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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波特蘭市政府早在三月底已向受新冠

疫情影響的小企業發放一輪為數200萬元的緊急援助

金。波特蘭發展處（Prosper Portland）於日前宣

佈，再撥款1,500萬元，作第二輪的援助，將由9月14

至25日內接受申請，要獲得第一手消息，老板們最好

立即到www.prosperportland.us/relief預先登記。

波特蘭市議會在7月22日的會議中討論如何分發聯

邦針對新冠疫情CARES 法案對波特蘭市的1.14億元的

援助金，議會最後通過撥款分配如下：投資3,700萬作

為穩定住屋和家庭協助；2,000萬元作為麥魯瑪縣應對

公共衛生項目；1,910萬元用作支援波特蘭市的露宿者

社群；1,500萬元援助小型企業及435萬元給予藝術文

化團體。另有300萬元留作購買科技套件協助無力擁有

數碼設備的市民。

在第二輪的小企援助金申請中，波特蘭發展處將

按本市的公平權益指引，分配這1500萬元資金給小型

企業。根據資料顯示，在今次疫情中，受到最大打擊和

最需要援助的是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企業。

波特蘭發展處表示，從三月推出第一輪援助金時獲得

的經驗和教訓後，決定今次將申請期加長到兩星期，和

擴大宣傳推廣，並要求委員會能集中以權益作為批出撥

款的準則。

在第一輪的申請中，有超過200家小企獲得5,000到

10,000元的援助，但有需求的小企仍有很多。據公報的

名單中，獲得援助的華人小企不到5家。

今次最高的援助金額可達25,000元，有需要的老

闆們務必先登記，以獲得第一手的申請消息，同

時也不用擔心語言問題，因為整份申請表已翻

譯成中文，申請人可完全用中文來填寫表格，

惟申請的商戶必需是在波特蘭市範圍內。

波特蘭發展處將於10月14日通知申請商戶

獲批與否，而援助金將由10月中開始派發。

發展處再撥1,500萬元援助小企
9月14日開始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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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衝突釀一死 州長宣佈統一執法應付暴力
多個執法單位直指計劃不妥 拒絕州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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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蘭警察協會亦反對州長這計劃，會長亦以同樣的

理由，表示不能將僅存有限的服務社區資源也拿走。協

會並呼籲市和州政府的領導層要表態支持執法

和將犯罪的人繩之於法。

有本地傳媒指州長一直對本市連續

的示威愛理不理，更揭發早前曾與市

長爭論應否派國民警衛隊，最終州長

只派了一小隊沒有武裝的警衛軍；後

來再派出州警來代替聯邦執法，但只

有兩周時間州警就離開了，未有向面對

警力嚴重不足的波特蘭警隊幫上甚麼忙。

到周日，波特蘭的示威出了事，成為了全國各

家報紙的頭條，也佔了特朗普推特的大部分言論。媒體

指，布朗終於前行一步，提出「統一執法」計劃，避免

出現更多的死亡事件。

州長的計劃將兩名對示威反應截然不同的檢察官拉在

一起，一是不願起訴示威者的新任麥縣檢察官邁克·施

密特（Mike Schmidt）；一是要求採取更嚴厲行動的州

檢察官比利·威廉姆斯（Billy Williams），希望二人

能聯手打擊暴力。「統一執法」計劃重點如下：

1. 麥魯瑪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將負責起訴包括縱火和人

身暴力在內的嚴重刑事罪行。

2. 麥魯瑪縣警長辦公室將與其他部門合作，拘留犯了罪

的人士，並確保監獄有足夠的空間來拘留此類罪犯。

3. 俄勒岡州警察部將向波特蘭派出人員和資源，使波特

蘭警局不用花時間逮捕和起訴暴力罪犯。州警將繼續

佩戴人體攝像機，以便記錄其活動。

4. 州長要求卡加瑪士和華盛頓縣警長辦公室以及格利森

市警察局提供支援，維持和平並保護言論自由。

5. 州警向波特蘭警察局提供數十個身體攝像機和相關的

證據管理。波特蘭市同意向卡加瑪士和華盛頓縣以及

格利森市的執法援助作出補償。

6. 美國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將投入更多調查犯罪活動的

資源。

最後，州長說她會將惠勒市長和非裔示威者拉在一

起，討論種族公平和波特蘭市警務改革等問題。布朗州

長說：“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團結在一起：民選官員、社

區領袖、所有人，停止暴力循環。但這只是第一步。 真

正的改變將來自實現種族正義的努力。而這始於我們所

有人願意彼此聆聽並共同努力。”

總統特朗普在民主黨大會中多次提及波特蘭市周六晚

的暴力死亡事件，他更揚言要再次派遣聯邦部隊回到波

特蘭！

（本報綜述）過百天的示威已令到波特蘭市成為全國

甚至世界的焦點，加上剛過去的周六更出現示威者被槍

殺事件，特朗統總統與市長和州長隔空互指不是，

總統指市長無能，市長和州長指特朗普分化

社區。布朗州長突然在周日晚宣佈一個匯

合市、縣、州和聯邦資源，保護言論自由

也能遏制暴力的「統一執法」計劃。但

多個執法單位反對並拒絕州長要求。

特朗普在周三一早更針對布朗州長發

推文，說簡直就是瘋子，打電話給我吧！

州長在其「統一執法」計劃中，求卡加瑪

士和華盛頓縣警長辦公室以及格利森市警局提供支援，

維持示威和平並保護言論自由。但三個執法單位都先後

表示州長在宣佈前未有事先通知他們，並先後婉拒了州

長。

卡加瑪士Mendoza 警長指出，要解決目前的問題是要

改變政策而不是添加資源。他說要使波特蘭回復安全的

唯一方法是要犯了罪的人對他所作的破壞和暴力負責。

這就要檢察官起訴罪犯，不允准罪犯自行保釋，一定要

有條件的保釋。這些罪犯每天晚上都被捕但未有被起訴

並隨即被釋放。到第二天晚上，他們又回來，再次危及

整個社區和執法人員的性命。

華盛頓縣警長Garrett表示同情波特蘭警隊的現況，

但目前缺乏政治支持公共安全，不確定的法律前景，當

前的動盪加上對使用武力的嚴格審查，派出警員執法帶

來的風險是無法接受的。

與市長慶生 示威者到其住所外聚集求改變
市長決定遷出住所　免得其他住客因而他受影響

「特粉」與「反特粉」衝突 有人中槍死亡

（本報綜述）周一晚有為數200多名示威者，再次在

惠勒市長位於珍珠區住所的大樓外聚集，頭戴派對小帽

子，帶備煙火，舉起「辭職」大橫額，為市長慶祝58歲

生日。隨後連串的暴力破壞後，警方宣佈為暴動，並拘

捕了19人。事後市長稱之為毫無意義的暴力，並向處所

大樓的住客道歉和決定遷出。

根據警方的消息，當晚的示威者在市長居住的16層

高大樓外，打破玻璃、入商店內盜竊和放火等。在晚11

時警方宣佈這為非法聚集，接著有警員看到有示威者將

點著火的物件投入玻璃被打破的商店內，警方亦隨即宣

佈這為暴動。

惠勒市長在周二表示，他在珍珠區的處所接二連三

地成為示威者的目標後，他決定另覓居所。他在周二向

大樓的住客發電郵，表示：遷離現址對我和其他人的安

全和平安是最好的決定！他又向住客們保證，警員會嚴

肅對待他們的安全並邀請他們出席周四與他和警官的會

議，說出他們關心的議題。市長又向住客們道歉，因為

他的職位，住客受驚和處所受到破壞。

另在一電視台的直播中，被觀眾看到有一名警員將

一名示威者按在地上並向他的頭部打了數次。市長表

示警察獨立調查會會對事件進行調查。市長在一聲明中

說，該名警員和示威者造成的破壞都是毫無意義的暴

（綜合報導）上周六晚市中心的示威，被傳媒形容

為「特粉」與「反特粉」的衝突，結果釀成一名「特

粉」中槍死亡。當日下午，有逾千名特朗普支持者在卡

加瑪士商場的大停車集合，他們分別乘坐近600多輛汽

車、貨車準備遊行到市中心。當時已有手持「黑命貴」

BLM標語的人士到場，雙方對罵。

「特粉」的車隊在傍晚六時按已定的路線途經市中

心，當車隊進入市中心後，隨即引來市中心示威者，雙

方在多處發生衝突，坐在卡車車床上的「特粉」，拿漆

彈和胡椒水朝示威者射去，示威者則扔東西回擊。根據

一段據稱是槍擊案現場的影片顯示，一小群人在一停車

場外的馬路上跟另一組在車上的人發生口角，接著傳出

槍聲，一名男子倒在街頭。

報導指，中槍死亡的男子戴有「愛國祈禱者」帽

子，這是個極右翼組織，過去曾多次跟示威者發生衝

突。在死者屍體旁看到帶有藍色細紋補丁的迷彩服，這

力，這些行動有愚蠢、有危險、甚至暴力，而暴力一定

要停下來，有思想的波特蘭人均不會認同。

波特蘭警局局長洛威爾亦就今次事件向一班民選官

員發炮，要求他們劃出底線，要求暴徒為他們的行為負

責，但未有提及警察的行為。

眾議院議長蒂娜．科特克對事件發聲指出那些使用

過份武力的警員應要負責，並呼籲民選官員確認波特蘭

警察在暴動中的角色。

在上周五晚已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在惠勒市長的住所

大樓內和外，目的是向市長提出的訴求，包括：削減一

半波特蘭警察局明年預算，在次年廢除警察局，將這筆

錢重新投資到有色人種社區，以及市長辭職等。示威者

指出，要做到這些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但這是可能

的，而他們認為市長應要承諾會確切地執行。

市長始終未有與他們會晤，但發聲明稱：正密切監

察情況，希望示威者能保持和平，確保其他住客的安

全。示威者亦在11時過後陸續離去。

總統在這一星期內，多次在其推特上發文提到波特

蘭市，建議波特蘭市應該接受聯邦政府的協助來平息示

威。市長給特朗普總統發了一封公開信，回說：”不，

謝謝。”

惠勒市長在信中提到，遊行與和平示威，是波特蘭

市民爭取公義的傳統一部分。上月聯邦執法官員在這裡

時，使情況變得糟糕。又說：我們不需要您的分裂和煽

動政治。”

特朗普總統在他的推特上說：“如果波特蘭的無能

市長無法控制自己的城市，又無法阻止無政府主義者、

煽動者，暴徒和掠奪者對無辜市民造成極大危險，我們

將進城處理這些早在100日前就應解決的問題。”“我們

可以在45分鐘內處理好波特蘭。”“只要那位州長，和

那位市長打個電話來，說請派國民警衛隊到來。”

布朗州長亦已在推特中回應總統的話，州長說俄勒

岡州對你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並不感興趣，目前本州的

國民軍正集中應對本地的山火，分發防疫保護物和協助

接聽失業求助電話，而我感興趣與你談論的只有：財務

來源、N95口罩和病毒檢測供應等。

市長在早些時會見波特蘭警隊領導人，他們均表示

需要其他地區的執法機構來幫助他們應付每晚的示威。

是支持警察的常見標誌。

波特蘭警方說，他們在接近晚上九點時聽到槍聲，

發現一名胸中槍的男子已死亡。期後證實為Aaron Jay 

Danielson，警方至今未有拘捕任何人士。「愛國祈禱

者」是一個極右組織，總部設在華州溫哥華市，但他們

的成員多次到波特蘭市參與示威。

波特蘭警方表示，當他們知道有車隊從卡加瑪士出

發巡遊到市中心時，警方已盡量將車隊留在公路上，避

免他們走入市中心，但有些司機離隊，走入市內的街道

再到市中心。警方呼籲民眾提供有關槍擊事件的資料。

周日，惠勒市長聯同警察局長洛威爾隨即召開新聞發

佈會。在會中市長說：昨晚的悲劇不能再發生，我們要

一同譴責今次的暴力，不管你的政治取向，也不管你是

誰，一定要停止所有暴力！警察局長洛威爾也表示：「

這種暴力行為完全不能接受。」市長亦多次指責特朗普

為了選舉，引發了種族分裂的恐懼。

一直希望市長將警察監管權交出的非裔市議員哈迪

斯蒂亦發聲明，表示她的辦公室正在準備一個30天，60

天和90天計劃，將警察部逐部過度到她的管轄名下。她

在推特發文說：波特蘭警隊不一致的政策和訊息，給社

區的印象是支持白人至上主義，這大大削弱了社區對警

隊的信任。而警隊在對待黑命貴的示威者，與對待其他

白人主義者的方式也有不同。

今個事件亦去到國家層面了，總統候選人拜登也發

聲明譴責事件，並向特朗普挑戰，要求他也譴責事件。

而特朗普則發推文指市長無能。

本地多個團體的領袖亦齊發聲，要求市長和警察局

長下台，他們指出，今次事件再次證明市長的失敗，沒

有領導的能力，他不但沒有保護市民，也沒有支持市

民！又指出對市長撥亂反正的能力完全沒有信心，在他

的領導下，波特蘭市實在沒有辦法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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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本州已獲批每周300元
額外失業補助金

麥縣確診呈下降趨勢 
已從監察名單中除名

（本報綜述）布朗州長上周五宣佈

麥魯瑪縣和Hood River縣正式從新確疫

情監察名單中除名。

州長在新聞稿中表示，各縣城均在

減低新冠病毒傳播方面努力，她讚許麥

魯瑪縣和Hood River 縣的官員和市民

的成績。並指出雖然沒有新的縣城加入

監察名單中，但州民仍要保持警惕，保

護自己和朋友，家人及鄰居免受病毒的

減染。這表示繼續保持社交距離、戴口

罩、感到不適留在家中和經常洗手。

州衛生官員的報告顯示俄勒岡州的新增確診呈下降趨勢，新數字與

前一星期比較，下降了13%；而檢測的確診率亦由5.4%下降到5.1%。

雖然確診數字下降，但官員稱，對學校復課來說，這確診數字仍然

過高。專家指出，最低限度，每天的新增確診數字要降到60宗。

在上周麥縣每周新聞發佈中，縣官員表示現未有任何計劃申請進入

重開第二階段，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有一個安全的環境讓學校可以復

課，因為這對眾多學生學習的影響非常大。

可以讓學生回校上課的標準，縣衛生官員表示「非常高」，重開幼

稚園到12年級（K-12）確診比率要低至每10萬人有10人。麥縣目前已降

到每10萬人有40人確診，官員表示，這與高標準還有好一段距離。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就業部早前申請聯邦政

府有條件每周300元失業補助金已獲批出，並將盡

快向合資格的州民發放。

特朗普總統上月初簽署行政令，聯邦將出資向

各州失業者提供每周額外300元補助，取代上個月

到期的600元額外補助，並交聯邦急

難管理局(FEMA)管理，該機構將從災

難救濟基金中提供440億元的失業補

助。

這300元補助金的發放日期可追

溯至8月1日的失業周，發放的周數有

限，但符合資格的州民至少可以領取

3周。

就業部主任指出，預算州民可領

取3至5周，甚至更長的補助，但因為

這筆資金是從聯邦的災難救濟基金中

撥出，如遇到有自然災難，例如颱風

吹襲等，基金可能很快就用完。

自新冠疫情從3月開始以來，本州

有超過50萬人申領失業金，由於申請

人數超越電腦系統的處理能力，

有州民等候至今仍未領到失業

金。本州7月份的失業率為10.4%

。

根據就業部發方的資料，以下人

士將自動合資格領取這300元補

助：

- 在7月26日至8月15日期間領取

失業金；

- 證明是自僱或是因疫情變成部

份時間自僱。

　　就業部表示目前正在更新

系統，並會盡快公佈發放日期。

州長再延緊急令60天至11月3日與商家商討後　
市長訂出重啟市中心
商業計劃

（本報綜述）波特蘭

市中心經歷疫情和3個多

月來的示威衝擊後，經濟

重創，一直被指對這「無

作為」的惠勒市長，上周

四與波特蘭商會開會後，

發表了他連串振興波特蘭

市中心經濟計劃，使市中心再次成為一個更宜居、宜工作和宜遊覽的

地方。

波特蘭市的市中心與疫情前比較，可以說是面目全非：隨街都見

到露宿者、塗鴉、垃圾，加上大部份的商場和店舖的玻璃櫥窗均被木

版圍起。波特蘭商會主席Hoan 表示，見到街上眾多的露宿者，絕對

是一個人道災難，但他指出在這刻，市中心的問題不只單是滿街流浪

人，三個多月來的暴力示威，已令到許多商戶的東主不勝其煩，有些

商店更被搶掠，顧客也害怕到市中心。

區內一店家吉布森說，暴徒對犯下的罪行無需負責，是不行的。

吉布森說，她的商店最近被搶劫，她不敢期望警察能抓到賊人。她

說：「對市長的承諾感到厭倦，已不想再聽。對我來說，市長的說話

這只是一堆字。他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但目前，唯一重要的是行

動！」她稱自己對市政府的處事方式感到沮喪。又稱暴動騷亂持續已

三個月，這絕對是荒謬的。

惠勒市長在周四透過視像與商戶們開會，他首先說到：我們可以

怎樣向企業提供幫助，及我們擁有哪些資源，是否可以資助商戶那些

不受保的損失？或是幫助清除店面的塗鴉？

波特蘭商會的Hoan 表示，商戶提出一個要點：當他們的商店被洗

劫或受到破壞時得不到回應，因為警察缺乏起訴或調查的能力。商戶

均認為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市長針對市中心目前情況，開出的計劃最少有三個。

首先是僱用露宿者，聘請他們進行清潔的工作，包括清理塗鴉和

垃圾。市長建議每天在早上8 時前，完成區內所有公園的清理工作。

第二，增建額外供300到500名露宿者作暫時棲身的床位和庇護所，這

擴展兩個現有的戶外庇護所，並且物色可作庇護所用途的建築。單是

市長的這項建議就要花費數百萬元，並且要得到其他市議員的協商才

能成事。

商界領袖們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只能再看看這一大堆說話會否

能轉為真正的行動。

早前發信給惠勒市長的大商家古德曼表示，這只是漫長路程中的

第一步。他不認為市長開始工作全因為他的一封電郵，但認為對事件

有幫助。他鼓勵其他人士跟他一樣，寫信給市政府，並講出意見和提

出建議。古德曼說：「我想，市長真的想有改變！」

波特蘭商會的Hoan 表示，有不少商戶遷離市中心只屬暫時性質，

離開主要是因為新冠疫情造成不少限制，之後這些商戶仍會考慮反回

市中心的。他亦指出，在會中惠勒市長承認，停止所有暴力示威是目

前首要的事情。

打流感疫苗？美專家：
這個時間打是最佳時機

（本報綜述）俄勒岡州布朗州長於9月1日宣

佈，就目前本州的新冠疫情，將緊急令再延60天，

至11月3日。

州長表示，她上次在6月首度延長緊急令時曾

說過，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一是一起攜手阻止病

毒在本州傳播，一是看著住院和感染人數不斷飆

升。

州長指出，目前本州已在減慢病毒傳播方面有

進展，但新學年的開始和即將到來的勞工節長假期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絕對是一個關鍵時刻。她說：「

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保安全，為學生重返校園舖路；

也可以在慶祝勞動節的同時播下疫情再度爆發的種

子，並迫使我們走回幾個月前的情況。」

在初爆新冠肺炎時，州長於3月8日首次宣佈本

州進入緊急令，並每60天重新審查是否需要延長，

緊急令賦予州長繼續為本州的公共衛生安全隨時調

動資源的權力。

本州的新冠疫情近來已有明顯緩和，9月2日錄

得的單日新增確診數字140宗更是兩個多月來的新

低。截至周三，本州的累計確診個案共有27,075

宗，累計死亡468人。

有了上兩個長假期（軍人紀念日和國慶日）後

確診大增的經驗，州衛生局提前在本周六、日、一

的勞工節長假期前提醒民眾，新冠疫情仍威脅著在

本州的公共衛生安全。正常來說，民眾都會在這個

開學前的長假期作一次外遊。

州衛生官員表示，雖然新增確診病例有下降的

趨勢，但仍需注意安全，州民最好可以取消渡假或

是改變渡假方式。只有這樣做，本州才能在對抗疫

情方面繼續有進步。

在這個長假期，最安全就是避免一班人的聚

集，最好盡量留在家中，如要出外，務必戴上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離。

（綜合報導）每年流感季節都讓專家和醫生擔

心，今年更因新冠疫情加深憂慮；耶魯大學傳染

病學專家Albert Ko說，最大的擔憂是11月或12月

至明年3月流感病患增多時，新冠疫情同時升高，

讓醫院不勝負荷。

今年施打流感疫苗格外重要，專家說9月和10

月是接種疫苗最佳時機；流感預防針有效性會隨

時間流逝而減弱，過早打預防針可能意味著在流

感末期喪失保護力。

也有專家認為不知道流感潮何時會到來，建議

民眾盡早注射疫苗；若恐怕疫苗保護效力在流感

季節末期減退，可再與家庭醫師討論補救方法。

還有專家建議，如果在秋季已有醫生預約，就到

時再打，不要在短時期內兩次去醫療機構也是種

保護措施。

除了對雞蛋過敏、不到六個月的嬰兒，及患有

某些疾病者，大多數人都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對

65歲以上的人群尤其重要；專家說，流感疫苗已

使用幾十年，除了少數條件外，幾乎都安全。

可能同時染上流感和新冠病毒？

美國確有少數被查出兼得流感和新冠的病

患，但許多醫生認為這種情況並不尋常；有醫生

認為，新冠和流感同屬呼吸道感染，同時染上的

可能性不高；但有人說，美國今春爆發新冠疫情

時，流感季節已近尾聲，當時的做法是只要測出

有流感病毒就不再做其他檢驗；可能沒有測出同

時患有新冠肺炎的數目。

今年5月一篇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的論文發

現，除了新冠病毒外，美國約有20%的患者體內有

其他病毒感染。

專家說，雖然沒有太多實例驗證，但可以想像

同時染上流感和新冠病毒會更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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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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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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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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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主張群體美主張群體
免疫策略免疫策略

特朗普重申
TikTok須9
月15日前達
成收購協議

洛杉磯警槍殺涉違規騎單車
黑人逾百人示威

中餐館要求顧客戴口罩中餐館要求顧客戴口罩
遭參與鬧事的警察打砸遭參與鬧事的警察打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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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感染新冠肺炎人數增至六百二十

一萬，當地傳媒周一引述消息報道，白宮防疫顧問阿

特拉斯（Scott Atlas）主張採取極具爭議的群體免

疫策略，任由新冠病毒在人群傳播，據報華府已開始

落實相關政策。

阿特拉斯建議華府採取瑞典抗疫模式，解除對健

康群體的限制，讓新冠病毒傳播以建立群體免疫，而

非限制社交及商業活動阻止病毒擴散。惟瑞典是新冠

病毒感染率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但該模式獲重

視經濟發展及人身自由的保守派支持。

阿特拉斯是神經放射學家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

所研究員，沒有傳染病或流行病學背景，近數月多次

受訪大談疫情，受主張重啟經濟、爭取連任的特朗普

注意。他提倡只要保護弱勢群體，採取群體免疫後增

加的病例不會令更多人病歿，又曾言「較年輕及健康

民眾染病後不會有問題」，不應阻止這類群體染病。

不過，美國至今有二萬五千多名新冠肺炎死者是

六十五歲以下，加上有心臟、肺部疾病及肥胖問題的

人口比例高，意味各個年齡層都有弱勢群體。世界衞

生組織（WHO）估計，新冠病毒的群體免疫門檻是感染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連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計算，

代表全美三億二千八百萬人中，將有二百一十三萬人

病歿。

報道透露，阿特拉斯就防疫策略，與白宮抗疫專

責組成員福奇及比爾克斯衝突，又在上月一場會議

與比爾克斯就復課問題爭吵，激烈程度令在場其他

官員感到不安；他聲稱兒童不傳播新冠病毒及沒有

真正風險。

白宮回應時否認防疫策略有變，強調目標仍是透

過治療及疫苗抗擊疫情。惟報道指白宮已採取多個

邁向群體免疫的步驟，例如只加快向屬於弱勢群體的

護老院院友提供檢測，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亦更新指

引，主張無症狀就毋須檢測。

阿特拉斯周一出席活動時指，國內疫情嚴重州份

的確診病例、住院人數、住院時間及死亡個案正在下

跌，認為國民應感到謹慎樂觀，並主張有症狀才需要

檢測及淡化年輕人染疫風險。

（綜合報導）馬薩諸塞州一家中餐館要求幾名入

店顧客佩戴口罩，遭到抵制，隨後這些顧客對該餐館

進行了打砸。引發眾怒的是，鬧事者中有一名警察，

他不但聲明自己就是不戴口罩，還縱容了同伴的打砸

行為。事發後無一人因此被捕，而該中餐廳不久前剛

因為有顧客沒有佩戴口罩被處罰。

據波士頓WCVB電視台當地時間8月28日報道，中餐

館「明朝餐廳」（The Ming Dynasty Restaurant）

位於馬薩諸塞州普利茅斯縣馬什菲爾德鎮。它在26

日深夜迎來了一批顧客，這些人入店時並沒有佩戴口

罩。

這些人的醉酒狀態和大聲喧嘩對餐館內其它顧客

造成了影響，鄰桌顧客向該中餐館投訴，要求讓這些

人離開。中餐館的女老闆雷女士因此拒絕為這些顧

客提供酒精飲料，隨後遭到他們的起身抗議。出於安

全考慮，該餐館要求這些顧客戴上口罩，但遭到了拒

絕。

鬧事者中有一名男性警察，在鬧事過程中，他在

店裡高喊：「我是警察，我不需要佩戴口罩」，還向

整個餐廳的人出示了他的警察證件。隨後，這名警察

繼續要求店家為他們提供酒精飲料。

雙方衝突進一步升級。其中一名49歲的婦女推搡

（綜合報導由Survey Monkey委託CN B C和Acorns 

Invest進行的一項新調查發現，由疫情引發的經濟衰

退，已經造成14%的美國人，相當於4,600萬人耗盡緊

急儲蓄。

調查結果指出，大約17%的人必須動用緊急儲蓄，

來支付日常生活費用，11%的人必須靠借錢度日，6% 

的人停止向401(K)或其他退休帳戶付款，5%的人要求

減免租金。

這項調查於8月份進行，樣本數達5400多名成年

人。其中，千禧世代中較年長的一代在緊急儲蓄的耗

損最大，在25歲至34歲的人中，約26%的人表示積蓄已

被耗盡。嬰兒潮世代這個比例為6%。

調查認為，嬰兒潮世代已經歷多次繁榮/蕭條周

期，較能了解儲蓄的重要性，千禧世代相較之下，過

去只經歷過一次的經濟衰退。

這一調查結果也符合前聯準會主席葉倫(J a n e t 

Y e l l e n )上周的說法。葉倫發表專文警告，數百萬的

美國人正在遭受痛苦，貨幣政策本身並不能挽救經濟

不景氣，而解決方案將需要進一步的財政刺激措施，

以制止日益加劇的財政懸崖。

這次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已經帶來前所未有的

經濟損失，有超過3,000萬的美國人正在領取失業救濟

金。聯準會提高通膨的新政策框架，預計帶來更多的失業與

生活成本上升。

此外，目前有多達個人收入的四分之一，是來自於政府

支付。

這也說明當前財富不平衡的情況恐將加重，政治精英及

超級富豪，在聯準會政策之下反而受惠最多，中底層的低收

入人群已經接近耗盡儲蓄。

儘管最新的消費數據似乎顯示消費者在7月份繼續花錢，

但由於存款恐將耗盡，這種情況可能難以持續。

（綜合報導)中國修訂限制出口技術目錄清單，

規定內地企業向境外轉移技術須獲政府批准，令短

片分享平台TikTok出售在美業務出現阻滯，美國總

統特朗普重申TikTok必須在限期前（9月15日）完成

交易，否則將在美國關閉TikTok業務。他還強調，

美國財政部應該從這筆交易中得到補償。

特朗普向傳媒表示：「我告訴了他們在9月15

日前需要達成協議，否則在那之後我們會關閉Tik-

Tok，我說了美國需要收到補償，足夠的補償，因為

是我們促成了交易，所以我們應該得到補償，美國

財政部應該得到補償。」彭博社稱，特朗普當天是

在登上空軍一號前往威斯康星州前對記者做出這番

表態的。

在回應有關TikTok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曾經表示對企業具體運營不做評論，有關企業

已經發佈消息。中方多次明確表示我們反對美國泛

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特

定企業。美方企圖對非美國企業採取經濟霸凌和政

治操弄的技倆，無論是政治脅迫交易還是政府強制

交易都無異於巧取豪奪，不僅違反市場原則和國際

規則，也是對美方自己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和公平

競爭原則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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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專業誠懇的團隊，會細心地講解
所需服務，設有中西式傳統土葬，全
套殯儀服務，並有多種花園，陵墓及
骨灰位可供選擇。

了店內的一名顧客和該餐館的男老闆，打翻了餐館前台的檔

板，進行打砸。但這名警察在此過程中，並未出手制止。

這名男性警察後來受到了警方的內部調查。但此事發生

後，包括打砸餐館的女子在內，沒有一人被捕。

面對公眾追問，馬什菲爾德警察局局長塔瓦雷斯辯解

稱，雖然這名男性警察情緒激動，表現得「很好戰」，但是

他並沒有出手毆打任何人，「該警員沒有任何犯罪行為」。

波士頓WCVB電視台報道稱，雷女士事後哭了整整兩天，

因為警察本該站出來制止犯罪行為。

荒謬的是，此前這家「明朝餐廳」因有顧客沒戴口罩，

被馬薩諸塞州政府勒令停業。這家餐廳此後還遭到了當地衛

生部門的定期抽查。

（綜合報導）繼日前美國威斯康辛州一名29歲非

裔男子遭警察槍擊致癱瘓，引發激烈騷亂後，美國洛

杉磯周一（8月31日）亦發生一宗警察槍殺非裔男子事

件，引發民眾抗議。

當地警長迪恩周一晚表示，南洛杉磯警察局的2

名警官在開車時看到一名非裔男子騎單車違反交通規

則，並試圖阻止。該男子試圖逃跑，隨後被警察開槍

打死。迪恩稱，該非裔男子當時打了一名警員的臉，

隨後將隨身攜帶的一些衣服扔在地上。警察在衣服裏

發現了一支黑色手槍，2名警員隨即開槍。

涉案男子當場宣布死亡。據死者家屬確認，該男

子為29歲的基茲（Dijon Kizzee）。警方表示，手

槍已經找到，沒有警員受傷。針對該事件的調查仍在

進行中。報道稱，此事又一次引發當地民眾的激烈抗

議，100多人參與遊行。他們認為開槍是不正當的，而其他人

則高呼「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2020年9月4日

斷上漲，價格已經翻番不止。難怪當地居民把這場隕石雨稱

為「奇跡」和「天上掉下錢了」。

據了解，小鎮天降的隕石被認為是一種罕見的球粒隕

石，可以追溯到太陽系的起源――也就是地球形成之前，極

富科考價值，對於研究太陽系的起源能提供重要的線索。在

迄今發現的隕石中，這種球粒隕石僅佔1%，因其稀有，所以

特別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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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拒向澳媒付費脅封鎖新聞

日本8日起開放台灣商務人士入境

巴西小鎮下隕石雨引發奪寶潮巴西小鎮下隕石雨引發奪寶潮 加拿大研用加拿大研用
巴西莓抗新冠巴西莓抗新冠（綜合報導）巴西東北部一個偏僻小鎮近日下了一

場隕石雨，沒想到，當地居民撿到的隕石，有的竟然能

以26000美元賣出。消息傳出後，四面八方的人蜂擁而

至前來奪寶，有貧窮的小鎮居民一夜之間成為暴發戶。

巴西小鎮聖菲洛蒙娜（Santa Filomena），一個以

豆類種植為主的偏遠小鎮。8月19日，天上突然下起了

隕石雨。20歲的小鎮居民、大學生埃迪馬爾說，那天他

正呆在家裏，看到窗外「煙霧濛濛」，隨後手機上就收

到鎮上人發來的消息，說天上正在下隕石雨。

埃迪馬爾很快來到小鎮的廣場上，並撿到了一塊兒

7厘米寬、重達164克的「石塊」。他發現這可不是普通

的石塊，而是隕石。之後，他將這塊隕石賣給了一位專

門收購隕石的美國人，賺取了1340美元。

後來，當地居民又在廣場上的教堂附近撿到了更大

的隕石，截至目前，足足有200多塊大小不一的隕石被

村民撿到。其中最大的一塊重達40公斤，價值高達2.6

萬美元，這相當於這個小鎮居民平均10年的總收入。還

有一塊重達2.8公斤的隕石被巴西國家博物館以2萬美元

出頭的價格收取。

埃迪馬爾說，小鎮天降隕石雨的消息傳出後，幾小

時內，來自巴西、美國和烏拉圭等地的隕石收購者一窩

蜂趕來，小鎮的旅館已經不夠住了，一些人不得不租住

在居民家裡。埃迪馬爾說，他們手中隕石的價格還在不

（綜合報導）加拿大科研人員周一表示，他們正

研究是否可以利用一種很受歡迎的廉價食物：巴西紫

莓（acai berry），去對抗新冠病毒，希望有助避免

病人出現嚴重癥狀。

過往對巴西紫莓進行的研究顯示，從這種食物抽

取的一些成分，可以抑制炎症。醫生們相信，它也可

能有助防止人體對新冠病毒作出嚴重的發炎反應。

多倫多大學兩位科學家法爾庫和安德烈亞扎合

作，已經花了五年時間研究巴西紫莓對人體的功效，

尤其是它對人體作出發炎反應的功效。現在，他們集

中研究這種食物對抗新冠肺炎病毒的功效。

法爾庫對記者說：「這是一個遠景，但巴西紫莓

是一種廉價食物，人人都負擔得起，而且安全，值得

一試。」法爾庫和安德烈亞扎在加拿大和巴西招募了

大約580名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病人，一半接

受巴西紫莓抽取出來的成分，一半只獲安排服用安慰

劑。他們希望能在病人患病早期使用巴西紫莓進行治

療，可以避免一些最嚴重的癥狀出現，從而降低住院

及死亡人數。

這項試驗計畫為期30天，預料會於今年年底公布

試驗結果。

（綜合報導）日本下周二(8日)起開放台灣的商務人

士入境。台灣商務人士入境日本前，須以工作證明文件

向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申請簽證，並持有登機前72小時內

新冠病毒檢測的陰性證明。落機後，亦要在機場接受病

毒檢測；入境日本後，要居家或到指定機構隔離檢疫兩

周。

台灣外交部表示與日本政府達成共識，相互開放商

（綜合報導）社交網站facebook（fb）周一（8月31

日）警告，若澳洲政府要求科技巨擘付費給地方新聞媒體的

提案通過立法，fb將停止澳洲的新聞出版業者和民眾在fb和

Instagram（Ig）分享新聞。

包括澳洲新聞集團、九號娛樂集團、澳洲衛報等在內的

澳洲主要傳媒企業，一直認為fb及Google等平台透過分享

新聞，損害了傳媒的廣告收益。澳洲政府7月表示，將要求

fb和Google等科技巨頭，根據一套類似版稅的系統付費給

提供新聞內容的媒體，這套制度預計今年通過立法。

fb周一在官方網站發文表示，該公司在澳洲眼前只有兩

個選擇，一是完全刪除平台上的新聞，一是接受新制度支付

新聞發布商無上限的定價。fb澳洲及新西蘭總經理伊斯頓

（Will Easton）周二亦在網上聲明中為公司辯解，表示澳

洲政府計劃強迫fb付費的內容，其實是新聞機構自願

放在fb的平台上，且價格也未考量fb平台透過用戶轉

發，替出版方帶來的經濟價值。他又稱，其實是fb應

向澳洲新聞業界收錢，又稱若fb迫於無奈要停止澳洲

的新聞出版業者和民眾分享新聞，長遠將損及澳洲新

聞業界的活力。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指出，fb目前

已有向部分傳媒就新聞內容付費，計劃中的付費草案

立法，只是為確保澳洲的新聞企業在與fb及Google談

判時可獲公平和透明待遇。

九號娛樂集團指摘fb的「奇怪」反應反映出其壟

斷力量，同時亦顯示fb未能認清「以可靠新聞內容去

平衡充斥其平台的假新聞」之重要。

務人士入境，顯示日方對台灣防疫成效的肯定，且將有助於

恢復台日的商務往來。

抗擊新冠病毒專欄

波
特蘭中國聯誼會是一個有着二十七年曆史的地方性非盈利組

織，27年來，我們本着立足社區，堅定公益的原則，為社區

居民提供了以文化交流及教育為主的多項服務。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一月，我們聯合本地其他華人團體並邀請數家亞裔團體，首

次在設備一流的Keller禮堂成功地舉辦了慶祝農曆新年活動，開創了俄勒

岡歷史上華人組織牽頭並攜手其他亞裔團體舉辦大型文化活動的先河。

我們的會員有包括醫生、護士、工程師、項目主管…在內的來自各行各

業的專業人士。今年春天以來，一場史無前例的新冠病毒席捲全球，也

瘋狂地肆虐我們的社區。疫情伊始，我們就聯合包括英特爾華人聯盟，

俄勒岡華人聯合會等本地三十多個華人團體及數百成員，在物質緊缺的

情況下，為武漢及波特蘭地區醫院，本地的老人公寓，退伍老兵等捐獻

防護用品，並為多個避難所及兒童醫院提供了近六百份食物。在這個非

常時期，受波特蘭市政府委託，我們經辦接收並分發了南京市人民政府

捐贈的防護口罩。近日，波特蘭中國聯誼會又被俄勒岡州衛生廳選定為

抗擊新冠病毒的基層組織。我們將利用我們的人力優勢，為社區人員，

尤其是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弱勢群體，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支持和服務，

從物質和精神雙層面幫助他們戰勝病毒，盡快恢復健康美好的生活。

我們的服務項目包括以下五大類：

第一，幫助在隔離期間個人和家庭成員聯絡醫生及掛號服務；

第二，為因病毒感染而隔離的人員提供交通，購物和托兒服務；

第三，為隔離人員及家屬提供各類相關的資源，信息服務；

第四，幫助隔離人員及家屬申請各類相關的福利項目；

第五，幫助隔離人員及家屬在隔離期間聯絡其他社區服務組織，提供與精神健

康，反歧視及家庭暴力有關的資訊。

除此以外，我們還將利用報紙，微信，聯誼會網站等社交平台，由專科醫生介紹

冠狀病毒的傳播、診斷、治療，預防及疫苗知識；針對目前數万名中小學生及家

長在遠程教育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我們將由專業人士提供建議及輔導；今後,

我們還將為在這場疫情中失去工作的普通勞動者，以及被迫停工停產的小企業

主，提供心理撫慰及諮詢。

我們將嚴格遵循聯邦及州衛生廳的規則，努力為社區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為抗擊

病毒，重建家園，貢獻我們的愛心和力量。

詳 情 請 查 看 我 們 網 頁 www .po r t l a n d c f a . o r g 

Email：president@portlandcfa.org

波特蘭中國聯誼會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Portland

本週六9月5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在富邦超市
免費分發防疫新冠病毒資料及防護口罩等

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以免感染 COVID-19
病毒如何傳播

• 病毒主要通過感染者咳嗽、打噴嚏或說
話時產生的呼吸道飛沫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

• 清潔並消毒您經常接觸的表面。
每天如是。這些表面包括：

枱 門把 燈開關掣

桌子 鍵盤 電話機

鋅盆 廁所 枱面

水龍頭 把手

» 飛沫會落在附近的人的口或鼻 -大約
六英尺內。

» COVID-19可能由沒有症狀的人傳
播。

• 病毒也可能通過接觸帶有病毒的表面或
物體而傳播。

• 它不會容易在動物和人之間傳播。

每個人都應採取這些預防措施

• 經常用肥皂和暖水洗手，每次
至少 20 秒。如果不能使用肥
皂和暖水，請使用搓手液（酒

精含量為 60-95%)。
• 以紙巾或手肘遮住咳嗽/噴
嚏。如果使用紙巾，請扔掉紙

巾並立即洗手。

• 不要觸碰臉部。
6英尺

• 與不同住的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離。

• 出外時，戴上布、紙或即棄面罩。隨著
越來越多人外出，面罩可能有助阻止病

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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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措施

• 最好留在家附近。避免過夜旅程。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旅程，包括前往您家社區以
外地方的即日來回旅遊。使用最短的旅程接受必需的服務。計劃在人流較少的時

間處理重要任務。

• 如果生病，留在家中，致電您的醫療護理提供者及依照他們的指引。

• 如果您有患上嚴重併發症的風險（年齡 65 歲以上或患病），即使您感覺良
好，也應留在家中。

• 如果您在公共場所出現以下症狀，請與您的醫療護理提供者聯繫。否則，回家
並自我隔離。

發燒 發冷 咳嗽 呼吸急促

或呼吸困難

疲倦 肌肉或身體

疼痛

頭痛 新出現失去味

覺或嗅覺

喉嚨痛 鼻塞或流鼻水 噁心或嘔吐 腹瀉

公共衛生部

您可以獲取本文件其他語言、大字體、點字或首選格

式的版本。請致電 971-673-0977 與公共衛生部門聯
絡。我們接聽所有中繼呼叫，或者您可致電 711。

俄勒岡州COVID-19最新數據
(截至2020年8月31日上午12：01)

信息來自俄勒岡州衛生廳網站

總測試人數 555918

陽性病例 25403

陰性病例 530315

死亡人數 459

0-9 歲 1243

10-19 歲 2751

20-29 歲 5790

30-39 歲 4707

40-49 歲 4398

50-59 歲 3401

60-69 歲 2172

70-79 歲 1290

80 歲以上 939

年齡不詳 22

總數 26713

白種人 10688

黑種人 919

亞裔 751

美洲印第安人 652

太平洋島嶼 521

其他 9374

多種族混合 502

種族不詳 3306

總數 26713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年齡分佈

確診及疑似病例按種族分佈

特設問答環節，如對有關COVIC-19疫情有任何疑問，
請電郵：pct@portlandchinesetimes.com、
傳真：503-7888900或往微信號WeChat ID：pctads
留言。我們會盡量一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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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護照新版
封面放大
TAIWAN字樣

（綜合報導）隨著新冠疫情確診個案回落，香港教育

局昨公布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分兩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幼

稚園高班（K3）、小一、小五及小六、中一、中五及中六

生會率先於九月二十三日復課，其餘年級則須待九月二十

九日，學生初期只可在校上課半日。教育局又指，有需要

的學校亦容許最早九月十六日起，讓最多全校六分一學生

回校進行半日學習活動。

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就復課安排見記者，表示鑑

於近期疫情有緩和的趨勢，認為已具備基本條件讓學校在

本月下旬逐步恢復面授課堂，汲取五、六月的復課經驗

後，教育局決定分兩階段復課，幼稚園K3、小一、小五及

小六、中一、中五及中六生首批在本月二十三日重返校園

上課；其餘各級，不包括幼稚園學前預備班（N班）的學

生，則於本月二十九日復課；國際學校、特殊學校及補習

中心亦跟從上述方案。

楊潤雄補充，面授課堂暫時會以半日制形式進行，避

免同學於午膳時脫下口罩，可減低感染風險，學校亦不可

在另外半日，安排學習或其他活動，避免大量學生一整天

留校。至於措施限期，則須視乎疫情發展以及衛生防護中

心建議，暫未有確實日子。跨境生復課安排亦仍與其他部

門及內地商討中，會在可行情況下盡量協調，並會首先安

排中四至中六生復課。他又表示，不少學校反映有需要進

行迎新、輔導活動及適應校園生活課堂等，以及須準備公

開試的班級有急切需要回校補課，因此亦容許有需要的學

校，自十六日起讓小部分學生回校進行半日學習活動，以

全校六分一人數為上限，形容有關人數的健康風險可以接

受。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在十四日完結，被問到 用作社區監

測中心的校舍可否趕及在十六日還原場地，並做好防疫措

施，楊潤雄認為學校有時間安排，亦非全部學校會在十六

日就開放校園。他呼籲學校師生家長積極參加計劃，但表

示計劃屬於自願性，不會要求學校呈交參加檢測教師的人

數，僅稱「學校有權問老師」；他又表示未有計畫安排檢

測隊伍到校為師生進行檢測。如復課後有零星確診個案在

校園爆發，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

若學校有確診個案，將停課十四天並全校消毒，如有需要

也會安排學生接受檢測。

（綜合報導）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學校最近將強化

漢語授課，事件在當地引起反響，不少蒙古族家長和學

生舉行示威抗議，拒絕送小孩入學。官方以尋釁滋事罪

至少通緝6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昨晚召開緊急會議，自

治區主席布小林出席，強調推進統編教材使用有利於築

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級幹部以及教師要主動向學

生、家長以及群眾宣講政策，保證學生正常上學。

內蒙古教育廳新學年推出「雙語教學」，要求今年

起小學、初中入學加強漢語授課、減少使用蒙語，引來

一些蒙古族人擔憂蒙古族的文化和身分會逐漸消失。上

週起，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地發起十年

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抗議行動，有家長表示不會送孩子回

校。

官方態度強硬，網上流傳的通告顯示，通遼市公安

局至少通緝6人，向當局提供有關人員資料者可獲1000元

人民幣獎金。其中奈曼旗公安局公安局通緝二男一女，

指他們於8月31日在通遼市奈曼旗蒙古族中學附近，參與

「尋釁滋事」案件；扎魯特旗公安局刑偵大隊通緝一男

一女，指他們於8月31日在通遼市扎魯特旗魯北鎮的蒙古

族第二中學門口參與「尋釁滋事」案件。通遼市開發區

公安分局通緝一名男子。

事件不斷發酵，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前晚召開電視電

（綜合報導）為提升台灣護照辨識度，避免在國際

上和中國大陸混淆，台灣的立法院在7月通過民進黨團提

出的護照與華航正名公決案。台灣的行政院今天（9月2

日）召開記者會，由當地外交部長吳釗燮公布新版護照封

面，當中「TAIWAN」字樣變大，拿掉象徵「中華民國」的

「REPUBLIC OF CHINA」英文字樣。

台灣的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表示，台灣防疫有成，台

灣民眾希望在國際意象上，提高台灣辨識度，避免在國際

交流中與大陸混淆。因此政府依照立院決議提出新的護照

封面設計，根據民眾實際旅行需求及凸顯台灣。

話會議，「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民族語

言授課學校推行國家統編教材的決策部署」。

官方《內蒙古日報》報道，會議指出，推進統編教

材使用是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的關懷，有利於促進民

族團結和民族地區的發展進步，有利於築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旗幟鮮明、堅定

堅決地把這一工作做實做細做到位。

（綜合報導）中印邊境局勢再度緊張，中方指印軍

在拉達克地區班公湖南岸越界，要求印方立即撤離。但

印媒稱，印度政府已決定派駐軍隊在邊境過冬，與解放

軍長期對峙；並擴大軍事部署，允許印軍採取一切手段

阻止中國入侵。中印雙方僵持之際，有指解放軍殲20隱

形戰機近日亦重新進駐新疆和田機場。中國官媒其後稱

中方要做好作戰準備。美國副國務卿比甘則表示，美方

欲與印度、日本、澳洲建立更為正式的戰略關係，目標

包括全方位擊退中國。

據印媒報道，印軍正趕在十月喜馬拉雅山脈大雪封

山前，不斷向邊境地區運送過冬物資，準備在拉達克地

區與解放軍長期對峙。

為應對解放軍在中方實控線一側興建道路、橋樑、

機場等軍事設施，印軍已向邊境增兵三萬，配備大量坦

克、火炮，空中力量亦完成部署。

另外，解放軍也已在邊境地區修揖建築，做好在邊

境高原過冬的準備。根據衞星圖片推測，解放軍同時在

西藏集結大批部隊，並有可能利用隧道來隱藏裝備。印

媒還指，印度空軍早前開始接收疾風式戰機後，解放軍

就開始在距中印邊境僅三百公里的和田機場部署殲20戰

機，並展開大規模飛行活動。解放軍殲16、轟6K早前也

已部署到新疆多個機場。

（綜合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摩洛哥政府和

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慰問和支持。習近平指，在

抗疫初期，摩洛哥給予中方支持和聲援，並關照滯留在

摩洛哥的中國公民。同樣，摩洛哥發生疫情後，中方積

極提供抗疫物資援助。習近平表示，中方願與摩方研發

疫苗和生產合作。

習近平強調，兩國一貫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中方

鼓勵有實力的中國企業赴摩洛哥投資興業，願同摩方穩

步推進兩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以及中非、中阿合作論

壇等框架內各領域合作，共同規劃疫情後人文交流合作

新藍圖，推動中摩戰略夥伴關係結出新的碩果。

穆罕默德六世表示，對2016年訪華與習近平共同宣

佈建立摩中戰略夥伴關係記憶猶新。摩方將中國作為

最優先合作方向，希望雙方深化經貿、科技等各領域

合作，使兩國關係更富活力。摩方堅定支持中方維護

自身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的正當立場。感謝中方為

摩方抗擊疫情提供寶貴支持，希望同中方加強疫苗研

發、採購和生產合作。

（綜合報導）《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昨

日起實施，未按規定分類投放相關垃圾，最高可被罰

款二百元人民幣。深圳將開展垃圾分類執法檢查，十

月起將對不開展垃圾分類等行為正式開罰。

深圳市超過三千五百個屋苑物業小區，已全部建成

「集中分類投放+定時定點督導」分類模式，一千六百

九十個城中村、逾一千六百個機關事業單位、二千五

百多間中小學及幼兒園已實現垃圾分類全覆蓋，全市

生活垃圾分流分類回收量達每日四千噸，回收利用率

達百分之三十二點一。

條例計劃分三個階段進行，其中九月為警示期，

將會對不按規定實施垃圾分類的行為批評教育，並且

發放《責令整改通知書》，教育和督促違例者自行整

改。十月、十一月將會集中執法、正式開罰；十二月

後將垃圾分類執法巡查納入市容巡查員的巡查範圍

內，不定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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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Li Huong Lanz

Real Estate Broker

503-936-4154

Li.Lanz@comcast.net

Friendly Hardworking Responsive

Licensed in Oregon and Washington

EQUAL HOUSING

OPPORTUNITY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REAL ESTATE

REALTY PARTNERS

12550 SE 93rd Ave, Suite 200

Clackamas, OR  97015

503-698-6600

NEW LISTING

Luxury Home in Happy Valley   Quality craftsmanship shows in the custom built Altamont neighborhood 

home. 6 bedrooms including 2 master suites, 4.1 bath. Amazing downtown and sunset views! Gourmet 

stainless steel kitchen with granite counter top & Sub-Zero refrigerator. Fabulous master suite with 

fireplace & jetted tub. Coved ceilings with recessed lighting. Office with built-ins, living room with fireplace. 

Excellent school district. Finished basement with outside entrance. - $799,000

Happy Valley - 4 BD, 2.2 

BA + bonus. 3,725 sqft, 

hardwood floors, 2 

fireplaces, spacious 

bedrooms. Private 

back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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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le Rock - 

Commercial building,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2,834 sqft, seating for 62, 

30 seats in bar area. 

$299,900

NW Portland - 4 BD, 3.1 

BA  New Construction, 

one BD on main with full 

bath, large bonus room. 

Convenient location.

SE Portland - 5 BD, 4.1 

BA + office. 5,470 sqft, 

hardwood & tile floors, 3 

fireplaces. Lower level 

w/full kitchen and 

separate entrance.

Happy Valley - Business 

Opportunity. Dry clean 

and alerterations since 

2007. Located in busy 

shopping center

SE Portland

Town House

3 BD, 2.1 BA. Family 

room with fireplace, 

Master suite with walk-in 

closet. Fenced backyard.

SE Gresham - 4 BD, 2 

BA, 1,706 sqft, one level 

home. SS appliances. 

Living room with 

fireplace. Near PCC 

$398,000

S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Division corner of 

89th 3900 sqft building, 

9000 sqft lot. Zoning 

CM1. Near major retail, 

walk to PCC   

Gresham - Large 5 acre 

lot Overlooking Gresham.

Zoned LDR-5 Low 

Density Residential  

SE Portland - 3 BD, 2 

BA Living room with 

vaulted ceiling, gas 

fireplace. Private 

backyard, newer furnace, 

new exterior paint.

S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9237 sqft building, 9890 

sqft lot. Long time grocery 

store. Adjacent lot 

available

Happy Valley - 4 BD, 2.1 

BA plus office. High 

ceilings, 2 fireplaces, 

large deck, corner lot, 

excellent schools

3 car garage

Castle Rock - 

Opportunity to own a 25 

room motel plus 3 BD 

home located just off I-5 

at exit 49 gateway to Mt 

St Helens - $599,900

S

O

L

D

S

O

L

D

Happy Valley - 4 BD, 2.1 

BA Beautiful spacious 

home on a wooded lot, 

hardwood floor, granite 

counter-top.

NE Portland - Fantastic 

turnkey business 

opportunity. Bar & Grill, 

seating for 90, full 

kitchen, 6 poker 

machines. 

NE Portland - 4 BD, 3.1 

BA Large indoor 

swimming pool. 17,250 

sqft lot, living room with 

high ceiling, walled 

courtyard.

Battle Ground - 4 BD, 

2.1 BA Luxury home. 

2.75 acres with gated 

entry. 3,088 sqft one 

level plus 1,200 guest 

house. 3 car garage. 

NE Portland - 4 BD, 2.1 

BA on Rocky Butte. 

Spacious 3,531 sqft split 

level. Laminate wood 

floor on the main. Large 

family room on lower. 

Beaverton - 4 BD, 2.1 

BA, 1 bedroom on main. 

Family room with 

fireplace. Large deck and 

sunroom. 2,341 sqft  

SE Portland - 3 BD, 2 

BA, Tile and laminate 

wood and tile floors 

throughout, granite 

countertop, fenced 

backyard.

Clackamas - 4 BD, 2.1 

BA + bonus room. 

Beautiful remodeled 

home. New laminate 

wood floor & carpet 

2,255 sqft, corner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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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ortland - 4 BD, 2.1 

BA. Family room with 

fireplace, Laminate wood 

floor. Master suite with 

walk-in closet. Fenced 

backyard. $419,900

NE Vancouver Duplex

3 BD, 2 BA  Laminate 

wood floor. Fully rented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excellent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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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Beaverton - 4 BD, 2 

BA Fully remodeled, 

hardwood floor.  

$443,000

SE Portland - 4 BD, 2 

BA, 3 levels, hardwood 

floors, large lot with huge 

30’ x 30’ shop. Plenty of 

parking. Living room with 

wood fireplace.

Beaverton 5 BD, 2.1 BA

 High ceilings, excellent 

neighborhood, master 

with vaulted ceiling and 

jet tub. Near Nike, Intel, 

park

NEW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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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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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 Chiropractic Specialists

精通國語、台語

加拿大名校多倫多大學畢業

前大學助教與神經科學研究員

波特蘭脊骨神經學專家   輕鬆解決您疼痛的困擾

韓杰剛醫師：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脊椎調整、筋絡筋膜放鬆、電療

超音波治療、激光雷射治療

復健、刮痧、拔罐

免費提供一對一、問診諮詢服務

503.334.7943
mypdxchiro.com

Jade District Office

8733 SE Division St, Ste 209, Portland, OR 97266
黃上皇海鮮酒家樓上

Contact Us Today

轉讓
Gresham店轉讓

美國本土三文治品牌，疫情
期間依然經營並盈利，轉讓
價：15萬，可分期付款

聯繫電話 360-836-7830

打好英
文/數

學科基
礎，

為未來
入大學

作準備
！

勵進教育中心

Achivate
Education Center

查詢：503-453 6013

適合初學者和幼、小學生 (5 or up)

創意繪畫課程

8733 SE Division Street, #208 Portland  

詳情請電

503-380 8788

英數班

個別輔導班

高中SAT

適合一至十二級•小班制

1對1或1對2 (英、 數、 化、理)

全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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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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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牌達人

書冊子

餐牌

傳單

各式名片

www.pctprintanddesign.com波特蘭印刷及設計

PCT Print & Design
一站

式服
務

一站
式服

務
ONE-STOP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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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友更曾私訊細So叫他珍惜阿B，細So當時回覆：

「我很珍惜我們的，我身不由己，我很無力，對於我

們，我一直捉不住她。我每日都很亂很驚，還怕失去工

作，今日不知明天事，每晚還要做直播裝作若無其事，

去安慰別人，沒人明白……我知道她為我犧

牲了很多，我愛她不想傷害她，但我根本保

護不到她。」

不過二人並非因為染上HPV而分手，真

正分手是今年6月左右，細So給商台辭退後

指沒時間見面，又說老婆發現了二人關係管

得好嚴。好友指阿B曾送不少禮物予細So，

甚至送玩具給他兩個兒子。細So雖然從未

承諾跟老婆離婚，但一直哄阿B「生命裡面

不可以沒有妳」，阿B好友指細So分手當

日 卻 指 罵 阿 B ，

囑她不要告知他

老婆，又說自己

真 的 愛 阿 B ， 為

勢所迫才不能見

面。

細 S o 表 示 六

月 後 和 「 阿 B 」

已沒聯絡。承諾

會 繼 續 愛 護 太

太，希望做盡責

爸爸及丈夫，但

就說不夠膽承諾

成為好男人，希

望有改過機會。又多謝太太給予機會，要好好珍惜。雖

然細So承認衰仔，但今日「阿B」好友繼續爆料，指細

So這兩年十次跟「阿B」見面七次都是為發生性行為，

之後因為加租沒續租私竇，每次都在車上見面，返電台

都前去獅子山郊野公園在車上進行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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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41歲前商台DJ細So（蘇耀宗）日前被爆出

婚外情，過去兩年半來背妻暗交KOL「阿B」，期間兩

人於私竇幽會，更會狂發露骨短訊，完全把結婚9年的太

太陳頴楠 （阿Wing）拋諸腦後。事件不單令細So家人失

望，更令一直覺得他是

「好好先生」的粉絲都

大跌眼鏡，更有不少人

都 很 想 知 道 誰 是 「 阿

B」，出動人肉搜索。

直 至 昨 晚 ， 小 三

阿B終於現身，原來她

是35歲的KOL練美施

（Macy )，令人驚訝的

是她是一位有丈夫兼育

有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Macy接受傳媒訪問

時承認跟細So的不倫

關係，但她強調二人是

真心相愛，而不是玩家

心態，當被追問是否為

細So曾經接受人工流

產，Macy默認但不欲

多提，只稱丈夫已經原

諒她。Macy將她的IG刪去帳戶，原本她開設的網店有賣

衣服、首飾等，據知她收入月入十萬，不過因事件的曝

光後，她將網店的專頁都一併刪除。

據知2018年1月，阿B做身體檢查發現有濕疣，而且

是性行為時出血才知染了HPV，質問下細So認錯並承認

同阿B一齊前的1年同另一人發生性行為。去年4月阿B更

因為HPV病毒變成CIN1（子宮頸癌前病變）。不過細So

就否認自己令阿B染病，指當其時從阿B口中知道這件

事，因為未了解狀況，只能跟她道歉和安撫她，而事後

自己同太太都有去做身體檢查發現沒染病。

細So出軌「天真」小三阿B終現身 
35歲有夫之婦認為對方墮胎

( 綜 合 報 導 ) 今 屆 威

尼斯影展並沒受疫情影

響，如期以實體形式舉

行，成為疫情下舉行的

首個大型國際活動，影

展稍後舉行開幕禮，主

競賽評審團主席姬蒂白

蘭芝、評審麥迪倫等已

飛抵威尼斯，姬蒂做足

防疫措施，戴上圍巾遮

掩口鼻，而所有入場睇

戲的觀眾及工作人員都

必 須 戴 上 口 罩 及 量 體

溫。而一眾評審在出席

記者會時也戴上口罩，

但亦有除下口罩給記者

拍照。

將 與 香 港 導 演 許 鞍

華 同 獲 終 身 成 就 金 獅

獎 的 蒂 達 史 雲 頓 現 身

時 ， 做 出 《 黑 豹 》 中

「Wakanda Forever」的

交叉手勢，向上周五離世的「黑豹」Chadwick Boseman致

敬，蒂達有份演出漫威英雄片《奇異博士》，她與Chad-

wick曾合作《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

【威尼斯影展】
姬蒂率評審見記者
並向「黑豹」致敬

否認懷第四胎 
栢芝宣佈封肚

( 綜 合 報 導 )

張栢芝與前夫謝

霆鋒育有兩子、

離婚後誕下生父

成謎第三子的張

栢芝，日前被指

肚凸凸疑懷第四

胎，她昨日在社

交網上載片段，

親自開腔否認再

大肚，並強調「

現時沒有！將來

亦不會有！」宣

佈「封肚」！

栢芝在片段中戴上墨鏡及口罩，她說被拍到抱著細仔

時，若是懷孕的話，絕不可能抱著如此重的細仔再在腰

上扣育兒帶，又說：「當時好狼狽未趕及答覆得到（是

否再懷孕），現在拍片回答：肯定是沒有！一定沒有！

現時沒有！將來亦不會有！夠了，不生了。」

疫情下僅邀少量影壇好
友參加　陳木勝追思會
9.4沙田聖本篤堂舉行

(綜合報導)著名導演陳木勝於上月23日不幸因鼻咽癌

離世，終年58歲。由於陳木勝生前是虔誠天主教徒，故

追思會定於本周五（9月4日）假沙田聖本篤堂舉行，而

辭靈禮安排在9月7日早上開始，隨後其遺體將移送到柴

灣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化。受到限聚令影響，喪禮和

追思會只邀請親友和少量影壇好友參加，所有觀禮者入

場前必須接受體溫測試，場內也嚴禁拍照留念。

定，有時不想著怎麽去演反而會更加有魅力！」

而其後Baby都有在該條微博下面留言多謝章子怡：

「謝謝子怡姐對我們這部作品的喜歡！我需要努力的地

方還有很多，各位老師對我的幫助也很大，

會繼續加油，也希望在這個世界上，不要再

有下一個鐘美寶出現。」

原本是一來一往的溫馨互動，卻引來一

班大陸網友忍不住留言批評章子怡為人太虛

偽，而且並不覺得Baby演技有進步：「演啥

都是在笑，怕尷尬整部劇沒敢看」、「楊穎

的演技也能拿出來吹了，明早我看看太陽是

不是在西邊」、「對於這種睜眼說瞎話的人

真是無語了」、「她有啥演技？」、「年度

最大笑話」。

(綜合報導)Angelababy（楊穎）憑著精緻五官在大陸

做到風生水起，然而Baby演技多年來一直備受爭議，被

網民批評演技差但片酬高。近日她演出大陸劇《摩天大

樓》，演技再惹負評，

當中連場哭戲的「微笑

嘴」太出戲，網友嘲笑

她是「笑著哭」。縱有

批評，卻無阻這劇的高

收視，最近說連影后章

子 怡 也 成 為 B a b y 的 粉

絲，更在微博長文力撐

她演技「真摯自然值得

肯定」，看到一眾大陸

網友「眼珠跑出來」。

B a b y 的 演 技 一 直 都

是網絡熱話，早前有網

民認為她生氣、緊張、

焦慮，一律只會瞪大雙

眼去演譯，甚至替她做

岀一系列表情包，喜怒

哀樂看起來都是同一表

情，沒有太大分別。

章子怡大讚《摩天大樓》與慣常的大陸劇不同，多

線敘事手法獨特，但陳述卻不凌亂，非常引人入勝，讓

她忍不住感動與深思，又表示外界對Baby演技不好的質

疑可以「暫時擱置」。章子怡說：「她演的美寶真摯自

然，讓我看得舒服，她對這個角色的投入與呈現值得肯

章子怡激讚Angelababy演技真摯 
網友反指虛偽誇張：睜眼說瞎話

小三練美施終於現身

1 9 0 萬 觀 眾 收 看 《 港 姐 決 賽 》
出 爐 冠 軍 謝 嘉 怡 食 最 愛 排 骨 飯 慶 祝

(綜合報導)現年25歲的出爐雙料港姐冠軍謝嘉怡

（Lisa），前晚捧獎後返回酒店與親友慶祝，獲娛樂新

聞台主播準備最愛的排骨飯充飢，她笑言參選「無啖好

食」，即場品嚐幾口！

無線方面昨公佈，《港姐競選決賽》直播當晚平均收

視27.6點、最高直播收視28.9點、觀衆人數近190萬，為

近7年來最佳收視成績。出爐港姐冠軍及最上鏡小姐謝嘉

怡（Lisa），前晚賽後返回入住的酒店與親友慶祝，Lisa

下車前被問最想做甚麼時笑說：「最想食和睡覺！心情

平服了少許，但仍然未相信自己拿了冠軍。」她其後在

酒店房間與親友慶功，獲爸爸送上鮮花祝賀，並接受傳

媒訪問。

Lisa在決賽舞台上指爸爸「我未懂行已想我選港姐」

，謝爸爸直認真有其事。Lisa自認是男仔頭，喜歡踢波，

回港參選期間，其父一直在旁照顧，記者準備了Lisa最愛

的排骨飯為她慶功，她即高興地品嚐幾口。

Lisa日前則與應屆亞軍陳楨怡、季軍郭柏妍及「友誼

小姐」鄺美璇晤傳媒，Lisa說賽後輕鬆不少，睡得很好，

昨日去探嫲嫲。她說已傳短訊給提名人肥媽，並獲對方

恭喜。Lisa的媽咪身在蘇格蘭，稍後會返港團聚。辭任蘇

格蘭護士返港參賽的Lisa重申沒想過會當選，家族有34位

表兄弟妹，事前不知落選的表妹源菲然亦參選。談到網

民指她的門牙有點灰黑，Lisa稱是年少時在公園玩撞傷門

牙，原打算返港整牙，但因疫情及未有空未成事。

陳楨怡賽後獲媽咪及妹妹驚喜準備她愛吃的咕嚕肉消

夜，男友則送花祝賀，她與郭柏妍亦坦言，希望留在娛

圈發展。郭柏妍盼能嘗試當主持及拍劇，同時亦會繼續

半工讀完成碩士課程！

姬蒂在記者會上，應記者要求，
除下口罩拍照。

「黑豹」Chadwick上周離世。

《我在時間盡頭等你》
大收4億人仔 仙氣女神
李一桐玩穿越愛情

(綜合報導)電影根據勁破百萬點擊量的奇幻愛情小

說改編。故事講述年輕舞蹈員邱倩（李一桐飾）前往浪

漫之都布拉格追尋夢想，意外翻看了年邁保安員林格（

李鴻其飾）的日記，內文紀錄著邱倩在不同時段深藏的

愛。電影早前在內地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衝破2億人民

幣，刷新2020年全球單日票房紀錄，截至8月31日累積票

房已達4億人民幣！大批內地網民紛紛大讚故事動人催

淚：「久違的愛情片！」「很久沒有在戲院感動到流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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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受洗了！從原

本在傳統廟宇拜拜，到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

而決定受洗，是個人生重大的轉折。

在二〇一六年，我得了「冷凍肩」，俗稱「

五十肩」，可能是長年累月在餐廳從事端盤子工作

的結果。這個病使我的身體劇痛無比。雖然透過推

拿、針灸的治療，但是都毫無進展，使得我感到非

常沮喪。有一天說巧不巧，我在一家店裡遇到了一

位好久不見的朋友，她是一位基督徒。在聊天中，

她建議我不妨上教會尋求幫助。那時我也沒多想，

週日一到，我就去教會了。當天朋友請師母和其他

姐妹為我禱告，雖然剛開始我有些不情願，但還是

接受了他們的好意，為我禱告。禱告大約兩、三分

鐘後，我覺得内心所有的苦毒和委屈，就像狂風暴

雨般傾瀉而出。頓時我感到如釋重負，五十肩的

我就可以去教會了。此時內心起了變化，心想既然

決定要去教會，乾脆把家中有關佛教的書、偶像、

衣服都整理起來，打包丟棄。

耶穌真是我的救主！感謝祂原諒我的無知，

寬恕我的罪，因為祂就是愛，是包容的愛。我感謝

主耶穌的救恩，揀選了渺小的我。信主之後，我學

習到要先認識耶穌，才能認識自己。同時，我和先

生的關係改善了。我們現在有共同的信仰，家庭和

睦、互相接納、包容彼此的不完全。在耶穌的恩典

裡，漸漸活出愛的生命。

聖經的詩篇九十一篇 1—2 節說：「住在至高
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
和華說：『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
神，是我所依靠的』」感謝主！是祢讓我心裡有平

安、信心和盼望，使我時時刻刻充滿喜樂！

個人見證集

聖經小故事 餖飣小碗子漫畫系列

美食雷達區

有備無患：十個童女的故事 代求的勇氣
大   白 旦   旦

李   丰

小    草

投稿熱線 gracebolip@gmail.com編者的話
雖然疫情的發展可能帶來很多變數，但是我們若能凡事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願神祝福你！

疼痛也緩和許多。禱告真是神奇！原本醫生說我的

五十肩毛病要完全恢復，預計要一年，但經過那次

禱告之後，加上我每週做三次復健，持續三個月左

右，我就回到工作崗位，這真是一個神蹟！

由於五十肩的情況好轉，我又回到了原來的

生活，包括週日要上班。二〇一九年十月中，老闆

拿掉我收入最好的週日班，當時我心裡實在忿忿不

平，後來才明白這都是神的安排。沒有了週日班，

說起 BBQ（燒烤）和 Taco（墨西哥式捲餅）

這兩個詞，就不能不提到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德州

風味的燒烤特點是烤 Brisket（牛胸肉），使用煙燻

和胡椒提升牛肉本身的香味，使肉質軟嫩多汁，號

稱全美第一烤肉之州。Taco 對於德州人而言，已

經成為了一種信仰，專賣 Taco 的小店遍佈大街小

巷，每日三餐各具不同風格。

來到 Matt’s  BBQ  Tacos 的餐車，首先要品嚐

的是以招牌烤肉為主的 Chopped  Brisket  Taco。

濃郁的烤肉香味，配上一些醃製的洋蔥，澆上紅

椒醬汁，夾在新鮮出爐的麵餅裡面，一口下去汁

水四溢。Sliced  Pork  Belly（五花肉）Taco 也是

人氣很高、不容錯過。煎到表面酥脆的五花肉，

配上微酸的泡菜，再加入餐車預備的辣醬，吃

起來酥脆多汁，肥而不膩。如果你想吃個早午

餐，那麼就嘗試一下在德州最受歡迎的早餐——

Migas  Taco 吧！Migas  Taco 是由炒蛋、起司和酥

脆的碎玉米片製作而成，Salsa（莎莎醬）則是

這款 Taco 的最佳配搭。炒蛋的軟嫩和玉米片的

酥脆，形成了完美的口感。如果這些選擇還不過

癮，Matt’s  BBQ  Tacos 還有一款號稱「史上最強」

的 The  G.O.A.T  Taco。一軟一脆兩層捲餅，一豬

一牛兩種烤肉，淋上融化的起司和一些洋蔥泡菜，

再加上你喜歡的辣醬，每一口都能感受多層的口感

和非凡的滿足感。

在波特蘭著名報社  The  Oregonian  評選的二〇

一九年十佳餐車裡，Matt’s BBQ Tacos 是當之無愧

的第一名。德州有名的雜誌社 Texas  Monthly 也稱

其為德州領土之外最正宗的德州烤肉。身為一位在

德州生活了十五年的美食博主，我迫不急待地想把

它推薦給大家。

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是否有類似的經驗？當你

在外地享受了明媚風光和名勝古蹟一整天，好不容

易找個鄰近的餐廳，慰勞飢腸轆轆的肚子，到要結

帳的時候，服務員告知只接受現金，即使錢包裡有

琳瑯滿目的信用卡和現金卡，仍使你落入無法付款

的窘境，只有懊惱地怪自己沒有及時做準備。

聖經的馬太福音廿五章 1—13 節，講述有關十

個童女的故事。天黑的時候，她們被吩咐拿著燈出

去迎接新郎，其中五個是愚拙的，另外五個是聰明

的。愚拙的童女們只拿著燈，沒有預備油；聰明的

童女們則是預備了多餘的油在器皿裡，以防油燒

光而不敷使用。結果新郎因故延遲，童女們不耐久

候，累得打盹了。半夜裡新郎姍姍來遲，童女們被

喊叫聲驚醒，急忙地收拾手上的燈。愚拙的童女們

突然驚覺燈裡的油燒盡了，只好哀求聰明的童女們

分點油給她們。聰明的童女們愛莫能助，打發她們

到賣油的地方去買油。聰明的童女們已早早地預備

好進門，一同與新郎入席。等到愚拙的童女們買好

油的時候，發現已經大門深鎖，不得其門而入。

這個故事乃是用來比喻天國。童女們就好比

眾多的信徒們，是基督的新婦；新郎指的是我們的

耶穌基督。但是很多自稱是信徒的我們，仍然沈醉

於世界，活在過去的老我，使得我們內在的生命

停滯不前，沒有得到更新與潔淨，與神的關係漸行

漸遠。從愚拙的童女們沒有準備油的事情上可想而

知，她們只照顧自己的需要，貪圖方便，體貼自己

肉體而不願多行一里路，燒光的油導致燈火將殘，

就好似日益枯竭的屬靈生命光景。

燈就好比我們的屬靈生命，油是內住的聖靈，

是屬靈生命的原動力。我們要竭力追求主耶穌，用

祂的油持守我們生命的燈台，讓我們興起發光，

充滿神的榮耀！在這末後的世代，我們更不應該

打盹！反而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們的神，與神同行。雖然不

知道何時主會再來，但是我們要隨時預備好自己，

等見主面的時候，才能一同與祂入座天國的筵席。

親愛的主，在疫情持續的這個時刻，我們選

擇專心仰賴祢。在我們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

祢，相信祢必會賜給我們智慧和能力，並指引我們

當行的道路。

求祢幫助有學齡孩童的父母們，讓我們在選擇

孩子的上學模式時，有智慧地做出最適合孩子和家

庭需要的決定。有些父母必須同時兼顧在家工作、

照顧孩子和在學業上幫助孩子的，求主賜給我們分

配時間的智慧、工作的效率，以及教導孩子的耐心

和體力。

主啊！我們將孩子的健康、學業、人際關係和

心理健康都交託在祢手中，求主幫助孩子們能順利

適應新的學習模式、新的老師和同學，特別是遠距

教學的孩子們，讓他們有自制的能力，並且能夠在

父母的幫助下，做好學習和休閒時間的安排。感謝

主，我們把生活中的重擔及擔憂都卸在祢的面前，

相信祢必帶領與祝福我們。感謝禱告奉主耶穌得勝

的名祈求，阿們！

為父母 及 孩子禱告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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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太好吃但能減壓 不妨嚐嚐這些食品
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飲食與健康的

重要性。而專家們說，人們可以通過飲食來調整身體應

對壓力的能力。

壓力是現代人所面臨的通病，無論是工作壓力，還

是學業壓力以及家庭壓力等等。那麼，吃什麼食品能夠

幫助減壓呢？

更多的果蔬
多吃水果和蔬菜對健康有利似乎已經

是老生常談了。但是，一些研究顯

示，食品不但能滿足人們的饑

餓感，同時還需要滿足人們

腸道內所生活的上萬億

細菌的需求。

如果食物吃對

了，腸道細菌均衡

則有助於減少焦

慮症狀, 從而

起到減壓的效

果。

專家說，

食物可以影

響你腸道內

的細菌種類

和平衡。腸道內

的細菌群又會影響大腦的情緒。好的和均衡飲食能讓你

的大腦舒緩平靜。

健康專家查特吉博士（Dr.Chaterjee）表示，人們

的食物種類應該多樣化。比如，試圖嘗試每天吃5種不

同顏色的蔬菜。因為那些加工較少的蔬菜保存了自然纖

維，對你的腸道細菌最有利。

地中海飲食和植物纖維
健康食品有助於腸道中有益微生物的生長。與此同

時，在食物發酵過程中，腸道細菌也會釋放出與人體所

有細胞互動的必需化學物質和酸。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 in Aus-

tralia）營養健康專家表示，正是這一互動過程可以影

響人們大腦情緒以及免疫健康狀況。推薦人們吃地中海

飲食，因為地中海飲食富含水果、蔬菜、豆類和全麥這

樣的植物纖維。

此外，一些發酵食品如酸菜，韓國泡菜，紅茶菌（

也稱康普茶）和克非爾(kefir) 等可以滋養腸道內的細

菌和酵母菌，同時也有益於身體健康。

遠離糖和甜食
人在情緒不好時往往喜歡以吃來慰籍，但如果你先

給自己來一大桶冰淇淋，可能會暫時得到安慰，但之後

可能會感到更加情緒低落。因為，如果你吃了許多糖，

你的身體就會釋放出胰島素來吸收多餘的果糖以調節血

糖水平。

營養學家索菲·梅德林（Sophie Medlin）表示，這

種血糖水平的忽高忽低可能會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注

意力不集中、疲倦等，這會阻礙你應對壓力的能力。

饑餓與壓力
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要面對一些壓力較

大的情況，一定不要餓著肚子。

梅德林說，饑餓往往會導致煩躁。當人饑餓時，血

糖會降低。同時，人體內的皮質醇（也稱壓力

荷爾蒙，cortisol）與腎上腺素會上

升。

這是因為控制大腦中化

學物質的神經元所分泌的

神經肽分不清饑餓與憤

怒的區別。換句話

說，當你饑餓與生

氣時，你大腦分

泌出的化學物質

是一樣的。這

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饑餓

時 往 往 會

變 得 煩 躁

不 安 。 因

此 ， 專 家

建議，手邊

總有點健康小吃以防饑餓，特別是在你要應對高壓環境

時。

吃健康食品的高招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要多吃健康食品，遠離「垃圾」

食品。但是，健康食品未必是最好吃的食品。

如何吃健康食品？以下是為你總結的幾個竅門：

• 改變心態最關鍵，然後就是不斷嘗試。先少量吃一

點，不必很多。實驗表明，讓孩子們不斷嘗試一種

他們並不喜歡的蔬菜，例如花椰菜，幾周以後就會

出現轉機。

• 慢慢來，別心急。不要試圖在短期內嘗試太多新的

食品。要記住，人們大多數的飲食習慣是潛意識

的，因此，要想改變飲食習慣需要主觀努力。

• 要給自己心理暗示。營養專家稱，如果你在吃果蔬

前想像一下它們有多麼美味，你真正吃的時候就會

感覺味道更好。

• 把健康食品和小吃放在近處，讓你能隨時唾手可得，

繼而養成習慣。否則的話，你在饑餓時更容易吃那些

不健康的食品。

• 永不放棄。養成一種新習慣並不容易，但是實驗表明

只要堅持不懈，選擇健康食品，就會養成對健康食品

的「渴望」。

• 但如果你實在接受不了某種健康食品，總是可以找到

另外一種可替代的其他健康飲食。

更多的果蔬
多吃水果和蔬菜對健康有利似乎已經

是老生常談了。但是，一些研究顯

示，食品不但能滿足人們的饑

餓感，同時還需要滿足人們

腸道內所生活的上萬億

細菌的需求。

如果食物吃對

了，腸道細菌均衡

則有助於減少焦

慮症狀, 從而

起到減壓的效

專家說，

食物可以影

響你腸道內

的細菌種類

糖會降低。同時，人體內的皮質醇（也稱壓力

荷爾蒙，cortisol）與腎上腺素會上

升。

這是因為控制大腦中化

學物質的神經元所分泌的

神經肽分不清饑餓與憤

怒的區別。換句話

說，當你饑餓與生

氣時，你大腦分

泌出的化學物質

是一樣的。這

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饑餓

時 往 往 會

變 得 煩 躁

不 安 。 因

此 ， 專 家

遠離糖和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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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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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verton 北方餐館
招聘炒鍋 油鍋 打雜

薪優  
一周工作六天
82街有車接送

有意請電
971-226-6048

餐館請人

維修　安裝　保養
各類住宅商用餐館

冷暖設備
電話：360-254-1236
傳真：360-882-3848
手提：360-901-8811
周可勇　James Chow
7516 NE 157th Ave.

Vancouver WA 98682

豐達冷暖氣工程

CCB#225953
餐館裝修 室內外裝修 舊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門窗 廚櫃 雲石
內外油漆 圍欄露臺 鋪設水泥

經驗豐富 免費估價
精工、專業、負責任
503-856-5034 趙生

時代裝修
全屋翻新 水電工程
廚浴翻新 瓷磚 地板

內外油漆
免費設計估價

有意請電
503-334-8324

朱先生

宏基裝修工程公司
CCB#186302

華州註冊#CHENGXC884CA

餐館裝修 舊居翻新
地氈瓷磚 內外油漆
廚櫃地板 新建加建

大小工程 免費設計估價
電話503-970-4708 尾叔

503-970-4692 甄生
yanjinsu001@yahoo.com

誠信裝修工程公司

正藝裝修工程公司
CCB#214843

商業樓宇、餐館住宅、翻新加建
廚櫃雲石、地板瓷磚、水電油漆

露臺圍欄、門窗屋頂
室內外大小裝修工程，免費設計估價

品質保證
電話 : 503-333-9743 容生
junwurong95@gmail.com

明揚建築公司
CCB#202013 Licensed． Bonded． Insured

華州註冊 #CCMINGYYC833J7
新建加建、商業餐館、 舊屋、 廚浴翻新

理石、瓷磚、地板、 水泥
屋頂門窗、內外油漆、外牆翻新

水電、煤氣管、安裝熱水爐、暖氣
二十年經驗，免費設計，估價，品質保證

503-871-1289甄生 Zhen_David@hotmail.com

華粵建築公司
CCB#183726

商業樓宇、餐館及房屋裝修、裝璜
舊居翻新 房屋新建、擴建工程

室內外油漆、地板、地毯、瓷磚、大理石
廚櫃、門窗、水電安裝、免費設計、估價

三十年經驗 質量保證
電話:503-762-6668  手提:503-516-7360 

位於波特蘭展會中心附近新倉誠聘
住Longview、Woodland及Woodburn

周邊司機月入＄3900起 
附14尺貨車上下班

加獎金福利晉升空間大
請電 408-337-6436

【誠聘司機】 

CCB#202126
華州註冊#CCSANHECC86ZNE

商業樓宇 餐館裝修
屋頂門窗 舊屋擴建

磁磚 理石 地板 地氈
廚櫃水電 油漆 圍欄
經驗豐富 品質保證
中文503-954-5604
英文503-901 -3675
ndhe7723@gmail.com

三和建築公司

褓
姆
看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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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浴改建 磚木地板

內外油漆 木工水電

門窗屋頂 舊屋翻新

多年經驗 免費估價

503-686-3732 江

發達專業裝修

聘請工人
503-928-9388

長盛海鮮市場
波特蘭麵館
招聘炒鍋

立刻上工   待遇面談
聯繫電話

408-398-7667

餐館請人
往返南北加州 Portland

或其他 半工短途
年薪6萬至8萬 
詳情請致電 

408-337-6436

誠聘A牌司機
離波特蘭35分鐘車程

請炒鍋兼幫廚
有意請電

503-484-3288

波特蘭美容學校 
誠聘按摩課程導師

必需要執照 有2年以上經驗
有意請電 Loc
503-575-0419

誠 聘 按 摩 導 師

雜碎餐館請人

整 脊 診 所 誠 聘 
女按摩師  須懂中英文 
可協助領取按摩牌照 
培訓後 $20-$25/小時

有意請電 
503-801-8888

離波特蘭3小時壽司店轉讓
近Walmart 旁邊 
適合家庭經營

因人手不足轉讓 
轉讓價4萬3千
有意請聯繫

971-283-3989

壽司店轉讓

2020年9月4日

離波特蘭15分鐘車程
請油鍋一名

薪酬高
有意請電

503-810-4126

餐館請人
請炒鍋 油鍋 切肉

各一名
電話 503-620-8899
手機 503-866-7531

（請留言）

北方餐館請人

波特蘭新聞
分類廣告
效力大

503-771-9560

離波特蘭25分鐘車程
請出餐兼幫廚

一名 
971-261-8013

雜碎餐馆請人

單房出租 波特蘭新聞
分類廣告
效力大

503-771-9560

本地影音社區 工作室 
誠邀影音視頻
志願工作者

對影音有興趣者
請電郵至

Cheeyanhui@gmail.com

誠 聘

本報社誠聘翻譯及寫作人員
請將履歷 電郵至

pct@portlandchinesetimes.com

誠  聘 
東南區補習社 

聘請中 英 數補習教師
請將履歷 電郵至
ssyhui@gmail.com

誠 聘 教 師 

華州雜碎餐館
請炒鍋 企台各一名

有意請電
503-914-8431

餐館請人

波特蘭新聞
分類廣告
效力大

503-771-9560

招聘全職炒鍋
Happy Valley Teriyaki

有意請電
503-384-8244

餐館請人

準備好所有食材，
可以先把慕斯盃清洗

乾淨晾乾，椰汁和椰漿
還有芒果都要先放進冰
箱冷藏，這樣才能做出
冰涼美味的楊枝甘露。

煮好西米，放進冰
箱冷藏備用。

提前把西柚果肉剝
好放冰箱備用。

把芒果肉切好，大
概700克的芒果可

以切出350-400克左右
的果肉。

把 椰 漿 和 椰 樹 椰
汁 還 有 糖 按 比 例

倒進乾淨的打蛋盆中攪
拌一會，至糖溶化。

把 切 好 的 芒 果 肉
先放進攪拌機裡。

接 著 倒 入 準 備
好的椰椰汁混合

液，蓋上蓋子開始攪
拌。

大 概 一 分 鐘 左
右，打開蓋子看

一下，攪拌成略微濃
稠的糊狀即可。

先把打好的楊
枝甘露倒入盆

中，接著到入冰好的
西米露，用手動蛋抽
攪拌均勻。

攪 拌 均 勻 後
美 味 的 楊 枝

甘露就做好啦。喜歡
吃多一點的西柚果粒
的話可以在這個時候
先放一些進去攪拌。

裝杯並裝飾
上芒果肉和

西柚果粒。

楊枝甘露的做法
難度：切墩(初級)

時間：10-30分鐘

材料 ：
西米100g 切好的芒果肉350g  椰汁300g   

椰漿150g 細砂糖35g    西柚半個

這是一道全家都適合的甜品，現在每個夏天我都會做

來給家人品嚐。以前很喜歡到店裡吃“楊枝甘露”，

自從研究出了這個方子後再也沒去外面吃過啦，自己

動手美味健康又簡單。
製作步驟：

1 4 7

2 5 8

3 6 9

西柚果粒。

最後裝飾
上薄荷葉

就可以啦。

12

11

10

Powell  和Holgate之間
近120街 月租$450

包水電 Wifi
李小姐

503-442-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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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已準備就緒，

波特蘭新聞將與多個團體及商家們，為大家顯上一整天

的精彩節目和活動，再加上禮品滿場，讓觀眾早慶金豬

年的來臨。

今年的特色當然是場內的細運會，多個團體將在場

以球會友，讓球友一顯身手，也讓觀眾一嘗打球的樂

趣。在場的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籃球等。另

外，美國國家武術代表隊成員將在場指導習武並示範；

而喜歡跳舞的人士亦好參加不需有舞伴的排舞。總之，

定有一項能讓你動起來的活動。

由太空科技顧問主理的勵進教育中心將在場舉辦IQ

挑戰賽，歡迎一年級到12年級學生參加，並同時舉辦小

學、初中及高中三場數學比賽。

本地的新新食品公司，今年特別為大會設計新春賀

句幸運抽獎。抽獎分兩部份進行，一是進場時憑票領取

幸運曲奇一個，打開就有機會贏得由本地商家們送出

的禮品，他們包括有99大華、永明堂、紅茶館、海城酒

樓、全記麵家、99大華、祥發超市、三寶參茸海味行、

小肥羊火鍋店、德昌海鮮、麗聲娛樂、香港經濟及貿易

發展局、波特蘭新聞等。第二部份的大抽獎將於下午

三時舉行，觀眾必需親身在場才可參加，獎品分別有由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愛好運動者可大顯身手贏獎品  勵進教育中心即場舉辦數學比賽及挑戰你IQ

本地商家贊助數百禮品 大獎有大電視、平板電腦現、金獎

財神爺大派紅包  畫家陸天樞教你畫吉祥豬

（上接A1版）講座開始之先由李汝堯主席指出，近人

華人社區頻傳搶劫事件，中華會館感到有必要讓社區人士

多了解事態，懂得如何防範和保護自己，於是與華裔的波

特蘭警察副局長Ryan Lee聯系，安排這講座 。

李副局長表示，他是負責管理警察部的運作，負責管

理所有本市的警員。他指出今天是波特蘭警察局與華人社

區的一個開始，他特別帶同了負責翡翠區的Hager 警長，

及兩位說中文的警員與大家會面，希望能盡量幫助大家。

主持人首先問有沒有在座市民身受其害，曾被搶劫或

偷竊？報過警沒有？數名市民即與大家分享其家居被劫經

歷，亦有人分享報案過程。據聞近日在老人公寓亦發生入

屋偷竊案，原來在座的一位伯伯正是受害人之人，他指出

公寓內的受害人，不止他一個，竊賊是逐家去劫的，真的

無法無天。

Ryan Lee 副局長不嫌其繁的多次提醒市民，遇有罪案

發生或遇可疑人士，無論你是否受害人，都要立即報警，

警局是要根據那區的罪案頻率而派出多少人手來駐守的，

沒有報案，警方就無從知道這區有罪案發生，這樣警方只

會掉派人手到一些罪案更嚴重的地區。

Health & Weathless保健整脊中心送出

的現金大獎，耀揚實業送出的50

吋大型彩電、萍果平板電腦，

達美航空送出的航空公司贈

券，溫馨家庭黃紹文及威捷

中心送出的家庭電器等。

每年盡顯中華文化的舞

台上演出，都由本地的學校

和社團們傾巢為大家獻上，觀

眾們都樂見下一代學習中華文化

的成果。李氏龍獅團將分別於中午，

下午二時及四時演出最受歡迎的醒獅。

極受觀眾歡迎的畫吉祥生肖，今年大會再邀請到畫家陸

天樞到場，教大家畫吉祥豬。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歡迎大家預留時間入場共慶新春。門票每位十元(大小

同價，三歲及以下免費入場)，觀眾可於2月1日前到威捷中

有不少民眾認為報警是沒用

的，警察也不會到場。Ryan Lee 

副局長亦指出波特蘭不像美國其

它城市，在這裡警察的人手嚴重

不足，而市民撥打的911也不是

直到警察部的，這是由本州的緊

急管理局負責的，在接到911來

電後，再通知各部門。

有 人 提 到 撥 打 9 1 1 後 ， 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呢？Hager 警長提醒市民，若用

家用電話報警，緊急系統會立即顯示報警者的所在位置，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件等。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華裔警察副局長帶同說中文的華裔警員參加 解答民眾問題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Ryan Lee 副局長也承認，有言語障礙的市民較難使用

報案系統，他表示警察局應要作出改善。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便在大街數錢等等。

Ryan Lee 副局長希望透過講座，大家可意識到，防止

罪案確要警民合作。尤其各位公公婆婆，不要擔心語言、

程序而放棄報警，很多方法和很多人員可予幫忙的。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賢，散會後她被不少出席人士包圍，詢問更多的問題。事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華人社區出現歷史性的親善接觸，他認為這種關系早應建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

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

times，微信頁pdxnow 今日波特蘭，下載三元優惠券到會

議中心現場購票。

2019年的《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贊助商包括：金贊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林孟典偵探向會眾講解 中華會館主席李汝堯講話

去年活動中的文藝演出

現場大派水果

財神爺大派紅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