診

染上武漢肺炎

洛華裔改機票趕禁令生效前入境

CCED呼籲市政府“徵收”山景園

軍事基地被選為冠狀病毒檢疫場所

加利福尼亞州河濱縣的瑪奇空軍儲備基地的入口。 2020 年 1 月 29 日，一架載有 200 名撤僑的包機從中國武漢抵達該空軍基地。 
(Photo by matt hartman / AFP)

【看中國洛杉磯訊】    美國國防

部周六（2 月 1 日）說，軍方已經

同意對多達 1000 名回國人員進行

冠狀病毒隔離檢疫，目前 4 個設施

中有 2 個在加州。

五角大樓發言人克里斯 · 米切

爾 中 校（Lt. Col. Chris Mitchell）

在 一 份 聲 明 中 說， 索 拉 諾 縣

（Solano County）的特拉維斯空軍

基地（Travis Air Force Base）和

聖地亞哥縣的海軍陸戰隊空軍基

地 米 拉 馬 爾（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Miramar）是被選中的 2 個

加州地點。其它還有德克薩斯州

的拉克蘭空軍基地（Lackland Air 

Force Base）和科羅拉多州的第

168 團訓練學院（168th Regiment 

Regional Training Institute）。

川普政府上週五宣布，從中國

大陸返回的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

及其直系親屬將從周日開始接受最

高 14 天的隔離。

聲明說，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

部官員已要求國防部提供設施，到

2 月 29 日為止，每個設施可容納至

少 250 人，每人單獨一個房間。國

防部將僅提供住房方面的協助；衛

生及公共服務部將負責歸國僑民的

護理和運輸。

米切爾說，國防部的首要責任

是“我們的部隊、我們的家人和基

地社區的安全”。

聲明還說，將對收容基地中的

所有撤離人員進行 14 天的監視，

如果發現他們生病，公共服務部會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縣

政府已經採取了不同的方法來減緩

房價上漲，比如限制老舊建築物租

金漲幅，對 Airbnb 加以限制，建

造經濟適用房等等。近日，洛縣政

府又推出新的措施來抑制房租增

長，即要求房東將其建築物出售給

當地政府。洛杉磯市議員 Cedillo 

最新的計劃是想收購唐人街的一

個房東的建築樓。洛杉磯市議員

Cedillo 近日宣布了一項公共工程委

員會計劃。公共工程委員會負責監

管人行道維修，街道翻新和橋樑建

設。該委員會從房東 Thomas Botz

手中收購了一套有 124 個單元的

公寓樓。其中 59 個單元將被用做

經濟適用房 這片公寓名叫 Hillside 

Villa。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 5 號

公路在洛杉磯 Grapevine 附近的一

輛灰狗巴士上，週一發生槍擊案件，

一人死亡，5人受傷。事件發生在週

一凌晨 1 點半，開槍的是一名男子，

用的是一支半自動手槍。案發後司機

與其他乘客合力製服該男子，並將

其趕下車，司機將巴士開到前方加

油站停靠。該男子則由其後趕到的

警察加以逮捕。被槍擊致死的乘客

是一名 51 歲來自哥倫比亞的婦女，

5 名傷者包括 2 男 3 女，其中兩人傷

勢危急。案發當時車上共有 42 名乘

客。沒有證據顯示兇手認識任何受

害者，其開槍動機目前還不明朗。※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當局

近日表示，上個星期，加州有 66

人死於流感，而從今年流感季節

開始以來，加州有 211 人死於流

感，其中 7 名是嬰兒或兒童。此

外，甲型 / H1N1 流感病毒已超過

了乙型流感病毒，成為引發疫情的

最主要菌株。也就是說，人們今年

有可能兩次感染流感。范德比爾特

大學醫學中心傳染病專家 Jeffrey 

Gunzenhauser 表示，去年的流感

季節發生過兩次甲型流感病毒，但

已經感染過第一株甲型流感病毒的

人，一般不會感染第二次甲型病

毒。但今年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連

串襲擊，兩次感染幾將上升。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 日 早
上，位於爾灣的一幢商業大樓內發
生火災，目前沒有人受傷。消防局
官員表示，這起火災發生在奧爾頓
公園路附近的凱特林街 1800 號街
區。橙縣消防局在周日凌晨 6 點左
右得知了這起火災，之後，有 100
多名消防員前往現場進行滅火。官
員表示，大火在屋頂上持續燃燒，
並造成了屋頂坍塌。截至週日上午
8 點 17 分左右，消防人員成功控制
住了火勢。※

【看中國洛杉磯訊】    美國加州

聖塔克拉拉縣（Santa Clara）衛

生官員周日下午宣布，在該縣確診

了第二例新型冠狀病毒，一名曾去

過武漢、來美探親的成年女性感

染。這起新確診的病例也是加州第

四例確診的武漢肺炎，是全美的第

九例。該名女子並非聖塔克拉拉縣

居民，她於 1 月 23 日在舊金山國

際機場抵美，來該縣探望家人。該

縣新聞稿稱，自到達美國以來，

除了兩次她尋求門診醫療以外，她

一直呆在家裡。聖塔克拉拉縣當局

表示，這名婦女的家庭成員也被隔

離，沒有離開家，公共衛生部門則

為這個家庭提供了食物和其它必需

品。※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上週五（1

月 31 日），美國川普政府宣布，

將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俗

稱武漢肺炎）定為“公共衛生緊急

狀態”，且限制中國訪客入境。這

導致很多回中國過年、探親的留學

生，以及綠卡持有者都在緊急改機

票，要趕在 2 月 2 日禁令開始實施

前回到美國。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Azar）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總

統簽署了一項命令，在過去 14 天

去過中國的外國人將被限制入境，

該禁令將於美東時間 2 月 2 日下午

5 點開始生效。

雖然美國公民的直系親屬及

綠卡持有者不在此禁令的限制範

圍，但來自香港、持有美國綠卡的

Jessica 說，為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

麻煩，她仍然決定重新買機票，在

2 月 2 日之前入境美國。

Jessica 說，自己由於平時忙於

工作，已經有 3 年沒有回香港見家

人。在去年 11 月份，她剛好搶到

了從洛杉磯去香港的往返機票，才

700 多美元，就決定與在洛杉磯留

學的侄女一同回香港陪家人過年，

還特意向公司請了一個月的假期。

然而沒想到，武漢疫情擴散十

分嚴重，不僅香港不斷有人被確

診，與香港接壤的深圳都也有上百

個確診個案，加上港府堅拒封關的

態度，家人都勸說 Jessie 和侄女儘

早回到美國。

尤其在 31 日禁令出爐後，雖

然港澳地區也不在受限範圍，但

Jessica 和侄女（持留學生簽證）

擔心禁令再出現其它變動，因此決

定將原本的機票作廢，每個人都花

了近千美元高價才買到直飛洛杉磯

的機票。

她說雖然中途有轉站的機票會

相對便宜很多，差不多近 600 美

元，但為了健康考量，不想擔著被

傳染的風險，更不想被耽誤時間，

最終選擇了直飛洛杉磯的航班。

另外在該禁令的影響下，大陸

直飛美各大城市的機票幾乎都搶不

到了。尤其為防止武漢肺炎在美擴

散，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

美國航空（American Airlines）和

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

都已宣布，暫時停飛其所有往返中

國的航班。   ※

【看中國洛杉磯訊】    1 月 31

日，洛杉磯市中心山景園（Hillside 

Villa）的住戶們大聲疾呼：“這是

我們的家，這是我們的地方”，希

望政府、社會關注他們所遭遇的

問題。“山景園”業主巴茲（Tom 

Botz）因獲洛杉磯市政府無息貸款

與其它補助，而提供住戶“平價房

租”三十年。 2018 年“平價租約”

到期，巴茲全面調漲房租，許多住

戶因無法負擔高額房租被迫離開。 

2019 年 3 月初洛杉磯市議會開始與

巴茲協商，討論專項撥款和允許其

重組債務，以確保租戶可擁有可負

擔租金住房，但多次談判未果。巴

茲持續對租戶施加壓力漲租，越來

越多住戶選擇離去。

洛 杉 磯 華 埠 公 平 發 展

會（Chinatown Community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 簡 稱

CCED）成員 Annie 表示，山景園

公寓有 124 戶居民居住，除了華

裔，還有不少西裔，這些人大多是

低收入戶。

Annie 表示，目前洛杉磯華

埠公平發展會將推動市政府“徵

收”(eminent domain)“山景園”，

阻止房東巴茲漲租。她認為洛杉磯

市政府可依促進物品利用、增進公

共利益的方式“徵收”山景園，之後

交由非營利機構管理，這才能解決

根本問題。她認為目前中國城 50

多個待開發的新項目，將威脅傳統

唐人街社區的生活結構。因為這些

開發商大量的發展的高級公寓，並

不適合當地工薪階層。此外，為營

建新商場，許多老字號的商家、餐

館被迫歇業，會因無法負擔高額租

金另謀出路：“目前中國城裡已經

安排將其運送到醫院。他們將與軍

事人員隔離開來。

特拉維斯空軍基地官員在周六

的新聞稿中強調，局勢仍在發展：

“特拉維斯的空軍和其他人員將不

會直接與被疏散人員接觸，被疏散

人員將無法進入其指定住房以外的

任何基地地點。”

上星期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 中心 (CDC) 下令從中國武漢撤離

的 195 人要在河濱縣的馬奇空軍基

地隔離 14 天，而不是之前宣布的 3

天。強制性隔離措施是 CDC 五十

多年來的第一次。目前，從疫情爆

發中心湖北省返回的美國人都將被

要求進行 14 天隔離。從中國其它

地方返回的人可以在 14 天期間做

自我隔離監測。美國還將開始把所

有從中國飛往美國的航班集中到 11

個主要機場，以便對冠狀病毒進行

篩檢。   ※

沒有提供全方位用品的華人超市；

上個月有家營業 15 年的老字號越

南餐廳熄燈”。

除了中國城，同樣位於洛杉磯

市中心的韓國城、小東京都面量相

同的問題：可負擔住房越來越少，

新興的商場、公寓租金高昂，原居

民無法負擔，被迫搬離。

目前洛杉磯華埠公平發展會

正在起訴開發商 Atlas Capital 所

提出的建案。紐約開發商 Atlas 

Capital Group 將 在 洛 杉 磯 新 建

725 間住房 ，但未提供任何比

例 的“可 負 擔 住 房”（Affordable 

Housing），並打算用和解金要求原

住戶離開，根本沒有考慮當地的傳

統與原生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