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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市议员

吁市民支持华埠商业
日前，美国旧金山市议员佩斯金联

同旧金山中华总商会会长区国雄、旧金

山中华总会馆总董李殿邦等人，来到天

后庙街幸福饼家召开记者会，鼓励市民

来华埠购买月饼等应节食品，支持受疫

情、山火影响而一落千丈的华埠小商

业。

佩斯金提醒，虽然华埠小商业进一

步重开，但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市民

前来华埠消费仍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勤洗手，避免传播和感染病毒。

区国雄认为，饮食业是华埠的经济

命脉之一，希望市民更多回来消费。他

说，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将和华协中心合

作，向大企业筹款，帮助华埠餐馆搭建帐

篷，方便顾客户外用餐。

李殿邦表示，自己很高兴看到旧金

山疫情向好的趋势发展。他希望华埠商

户能在做好防疫措施前提下，把握好重

开机遇，也呼吁华埠各会馆和业主通过

减租来支持小商业复苏。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美加州亚裔社团
向消防局捐赠物资
自 2018 年美国洛杉矶南加伍尔西大

火爆发，亚裔犯罪暨安全研究中心已经

分批捐赠专业去污湿纸巾，给加州超过

40 个消防局。今年加州再次被山火袭扰，

亚裔犯罪暨安全研究中心再次伸出援

手，为第一线英雄送上关怀。

据了解，此次的捐赠品包括专业级

别的去污湿纸巾、50 盒手工甜点、孩子们

画的 130 张卡片和大幅海报及 130 张星

巴克咖啡礼卡，送到五个城市消防局，表

达对消防员的关心与感谢。

亚裔犯罪暨安全研究中心创办人孟

女士表示，希望第一线的消防员能在离

开火灾现场之前，用特殊的纸巾将致癌

物质从皮肤上擦拭干净，给予他们最直

接的保护和关心。

参与捐赠的陆女士表示，这次大家

送爱心至五个消防站点，包括亚凯迪亚

市、圣玛利诺、巴沙迪那市、西拉玛德瑞

市及蒙罗维亚消防局。消防员接到礼品

袋时，满是感谢与欣慰。她希望大家一起

携手并肩，奉献爱心温暖他人。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美国长乐公会

向旅美福建乡亲发放

家乡政府捐赠的抗疫物资
当地时间 9月 12 日，为助力旅美乡

亲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美国长乐公会（下

简称“公会”）在纽约向旅美乡亲发放连

花清瘟胶囊。该批连花清瘟胶囊共计 319

盒，由福州市海外联谊会和福州市侨办

共同捐赠。

公会主席张子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在美国蔓延以来，对旅美华人造成了极

大的伤害和威胁。家乡政府和乡亲十分

重视旅美侨胞的健康和安全，及时提供

抗疫物资和分享抗疫经验。他谨代表旅

美长乐籍乡亲对家乡政府和乡亲的援助

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子阔说，他将连花清瘟胶囊分别发

放给美国长乐一中校友会主席陈金平、

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主席刘爱华、美

国汶上侨民联合会主席林耕、美国长乐

三溪联谊会主席潘敏辉、美国新福州老

人会主席江谨武、美国长乐闽夏联合会

主席黄宏生、中美商贸促进会主席郑姜

惠和常务副主席潘金珠等，并委托他们

带给有需要的乡亲。 （据东南网报道）

日前，马来西亚留华同学

会一行人拜会马来西亚总理

对华特使张庆信，双方就马来

西亚赴华深造学生对接事务、

疫情影响学习进度等课题展

开交流，以期携手合作，共同

打造更优良的合作平台。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

长莫泽林在交流上感谢张庆

信早前成功争取两所中国临

床医学的学位承认，分别是

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

回国后，这些毕业生就可进

入马来西亚医疗体系实习。

同时，希望张庆信协助争取

更多中国大学的临床医学学

位承认，让学生有更多选择

和出路。

他也希望张庆信协助争

取马来西亚留学生早日回到

中国的大学上课，如有需要，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愿意协

助统筹。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

当地时间 9月 12 日，纽约

华埠孔子大厦携手 CVS 药房，

在孔厦交谊厅举办免费流感

疫苗接种服务。医生提醒，在

新冠肺炎大流行特殊时期，接

种流感疫苗更为重要，民众应

尽早进行接种预防。

此次流感预防针分为两

类，其中高强度疫苗是提供给

65 岁及以上长者，另有正常强

度疫苗是提供给 65 岁以下年

龄层居民。当日的活动中，凡

接种流感预防针的民众同时

还获赠 10 片口罩、一只面罩

及水杯和环保袋各一个。

孔厦居民之一的中华公

所主席于金山表示，秋冬季即

将来临，民众为了健康着想应

提早做好流感的预防工作，尤

其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特殊时

期更不能放松警惕，未接种流

感疫苗的民众应尽早计划。

CVS 药房经理任义平称，

流感预防针最佳的接种时间

为每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因为

人的身体最多需要 14 天才能

对流感产生免疫力。他提醒，

民众若处于感冒或发烧状况，

则不宜接种流感疫苗。

孔子大厦董事长梅荦生

表示，感谢 CVS 药房前来孔厦

为当地居民提供流感疫苗接

种服务，2020 年秋冬不同往

年，受疫情影响，流感将成为

双重威胁，民众需妥善预防。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

第 45 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9 月

15 日晚颁出 2020 年度的特别贡献

奖。旅美华人女导演赵婷获颁该电影

节特别贡献奖的伊伯特年度导演奖。

赵婷通过视频发表获奖感言时

说，自己思考的是，在相对较短的职

业生涯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收获。她

说，自己最初进入这个竞争激烈的行

业的时候，不认识任何人。“如果我表

现出任何脆弱的迹象，或是犯了一个

错误，如果我搞砸了，和我一起工作

的人们就会抛弃我，”赵婷说，“我很

长一段时间都这么想。”

但在后来的电影摄制过程中，与

不同的电影制作团队合作，令赵婷感

到自己非常幸运。”当我实现成功的

时候，和我共事的人们就在那儿。这

就是我的感受。”她表示，自己希望与

共事的朋友们分享荣誉。

赵婷的新作《无依之地》参加了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展映，并被电影节

官网列为“必看影片”之一。这部作品

日前斩获 2020 年威尼斯电影节最高

奖———最佳影片金狮奖。

多伦多电影节同时还颁出年度

演员奖、新锐奖等奖项。著名影星安

东尼·霍普金斯和凯特·温斯莱特获

得年度演员奖。由于疫情的原因，本

届电影节首度采用了实体影院与线

上播映结合的方式，包括此次颁奖礼

在内的各类行业交流活动全部在“云

端”进行。

出生于北京的赵婷在少年时出

国留学，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其后便进入好莱坞发展。2014 年，她

的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及第二

部长片作品《骑士》曾在多个国际电

影节中入围或斩获奖项，令其才华受

到业界关注。她执导的最新作品将是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创办于 1976

年，以展映大量影片为主要特色，现

已成为加拿大电影业的知名品牌活

动，也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国际影展之

一。本届多伦多电影节于 9 月 10 日

至 19 日举行。（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9 月 11 日上午，首

届中国 -东盟线上商贸

洽谈会（下简称“洽谈

会”）“云开幕”，与会嘉

宾通过网络视频参会。

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

育庆应邀参加开幕式并

发表演讲。洽谈会由中

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

业协会与中国 -东盟商

务协会总会共同主办。

洽谈会以“化天涯

作咫尺，触商机于指端”

为主题，为期 3 天，共含

15 场专场对接会，旨在

打造后疫情时代中国与

东盟跨国企业沟通商

机、展示产品的长期平

台。此外，洽谈会还邀请

了中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菲律宾等国家的政

府官员和专业人士，对

中国和东盟 2020 年下

半年及未来的经济形势

及贸易市场状况进行权

威介绍，深入剖析当前

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

应对策略。

林育庆在开幕式演

讲中表示，东盟是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一环，中国与东盟互为

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

伴，未来双方必能打造

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

系，这也为双方企业带

来大量合作商机。作为

东盟的重要一员，菲律

宾自然资源丰富，投资

开发潜力巨大。菲律宾

目前大力开展“大建特

建”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推进税制改革，积极拓

展产品出口市场，提升

外资吸引力，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正契合了

菲律宾寻求新发展机遇

的诉求。

林育庆指出，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世

界造成重大冲击，菲律

宾各行各业也遭受负面

影响。虽然严格的隔离

措施导致菲律宾出现近

30 年来最低消费增长，

许多中小型企业暂停营

业，但随着疫情减缓，菲

律宾在下半年将逐步放

松隔离措施，部分领域

经济活动将逐渐恢复，

预计 2021 年菲律宾经

济增长率将恢复到 6%

以上。同时，菲律宾数十

年来的结构性改革成果

和高准备金率有助于本

国经济更好地应对疫情

冲击。

林育庆表示，中菲

两国经贸合作源远流

长，相信在疫情过后，两

国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

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

头。他希望这场洽谈会

能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

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往

来，减轻疫情对双方企

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助

力企业开展跨国经济合

作，让企业间加深彼此

了解，实现共赢局面。

（据东南网报道）

由马来西亚中国友

好协会青年教育与交流

委员会主办的“全球疫

情下中国在马留学生面

临的挑战与对策交流研

讨会”近日在吉隆坡举

行。

本场研讨会采取线

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同时

进行，来自马来西亚国

立大学、马来亚大学、博

特拉大学等高校的专家

学者和留学生代表，围

绕疫情下在马留学生面

对的新挑战等课题各抒

己见，介绍学习经验，交

流留学心得。

马中友好协会副秘

书长黄振隆说，今年是

中马建交 46 周年，长期

以来，两国在政经文教

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成果丰硕，选择到

对方高校求学的留学

生也越来越多。在今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的大环境下，留学生

们则面临着更多的新

挑战。

他说，最大的问题

就是出入境问题和申请

大马留学签证问题，这

些问题需要留学生根据

两国政府的入境政策做

出合适的调整。此外，在

防疫常态化和后疫情时

代，如何尽快找到合适

的学习方式是留学生和

所在学校面临的新挑

战。

他呼吁社会各界给

予在马中国留学生更

多的关注和帮助，协助

他们更快地适应马来

西亚教育体系，更好地

融入马来西亚独特的

多元文化环境，学以致

用，为中马两国人民

的交流贡献自己的力

量。

（据新华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