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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大火」
一個小時內
肆虐50公頃
編譯組 / 綜合報道

南 加 地
區近來野火意
外頻傳，讓各地消
防員忙得焦頭爛額。根據
《NBC 7 San Diego》、
《聖地牙哥時報(Times of
San Diego)》等媒體29日報
道，聖地牙哥日前竄出新野
火，火場緊鄰聖地牙哥縣與
河濱縣的邊界，但經研判並
未延燒至河濱縣，而由於大
火來勢洶洶，相關單位一度
下令封鎖交通，當地約百戶
人家也須強制撤離。
野火發生於28日下午3點15
這場分，起火點位於聖地牙哥縣北邊
佛布魯克社區(Fallbrook)近郊De Luz地
區的Sandia Creek路及Rock Mountain
路交口附近，距離聖縣與河濱縣縣界
不遠，加州消防局聖地牙哥分局大隊
長山卓斯(Issac Sanchez)表示，這場野
火被稱為「岩石大火(Rock Fire)」，該局
約出動150位消防員協助救災，而大火
約焚毀225公頃面積，截至29日為止，
該局約控制住25%火勢。
山卓斯指出，「岩石大火」是由加
州公路巡邏警(CHP)巡邏時發現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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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火延燒聖地牙哥
交通封閉百戶需撤離
報，火勢一度迅速竄燒，光是在第一
個小時內，就從20公頃延燒到50公頃
面積。
由於大火一發不可收拾，山卓斯
談道，該局在第一時間已下令要求
沿著Sandia Creek路的100棟住家都
須撤離，並在位於佛布魯克社區南
Stagecoach路2400號的佛布魯克高中
內成立臨時撤離中心，同時也在南
Stagecoach路1627號的騎士田園(Riders
Field)設立動物臨時收容所，好讓災民
將馬匹、大型動物安全置放。
這 場「 岩 石 大 火 」雖 一 度 迅 速 蔓
延，但相關單位在野火竄燒當晚即傳
出逐步控制火勢的好消息。當局證
實，起火當晚約7點20分，在場消防已
控制住10%火勢，且目前已成功遏阻
野火繼續蔓延。
受大火影響，當地交通也一度受
阻。聖地牙哥縣警局說明，該局將多
條道路悉數封閉，包括Sandia Creek
路、Rock Mountain路、Little Rock
路、Gavilian Mountain路、Los Robles
路等共10條道路，除禁止非相關人車
通行外，也呼籲民眾盡量避免靠近災
區。
河濱縣消防員則強調，即使在河
濱縣穆里塔市(Murrieta)附近一度可看
見濃煙，但「岩石大火」受控得當，並
未延燒至該縣，然而相關單位仍將加
強戒備。
民眾如有移置動物的需求，可去
電聖地牙哥縣動物服務局的緊急專線
(619) 236-2341洽詢。

■聖地牙哥縣日前竄出新野火，當局下令封鎖交通、當地百戶人家須強制
撤離，所幸目前未延燒至河濱縣。
NBC 7 San Diego

■聖地牙哥縣「岩石大火」一度來勢洶洶，動用不少消防隊員投入救災。
加州消防局聖地牙哥分局

10位學生獲台美人清寒獎學金
台美人獎學金基金會30日於Sheraton Pasadena酒
店舉行清寒獎學金頒獎典禮，向10名台美後代的高
中應屆畢業生和大學一年級新生提供每人5000元獎
學金，今年一共頒發5萬元。
台美人獎學金基金會創辦人余崇孝，在12歲來

美求學時，家庭剛好出現狀況，一度是經濟很弱勢
的學生，現在他事業成功，白天的工作是幫有錢人
賺錢，希望回饋社會。而且他覺得美國華人文化當
中，缺乏社區和社會的關聯，其實華人在處理家庭
站穩腳步後，應當有社會責任心。他希望利用這個

■台美人獎學金基金會向10名清寒學生頒發獎學金。

記者李青蔚攝

獎學金，改變華人的文化價值。
加州財政部長江俊輝和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處
長朱文祥也參加典禮。其中朱文祥表示，該獎學金
令清寒學生不用受制於經濟因素。他希望更多事業
有成的台美人出力幫助這些清寒學生。
2018年獲得台美清寒獎學金的10位台美學生
包括Cohan Lin、劉永成(Derrick Bowen)、張富華
(Edward Chang)、李承翰(Gene Lee)、湯舒淇(Maggie
Tang)、Michelle Tang(唐士惺)、Morgen Yen、歐瑩
凡(Ying Fan (Tina) Ou)、和林初美(Sarah Teruya)和
鐵賜維(Sylvanus Tetzner)。他們就讀於多所名校，包
括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等。
該獎學金的申請人必須是高中應屆畢業生或大
學一年級生，GPA達到3.45，並必須是美國公民或
綠卡持有人，其父母或祖父母來自台灣，並積極參
與台美社區活動或文化傳承，需提供家庭低收入證
明。今年有57人申請該獎學金，其中34人符合GPA
要求。
記者李青蔚帕薩迪納市報道

■台美人獎學金基金會頒發遠見卓越領導獎給范
約瑟(Joseph Fan)。
記者李青蔚攝

迎合嘻哈主題 華美博物館辦印刷工作坊
華美博物館為慶祝最新展覽「何必相信誇大宣
傳：洛杉磯美籍亞裔嘻哈」順利舉行，在29日舉辦家
庭日，約有40至50名民眾參與版畫印刷工作坊，增
進親子友誼。
這次華美博物館活動的的靈感，是來自洛杉磯
藝術家Shark Toof創作的鯊魚手提袋。大人小朋友用
卡紙刻畫上自創圖案和文字，然後在卡紙上塗上顏
料，再用雙手用力壓卡紙，讓圖案花紋展現在白紙
上。白紙掛在牆壁上風乾後就大功告成。
雖然主辦方提供了多款塑膠版可供刻畫，不少
成年人依照塑膠版的字母形狀刻畫。但小朋友們更
喜歡自創喜愛的圖案，有小女孩在卡紙上畫上麥克
風，旁邊畫上佷多的星星，創意無限。
華美博物館的教育項目代表Hannah Yang和
Janelle Sangalang，指出，這次家庭日是希望讓不同
年紀的人可以在華美博物館內享受天倫之樂，同時
與其他民眾互動，為博物館增加生氣。
記者李青蔚洛杉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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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兵役登記
影響入籍成敗
問：本人全家於十五年前移居
洛杉磯，那時候，我的兒子讀初中
二年級，之後，在他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全家人都拿到了綠卡，他在洛杉
磯唸完高中和州立大學之後，目前在
旅館業服務，今年兒子已經二十七歲
了，因為工作可能有機會外派，他今
年開始申請加入美國公民，但是他遇
到了一個從未想到過的阻礙，那就
是，他從未做美國兵役登記(Selective
Service)的動作，可能因為在高中時
期曾經搬過家，該郵件從來沒有收到
過，經過打聽，兒子被告知，如果從
來沒有做兵役登記，而現在又已經超
過登記的年紀(26歲之前還可以補登
記)，他就必須等到31歲時，才能夠
申請美國公民，這件事情對他的海外
工作機會，可能影響很大，請問，這
件事情是真的嗎？是否還有補救的機
會呢？
答：好的，謝謝您的提問，這的
確是一件很值得關注的事情，美國移
民局在檢視申請者調整身分時，重要
的一個環節。要成為一位美國公民，
申請人必須展現出具備良好的道德品
質，所謂的良好道德品質，有幾個方
面，其中之一，就是男性要做兵役登
記 (Selective Service)，這個動作將展
現出申請人的性格，願意遵循美國快
樂有序的規則，就是美國憲法所要求
的，志願為國家上戰場，保家衛國，
如此，方有資格成為美國的公民。
有時候，人們可能不清楚自己到
底登記兵役了沒有，如今，請令公子
去查一下，因為一位男性，在美國讀
高中的時候，通常學校會告訴他們要
做這件事，或許當時候已經都登記
了，是否忘了？請他上www.sss.gov的
網頁，輸入姓名，出生年月日，社安
號碼，就會知道了。如果令公子真的
沒有登記，那麼移民局就有權力認定
令公子在知情，並且有能力執行的情
況下，未盡到國家要求登記兵役的責
任，也就是根據針對年紀在27-31歲
的沒有進行兵役登記之男性申請人，
而拒絕批核公民的。當然，假使申請
人能夠拿出有利的證據，來解釋當初
沒有登記，是個疏忽，而申請人亦沒
有其他的品德操守的問題，自然他就
可以申請歸化公民，而移民官也應該
批准。建議您，在填寫任何表格之
前，應該諮詢專業的移民律師，也非
常歡迎您和亞美公義促進中心聯繫，
我們會竭誠的為您服務與解答的，祝
福令公子順利早日成功歸化為美國公
民。
以上內容不代表本報立場
以上訊息僅供參考，並非是
對您個案的法律建議，您仍須找
專業的律師，針對您的狀況來做
進一步的諮商處理。
您可以撥打亞美公義促
進中心洛杉磯辦公室的協助
專線電話:800-520-2356，我
們有專人使用普通話或廣東
話，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您
也可以將問題郵寄給我們: qacolumn@advancingjustice-la.org.
亞美公義促進中心洛杉磯
總部(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LA)，是全美國最大的法
律以及民權的非營利組織，服務
對象幫括了亞裔美籍，夏威夷本
地及太平洋島嶼的移民。

美國滑浪公開賽
杭亭頓灘舉行9天
杭亭頓灘(Huntington Beach) 碼
頭的南邊由28日至8月5日一連9天
舉行美國滑浪公開賽(US Open of
Surfing)。這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滑
浪比賽，每年均預計約有50萬人前往
觀賞。根據CBS洛杉磯，預計比賽獎
金達到10萬元。
本報訊

■小朋友看到成品呈現時，露出驚喜表情。
記者李青蔚攝

■參與活動的工作人員在作品前合影，Hannah
Yang(右一)和Janelle Sangalang(中)。
記者李青蔚攝

洛女警大腿中彈 同僚追擊抓歹徒
■北山警匪槍戰 LAPD女警大腿中彈，歹徒上
銬。
洛杉磯警局Twitter

洛杉磯警局（LAPD）女警27日晚間在北山（North
Hills）交通巡邏時，遭到歹徒開槍，大腿中彈後，同
行員警給予反擊，朝他開了數槍，全案正調查中。
《KTLA電視台》報道，事件是發生在周五晚上10
時15分左右，地點在Plummer街和Noble 大道間，女
警官及搭檔將車攬下，不料卻遭到槍擊。
辦案員警Frank Preciado表示，在交叉路口中不

曉得發生什麼違規事件，或者女警認出駕駛者為某
通緝犯，僅知女警接近車輛時，遭到嫌犯開槍。
當女警送往醫院時，仍有意識和呼吸，預計傷
勢穩定，存活率高。嫌犯則被拘留，不清楚遭受幾
槍，留院醫治，尚未脫離險境。目前警方正在研究
開槍動機，現場亦發現一把作案武器。
本報訊

■滑浪選手各出奇謀，希望奪得
獎金。 usopenofsurf 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