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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服务中心启示
公民英语班

我们的公民英语班继续停课。

MNsure的申请
华人社会服务中心从2013年10月开始帮助大家申请，在疫情下，因为很多

人收入骤然下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符合申请MNcare, MA的条件。我们继续
帮助人们申请MNsure: MNcare, MA。联系人：

李怡：电话: 952-200-8972, Email: yiliyou@msn.com
路凯: 电话：612-965-0248，Email: vanxx024@umn.edu

牛重然：Email：niuxx107@umn.edu

家庭护工服务
我们继续为老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请有保险的老人联系我们。我们尤

其为Medicare 老人服务。 请有需要的Medi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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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多年为老人服务的时间里，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老人85岁以后身
体状况大都下降，尤其90岁左右，真有些不适合独立住在老人公寓了。如果子
女家的住房不拥挤，最好把老人接到家里住。在子女家中，老人同样可以享受护
工照顾。这样起码晚上家里有人照顾老人们。当然子女不在身边的或没有子女
的，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靠政府，社会帮助了。

我们过去１6年来一直都是在帮助华人弱势群体。我们一直欢迎社会大众
对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的支持。感谢热心人士的赞助，最近，我们又收到郑春先生
和杨桂华女士，岑怀宝先生，Mr David Timmersman的赞助。我们会给所有赞助人
出收据。以做抵税证据，支票抬头写：CSSC。办公室地址：4111 Central Ave NE,
Suite 200A, Columbia Heights MN 55421。鸣谢。

截至3月1日，根据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已超
过2865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1.4万。截
至 3 月 1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已向各
州分发逾9640万剂新冠疫苗，已有超过
5073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其中
超过2546万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分别
占总人口比例的15.3%和7.7%。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超过50万
2月22日，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数据，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50万
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死亡人
数的总和（分别是40.5万、5.8万、3.6万）；
比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城市迈阿密的总人
口还要多。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
博士称“这太可怕了，自1918年西班牙流
感大流行以来的100多年里，我们还从未
出现过这种情况。”

过去几周，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病例
和死亡病例都大幅下降，后者已从1月份
报告的4,000多人下降到每天平均不到1,
900人。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累计新
冠死亡人数仍居世界第一。美国人口仅
占全球总人口的4%，但新冠死亡人数却
占据了全球死亡病例的20%。

美国第一例已知的新冠死亡发生在
2020年2月29日，5月27日超过10万例，9
月22日超过20万例，12月14日超过30万
例，2021年1月19日超过40万例。

拜登1亿目标完成过半
2月 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宣

布：自上任37天来，美国完成了5000万剂
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拜登表示，尽管前

些日冬季风暴给疫苗分发带来了困境，但
“上任100天内接种1亿剂新冠疫苗”的目
标，已提前完成了一半。

拜登当天表示自上任以来，美国联
邦政府向各州的新冠疫苗供应量增加了
70%；新冠疫苗接种速度也提速一倍，从
每周约600万剂增至1200万剂；全美65岁
以上老年人中，已有近50%的人至少接种
了一剂新冠疫苗；全美已有75%的长期护
理机构人员，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此前拜登曾表示，在7月底之前为3
亿美国人提供足够的新冠疫苗剂量，即6
亿剂新冠疫苗。

全美疫苗供应提速70%
强生单剂疫苗获FDA批准

2月23日，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珍·
帕萨基(Jen Psaki)表示，本周将向各州配送
约1450万剂新冠疫苗，“我们有望在7月
底前为3亿美国人提供足够的疫苗”。拜
登上任时每周仅配送各州860万剂，这意
味着过去一个月增加了近70%。

2月23日，辉瑞公司在出席美国国会
听证会时表示，3月中旬之前每周向美国
交付超过1300万剂新冠疫苗，是2月交付
量的两倍多。辉瑞公司还表示至今已向
全美各地交付了约4000万剂疫苗；3月底
前有望完成向美国交付1.2亿剂疫苗的目
标；预计在7月底前向美国交付总数达3
亿剂疫苗；2021年的全球产量目标提高到
至少20亿剂。莫德纳公司则表示在3月
底前交付1亿剂疫苗；7月底前交付另外3
亿剂疫苗。

2月27日，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
局（FDA）批准了强生制药子公司Janssen
单剂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疫苗将可
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的新冠肺炎预防。
（详情见B1版）

虽然和辉瑞、莫德纳相比，强生新冠
疫苗的有效性略低，但强生新冠疫苗只需
接种一次，无需注射第二剂，而且在-4°F
的条件下可保存2年，在36-46°F标准冷
藏条件下可保存3个月，将更利于在缺乏
冷链设施的偏远地区的运输与储存。

目前强生公司已与美国政府达成协
议，3月底前交付2000万剂疫苗，6月底前
共计交付1亿剂疫苗。

变异病毒恐再掀波峰
美国卫生官员一再表示，在英国发

现的变异毒株预计将在3月中下旬成为美
国主要的感染源。

拜登警告说，虽然在加大疫苗接种
力度后，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均
出现下降，但疫情很可能因为变异新冠病
毒的扩散而再度反弹，他说：“现在不是放
松的时候。”当被问及2022年民众是否需
要继续戴口罩时，福奇博士回答"我认为
可能是这样的"，他还说这也取决于社区
传播及变异病毒。

2月26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在白宫新冠发布会上警告称：
过去三天，美国的新增死亡病例有所增
加，这可能是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效果开
始显现的结果。瓦伦斯基说：“我们估计

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目前在美
国约占10%的病例，而几周前仅为1%。
而不久前，在纽约和加州发现的两种新的
变异毒株传播力也很强，并且已经给这些
地区带来了很多感染病例，增加了形势的
紧迫性。”瓦伦斯基还表示，随着变异新冠
毒株的传播，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自1月初
以来的下降趋势极有可能出现停滞。

截至 3 月 1 日，根据 CDC 的报告显
示：目前已在全美46个州发现了2400例
自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感染病例。

明州夏季实现全民接种
目前近1/6人口已接种
2月25日，明尼苏达州长蒂姆·沃尔

兹（Tim Walz）宣布了全民新冠疫苗接种时
间表，以及接下来各个阶段的资格人群。
州长表示，预计每个明尼苏达人都能在今
年夏天接种新冠疫苗。（详情见A1版）

截至3月1日卫生署数据显示，明尼
苏达州已有902,242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
冠疫苗，其中467,300人接种了全部两剂
疫苗，分别占总人口的16.2%和8.4%。

也就是说，明州已有近六分之一的
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根据美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各州每
10万人口接种率的排行数据，明州目前在
全国排名第16位。

目前，明州已有52.6%的65岁及以上
老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此前，州长
蒂姆·沃尔兹(Tim Walz)曾表示，一旦该州
有超过70%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就将疫苗
接种资格扩大到更多群体。

截至 3 月 1 日，根据卫生署数据显
示，明州新冠感染人数已超过48.5万，累
计死亡病例6486人。

拜登上任37天完成5000万剂疫苗接种
明州近1/6人口已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