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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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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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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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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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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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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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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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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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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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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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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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
哈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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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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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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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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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
後Ryan Lee
副局長向本報表示，今次是波特蘭警察局與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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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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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刪除戴口罩防猴痘指引
專家警告不排除可空氣傳播
（綜合報導）美國疾控中心（CDC）7日表示，已將
猴痘旅遊注意事項中的戴口罩指引刪除，以避免民眾對
這種主要透過密切接觸傳播的疾病產生混淆。不過，專
家指不應排除可透過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美國疾控中心6日更新指引，建議旅客配戴口罩，因
為口罩能夠幫助預防「包括猴痘在內的許多疾病」，但
之後就刪除有關指引，理由是令人混淆，但仍促請猴痘
患者、同住者及醫護人員應考慮戴口罩減少病毒傳播。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網站資訊，猴痘主要透過密切接
觸感染性瘡、痂或體液傳播，「也可以在長時間面對面

接觸中，透過呼吸道分泌物傳播」。這顯示猴痘病毒可能
與天花病毒一樣，有可能透過空氣傳播。
美國疾控中心的專家強調，即使是空氣傳播，也要透
過大的飛沫，因此傳播距離不會太遠，但有學者指出，天
花病毒不一定靠大的飛沬傳播，這個情況過去亦曾發生，
認為收治猴痘患者的醫院應該採取應對方案，防止猴痘病
毒經氣霧傳播。
世界衞生組織日前曾舉行會議，討論猴痘病毒的傳播
方式，有與會者認為，猴痘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仍然有待
釐清。

全球多個國家近日持續出現猴痘病例，至今累計超過
911宗，主要集中在歐洲國家。
至於在美國，衛生局6日宣布發現第一宗疑似猴痘病
例，患者剛剛從歐洲旅遊返美。美國疾控中心6日亦證
實，截至目前美國的猴痘病例已上升至31例，出現病例
的13州中以加州和紐約最嚴重。

佛 州 2 歲 孩 子 槍 殺 父 親 紐約先開第一槍
母 親 被 控 過 失 殺 人 罪 嚴格實行槍枝管制
購槍年齡提高至21歲

（綜合報導）佛州一個2歲的孩子在奧蘭
多家中發現一把上膛的手槍，並從背後開槍打
死了父親。這個孩子的母親被控對這起事件負
責。

（綜合報導）紐約州長侯可6日簽署法案，將具購
買半自動步槍資格由18歲提高到21歲，在水牛城一家
超市爆發出於種族動機的大規模槍擊血案之後，加強
管制槍枝法規。

報道稱，孩子的母親瑪麗•阿亞拉上周三
上午已經被關押在當地監獄，罪名是過失殺人
罪、以及之前已經被定罪的私藏槍支、私藏彈
藥以及違反緩刑規定。
橙縣警長約翰•米納在周二的新聞發布會上
說，“這把槍沒有妥善存放。事實上，一個2歲
的孩子也很容易發現這把槍，結果一個悲劇就
發生了。”
米納說，這起致命的槍擊案發生在5月26日中午時
分，在東奧蘭多的一個民宅中。當時，阿亞拉和她的丈
夫雷吉•馬布裏，以及三個孩子都在家。孩子的年齡分
別是5歲、2歲和5個月大。根據監獄記錄，阿亞拉在周
五被捕並被關進了監獄。
根據奧蘭多當地媒體報道，2歲的孩子在洗衣房地板
上的一個袋子裏發現了一支格洛克19手槍(Glock 19) 。
根據法庭文件，阿亞拉告訴執法人員，她的丈夫當
時正在和孩子玩電子遊戲，她聽到一聲巨響。她去查看
原因，發現丈夫已中槍倒在板上。
米納說，警方接到報警電話後，立即趕到現場。當
警察到達現場時，他們發現阿亞拉正在給丈夫進行心肺
復甦，她丈夫被送到醫院後被宣告死亡。

上月水牛城槍擊案奪走非裔10人性命後，紐約州議
會隨即通過槍枝法規改革方案，侯可今天簽署立法。
18歲青少年甘德倫被控持著他合法購得的AR-15攻
擊步槍，闖入水牛城連鎖超市「頂級友好市場」射殺
購物消費者。
米納說，5歲的兒子告訴警察，2歲的弟弟向父親開
槍。阿亞拉也證實了這點。
米納還說：“馬布裏和阿亞拉此前都因為忽視兒童和
毒品的指控而處於緩刑期。”
他還說，這件事對所有的持槍者都是一個教訓，要確
保他們的槍支放到安全的地方，不要讓兒童接觸到。米納
說：“沒有妥善保管槍支的持槍者，離發生家庭悲劇只有
一瞬間的距離。阿亞拉的孩子現在必須要接受一個完全可
以避免的悲劇後果。”
米納說：“現在，孩子們實際上失去了父母。他們的
父親死了，他們的母親在監獄裏，一個年幼的孩子要一直
生活在開槍打死自己的父親的悲劇中。”

法新社報導，在紐約州新法規定下，除了提高購槍
年齡限制外，如今購買步槍的人也須獲得許可，也即
須接受身家背景調查。
民主黨執政的紐約州，目前已是全美槍枝管制最嚴
的州之一。新法也禁止多數州民購買防彈背心等防身
盔甲。
甘德倫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他5月14日發動攻擊
時，身上穿著重型防彈衣。
侯可並且同意擴大州內「紅旗法案」，針對被認為
對自身或他人構成風險的人，允許法院沒收他們的槍
枝。

目前還不清楚阿亞拉是否已經聘請了一名律師，或有
公設辯護人。

家 長 瘋 搶
投資拉丁美洲 美盼緩解無證客問題 「 防 彈 書 包 」
協助拉丁美洲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及擴大網路基礎建設。賀
錦麗同時宣布了兩項改善拉美社會面的政策，一是與拉丁
美洲地區的民間團體合作，培訓50萬名女性的社會工作技
能，二是投資5000萬元建立「中美洲服務團」(CASC)，改
善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的教育體系，並提供青
年學子有償的社區服務機會，以降低這三國的犯罪率。
畢亞葛蘭說：「我們想告訴今天參加美洲高峰會的各
國領導人，移民婦女、兒童，以及移民家庭，都不是政治
和意識型態利益交換的籌碼。」「我們為自由而移民，也
有權利移民。」

（綜合報導）美洲高峰會在洛杉磯登場，數以千計移
民也自墨西哥南部出發，打算前往美國，移民問題成為
峰會重要議題。美洲峰會中，改善拉丁美洲國家經濟體
質以解決大量無證移民進入美國是主要議題，副總統賀
錦麗辦公室7日表示，已獲得許多大企業許諾，將拿出
共32億元協助，緩解蜂擁來美的拉美國家的無證客。
報導指，非政府組織「人類尊嚴中心」（Human
Dignity
Center）協調員畢亞葛蘭表示，這批從墨西
哥南部塔帕珠拉出發的移民，人數預計將超過1萬5000
人。
賀錦麗辦公室指出，相比去年12月各大企業承諾拿
出12億元，目前的籌募金額比去年多了19億元，將用於

大批移民攜帶委內瑞拉、尼加拉瓜、與宏都拉斯的小
型國旗，口中高喊「自由！」、「我們要簽證！」等口
號，踏上這段長達3000公里的赴美旅程。
總統拜登於6月6日至10日，在洛杉磯主持第9屆美洲
高峰會。拜登希望峰會可就移民問題達成區域協議。
然而，墨西哥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不出席峰會，並批
評美國拒絕邀請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出席峰會的決
定。華府認為，這些國家欠缺民主制度且會壓迫人民。
在2018年和2019年，穿越墨西哥到達美國邊境的移民
大篷車隊，曾引發美國特朗普政府與墨國的緊張關係。此
後墨西哥加強邊境管制，2021年有超過30萬無證客被拘留
在當地。
自拜登於2021年1月上任以來，試圖入境美國的移民
人數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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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1 SW Macadam Ave., Portland, OR 97219
Tel: (503) 246-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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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額急飆800%
（綜合報導）令人震驚的德州小學校園槍殺案發生
後，有家長坦言非常擔心子女在學校的安全，他們表
示在任何人都可以有槍的時候，哪裡都可能發生槍擊
案，他們都承認有為子女添置防彈書包。
雖然有專家質疑防彈書包只能保護一小部分身體，
與防彈背心的效果不可相提並論，但防彈書包的銷量
仍急劇上升，有生產公司表示，相關裝備的銷售額近
日飆升了800%。另一家生產可以放進背包內防彈板的
公司則稱，他們的銷售額增長了300%。據媒體報道，
目前防彈書包的售價達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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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民生困頓 斯里蘭卡需50億美元救急
（綜合報導）斯里蘭 總理 克瑞米
表示，該國
來6個月 要50億美元 能夠確保 持基 生活。為支
進口民生必 品，正與中國就價 15億美元
換
協定的 件重新
。
報導指，南亞 國斯里蘭
70年來最嚴重經濟
機，外
缺造成 如
、藥品和
等民生必
品 止進口，引發
， 成
議 至政府更
。
克瑞米
告訴國會， 要 過此一動 ，斯里
蘭 今年分別須為進口
、
、 調 氣、
資約33億美元、9億美元、2億5000萬美元、6億美元。他
表示，中
行預 今年經濟將
3 5%，但是強調有
心可在 動強而有 改革方案、 務重 和國際支持
下，重返經濟成長。
克瑞米
重打擊的公共

致
動一項 時預算，以
受嚴
政。他強調：「我們2023年 必須達成

經濟

定。」

除了中國、 度和日 的 助之外，2200萬人口的
度
國斯里蘭 也正與國際
基金（
）就價 約
30億美元的
方案進行
。
球
於

同時 任 政部長的 克瑞米
將於下個月提出
時預算，目的在 減政府支出，並且希望將年度 利開
銷從約3億5000萬美元增加到5億美元。

斯里蘭
通 率高達57%，這有一部分是因為全
品價格上 、
，以及國內收成低所致。由
缺， 計下
產收成將會 半。

克瑞米
指出， 合國已經承諾將提供4800萬美
元用於
、 業和醫 衛生，並且 備明天針對 助
斯里蘭 向全球公開請命。
斯里蘭 也正就去年同意的一項價 15億美元的人民
計價
換協定，與中國重新 開
。原來的
件規定，斯里蘭 只有在外
備水
持相當於3個月
進口額的情況下， 可以動用 換資金。但是 克瑞米
表示，因外
備已經遠低於此，斯里蘭 必須要
中國重新考慮上
件，允許 動此一 換協定。

旱災+通膨 索馬利亞21萬人瀕餓死

拉美800萬人陷糧食危機
（綜合報導） 合國世界
計 署（
）、 合
國
組織（ A ）、 合國兒童基金會（
C ）、
合國人道事務協調 （ CHA）等多個機構6日公布一 最
新評 警告說， 馬利亞約710萬人正在
，接近總人
口的一半， 中 21萬人正處於 死邊 ，主因
錄
、全球
價格接近 錄高點，現在正與時間
， 能
當地爆發
。

風險， 4月預 規模近3
增。 馬利亞缺 規模
大、所 資金
， 助團體正投入手中所有資 ，
致 避免2011年造成26萬人死亡的
重現。

另外， 合國拉丁美洲 加 比 經濟委員會
（ C AC）同日也公布報告指出，由於經濟嚴重減 、通
，拉丁美洲與加 比 地區 入
機的
人口 將 增，「這個地區經濟成長大 減 、通
、就業市場復甦緩 ，將使得
與
增加，預
除了原 的8640萬人，還會有780萬人加入
安全
可 之 」。

C AC報告指出，拉丁美洲與加 比 地區4月 的
年通 率飆升至8 1 ，從去年 6 6
續飆升，預
來還會 高不下 成長緩 加上
通 ，將使地區
與
程度將會增加。

馬利亞所處的非洲之 （Horn o A rica）地帶已
連續4個
量不 ，下個
預 也會如此，導致從
亞、衣 比亞到 馬利亞
40年來最嚴重
，引
發重大
機。同時，世界
價格3月接近觸及 錄
最高，
促使 類和 品 市場價格飆 。

合國 C AC報告也說，2022年拉丁美洲與加 比
地區在經濟
年成長率 1 8 情況下，
人口將會
增加。此經濟成長率預 遠低於 區去年
經濟成長
率6 3 。

報告說，拉丁美洲與加 比 地區2022年度的
發生率預計 達33 7 ， 2021年預
高出1 6個 分
點
地區今年
發生率預計 達14 9 ， 2021年
高出1 1個 分點。

計

署聲明，約21 3萬

南 合同參
部（ oint C ie
o Sta ）
稱，這 空中
示，南 空 出動包括 -35A
機在內的16
機，美國空 則 出4
-16 機。
進行這項攻擊 隊飛行，目的在 示美
應
的能 。
以

美 6日清
南 東部 域發射8
應
5日試射相同數量的飛彈。

地對地飛彈，

美
員表示，
可能即將在 東 部城
里（ unggye-ri）的 子試 場進行 試。
上
試是在2017年9月，當時
宣稱引爆了一 為洲際
彈道飛彈設計的 彈。
正在 爾與南 和日 討論當前對 情
國務
（ en y S erman）警告說，
行 試，將 出「
而有 」的 應。
都將

世界
計 署
馬利亞主任達
（ l- i ir
Daloum）聲明表示，「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防止發
生人道
」，最
人口的生命已經面
不 和
的 險，我們不能等到宣告
採取行動，「現
在是和 止
發生
」。
根據世界

（綜合報導）美國和南 今天 出 -35A在內的20
機，於南 西部 域上空 示
。正在 爾
問的美國副國務
警告，
進行 試，將
以強有 的 應。

止

的美國副
進

與南 副外長
東會 後表示：「任何 試
違反 合國安理會決議。對這類 試將會有
而有 的 應。」她說：「我們持續呼
定及
的活動，
外交途徑。」

在 爾會 前數小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
斯（ e
rice）在華府告訴記者，美國擔心
可能
在「 來 天內」進行第7
試。

馬利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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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綜合報導）
全球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一
項國際調查發現，
的物價比往年同期升3%，加上
元持續強 ，令 他
相對走 ，令
生活費 續
高企不下。調查機構亦提及，
採取嚴 的社交距離
限制及旅遊限制，
對外開放的計 ，令
吸納
人 的吸引
消減。
人 資
問機構 CA nternational於去年3月至今
年3月 一 子消費品統計顯示，雖然
的物價 往年
同期升3%，低於全球物價
中 數5 8%，但期內 元
與美元
保持強 ，令 他
相對走 ，
成
為全球外
員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生活指數高企，
該機構亞洲區域總監關
坦言，會 響
吸引 和
人 留 ，加上
仍保持嚴格社交距離限制及旅遊限
制，令不少 外企業或在 工作的人
返 原 地，
到生活質 與
相近， 或更好的國家或地區，如

新加

和

拜。

全球 大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5個在亞洲。關
表示，因過去一年多個亞洲城市通 高過
增長，如
於斯里蘭 的 倫 ，因缺 外 ，致必 品供應
缺，物價升 達15%，是受 亞洲城市中物價增長最 ，
排名 升23 至全球第149 。內地亦有4個城市 身全
球 15 ，包括全球第 、亞洲第三的上 ， 州、
、
分別 於全球第 、 二及
。關
表
示，排名上升主因為人民
他主要
相對強 ，
加上調查期間中國經濟表現 強 ，令內地城市的物價
高於 他地區。

最高城市的第二 是紐約，
分別 於第 及五 。

是日內瓦，倫

及東

CA nternational 的「生活費用排名」結合了 CA
的生活費用調查和住房數據的結果，比 120國家中207
個城市，以外
員經常購買的日常 品及服務進行價
格調查，
品、公共交通和衣物等。全球生活費用

中國汽車業歷史性一刻：
今年出口量有望超越德國
出口量接近300萬 ，出口量超越德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下半年出口增 能夠重 50%以上，中國今年完全有
可能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 車出口國。
2021年， 管新能 車 起
，但 個中國 車
行業的增 並不
。工 部一司司長 衛明 前曾
表示，2021年，我國 車產銷分別完成2608 2萬 和
2627 5萬 ，同比分別增長3 4%和3 8%，結 連續3年下
降
。
（綜合報導）從引進來到走出去，中國 車工業正
來大 革。經 了多年的出口量
不前之後，2021年
起，中國 車出口 然 現
之 ，去年已經超越
國升至全球第三。而如果 情之後仍能保持今年一 度
的
，今年中國 車出口量 至有可能超越德國。

東 指出， 情 響下，國外車企供應 受到
擊，引起生產被迫中止，對部分供應
品
增。
而中國 情防控
好，物 以及供應 得到 好保
，動態復工復產 現出 強的 性。例如
方面，
全球
機中國 響 小，國外
產能出現不 ，
中國產能
復
全球產能缺口。

中 協數據顯示，中國2021年 車出口
200
萬 ，達到201 5萬 ，同比增長1 ，
全球第三，
於日 （382萬 ）和德國（230萬 ），已大 超
過 國（152萬 ）。 中，新能 出口量達到31萬 ，
同比增長304 6%。

因 情 響，2021年
、
、 特等
被迫
外 車生產，中國車企也就成了最大 家。

（綜合報導）電動
大國，隨著 車市場
規模
發 下，
帶來一 新的去工業
的 易緊張局 。

車讓中國加
起為 車出口
電動 ，中國電動 車產業
全球 造業結構，給歐洲
，並引發 比上世 80年

特斯拉上 工 2019年投產，對電動 車和 外
車 造 來說是一個
，這是中國這個全球最大
車市場 許設立的 家外資 資工 ，同時這也 表
一個更大
的開 ，歐洲可能很 就會發現自己在
車領域對中國出現 易
。
資 顯示，在2021年，中國出口了50萬
車，在
歐洲的市
於德國。而就在 年前，中國的 車
出口還
為 。 達歐洲的中國 車約一半是上
工 生產的特斯拉， 他品 包括達 亞（Dacia）、
（ ole tar）和 馬（
）。
一直以來， 車 造支 著歐洲和日 的
，對
日 和歐洲車企來說， 中的
在於，電動 車或
許是高 技產品，但與內 機相比絕不
，而組裝
電動 車 度 組裝 他電
不多，這些方面，中
國 造更有望
成
據主導地 ，
性
將是巨大的。

2021年出口高增長態
續至今年，據 關總署發
的數據顯示，2022年一 度中國 車 車出口67 6萬
，同比增長57 8%
車出口金額為117 5億美元，同
比增長87 9%。
管二 度中國 車行業受 情 響嚴重，但5月
以來，國內 車市場產銷 復
。
會 書長 東
表示，根據 關總署出口數據預 ，2022年全年 車

實際上，中國 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21
年中國新能
車銷量352 1萬 ，連續7年產銷全球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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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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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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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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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黃上皇酒樓旁)購買預售優惠票，每位
七元。詳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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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亦可到波特蘭新聞網頁www.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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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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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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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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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有人提到撥打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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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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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
更新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

滿��歲。擁有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
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
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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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vate

《豬年新春細運嘉年華》二月二日與你以活力迎新春
全年招生

Education Center

中心

適合一至十二級•小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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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1或1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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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數、 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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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80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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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初學者和幼、小學生 (5 or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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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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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chinesetimes.com，臉書頁www.facebook.com/portlandchineseti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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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是中國人喜慶時必備的環節，今年除了《海城酒
助：Health
& Wellness 保健整脊中心；其他贊助：達美航
樓》繼續在場為供應點心和粵菜，極受歡迎的川菜 －《
空公司(Delta Airline)、鴻發食品公司、波特蘭州立大學
有間小館》及Da Grib Shack等，亦將在場提供川味食品和特
8733 SE Division Street, #208 Portland
孔子學院、99大華超市、香港經濟及貿易發展局、美國
色食品， 飲料方面當然少不了最紅的波霸飲料。
銀行、西雅圖文教中心。
大會鼓勵觀眾乘坐輕鐵到場，車站就在入口處。

971-396-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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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會館主辦「提防被劫，學會自保」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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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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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land Chiropractic Specialists

有人提到撥打911後，警
察能否追蹤到打電話人的位置
波特蘭脊骨神經學專家  輕鬆解決您疼痛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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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號：503-823 3333。所以，當與劫後，可先回到家中，
而事主是用手機撥打911，在接線人員感到有需要時，才會 找懂英文的子女協助報警，然後告知警察你是說中文的，
啟動跟蹤的程序。例如。接線人員接獲若911電話，對方只 警察就會馬上聯絡局中的七名懂中文的華裔警員與你聯
有電話內尖叫或有驚呼聲，那他們就會立即行動，追查事 絡，又或警員可透過手機上的程式協助翻譯。
韓杰剛醫師：脊骨神經專科醫師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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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市民提出報911的過程繁複，再加上言語不通，可
精通國語、台語

有簡化？華裔女警李泳賢指出，911是一個緊急電話，當情
最後，林偵探教導大家，在外出時，要經常提高警
加拿大名校多倫多大學畢業
況危急時才撥出。而在非緊急情況下，大家應撥另一個電
覺，如手袋，貴重物不要放在車內當眼的地方，或不要隨
前大學助教與神經科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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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提供一對一、問診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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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椎調整、筋絡筋膜放鬆、電療
超音波治療、激光雷射治療
當日最受歡迎的最算是說流利廣東話的華裔女警李泳
復健、刮痧、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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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e District Office 立，他承諾警察局會繼續努力，與華人社區維持一個良好
Contact Us Today
的警民關系，並定會竭力協助有需要幫助的華人。
503.334.7943
8733 SE Division St, Ste 209, Portland, OR 97266
黃上皇海鮮酒家樓上

mypdxchir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