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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记者张苗 4月 7日南湾综合报道】北京时间 4月
7日，创作《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已故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张
纯如纪念馆”，在江苏淮安落成开幕。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
母亲张盈盈、伯父张绍迁，史维会理事李竞芬，美国硅谷美
术馆馆长段昭南，以及江苏省侨联主席吴晓林，江苏省侨办
副主任杜伟，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等人出席开幕典礼，共同
缅怀张纯如为人类正义和平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张纯如纪念馆淮安落成

已故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生
前居住在旧金山湾区，其代表作《南
京大屠杀》是首部向西方世界揭露
日本侵略军 1937 年 12 月攻陷南京
后，展开 6 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
史实的英文专著。张纯如同时也是
一位人性倡导者，倾其一生为维护
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不同种族民
众的人权和正义而奉献。

姚晓东介绍说，2001 年江苏省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 “ 永不忘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 时，
他曾与张纯如有过一面之缘。张纯
如身上那种追求和平、探索真相的
无畏精神和一身正气，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姚晓东在开幕式上表示，
张纯如是淮安的优秀女儿，她的崇
高精神是淮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淮安有义务挖掘整理张纯如的事迹
和史料，以启迪和教育后人铭记历
史、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李竞芬在致辞中将张纯如称为
历史上最耀眼的“加州玫瑰”，淮
安的“英雄女儿”。她说，张纯如
用自己的良心与生命镌刻不朽的历
史丰碑，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也
是淮安人民的骄傲。张纯如纪念馆
的落成，表达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共
同心愿：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让
世界更加美好。

绍进、张盈盈夫妇在开幕仪式
上，向“张纯如纪念馆”捐赠张纯
如部分遗物，并接受纪念馆顾问聘
书。张盈盈称，出生在美国的张纯
如，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的历史文化，
常常以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她说：” 淮安是张纯如祖父、曾祖
父的生长地，‘张纯如纪念馆’建
立在淮安有如落叶归根，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我们也感到莫大荣幸。”
张纯如的大量资料和作品被斯坦福
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张盈盈透露，
胡佛研究中心主任和档案馆馆长在
得知“张纯如纪念馆”于淮安落成
的消息后，表示愿意和纪念馆交流
合作的意向。据介绍，“张纯如纪
念馆”占地面积 3.6 万平方米，布
展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是全球首家
全景式展示张纯如一生经历的专题
馆。馆内不少展品均由张纯如父母
捐赠，包括张纯如生前用过的扫描
仪、张纯如手稿、照片，以及她所
获得的奖章、证书等。展馆分六部分，
分别是（1） 大洋彼岸的父母之邦、
（2）海外赤子的中国情结 、 （3）
直面真相的《南京大屠杀》、（4）
激情燃烧的历史捍卫者 、（5） 不
能停止的求索之旅 、 （6）光照人
间的正义天使 ，概述张纯如祖籍渊
源、勤勉精神及其一生的贡献。

金山日落区试行推出救急物品储存桶计划

耀眼的“加州玫瑰”，淮安的“英雄女儿” 展馆3.6万平方米分6展区 

【侨报记者吴卓明 4 月 7 日
旧金山报道】旧金山市议员汤凯
蒂日前在旧金山日落区一社区中心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她将在日落
区推出救急物品储存桶试点计划
（Resilient Sunset Emergency Supply 
Bin Pilot Program），作为日落区灾
害紧急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在该试点计划下，凡接受过
旧金山消防局街坊紧急应对团队
（Neighborhood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简 称 NERT） 训 练， 并 获
得合格证书的日落区居民，以及
参与旧金山防止罪恶资源中心（SF 
SAFE）的人士，可获得一个免费的
救急物品储存桶，存放在其家中，
在日落区发生紧急灾害时，和其他
居民分享储存桶里的救急物品。

汤凯蒂说，试行计划的目标是
协助日落区居民，提高应对紧急灾
害的能力。收到免费救急物品储存
桶的居民，在日落区街坊发生紧急
事故或灾害时，必须积极与邻居沟
通交流，分享这些救急用品。

据了解，汤凯蒂所提到的救急
物品储存桶，是其办公室和绿源再
生清洁公司合作，由绿源再生公司
制造容量为 64 加仑红色胶桶，用以
存放救急物品，包括食物、食水、
药物、日常生活必须物资。免费获
得该储存桶的人，必须在日落区发
生天灾人祸时，把救急物品分发给
日落区居民使用。

在试点计划时期，汤凯蒂办公
室提供 50 个免费红色救急物品储
存桶，分发给日落区居民、宗教团

体和非牟利社区服务机构。该计划
由日落区街坊 Beacon 中心（Sunset 
Neighborhood Beacon Center， 简
写 SNBC）具体负责。

该 中 心 行 政 主 任 Matt 
Pemberton 表示，将积极响应并支
持汤凯蒂的理念，为日落区居民未
雨绸缪，应对下一场灾害的各项准
备工作，提供足够 72 小时使用的救
急物品，减少或减轻悲剧的发生。

日落区有 2 万 5780 个家庭，约
7 万 5120 名居民，其中年龄介乎 0
至 18 岁的有 1 万 2000 名，介乎 18
至 59 岁的成人有 4 万 9000，65 岁
或以上的约有 1 万 4000 人。日落区
虽有很多过人之处，例如多元的人
口、城市西面的美丽如画的景色。
然而，它的地理位置也为社区居民
带来一些挑战，特别是要面对一些
天然灾害的时候。

同时，日落区有相对高比例的
居民（24%）为 60 岁或以上的长者，
可能会面临行动不便或其他建康问
题，在独立回应紧急状况或取得资
源时会遇上困难。

目前日落区至少有 15 个供长者
居住的支援性居所 （Assisted Living 
facilities） ，其设施可能已有紧急应
变计划，但他们面对灾难情况时仍
需要额外支援。

有意了解更多日落区应急计划
的人士，可浏览日落区应急准备计
划 网 页：www.sfbos.org/Resilient-
Sunset ，或致电汤凯蒂办公室（415）
554-7460，或联络汤凯蒂的助理罗
德伟 Ray.Law@sfgov.org。

▲张纯如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并合影。

▲

张纯如到访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并留影。 
 均为网络图片

灾害发生时和日落区其他居民分享  应对灾后 72 小时挑战

奥克兰山山体滑坡致部分住户撤离家园
多发生在雨季和冰雪消融期   预先准备有助安然撤离

【侨报实习记者于丽娜 4 月
7 日东湾综合报道】周四（4 月 6
日）晚间强风大雨造成的山体滑
坡，使一些奥克兰山的住户不得不
撤离家园。大约在晚间 8 时，奥克
兰山位于 Moore 和 Doran 路之间的
Banning 路，发生山体滑坡。有二栋
住宅直接受到影响。另外 7 栋住宅
居民也因安全考量而被要求撤离。

山 体 滑 坡 也 导 致 附 近 Aitken 
Drive 路面塌陷，造成临近地区交通
中断。并迫使东湾公用事业区人员，
把 25 户住家的自来水源切断。目前，
没有任何人员受伤的报告。

据了解，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发
生过山体滑坡，并由此造成重大损
失。大部分山体滑坡是在自然力或
自然活动的作用下发生的，如暴雨
和冰雪融水、地震、火山爆发和地
球引力。山体滑坡经常发生在暴雨
期或迅速融雪期，所以加重洪水的
危害。

2017 年旧金山湾区地区多处受
暴雨等灾害侵袭，据美国国家红十
字会提示：如果可以提早准备，在
撤离时这些物品会起到大用处：（1）
水——至少储备 3 天的用量；每人
每天 3.79 升（1 加仑）；（2）食物——

不易腐烂、易烹饪的食物，至少储
备 3 天用量 ;（3）手电筒、（4）电
池或手摇供电收音机（条件允许时
收听 NOAA 气象广播）；（5） 备
用电池、（6）急救包、（7）药品（7 
天用量）和医疗用品、（8）多用途
工具、（9）卫生设备和个人卫生用
品、（10）私人文件副本（药品清
单和相关用药信息、家庭住址证明、
房屋转让 / 租赁契约、护照、出生
证明、保险单）、（11）手机和充
电器、（12）家庭和紧急联系方式、
（13） 备用现金、（14）其他毁坏
后不能重置的必需品。

▲汤凯蒂介绍救急物品储存桶试点计划，希望以此协助日落区居民的
灾害准备工作。

▲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左）等为张纯如纪念馆揭幕。

▲张纯如美丽的笑容和家乡人民、和世界人民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