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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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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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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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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新冠後出現心血管病
長 期 後 遺 症 的 風 險 大 增

樓市火爆不減！ 去年全美房
價上漲近19%

美國考慮批准
秋季起接種第四針疫苗

（綜合報導）週二發佈的數據顯示，受嚴重的供應短

缺和低借貸成本影響，2021年房價上漲了近19%.

標普CoreLogic Case Shiller指數是一個受到密切關

注的房價指標，該指數在2021年12月同比上漲18.8%，創

下34年來的最高漲幅。

經季節調整後，該指數去年12月上漲1.3%，所統計

的20個大都會地區房價全部上漲，其中最火爆的市場是

鳳凰城，暴漲32.5%；其次是佛州坦帕和邁阿密的29.4%

和27.3%.紐約去年房價上漲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為

13.6%.

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霍頓在週二的分析中寫

道：“去年12月房價增長沒有顯示出放緩的跡象。儘管

可負擔力下降了，但去年12月處於創紀錄低點的稀缺庫

存將阻礙房價急劇減速的可能。

自2020年春季以來，房價迅速攀高，當時疫情驅動的

紓困措施、封鎖和降息刺激了房屋銷售急劇增長。由於

買家爭相購買有限供應的房屋，而建築商在疫情限制下

無法跟上，旺盛的需求推高了房價。

儘管2021年房屋銷售下降，但隨著購房者不斷爭奪

減少的庫存，房價繼續上漲。供應鏈中斷、運輸延誤和

其他與疫情相關的混亂也阻礙了建築商填補缺口。

標普董事總經理拉紮拉表示：“需要更多數據才能

理解，這種需求激增是否僅僅代表了未來幾年可能發生

的購買加速，而不是更持久的長期變化。與此同時，在

短期內，我們應該很快就會開始看到抵押貸款利率上升

對房價的影響。”

隨著聯儲會有望從3月份開始數次上調基準利率區

間，今年春季房價可能會開始降溫。即便如此，經濟適

用房的嚴重缺乏可能會繼續給房價帶來壓力，並阻止許

多潛在買家進入市場。

（綜合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指，美

國食物藥物管理局（FDA）正考慮批准由今年秋季起接

種第4劑新冠疫苗，當局正審視莫德納和輝瑞的相關許

可。

據有關知情人士指，FDA已開始審核莫德納與輝瑞

作為第4針加強劑，研究計劃處於早期階段，當局要藉

檢視數據，觀察第3劑加強劑的防護力衰退後，如果接

種第4劑，是否可以增強免疫力，並達到減低重症或其

他症狀的風險。

知情人士又指，除考慮疫苗效力，第4劑加強劑的

接種年齡須擴及所有成年人或特定年齡族群，還有應針

對Omicron變種病毒株調整配方等，皆是FDA的考慮因

素。

報道指出，如第4針加強劑的審查通過，預計將於

今年秋季授權接種，因多數美國人習慣在秋天接種流感

疫苗，在時間點推出第4針會更容易被接受；有關人士

又重申，當局目前尚未作出任何最終決定，若出現高風

險性的新變種病毒，則必須提早開始進行第4劑接種計

畫。

（綜合報導）有部分已康復的新冠病人，仍然被心跳

加速、高血壓等新冠後遺症所困擾。有專家預期，這些

新冠病毒長期後遺症，可能直接或間接導致心血管病例

大爆發。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稱，44歲的墨菲就是其中一個

例子。去年9月感染新冠病毒，病了約3周，但很多症狀

至今仍未消失。目前，她在一小時內會出現多次心跳過

速的情況，每分鐘的心跳快至160、170甚至210下，即使

她處於休息狀態，情況也沒變，這令她擔心自己會隨時

心臟病發、心臟衰竭或有中風的風險。

墨非的經歷是困擾曾染疫民眾的新冠後遺症之一。其

他後遺症還包括由於血管受損導致的血壓上升以及疲勞

等。不容忽視的是，類似後遺症可能不會很快消失，有

可能持續多年或更長時間。

發表在本月《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上的

一項關鍵研究，對超過153,000名退伍軍人的健康記錄作

分析，發現在感染新冠病毒後的一年內，這些人患上各

種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顯著增加，即使他們只是有輕微的

感染。專家們指：延誤就醫、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和不

通 貨 膨 脹
衝擊中產階級生計

良飲食習慣，已有可能損害人的心臟，更不用說疫情導

致的壓力的損害。他們估計可能會有數百萬與該病毒相

關的新發心臟病例，加上許多本來心臟已經不那麼健康

的人，病況也因疫情而惡化。

美國心臟協會會長瓊斯因而表示，「預計未來幾年心

血管病會因新冠病毒直接或間接的原因而大爆發。」

這份報告的共同作者、華盛頓大學醫學助理教授、退

伍軍人事務部醫師阿里也指出，對於新冠長期後遺症，

「各國政府都需要關注，但我們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早在去年2月就曾發起一項

計劃，研究導致新冠長期後遺症的原因和可能的治療方

法，其中包括腦霧和運動疲勞等一系列症狀，以及一些

人在初次感染後心臟發生的問題。

此外，美國心臟病學會計劃於3月發布新指南，用於

監測感染後的恢復運動。但許多專家和患者權益團體指

出，還需要採取更多行動，並呼籲總統拜登和其他領導

人對醫療保健系統進行全面改革，為研究和治療提供更

多資金，為飽受後遺症痛苦以及因此無法工作的人提供

財政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迪士尼樂園夜間表演活動
將陸續回歸

（綜合報導）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發放的超過5.2

兆美元紓困金，造成了全國幾十年來罕見的通貨膨脹，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Ethnic Media Services）聚焦疫

情時代的通貨膨脹，探討它對中產階級的衝擊，以及如

何應對。

數據顯示，截止今年1月，美國國內通貨膨脹達到

39年來的最高水平，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也飆升到39年

來的最高點，通貨膨脹對所有群體都產生嚴重打擊，尤

其是中產階級。

「經濟困難報告項目」執行主任Alissa Quart在會議

上表示，通貨膨脹導致跟多人處於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兩者之間的交叉和不穩定狀態，表現在缺乏應急能力、

工作焦慮、經濟懷疑、無力支付基本費用和租金等方

面，其中最緊迫的是汽車、住房和醫療三樣銷費，這些

階層的工作情況惡化，導致他們需要幫助來維持生計。

「消費者報告」副主編 Penny Wang 指出，造成現在

價格上漲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有很多現金進入流通，沖

入社會經濟，她也指出，所有領域的價格都顯著上漲，

目前也沒有很有效的緩解方式，人們能做的只有精打細

算。

經濟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Josh Bivens 表示，通貨

膨脹無論是在需求方面，還是在供應方面，都因為疫情

對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扭曲，但是他認為到2022年年中，

通貨膨脹將開始顯著減速，靠的是它的自我調節，另一

方面他認為已經開始看到一些經濟活動逐漸擺脫疫情的

束縛，例如今年1月，全美國出現了470000個新增工作

崗位。

（綜合報導）迪士尼樂園週二（22日）正式宣佈其

園區的數項夜間娛樂表演活動均將陸續回歸，其中包含

了標誌性的「主街電子大遊行（Main Street Electric 

Parade）」。

據KTLA報導，迪士尼在週二的一份新聞稿中表示，主

街電子大遊行、色彩世界和 「永遠的迪士尼樂園（Dis-

neyland Forever）」煙花表演將於4月22日回歸，另一

個廣受歡迎的節目「幻想奇觀煙花大匯演」也將於5月28

日回歸。

「為了紀念這一哩程碑，迪士尼將為「主街電子大遊

行」引入令人興奮的新元素，繼續發展這一備受喜愛的

壯觀場面，這次回歸也設計有新的亮點，屆時給觀眾們

一個美妙的驚喜」，迪士尼官方表示。 

迪士尼樂園還將展示一輛全新的壓軸花車，作為主街

電子遊行至今50週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新花車的主角

是迪士尼電影中的人物，包括「魔法滿屋（Encanto）」

和「尋夢環遊記（Coco）」，「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花木蘭」、「勇敢傳說（Brave）」等。

主街電子大遊行以其發光的花車和朗朗上口的 「

電子合成音樂」為特色，於1972年首次亮相，但在1996

年停演了一段時間。之後，它在加州迪士尼冒險公園

（Disney California Adventure Park）和佛羅裏達州

的華特迪士尼世界（Walt Disney World）重新恢復並持

續了近十年，深受遊客喜愛。

據迪士尼樂園介紹，主街電子大遊行將在大多數晚上

進行兩次，表演時間也是固定的，方便遊客屆時自行安

排參觀遊行隊伍。

隨著迪士尼煙花表演、遊行活動的陸續回歸，對於許

多喜愛迪士尼的市民來說是一個令人開心的好消息，特

別是對於喜愛迪士尼動畫的孩子們來說，無疑是最感到

興奮又激動的。 「經濟困難報告項目」執行主任 Alissa Q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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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綜合報導）世界 生 周二指出，Omicron變

種病毒株的BA.2變 病毒，並不比原本的BA.1病毒嚴

重。但初 數據顯示，新的BA.2變 病毒比BA.1傳

更快。

世 高級專家 爾 在 上 問大會上說：「

據不同國家和地區 到的樣本，我們看不到BA.2 

變 病毒的嚴重程度，與BA.1有任何分別。因此，

到Omicron變種病毒株引致病人需要入院的風險，BA.2 

和BA.1是 不多的。」她續指：「這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在許多國家和地區，Omicron變種病毒仍在大 傳

，包括 BA.2 和 BA.1。」

在世 新冠 疫小 內領導 工作的 爾

，負 分析專家 會 病毒演變而 出的發

現。上述消息可以令一些國家，例如 BA.2 變 病毒

迅速 延的 一口 。世 發表 稱，初 數

據顯示，新的 BA.2 變 病毒看來比 BA.1 傳 更

快，但專家們還需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才了解更多情

況。

據約 霍普金斯大學提供的最新數據，全 至

今 計有4 2730多萬 新冠 個 ， 人數

已增至超過590萬。世 估計， 正的 人數可能比

官方公布的多出2至3 ，但相 世界各地各種變 病

毒的傳 正在下降。

普京承認烏克蘭東部分離地區獨立
歐 美 譴 責 並 將 採 取 制 裁

（綜合報導） 羅斯總統普 周一 法令，正式

認 蘭 部 分 主 制的兩個地區「

頓 人民共和國」及「 斯 人民共和國」的

地位，隨即下令 軍開入 地區執行維持和平

任務。兩地有民眾深夜 上街 ，並 動 羅斯國

。

羅斯官方電視 出普 在一批 分 主 領

見 下， 上述法令的影 ，而除了 認頓 及

斯 外， 羅斯還與該兩個地區 合作及

好協議。普 在演說中重提 斯 國的歷 ，表示

蘭是 羅斯歷 上不可分 的一部分， 蘭 部是

羅斯 的 地，有 心 羅斯人民支持他的決定。

也 到 約近年不斷 擴對 羅斯 成的 。

方國家對 羅斯總統普 認 地區兩個共和國

拜登宣布對俄實施新一輪制裁 
指仍有時間避免戰爭爆發

作出強 應。

發 人普 基周一宣布，總統拜登已經 行政

令， 止任何美國公民在頓 和 斯 進行新

的 資、 易和金 來，並已作好準備，必要時會推

出更多制 措施。

領 發表聯合 ，指 羅斯的行動「公然

國 法」，並 將會推出一 針對 羅斯

的新制 措施。他們重申， 定不 地支持 蘭的

、主權和國 認的 界內的領 整。

國首相約 稱， 羅斯 認頓 和 斯

， 國 法，也 了 蘭的主權和領 整。

他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 的 兆，也是一個非

的跡象。」當被問到現在是否是時 羅斯 施

更多及更嚴 的制 時，約 回應道：「我會採取觀

望態度，看看 地區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國外相 指出，普 所作出的決定，公然

了 羅斯在 斯 協議下的 。事情是不會不了了之

的， 羅斯必定會到受到 。

約 長斯 爾 格 普 的決定， 羅

斯 上從 蘭 界 近的地區 軍及 外交 尋

方法化解這場 。

由於局 惡化， 羅的 國家拉脫維 的外交部宣

布，定於周二運 一批「標 」 坦 導 前

蘭，協助 蘭政府軍加強防衛力 。

（綜合報導）繼 國和 之後，美國總統拜登2月

22日（週二）宣布對 羅斯 施新一 制 措施，重重

打擊 羅斯的金 和經濟。拜登指 羅斯總統普 決定

認 蘭 部頓 和 斯 及 軍進入這

些地區執行所 「維和任務」， 國 法， 上顯

示 軍正在開始入 蘭，但拜登強調，現時仍然有

時間 免 爭爆發。

同一天， 羅斯國會聯 會一致通過支持普 的

決定， 軍進入頓 和 斯 兩地進行部

及執行維持和平任務。外界密切注視普 下一 會作出

甚麼 動，擔心 軍會進 蘭其他地區，包括首都

基 。

拜登在 內 全國人民發表電視演時說稱：「

來說， 羅斯 宣布它正在切 蘭的一大

地。他（普 ）正在 理由，使用 力 奪更多

地。這是 羅斯入 蘭的開始。」他指出：「 無

疑問， 羅斯是 者。我們 地看到我們正面

對甚麼 。然而，現時仍然有時間 免可能會導致數

以百萬計的人受苦的最惡 情 出現。」

為了回應 羅斯的 動，拜登宣布他已經授權調配更

多現時已經在 的美軍和軍備，前 羅的 三國愛

尼 、拉脫維 和 。他說：「 我 說 一

點，我們一方有充 的防衛力 。我們無 與 羅斯作

，但我們發出 的 息：美國聯同我們的 國會

衛 約每一 地。」

美國政府官 補充說，如果 軍進一 入 蘭，

羅斯國內無一個金 是安全的。不過，一些分析

家認為，拜登 公布的制 措施沒有想 中嚴 ，力度

也不 的制 措施那麼大。

羅斯 斯社引述Promsvya ank 行稱，不會受

到這些制 措施影響，因為該行早已 到美方會有此一

著，早已作出應對。 羅斯外長拉 羅 也對 、美公

布的的一 新制 措施不以為然，說：「 、美國

和 國都不會停止，直至它們 一切所 羅斯

的可能性為止。」在莫斯 ， 里 林 發 人 斯

說，普 並沒有觀看拜登的電視演說，因為他正 於

開會。

The CTE brand logo, brand positioning, theme, and 
brand extensions are the property of NASDCTEc.

有些課程可能會改變一切軌跡。從從美容到建築和技術教育等課程可能是您的熱情所在。
諮詢您的學校輔導員或造訪 Oregon.gov/CTE 了解更多詳情。

我在這裡找到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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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3 月 啟 動 全 民 強 檢  提 前 放 暑 假
（綜合報導） 當局22日公佈新一 更嚴 的防

疫措施，以 制來 的第5 CO D 19疫情。其中包

括3月推行全民強制核 檢測，每人須做3次；7、8月的

也提前到3月至4月中 放 。

行政長官林 月 公布相關措施，重申 府的防疫

目標是「動態 」。她說，第3 疫情爆發至今已導致

5萬3000多人 ，是過去2年的4 ，同時導致145人

；病毒在社會廣 傳 ，而中共總 記習近平已 過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正 她傳達「 力 制疫情」的指

示。 當局並採取以下防疫新措施。

一、全 園，中小學7至8月的 ，提前到3月

及4月放 ，4月17日復活節之後才陸續復 ， 出來的

可用作病毒檢測或接種疫苗。

二、在 中 支持 採樣 及化 下，

預定3月推行全民強制核 檢測，每人做3次，屆時全

將會設 數百個檢測中心。在進行全民檢測期間，當局

會 市民 發快速檢測包及N95口 ， 市民在檢測的

期在家中進行快速測 ，並 上更安全的N95口 。

三、在全民強制檢測中 到的 者，將會 即接

健保擬廢海歸台人「停保復保」制

受 。而由於 人數 來 多，當局正致力設 更

多 設施，這些 位目前約有5000個，預計本週

內會增至1萬2000個，到3月可能增至1萬6000個。

、治療方面，在 中 支持下，當局將在接近深

的 界興建一家 時醫院，就 中 協助

興建的 大 醫院 感染 制中心。此外，當

局將會 一些體 改為專 接 的 人。

、在外防輸入上，當局決定延長 、加 大、法

國、 度、 基斯坦、菲 、 國及美國等8個國家的

令至4月20日。 前 府每次只延長 令14天。

. 食 不能提供內食的 令也一次延長至4月20

日，不 是每次延長14天。

林 表示，本 的採樣和化 人 緊 ，需 靠中

助，才能 採樣和檢測 提升至每日不少於100萬次，

包括 內地採樣 協助，如果 沒有 化

，全民強檢樣本將會 內地化 。她解 這不

問題，只有採 樣本和 會 內地，化 果抵

後，才會配合個人資 做 工作。

林 多次 容現時是「打 」、「處於緊急的環 」

，不能因為現時的 ，應該做的事不做，若有法例衝

或 ，將以法例解決。「但我們現在想打 ，我們

想打 ，所以我們就動 最大的力 去打這場 。」

她說沒有 美的方 ，不過要尋 的方法處理

，包括增加檢測、化 、 等能力，不能 外國

和內地做法。

在記者會上，林 月 呼籲市民對防疫要有 心，並

指 過去3年曾 後經歷過政治動 和疫情，但在

中 的大力支持下， 也能「由亂 治」，因此 望

市民團 一致 疫。

（綜合報導）為 年 損的健保，衛 部

除停保制， 免 外民眾一出國就停保，生病才回 用

健保；另因 保金 上限已12年沒調整，也將一 研議

調整，預計25日健保會討論。 外民眾「停保復保」制

度 將成為歷 。

健保財務 年 損，衛生 利部部長 時中去年

今年不調整健保費率，但 望 過3方 補 財

，包括調整就醫部分負擔、檢討 外國人權利 務、

調升 保金 上限， 強化使用者付費 念及就醫公平

性， 免醫療 費。

時中接受媒體專 時 ，今年目標調漲藥 、

檢 檢查部分負擔，並將現行定 制改為定率制；健保

長 指出，相關方 施後，一年約可 注健

保新 120 元，預計在25日的健保會中討論。

注 的是，25日的健保會不只討論部分負擔，

外國人就醫方 、調升 保金 上限方 都將一 列

入討論 。 外國人就醫爭議之一為停復保制度，民

眾只要在出國前 理停保就可免 交健保費，直到有就

醫需求時 回 復保， 病為「任 」。

止停保制度，平均每年影響16萬人，屆時出國未

滿兩年者仍需持續 交健保保費，預估每年可增加26

 
 

元保費 入。

現行健保 定，出國兩年以上者將因除 ， 失健

保資格，而 退保。出國未滿兩年者 有健保資格，仍

可主動 理停保，等回 才復保。不少民眾 外

時， 理停保，一回 就復保， 用健保資 ，引發

多批 ，為此，二代健保要求復保者至少 三個月保

費。

商 表示，本周 健保會如通過這項 正 ，以

過去5年 理停保的人數預估，平均每年受影響人數達

16萬人，約可增加26 健保 入。衛 部社保 長商

表示， 外國人就醫公平性 廣 ，包

括等 期、停復保等，目前僅在停復保制2方 有共

，一是全面 除停保制，二是只有國家 在外、遠

工作人 可停保，其 一 止。

在健保 保金 上限方面，現行最高級 為18萬

2000元，但外界認為基本工資逐年調漲，健保 保天花

沒調整，也引發議論。

商 說， 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9 定，

健保 保上限調整有2大要 ，第1是最高、最低金

少於5 ，現在是7.2 ；第2是高級 人數 被保險

人3%，代表無法 入狀況。

（綜合報導）CO D 19疫情重創 經濟，為了紓

解民困， 當局決定 次 市民 發消費 ，以及減

免各項 等。

財政 長 23日公布來年財政預算 時說，

預算 繼續採取擴 性財政政策，目的是協助 疫、為

市民和中小 紓困、為下行經濟提供支 ，以及 資未

來。他說，預算 的 周期（擴 ）措施 及 1700

元的開支。

在紓解民困方面，他說，政府會推出新一 消費

計劃，自4月起 每名18歲或以上 永久 民及新來

人士分期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 ，可 及660萬人。

府去年首次推出消費 計劃，當時 每人 發5000元。

當局以消費 方式 發，目的是 市民消費，令

備受疫情打擊的 售市場同時受 。

說， 望消費 計劃在疫情平穩後為市場注

入動力，加速經濟復 ，並進一 固商 及市民使用

電子支付的習慣， 進數位經濟發展。消費 計劃的支

出達到664 元。

港府還會推行以下措施紓解民困：
一、減免2021至22年度的 和個人入息 ，

上限為1萬元，預 201萬名納 人將會受 ，這會令政

府的 入減少131 元；

二、同期內減免房產 ，初期每 每季以1500元為

上限，估計 及299萬個房產，政府 入將減少117

元；

府也會補 市民的電費和交通費等，以及 受政

府資助的 困 增發金 。

在支 方面， 同樣公布了減 以及減

商 、商 登記費、水費和排 費等，以減輕 經

壓力。

（綜合報導） 口經 大排長 ，曾 起風 的大陸

知名火 ，日前在 交易所發布 損預 ，

預期去（2021）年 損金 約在38 至45 元人民 ，

這是 自2018年在 交所上市以來的首次年度

損。

對於預期 損的原因， 指出，一是去年有超過

300家 市關 以及 下 ，導致處 長期資產的一次

性損失、減 損失等，合計約33 至39 人民 ；其次

就是受到全 疫情影響，2020、2021年 市快速擴 ，

以及公 內部管理問題等，對經 狀況帶來衝擊。

強調，特別是在2021年下 年， 運受到

疫情爆發以及公衛管 措施的顯著影響，下 年

2020年同期下 ，並出現 損加劇情況。

火 1994年在 創 ，2018年9月26日

在 交所上市，2021年2月， 價達到歷 新高的

87.75元，總市 接近 4,700 元，但因 一

下 ， 價也隨之下 ，今（22）日 中 價已

19元， 為 18.58元，市 僅 1,035

元。

（綜合報導）2月21日， 行 發佈公告稱，原定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金 客 調查和客

份資 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 法》（中國人民 行

保監會 監會令 2022 第1 ）因 原因 緩施行。

相關 務 原 定 理。

人民 行有關負 人表示，《 法》發佈後，一些中

小金 提出，《 法》針對不同金 產 和 務

式提出了 體 和要求，金 需要 內部

管理制度、 息系統、 務流程，並進行人 。為

此，經研究，決定 緩 施《 法》。

《 法》原定於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法》第

十 定，商 行、 合作 行、 用合作

社、 行等金 為自然人客 理人民 5

萬元以上或者外 等 1萬美元以上現金存取 務的，應

當 別並核 客 份， 解並登記資金的來 或者用

。

該負 人還 ，從統計上看，目前我國超過5萬元

人民 的現金存取 務 數僅 全部現金存取 務的2%

，上述 法關於個人現金存取 定總體上看對客

理現金 務影響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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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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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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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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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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9237 sqft building, 9890 

sqft lot. Long time grocery 

store. Adjacent lot 

available

NE Portland - Fantastic 

turnkey business 

opportunity. Bar & Grill, 

seating for 90, full 

kitchen, 6 poker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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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ckamas - 4 BD, 2.1 

BA + bonus room. 

Beautiful remodeled 

home. New laminate 

wood floor & carpet 

2,255 sqft, corner lot

NE Vancouver Duplex

3 BD, 2 BA  Laminate 

wood floor. Fully rented 

great investment 

opportunity, excellent 

location.

S

O

L

D

SW Beaverton - 4 BD, 2 

BA Fully remodeled, 

hardwood floor.  

$443,000

Beaverton 5 BD, 2.1 BA

 High ceilings, excellent 

neighborhood, master 

with vaulted ceiling and 

jet tub. Near Nike, Intel, 

park

Canby - 3 BD, 2 BA, 

office Better than new! 

Great room with 

fireplace, beautiful 

kitchen, master suite with 

walk-in closet, patio 

SE Portland - 4 BD, 2.1 

BA Beautiful remodel, 

laminate wood and tile 

floors throughout, granite 

counter top, SS 

appliances

S

O

L

D

S

O

L

D

S

O

L

D

S

O

L

D

S

O

L

D

S

O

L

D

SE Portland - 3 BD, 2 BA

 One-Level home on a large 

lot. Perfect starter home or 

investment. Walk to shopping

NEW LIST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Turnkey hair salon 

business, six stations, 

wax room. Includes all 

equipment and 

furnishings. Low rent

Downtown Portland

9th floor condo with city 

and river views. Next to 

Waterfront Park. Secured 

parking.

Happy Valley - 5 BD, 3 

BA Gorgeous home, 

master suite on the main. 

Private deck backs to 

green space. Excellent 

schools. 

Commercial Building

2,325 sqft building, 

13,500 sqft lot

18 parking spaces, high 

visibility corner lot with 

large street sign.

NEW LISTING

Commercial Building 

For Sale

High traffic corner of NE 

Sandy Blvd and NE 91st. 

2,272 sqft

S

O

L

D

Cornelius - Restaurant 

on a busy corner. Very 

clean. Seating for 60. 

Pick-up window 18 space 

parking lot 

NEW LISTING

SE Portland Commercial -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Excellent opportunity in the South Tabor neighborhood at the corner of SE Powell and 

55th Ave. 9,273 sqft building on a 9,890 sqft lot zoned CM2 (Commercial/Mixed Use)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Building and land for sale. Adjacent 5,570 sqft lot is included 

in the sale.

Portland Commercial

SE Powell corner of 55th 

9237 sqft building, 9890 

sqft lot. Long time 

grocery store. Adjacent 

lot available

SE Portland - 3 BD 2.1 

BA Master with vaulted 

ceiling, granite 

countertop, new flooring, 

paint. $369,000

S

O

L

D

I

N

 

4

 

D

A

Y

S

Happy Valley - 5 BD, 3 

BA Gorgeous home, one 

bed on the main. Private 

backyard backs to green 

space.

Business Opportunity 

Popular Vietnamese 

restaurant in Lake 

Oswego. Top quality 

equipment, seating for 

80. 

NE Portland - 4 BD, 2.1 

BA Upgraded home, tile 

roof, laminate wood floor, 

skylights, large sun 

room, master suite jet 

tub, newer appliances

NE Portland - 5 BD, 2 

BA Solid built with 

remodeled kitchen, 

granite countertops, 

hardwood floors, 22 x16 

shop, possible RV 

SE Portland - 4 BD,

2.1 BA Wood and 

laminate floor, granite 

countertop, master 

bedroom with walk-in 

closet - $399,000

SE Portland - 3 BD,1 BA

Fixer house, value in the 

land. Can build 3-4 story 

building

NEW LISTING

SE Portland - 8 BD, 4.1 

BA Large 7,800 sqft lot. 

Courtyard with alley 

access Zoned R2.5 

Multi-Housing 

NEW LISTING

NEW LISTING

SE Portland - 3 BD, 1 BA 

Large 8,100 sqft lot. Living 

room with fireplace. Covered 

patio with fenced backyard.

S

O

L

D

S

O

L

D

S

O

L

D

SE Portland - Charming ranch style home on a large 8,100 sqft 

lot. 3 bedrooms, 1 bath, 2-car garage. Living room with fireplace 

and sliding door to the large covered patio and fenced yard.

NEW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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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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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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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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