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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亞美聯盟（United Asian American 
Alliane，UA3）16日首次到布碌崙華裔聚居的8大
道社區配派送鮮奶蔬菜，吸引了近千人一早排隊
數小時領取。

昨日的活動在紐約台山鄉親會會所舉行，聯
合亞美聯盟的孔振成（Donald Hong）和布碌崙區
長亞當斯華裔助理鄭祺蓉，紐約台山鄉親會會長
陳志良，美國冲蔞同鄉總會主席麥德森和紐約廣
海同鄉總會主席林國東在場搬運，贈送給到場的
僑胞們。

根據聯合亞美聯盟的孔振成介紹，該聯盟
在新冠疫情爆發後曾多次在曼哈頓華埠派送食
物，這次是首次到布碌崙華裔聚居的8大道社區
派送，派送的鮮奶和蔬菜全市紐約市附近農場供
應，其中除了鮮奶，還有洋蔥，西芥蘭和黃瓜
等。活動預訂於下午2時30分舉行，但有民眾從
上午8時便到場派對，直到下午時分，排隊的人

龍從位於8大道夾71街的會所一直沿著72街一直
排到福哈明頓公園大道估，估計至少有千人以
上。

一名閩籍婦女排在第一位，她說，自己從上
午8時便到哪裡排隊，先後等了近8小時，她說，
自己是通過微信知道這項活動，除了她之外不少
鄰居也前往領取，她笑說，能免費獲得鮮奶蔬菜
苦等許久還是值得的。

紐約台山鄉親會的陳志良說，昨日的活動
並沒有廣泛宣傳，只在微信上公布了訊息，卻吸
引了千人到來，他欣慰，在疫情仍緊湊下，該會
能參與了這項活動，令需要的僑胞們獲得日常食
品。

孔振成則對僑胞們的反應感到驚奇，他說，
昨日是該會第一次到布碌崙華人社區，往後將繼
續安排到社區來，為需要的僑民提供援助。 
 本報記者林意善紐約報道

繼2020年4月做出捐贈從薪資保障計劃 
（PPP） 中獲取的所有手續費收入的行業領先承
諾，富國銀行（Wells Fargo）近日公布約4億美元
的捐贈計劃細節，以幫助持續受到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影響的小型企業，使他們能夠
繼續營業、留住員工並重建經濟。透過富國銀行
的新Open for Business Fund（照常營業基金），公
司將與非營利機構通力合作，向小型企業提供資
金、技術支持和長期適應力計劃，重點將幫助少
數族裔擁有的企業。

截至6月30日，富國銀行透過PPP計劃為17.9
萬名客戶總計核撥貸款101億美元，平均貸款額
為5.6萬美元，其中84%的貸款發放給了員工少於
10人的企業，60%的貸款額為2.5萬美元或以下，

并且這些申請者中有90%的年營業額為200萬美
元或以下。由於聯邦政府延長了PPP計劃的適用
時間，富國銀行將儘快向符合資格的客戶透過商
業網上銀行服務或商業電子辦公室門戶鏈接重新
開放PPP貸款申請。

富國銀行執行長Charlie Scharf表示，透過
捐贈約4億美元的手續費以幫助有需要的小型企
業，可以為這些企業創造短期獲取資金的機會，
並邁向通往真正經濟復蘇的道路。

為有需要的社區加速小型企業復蘇Open 
for Business Fund（照常營業基金）的首輪捐贈

（英文版）將向社區發展金融機構（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CDFI）核撥
2800萬美元。本地計劃支持聯盟（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alition, LISC）將向2800多位創業者提
供贈款和低成本資金，重點幫助全國城鄉市場中
處於弱勢的小型企業主防止收入流失、穩崗就業
並避免職位空缺。

從今天開始，Open for Business Fund（照常
營業基金）將開始接受來自CDFI的申請，并且 
CDFI為服務少數族裔擁有的小型企業而設立的
特殊用途資金的第一輪捐贈現已開放，截止日期
為8月7日。重點提供技術支持和恢復，以及提
高適應力的其他輪次的贈款將於今年晚些時候開
放。

非營利機構可以造訪www.wellsfargo.com/
about/corporate-responsibility/community-giving

（英文版）以瞭解更多詳情。 本報紐約訊 

富國銀行捐贈4億 助力小型企業復蘇

UA3台山鄉親會前 派奶菜吸引近千人

■陳志良等派送鮮奶蔬菜給到場的千名僑胞。

國會議員麥洛妮（Carolyn Maloney）和亞裔
非營利組織UA3等數個機構，16日在格蘭街410
號下東區的房客派發免費健康食品。

國會議員麥洛妮表示，疫情期間糧食不
足是低收家庭的掙扎，她在調派食物資源的同
時，也注重社區健康的飲食文化，價廉的快餐
文化容易產生肥胖，高血壓和心髒病，提供新
鮮直接從農場到家庭廚房的農產品將有助於解
決健康不均現象。

下東城亞裔服務組織UA3與Grand Street 
Guide、Community Manor Church、Green Top 
Farms及Trader Joe's共同合作這次免費健康食品
派發活動，並且强調新鮮農產品的重要，這些
機構預備短期內在全市範圍進行分發，提供不
易腐爛的食物和高度濃縮的牛奶。

格蘭街公會居民協會主席Sandra Strother
代表大樓居民感謝上單位派發新鮮農產品，牛
奶和其他雜貨。尤並在新冠COVID-19疫情期
間，這些新鮮食品猶如雪中送碳。 
 本報記者周靜然紐約報道

如果您正在尋找工作或就業培訓課程，華
策會就業協助中心可幫你。我們可以通過虛擬/
遠程方式為社區成員和求職者提供多項服務如
基礎客戶服務課程培訓或工作轉介。

報名請參加其中一個資訊講座。
日期：星期一或星期三
時間：下午 2點正
Zoom連結：https://zoom.us/my/cpccareer
Zoom ID：759 923 6998
密碼：Career2020
網上報名：
請填寫https://tiny.cc/cpccareercenter表格。

如有其他問題，請周一至周五，上午9點
至下午5點致電（212）941-0041，或發電郵到
ecsinfo@cpc-nyc.org聯繫。 本報紐約訊

國會議員麥洛妮聯手亞裔組織
下東區免費派發健康食品

配合2020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階政治論
壇召開，駐紐約台北經文處與台灣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國合會）及哥倫比亞大學永續發展中
心於（16日）合辦「強化新冠肺炎疫後復甦：永
續發展之科學、技術與創新」線上研討會，邀
請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長羅一鈞、
巴拉圭衛生福利部及美國國際開發署官員，以
及從事公衛、教育及微型貸款的非政府組織

（NGOs）共12位講者，分別就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初期、現狀及未來，討論如何運用科技創新
對抗疫情及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達致
較佳復甦。

活動吸引聯合國社群、全球NGO及政、學
各界人士200餘名熱烈參與。

國合會秘書長項恬毅大使開幕致詞時表
示，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不平等問題，而科技創
新有助於加速落實國家發展政策及2030年永續
發展議程。國合會成立近30年來，分享台灣的
先進科技，促進與友邦及友好國家社會經濟發
展，是「台灣能幫忙且正在幫忙」的最佳例證。

經文處長徐儷文在閉幕致詞時除感謝與會
講者的精彩分享外，更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全球，幾乎無人能置身事外，各國都盼依永續
發展目標達成疫情後之較佳復甦。台灣之抗疫
表現有目共睹，已證明台灣是有能力且值得信
賴的夥伴，甚願貢獻己力，與各國一同落實永
續發展目標。

會中疾管署羅一鈞副署長介紹「台灣防疫模
式」，特別是利用創新科技迅速開發口罩供需資
訊、檢疫及追蹤等手機應用程式，有效控制疫
情擴散，使台灣人民相對全球均處於封鎖狀態
下，還能維持正常生活。

與會的官員及NGO代表也分享如何運用數
位資訊對抗疫情，及運用科技創新達成有韌性
的永續復甦，重啟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
其中，國合會副秘書長李栢浡分享該會運用科
技創新，攜手友邦共同抗疫的具體案例。

活動全程錄影檔可至國合會YouTub e
頻道觀看：ht t p s : / /www . y o u t u b e . c om/
watch?v=SClABvUCz9w&feature=emb_title。 
 本報記者周靜然紐約報道

經文處舉辦線上研討會
「強化新冠肺炎疫後復甦」

華策會免費職訓課招生

■國會議員麥洛妮、UA3義工，在格蘭街
410號下東區房客派發免費健康食品。

■「強化新冠肺炎疫後復甦：永續發展之科
學、技術與創新」線上研討會講者合照。

新冠疫情中，一些華人及亞裔遭遇到反亞
裔歧視甚至暴力事件，紐約市人權局、心理安康
家屬互援會等16日共同舉辦「衝突緩解與防衛：
了解如何於新冠疫情反亞裔暴力事件中自保」講
座，除了普及相關知識外，還邀請到Pop Gym健

身房的指導教練Grey Cohen現場演示一些自衛動
作及訓練方式。

講座幫助華裔應對疫情
人權局人權專員馮郁雯表示，舉辦此次講座

是希望幫助華裔應對因新冠肺炎引發的替罪羊與
仇恨現象。她指出，在美國有著排外主義和加害
替罪羊的歷史，1882年出台的《排華法案》就是美
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針對族裔的排外的法案，二戰
中也有針對日裔設立的集中營。馮郁雯表示，在
此次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沒有很好地處理疫
情，又面臨大選，採取了一些如稱呼「中國病毒」
等轉移焦點的方式，誤導了一些民眾。這也使得
亞裔在疫情中面臨新冠和歧視兩種病毒。

馮郁雯介紹稱，當遭遇反亞裔暴力事件時，
旁觀者可採取主動介入的5D方式，即直接介入

（direct）、派遣/分配任務（delegate）、分散注意力
（distract）、留滯/延續（delay）和記錄（document）。

比如直接介入就包括直接告訴對方停止侵
害行為，這種作法雖然有效，但有可能造成衝突
升級的危險。派遣/分配任務是指向他人提供直
接具體的指派命令，比如發出希望別人介入、帶

自己離開現場或幫助報警的信號。在實施上述措
施時，記得要與對方保持社交距離以保證自身安
全。

此外，馮郁雯指出，由於大部分受害者是年
長女性，口頭緩解當場狀況的方式要比肢體好，
比如說「不」、重複說詞、指出不當行為、以「我」
為開端的陳述、使用「我們」製造共情、打斷、堅
決地忽視/明顯地不理睬等等。

如果是作為想要提供幫助的旁觀者，應當秉
持的策略是支持而非逞英雄、保證安全、考慮身
分位置性以及以減緩當場狀況為目的。此外，要
對周圍環境保持警覺，衡量並確保自身安全，觀
察安全的出口和通道，觀察騷擾者是否看起來有
失控跡象。

馮郁雯表示，民眾應當在手機裡存好能在緊
急狀況下幫到你的電話，也可以撥打人權局歧視
舉報電話212-416-0197。

如果面臨在住房，工作或公共場所的騷擾或
歧視，可以透過上網 https://www1.nyc.gov/site/
cchr/about/report-discrimination.page或打311轉

「human rights（人權）」向人權局舉報。 
 本報記者許可紐約報道

人權局舉辦講座 反亞裔暴力事件中如何自保

■紐約市人權局、心理安康家屬互援會等16
日共同舉辦新冠疫情中反亞裔暴力事件中自
保講座。 視頻截圖

疫情加深中美緊張
電影行業艱難前行

這次論壇請來MediaTech Capital Partners銀
行的董事合夥人比伯（Porter Bibb）、 Pacific 

Bridge Pictures電影合作製作公司合夥人和《中
國電影產業》發行人凱恩（Robert Cain）、荷里活
製片人、演員張大星就電影工業的挑戰和未來
進行探討。論壇由資深律師思開德斯基（Barry 
Skidelsky）主持。 

比伯說，全球電影市場正在轉型，數碼化
勢不可擋已經改變了之前膠片電影的概念，將給
電影經濟和人們欣賞電影的方式都帶來巨大變
化。疫情更會加速這種變化，在美國最大的連
鎖影院AMC正在申請破產，疫情之後不知多少

AMC影院將會重開，在中國三到四成電影院也
可能面臨倒閉。但他說，今年中國預計將超過美
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票房市場，雖然因為疫情尚未
結束，但明年篤定會成為事實。中國仍然在建造
新電影院，每年數千名電影學院學生畢業。他認
為今後聯合製片和製片公司重新整合仍然將會是
潮流。

凱恩說，過去十年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行
業關係就是中美雙方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在過
去三年急轉直下。在世界電影市場衰退的情況
下，中國電影市場正蓬勃增長。當華爾街無法支
撐電影業時，中國資本進入救急，現在這些合作

幾乎全都不存在了。在中國，荷里活大片也是票
房的引擎，現在失去了荷里活的支持，中國電影
業也會遇到挑戰。目前中美關係前景難測，但中
國觀眾品位也在改變，中國市場料將出現更多獨
立電影、藝術電影，印度、西班牙電影也會更流
行。他也說一月二月實境電影拍攝基本已經都停
止了，但動漫製作、網上遠程合作發行卻更加活
躍，因為很多人宅在家中，Netflix，amozon等對
動漫也有大量需求。

張大星說他1990年來到洛杉磯讀書，當時
課上只提美國票房和世界票房，中國根本排不
上，現在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一票房市場。他說
自己參與製片的影片都有與中國的合作，在中國
市場上，外國影片要面臨配額限制，允許回收的
票房也很有限，但與中國聯合製片的影片對外方
製片來說可以獲得最大利潤。雖然聯合製片在內
容上要面臨更嚴格的審查，但他說應當把審查看
成網球球網，雖然是障礙，但躍過了就可以獲
得更多。凱恩也說，荷里活30年代也有審查制
度，很多經典影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製作的。

疫情期間所有影院關閉已經對電影行業造成不小的衝擊，而中美
關係的持續走低，更對全球電影市場產生深遠影響。在 16 日華美協

進社與北大紐約校友會主辦的一場論壇上，電影製作行業專家就此做出分析，認為
電影工業目前面臨轉折，只能在艱難摸索中前行，但因為需求未減，前途仍然光明。

本報記者榮筱箐紐約報道

■張大星 ■凱恩 ■比伯

僑社廣告。爆料。查詢
212-699-3800 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 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