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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寄语 民族健康联合会 
Ethnic Health Collective

    民族健康联合会（EHC) 是一个新的
协作平台，它为各族裔健康领导人提供
了一个空间，使他们能够齐聚一堂，共
同致力于改善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的健
康平等性。该举措实施的确恰逢其时，
因为少数族裔是目前新西兰人口增长最
快的群体，且具有众所周知的复杂化和
多样化健康需求。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TANI) 在启动
民族健康联合会(EHC) 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2022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二，民
族健康领导人在Parnell 社区中心齐聚
一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首届战略小
组成员分享了他们的愿景、领导力和对
EHC的期望。该集体的战略小组由学者、
研究人员、医生和社区领袖组成，他们
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即为我们的少
数族裔群体减少健康不平等现象。

    民族健康联合会将以社区为主导，
提供政策建议，并最终影响新西兰少数
民族的健康结果。它还将加强社区基础
设施，鼓励地方行动，收集意见建议，
了解少数族裔社区实现健康和福祉的障
碍。 EHC 还设想投资于合作性的公共卫
生计划，并通过集体发声来影响政府的
卫生政策和决策，确保投资款用在改善
民族社区的健康结果的平等性上面。

Kia	Ora!	大家好!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TANI）团队向各
位致以诚挚的问候!

							很高兴与您分享本期最新夏季简讯，
这期内容包括很多与夏季有关的健康计划
和服务重要信息。我们在春季时曾组织举
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为斯里兰卡母亲组和
孟加拉母亲组分别举办了”健康宝贝	健康
未来”活动的毕业典礼；成功发起”民族
健康联合会”（Ethnic	Health	Collective）
；开展了奥克兰各地的健康研讨会（中
文）以及大奥克兰区域的健康讲座。移民
妇女健康项目和每周一次的线上瑜伽与冥
想活动也如常进行。今年累积超过	9000	
个家庭从这些不同的活动中受益。夏季简
讯特别为大家展示了部分活动的精彩瞬
间。

							祝愿所有读者平安健康的度过新的一
年，并鼓励大家在参加户外和水上活动以
及大型活动时，保持安全并采取必要的预
防措施。如需要COVID-19支持服务，您可
在TANI网站上找到相关的信息。

							欢迎您为我们提供反馈信息，以便提
升我们健康简报的质量。祝大家圣诞快
乐，新年吉祥。愿新年给每个人的生活带
来欢乐和幸福。

								衷心感谢！

									

TANI主席：Lingappa	Kalburgi	博士

				MNZM，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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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们夏日注意安全的主要方式

1.		如果您感到不适，请进行	RAT	测试。如果
您检测结果为阳性，则需要自我隔离	7天。

2.		确保您有足够的	RAT测试盒	以检测您和您
的家庭成员，可以在线订购测试盒：https://
requestrats.covid19.health.nz

3.		如果您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在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请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	在此了
解您是否是符合服药条件：covid19.govt.nz/
medicines	或请咨询家庭医生或药剂师。可查
看下面的网站找到离您最近的提供抗病毒药物
的药房：	https://healthpoint.co.nz/

4.		在医疗保健服务，居家护理和一些残疾服务
场所都需戴口罩。我们也强烈建议您在以下情
况下佩戴口罩，访问高风险人群，或在封闭，
拥挤的地方和密闭空间，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场
所。

5.	新冠病毒更容易在室内传播。

							可选择花费更多时间在户外活动来降低风
险，尤其是在小组聚会或进餐时。

							在下面网站中了解如何在室内获得良好的
空气流通：https://covid19.govt.nz/prepare-
and-stay-safe/protect-yourself-and-others-
from-covid-19/ventilation-and-covid-19/

6.	致电	0800	358	54	53	随时可获取免费	的
有关COVID	健康指导信息或访问	COVID	健康
中心：https://covid19.health.nz/advice/

夏日注意安全			                                                                                            
							新西兰（Aotearoa）的种族越来越多样化。
这种变化在城市地区最快，但全国各地的多样性
也正在增加。未来，我们的学习者将更多来自少
数民族社区，并说更广泛的语言。到2043年，
预计新西兰（Aotearoa）超过四分之一的学习者
将来自少数民族社区。

							教育必须满足我们所有儿童的需要。本报告
发现，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社区的学习者在教育方
面取得了成功，但也曾遇到了种族主义、孤立和
缺乏文化理解的问题。	

							如果新西兰要成为少数民族儿童和年轻人学
习的好地方，我们必须实现重大变革。	

							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我们正在征求您的反
馈意见。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提交：https://www.
surveymonkey.com/r/DraftLTIBSubmission	

								提交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
二。以英语和各种亚洲语言提供问达。	

您可以在此处阅读本报告的简短摘要：	

	Education For All Our Children: Embracing 
Diverse Cultures - Summary of draft for 
consultation |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ero.govt.
nz)

为所有儿童提供教育：   
拥抱多元文化

https://requestrats.covid19.health.nz
https://requestrats.covid19.health.nz
https://requestrats.covid19.health.nz
https://healthpoint.co.nz/ 
https://covid19.govt.nz/prepare-and-stay-safe/protect-yourself-and-others-from-covid-19/ventilation-and-covid-19
https://covid19.govt.nz/prepare-and-stay-safe/protect-yourself-and-others-from-covid-19/ventilation-and-covid-19
https://covid19.govt.nz/prepare-and-stay-safe/protect-yourself-and-others-from-covid-19/ventilation-and-covid-19
https://covid19.health.nz/advice/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DraftLTIBSubmission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DraftLTIBSubmission
https://ero.govt.nz/our-research/education-for-all-our-children-embracing-diverse-cultures-summary-of-draft-for-consultation
https://ero.govt.nz/our-research/education-for-all-our-children-embracing-diverse-cultures-summary-of-draft-for-consultation
https://ero.govt.nz/our-research/education-for-all-our-children-embracing-diverse-cultures-summary-of-draft-for-consultation
https://ero.govt.nz/our-research/education-for-all-our-children-embracing-diverse-cultures-summary-of-draft-for-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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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人群的第二剂加强针    
- 第二剂加强针现已向40-49
岁的毛利及太平洋岛国族裔

开放

							从	11	月	18	日起，40-49岁的毛利
人和太平洋岛民，将有资格获得第二剂
加强针带来的额外保护，以防新冠病毒
（COVID-19	）导致的严重疾病。

							毛利人和太平洋岛国族裔目前在	
COVID-19	中住院治疗的比率更高。

							对40-49	岁的毛利和太平洋岛居民扩大
第二剂加强针的资格将：

•	在毛利人和太平洋岛人群中，协助支持
更高的疫苗接种率

•	扩展第二剂加强针的合格接种人群（大
约	37%	的符合条件的40-49	岁的毛利及太
平洋岛人群还没有接种他们的第一剂加强
针）

•		40-49	岁的人群不再需要未确诊的并发
症以获得他们第二剂加强针的合格条件。

							第二剂加强针的合格接种人群包括已
实行的所有	50	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鼓励
每个人保持最新的疫苗接种以预防来自	
COVID-19所可能导致的重病、住院或死亡
的风险。

隐性的精神亚健康症状 -帮助
亚健康人群的需求被看见

							医院对很多人来说会感到有压力,尤其是
当你不确定当天的流程时。

							如果您有残疾，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的员
工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类型，例如；自闭
症、痴呆症、

							听力障碍、焦虑（或者其他的不明显的
精神亚健康的状态），当您和我们在一起
时，您可以佩戴向日葵挂件。

							通过佩戴挂绳，我们的工作人员将能识
别出您可能有隐形残疾并且需要一点额外的
帮助或时间。

						您佩戴挂件时可期待：

							Te	Whatu	Ora	-	Waitematā	的工作人
员可以由向日葵挂件，识别您的需求，在您
与我们一起时的不同阶段提供帮助。如果您
感到不知所措，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放慢流程
并提供额外保证。

							该挂件不能做什么:

							它不会通过队列提供快速通道或为您提
供工作人员陪同。

							如何申请向日葵挂绳：

							请通过电邮	hiddendisability@
waitematadhb.govt.nz	联系我们。我们会在
您下一次来访前，在医院正门给您安排一个
向日葵挂绳。你可以保留挂绳，且将它用于
向日葵方案被认可的旅游或外出行程里。

资料来源: Hidden Disabilities | Te Whatu 
Ora - Waitematā (waitematadhb.govt.nz

mailto:hiddendisability%40waitematadhb.govt.nz%20?subject=
mailto:hiddendisability%40waitematadhb.govt.nz%20?subject=
https://waitematadhb.govt.nz/patients-visitors/supporting-you/hidden-disabilities/
https://waitematadhb.govt.nz/patients-visitors/supporting-you/hidden-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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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宝宝,	健康未来（HBHF）是由
卫生部（MoH）资助的
免费的健康饮食和运动项
目。23名斯里兰卡妈妈参
加了HBHF春季活动。大
多数妈妈都参与了健康生
活方式挑战，采用健康的

盘子模型，减少份量，将白米饭改为糙米
或红米饭，并减少烹饪中的椰子奶油。他
们还致力于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并作为
一个家庭一起吃饭。新西兰注册营养师
Bushra	Ibrahim指导她们的这项活动。	

							在2023年12月至3月我们将为奥克兰
的印度妈妈准备一个夏季挑战。该项目将
包括营养研讨会和为期六周的健康生活方
式的课程。我们还赠送了	5，000	美元的
杂货券和奖品。	

							TANI自豪地为南亚母亲提供这一项
目。要获得夏季课程的资格，您需要是印
度妈妈，怀孕或有4岁以下的婴儿，居住
在奥克兰和怀特玛塔DHB地区，并且是健
康婴儿健康未来计划的新成员。	

							如果您是印度母亲或认识一位对健
康饮食和运动感兴趣的母亲，请通过短
信或致电联系：	Bushra	Ibrahim	-	022	
4647	448	(NZ	Registered	Nutritionist	&	
Healthy	Lifestyle	Coach)	或	Poonam	–	
0211897808

健康宝宝, 健康未来 (HBHF)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

自由和独立的生活

					 在2022	年	8	月，经
过短暂的准备和过

渡，Rong加入了光谱
家庭。	

					 Rong是一名36岁的新
西兰人，有中国血统，有智力障碍。在
父亲去世之前，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不
幸的是，不久之后，他的母亲中风了，
被转移到当地疗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
些重大变化对Rong的生活产生了巨大
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活动和家庭参与方
面。	

	 	 	 并进入我们的住宿支持服务。秉承
Spectrum	 Care“每天开心快乐”的指
导承诺，我们与Rong及其家人一起努
力，以确保他能平稳的过渡。	

		 	 	 	 	现在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
人。他在圣约翰的活动，健身锻炼和更
多的社区联系方面有社会责任感。此
外，作为新家的“哥哥”，Rong的目
标是成为室友的榜样，教他的三个“弟
弟”如何与人打招呼和尊重他人。Rong
在Spectrum	 Care享受着他的独立性和
他自己“选择的生活”，对他的新社区
的归属感越来越强。	

www.spectrumcare.org.nz

http://www.spectrumcare.org.nz
http://www.spectrumcare.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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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筛查测试的更改
    自2023年7月起，子宫颈筛查将改为人乳头
状瘤病毒（HPV）检测，可选择自我检测。 新的
筛查方法将测试是否有人乳头状瘤病毒（HPV）
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HPV感染会在两年
内自行清除。然而有时它会变成持续感染，可能
需要进一步的随访，或需治疗以预防宫颈癌。当
引入新的筛查测试时，一些变化为：

1.女性可以选择自我测试。当女性去看她的医疗
保健提供者进行筛查时，可以自行采集阴道拭
子，或如愿意，可以由临床医生采集。新的HPV
检测不需要用窥阴器检查（以前称为涂片测试）

2.可以确信，HPV检测阴性意味着她们在未来五
年内出现可能导致宫颈癌的异常细胞的风险非常
低。这意味着常规宫颈筛查每五年才需要一次，
而不是像目前的每三年一次。

3.女性仍然需要咨询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
筛查，即使在自我测试时也是如此。然而，Te 
Whatu Ora - 新西兰卫生部将研究如何在未来更
容易获得筛查，如果发现它们对女性安全有效，
可能包括使用邮寄自我检测试剂盒的方式。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
healthnavigator.org.nz

免费的新冠肺炎   

-COVID-19抗病毒药物							

							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会减少您体内的病毒
数量。

						本指南有助于解释谁可以获得免费抗
病毒药物（倍拉维Paxlovid	和莫努匹韦
Molnupiravir），以降低他们住院的风险。

						它们由医疗保健提供者开处方，或者可以
由许多药剂师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为符合条件
的新冠肺炎阳性患者（或有症状的家庭接触
者）提供。需要在症状开始后五天内服用这些
药物。你平常使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或药房会
在开处方之前为您做一个健康检查。

							要想有资格获得免费的新冠肺炎抗病毒药
物，你必须：

•	有症状并且检测新冠肺炎呈阳性或

•	有症状并且是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接触者

下列条件的其中一项也必须适用：

•	您年满	65	岁

•	是50	岁以上的毛利人或太平洋族裔

•	50	岁以上且接种少于两针新冠肺炎疫苗

•	免疫系统功能明显低下

•	患有唐氏综合症

•	患有镰状细胞病

•	以前由于新冠肺炎接受过重症监护或高度
依赖的医院护理

•	有三个或更多的高风险医学病症

（有关获得资格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药房网
站：Pharmac	website）

拨打免费健康热线
一般健康信息，请拨打全天免费电话： 

0800 611 116 
咨询更多有关新冠的信息，请拨打 

0800 358 5453
欲了解更多新冠疫苗的信息，请拨打：
0800 28 29 26 (每天早八点-晚八点）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https://pharmac.govt.nz/news-and-resources/covid19/access-criteria-for-covid-19-medicines/covid-antivi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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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管理食物过敏的小
贴士摘要 

•  烧烤炉——你自己的烤炉可能不
会有过敏原，但是如果你去参加一
个朋友家烧烤呢?	

							小贴士:	你可以带自己的小烧
烤架或者带上一顿饭。

•  交叉污染——当一种食物中的过
敏原(通常是引起过敏反应的食物
蛋白)转移到另一种没有过敏原的
食物时，就会发生交叉污染。例
如，相同的钳子夹过含过敏原(例
如，海鲜/鸡肉)	和不含过敏原的食
物。

							小贴士:	一定要告诉聚会的主
人你食物过敏的情况。如果你参加
了朋友的活动，你可以提供一些你
们可以一起防止交叉污染的方法。

•  记住要随身携带你的肾上腺素
自动注射器或EpiPen	(如果医生
已给你开了该处方器材的话)。
更多详细信息或查询，请访问
allergy.org.nz(控制食物过敏区
域)或邮件allergy@allergy.org.nz/
educator1@allergy.org.nz

少数民族青少年的			
健康与幸福 

你是16 -24岁吗? 

并且你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中东人， 

拉丁美洲，还是非洲人吗? 

你还属于少数群体吗？(例如，少数性

别派群组、少数宗教族裔、有残疾、

难民背景的生活)

    如果你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是

有肯定的，我们邀请你参加一个一对

一的访谈，关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青

年的生活经历少数群体身份以及这些

经历对你幸福的影响

    面试将在适合您的时间和地点进

行，时间约为60分钟。我们将赠送价

值50美元的礼券以示感谢 你的参与。

有关您参与这项研究的资料将会被保

密。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请联系我

们:thriving@auckland.ac.nz

 

     如需更多信息或任何问题，请联
系:

1. Roshini Peiris-John教授, 奥
克兰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电子邮箱 
r.peiris-john@auckland.ac.nz 

2. Rodrigo Ramalho博士, 奥克
兰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电子邮箱 
r.ramalho@auckland.ac.nz（奥克
兰卫生研究伦理委员会于2022年7
月26日批准，为期三年。参考编号
[AH24474])

http://allergy.org.nz
mailto:educator1%40allergy.org.nz?subject=
mailto:educator1%40allergy.org.nz?subject=
mailto:r.peiris-john%40auckland.ac.nz?subject=
mailto:r.ramalho%40auckland.ac.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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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I地区联络会议于2022年11月23
日，在Westenspring	Garden	Hall社区大厅
举行。它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超过80人参
加。

							演讲嘉宾来自新西兰家庭暴力干预中
心，	新西兰过敏协会，Kāhui	Tū	Kaha	和
White	Ribbon（白丝带）机构。	他们向观
众致辞并提供了有关家庭暴力，过敏管理，
社会福利和支持计划以及2022年白丝带运
动的有用统计数据。

							新西兰家庭暴力干预中心分享了关于受
家庭暴力影响的儿童和亚洲社区家庭暴力的
最新统计数据。

							新西兰过敏协会的演讲恰逢过敏季节。
让大家了解了过敏的类型，以及通过包容和
尊重来帮助过敏患者的方法。

							令人欣慰的是，在初级卫生部门有
Awhi	Ora这样的服务，使人们能够通过“与
人同行”服务轻松获得心理健康支持，并更
好地管理日常事务。

							由TANI总监兼白丝带大使Vishal	Rishi
带来的最后一个主题让人大开眼界。大多数
与会者都不知道“白丝带运动”。本届会议
的关键亮点是，超过25名男性承诺为消除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作出贡献。白丝带被分发
给这些人，并鼓励他们成为白丝带大使。

TANI地区联络会议

ACC 为社会服务机构
安排的无薪工作经验

提供资助

						Active+	(https://
www.activeplus.co.nz/)
与因伤失去工作的候选
人(正在接受ACC的援助)
合作，帮助他们重返职
场。

							这包括让这些候选人参加无薪工作
实践(工作经验)，并与支持以确保他们
成功。这些工作体验对雇主、求职者和
ACC来说是双赢的。

							该试工为雇主提供了额外的劳动
力，让他们有机会评估这个人是否适合
在单位中担任带薪职位。虽然没有义务
在试用结束时提供就业机会，但欢迎雇
主这样做。

							对于候选人和ACC来说，工作试验
是他们恢复工作的关键部分，并提供了
增加和衡量工作能力、发展新技能和重
新建立工作常规的机会。Active+帮助过
渡，监测试验，并提供必要的设备。

								Active+拥有一个由雇主和社会服务
机构组成的庞大网络，但他们总是在寻
找新的联系，因此他们可以提供最好的
工作和机构的契合度。他们的候选人有
着广泛的背景，正在寻找各种各样的工
作。他们都一直在工作，受了伤，经过
医学评估，他们已经准备好重返赛场	

劳动力。

							Active+目前有候选人在大奥克兰地
区和全国范围内寻求工作试用机会。如
果你是有兴趣的雇主，请联系他们以了
解更多信息。

						Paul	Fennessy-返回工作服务奥克兰
地区经理，联系电话为09	373	3283和
paul.fennessy@activeplus.co.nz	

https://www.activeplus.co.nz/
https://www.activeplus.co.nz/
mailto:paul.fennessy%40activeplus.co.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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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安全驾驶
							在暑假期间，整天道路上的交通
都会更拥挤。这会导致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增加。	

您可以这样做：	

•	计划您的旅程	-	检查交通更新信
息，以避免不必要的延误，导致您感
到需要匆忙到达目的地。	

•	查看天气预报	-	如果天气不好，
请比平时早点出发。道路可能会变得
湿滑，因此很难控制您的汽车。降低
速度可以帮助您在需要时轻松刹车。
请记住，即使在白天也要保持大灯亮
着，以提高能见度。	

•	始终系好安全带，孩子必须坐在适
合年龄的汽车座椅上。	

•	开车时将手机收起来。	

•	避免在疲倦时开车。	

•	如果您打算喝酒，请不要开车。叫
出租车或在您的团队中安排一个清醒
的司机带你回家。	

							请注意，整个夏天都会有更多的
检查站。警方将在白天和晚上的所有
时间进行呼气测试。如果您看到鲁莽
驾驶或任何类型的危险行为，请拨打	
111	与警方联系。	

资料来源：https://www.healthnavigator.
org.nz

暗流的	3个R：放
松-Relax，向上-Raise

和	漂浮Ride	
    暗流是一种强大而快速向大海移动流
动的潮流，每秒行进一到两米。激流通常
在水与沙子相遇的地方发展。这是危险
的，因为它们将水中的任何东西带到更深
的水域。大多数人直到被卷入其中才知道
激流有多强。

    在大多数海滩，您可以留意到表示危
险的水域红色和黄色的旗帜。 我们应总是
在旗帜之间游泳。但是，知道如何识别巨
浪与潮流也很重要，因为水可能是不可预
测的。

    如何识别暗流： 

•水中没有浪潮，看上去平静的地方。 

• 一片看起来变色的水域。 

• 更深而黑色的水区。 

• 任何漂浮在海上的东西。

如果陷入困境该怎么办： 

• 放松并随着潮流漂浮。绝不要逆流游
泳。 

• 举手示意求救。

• 漂浮在激流上，直到它变弱或有人来帮
助你。平静后，随海浪游回岸边。 

    请记住，始终关注您的孩子。 

（资料来源：https://www.dpanz.org.
nz）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https://www.dpanz.org.nz
https://www.dpanz.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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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就要有男孩气
							白丝带组织希望通过新的活动“男孩
就要有男孩气”来促进健康的男子气概。
我们收回了为男孩不良行为开脱的那句
话，并把它纠正过来。	

							在一个想要将你限制在刻板的性别角
色的世界里站出来大声疾呼需要力量和勇
气。我们需要庆祝我们看到年轻人身上有
所改变的美好特征。男人可以成为解决方
案的一部分。和你的儿子或你球队中的男
孩谈谈怎样能成为一个好人，以及在你的
日常生活中应该个什么样子。	

							男孩有爱心——鼓励他们表现出来，
不仅仅是强壮、勇敢或坚强，而是要表现
出他们的关爱之心。	

							如果一个伙伴对女孩或妇女说了一些
辱骂或冒犯性的话，请与他安静地聊天。
分享你的感受，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
感觉。	

							超男性化的刻板印象伤害了男人和女
人。如果我们看看暴力，不仅是针对女性
的暴力，还有男性之间的暴力（监禁率、
心理健康斗争和自杀统计数据），这些男
性气质的感知规则会导致男性崩溃和受
伤。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子和我们生活中
的所有男孩提供健康无暴力生活方式。	

							平等使男性和女性都受益。	

（资料来源于	https://whiteribbon.org.nz）

家居安全意识

							最近，我们参加了几起因电子设备充
电引起的火灾的救援，尤其是那些装有锂
离子电池的设备，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
脑、电动自行车/踏板车和电子烟。在日
常使用中，当正确充电和使用时，这些设
备是安全的，但是损坏或有缺陷的电池有
时会过热并着火。以下是确保设备安全的
一些关键提示：	

-	在台面或床头柜等坚硬表面上为设备充
电。这些设备周围需要有空气流动以防过
热，因此切勿在枕头下或床上或沙发上充
电。	

-	确保您的电池和设备状况良好。请勿使
用有彭胀、过热或损坏迹象的电池充电	-	
仅使用为设备设计的电池	

-	确保您为设备使用正确的充电器，并且
所有电缆均未损坏或磨损。	

-	将电池存放在远离任何可能着火的地
方，不要将它们放在阳光直射或高温车辆
中。

https://whiteribbon.org.nz
https://whiteribbon.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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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农历新年和花卉
市场同乐日

							我们迎接兔年的节日将于	2023	年	1	
月	21	日,	星期六上午	9点半至下午	4点在
奥克兰展览馆（Auckland	Showgrounds）
的	3	号和	4	号展厅举行，地址为	217	
Greenlane	West，	Auckland	1023

							奥克兰华人社区中心协会举办一年一
度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已有30多年的历
史，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奥克兰展览馆举
办。这些年来，这个节日越来越受欢迎，
现在约有20，000人参加。由于对新冠病
毒的担忧，2022	年春节活动被取消。该
活动现将再次在奥克兰展览馆举行。

重建家庭联系服务：    
寻找失散的家人

								新西兰红十字会重建家庭联系服务
提供免费和保密的服务，可以帮助因战
争、武装冲突、灾难和移民而离散的家
庭成员重建和保持联系。	

							我们或许还可以协助澄清据报失踪
人员的命运。我们在192个国家的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中开展工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	新西兰红十字会网站上的“重建家庭
联系”页面（和在线转介表）：	https://
www.redcross.org.nz/	get-help/find-
missing-family-overseas

•	关于新西兰红十字会重建家庭联系服
务的简短（20分钟）的在线培训模块。	

•	多种语言资源（可提供	40	种语言的
服务——	既可以打印海报，也可以作为	
jpg，以便通过社交媒体轻松分享。	

如有需要，可得到口译员的帮助。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索取海报和小册
子：		familylinks@redcross.	org.nz

需要健康保健信息吗？
请访问 www.healthpoint.co.nz， 该
网站提供有关医疗保健专业人士，转
诊期待，服务项目和常见治疗的最新
信息 。 

https://www.redcross.org.nz/get-help/find-missing-family-overseas
https://www.redcross.org.nz/get-help/find-missing-family-overseas
https://www.redcross.org.nz/get-help/find-missing-family-overseas
mailto:familylinks%40redcross.%20org.nz?subject=
http://www.healthpoin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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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是Rewi	Alley	OSO	MM先生诞辰125周年，他是来自坎特伯雷斯普林菲尔德的新西兰
骄傲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好的国际朋友之一。	12月2号	–	4号，	奥克
兰北岸华人协会和新中友好协会联合举办庆祝路易艾黎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活动在路易艾黎
纪念馆和Rewi	Alley	公园举行，	新西兰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活动。

TANI 在线健康交流会
健康饮食分享

2022 年 11 月11日

mailto:lily.xu%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http://www.asiannetwork.org.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