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統日遊行 南加民

眾挺川普連任

蓋蒂中心附近發生

嚴重車禍 1人身亡

飛機起落架出故障 
所幸無人受傷

洛杉磯首次推出追

蹤可用住房方法

海軍陸戰隊航空站 
約160人解除隔離

洛縣一次撤銷6萬多大麻罪案創紀錄

非營利組織多僱合同工 難接受AB5新法

洛杉磯中國留學生紀念李文亮

2 月 15 日，數十名華裔青年與留學生在洛加大（UCLA）校園附近的 Le Conte 大街

上送別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生。( 徐綉惠／攝影 )

【看中國洛杉磯訊】    2 月 15

日，數十名華裔青年與留學生在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校園

附近的 Le Conte 大街上以詩歌朗

誦、獻花與吹哨的形式，送別武漢

肺炎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醫生。

有留學生怕被監控不敢參與

現場與會者大多數是已經畢業

的中國留學生，還有許多在校學生

擔心自己參與活動後，會給國內家

人帶來麻煩，或自己回國時會被問

話，所以選擇在社群媒體上悼念，

不敢到場致意。

去年剛從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I）畢業的張涵煜表示，中國

留學生的學生會多半與中領館有聯

繫，常常會收到一些歌頌祖國的活

動，中領館也會提供給學生會不等

的活動資金，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的成員還常

要去中領館「開會」，據他所知，

學生會主席不一定有什麼政治背

景，但學聯主席其實就是使館的分

支機構負責人，由他來統籌組織學

生會。張涵煜說：「學生們都知道，

如果參加這個活動，回中國可能就

會有風險。」他認識一位擁有綠卡

的華裔朋友，就因為常在微信群裡

發中共迫害人權的消息，竟收到北

京的電話，聲稱要註銷他的國籍，

「這就是威脅你，打電話告訴你，

你的一舉一動北京都知道，讓人毛

骨悚然」。

活動主辦人之一劉博認為，李

文亮之所以引起海外華人這麼多的

關注，除了他是第一個勇於揭發新

冠病毒（COVID-19）的吹哨人，

更因為他遭中共政府訓誡、簽下悔

過書，然後繼續從事醫療工作。李

文亮最後遭病毒感染、失去生命，

但他的逝世，讓中國人開始意識到

「言論自由」的重要。

劉博認為李文亮讓很多中國人

清醒過來，雖然他犧牲了，但卻成

為中國人思考言論自由的導火線，

促使中國民眾質疑中共的官方宣

傳。他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

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去年剛從麻省某大學畢業，目

前在洛杉磯工作的徐曉東說李文亮

讓很多中國年輕人找到「共情」，

因為李文亮醫生的政治觀點是親共

的，猶如大多數的中國年輕人，從

小就受教育，要跟著共產黨走，李

文亮並不是維權人士，也沒有高調

的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徐曉東

說：「如果連李文亮這麼熱愛黨的

人都受到迫害，那小粉紅們也會開

始想，自己某天也可能會像李文亮

一樣。」

來自北京的曾同學說：「我們

每個人都可能變成李文亮——因為

對強權的恐懼，所以服從威權，簽

下悔過書。李文亮就是絕大多數中

國人的樣子。」

曾在澳洲留學，目前準備繼續

在洛杉磯進修的侯成罡是一名電競

玩家。這兩天晚上他在與中國玩家

連線玩遊戲時，都不經意的提到李

文亮醫生，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

不知道他是誰，侯成罡說：「中國

人真的很悲哀，都沒人知道他。」

他希望在海外的華人，可以用

安全的方法，讓「牆內」的中國人

知道真實的訊息，他說：「國內沒

有人知道李文亮，但海外華人都知

道，中國人不能再被蒙在鼓裡。」

住在橙縣的盧先生特別帶著父

親驅車到洛加大紀念李文亮先生，

他說：「我父親 12 月 6 日從武漢來

美國，他因此躲過一劫，沒有什麼

事，但他一定要過來看看。」

盧先生表示，目前武漢的朋友

都還算平安，但限制每家只能兩個

禮拜外出採購一次。他有朋友住在

武昌，本來要回到父母老家過年，

結果封城不能走了，父母家裡準備

一堆食物沒人吃，但他們家裡沒東

西吃。他說：「那陣子大家在武昌

搶著買吃的，白菜五六十塊錢那是

真的，漲的很離譜。」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一，在

美國總統日這一天，上百位南加州

民眾在聖莫妮卡舉行了“讓美國再次

偉大”為主題的遊行，來支持美國總

統川普 2020 的連任。主辦此次活動

的為加州第 37 區國會眾議員候選人

艾若 ·韋伯。他表示 川普總統在經

濟、刑事司法、國際貿易等方面做得

如此出色，是有目共睹的，加州也從

美國繁榮的經濟中直接受益。 ”遊

行後，民眾在洛杉磯西邊的文化區

Culver City 舉行集會，又在洛杉磯

市中心進行了高空揚旗儀式。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高速

公路巡邏隊表示，週日清晨，位於

西洛杉磯的 405 高速公路上發生

了一起嚴重車禍，造成一人死亡。

在車禍發生後，多條北行車道一度

關閉了數小時。當局表示，週日凌

晨 2 點半左右，一輛皮卡車在一

條 HOV 車道上逆行，並在 Getty 

Center Drive 出口附近和另一輛轎

車迎面相撞。現場錄像顯示，這兩

輛車都遭到了嚴重的損壞。據了

解，轎車司機不幸身亡，而皮卡車

司機則被送往了醫院，他的受傷狀

況尚不清楚。目前，警方仍不確定

肇事司機是否有酒駕。※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日下

午，一架從澳大利亞飛往洛杉磯國

際機場的飛機的起落架出現了故

障。在周日下午 5 點左右，這架維

珍澳大利亞航空的波音 777 飛機在

降落時位於右後側的輪胎出現了故

障，導致飛機在滑行時輪胎上冒著

濃煙，但最終飛機成功降落在了洛

杉磯國際機場。

在飛機降落後，消防員也抵達

了現場，但最終飛機安全著陸，而

機上也沒有乘客受傷的報告。目前

尚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導致飛機的起

落架出現故障。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無

家可歸者服務局 LAHSA 周二計

劃宣布一種類似于應對自然災害

的解決無家可歸者和支持性住房

的方法。LAHSA 臨時執行董事海

蒂 · 馬 斯 頓（Heidi Marston） 將

談到有關住房中心司令部 HCC 的

一項新計劃，旨在改善市、縣和聯

邦機構的合作方式，並提高幫助無

家可歸者搬入住房的速度和效率。

LAHSA 稱，HCC 將使用該城市永

久性支持性住房的實時數據、資金

流、可用的空置單位以及管理人員

將人員轉移到他們當中的速度。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從冠狀病

毒爆發的中心地帶中國武漢撤離之

後，約有 160 人被隔離，並定於週

二在美麗華海軍陸戰隊航空站解除

隔離。被解除隔離的美國人曾搭乘

於 2 月 5 日抵達美麗華海軍陸戰隊

航空站的飛機。還有第二架運載超

過 65 人的飛機於 2 月 7 日抵達。

據 KPBS 報導，原定週二有 160 人

離開，週四將有 60 人離開。根據

計畫，所有乘客抵達海軍陸戰隊基

地後要進行 14 天的隔離。迄今為

止，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已經確認

其中有兩名撤離者的冠狀病毒檢測

呈陽性。兩人目前在希爾克雷斯特

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中心

隔離。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大 2 月 13

日（週四），洛杉磯縣檢察機構宣

布：將撤銷 1961 年以來 6.2 萬宗有

關大麻的重罪紀錄，和約 4000 宗

輕罪紀錄。

新聞發布會上，洛縣檢察官萊

西（Jackie Lacey）說：這是加州

有史以來最大的大麻釋罪事件，這

使“原大麻案犯人不會再因為有犯

罪紀錄而很難找到工作”，或“找

到住處”。萊西在發布的新聞稿中

表示：“我很榮幸能參與有意義的

刑事司法改革，竭力探尋創新的解

決方案，支持人們構建自己的生

活。”“（洛縣的作法）清楚的表明

大規模的自動化清除犯罪紀錄是可

能的，能幫助糾正稽毒失敗導致的

錯誤。”

另一位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介

紹，萊西辦公室與非營利組織 Code 

for America 合作，該組織使用程

序在法院卷宗中查找了幾十年的案

例。加上本次的釋罪，該組織即將

幫助 8.5 萬多人獲得釋罪。

萊西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

將有 5.3 萬人被釋罪，其中拉丁

裔佔 45%，黑人佔 32%，白人佔

20%，還有 3% 未知。

2016 年，加州選民公投使娛樂

大麻合法化，公投通過後，曾因持

有、種植、銷售或運輸大麻而被定

罪的人也可獲減刑。

萊西目前在爭取連任，一名反

對者指責她在刑事司法改革方面做

得還不夠。她辦公室的一位發言人

說，萊西在 2019 年啟動了釋罪項

目，“事實和時間表表明，該改革

基於為所有人尋求公正，而非政治

需要”。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據城市新

聞社（CNS）報導，週一（2 月 17

日）早上，上百名音樂從業者在工

業市舉行抗議 AB5 新法的活動。

加州限制僱員歸類為合同工的 AB5

法案自今年 1 月生效以來，已令加

州許多自由業者倍感沮喪。近日，

一些主要依靠合同工的“非營利組

織”也加入了抗議 AB5 的行列。

非營利組織 Solo Opera 的創

始人西爾維亞 · 阿莫瑞諾（Sylvia 

Yan 去年與家人來洛杉磯拜訪

親戚，原先已訂好機票準備回香

港，但因中國爆發疫情，香港的親

友們都建議她暫時別回去，因為香

港現在連消毒紙巾都開始缺貨，加

上香港目前與中國並未全面封關，

受傳染的機率很高。Yan 說：「我

們也只好可以避就避。真的很希望

疫情趕緊結束。」

她從網路上得知有紀念李文亮

醫生的活動特別來聲援，她說：「李

文亮之死讓中國人意識到言論自由

的重要，當遇到自己切身問題，才

有切膚之痛。」她認為過去許多中

國人都覺得香港要求言論自由是搞

「港獨」，但現在證明，香港人要

爭取的只是最基本的人權。

視覺藝術家協會會長劉雅雅認

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人

民已經不能信任政府，這次新冠病

毒疫情所造成的封城、隔離可充分

證明中共政府沒有照顧人民，而是

在照顧他們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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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rino）上週表示，AB5 法案通

過時，他感到非常沮喪。他說，

在藝術界這種模式行不通。 Solo 

Opera 舉辦舞台表演，幫助培訓舊

金山地區的演藝人才。這意味著他

們要雇用大量的歌手和表演合同

工。

他說，小公司使用自由合同工

運營已行之百年，現在立法者要徹

底改變這種模式，每個人都非常沮

喪和震驚。

目前，AB5 正在起草可以豁免

的行業清單。

AB5 當初得到了工會的大力支

持，本來指望該法會給勞工帶來更

多保護，但實際對許多行業以及非

營利組織，AB5的效果卻正好相反。

阿莫瑞諾說，其所在組織要想

符合 AB5 的要求，合規成本需要 1

萬美元，包括律師費、工資、工人

補償以及保險等，“作為一個非營利

的小企業，這是巨大的負擔。” 該組

織的律師說，要符合 AB5，運營成

本將增加 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