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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昭文 (Katie Wang)

    因為防震更新工程費用高，為唐人
街社區服務了157年的協和醫院2017年
11月30日關閉。當年年初，該醫院也
被罰$4.2千萬，為了解決與醫生捲入
不妥善的財務安排指控。由於50以上
擬議的市價發展項目影響，中國城已
經受到關閉潮的衝擊。
  2017年12月，CCED和其他社區組
織在市政廳召集了一場會議，市政府
議員對鄰里失去唯一的醫院以及無法
獲得語言溝通及醫療和急救服務表示
擔憂。居民表達了恐懼和沮喪，要求
政府關注。市議會議員吉爾·塞迪
略（Gil Cedillo），洛杉磯縣監事希
爾達·索利斯（Hilda Solis），州參
議員凱文·德萊昂（Kevin de Leon）
和美國代表吉米·戈麥斯（Jimmy 
Gomez）當選議員的代表參加了會
議，閉幕後圍繞醫院關閉和唐人街的
未來進行了對話。最後對社區沒有任
何計劃和結果。
   2018年7月，加聯泰平醫療網
Allied Pacific（仁愛醫療集團AHMC 
Healthcare和中美醫聯Network Medical 
Management）以3300萬美元的價格
購買了該物業，以開設名為加聯泰平
醫療中心Allied Healthcare City的門
診設施。加聯泰平醫療主席沉達朗
（Kenneth Sim）的計劃是開設一個
綜合性的緊急護理中心，預計於2018
年底開業。但是，到目前為止，醫療
中心仍未開放。對於唐人街的居民來
說，這種情況既是勝利，也是損失。
儘管我們歡迎一個醫療中心，該醫療
中心將為唐人街社區提供比市價住房
更多的服務，但失去了有600多個工
作崗位的綜合醫院，醫院通過多種語
言提供的服務來照顧許多老年人和家
庭，對唐人街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
居民繼續等待醫療中心的最終開放，
唐人街必須繼續爭取資源和發展，從
醫療保健設施到真正負擔得起的住
房，以支持工人階級移民社區的社區
健康。

社區成員簡介: 馬張佩明從協和醫院到加聯
醫療中心, 唐人街
需要更多資源

文： 趙汝謙 (Phyllis Chiu)

  您應該已經認識馬張佩明了。每
天，不管天氣寒冷或炎熱，您都可
以看到她在百老匯街上勤快地賣報
紙。她天天對著路人和客人笑著打
招呼。她不論在賣報紙或跟朋友聊
天，馬嬸總是非常關心我們社區發
生的每一件事情。任何時候，你都
會感受到馬嬸對社區的熱情和溫
暖。
  馬嬸在1971年從香港移民來美
國。在香港她是一位理髮師，但是
搬到洛杉磯後，她就開始在唐人街
幫客人縫衣和修改衣服，像很多70
年代華人移民一樣。她本來住在
Cleveland，後來存到錢之後才在高
地公園買了一間房子。她的丈夫過
世以後，她就努力地在唐人街經營
她的報紙攤生意，來養活她的兩個
女兒和支持她的整個家庭。馬嬸仍
然繼續關注唐人街社區，在1970年
代她還站出來組成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 （AAFE)。到今天80幾
歲高齡的她仍然在華埠公平發展會
的全華埠租客聯盟發表她的想法，
繼續為Chinatown社區發聲，為社區
爭取權益。讓我分享馬嬸的故事：

  好多年前， 我在重慶路的製衣場工

作時，我的同事都會問我， “那個一直
跟妳聊天的後生靚仔是誰？”他是一位
AAFE的律師。  這是一個幫忙社區爭
取權益的組織。  他常常會坐在我旁邊
找我談話。  他跟我說，“我們年輕人是
來幫忙您的， 但是我們並不住在這裡。  
你們是需要這些公共事業權益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挺身出來， 大家會覺得
我們是麻煩製造者。

  在過去的年代， 唐人街沒有公共設
施， 像老人公寓， 社區服務中心，或兒
童服務機構。  在別的社區裡，這些福利
都是理所當然的。  您當真以為政府會
平白無故的給我們這些福利嗎？我們
必須自己努力的去爭取。  有一次， 我
們遊行抗議到監管委員會（Board of 
Supervisors)的辦公室，而且我們擠滿
了整個大廳。  雖然他們不願意面對我
們，我們繼續等著，直到他們出來跟我
們談。  我們是納稅人，我們有權力為自
己爭取權益。

在去年十二月的社區會議， 一位洛杉
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記者問了
我， “你已經不在住在唐人街了。  為什
麼你還在這裡發表你的意見呢？” 我
說， 我還需要唐人街。  我來這裡吃飯， 
見我的朋友， 買報紙， 去圖書館， 看醫
生。  這裡永遠是我的家。

左圖: 馬張佩明30年在她的百老匯街上的報亭賣報紙，也給大家帶來一個溫暖
的笑容。 右圖: CCED在記者會宣佈訴洛杉磯市的時候，馬嬸也在現場表示她的
支持。 洛杉磯市批准的725間套房發展計劃沒有負擔得起的住房。  
攝影： Bo Xue Ying (Bryan 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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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黃立忠

   上面標題是中國古代一位有愛心的
既為官又是詩人所寫的。當今為官
者，你未能讓窮人都住上哪怕簡單點
的房子你汗顏嗎？幾千年前的古人尚
且關心低收入者，現在你們看洛杉磯
中國城。
  這幾年，洛杉磯中國城簡直成了“
唐僧肉”，許多建築商紛紛打這塊跟
市中心僅一街之近的地皮的主義。加
上中國大陸“官商勾結”、“炒樓炒
地”的不正之風，不知何時也吹入洛
省,好的不學，更有甚者，個別的小人
敢冒天下之大不違，昧著良心，甘願
充當為富不仁的建築商之走狗。洛杉
磯唐人街商業開發區執行主任于千是
建商的爪牙,公然違背了美國的民主、
言論自由，斗膽將窮人的呼聲（遊行
示威者的標語，口號牌）撕爛、扯下
毀壞而他的醜惡嘴臉也通過網上、微
信傳遍世人。那讓無良富商餵養得腦
滿腸肥的醜態真令人作嘔！在美國，
政府都允許人民發聲，你憑什麼將廣

大群眾表達心聲的標語口號牌於事後
不足兩小時內毀爛：你“犯眾怒“!甘
當可憐的走狗，爪牙終有一日有報應
的！這正如中國有個故事：“不打秦
檜岳不靈!”
  還有一點，航空公司也是商業之
一，除了部分價貴機票頭等艙, 其餘
大部分是平民百姓都坐得起的經濟
艙。為什麼偏偏有那麼一部分建築商
就不願意將一部分住房安排為經濟房
呢？要知道天下的銀紙金錢你是永遠
賺不完的，還要知道：每一處地方，
它的空間都是有限的，正如華埠公平
發展會的宗旨一樣：你要讓窮人和富
人一樣，都有一席之位，讓大家共同
生存、發展。否則，你似有非常多的
高級房間，也終有一天“獨守空房”
，因為窮人比富人多學習中國古代那
位為官（又是詩人）那句金句：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批天下寒士俱
歡顏。”■
    該作者是全華埠租客聯盟的會員，
該委員會的職責包括防止租戶被驅逐
和使租戶在華埠建立草根力量。如果

您有興趣參與，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會
議，通常在418 Bamboo Lane, 每月第
三個週日，下午1:00~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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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廣廈千萬間，大批天下寒士俱歡顏

絕不出賣唐人街CCED會員和支持者在 
College Station 開發項目的現場地張貼
他們的牌子。 但貼不到兩個小時，洛杉磯
唐人街商業開發區執行主任于千就將牌
子撕爛。 攝影: Sophat P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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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CED Tenant Association Fights

3
evictions

7 Tenant Associations 
formed

as of October 2019

4 buildings with 
habitability issues due 
to landlord neglect

3 
unfair rent increases

4 buildings with abusive 
landlords who threaten 
or harass tenants

2  
cash for keys

651 Broadway 
 of up 

to 40% in 2017. Since then, they had to organize against their negligent 
and abusive landlord Howard Chan. Recently, they entered Rent Escrow 
Account Program (REAP) to solve long time habitability and harassment 
issues. 

Hillside Villa 
124 units at Hillside Villa received rent increases of up to 200% last 
year. After tenants fought back, their landlord Thomas Botz verbally 
agreed to a 10 year no rent increase deal with Los Angeles City 

hold Botz accountable to stay in their homes.

770 Hill Place 
This summer, sixteen families were aggressively harassed by a new 
investor Roman Group to sign a Cash-for-Keys deal. After persistent 

whose lives deeply rely on Chinatown refused the deal to protect their 

Bartlett Hill
Tenants living in a tax credit building fought against extreme health 
hazards during a construction project designed to rehab these locations. 
This rehab project also permanently displaced dozens of residents who 
lived at Bartlett for decades, replacing them with new tenants able to 
pay higher rents. 

920 Everett 
On July 26, tenants in all six units received a notice from their landlord 
that they had 60 days to move out, the building had been sold to a new 
owner. The tenants, all Southeast Asian refugee and immigrant families, 

d media 
coverage have forced the new owner to withdraw the 60 day notice and 
halted the eviction process for now.

Inquilinos Unidos De Los Cinco Puntos
Fighting rent increases of up to 40% and deplorable living conditions. 
Many have bed bugs, cockroaches, leaks and mold gone un-repaired 
for years by their landlord, Ken Wong.

Metro Senior Lofts
In 2018, seniors at 123 units received an 8% rent increase that could 

increase after pushing for support from the city. 

Design: Chrystal Li, Sophat Phea
Contributors: Kris Chan, King Cheung, Phyllis Chiu, Frances Huynh, 
Sophat Phea, Annie Shaw, Craig Wong, Lorna Xu

CCED當前的租戶會鬥爭

3套與遷離作鬥爭的
公寓

7個成立的租戶協會

截至2019年10月

4套由於房東的疏忽
而導致居住問題的
公寓

3套與不公平租金上
漲作鬥爭的公寓

4套受房東威脅或騷
擾房客的公寓

2套違抗“現金換鑰
匙”的公寓

651 Broadway 
在2017年, 651 Broadway 的住戶抗議了高達40%犯法房租
漲幅。為了對抗欺負他們的房東Howard Chan，他們參加了
Rent Escrow Account Program (REAP) 而希望能解決長期困
擾和不良的居住環境。

Hillside Villa 
Hillside Villa 的 124 單位在去年收到了高於200%的房租漲
幅。住戶抗議之後，他們的房東Thomas Botz和洛杉磯市
委員會口頭上同意認可一個10年內免長房租的協議。在8
月，Botz 否認了原本的承諾為了增加自己的利潤。住戶還
在發動City Hall，抗議Botz和爭取他們的住戶權益。

770 Hill Place 
這暑假，16個家庭被新投資者Roman Group逼迫簽署了一
個“現金換鑰匙”契約。我們抗議後，房東提供$50,000給
每個單位，讓租戶答應搬離要求。因為該資金需課稅的，
6個非常依賴唐人街的家庭拒絕了房東提供的錢，為了保護
他們的社會安全福利和租金控制單位。

Bartlett Hill
Bartlett Hill的租戶在建築單位期間抗議了嚴重健康危險。這
個工地搬遷了很多長久住在Bartlett的居民，而招可支付高房
租的住戶。

920 Everett 
6月26日的時侯，六單位的住戶收到了房東的通知，強迫他
們在60天之內搬出，因為他們的建築物被賣給新房東。住戶
都是東南亞難民和新移民，希望忍讓能住在原來的家。他們
的公開示威成功促使新房東暫停他的執行命令。

Inquilinos Unidos De Los Cinco Puntos
住戶在反對40%的房租漲幅和不良的居住環境。很多住
戶忍受了長久被他們的房東Ken Wong忽略了的問題，像臭
蟲，蟑螂，漏水和發霉等等。

Metro Senior Lofts
在2018年，老年人在123個單位收到了一個8%租金高漲，而威
脅他們的生活。住戶團結起來抗議，而爭取洛杉磯市的支持以
後，就成功了擺脫房租加租。

設計: 李旖珊 (Chrystal Li), Sophat Phea
撰稿人: 陳浩霖 (Kris Chan), 張景雄 (King Cheung), 趙汝謙 
(Phyllis Chiu), 黄小妹 (Frances Huynh), Sophat Phea, Annie Shaw, 
阿福 (Craig Wong), 許楓原 (Lorna Xu)

CCED當前的租戶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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