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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原本有机会防止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趋近高峰，而世界刚刚开始

【综合消息】400 名国际专家在日内瓦举行为期
两天的大型论坛，讨论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和
疫苗等问题。为了避免将新冠病毒与中国相
连，世卫组织 11 日给这个去年年底发源于武汉
的新冠病毒改名为“Covid-19”
。
据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 11 日在国际专家
论坛第一天指出，原本确实有机会中止新冠病
毒向世界扩散。
现在新冠病毒已经扩散到中国全境，以及
港澳，台湾，新加坡，越南，泰国，韩国，美国，加
拿大，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 20 多
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1 日在论坛开幕时
强调称，尽管目前 99%的病例都出现在中国，但
是新冠病毒 Covid-19 对世界其他地方构成非常
严重的威胁。他还呼吁相关各方分享信息样本
与病毒基因序列，加速研发药物及疫苗。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爆发核心中国武
汉市已有缓慢的迹象，据《路透》报导 ，中国抗
SARS 专家及最高顾问钟南山声称，武汉肺炎疫
情在中国已趋近高峰，之后会开始减缓，有望在
4 月前逐渐结束。然而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辖下
"全球疫情警报与反应网络"主席费雪警告，中国

明州华人爱心飞往武汉

【本报讯】最近由明州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牵头组织的二批抗疫救灾货物承
之外的全球疫情恐怕才刚刚开始。
载着明州华人华侨的爱心已经飞向武汉。第一批物资包括 800 个 P95 口罩，
2 月 12 日，公布的新增肺炎病毒病例数字是
这些口罩由明州爱心人士以明州华联会名义捐出（价值大约$3200）；还包括
1 月份以来的最低的，这似乎支持了资深专家钟
50 件防护衣和 80 个 N95 医用口罩。第二批货物由明尼苏达华助中心和圣路
南山有关疫情有望在 4 月得到控制的预测。
易斯华助中心通力合作，在现代中文学校副校长施航的大力帮助下，由明尼
钟南山说，有些省的新增病例数字出现了
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捐赠的二台呼吸机已启程运往湖北省中医院。
下降，
他认为疫情可能在这个月达到拐点。
这是明州华联会向战斗在第一线的湖北省中医院赠送的第二批物资，明
钟南山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说：
“我希望这
州华联会希望广大明州华人华侨和美国友人踊跃出资，争取为湖北省中医院
个疫情在 4 月的某个时候结束。”这位传染病专
和疫情严重的湖北孝感地区赠送更多的医疗设备。
家之前做出的拐点预测被证明言之过早。
在中国官方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的同时，
世界卫生组织却警告说，这场疫情对全球的威
胁超过了恐怖主义。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全世界“必须清
醒起来，
把这种病毒视为公众的头号敌人”
。
澳大利亚的首席医务官布伦丹•墨菲在谈
到钟南山的看法时说：
“我认为这么说还为时尚
早。”
“今后几个星期我们还要密切观察数据，然
后才能做出预测。”
"全球疫情警报与反应网络"主席费雪表示，
虽然钟南山所预测的时程在中国有可能成真，
但是现在病毒已经传播到其他国家，例如现在
已传出 50 例确诊的新加坡，仅处于疫情爆发的
初期。
但费雪也强调，没有必要因为恐
慌而囤积任何物资，他认为，目前并
没有会缺乏任何物资的迹象，建议全
球民众"保持冷静"。 费 雪 指 出 ，武
汉肺炎虽较容易在糖尿病患者及长
者身上发展成重症，但对多数人而
言，
可能只会有轻微的症状。
目前在中国以外有几十个国家都
出现了疫情，发现病例数百例。香港
和菲律宾都有一人死亡。
病例爆发最集中的就是日本游
轮钻石公主号。这艘游轮目前被隔
离在日本横滨码头，船上有 3700 人。
日本官方 12 日宣布，这艘游轮已经发
现了 175 个病例。

大红花艺术团满满正能量
捎带五大箱抗疫物资回国支援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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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 贷款华人 首选
● 最强专业团队

● 屡获连年放款业绩和
质量嘉奖
● 高效、准时、诚信
● 零费用低费用贷款和
最有竞争力的利率方案使
我们成为华人首选的贷款
公司

● 最大市场份额
● 最长可溯历史
● 最爱客户信赖
● 最佳贷款方案

柳福生／Fisher Liu NMLS#1468867
952-400-6886(O)
612-695-8909(C)
Fisher.Liu@uswestfinancial.com

刘芳／Flora Liu NMLS#1440542
952-400-6883(O)
612-361-9318(C)
fliu@uswestfinancial.com

颜林／Lin Yan NMLS#327834
952-400-6881(O)
651-428-0889(C)
lyan@uswestfinancial.com

利率走低，
莫失 Refi 良机！欢迎来电咨询，
总会有一份惊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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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新闻 A03

明 州 新 闻 和 报 刊 摘 译
的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 Elizabeth War⁃
ren 获得 18.2%的选票；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取得 15.8%的选票。

17 年前爆發的 SARS，
（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冠狀病毒），約有 10%到 20%的
SARS 病患出現腹瀉癥狀。明尼蘇達大學
獸醫和生物醫學副教授李方（Fang Li）說，
SARS 和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會在人體內，
明州学术界评论
與肺部和腸子中的形狀相同的異形蛋白
新型冠状病毒暴发
質受體結合，使得這些器官成為它們攻擊
自湖北武汉市 1 月 23 日封城后，大陆
的主要目標。
已有 55 座城市陆续实施封城措施。不过，
于此同时,明大校园里也充满对感染
封闭式管理能否有效阻止疫情扩大？明
病毒的忧虑，一些学生戴着医用口罩，大
尼苏达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
学在校园周围设立了卫生站，提供免费纸
心”主任 Michael Osterholm 称，
“ 这越来越
巾、洗手液和医用口罩。
像流感，而试图阻止流感就像试图阻止风
这所大学的两难处境尤为严重，明大
一样。”他表示，种子已散播在外，
“它将会
有 3000 名中国学生和 230 名中国教授和
起飞，有足够多的火柴被投掷入森林里以
教职员工，
他们经常往返于自己的祖国。
将其点燃”
。
22 岁的 Jasmine Hak 是柬埔寨和中国
美媒：
“ 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时应警惕
上周二，民主党展开总统选举候选人
人的后裔，她说，她担心的更多的是对亚
种族主义蔓延”
。明尼苏达大学移民历史
提名程序。首站在 Iowa，角逐者 Sanders 与
洲人的怀疑或不信任的蔓延，而不是病毒
Buttigieg 都宣称在混乱的 Iowa 州党团会议 研究中心主任、亚裔教授 Erika Lee 也表 本身。她说，这种病毒"不是种族主义的
中拔得头筹，而愤怒的党主席下令检视投 示，当你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言论之前、 借口"。
或者是想在公共场合进行什么行动之前，
票结果。
到目前为止，该病毒尚未袭击明尼苏
Iowa 州于 3 日举办党团会议，即投票 都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这个疾病在一个欧 达州，其中 3 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均呈阴
选出总统候选人的一种方式。在目前公 洲国家暴发，你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 性。学校“公共卫生服务”的发言人 Gold⁃
布的投票结果中，左派的佛蒙特州联邦参 吗？如果你的态度立即改变了，那么请你 en 说，明尼苏达大学对冠状病毒的反应比
议 员 Bernie Sanders 与 印 第 安 纳 州 South 阻止自己做出那个糟糕的决定。
2009 年上一次大规模爆发 H1N1 流感要温
大规模疫情中容易出现“超级传染
Bend 市前市长 Pete Buttigieg 差距相当微
和得多。当 H1N1 袭击时，有说数百名明
者”，但是他们很难被发现。明尼苏达大
小。
大学生被隔离在 Boynton（公共卫生服务所
Buttigieg 根据 Iowa 州的党代表票数， 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 Osterholm 在地）里。
自行宣布胜出，这些党代表将出席 7 月的 还表示：一旦出现一个“超级传播者”，那
Golden 还说，由于冠状病毒，学生中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而桑德斯是依据民 可能意味着产生更多这样的人。
的一对疑似病患夫妇被安置在 Boyton 隔
历史上最著名的超级传播者是 Mary
众票数宣称自己获胜。
离室接受筛查，作为预防措施。最近到中
党团会议举办后已过了 3 天，最终结 Mallon，她是一名厨师，20 世纪初，她感染 国旅行并出现咳嗽或发烧的流感样症状
了斑疹伤寒，但是没有任何发病症状，也
果尚未出炉，已有人怀疑投票精确性。
的学生被要求到博因顿接受筛查。
民主党主席 Tom Perez 今天终于出面 没有感到不适，因此她携带伤寒杆菌继续
要求检视党团会议投票结果；这次结果因 工作，在烹饪的过程中将病菌传染给了 51
最近的高温天气
人。
技术问题，令人尴尬地出了错。
导致
“冰雕”过早融化
根據 CNN 報導，多位醫師學者發出警
他在 Twitter 表示：
「真是够了，为了确
「可治癒的
2020 年 2 月 2 日星期天，双城地区记
保大众对投票结果的信任，我要求爱阿华 告，認為與新的冠狀病毒相比，
州民主党立即展开复查。
」Perez 说，复查是 流感」讓大眾對於流感的威脅性警訊降 录到 46 华氏度的高温，是历史上第二高温
要查验每场党团会议的结果，不只是全面 低，正是因為大眾對於流感太過熟悉，讓 （1991 年当天的最高温度为 48 华氏度）。
危險性大幅的上升。 雖然流感的死亡率 历史上当天的平均温度仅为 25 华氏度。
重新计票。
高温天气直接导致圣保罗的 Rice 公
从 Iowa 州 1765 个选区回报的 97%票 僅 0.13% ，遠 低 於 目 前 武 漢 肺 炎 評 估 的
2%，
但是由於得病的人數和機會較武漢肺
园里的冰雕融化、
坍塌。
数 来 看 ，Buttigieg 在 党 代 表 投 票 中 以
炎高上了許多，
專家呼籲，
一般人對於流
26.2%险胜 Sanders 的 26.1%。
不能低於武漢肺炎。
明州的联邦参议员 Amy Klobuchar 仅 感的防疫警覺，
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的兒科
Nathan
获得 12.2%的选票。参议员 Klobuchar 作
Chomilo
博士就說：
這是他看到的自
2009
为总统候选人的未来,现在取决于周二新
年
H1N1
病
毒
爆
發
後
，
流
感
最
嚴
重
的
一
罕布什尔州初选的表现是否强劲，而这位
年。在他的患者中，
30
歲的健康成
即使是
明尼苏达的民主党人本周末在新罕布什
年人也因流感引起併發症被送至重症病
尔州各地奔走，为继续竞选而战。
Klobuchar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尔 房接受治療。
明尼蘇達大學的供應鏈專家 Karthik
大学校园达勒姆的一次集会上说：
“ 我认
Natarajan
表示，城市和工廠的關閉嚴重影
为，我比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更需要你的选
響了製造業和旅遊業。他說：
「部分協議
票。”大约有 450 人来到缅因州边境附近的
定於
2
月中旬生效，
但隨着中國政府專注
小城市看望她。
今冬流感已导致
Klobuchar 的竞选团队正在将 Iowa 州 應對疫情，制定行動計劃以履行貿易協定
明州有 43 人死亡
」
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转移到内华达州，内 的承諾可能會暫置一旁。
今年流感肆虐北美大陆，
上周明尼苏
報道稱，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最後一
华达州将于 2 月 22 日举行党团会议。该
达又有
6
人死于流感。据明州卫生部统
句話可能成為關鍵。該規定要求
「如因自
团队在南卡罗来纳州有少数有薪员工，初
然災害或其他雙方不可控的不可預料情 计：明尼苏达因流感导致的死亡已经达到
选是 2 月 29 日。
这次民主党在 Iowa 州的初选，进步派 況，導致一方延誤，無法及時履行本協議 43 人，包括一名儿童。死亡患者的平均年
龄为 74.5 岁。明州共有 1,656 人因流感住
的義務，
雙方應進行磋商。
」

明州总统选举候选人
Amy Klobuchar
在 Iowa 党内初选敬陪末席

尼爾森律師事務所

进医院（其中 1,100 人生活在双城大都会
地区）。仅 1 月 26 日到 2 月 1 日的那个星
期就有 182 人因流感住进医院。而之前一
个星期有 232 人因流感住院。明州有 87
所学校报告流感在校内大爆发。
美国疾控制中心指出，甲型流感和乙
型流感病毒的感染情况在整个季节大致
相同，但最近几周，甲型流感的病例却有
所增加。乙型流感病毒较易感染的是年
龄在 24 岁以下的婴儿、儿童和年轻人群，
而甲型流感则最常见于 25 岁以上者以及
老年人群。
据统计，今年患流感的人数是过去 6
年里最高的。一般来说每年的流感会延
续到 3 月底到 4 月初。

明州工业巨头 3M 口罩卖断
难挽业绩疲软，
计划裁员 1500 人
“3M 口罩买不到！”随着新冠疫情的
蔓延，口罩成为紧俏商品，一举成为社交
网络平台热议的关键词。而在众多口罩
品牌中，
3M 口罩更是独占鳌头。
目前，中国国内口罩供应十分紧缺，
伴随着中国人海外代购对市场既有库存
的大幅消化，再加上国外市场也出现口罩
紧缺的情况，明州工业巨头 3M 公司表示，
正增加包括口罩等呼吸防护产品的生产，
以满足骤增的市场需求。
“我们已经启动了 7 天 24 小时全天候
生产，以保证口罩供应。”1 月 28 日，3M 首
席执行官 Mike Roman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 3M 中国工厂仍在
全面投入生产。3M 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
工厂以及欧洲和美国工厂都已经在增加
产能，
确保供应。
虽然“一罩难求”，但 3M 的股价表现
却差强人意。截止 1 月 31 日收盘，3M 股
价 158.66 美元，下跌 2.37%，本周累计跌幅
达到 10.94%。此前一度千亿美元市值的
3M，
目前市值已经跌至 912.38 亿美元。
不仅如此，3M 面临环保诉讼，且四季
度盈利不及市场预期的困扰，因此计划
2020 年在全球裁员 1500 人，涉及所有业
务、职能和地区。
如今，口罩热销能否帮助这家全球知
名制造商抵消中国市场需求下滑带来的
影响？
事实上，口罩业务在 3M 庞大的商业
帝国板块中，只占极小一块，甚至小到连
财报都并未披露具体的口罩业务销量。
如果将口罩热销看作 3M 的转机，似
乎过于乐观。新冠疫情蔓延之际，3M 口
罩热销或许不足以抵消中国市场需求下
滑的影响，暗淡的 2020 年经济前景无法给
3M 提供太多帮助。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疫情对于经济的
负面影响，将波及 3M 除防护产品外的其
他产品销量。

劉代書服務事務所
优秀快捷服务，
费用低廉

社会局保障残疾福利
劳工车祸受伤赔偿

格雷格 纳尔逊
律

师

明尼苏达州的劳工工伤赔偿法律，
你有资格获得福利
和补偿。如因车祸受伤，你有资格得到保险公司赔偿。
如果你严重生病或受伤成为全身或部分残障不能工作，
你
有资格申请社会局的残障福利。但是社会局的系统及规
则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往往很难申请到伤残福利
•替你申请应得的利益和赔偿，你的情況，
资料和案
件是绝对保密的
•不收费用直到你得到福利和补偿，
沒有得到福利和
补偿不需付费
•1982 年开始，
有 30 年以上专业的经验，
我们了解你
的需求，
提供捷快和卓越的服务

如果你要資料或有疑問，
或需要代表陳述，
請致電 中文：
(612) 760-7302

-- 雷思晋编译

刘蓓华 代书
30 多年丰富的经验

• 翻译——
文 件 ，医 院 治
疗，
法院出庭，
劳工
车 祸 受 伤 ，保 险 公
司联络沟通。
• 代办——
同 意 离 婚 ，遗
嘱 ，成 立 公 司 或 餐
馆, 商 业 执 照 ，买 卖
契约，
投资或增资
• 协助解決
——
信用卡债务，
联邦或州稅债务，
私人的债务

請致電 (612) 760-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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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服务中心启示
1. 华 人 社 会 服 务 中
心老年部：
由于国内外武汉疫情
越 来 越 严 重 ，也 涉 及 到 国
外 ，也 鉴 于 一 些 老 人 的 建
议，我们决定把原定在 2 月 8
日在华夏之家举办的老年
活动推迟一个月，到 3 月 7
日，天气也暖和一些，雪也
会少一些，对老人们也会更
安全些。我们还是来庆祝
鼠 年 春 节 。 我 们 请 St Paul
Academy 的学生们来为老人
们表演节目。还会请有艺
术长项的老人们表演节
目。给 1-2 月的寿星佬们庆
生，像往常一样，我们提供
午餐，茶点。因为是庆祝春
节，所以，我们不收午餐费
用。另外，解答人口普查方
面的问题。想参加者可以
报名了。尤其是需要我们
解决交通的更要提早联系
我们。联系人：李怡，电话：
952-200-8972，Email：yiliy⁃
ou@msn.com
2. 人口普查：美国人
口普查 10 年搞一次，2020 年
4 月开始。所以希望我们在
美居住的所有华人都要认
真填写人口普查表：Census
Questionaire. 千万不要把它
丢到垃圾桶里。美国政府
规定：人口调查表的资料严
格保密，任何其他机构都拿
不到，他们只能调出统计数
据 ，如 各 族 人 口 数 字 。 所
以，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
要是住在美国，都应该如实
填写自己的种族。这样，政
府在制定政策时，才会有人
口依据。目前，一些华人当
中有误区，以为如果如实填
写我们是华人，会被政府某
些 部 门 排 挤 。 而 要 把“ 华

人”藏在“亚裔”下面。可是
•人口调查表上目前还没
有亚裔选项，这是我们要争
取的，但可能要等到下次人
口普查 2030 才能实现。所
以这次普查，我们只能填写
我们是华裔：Chinese 了。我
们需要让美国主流社会知
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数
据，合法的，没身份的都填
写。在普查表上，没有任何
其他个人具体资料，如社安
号等。政府各部门调不出
具体个人资料，而要的就是
人口总数据。这样，美国政
府在制定政策时才能更重
视我们华人的力量，考虑华
人社区的需求。

府医疗补助的老人提供家
庭护理服务。请有保险的
老人联系我们。我们也酌
情 为 Medicare 老 人 服 务 。
有需要的老人请联系我
们。我们也希望想做护工
工作的人士联系我们，待遇
从 优 。 请 联 系 ：李 怡 女 士,
电话：952-200-8972，Email:
yiliyou@msn.com

投稿：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广告：
651-387-0234
微信：
Ch77289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China Tribune

大红花艺术团满满正能量

回国途中捎带五大箱抗疫物资回国
《本报讯》前不久访问明州并进行精彩演出的“大红花艺术团”的演员们，在出色完
成了在明州的元宵节演出活动后，她们心向祖国，热心公益，在回国途中，不顾自身
的旅途劳累，克服重重困难，在经过洛杉矶机场转机时，将加州华人无私捐助的五
大箱救援物资带回国内，
送到急需地！海内外华人为她们的义举点赞！

6．社会服务项目：
自从华人社会服务中
心成立１４年以来，我们为
华人社区提供无数免费服
务，包括移民咨询等。所以
使我们的资金一直捉襟露
肘。最近，经由董事会的讨
论，我们对一些服务项目定
3. 公民英语班：
了一些收费原则。如：帮助
公民英语班 2 月 8 填公民表：收费 50 元，帮助
日开始上课。上课地点在 填 移 民 申 请 表 ：Ｉ － ４８
Edina 老 人 公 寓 ：7151 York ５ ／Ｉ － １３０，收 费 120
Ave S. Edina MN 55435. 时 元，帮助填换取绿卡等表收
间是 1:30-3:30 p.m. 联系人： 费 35 元。
李 怡 ： 952- 200- 8972
我们的网站是：ｗｗｗ
Email：
yiliyou@msn.com
． ｃｓｓｃｍｎ． ｉｎｆ
ｏ 欢迎大家上网浏览。
4. ＭNsure 的申请
我们一直欢迎社会大众对
华人社会服务中心从 华 人 社 会 服 务 中 心 的 支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开 始 帮 持 。 我 们 过 去 １４ 年 来 一
助大家申请，现在继续帮助 直都是在帮助华人弱势群
人 们 申 请 ＭＮｓｕｒ 体。感谢热心人士的赞助，
ｅ。 联 系 人 ：李 怡 ：电 最近，我们又收到吴巧明先
话： ９５２－２００－８ 生 的 赞 助 。 我 们 会 给 所
９７２，
Email:
yiliy⁃ 有赞助人出收据。以做抵
ou@msn.com 路凯：
税 证 据 ，支 票 抬 头 写 ：
电话：６１２－９６５－０ CSSC。 办 公 室 地 址 ：4111
２４８，
Email： Central Ave NE, Suite 200A,
Vanxx024@umn.edu 或 牛 Columbia
Heights
MN
重然：Email：niuxx107@umn. 55421。鸣谢。
edu
5． 家 庭 护 工 服 务 ，我
们继续为老人，主要是有政

好房出租

● 圣 保 罗 华 兴 书 店 楼 上 超 大 一 室 一 厅 出 租 ，备 有 部 分 家 具 ，靠
近 轻 轨 ，！ 包 水 暖 网 路 ！ 月 租 650
650！
！ 电 话 ：612
612- 845
845- 3677
3677;; 信 箱 ：
chinatribuneus@gmail.com
● 圣 保 罗 华 兴 书 店 楼 上 里 合 租 房 出 租 ，单 间 床 铺 被 褥 齐 全（一
个 Queen 床），厨房
厨房、
、卫生间家具齐全
卫生间家具齐全，
，靠近轻轨
靠近轻轨，
，6 月出
月出入住
入住！
！包
水电暖网路！
水电暖网路
！ 月租 550
550；
；电话
电话：
：612
612-845
845-3677
3677;;
信箱：
信箱
：chinatribuneus@gmail.com

中餐馆请油锅
Shoreview 餐馆 找有工卡油锅一名。电话 651-482-8151

1751 County Rd B, W., Suite 107 Roseville, MN 55113
Phone 651-917-0809 Fax 651-917-0851
Cell 612-7027374
Email: peter@deng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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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
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
，
填补了明州历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 。今天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
今天，
，常青老人中心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18000 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 7000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
、拥有可供 400 人同时用餐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
、20 多台接送会员车辆
多台接送会员车辆、
、30 名工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
、书法班
书法班、
、舞蹈班
舞蹈班、
、唱歌
班 、英文班
英文班，
，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
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
，国
画、
书法、
书法
、
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
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
。
中心经常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
；
多次成功
举办了画展、
举办了画展
、
书法展，
书法展
，
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
、扑克赛
扑克赛、
、麻将比赛
麻将比赛；
；合唱团
合唱团、
、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
；
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
法律、
法律
、医疗
医疗、
、文化
文化，
，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
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
；举办丝网
花班、
花班
、八段锦班等
八段锦班等。
。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
安装电脑和 ipad
ipad。
。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
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
、歌舞
歌舞、
、
英语、
英语
、钓鱼种菜
钓鱼种菜、
、国画
国画、
、书法等六个微信群
书法等六个微信群，
，并把业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
，
及时发送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
。
中心的关怀渗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
、台球
台球、
、象棋
象棋、
、麻
将 、卡拉 OK
OK、
、BINGO
BINGO、
、CASINO
CASINO、
、YMCA
YMCA、
、郊游
郊游、
、游船
游船、
、
垂钓、
垂钓
、野餐烧烤
野餐烧烤、
、购物
购物、
、种菜
种菜、
、逛公园
逛公园、
、逛商场等
逛商场等。
。中
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 2000 余册
余册。
。
逢会
员生日、
员生日
、
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
、
美国国家节日，
美国国家节日
，
中心都设盛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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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老人中心
Legacy Adult Daycare Center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
。
专职营养师和
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
理的食谱，
理的食谱
，
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
、
午餐。
午餐
。
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
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
、
全
麦馒头，
麦馒头
，
花卷、
花卷
、
包子、
包子
、
油条、
油条
、
面条，
面条
，
白米饭、
白米饭
、
糙米饭。
糙米饭
。
菜
品丰富。
品丰富
。
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
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
、
豆腐脑。
豆腐脑
。
中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
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 1 个小时之内
个小时之内。
。中心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
，帮助会员买菜购物。
帮助会员买菜购物 。每天有理
发服务。
发服务
。每周有针灸和按摩
每周有针灸和按摩，
，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
。
每一位员工乐
观热情，
观热情
，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能用不同的方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
中心有其他服务，
中心有其他服务
，
如文件翻译、
如文件翻译
、
就医预约、
就医预约
、
交通
预约、
预约
、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
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
。提供有关
医疗、
医疗
、保险
保险、
、移民
移民、
、公证
公证、
、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亲爱的老年朋友，
亲爱的老年朋友
，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
，
我们将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
，整理文案
整理文案，
，并邀请您参加中心
的免费活动。
的免费活动
。总之
总之，
，
“ 您给常青一次机会 ，常青给您
十分惊喜”
十分惊喜
”
，
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
和睦、
和睦
、
真诚、
真诚
、
欢乐和无尽的爱。
欢乐和无尽的爱
。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

中心负责人 吴玮（Sally Wu）
电话：
952-465-1704
中心电话：
763-231-8898
地 址 ：800 Boone Ave. N. Suite
150. Golden Valley, MN 55427
邮址：
swu@hhcare.net
网址：
www.ladcm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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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美 装 修 公 司
木工泥工 地板地毯 地砖墙砖
旧房翻新 门窗阳台 餐馆装修
厨浴改造 内外油漆 庭院美化
投资房屋 经验装修 上市房屋 精美包装
本公司明州政府注册

价格公道 信誉第一 诚信可靠
技术精湛 欢迎来电 免费估价
请电：651-208-9818 (刘先生）

▲ 诚请有装修经验和愿意做装修工作的师傅

吉 利 装 修 公 司
家庭住宅，办公楼层；餐馆店铺，
旧房翻新；门窗阳台，厨浴地库；
吉利装修公司以亲切、信誉、诚信、经验，
价优及精湛的技
术为本公司的服务宗旨。欢迎来电，
免费估价！
国语专线：952-457-1047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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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华兴书店
老挝深山野生灵芝粉
延续千年的养生仙草
灵芝破壁粉，冲泡喝，抗“三高” 抗癌症，保肝解毒，增强免疫力！
用与：体弱多病者 / 三高人群 / 睡眠不佳，亚健康人群 / 肿瘤患者 /
对抗慢性支气管问题等，长期食用后均有显著效果。喝 2 克破壁灵
芝粉，相当于 20 克灵芝煮水，
高效吸收！

每盒 45 天服用量，
仅售$60。2 瓶$100 保质期 5 年
华 兴 书 店/华 兴 旅 游 地 址 ：566 N Snelling Ave，ST.Paul, MN
55104
电话：
651-644-4294，651-387-0234；612-845-3677
营业时间：周一、周二、周五 中午 12 点到下午 5 点；周六 12 点半到
5 点，周日下午 1 点到 5 点；周三、
周四休息
客户评议：
Marry Lin 明州 73 岁，过去我高血压达到 180，吃过这个老挝深山
野生灵芝粉以后，血压降到 130，胃口也好很多，可以吃下饭去了，
所以我天天吃二勺羹；Tom Zhang 威州：78 岁，本来不认为有什么
功效，只是吃吃看，结果身体感觉好很多，检查肿瘤开始缩小，很管

伟记工程 专营中文电视
Directv 翡翠台
明州华人代理 中央台及东森代理
及安装强力抽油烟机
电话：
612-991-0930

精通空调维修
专业维修住宅、空调、热水器；餐馆抽气机、回风
机；大小冰箱、冻箱、制冰机；
烤箱和各类厨房设备。
请电：612-308-1277 （郑先生）

修车 洗地毯
Jim 612-819-8128

用，我天天坚持吃；Sue LI 感谢华兴书店提供的深山野生灵芝粉，
我吃后精神好很多，比吃药管用。

精 诚 装 修 公 司
详见本报 B10 版

651-505-8888 (王先生）

明 亮 装 修 公 司
地下室装修 厨浴改造；阳台凉棚、
地板地砖；内外油漆 木
工门窗；屋顶翻新、
餐馆店铺；以及各种房屋设计！
明亮公司有专业的木工，
本公司信誉第一，
质量第一，
竭诚
612-910-3299 崔师傅
为顾客服务。请电：

网址：mingliangremodeling.com

专业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设备
专业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
设备。612-513-3468（邱先生）

双城装修公司

餐馆店铺、
民房装修；
门窗阳台，
厨房浴室；
水电安装、
地板地砖；
美化庭院、
大小工程；
处理垃圾树枝 国语或广东话
请电：
612-644-5517

T&J 装修公司
家庭，餐馆，
办公室装修 价格公道合理，
陈基础：917-669-1175，
陈基建：646-508-1598
www.tnjde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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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参，
野山参（人工移植）
野山参（野生）参场直接进货！物美价廉！

办 理 10 年 签 证 代 取 护 照
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快速办理 10 年签证、绿卡延期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个
人 和 团 体 的 廉 价 机 票 。 购 票 电 话 ：上 午 ：651387-0234；下午：651-644-4294

新到 2017 年新参、长枝、短枝、珍珠参、泡参、野山参（人工移
植）野山参（野生 10-30 年以上）参须、参枝、参粉等。参场直
接进货。物美价廉！质量价格比纽约芝加哥任何人参经销商
物美价廉。新到四年参须 $75/Lb；大节$85/Lb；

时间保证 安全可靠 万无一失 成本收费

为满足广大华人回乡探亲送礼的要求, 本店花旗参季节性降价. 买

公告：明州《华兴书店&报社》全面办理各国公民去中国、香港、台湾，日
本、加拿大的签证、单身证明、离婚证明、健在证明、委托书大使馆认证
并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和签证的美国护照，绿卡延期等业务，
明州和芝
加哥均有专人负责，万无一失。普通办理时间约需 10 至 15 个工作日；
加急 5-6 个工作日，3-4 个工作日。提供 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加
急签证、认证等服务。详情及所需表格请到网上查询：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
请将要办理的护照及有关材料送往或寄往：
《华兴书店&报社》
China Tribune 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
651-644-4294 651-387-0234；
传真：
651-644-4295 651-415-0130
网址：http://huaxingbao.com/

三磅以上 25%,买二磅以上 20%，买一磅以上 15%。 截止日期
2020 年 2 月 28 日；四年一级参须$75 大节$85。
地址：华兴书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
651-644-4294；651-387-0234
周一、
周二、
周三（休息）、
周四（休息）周五 周六

中午 12:30 至晚 5:00
周日中午 1 点 至 晚 5:00；
另外还有 16 盎司和 6 盎司、2 盎司精装盒销
售。5 磅以上双城地区免费送货。

营业时间：
星期日中午 1:00 至 晚 5:00；
每周 周一、周二、
周五、
周六中午 12:30 至晚 5:00 周三周四休息

St.Paul 与 Woodbury 之间

中餐馆请人
诚请油锅（炉尾）打杂。工作日
可选：四天、五天或者六天，
价钱
面议！有意者请电：
651-214-6705 杜小姐
（可留言）

美国中医学院
诚聘卫生清洁工
待优！
意者请电：
(952) 201-0964

于 凌 发 廊
SalonLing
剪发，染发、盘发、烫发、
锂子烫、锯油、修眉、美容.....
地址：2095 Como Ave
St.Paul, MN 55108
Tel:651-917-3033; 612-723-686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
周日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 周一休息

才貌双全 靓女征婚

招聘企台炒锅
洗碗打杂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
熟手企台，炒锅各一
名，洗碗打杂
（全天或半天均可）。
意者请电：
651-633-6727；
612-270-5582

散参 25% Off

买人参野山参
请去华兴书店
盒装，
散
装，
自用，
送礼，
孝敬
老人！保
质保量！
物美价
廉！多年

St.Paul 与 Woodbury 之间

中餐馆请人

中餐馆出售
明尼阿波利斯中国歺馆，
生

文）；炉尾、
打杂。捧布

意好、
位置好、
费用低、
网评

菲，打外卖（不需要英文）

咨询电话：
651-644-4294；
651-387-0234

（可留言）

诚请炒锅
明尼阿波利斯彩虹中餐馆
诚请炒锅，待优！
有意者请电：612-532-5166
612-386-6831 黄小姐

好消息！中国青岛两处商业地产转让
2处房产信息：

1 ▲ 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06 号，

总面积：1076.40 平方米。▲ 一共四层楼，现在租客一
楼是饭店，二楼是宾馆，三楼四楼是办公室。都是长
期租用的。▲ 联系方式 ka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2▲ 地址：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06 号
总面积：421.48 平方米 ,分上下二层楼;现在有两家公
司 租 用, 都 是 长 期 租 用 的 。 ▲ 联 系 方 式 ka⁃
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很好。老板移居外州，
欲出
售生意。

有意者请电：
651-214-6705 杜小姐

中餐馆诚请炒锅、油锅、
打杂、企台。
有意者请电：
952-200-7246

批 发 零 售

诚请收银员、
企台（需英

老参，
货真价实！

中餐馆请人

此优惠价格到
2020 年 2 月 28 日止

有意者电 612-423-1078
李先生

中餐馆请人
Asia Chow Mein 亞州炒麵 招厨师
一名 ，
地址：4905 Central Ave
NE Minneapolis，
详情请电话：华姐：763-571-4425

高级音响卡拉 OK
影视音响监控系统
1.出租和安装高级音响系统；
2. 出售和安装大容量和卡拉 OK 机，
能免费无限量下载有版权的歌曲；
3. 安装高级影视监控。能随时用手
机上网监视。
651-815－0588 王先生。

招聘帮炒企台

女 29 岁 漂亮苗条，温柔善
Plymouth 香园中餐馆，
高薪招聘
良，善解人意。才貌双全！
熟手帮炒企台。
离双城一个小时，
，有外送
有外送，
，一个星期开 6 天 ，房租
复旦大学妇科肿瘤专业研 ● 明州外卖餐馆出让 离双城一个小时
便宜 950
950.. 每年加 25
25.. 生意平均 4 万到 4 万 3. 有意者请电
有意者请电：
：9175359063
9175359063；
；
意者请电：347-536-4404
究生毕业。目前在深圳公 或者微信 rickzhao
rickzhao1999
1999..
立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
身高 1.63 米体重 50 公斤，
能歌善舞会弹钢琴！寻找
Bloomington West 三房二车库
石晓韵 女 汉族，大学文化，1984 年 3 月生于陕西西安。身高 1 米 63.貌
28-36 岁，硕士或者以上男
$1000/月；Hopkings 二房二车库 美体端，温柔大方，孝顺善良。在中国融创公司西安分公司工作。是家中
士，欢迎男士来深圳发展。
独女，
父母是西安交通大学退休职员。
双城各区均有房低价出租，
电话号码+8618816858256，
寻缘 30-40 岁，健康，貌端、有上进心，有一定经济基础，身高 1.72 以上，
另有单间长短期出租。
邮箱 64402613@qq.com
愿意来西安工作或者来西安创业的美籍华人为伴（
（离异无小孩者亦可）。
意者请电：510-598-5539
请加微信：nightwish8
微信 18816858256

明州外卖餐馆出让

公 寓 出 租

靓 女 征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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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出售租赁

位于商业旺区黄金地段，
Wayzata
City 装修华丽，
环境好！转让。
有意者请电：952-994-9292；
952-261-3699 Jimmy

明州小 town 大约 6 千人口，3 千尺，唯一一
家中歺自助或做外卖店均可，适合家庭经
营，连同 Building 可租可卖，价钱面议。

招聘保姆

协成烧腊海鲜餐馆

征爱心女士照料老太太，包食宿，
电话 651-242-0313
或者 301-675-8666。

诚请帮厨、
打杂、
前台。

請老人看護
住 白 熊 湖 区（white Bear Lake)，需
要一位有爱心耐心 50-60 女士看護
能自理老太太，包吃包住，詳談請打
651-707-6421 朱丽

大四川餐馆请人
大四川诚请厨师、打杂！
有意请电 952-212-6396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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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理财合作伙伴
免费提供理财课程
In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详情咨询：651-494-2071

意者请电 320-282-1999

机场接送，
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请电话联系 763-537-4430

中餐馆请人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熟手企台，
炒
锅各一名，
洗碗打杂（全天或半天均
可）。意者请电：
651-633-6727；
612-270-5582

常青老人中心诚请
驾驶记录良好的司机：
薪水优惠。每小时$15。
有意者，
请电：952-465-1704

明州华兴旅游提供机场接送，
长
途用车、公务游览用车。备有各种车
辆！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明州最高法院认证翻译
泓发翻译公司
为您翻译各类中译英、
英译中文件。准
确、
快速、
具有法律效益、
收费合理。
电话：
651-786-9581
Email: xueren1963@gmail.com
联系人：
周东发

招聘保姆

招聘保姆，家住 st paul 附近，照顾一个两岁多的娃加轻家
务，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 8-9 小时，
三月初开始。
有意者请联系 2178191924，
待遇面议。

请人：蛋糕店诚请喜欢做蛋糕的工作
人员，待优！有意者请电：
（651) 208-5633

地址：3555 Plymouth Blvd #218
Plymouth, MN 55447
电子邮箱：Amber@liucpa.us
Nina@liucpa.us
Kelly@liucpa.us
联络电话：612-638-2676
612-432-1476
公司传真：612-465-6317
网址：http；//www.liucpa.us

J & L Automotive Care

启亮汽车维修中心
地址：1174 Rice St. Saint Paul, MN55117
电话：
（651）340-4782
手机：
（763）360-0693

陈 宽 车 行
Tel: 651-771-1590
地址：
1383 Arcade St.
St. Paul, MN 55106

华人社区

广告联系：651-387-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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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海英！
要买车，
(952
952))594
594--4054
帕克--克莱斯勒
帕克
克莱斯勒--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
吉普公司是全美五大州最大的吉普经销车行，
，提供最多的不同款式的全新
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
吉普越野车以及克莱斯勒商务车和轿车
。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
二手车更是有各种不同品牌供您选择,,无论是品牌车
特斯拉，
特斯拉
，保时捷
保时捷，
，奔驰
奔驰，
，宝马
宝马，
，还是丰田
还是丰田，
，本田和尼桑
本田和尼桑，
，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
我都能帮您找到适合您的一款车。
。我们的

中文销售员

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
贷款购车上牌维修保障一条龙服务
，
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
更让整个购车流程变得简单易行
。在我这您会以最低的价

海英

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
格和最优的服务购买到你梦寐以求的车
！还不快拨打电话 952
952--594
594--4054

更多车辆信息，
更多车辆信息
，
请致电 952
952-594
594-4054 或者登陆我们网站

www.parkjeepchrysler.com

最

新优惠：

新车免息贷款

邮箱: hyu@parkchryslerjeep.com
邮箱:
地址::1408 Hwy 13 W. Burnsville MN 55337
地址

高速 35
35W
W 和高速 13
13W
W 交叉路口

A10 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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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沙成塔

（明州武汉爱心基金更新 截止到 2 月 10 日 2020 年）
1.献给明州——武汉爱心基金捐赠者的信
尊敬的明州-武汉爱心基金（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Fund)捐赠者：
首先感谢您们的捐赠，这是心的呼唤，
这是爱的奉献，涓涓细流终汇成河，您们的
爱心已经牢牢地记在了明州的历史上，华
联会将坚持每天更新捐赠名单，通报进展
情况。
目前第一批货物已被接收单位批准并
办好海关相关手续，近日将经上海入关，发
往湖北省中医院。
明州华联会面对目前采购口罩和防护
衣的困难，改变思路和战略，经与湖北省中
医院联系并经受赠方同意，决定以购买医
疗器械的方式向湖北中医院捐赠。由明尼
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AMCO) 捐赠的
二台呼吸机已于今日零晨从广州启程运往
湖北省中医院。该呼吸机由美资公司广东
凯迪泰（Curative）生产的凯迪泰医院专用
呼吸机，凯迪泰以特优价格支持疫区。
这是明州华联会向战斗在第一线的湖
北省中医院赠送的第二批物资，目前抗疫
前线物资依然紧缺，盼望广大明州华人华
侨和美国友人踊跃捐赠，为湖北省中医院
赠送更多的医疗设备。
第三批货物正在筹划采购中。
华联会现已经成立筹款委员会、宣传
团队、物质采购团队、运输团队和财务团
队。
非常感谢社区的关注，我们期待大家
加入我们的队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保
证这次捐赠任务的圆满完成并取得成功。
明尼苏达州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为了满足众多热心捐款者的要求，现
公布捐款方式如下：
明州华联会(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是联邦注册的非
营利组织并享有 501(c)(3)免税权，可提供收
据给捐款人作为年度免税用途。捐款方法
如下：
1. Online Donation:
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2. Donation by Check:
Pay to :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or AMCO
Mailing address:
AMCO
P.O.Box 879,Anoka,MN 55303
Memo 注明：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Fund
2. 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Relief Fund Donation
Update 2/10/2020 截止到 2 月 10 日 2020 年
>$2000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明州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
Jennie Hsiao 何之霓
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 (捐
款 人: Fanguang Meng, Huigang Zuo, Jing
Niu, Jun Li, Shaoguang Cong, Tao Zhang,
Xiaoming Dai)
$1000-$1999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州华人
信息技术协会
秦立新/高寰
程汝钊/肖俊
何丽华/颜炳文
Jin Mei Li
$500-$999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美曲苑
Song Han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京同乡会

Shenghua Huang
Jiehong Guo
Qun H Dequet (Check)
JIWEI ZHANG
$200-$499
Hong Zhao
王金土 Jintu Wang
Zihao Wang
CHANGYING LAWTON
Joseph Cowdery
Xianbo Zhang
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USA 美 Yongyi Long
Yanmei Zhang
中文化艺术联合会
Fang Chen
耿阳 Geng Yang
ZHUHUA YIN
Wei Zheng
Ming Yang/Ling Hou
Sailian Zhu
Andy Zheng
胡树先/闵洁
Hua Ying Gao
李华志/龚淑平
YUQI ZHOU
刘奋发 Sophie Liu
Ling Tan
Yuyong Xu
Xiaoling Zhou
Dehong Ma
Haizhong Wu
黄鹏/王敏
Xiaogang Luo
Chao Wang/Wenjuan Wang
侨和美国朋友：伸出你的双手，为急需援助
Jie Luo/Tingting Zhu
China Buffet
的武汉提供自己的一分力所能及的帮助！
Haizhong Wu
Zihao Wang
明州华联会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多方
Shu Wang
Shu Li
Biyuan Sun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Pledge
郭继业/胡新涛
贺瑞容 Ruirong He
Wenbo Zhang
Sha Yang
谭恩会/彭平
Hua Zhou
张占峰/陈乐欢
Xianhui Kasdan
Jinyu Li
杨杰/刘艳红 Jie Yang/Yanhong Liu
Rongze Zhao
Lei Jiang
Brian Lam
Ledian Chinese School 乐点中文学校
Yat C Lui/Lai Y Lui
徐效华/欧建颖 Xiao Hua Xu/Jian Ying Ou
王建华/胡李平 Edward J Wang/Linping Hu
陈旭/吴芳 Xu Chen/Fang Wu
Wenbo Chen/Han Wenyin
Edwin Hom
如需要出具收据以供报税或给公司作为
Qiong Qin
donation match 用途，
请注明。
WENHAN YANG
支票捐款邮寄(支票收到后公布）, 如
Gan Chen
果您的名字和捐款额有误 , 或者您想用中
Xin Yang
文名，
请送 email:
Ming Hu
AMCO1866@gmail.com
牛一民/王东红
Wei H Chen/Xiaoshan Zheng
3.明州华联会
程肖 Lucy Cheng
《明州-武汉爱心基金》
工作团队
<200
Donglin Liang
1）华联会理事会及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筹
Hong Li
款事宜。
Hongjian Fan
华联会理事会：
Weizeng Qian
王平 、王颖智、宋电、余志华、李华志 、李春
Xu zhang
贵、张梓悦、张智群、张燕、唐楠笙、高寰、程
Sifang Wu
汝钊、窦继红、颜炳文（负责人）
Lin Mingming
华联会工作委员会：
Binh Luu
主任：
王敏
Jenny Gao
副主任：
段芸、孙凤泽、孟耀
Haiying Zhou
筹款委员会联系人：王敏、段芸
Xiaolin Wang
2）物质采购团队
Hui Zhu
负责人：
王敏
Yingying Chen
成员：张智群、高寰、曾庆辉、王颖智、李华
Zhao Xie
志、颜炳文等。
Yun Duan
3）财务团队
Lisa Ramos
负责人：
李华志
Yi You
成员：
高寰、段芸、颜炳文
Yuedong Merritt
4）运输团队
Shihe Ma
负责人：
高寰、李华志
James K Bell/Yuwen Bell (Check)
成员：
王敏、程汝钊、颜炳文
Anna Zhu (Check)
5）宣传团队：程汝钊（负责人）、王颖智、窦
Yuran Liu
继红、金蓓、颜炳文
Yanping Zhang
6）公关团队：李春贵（负责人）、颜炳文
Qianhui Xu
Weina Chu
4. 明州华联会倡议书:
Li Rong
定向捐赠湖北省中医院
Jeff Jiang
Fengwei Wang
自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联系，现正式和湖北省中医院建立联系，实
Meixia Chen
炎病例以来，一场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特别 行对口支援，确立每周五向湖北省中医院
Lin Mingming
是医生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已经打响。 需送急需物资。
Baoqin Fan
在武汉有一大批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的奋战
Wuan Yao
为了满足众多热心捐款者的迫切要
在治病救治疫情第一线，同时也牵动着明 求，
Yuan Wu
现公布捐款方式如下：
尼苏达华人华侨的心，
请看：
Wen Dong/Yong Xue
由 明 州 华 联 会 (Alliance of Minnesota
武汉有难，大家众志成城，帮武汉打赢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承 担 统 一 征
Qisuo Chen
这场疫情防控战。中华民族素有一方有 集捐款的任务。它是联邦注册的非营利组
Hong He
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明尼 织并享有 501(c)(3)免税权，可提供收据给捐
Qiwen Zhang
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简称“明州华联 款人作为年度免税用途。捐款方法如下：
Yan Huss
会”
）强烈呼吁明州每一个有爱心的华人华
Runze Du
下转 A11 版
陈可/张翼
WM Chiang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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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line Donation:
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2.Donation by Check:
Pay to :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or AMCO
Mailing address:
AMCO
P.O. Box 879, Anoka, MN 55303
Memo 注明：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Fund
如需要出具收据以供报税或给公司作
为 donation match 用途，
请注明。
实行对口支援，确立每周五向湖北省
中医院需送急需物资。通过报纸、网站向
社 区 公 开 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Fund 的捐款情况和捐赠物资，接受社会监
督。
明州华联会也希望更多的团体和个人
积极为我们献计献策，共同为支援湖北省
中医院而努力。
在此，我们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亲
人、合作伙伴，呼吁所有有爱心的企业、热
心公众，伸出我们的双手，奉献我们的爱

心，及时捐赠，为支援湖北省中医院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一起行动，于危难中托起爱的
方舟，帮助受武汉同胞度过难关，我们能充
分理解武汉同胞的心情，能感受他们的伤
痛，对未来有着共同的憧憬，因为我们对生
命有着共同的尊重，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
人！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明尼苏达州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会
联系人：
王敏：
(952) 486-3237
段芸：
微信号 1520445095
Email: AMCO1866@gmail.com
发起团体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
京同乡会
CAAM Chinese Dance Theater CAAM 中
国舞蹈学校
Center for Community Service 明 州 社
区活动中心

2020 年 02 月 13 日 星期四

China Tribune 华兴报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明州中美联谊会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 美国华裔联
盟
Eden Prairie Chinese Association 伊
甸园华人联合会
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
Hua Xing Arts Group of Minnesota 明
尼苏达华星艺术团
Ledian Chinese School 乐点中文学校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School 明
华中文学校
MNChineseLife.com 明州华人生活网
Minnesota Times 明州时报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er of
Minnesota 华助中心
（明尼苏达）
Shaanxi Folk Association 明 州 陕 西 同
乡会
The Youth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Exchange Foundation 中国青少年海外文
化交流基金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Ameri-

华人社区 A11

can for Social Justice 美国华人联盟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明 尼
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Yucai Chinese School 育才中文学校
Twin Cities Chinese Dance Center 双
城华人舞蹈中心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
州华人信息技术协会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美曲苑
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USA 美中文化艺术联合会
Hubei Folks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明州湖北同乡会

A10 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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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
明州武汉爱心基金更新
武汉爱心基金更新）
）
尊敬的明州-武汉爱心基金（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Fund)捐赠者：
首先感谢您们的捐赠，这是心的呼唤，
这是爱的奉献，涓涓细流终汇成河，您们的
爱心已经牢牢地记在了明州的历史上，华
联会将坚持每天更新捐赠名单，通报进展
情况。
目前第一批货物已被接收单位批准并
办好海关相关手续，近日将经上海入关，发
往湖北省中医院。
明州华联会面对目前采购口罩和防护
衣的困难，改变思路和战略，经与湖北省中
医院联系并经受赠方同意，决定以购买医
疗器械的方式向湖北中医院捐赠。由明尼
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AMCO) 捐赠的
二台呼吸机已于今日零晨从广州启程运往
湖北省中医院。该呼吸机由美资公司广东
凯迪泰（Curative）生产的凯迪泰医院专用
呼吸机，凯迪泰以特优价格支持疫区。
这是明州华联会向战斗在第一线的湖
北省中医院赠送的第二批物资，目前抗疫
前线物资依然紧缺，盼望广大明州华人华
侨和美国友人踊跃捐赠，为湖北省中医院
赠送更多的医疗设备。
第三批货物正在筹划采购中。
华联会现已经成立筹款委员会、宣传
团队、物质采购团队、运输团队和财务团
队。
非常感谢社区的关注，我们期待大家
加入我们的队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保
证这次捐赠任务的圆满完成并取得成功。
明尼苏达州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为了满足众多热心捐款者的要求，现
公布捐款方式如下：
明州华联会(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是联邦注册的非
营利组织并享有 501(c)(3)免税权，可提供收
据给捐款人作为年度免税用途。捐款方法
如下：
1. Online Donation:
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2. Donation by Check:
Pay to :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or AMCO
Mailing address:
AMCO
P.O.Box 879,Anoka,MN 55303
Memo 注明：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Fund
2. Minnesota-Wuhan
Coronavirus Relief Fund Donation
Update 2/10/2020
>$2000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明州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Jennie
Hsiao 何之霓、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
中 文 学 校 ( 捐 款 人: Fanguang Meng, Huigang Zuo, Jing Niu, Jun Li, Shaoguang Cong,
Tao Zhang, Xiaoming Dai)
$1000-$1999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州华人
信息技术协会、秦立新/高寰、程汝钊/肖俊、
何丽华/颜炳文、Jin Mei Li
$500-$999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 美 曲 苑 、Song
Han、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 京
同乡会、陈可/张翼、WM Chiang LLC
$20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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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强烈呼吁明州每一个有爱心的华人华
侨和美国朋友：伸出你的双手，为急需援助
的武汉提供自己的一分力所能及的帮助！
明州华联会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多方
联系，现正式和湖北省中医院建立联系，实
行对口支援，确立每周五向湖北省中医院
需送急需物资。
为了满足众多热心捐款者的迫切要
求，
现公布捐款方式如下：
由 明 州 华 联 会 (Alliance of Minnesota
王 金 土 Jintu Wang、CHANGYING LAW4. 明州华联会倡议书:
Chinese Organizations, AMCO) 承 担 统 一 征
TON、Xianbo Zhang、Alliance of Chinese
定向捐赠湖北省中医院
集捐款的任务。它是联邦注册的非营利组
Culture and Arts，USA 美中文化艺术联合
织并享有 501(c)(3)免税权，可提供收据给捐
会 、耿 阳 Geng Yang、Wei Zheng、Sailian
款人作为年度免税用途。捐款方法如下：
Zhu、胡树先/闵洁、李华志/龚淑平、刘奋发
1.Online Donation:
Sophie Liu、Yuyong Xu、Dehong Ma、黄鹏/王
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敏 、Chao Wang/Wenjuan Wang、China Buf2.Donation by Check:
fet、Zihao Wang、Shu Li、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Pay to :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Pledge、贺 瑞 容 Ruirong He、Sha Yang、Hua
nese Organizations or AMCO
Zhou、Xianhui Kasdan、杨 杰/刘 艳 红 Jie
Mailing address:
Yang/Yanhong Liu、Lei Jiang、Ledian ChiAMCO
nese School 乐点中文学校、徐效华/欧建颖
P.O. Box 879, Anoka, MN 55303
Xiao Hua Xu/Jian Ying Ou、陈 旭/吴 芳 Xu
Memo 注明：Minnesota-Wuhan CoronaviChen/Fang Wu、Edwin Hom、Qiong Qin、
rus Fund
WENHAN YANG、Gan Chen、Xin Yang、
如需要出具收据以供报税或给公司作
Ming Hu、牛 一 民/王 东 红 、Wei H Chen/
为 donation match 用途，
请注明。
Xiaoshan Zheng
实行对口支援，确立每周五向湖北省
中医院需送急需物资。通过报纸、网站向
<200
社 区 公 开 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Donglin Liang、Hong Li、Hongjian Fan、WeizFund 的捐款情况和捐赠物资，接受社会监
eng Qian、Xu zhang、Sifang Wu、Lin Ming督。
ming、Binh Luu、Jenny Gao、Haiying Zhou、
明州华联会也希望更多的团体和个人
Xiaolin Wang、Hui Zhu、Yingying Chen、
自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积极为我们献计献策，共同为支援湖北省
Zhao Xie、Yun Duan、Lisa Ramos、Yi You、 炎病例以来，一场关系到每一位市民特别
中医院而努力。
Yuedong Merritt、Shihe Ma、James K Bell/ 是医生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已经打响。
在此，我们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亲
Yuwen Bell (Check)、Anna Zhu (Check)、 在武汉有一大批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的奋战
人、合作伙伴，呼吁所有有爱心的企业、热
Yuran Liu、Yanping Zhang、Qianhui Xu、 在治病救治疫情第一线，同时也牵动着明
心公众，伸出我们的双手，奉献我们的爱
Weina Chu、Li Rong、Jeff Jiang、Fengwei 尼苏达华人华侨的心，
请看：
心，及时捐赠，为支援湖北省中医院贡献自
Wang、Meixia Chen、Lin Mingming、Baoqin
己的一份力量！
Fan、Wuan Yao、Yuan Wu、Wen Dong/Yong
让我们一起行动，于危难中托起爱的
Xue、Qisuo Chen、Hong He、Qiwen Zhang、
方舟，帮助受武汉同胞度过难关，我们能充
Yan Huss、Runze Du、Shenghua Huang、Jie分理解武汉同胞的心情，能感受他们的伤
hong Guo、Qun H Dequet (Check)、JIWEI
痛，对未来有着共同的憧憬，因为我们对生
ZHANG、Hong Zhao、Zihao Wang、Joseph
命有着共同的尊重，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
Cowdery、Yongyi Long、Yanmei Zhang、Fang
人！
Chen、ZHUHUA YIN、Ming Yang/Ling Hou、
Andy Zheng、Hua Ying Gao、YUQI ZHOU、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Ling Tan、Xiaoling Zhou、Haizhong Wu、
nizations 明尼苏达州华侨华人社团联合
Xiaogang Luo 、Jie Luo/Tingting Zhu、Hai会
zhong Wu、Shu Wang、Biyuan Sun、郭 继 业/
联系人：
胡新涛、Wenbo Zhang、谭恩会/彭平、张占
王敏：
(952) 486-3237
峰/陈 乐 欢 、Jinyu Li、Rongze Zhao、Brian
段芸：
微信号 1520445095
Lam、Yat C Lui/Lai Y Lui、王 建 华/胡 李 平
Email: AMCO1866@gmail.com
Edward J Wang/Linping Hu、Wenbo Chen/
Han Wenyin
发起团体
如需要出具收据以供报税或给公司作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
为 donation match 用途，
请注明。
京同乡会、CAAM Chinese Dance Theater
支票捐款邮寄(支票收到后公布）, 如
CAAM 中国舞蹈学校、Center for Commu果您的名字和捐款额有误 , 或者您想用中
nity Service 明州社区活动中心、China
文名，
请送 email:
Tribune 华兴报、Chinese American AsAMCO1866@gmail.com
sociation of Minnesota 明州中美联谊
会、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 美国华
3.明州华联会
裔联盟、Eden Prairie Chinese Associa《明州——武汉爱心基金》
tion 伊甸园华人联合会、Hua Xia Chi武汉有难，大家众志成城，帮武汉打赢
工作团队
nese School 华 夏 中 文 学 校 、Hua Xing
这场疫情防控战。中华民族素有一方有
Arts Group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华星
1）华联会理事会及工作委员会全面领导筹 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明尼
艺术团、Ledian Chinese School 乐点中
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简称“明州华联
款事宜。
文 学 校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华联会理事会：
School 明 华 中 文 学 校 、MNChineseLife.
王平 、王颖智、宋电、余志华、李华志 、李春
com 明州华人生活网、Minnesota Times
贵、张梓悦、张智群、张燕、唐楠笙、高寰、程
明 州 时 报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汝钊、窦继红、颜炳文（负责人）
Center of Minnesota 华助中心（明尼苏
华联会工作委员会：
达）、Shaanxi Folk Association 明州陕
主任：
王敏
西同乡会、The Youth Overseas Chinese
副主任：
段芸、孙凤泽、孟耀
Culture Exchange Foundation 中国青少
筹款委员会联系人：王敏、段芸
年 海 外 文 化 交 流 基 金 会 、The Associa2）物质采购团队
tion for Chinese American for So负责人：
王敏
cial Justice 美国华人联盟、Universi成员：张智群、高寰、曾庆辉、王颖智、李华
ty of Minnesota Chinese Students
志、颜炳文等。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明尼苏达大
3）财务团队
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Yucai Chinese
负责人：
李华志
School 育才中文学校、Twin Cities Chi成员：
高寰、
段芸、颜炳文
nese Dance Center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4）运输团队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
负责人：
高寰、李华志
州 华 人 信 息 技 术 协 会 、Minnesota Chi成员：
王敏、程汝钊、颜炳文
nese Opera 北 美 曲 苑 、Alliance of
5）宣传团队：程汝钊（负责人）、王颖智、窦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USA 美中文
继红、金蓓、颜炳文
化 艺 术 联 合 会 、Hubei Folks Associa6）公关团队：李春贵（负责人）、颜炳文
tion of Minnesota 明州湖北同乡会

积小成多
积小成
多 聚沙成塔
1.献给明州——武汉爱心基金捐赠者的信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社区与生活

投稿：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广告：
651-387-0234
微信：
Ch77289

积小成多
上接 A10 版：
1.Online Donation:
mnchineselife.com/event/wuhan/
2.Donation by Check:
Pay to :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or AMCO
Mailing address:
AMCO
P.O. Box 879, Anoka, MN 55303
Memo 注 明 ：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Fund
如需要出具收据以供报税或给公司作
为 donation match 用途，
请注明。
实行对口支援，确立每周五向湖北省中
医院需送急需物资。通过报纸、网站向社区
公 开 Minnesota- Wuhan Coronavirus Fund 的
捐款情况和捐赠物资，接受社会监督。
明州华联会也希望更多的团体和个人
积极为我们献计献策，共同为支援湖北省中
医院而努力。
在此，我们呼吁身边的同事、朋友、亲
人、合作伙伴，呼吁所有有爱心的企业、热心
公众，伸出我们的双手，奉献我们的爱心，及
时捐赠，为支援湖北省中医院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让我们一起行动，于危难中托起爱的方
舟，帮助受武汉同胞度过难关，我们能充分
理解武汉同胞的心情，能感受他们的伤痛，
对未来有着共同的憧憬，因为我们对生命有
着共同的尊重，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Alliance of Minnesota Chinese Organizations 明尼苏达州华侨华人社团联
合会
联系人：
王敏：(952) 486-3237
段芸：微信号 1520445095
Email: AMCO1866@gmail.com
发起团体
Beijing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北京同乡会
CAAM Chinese Dance Theater CAAM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聚沙成塔
中国舞蹈学校
Center for Community Service
明州社区活动中心
China Tribune 华兴报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innesota 明州中美联谊会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
美国华裔联盟
Eden Prairie Chinese Association
伊甸园华人联合会
Hua Xia Chinese School
华夏中文学校
Hua Xing Arts Group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华星艺术团
Ledian Chinese School 乐点中文学校
Minnesota Minghua Chinese School
明华中文学校
MNChineseLife.com 明州华人生活网
Minnesota Times 明州时报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er of
Minnesota 华助中心
（明尼苏达）
Shaanxi Folk Association
明州陕西同乡会
The Youth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Exchange Foundation
中国青少年海外文化交流基金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American for Social Justice 美国华人联盟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Yucai Chinese School 育才中文学校
Twin Cities Chinese Dance Center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Minnesota Chinese IT Association
明州华人信息技术协会
Minnesota Chinese Opera 北美曲苑
Allia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USA 美中文化艺术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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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Financial
Services LLC
全统理财事务所
电话：
651-494-2074
Office:651447-0196
1611 County Rd B West
#101 Roseville MN 55113
Edina address：
7760 France Ave S #1185
Edina, MN 55435
Phone: 651-494-2074
Phone: 952-200-9881

英文 广东话 国语 越南语

唐玉恩
Le Ann Thong

- 医疗保险
- 退休保险
- 大学规划
- 大学储蓄
- 退休规划
- IRAs, Roth IRA
- 年金
- 孕妇保险
- 员工福利规划
- 人寿保险
- 长期护理

English, Cantonese,
Mandarin, Vietnamese
- Health insurance
- Medicare
- College Coaching Program
- College Saving Program
- Retiremnt Saving Program
- IRAs, Roth IRA（减税）计划
- Annuity
- Pregnancy / Maternity planing
- Group insurance benefit
- Life Insurance
- Long Term Care

★ 寻找合作伙伴 提供理财课程
提供理财课程”
”
In

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工商管理硕士(MBA)、英美文学学士. 精湛的议价技巧,热情的交易服务
Real Estate Agent
丰富的工商管理知识，灵活的英语议价能力，二十
年明州生活及市场经验。特别具有男性对房地产,房屋
结构,建筑材料特殊的敏锐和独到的经验知识。为您买
卖房产、
地产争取最大利益，
助您早圆美国梦。

最低的佣金、最佳的服务！
张鹏是您可长期信赖的朋友！

张 鹏
Paul Zhang
最可信赖的
房地产经纪人

餐 馆 出 售
明 城 大 都 市 西 南 角 (Eden Prairie &
Chanhassen en Area)生意火旺，
售价合理！

(651)707-3470 (C)
pz55441@yahoo.com
“Bridge Realty”
最优质的服务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竭诚为您找到最佳地点,最好学区，最具投资潜力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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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Loan Officer (NMLS# 1413868)
First Mortgage LLC (NMLS# 1685057)
Emai: wzheng@firstmortgagemn.com

华人自己的贷款公司！









明州杰出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Virginia Ng
伍谭淑华

最好口碑、最值信赖、最会变通、最多门路！
任何环境、任何利率、任何季节、照样买卖！

专营：
新建、
现成房、
土地、
餐馆、
商业楼、
商业中心、
多单位公

精通粤语、国语、英语等常备专才律
师、
建筑师及助理为顾客多方面服务。
拥有纽约房地产执照，可为明州客户
在纽约买卖房地产服务。

寓等、
买卖及出租空铺

2020 祝 大 家 ：

Virginia Ng
763-595-9975 (24-hour)

财源滚滚 资产增长；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Email:

Vngtravel555@gmail.com
$639,900

外语学士、教育硕士
拥有估价师执照
拥有房地产专家证

衷心感谢客户和朋友们的信任
及推荐、
将更尽力为各位服务！

Ham Lake #429,000 1.2 亩地 房
产及酒铺多用途，
面对大道。

Certified Residential Specialist

Certified Relocation Realtor
20 多年成功经验为顾客竭诚
服务、
精于议价、
善于贷款、
免费咨询、免费估价。

Vngtravel555@gmail.com

Tel: 763-595-9975
Cell: 612-414-6177
Fax: 763-593-5190

Maple Wood #2700,000 4 亩 ，
商业房地产连生意出售！请电：
Virginia612-414-6177

Edina #13 万 中日餐馆出售

South St.Paul #689000 独立餐馆，
连房地产，生意稳定，设备齐全，可做
酒席用；
家庭堂食，
生意稳定！

最大的公司，
最好的保障，优质的服务，额外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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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出租
★ 会计办公室出租
月 租 $500 含 水 电 暖 。
★ 保险办公室出租
月 租 $500 含 水 电 暖 。
预约看房：
612-703-8706

住宅/公寓出租
一间卧室和 2 间卧室出租，
步行到轻轨站；
步行到双和超市，
以及许多不同的美食餐厅。
有意者请发短信或致电
612-703-8706

20120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机场接送，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华人社区 A13

全新 15 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全新 15 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机场接送，
大学
申请、
长途用
车、外地公务游
览用车。备有
各种车辆！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chinatribuneu
s@gmail.com

$119/天

低于市场价

30%！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美容指甲店出让
位于商业旺区黄金地段，
Wayzata City 装修
华丽，环境好！转让。
有意者请电：952-994-9292；
952-261-3699 Jimmy

美国中医学院推拿
按摩班招生
美国中医学院推拿按摩班正在招
生。 推拿班六个月毕业，学习六百六十
小时就可在明州绝大部分城市申请执

中餐馆请人

照。 中医学院负责介绍工作。 有意进入

明尼阿波利斯彩虹中餐馆诚请炒锅，待优！
有意者请电：
612-532-5166
612-386-6831 黄小姐

这个增长最快的行业者，请打电话到中医
torUSA。

如有意，
请电 612-208-3848

明州中文幼儿园招生并聘教师

MN Chinese Day Care & Learning Center

康乐老人中心诚征半职司机
需有良好行车记录，
有爱心。适合歺馆工作人士兼职.




1.明大校园附近公寓出售：333 8th Street
SE #112, Minneapolis MN 55414，1bed/
1bath/633 sqf, $109,900

明 州 华 兴 书 店 经 销 人参 海参
• 新 到 特 级 野 生 海 参 ：特 大 以上野山参。孝敬父母最佳礼
$185/Lb；中 号 $215/Lb；小 号 品。
$235/Lb。
地址：566 N Snelling Ave
• 新到特级干贝 $89/Lb
St.Paul, MN 55104
• 新到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
651-6444294, 651-3870234

3.农庄式独
立 房, 3.2
acre lot，距
downtown
Minneap ⁃
olis 30 分
钟 车 程 ，交
通/购 物 方
便。

7710 Corcoran Trail W, Corcoran
MN 55340
4beds/2baths/2garage/1919sqf/
3.2 acre lot，$329,000.



Rong Kate Yang Rong Yang CPA PC
New Office Address:
Suite 129, 2233 North Hamline Ave, Roseville, MN 55113
Office: 651-784-7211 | Direct: 651-206-1799 | Fax: 651-925-0325
Email: email@rongyangcpa.com www.rongyangcpa.com

2. Wayzata school district 学 区 房 ，
pond view, quiet cul de sac.
15102 64th Avenue N, Maple Grove MN
55311, 4beds/4bath/2garage/2877 sqf,
$429,900



明州中文幼儿园 Roseville 及 Minneapolis 两处的大班，中班，小班现
在均有空位，招收 1 至 5 岁小孩。教中文，英语，算术，音乐，舞蹈，绘
画等。舞蹈及绘画由专业老师任课。英语由美国老师任课. 拟聘老
师一名. 要求有大学或幼儿教育文凭.意者请与我们联系.
Larry Yan 651-983-9559
Amelia Wang 612-707-9566
Junxia Li 651-399-7038
网站: www.mncdc.com

学院 952-200-7086 或发微信 TC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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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旅游公司》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
马拉西亚个人和团体的廉价机票

快速办理去中国
及世界各国签证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电话：上午 651-415-0130 下午 651-644-4294

美东 美西 黄石 买二送二

l 美东 4 夜/5 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朱古力城，大瀑布，特价$289 起
l 美东 5 夜/6 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大瀑布、波士顿。特价$408 起
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膳食和
小费。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
膳食和小费。
l 美西三大主题公园 3 夜/4 天 洛杉矶、迪斯尼、海洋世界、环球影城。成人 $448 起
l 洛杉矶、大峡谷 4 夜/5 天：洛杉矶-迪斯尼（或环球影城，或海洋世界）巴斯多-拉
斯维加斯-大峡谷-拉芙琳-伦敦桥-洛杉矶。成人 $289 美西费用含酒店、机场接
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所列景点门票。不含机票,膳食和小费。
l 黄石公园 4 日游、5 日游 6 日游 7 日游 9 日游 10 日游 (请来电咨询)
另有 12 天 10 夜等多种组合
夏威夷三天二夜，成人$134,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含机场接送，3 天旅馆，檀香山、

[华兴书店]有详细目录查询。全美最低价！
《华兴旅游公司》承接全美国、加拿大、明州各考察团、公务
团、旅游团的安排接待。订机票，包酒店，大小车接送，价格低
廉，服务周到。《华兴旅游公司》承接接送学生业务，接送学生去
德鲁斯（Duluth); 圣克罗德(St.Cloud); 温诺娜（Winona)等各地
学校，安排住宿。 收费合理，安全可靠。

。 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地址：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网址：www.Majestic-Vacations.com
(本公司比网上价格再便宜 5%，夏威夷，奥兰多游不在其内)

明州华人健康中心
Minnesota Chinese Health Center (MCHC)

二零一六年各科门诊日程各科门诊都需要于门诊 前的星期五五点之前预约.
预约电话612-666-1670 所有门诊地址： 1925 West County Road B2, Roseville, MN 55113

日期

01/11/20
02/01/20
02/15/20
02/29/20
03/14/20
03/28/20

西医普科/专科

中医/针灸

John Chen 陈宗禹, MD, PhD
Minnesota Gastroenterology, PA
内科及消化专科主治医生

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L. Ac 执照针灸师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美国中医学院

Wang Cai Gao 高 旺才, MD
United Hospital, St Paul
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Huan Ma 马寰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L.Ac. 执照针灸师Acupuncture Health Center, Edina
(请前往医生诊所义诊. 地址如下:)
6545 France Avenue South, C-21, Edina, MN 55435

Peiyi Wang, 王培薏,MD
Wei Cheng 程伟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Abbott Northwestern Hospital,
L. Ac. 执照针灸师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Allina Medical Clinic – West Health
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内科主治医生
Yubin Lu 路玉滨中医师，中医学博士，L.Ac.执照针灸
Huagui Li 李华贵, MD, PhD
师请前往医生诊所义诊. 地址如下
Minnesota Heart Clinic, Fairview Southdale
6053, Hudson Road, Suite 225
Hospital
woodbury, mn 55125
内科主治医生, 心脏病及心脏电生理专科主治
电话612-201-7080
Dr. Xiaoming Dong, 董晓明 MD
Minneapolis Clinic of Neurology
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Xiao Feng, 冯晓, MD
Family Physician
HealthPartners Medical and Dental Group
内科主治医生

社区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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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L. Ac 执照针灸师
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Xiaoyan Hu 胡小燕 中医师
L.Ac. 执照针灸师
Chinese Acupuncture & Herb Center
Minnesota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952-830-8107

世界面对新冠肺炎近况

-新冠肺炎 英国研发疫苗捷足? 首启 身上、经过试验的可行疫苗问世。"
-武汉肺炎：出入社区的各式“暗号”
老鼠试验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科学家团队正就 2019 新 你绝对猜不到
型冠状病毒疫苗对老鼠进行试验。研究人员表
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年底前研发出有效遏
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安全方法。
伦敦帝国学院研究人员马凯日前受访时告
诉法新社："我们目前才把疫苗注入老鼠体内。"
据马凯指出："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周内，我们能够
确认从那些老鼠血液中看到的反应，确认它们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反应。"
伦敦帝国学院表示，无法确定其他团队目
前的研究进展为何，但他们昨天开始的动物实
验是世界首批进行的实验之一。
英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达 8 例，东南
部城市布莱顿一处医学中心的两个分支机构被
迫关闭，那里至少有两名工作人员呈阳性反应。
然而，研发出疫苗的过程耗时费力，通常涉
及多年的动物实验及人类临床试验。之后，监
管机构必须确保疫苗安全且有效，能够大量生
产。
据伦敦帝国学院研究人员马凯说："我们希
望率先将这种特定疫苗用于人体临床试验""一
旦完成第一阶段试验，就能立即开始在人类身
上进行疗效试验，这也将花上数月时间才能完
成。""因此，或许今年底前将会有适合用在人类

随着中国武汉肺炎疫情不断延烧，中国各
省市地方都强制或自我“封城”，许多社区都各
自采取“封闭式管理”、限制住户出入，近日更传
出有社区为了有效避免外人、外车进入而开始
使用“口令”严格认证身分，如果对不上暗号，你
将被拒于门外。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 PO 出社区通知，因
使用“出入证”可能会增加病毒传染风险，于是
要求所有住户出入改用“动态口令”，且每日都
会更新口令。如果对方不能正确对上“暗号”，
将被拒绝入内。
例如，河北省石家庄市尚乘源社区 6 日的发
出的口令是“朱自清《春》第二段第二句”，而住
户需回应，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社区口令甚至出现被“篡改”的论语及谚
语，如“三个臭皮匠”，你必须回答“臭味都一
样”。
还有社区的口令是“有朋自远方来”、你需
要回答“必诛之”……
这些都让许多网友看傻眼，有的觉得“好笑
中又觉得好可怜”；也有网友说，设口令确实能
有效分辨社区住户，也有网民担心，如果老人家
记性不好，一天一个新口令，怎么记得过来？

成 语 里 的 中 医（二 十 五）
良 药 苦 口

药或中药西用造成的恶果已在眼前。
良药一定苦吗？苦与甘相对，可以苦如
上一期我们通过
“针砭时弊”
这一成语知 胆汁或黄连，这只是舌头味蕾尝到的味道的
道医生对疾病深浅的判断是精准用好治病利 一种。有多少种药甜如蜜呢？苦不苦其实还
器“针”和“砭”的前提。今天我们通过“良药 来自病人的味觉和心理感受。吃了药也许口
苦口”这一成语来了解中医治病的另一常规 中苦但心中甜。如果你的身体需要，用后病
武器——中药！
症消失，
你还会觉得苦吗？良药有益身心，
独
“良药苦口”
这一成语出自《孔子家语·六 立思考判断。
本》：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
是
同样道理，劝人改过之言听了常让人面
说能夠有效治病的药通常味苦而难以下咽， 子挂不住，
不中听，
确是金玉良言，
催人反思，
有益于人纠正错误的忠恳之言常刺耳不中 健康前行。商汤和周武王因为敢于面对直言
听。
忠臣而昌盛，夏桀和商纣因为阿谀奉承而失
说到“药”，繁体写成“藥”，指能“治病的 掉天下。
草”
。祖先神农氏尝百草，
在实践中发现大自
纵观历史，
凡是成就突出的人，
大都能从
然的草木、鸟兽虫鱼和金石皆可为药。成书 善如流，吸取众人的智慧，避免自己的失误，
于两千年前，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本草 成就事业。从治病到治身，
从治身到治国，
莫
经》中已详细载有 365 种药物，我们现在常用 不如此。
的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药物竟已有不少
今天就说到这，
下一期的成语是
“如法炮
在列。
制”
。
什么是药？我们来打个比方，很多人有
过这种体验吧！夏天淋雨了，之后浑身
发冷不出汗，也不发烧，就是肌肉酸痛。
看西医，
各种指标正常。看中医，
说你寒
邪束表，
腠理闭塞，
问题是你的汗毛孔不
开。此时喝一碗热姜汤或葱白汤，出一
出生于中国南京，
身汗，
人顿时就舒服了，
病也好了。那么
祖父丁泽民为中国
这个姜或葱白就是治病的药了。治疗前
我们无需知道抗了什么毒杀了什么菌， 中医肛肠学科奠基
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更不需有产品批准文号。
那什么是“良药”呢？大家都知道， 文 化 遗 产“ 丁 氏 痔
是药三分毒，说的是不同药物有寒、热、 科 ”第 十 代 传 承
温、
凉之偏性和酸、
苦、
甘、
辛、
咸之五味， 人。担任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盆底
只要对症所患疾病治疗的就是好药，与
医学专业委员会副
药物本身贵贱无关。同样是人参，用于
会长兼秘书长。曾
久病体虚之人是“良药”，用于阳热亢盛
之人就是
“劣药”
。又或者砒霜，
剧毒药， 在 Cleveland Clinic，
Mayo Clinic 和 明 尼
但用于癌症治疗时就是
“以毒攻毒”
的良
苏达大学附属医院
药 。 所 以 无 毒 未 必 无 害 ，有 毒 未 必 有
害。需要医生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从宏
做博士后研究和访
观入手研究中药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比
问学者。
中医博士，主任中医
如麻黄让人出汗，生姜暖肠胃...... 不同
擅长中西医诊
师，中国南京中医药
于从微观上从分子式上研究的思路。看
治 盆 底 疾 病 、肛 肠
美国执
着土的方法能流传至今，一定有道理。 病、脾胃病、妇科病 大学副教授，
放下争论与偏见，回归医疗本质是找出
照针灸师，
中医师。
及亚健康调养等。
“良药”
的基本方法。
《本草经》不光记载了药，还以朝中
君臣地位为喻，将药物针对疾病的寒、
热、湿、燥之性配伍形成方剂。君臣佐
使，环环相扣，审时度势，以药物的偏性
来调节人体，补虚泻实，达到阴阳平衡。
所以，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遣方用药才
能用对药。药物偏性可以互相制约或相
互调和，单药或单体不是中药。废医存

丁曙晴

丁 曙 晴
在线门诊

國際

專題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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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我是醫生

加醫護憶非典抗疫 處處人性光輝

亡
死
懼
無




(

新型冠狀病毒擴散，勾起不少地區

對 2003 年“非典”疫症的回憶。加拿
大當年受非典重創，近 400 人感染病

毒、44 名患者死亡，包括 5 名前線醫護

人員，是亞洲以外唯一錄得死亡個案的
國家。當年參與抗疫的加拿大醫護人員
憶述，當時大批醫護人員儘管害怕非
典，部分醫院裝備更不足，但各人仍然
“頂硬上”（硬着頭皮）抗疫，“因為
我是醫生，職責是照顧病人。”

■阿文達尼奧

Park）當年是安
多倫多西園醫院（West
大略省首間接受非典病人的醫院，多

名醫護人員抗疫期間染病甚至殉職。時任
西園醫院院長杰爾卡奇坦言，當時非典傳
播機制和治療方式不明，人們都感到害
怕，他在院方成立非典抗疫特別部門當
日，離家前不禁跟妻子和兒女逐一吻別，
“我不知道會離開多久”。杰爾卡奇抵達
醫院後，各部門隨即通力合作，分別派員
加入抗疫小組，數小時後已準備好病床。

留守醫生寫遺書 逐一吻別家人

■加拿大非典抗疫期間
加拿大非典抗疫期間，
，
一度將急症室封鎖。
一度將急症室封鎖
。
網上圖片

西園醫院內科醫生阿文達尼奧在非典
期間，留守醫院逾兩周，她憶述自己離家
前已寫下遺書，向子女稱“我接觸過患
者，可能會受感染、可能會死。若我不幸
身故，不要哭，我會這樣只因我是醫生，
因為我的職責是照顧病人”。阿文達尼奧
透露，當時不少病人情況嚴重，醫護人員
以至清潔工人都要日以繼夜工作，目睹個
別病人心情低落時，她也會擁抱安慰。
阿文達尼奧憶起病房中不少感人事
件，例如一名病人正值 30 歲生日，醫院廚
師特別為她準備鬆餅和蠟燭，醫護人員和
病人都圍着她的床頭，對她唱生日歌，但
因病人身體太虛弱，他們最後只能以電風
扇吹熄蠟燭。另一名病人喜歡彈結他，甚
至把結他帶進醫院，但一直對病情十分悲

觀，阿文達尼奧為了安慰對方，於是親自
拿起結他，向該名病人唱歌，唱畢後對她
說“你不會死，別哭了。”
多倫多西乃山醫院護士索倫蒂當年也
在處理一名轉院病人時，染上非典。她透
露當時運送患者的救護車抵達前，未有及
時通知院方，多名醫護人員來不及穿上防
護裝備，導致與咳嗽的患者直接接觸。索
倫蒂其後接受家居隔離，最後證實染病。
索倫蒂表示，當時醫院防護裝備不足，她
僅可憑有限的資源，盡力照顧病人，“我
們有的裝備就是那麼多……基本上不足夠
亦只能接受。”

無通知無裝備 殺到頂硬上

索倫蒂確診感染非典後，在西乃山醫
院接受隔離治療 17 日，只能以電話與丈夫
及兩名女兒聯絡。她直言有想過病逝，
“但我沒準備好，我沒準備任何身後
事”。直至病癒出院，索倫蒂才如釋重
負，“我還記得那天天氣很好，丈夫在醫
院外等我……我不懂形容那感覺，我沒想
過能再看見他們，那是最好的一天。”
事隔 17 年，索倫蒂形容現時加拿大防
疫措施已有改善，例如會先在急症室初步
檢查求診者的呼吸道系統，並向旅客進行
健康篩查，希望非典的慘劇不會在多倫多
重演。
■綜合報道

“當年無口罩手套”

星醫生籲上下一心
強忍骨肉分離 卻不逃離
越南

2003 年 非 典 疫 情 中 ， 越
南是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國家，
當年河內醫院接收首名患者後，
院內近 40 人相繼染病。疫情爆發下有醫
■黎氏鵑梅

生選擇逃離，但亦有醫生不顧家中幼女，
堅守工作崗位，更有世衛專家為分析疫
情，最終染病身故。
河內越法醫院是越南接收首名非典病
人的醫院，於醫院任職的卡坦醫生憶述，
院內狀況有如噩夢，他們的病房一度只剩
一名護士，需要帶病照顧其他染病的護
士。
衛生及流行病學全國研究院的病毒科
主任黎氏鵑梅（譯音），是決定留守醫院
的醫生之一，她的女兒當時年僅 3 歲。黎
氏鵑梅在疫情中安然無恙，她形容自己非
常、非常幸運，問到她決定留下的原因
時，她僅僅回答“是一份職責”。
世衛意大利籍傳染病專家烏爾巴尼
當年在河內工作，他當時主動參與分析
病毒工作，冒着生命危險、親身從病人
身上取下樣本，更在越法醫院不眠不休
工作數周。烏爾巴尼是首位將非典病毒
危險性通報全球的醫生，但他最終亦因
染上非典而病逝。

港產護士抗非典殉職 加人封“真正英雄”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西 園 醫 院 （West
Park）是當年非典疫情肆虐的醫院之一，
醫院殉職醫護人員中，包括來自香港的兼
職護士林麗燕（譯音），她自願加入抗
疫，最終染病過身，被讚揚是真正抗疫英
雄。
林麗燕有 35 年註冊護士工作經驗，
曾於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工作，70 年代移
民加拿大。杰爾卡奇醫生當年在西園醫院
任職，他形容林麗燕為人和善、開朗、樂
於與人合作，深受患者歡迎，“她的本質

善良”。
內科醫生阿文達尼奧同樣形容林麗燕
有愛心，她憶述在林麗燕出現病徵前一
晚，兩人曾經在護士崗交談，當時林麗燕
主動向她指“你看起來很疲倦，我幫你泡
杯茶吧”。
林麗燕曾在西園醫院的多個不同部門
工作，非典爆發時，她自願加入應對非典
團隊，並因此染病。當年院方一度為林麗
燕下半旗致哀，讚揚她是甘願犧牲自己挽
救他人的真正抗疫英雄。
■綜合報道

新加坡

曾治療新加
坡首名非典患者的醫
生 洪 思 平 （Ang Sze
Peng，譯音）憶述，
當年由於醫院方面缺
乏準備，她連外科手
術口罩及醫用手套都
沒有，就直接走上前
線，但最終都能克服
困難。她呼籲參與對
抗新型肺炎的醫護人
員不要憂慮，認為新
加坡政府今次已及早
作出準備，有能力處
理好，“我見過新加
坡首宗非典，我仍活着。”
洪思平從醫 38 年，新加坡爆發非典
時正擔任陳篤生醫院傳染病控制委員會主
席。洪思平指出，當年全球得知非典爆發
前，醫院就接收到首名病人，該名 26 歲
女病人其後更被界定為“超級傳播者”，
即曾傳染或接觸過大量人士。雖然病人最

終康復，但其父母及
接觸過她的牧師都因
被傳染而死亡，亦有
不少醫護人員被她傳
染，“這名將非典從
香港帶回來的病人在
世界知道什麼是非典
前，就在我們的醫院
裡。”
新加坡在非典爆
發期間，共錄得238宗
感染個案，33人死亡。
洪思平認為，當年苦於
應對非典的原因，在於
當局缺乏準備，“我們
■洪思平
在當時甚至不知道這是
什麼。”
洪思平又提及當年全醫院動員所有人
抗疫的情況，認為這項原則今日亦適用。
她向資深醫護人員作出呼籲，強調不能將
照顧感染者的責任全部推給資歷較淺的員
工，任何人都必須克盡己職，“資深醫護
不能只躲在辦公室後，他們需在這裡。”
■綜合報道

傳染力高似流感 專家憂新肺炎變流行病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持續上升，
《紐約時報》報道，愈來愈多傳染病專家
開始憂慮，新型肺炎終將擴散至全球，並
成為像流感一樣的流行病。
專家指出，不同於非典及中東呼吸綜合
症（MERS），新型肺炎傳染能力高，傳染
模式更傾向於流感，不少流行病學模型甚至
估計，連同尚未被發現和未確診的病例，現
時實際感染人數恐已達10萬以上。
有專家認為，新型肺炎實際的致死率
是目前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新型肺炎按已
知病例的致死率約 2%，由於篩檢人數愈

來愈多，並相信會有更多輕度患者，估計
未來致死率會持續下跌。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主任皮奧則警
告，即使新型肺炎致死率僅有 1%，但如
演變成全球性流行病，亦意味感染人數將
非常多，假如最終有 100 萬感染，死亡人
數也會達 1 萬。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前總監弗里
登稱，愈來愈多跡象顯示，新型肺炎無法
被控制，並會繼續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擴
散，“但我們仍未知道將會有多遠、多廣
或多危險。”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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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艺的盛宴 一声新春的问候
康乐老年中心隆重举办2020
康乐老年中心隆重举办
2020年春节联欢会
年春节联欢会
除夕，承载着一年里最诚挚的期许，蕴含着一年里最
浓郁的亲情!
2020 年 1 月 24 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康乐老年中心会
员、员工、外聘老师、会员家属、以及多年来一直支持康乐
发展的各界友人 200 余人欢聚一堂，在康乐东区中心大厅
举行 2020 年春节联欢会，
喜迎庚子新春佳节的到来！
经过精心装扮的东区中心张灯结彩，鲜花吐翠，春意
融融。一幅幅整齐的春联，凝结着美好的祝福，一个个鲜
红的中国结，迎来明媚的新春；一张张火红的笑脸，洋溢着
节日的喜悦；整个中心萦绕着浓郁的年的味道、春的气息。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拉开了本次春节联欢会的序幕，
中心经理侯小青首先为大家送上了热情洋溢、饱含深情的
新年贺辞，她衷心祝愿每位会员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鼠年大吉。首先登场的是康乐夕阳红合唱团，
他们为大家带来了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
《天边》和《茉
莉花》；会员端木一演奏了著名的钢琴曲《化蝶》；春天带着
崭新的气息一路走来，盛开了万紫千红，春暖花开孔雀起
舞，会员史和群给大家带来了独舞《孔雀舞》；会员黄城、黎
娉夫妻合唱《祝福你》；美妙的歌声，见证着时代发展的轨
迹；优美的旋律，唤醒了我们年轻的回忆，康乐舞蹈团表
演了时装秀；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化作今
日相逢的喜悦，康乐夕阳红合唱团带来了合唱《相逢是首
歌》会员周炯声情并茂地表演了京剧《海岛》；会员 Lucy 等
表演了呼啦圈；会员常文新的女声独唱《前门情思大碗
茶 》；明州著名歌唱家马梅献上歌曲《母亲是中华》，她的
歌声清甜，圆润，嘹亮；会员朱凤爱的女声独唱《新年好，爱
的礼物》；段瑞业的男声独唱陕北民歌《2020 船起航》；中
国国家级指挥和作曲家张鹰表演了民乐独奏；志愿者 hellen 带来了独唱《甜蜜蜜》；当严冬的积雪，悄悄化成了滴滴
水珠; 密西西比河岸，到处都昂扬着勃勃的生机，康乐夕
阳红舞蹈团表演了舞蹈《梦里水乡》。
娑婆的舞姿，使喜庆欢乐的气氛顷刻间弥漫整个舞

台，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他们唱出了康乐人的共
同心声，舞出了康乐人的四射活力，跳出了康乐人青春节
拍。他们展现了康乐人的乐观向上的精神风采。最后，联
欢会在集体舞《最炫民族风》中被推向高潮，大家一起走上
舞台欢快地歌唱，尽情地舞动，联欢会在喜庆、欢快的气氛
中圆满结束!
康乐老年中心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有近 200
位注册会员规模的亚裔托老机构。为了让这些远离故土
的亚裔老人，可以安享美好的晚年生活感受到“春节”中承
载着的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康乐老年中心联欢
会筹备组以努力营造“欢乐祥和、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为
出发点，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策划编排了近
20 个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精彩纷呈。参演人员齐心
协力、精心准备、反复排练，力求最佳的舞台效果，他们投
入其中、乐在其中！整场演出历时两个小时一气呵成，经
典旋律和新歌劲曲交相辉映，古典与时尚的激情碰撞令人

赏心悦目，使联欢会高潮迭起，处处洋溢着喜庆，笑声遍布
了会场每个角落。
为了能让更多的会员能参与到庆祝活动中来，中心今
年还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为会员们准备了 70 条中文谜
语，歇后语，30 条越南文谜语，歇后语，提前书写好粘贴在
每一位现场观众都可以“揭榜领奖”。中心也为一月份过
生日的会员举办了集体生日 party，
并为他们发放了生日礼
物。
联欢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欢声笑语，同时更是一个沟
通交流的机会和平台，会员员工彼此的心更加贴近了。歌
声、掌声、欢呼声一直在会场上荡漾。整场联欢会高潮迭
起，
呈现出康乐中心这个大家庭的欢乐和谐！
亥猪辞旧岁，子鼠报春来！转眼间硕果累累的 2019
年已过去，充满期待的 2020 年已经向我们走来。新的一
年，孕育着新的目标和希望，愿康乐老年中心这个老人们
的乐园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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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Twin Cities Chinese Dance Center
2020鼠年迎新春大型歌舞晚会圆满成功
双城华人舞蹈中心 TCCDC 在鼠年新
春到来之际, 于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成功
地举办了两场大型歌舞晚会。这台由艺术
总监李绛兰女士精心策划和编导的晚会汇
集了我国众多地区的民族舞蹈和音乐, 结
合古典和现代演绎方式, 给观众带来了不
一样的视觉享受。

时空流转…金秋十月，月色荷塘。妙
空间反转，来到祖国的西南 - 西双版
纳。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戴着幽香的白兰 若荷花的江南女子袅娜起舞。闪烁迷离的
宜人花色和沁人心脾的缕缕花香，引领着
花香款款而来，
翩翩起舞。
人们欣赏着古典舞《荷塘月色》。

中原地区的山东，有脍炙人口的胶州
秧歌《微山湖》。微山湖以风光秀丽景色宜
在美丽的校园里，小雨淅沥，鸟儿欢
人而闻名。 它拥有山、岛、湖，鱼船、芦苇 歌，孩童嬉戏。 原创现代舞蹈《雨中行》表
开场舞《龙飞凤舞金鼠迎春》由不同年 荡、荷花池，还有醉人的落日和袅袅炊烟。
现了雨中童趣，把孩子们的天真浪漫一展
龄组四十多位舞蹈演员合作表演。红绸舞 洒脱开朗的山东女子手持荷扇，随风而舞，
无余。
动，红灯高挂，技巧翻飞，瞬间点燃了整场 婀娜多姿。
晚会欢快喜庆的节日气氛。
孩子们是朝气，是初升的太阳……天
山脚下伊犁河畔，美丽的草原上有一群可
爱的小姑娘。她们欢快的笑声，甜美的歌
声，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雪莲花，洒落在帕米
尔高原上。

国家一级演员，来自中国西安的著名
二胡演奏家李绛英女士为晚会带来了一曲
二胡独奏《郿鄠调》。作品由鲁日融先生
编创于 1958 年，以西北戏曲“郿鄠”中《剪
剪花》与《慢西京》的音乐元素创编成。风
格浓郁、流畅自然，是秦派二胡的代表作品
之一。
李绛英老师又和双城华人社区乐队合
作，为大家带来了器乐合奏《一壶老酒》。
乐曲表现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提起母亲，谁都不能不想起我们的祖
国。女高音歌唱家马梅和男高音歌唱家卢
骥演唱的《母亲是中华》歌颂了祖国母亲；
歌颂了山川湖泊；歌颂了五十六个民族亲
如一家。

不久前在国际桃李杯美东赛区决赛中
西藏，古老而神秘。清晨，站在高高的 斩获古典舞十佳白金奖的 Sydney Peng 为
山岗，看到飞驰的列车，身披霞光，似巨龙 观众带来了她的获奖舞蹈《秋风词》。
“人生
翻过雪山峡谷，越过雅鲁藏布江，满载着希 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舞蹈短小
望，驶向拉萨。神奇的天路，它给藏族儿女 精悍，
层次起伏，
让人意犹未尽。
带来幸福安康。藏舞《扎西德勒》表达了藏
族人民对新年的祝愿。
如火青春，岁月如歌。TCCDC K-pop
团队在一组韩流舞曲串烧的伴随下，用她
们不羁的舞蹈倾诉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
的欢乐与烦恼，学习和成长。

镜头拉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伴随
着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和姑娘豪迈有力的
火红的新年，用火样的激情来庆祝；节
舞步，一幅美丽画卷缓缓展开：蓝蓝的天
日的气氛，
有欢快的乐曲来衬托。TCCDC
空，清清的湖水，洁白的羊群，奔驰的骏
马。蒙族舞《草原 2020》展现了草原姑娘对 成人拉丁舞队，用带着浓烈拉丁风情的快
时光倒流，古典舞《春闺梦》以戏曲花
乐《林波舞》，为大家献上最真挚的节日问
家乡浓浓的爱，
和无限的眷恋之情。
旦形式的人物造型，表现了一位花季少女
候。
对闺阁外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在人们意犹未尽时，
《诗经.小雅.鹿鸣
之什》中的一首戎卒返乡诗《采薇》徐徐响
起。 舞蹈《采薇》既有汉唐乐舞的“翘袖折
腰”的舞姿形象之优美，又与当今现代人的
审美特质融合，充分体现了古典舞蹈女性
的柔美内敛。“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
来思雨雪霏霏。”

晚会在此完美落下帷幕。 TCCDC 携
全体演职人员给您拜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鼠年大
吉，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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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0
，我的春 节 省 亲 变 成逃离之旅
MICS 明州国际 千里

导语
回家的路，从未象今天这么远，这么漫
长。隔着海，我听不到你的呼唤，看不到你的
遍体鳞伤。只是你，是否可以，隔着屏，感觉
我的呼吸，我的心跳，我的牵挂，和我的无比
心痛。
。
。
本文源自 MICS 明州国际中文学校学生
家长，2 月 2 日，搭乘达美航空公司最后一班
从中国飞返的航班，于同一日，抵达明尼苏
达国际机场。
2020 年的 2 月 2 日的傍晚，迎着落日，
我终于回到了美国明尼苏达的家。旅途的漫
长正慢慢地消耗在这已经开始的 14 天的地
下自觉隔离。写下心情，也记录这终身难忘
的省亲之旅。
回溯一年前的春节，在明州国际中文学
校的盛大春节庙会中，我家丫头幸运地抽到
了最高奖-一张达美航空的往返中国的经济
舱机票。您猜中了，对！今年的春节，我用这
张幸运的机票开启了我省亲之旅，又是这张
特殊的机票，在我后来紧张的逃离计划里平
添了数根白发。是幸运，还是不幸，往往在一
瞬间，在一念间，在不期然里，而选择似乎
从来不在你我。
每隔一年的春节我都会回西安陪爸妈
过，说是陪爸妈其实 90%的时间是和朋友同
学同事们各种欢聚各种嗨。这过去的两年我
没怎么休假，就想多攒着留到回中国。早在
去年的 10 月，我就和领导打好招呼休长假
并确定了 1 月 21 日出发的机票。原定的返程
再停上海玩两天，2 月 15 飞回美国。为了这
个完美假期，在我的行囊里，自然少不了漂
亮的衣服鞋帽。估计它们和我一样，绝没有
想到，这个 SHOW 旅完全在这个大闷箱子里
面完成，
正如我的省亲之旅。
临近出发的前几天陆续的有新闻说武
汉有肺炎，我还问了国内外的朋友，大家都
不太当回事。我也根本没想到要备好口罩，
更别提考虑取消。直到 1 月 21 日出发那天的
凌晨，电视机里面看到钟院士说的人传人和
不建议去武汉的画面，我的心里才稍稍响起
退堂鼓的微弱声音-不回了？但马上被另一
个声音掩盖：浪费一张机票不说，爸爸妈妈
在那盼我回来过年真的就不回了？还是回
吧！
出发！6 点到明尼阿波利斯兼圣保罗国
际机场等坐 8 点的飞机飞往底特律。就在等
待的这一个小时里，看到了更多关于武汉肺
炎的新闻，心里才正式开始紧张起来。飞抵
底特律，收到老公发来的消息建议我在机场
药店多买口罩带回去。诺大的底特律国际机
场我跑遍了三个航站楼的药店，杂货店，居
然没有一家有口罩卖！我估计到了北京机场
转机我将是唯一一个不戴口罩的人。果然不
出我之所料，1 月 22 日傍晚到达北京机场，
从工作人员到旅客人人带着各式口罩简直
严阵以待！我 DIY 把丝巾叠了多层捂在脸
上，生怕吸进病毒。这时候满脑子都是对疫
情扩散的恐惧，手机上的滚动的新闻显示情
况越来越严峻。老公提醒我问问周围人有多
余口罩就不惜重金买一个，于是我瞅瞅周
围，身边有两个文质彬彬的小哥哥在聊天，
一看就是北京工作回家过年的，我十分不好
意思地打扰他们谈话，问他们有无多余口罩
我想买。其中一个二话不说从背包里掏出一
包 口 罩 ，给 了 我 一 个 ，说 不 要 钱 。感 动 的
我。。。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我除了要感谢
这个小伙子还要感谢同机的所有人，因为在
后来陆续公布的有确诊和疑似病例的航班
里没有北京到西安的！
1 月 23 日凌晨终于回到家见到了亲爱
的爸爸妈妈！哥哥一家三口也早几天从上海
回到西安，我们一家 20 年来第一次能过个
团圆年！哥哥也提前订好团圆餐，不要爸妈
劳累。我稍作修整后打电话给住在西郊的公

婆报平安，说好第二天年三十儿去看他们。
他们也特别高兴得说三十儿是大团聚，老公
的舅舅和表妹一大家，在深圳的表哥一家都
要来，这下真真是个大团圆！我心说这趟回
来值了，谁都能见到了！为了我出门妈妈翻
出了家里的口罩存货，都是普通医用口罩。
此时同学群里的兰兰提醒买口罩，我跟妈妈
说咱试试到药店看看有没有 N95 口罩卖。走
进小区门口一家药店，巧了，他们刚刚进了
一箱 N95 和医用外科口罩。我不知道的是，
这一天，美国国防部，已经决定把中国的旅
游预警提到了第三级-谨慎出游！
是的，形势更严峻了，消息传来武汉封
城了！我吓得不轻，这肺炎传染的这么厉害，
杀伤率这么强以至于封城这么严重！要不要
缩短行程提前回美国？这才刚见到爸妈就想
着自己跑路？也许还不至于这么自己吓自己
吧？
下午两个堂哥和家人分别过来看爸妈
和我，拉拉家常说说疫情，下午的时光也算
很快过去。期间爸妈劝哥哥为安全起见取消
订餐，哥哥犹豫再三听了爸妈的建议。好在
妈妈早已囤好过年的各种吃食一大堆，加上
哥哥嫂嫂带回的上海美食，我们在家也吃上
安全又丰盛的年夜饭。
往年春节朋友同学们都会早早邀约，这
回压根没人提聚会的事儿，看来大家都明白
非常时期要老实呆家。傍晚老公发来消息，
公婆家的聚会取消了。接下的两天我在不断
查看疫情的各种官方新闻和小道消息，以及
和家人的吃喝聊天打麻将中度过。期间国外
的各种消息也是满天飞，感觉华人社区的恐
慌似乎也在愈演愈烈。
1 月 25 日和两个三十年的闺蜜艳艳和
焱焱在聊天中说到有消息传上海要封高速，
这进一步深了我的恐慌。焱焱因为这次我回
西安过春节也按计划和我同天从上海回西
安看父母，她感觉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封城的
概率不大。艳艳刚刚在西安探完亲回到澳洲
不久，澳洲的华人已经在恐慌中。肺炎的蔓
延速度和各地方政府的管控等等不确定因
素太多，我们仨都开始担心我将来在国内的
交通会受阻进而影响回美国。艳艳强烈建议
我“现在，立刻，马上改签回美国”。不一会
儿，焱焱上海的老公和婆婆也建议她提前回
上海。情况紧急我立刻联系达美航空客服准
备改签。好不容易打通了客服，人家说 1 月
27 日和 28 日就有位置我可以改签，让我选
个日子，我心里一阵激动，太好了，可以立刻
回美国！可一想到要告诉爸妈我 26 日飞上
海转天回美国心情就立刻低落下来。没等我
有更多时间思绪乱绕，客服抱歉地告诉我，
我的机票特殊，最早的改签日期是 2 月 2 号。
天！这下想早点儿回去没戏了。既然没得选，
那就 2 月 2 号吧。把改签的情况告诉了爸妈，
本以为他们会失落难过，没想到二老特别理
解说能早些顺利回去最好，三个娃的家一大
堆事儿呢。
不想因为搭乘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冒着
沾上病毒的风险去见公婆，给二老的礼物和
他们给老公的物品只有托他表妹开私家车
来回传递。和焱焱说什么也得见一见，于是
两人在空旷的小区门口寒风中捂着口罩热
聊一小会儿，脉脉含情中依依不舍分了手。
她改票到 28 号提前回了上海。没见到因为
孩子们开学已经回到澳洲的艳艳，如法炮
制，在小区的门口和她还在西安探亲的老公
马哥在寒风中交谈稍倾作别。
接下来的几天在查看疫情新闻和陪爸
妈打麻将中度过，一直隐隐地担心着我的回
美行程会出状况。哥哥一家三口每天都在丈
人家，我父母家和他们家三地之间轮流奔
走。妈妈爸爸不想他们辛苦也担心肺炎病毒
蔓延，27 号起就不让他们过来了，他们几天
之后也顺利到了上海。很快英国，加拿大等
好几个国家宣布停飞中国，我心里默念美国
是个大气的国家，SARS 时期死亡率更
高都没停飞，
这回也应该不会的，
千万
千万别停飞！跟爸妈打麻将都常常心
不在焉话不多，
内心无限担忧！
28 日夜开始，手机上各种消息轮
番轰炸！美国新闻传来，
政府可能要求
民航停飞！美联航已经决定 2 月 1 日到
8 日削减航班！明州旅行社的好友说
刚刚收到内部消息，达美也在大量削
减航班中，很快会公布。亲戚朋友同学
们纷纷转来类似消息怕我回美国成问
题。29 日一早我再次拨通达美客服电

话要求改签，不论加多少钱。电话拨通后居
然是同一个客服接的电话！她说十分理解我
的心情，但达美官方还没有出来任何停飞的
通知，而我的机票特殊，就算加多少钱也不
能改签其他更早的航班。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是根据达美航空刚出的最新规定，上次我改
签 2 月 2 号的 300 美元改签费可以退还给
我，并保留 2 月 2 号机票和座位。她查到最快
1 月 30 日有航班有空位，建议我为了能保证
回到美国抓紧买下这张 30 号的单程机票。
我立刻征求老公意见，他说让我看情况自己
决定，就算我一时不能回来还可以多陪陪爸
妈，他可以搞定三个娃娃。想到孩子们各种
学校事情，课外活动，家长会，医生预约，他
的工作又忙，各种事务缠身，一个人哪里忙
得过来。我不敢多耽误时间，立刻定下 30 日
的单程机票，这时候花多少钱也得回家呀。
30 日回美国，那么 29 日当天就得订好机票
去上海。改签完当日去上海的机票后，我立
即把当前情况解释给爸妈听。他们隐藏的失
落逃不过我的眼睛，然而二老却毫不犹豫地
支持我回家，爸爸说他早都想着我能越早回
去越好了！于是我开始打包，收拾行李，收拾
心情！
像我这样没去过武汉，湖北，没接触过
武汉人湖北人，没接触过任何确诊，疑似病
患，甚至一直待家，连出门倒垃圾都没有过
的去过中国又回到美国的人，没有任何权威
医疗机构以及中国，美国政府的任何明文规
定我抵美后必须隔离 14 天。但是特殊时期
特定人群，我回到美国肯定要自觉在家隔
离，不然会被明州华人社区嫌弃。老公也深
知这一情况，没等我打包好行李，老公电话
来 了 ，要 我 还 是 按 计 划 2 月 2 号 回 美 国 。
WHAT! 我说你不怕飞机停飞我几个月后才
可能回来吗？他说丫头最近演出多，如果我
30 号回到美国，为避嫌丫头 2 月 2 日的演
出，钢琴理论课都要退出，丫头演出已经完
成彩排，现在撤出影响太大，而他在社区参
与的工作也都要受影响。我说我地下室隔离
不接触你们也不行吗？他说老美都没问题，
老中这里都过分敏感，难免被批自私缺公
德。他说万一我几个月后才回来也没问题，
孩子们他会管理好，我也能趁机好好休息陪
陪爸妈。超级奶爸算是暂时安抚好了我焦急
的心情，我说就赌一把吧，我撤回 30 号的机
票，期望 2 号回美的行程不会有变动。接着
我跟爸妈汇报了新情况，我们三人马上铺开
麻将开打，
我却一直玩得心不在焉。
29 日一夜醒醒睡睡，就怕航班出状况。
30 日凌晨看手机一堆来自美国的新闻又开
始让我焦虑。达美航空 2 月 6 日起停飞若干
航班，美国航空飞行员大游行，并一纸诉状
将美国航空告上法庭，要求为了保证机组人
员的健康，即日起立刻停飞中国！如果周五
法官判飞行员胜诉，那么其他航空公司一定
会跟着立即停飞。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
儿！又是难熬的一天，等待法官判决，等待达
美的下一步举措。我继续享受妈妈专门做的
我喜欢的小米红枣稀饭，继续站在阳台上看
着没有几个行人没有几辆车的街道，雨过天
晴的西安少了雾霾却不能出门。
真是每天都会有许多新消息抽动神经！
31 号早晨新闻，美国航空 1 号起停飞，达美 6
号起停飞，床铺限制入境措施出台，2 月 2 日
下午五点生效。关心我的亲人朋友发来一堆
问候担心我的行程。任何没有事先通知的变
更随时都会发生，我只有安慰大家安慰自己
说没事，我的行程没问题。下午开始收拾行
李，按计划 1 号飞上海，在哥哥家住一晚，2
号飞美国，
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2 月 1 日，早晨刚刚吃过早饭，老公发消
息要我改机票。WHAT？又改机票！剧情扭
转，这回他不是要我别担心，这回他是怕我
赶不上飞机！我定的 1 号晚飞上海，他担心
这么晚的飞机万一有变动会没有回旋余地。
让我立刻改早班飞机飞上海，早到上海早放
心！幸好我头一天已经把行李收拾得差不多
了。赶紧给表弟发消息，送我去机场。表弟来
接我需要上绕城高速，最近所有绕城高速的
入口都要排长队量体温。我不禁又捏了一把
汗！还好表弟发来消息路况信息显示去机场
的道路没有堵塞，他很快就能到。爸妈年龄
大了，不让爸爸出来送我，妈妈出来简单说
几句也赶紧让她回家了。匆匆之中告别了爸
妈，
每次的离开都是亲情的撕扯。
。
。
。
。
。
路上收到已回到上海的焱焱短信，改签
的早班飞机如果没有飞浦东的，就改到虹桥

机场，
她离得近来接我。
表弟常出差，熟悉机场，一路陪着我办
理手续。感谢全民防疫，本应是交通高峰的
大年初八顺利改签到下午 1 点半飞浦东的
航班，并通知了哥哥。我知道嫂子已经开始
为我准备计划晚餐了，我本来预定晚班飞机
就是不想打搅他们太多，睡一夜早起就赶飞
机的。之后哥哥接了我，回家享受嫂子的爱
心晚餐，和即将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侄
女聊天看剧不在话下。
然而，然而！明州的朋友们一直在关心
着我。晚上又发来消息，特别是旅行社的朋
友十分熟悉旅游和机票信息。他们提醒我这
两天留学生和父母们都疯了，都想在美国 2
月 2 日下午五点前进入美国，不然什么都错
过了。而我的这班飞机是美国 2 号下午 1 点
抵达底特律入关，在 5 点人员限制新政策开
始实施之前。可想而知这个航班超售，拿不
到登机牌就没有登机的可能。很可能有人会
早早到机场排队。她们十分替我担心，要我
早些去机场。我又开始焦虑了！！！立刻电话
达美客服，连打两次，两个客服都说我已经
提前值机，也有座位号，登机没问题。明州的
朋友们急了，叫我不要听客服的，一定要赶
早到机场拿到登机牌才能安心。
跟哥哥商量要不早些去机场，不行我就
半夜守在那儿得了，嫂子也着急了，怕我休
息不好，万一有个头疼脑热被查出来不让离
开就更糟糕了。哥哥笑说他几点送我都行，
但不至于半夜就把我留到机场，
肯定有足够
多的人明早比我还去得晚。最后大家一致同
意 12 点的飞机赶八点去机场应该有绝对的
把握坐上飞机。
吃过嫂子准备的爱心早餐，哥哥八点准
时把我送到机场，体温测量，健康登记（因为
我提前通过手机 APP 完成并生成二维码，机
场有关人员扫描我手机上的二维码即可）。
惊喜地发现达美柜台除了客服没有一个人
排队！我顺利地领到登机牌，轻松地通过了
安检，找到登机口等候厅落座后，马上给一
路为我担心的亲友们发送消息，终于让所有
的人都舒了一口长气！唯有妈妈还在操心，
饿了吃什么？厕所远不远，去厕所的时候随
身行李怎么办？
飞机上几乎满员，而我左右各有一个空
位，一路窃喜。飞机上老中老美都戴着口罩，
没有听到一声的咳嗽和喷嚏，感觉这一飞机
全是健康的家伙。下了飞机大家都陆续摘掉
口罩，因为画风不对，在美国只有病人才戴
口罩。底特律海关，乘客分别走美国人通道
和外国人通道，感觉人数相似。我的通关也
极其快速顺畅，海关人员常规提问最近去过
哪里？在美国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如实回
答后很快放行。根本没提醒要自觉隔离。同
机的几百号人白的黑的黄的也不太可能都
自觉自我隔离。我早早跟公司地区经理打过
招呼，他说随时欢迎我回去上班，如果公司
有明文规定我在家两周，不会扣假期，工资
会照发。我说这个可以有！
但是，我们要对家人和社会负责。老公
带着口罩接我，回家孩子们离我远远的戴着
口罩，大家都勤洗手勤用酒精擦拭。我自觉
回到地下室，洗了澡换了衣服，楼下卧室我
的各种用品，电脑，零食老公早早都准备好
了，他在家工作两周伺候我，送吃送喝，我只
用老实呆地下室追剧，这样舒坦的隔离要好
好珍惜！只是时不常听到他们在楼上各种活
动心里痒痒，我由不得感叹，原以为在西安
蹲禁闭，
哪知道回到美国家中更没了自由！
全文完！

China Tribune

投稿：
chinatribuneus@gmail.com 网站：
chinatribune.us
广告：
651-387-0234
chinatribune.com.cn
微信：
Ch77289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2020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四

陳桂芳

“房屋是可用價值衡量 明州專業房地產經紀人
經驗及口碑是無價＂

Aileen Chan

粵語、普通話、英文
Tell: 612-812-6375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房地產的交易不單是買與賣，
其中牽連不少其他的細節，比如房
地產相關法律，稅務及買賣的權利
與責任等等。因此，一個好的經紀
人不儘是您最重要的資訊與顧問中
心，更能幫助您作出最明確的決定。

豐富的經驗
客觀的分析
忠誠的建議
滿意的服務

無 價

不論你認識那時候的陳桂芳，
認識她的朋友及顧客都會認同，陳
桂芳由始至終堅持同一宗旨，“以
誠懇的溝通，實際的行動，豐富的
經驗及優秀的議價技巧，為顧客爭
取最大權益”。

Edina Reality是明州最大的房
地產公司，擁有最健全完整的體制
及市場最新的訊息。

衷心感謝客戶及朋友們的信任與推
薦，讓我的事業不斷成長並榮獲
Edina Realty的總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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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民二胡乐坊

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 ，曾担任新加坡吉丰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
。近年蒙幸得到张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
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
家 。 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
。好些出名音乐学
院的系主任，
院的系主任
，专业乐团的指挥
专业乐团的指挥，
，首席
首席，
，和声部长
都是他的学生。
都是他的学生
。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
，在新加坡
久享盛名。
久享盛名
。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
612-479-3700
冠军，
冠军
，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
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
。 乐团经常被邀
chia0042@gmail.
请到海外演出。
请到海外演出
。
com
授课地点::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授课地点
招生年令：
招生年令
：儿童四岁半以上
儿童四岁半以上，
，成年年令不
成年年令不限
限

郑伟民

Wei Ming Chiang Erhu Studio
Wei Ming Chiang has 18 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
erhu for 16 years. Since 2015
2015,,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
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
Zhang’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
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
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
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
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 80
80+
+ member
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
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
for 7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
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Erhu
(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 4 1/2 and up, adult
no age limit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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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地产明州双城
最优惠的价格！最贴心的服务！
贷 款 ，买 房 ，卖 房 ，检 测 ，成 交 过 户 一 条 龙 服 务 ！
明州商业房地产

明州民用房地产

商业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类餐馆铺面出租
▲ 办公楼 Office 出租
▲ 大小型号仓库出租
▲ 新开发商业区出租
▲ 多单元投资房出租

民用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种上市新旧房屋
▲ 各地学区优劣比较
▲ 各种房屋出租投资比较
▲ 各地房市未来发展前景
▲ 如何最少投资最大收益

◆ 更高的贷款成功率
◆ 更快的过户速度
◆ 更强的谈判技巧

Dida-Jin Huang
联合地产经纪代理
（中英流利）
763-913-9174
DidaETC723@gmail.com
www.AnjuMN.com

◆ 更强买卖房屋经验
◆ 更专业的服务意识
◆ 更详细的房源信息

地址：
地址
：1589 MNMN-7
7 #200
200,, Hopkins, MN 55305 公司电话
公司电话：
：(952
952)) 228
228-1049
官方网站 www.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com
免费下载最快最准确房源搜索 APP: 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