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马里兰州盖城的美京华
人活动中心（CCACC）已完成第八
年的免费报税服务（VITA）。八年
来，共有116人次的义工，服务超过
1000个个人/家庭的税务申报。历
来，为居民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获
得的退还税款，每年总额从美金 2
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确确实实嘉
惠许多中低收入户、年长者、对英
文理解有困难、对税务不了解的个
人和家庭。

今年 3月中旬，由于新冠疫情
蔓延，马州州长宣布"居家令"，很
多行业、组织、机构被迫关闭，活动
被迫取消。CCACC依据政令于 3
月16日暂时关闭中心，这也使得中
心无法像往年一样举办感谢会那
样的 - 由李志翔会长亲自当面致
赠感谢状给报税义工，大家欢聚一
堂。

因此，在负责报税服务工作的
王家凤的协调下，中心于6月18日
举行线上聚会，义工们开心的网上

相见。王家凤是CCACC特别项目
协调专员，自接手报税业务后，在
她的努力下，服务人数一直增长。

线上相会时，李会长特别感谢
所有义工的无私付出，承诺中心继
续全力支持这项有意义的社区服
务。 他说，有任何意见，都欢迎提
出，中心会尽全力让大家能顺利的
进行报税服务。李会长同时期许
CCACC今年能获得联邦资助，以征
招更多义工、扩展报税站的服务地
点，以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个人和
家庭。

张丽芳副会长则指出，疫情期
间，CCACC不但没打烊，反而更深
入、更广泛的为社区提供服务和资
源，例如在中心网站设立专区，登
载中文的最新疫情讯息，包括蒙郡
以及马州的实时新闻，以及纾困咨
询讯息等。此外，泛亚义务门诊持
续服务，并举办新冠疫情相关的系
列讲座，内容涵盖各种纾困项目及
申请、医疗及心理健康方面等等。

关于今年的报税服务，在新冠
病毒疫情之初，CCACC已对外开放
了5周，之后因疫情持续扩散，实体
报税站关闭，但报税团队仍提供虚
拟线上服务，遵循国税局的规定，
视情况，弹性地采取远程报税方
式，协助了 25 位来不及在报税
站关闭前报名的客户，完成了报
税。

截止目前，CCACC今年完成总
计125位个人/家庭的税务申报，并
为纳税人领回联邦退税约美金 11
万元，州政府退税约4万美元。

4月份，国税局发放紧急纾困
金。对没有报税纪录，但符合领取
资格的居民，CCACC提供专业电话
咨询、填表、申报等服务项目，协助
了近 70位大华府地区居民顺利申
请到纾困金。 报税团队并将国税
局网站上有关领取纾困金的资格、
谁需要填表、如何填表等公告信息
翻译成中文，让大家一目了然。

此外，针对政府各类纾困方

案，有诈骗集团蠢蠢欲动，CCACC
团队也立即撰写报道，在媒体网络
宣传，告知公众如何机警地谨防诈
骗。以上的林林总总，CCACC及其
专业报税团队为华人提供正确的
即时信息，成为其安心的依靠。

CCACC 38年来服务社区的深

耕，既风雨无阻，更不分种族，无论
男女、年纪、肤色。中心继续与所
有义工们携手，在需要的角落伸出
援手，不仅照顾弱势族群，也造福
社区，共享资源，以打造更美好的
明天。愿大家一起加入中心服务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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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照号 0225062733
*马州执照 535467
*DC执照 PB98375575

王欣一 Justin Wang, 老家北京西城区，毕业于北京八中、外交学院、特拉华大学，曾任时代华
纳公司市场部高级分析师，现任凯旋地产(Northcrest Realty, Inc.)的broker和全职经纪。久居大华
府地区20多年, 从事房地产12年, 对本地大街小巷与市场都非常熟悉。我的工作理念是："精诚
服务、童叟无欺"，永远诚实对待客户，无欺瞒，我相信这是一个经纪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

电话 703-409-5326/240-244-6172
justin.wang@northcrestrealty.com

王欣一卖房特点：
- 45天保证卖掉
- 无需签长期合同，客户进出自由
- 最大幅度帮助节省费用 (市场最

低佣金)
- 无隐形费用！
- 专业摄影图片, Virtual Tour 强

力online展示
- 经济、有效的 Staging 布置方案
- Open House（本人亲自主理）
- "Coming Soon" promotion
- In-network agents promotion
- 房子资讯发至所有主流地产网站

(Zillow, Trulia, etc)

114xx Log Ridge Dr
Fairfax, VA 22030
(市场编号：

VAFX1091734)
上市标价：$542,000
售出价: $532,000
Sold in 14 Days

435xx Emerald Dunes Pl
Leesburg, VA 20176
(市场编号：

VALO387088)
上市标价：$925,000
售出价: $925,000
Sold in 13 Days

131xx Plotner Farm Rd
Herndon, VA 20171
(市场编号：

VAFX996464)
上市标价: $475,000
售出价: $475,000
Sold in 15 Days

72xx Needwood Rd
Rockville, MD
(市场编号：

MDMC574346)
上市标价: $515,000
售出价: $515,000
Sold in 7 Days

60xx Meyers Land Ct
Burke, VA 22015
(市场编号：

VAFX1091800)
上市标价：$419,500
售出价: $415,000
Sold in 23 Days

17xx Baldwin Dr,
McLean, VA 22101
(市场编号：

VAFX996456)
上市标价：$920,000
售出价: $930,000
Sold in 5 Days

以 下 都 是 真 实 的 、王 欣 一 本 人 最 近 成 功 卖 出 的 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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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CC完成疫情中免费报税服务 举办线上感谢会

疫情中，每个家庭都受到冲
击，2020 年注定要在我们的人生经
历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我们应该如何在逆境中活出
正面的意义呢？为了帮助大家顺
利渡过疫情期，6月 19日，美京华
人活动中心(CCACC)泛亚义务门诊
(PAVHC)请来社区里的专家，在网
上与家长和青少年对话。当天晚
上，有超过130名社区居民参加<疫
情中的亲子关系>网上讲座，有超
过70位人士观看YouTube直播。

这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教育、心

理、社会关系、医疗专家，他们本身
也是孩子处于各个阶段的家长。

张拉燕医生：张医生是获得双
医学和精神科双重认证的医生。
她擅长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多动
症、自闭症、躁郁症、创伤后压力症
等，以及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

王 慈 欣 教 授 ：马 里 兰 大 学
College Park 校区的心理学院教
授。王教授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
是校园霸凌的预防，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与子女教育。

Julie Yang（杨成华）女士：社区

工作组织者和教育工作者。过去
几年，她组织了大规模的社区五月
亚太月庆祝活动，创建了青年奖学
金，主持了多次教育讲座並担任蒙
郡小记者俱乐部的指导老师。杨
女士是教育硕士，在美国从事教育
工作20年，是美国国家学校辅导员
协会认证的大学升学专家。

邵晓平医生：2001年在哈佛大
学医学院精神科完成住院医生训
练，获美国精神科医师证书。她现
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退伍军人医
院精神科任主治医生，並任乔治华

盛顿大学医学院兼职临床助理教
授。邵医生也是泛亚义务门诊“心
理健康 360“项目的召集人以及顾
问医师。

讲座由CCACC泛亚义务门诊
主任陆惠兴主持。一开始，Julie
Yang女士分享了全国性的关于新
冠对每个家庭的普遍影响，同时，
她以个人经验强调帮助孩子建立
一个有效日程的重要性。杨女士
提出很多本地的社区资源，好让父
母帮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王慈欣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讲
述疫情的特殊环境必然会造成孩
子们不同的适应过程。她深入浅
出的说明青少年不同成长阶段的
特殊需要，家长应该从什么角度给自
己的孩子支持。王教授也分享和很
多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源。

讲座的设置是让参与者有充
分的时间参与讨论。很多家长提
出，今年暑假因为特殊原因，许多
孩子的暑假活动都取消，学校的网
课和功课也没有了，因此，许多家
长和孩子可能会对时间安排产生
矛盾。比如，孩子晚睡晚起；又比
如孩子花很多的时间上各种社交
平台，甚至打游戏。与会的专家提
醒家长，孩子打游戏，有利有弊。
如果能控制打游戏的时间，或把游
戏作为一种奖励机制，以鼓励孩子

参加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动，那么，
打游戏本身可能是一个正面的事
情。尤其是，很多青少年是借着共
同打游戏与小伙伴建立友谊。友
谊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是非常重
要的需要。

与会的青少年精神科张拉燕
医生分享，她平常的工作中，很多
家长都在孩子情况很严重的时候，
才想到找医生，找药物来帮助。其
实，孩子在有些苗头时就需要提供
必要的支持，这样就不会到最后问
题严重的时候，可能连专业人员能
帮上忙的也不多。所以，家长需要
分辨孩子成长期的某些特点，以及
异于平常的特别问题。如果有需
要，则需要找专业的人员咨询，及
早处理。

美京华人活动中心在疫情期
间连续举办或协办了多场线上讲
座，内容涵盖政府纾困项目介绍与
申请说明、疫情期间生理与心理健
康、老年人照护等主题。中心竭心
尽力的服务，以期社区居民平安顺
利渡过疫情。

YouTube 泛 亞 頻 道 重 播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esNb30qT3Ko

YouTube美京华人活动中心頻
道 重 播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A-ghDhYrvm8

CCACC 新 冠 疫 情 系 列 讲 座（ 八 ）

“疫情中的亲子关系”受关注且回应热烈

CCACC李志翔会长（第一排最右）在线上感谢报税义工们的付出。

<疫情中的亲子关系>讲座,上排左起,张拉燕医生,陆惠兴主任,杨成华女士;下排左起王慈欣教授,邵晓平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