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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論壇特別節目
張亞中作客談一中同表

為持續跟進中華民國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並關注兩岸政

治脈動﹐「休士頓論壇」(Houston Asian Voice)25日(周二)晚間

播出特別節目﹐邀請孫文學校總校長與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張

亞中(右)及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學會常務委員唐心琴(左)擔

任嘉賓﹐由常中政(中)主持﹐針對孫文學校使命﹑一中同表與

一中各表差別﹑國民黨的走向作探討﹒(報導請詳見A12休城

社區)

國際領袖基金會休士頓地區
顧問理事就職典禮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 ) 休士頓地區顧問理事就
職典禮於上周日在姚餐廳舉行﹐由「石山地產」負責
人柏尼詹姆士先生與伯尼麗香女士夫婦贊助﹐召集
這場大會﹐會中並宣佈國際領袖基金會今年共贊助
了26 名優秀大學生﹒圖為國際領袖基金會創辦
人/ 總栽董繼玲（右二）頒發2016 顧問理事給詹姆
士伯尼（中）及麗香柏尼（左二）﹐旁為大會貴賓美
國駐聯合國大使西昌西夫（左一）及「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右一）合影﹒

社社 區區 剪 影剪 影



BB22

﹒﹒

德州新聞
星期四 2017年5月25日 Thursday, May 25, 2017

























  【週六】

上午九點：在位於 River Oaks 的 Back-
street Cafe 餐廳用早中午餐，該餐廳是
1930年休斯頓棉花時代的產物，歷史悠
久，文化濃厚。

上午 10:30AM: 在市中心的酒店 Hotel
ZaZa 做一個有氧按摩，置身寬闊的

11000 平方英尺的 spa 環境中，
有11個專門用來按摩理療的房
間可供放鬆享受。
中午12:30PM: 可以在貴客專用
的 Mecom Fountain 邊的池水享
受，也可以提前約定在池水邊
的小屋子。

2:30PM: 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或
者是 Menil Col-
lection參觀，週六截止到
7點閉館，油畫、雕塑、
攝影等藝術作品應有盡
有，可細緻鑑賞。

6:30PM – 晚餐推薦 位
於 Montrose 的 Pinot’ s

Palette 除了晚餐，還有藝術大師教授繪
畫技巧，參加者還獲得畫布，畫筆、顏
料等，跟著大師一步步的學習。晚上的
另外一個選擇是去米勒室外劇場 Miller
Outdoor Theatre欣賞休斯頓交響樂團的
演出。
10PM – 晚上酒吧推薦 Boheme Cafe &
Wine Bar. 現場音樂，溫馨舒適。

 

















































【週日】
10AM: 早晨來個自然醒，

然 後 到 位 於 The Heights 的
Down House.有超好吃的炸雞和
華夫餅等美食，還有上品的拿
鐵咖啡。

中午，在和休斯頓說再見
之前，可以到19th Street做最後
的購物，這裡的服飾，家庭裝
飾以及藝術品都別具一格，值
得一看。

適合閨蜜同遊的適合閨蜜同遊的
休斯頓週末三日遊計劃休斯頓週末三日遊計劃
計劃和你的閨蜜一同度過一個豐富多彩的周末計劃和你的閨蜜一同度過一個豐富多彩的周末，，休斯休斯

頓提供了各種條件將滿足你的需求頓提供了各種條件將滿足你的需求，，從讓人欣喜的購物從讓人欣喜的購物，，
身心愉快的礦泉浴和按摩身心愉快的礦泉浴和按摩，，到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晚宴和五到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晚宴和五
光十色的夜生活光十色的夜生活，，週末三日遊計劃一定會帶來令人驚喜的週末三日遊計劃一定會帶來令人驚喜的
收穫收穫。。

【週五】
中午抵達休斯頓酒店稍作休息後，為下午到 The

Galleria血拼做準備，中午推薦的餐廳包括：位於River
Oaks' Tiny Boxwoods用餐，輕鬆隨意。
Thompson & Hanson Nursery 環境典雅舒適
Giacomo's Cibo e Vino (靠近Highland Village) 地方美食
Paulie’s 位於 Montrose.

下午2點：到被譽為購物天堂的 Galleria購物，之
後有時間還可以再休斯頓富有特色的購物中心觀賞：
River Oaks Shopping Center, Highland Village 和 Up-
town Park.

晚上 7 點：晚餐餐廳推薦 日式料理壽司店 Kata
Robata ，喜歡披薩餅的可以嚐嚐Dolce Vita，
現代風味的美國餐廳有 Benjy's 或者是 Liberty Kitchen
& Oysterette

晚上十點: 晚上在 Rice Vilage 所在地的 Under the
Volcano喝上一杯瑪格瑞特margarita。還可以到音樂酒
吧 House of Blues 或者 Pete's Dueling Piano Bar感受一下
休斯頓的音樂魅力。














 

住宿的酒店推薦住宿的酒店推薦
••Hotel ZaZaHotel ZaZa
••JW Marriott Houston DowntownJW Marriott Houston Downtown
••Four SeasonsFour Seasons
••Marriott Marquis HoustonMarriott Marquis Houston
••Hilton Americas - HoustonHilton Americas - Houston
••Embassy Suites Houston DowntownEmbassy Suites Houston Downtown

從布什洲際機場或哈比機場到達休斯頓從布什洲際機場或哈比機場到達休斯頓，，乘坐大巴或乘坐大巴或MetroMetro公交車抵達市中心公交車抵達市中心DowntownDowntown，，同時還可以在市中心搭乘輕軌火同時還可以在市中心搭乘輕軌火
車穿行在市中心的博物館區車穿行在市中心的博物館區，，藝術區藝術區，，劇場區等社區劇場區等社區。。

交通詳情請查看網站交通詳情請查看網站 : https://www.visithoustontexas.com/travel-planning/maps-and-transportation/: https://www.visithoustontexas.com/travel-planning/maps-and-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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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170525B達福社區

「達福區全僑健行」活動，將在本週六(5月27日)，於
李察遜市 Breckinridge Park (Parking lot C)，主要借此活動
鼓勵大家注重健體活動，進行有益身心的跑步，步行或其
他健身活動。

活動有跑步及步行兩部分，參加者可視適合本身條件
選一參與，參與者須在圍繞Breckinridge Park約兩哩的步
們徑上跑步或步行。為了增加競爭氣氛，主辦單位將向以
上兩部分頒發優勝獎品。

大會另為不參跑步與健行者，提供有關增强健體意識
的表演及輕鬆的餘興節目。活動將由5月27日(周六)上午
十時至下午二時進行，參加者務必準時到達，程序如下:
9:30am - 報到
10:00am -健行及跑步開始
10:15am -持入埸券領取贈品及瓶水
10:45am -表演節目開始
11:30am -12:30pm -領便當、午餐
12:30pm -抽獎
活動票價每位7元(包括1便當，1瓶水，1贈品)

購票請洽: 購票請聯絡會長張志榮817-903-2581、秘書長樊秋
霞 214-448-7402 或電郵 dfwchineseorgs@gmail.com，你也可以

到達拉斯華人活動中心櫃台購票。
期望本週六能與您相見。(全僑健行供稿)

達福區全僑健行本週六5月27日舉行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恊會北德州
分會，在四月份安排了兩次社區活動參
與，五月份安排了一個下午茶茶叙。藉這
些活動來探討一些社會議題。

四月一日世華婦女會姊妹積極的參
與理查遜成人英語教育組織幕款活動。出
錢出力，希望對社區的新移民有所貢獻。
理查遜成人英文教育是一個不為營利事
業的社會組織，致力于移民成人英語教
學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所有教學都是由
一群有愛心且熱心公益的人士捐助私人
的時間來幫助 新移民學習英文。世華北
德州分會在五年前開始參與這個社團，會
員們貢獻時間參與義工活動並參與募款
活動。此次活動在理查遜圖書館舉辦。活

動主題為''謀殺懸疑推理''，是由當地演員
和義工編出的一個短劇。充滿戲劇性的幽
默。參加者經過幾個現埸查詢，推理，沿
途品嚐各式餐點，最後聚集一起來推理出
謀殺者。是一個興奮有趣的活動。此次世
華姊妹除了幫助幕後活動外，也為理查
遜成人英語教育組織幕捐了 $1,050.

四月二十九日，世華姊妹參與了由
國會衆議員Ms. Eddie Bernice Johnson 舉
辦 的 "A WORLD OF WOMEN FOR
WORLD PEACE"，此次演講者和檯上討
論者由以色列籍或美籍猶太人的猶太教
徙和巴基 斯坦人的回教徙組成。議題涉
及宗教雖有差異但人性本質並沒有不同。
政治問題藉著宗教之名，導致世界之不安

寧，小小孩童和平
民被殘殺，並波及
西方國家屢招恐怖
份子攻擊。這個現
象雖不是一般平民
可能解决，但藉著
這種公開會議交流
，讓社會民眾對各
種不同宗教和種族
文化能有包容和尊
敬的心，經與時日，
一步一腳印，希望
種族宗教紛爭可以
逐漸改善。

五月十七日世

華理事陳靜娟（Tricia）策劃了一個下午
茶茶敍會（tea party）探討了 Autism（自
閟症）這個議題。茶會進行了約四個小時
。十來位姊妹的參與都非常投入。Tricia
對大家介紹了Autism 過去八十多年在醫
療界的演進，及她個人如何搜索資料、尋
找資源來幫助她的女兒，現已是非常優秀
的大學生。自閟症通常在幼兒時即會疹斷
到，及早治療，成功性較大。她也談到一
些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TCA， Talk
About Curing Autism），可以幫助有 Au-
tism 小孩的家庭。Tricia 花了很多時間整
理資料，準備點心，及陳列高雅的茶具。整
個下午茶是在優雅的展示及美好的音樂
下進行的。感謝Tricia 為此次活動所獻出
的努力和認真。相信與會姊妹不僅是有一
個美好的下午茶享宴，更珍貴的是由Tri-
cia 深入簡出的 presentation，對 Autism 這
個項目有一個入門的認識。

世華華人婦女工商企管恊會北德州
分會自 2011 年復會以來，每月都會舉辦
會員活動，不論是專業性講座，身心靈的
健康講座，公司參訪或是娛樂性活動等，
均為本地區職業及工商婦女提供了有益
于身心健康的提升，並為會員們在職場打
拼之餘創造了溫馨的女性互動。有興趣加
入本會會員的女性，請連絡本會。電 話：
972-530-6106 ; Email:gfcbwnt@gmail.
com(婦女會供稿)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
四五月份活動-社會議題探討

QS170525C達福社區

今年華聲合唱團的年度公演定調為甘智岡
《音韵頌詩》，”音韵”的部份包括很多好聽的中
國的民謠，和中外當代的名曲；而”頌詩”是英國
現代的名作曲家約翰盧特(John Milford Rutter)
所作的《詩篇禮讚 (PsalmFest) 》- -聖經裏九首
聖咏詩篇所合成的組曲。他將美麗的詩句譜上”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的樂音。有
些樂章是那麼充滿活力般的有節奏感，而有些
樂章卻像天籟般的寧靜。

為什麽華聲每年都要演唱一些西洋的宗教
音樂？我們歷年的演唱會中唱過韋瓦第的《光榮
頌》，莫札特的《C大調彌撤曲(K220)》和《C大調
加冕彌撤曲((K317)》，海頓的彌撤曲，舒伯特的
彌撤曲，韓德爾的彌賽亞。今年的的這首《詩篇
禮讚 (PsalmFest)》是秉承這樣一個傳統。這些宗
教音樂是西洋音樂的四書五經，要想提升合唱
團的音樂素養，就非得要啃這些作品不可。

音樂對社會道德的提升，沒有人比孔夫子
更明白透徹，孔老夫子推崇周公制禮作樂，進一
步要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禮以導其志，
樂以和其聲」。說明瞭禮樂在儒家思想整個構架
中重要的地位。達到大同世界是儒家最高的理
想，禮(而不是刑罰)是手段，而樂是工具，可是我
們這個號稱的禮樂之邦在我看來，樂根本沒有
被重視，老中只有在書本上把樂談得轟轟烈烈，
我們的音樂發展一直是可憐兮兮的。

相反的在西方，基督教却是把禮樂發揚到
極致。和儒家的出發點不同，禮儀是舉行聖事；
是上主的兒女在基督和聖神內，與父親(上主)的
見面。信友們用彌撤聖祭來實踐這和上主見面
和對話。真是實踐了「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
，這「志」應該是信友的信仰和對上主的愛了。那
一台彌撒不是從頭唱到尾？彌撤曲從簡單的齊
唱，到混聲大合唱加上男高、女高、男低、女低音
的獨唱、重唱。甚至還有交響樂團伴奏，那真是

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不管音樂可以多麽複雜，歌
詞却全是一樣，從垂憐曲（上主求禰垂憐）、光榮
頌、信經、聖聖聖，到羔羊頌。從第六世紀開始，
歷經格雷格聖歌時期，到了巴洛克和古典樂時
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音樂大師像韋瓦弟、韓
德爾、海頓、莫札特和貝多芬等，他們都有無數
彌撒曲創作，光是莫札特一人就創作了三十多
首彌撒曲。除了彌撒曲外，聖歌還包括聖體歌、
聖咏、聖母頌、神劇、清唱劇、受難曲等等。所以
有人說基督教是西方音樂的媬姆，聖樂是西方
古典音樂的老祖宗。孔老夫子當年如果知道「禮
」和「樂」在聖教會如此受到重視，一定會遺言要
求衆儒家子弟一個個「乘桴浮於海」，到羅馬去
取經。

中國和歐洲音樂發展的不同，中國在唐宋
一直到元明清是文人創造詩詞去配和原有的曲
牌，西洋在教會的影響下作曲家作曲來配歌詞(
在這裡是經文祈禱詞)，可見得在中國作曲很艱
難，曲少詞多，譬如說《茉莉花》和《鳳陽花鼓》兩
首民歌都源自一個戲曲劇本叫《綴白裘》，可見
得中國樂曲少得可憐。加上中國人不重視音樂，
樂人(演奏和作曲的人)是賤民和被歧視的行業，
而舞文弄筆的文人却是天之驕子，難怪作詞的
人多，作曲的人少。在歐洲基督教會不許更改經
文祈禱文，作曲者可以發揮作曲的天賦才能作
了許多曲子來咏唱這些經文，從第五世紀的《格
雷格聖歌(Gregorian Chants)》一直到後世十八
世紀許多經典的彌撒曲統統是用同樣的經文來
譜曲。結果中國的音樂衰落，唐詩、宋詞、元曲
等韵文則大放异彩，漸漸脫離了音樂而獨立出
來。而西洋的音樂種子—彌撒曲却從格雷格聖
歌的簡單歌謠發展到和聲，從中古一直進化到
巴洛克(Baroque)和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 的
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有交響樂伴奏的彌撒大
組曲，從這又發展到清唱劇甚至歌劇，至此 音

樂逐漸 脫離了教會成了獨立的表演藝術。
這就是為什麽華聲每年的演唱會一定會有

一些基督教的歌，就是因為基督教對西方音樂
有盤大根深的影響，我們想要提升合唱團到更
上一層樓，非要涉及宗教歌曲不可。而我們華聲
演唱會的資量水平逐年提高，是達福地區的聽
衆朋友都感受到的。因為指揮要為選歌負全責，
華聲的歷任指揮都有這樣一個共識，所以每年
演唱會的歌單上的宗教音樂，就是華聲每年練
功的材料，也就是我們華聲合唱團每年的成績
單。尤其是現任指揮楊顯基博士功不可沒，他是
北德大音樂系畢業的合唱音樂指揮博士，換句
話說他是科班出身，第一年就要我們唱莫札特
的《C大調加冕彌撤曲((K317) 》，我記得他非常
會教，不是放牛吃草的那樣的老師，他在華聲的
頭一年，我們先和亞裔青少年交響樂團合作演
出兩場這首加冕彌撤曲。

英國現代的名作曲家約翰盧特(John Mil-
ford Rutter)所作的《詩篇禮讚 (PsalmFest) 》，西
洋宗教音樂的一個延伸。這是根據聖經舊約裡
的九首詩篇: 詩篇100，121，146，23，96，27，47，
84，和148譜成的合唱組曲。而我們這場音樂會
只挑選了詩篇100《O Be Joyful in the Lord普世
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詩篇 121《I Will Lift up
Mine Eyes我舉我目向聖山瞻望》
，詩篇 23《The Lord is my Shep-
herd 上主是我的牧者》，詩篇 84

《O How Amiable are Thy
Dewllings 我羨慕渴想禰的宮殿
》, 詩篇96《Cantate Domino 請向
上主謳歌》，詩篇27《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tion 上主
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詩篇47

《O Clap Your Hands 你們要鼓掌
歡騰》。

今 年 楊 指
揮 特 別 挑 了 這
首曲子，在練習
唱 這 四 部 混 聲
大合唱，他要我
們 領 略 到 它 合
聲之美，但也無
須諱言，約翰盧

特是一位現代的音樂家，他的和弦有時怪而難
唱。要特別努力去抓音，也要注意和別的聲部配
合來判斷是否和弦。在楊指揮的耐著性子指導
我們一再練習，我們終于感受到了它的美。一旦
達到四部的合聲，我們領略到那種美，真是無法
用筆墨形容，有的是平和溫馨的聲音述說，也有
是哀憐和感恩，那莊嚴肅穆的大合唱真的給我
一種天人合一的感受。唱這樣的曲子有助于提
升華聲合唱團的水平，而逐年繼續的努力，我們
希望能有更好的聲音，而不讓我們的聽眾朋友
失望。

我們可在聆聽這首曲子中感受到孔老夫子
的「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的真諦，藉著用心
體會音樂的詞句，讓我們能專注體會上主的大
能以及對我們的愛，這種從外在而至內心，然後
從內反射向外的感受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
您毫無疑問地將會喜歡上這首現代的聖詠詩篇
作品。希望達福地區的愛樂的聽眾朋友不要錯
過。敬請在六月三日星期六晚上七點半，光臨華
聲合唱團的 2017 年度演唱會，地點是布蘭諾
Custer Road 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601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音樂會是免費的
，但請勿攜帶六歲以下小朋友入場。

5月14日星期天世紀合唱團和阿
靈頓華人教會詩班聯合演唱了大海呀
故鄉和You Raise Me Up獻上了兩首
繪炙人口的中英文歌曲，慶祝我們偉
大的母親節。那優美的歌聲融入在漂
流的琴律中，四部合唱在劉以琳老師
的指揮下三十多人的歌聲就像涓涓流
水恰如其份地融入一體。觀衆的掌聲
給了我們極大的鼓勵。

四季合唱團在福和市和達拉斯區

至今已有 24 年了。這群年
齡各不相宜的唱歌愛好者，
不會唱的在這裡從頭學起，
會唱的更上一層樓。每個星
期四的晚上 7:30 至 9:30 在

1170 Corporate Drive West Arlington
TX 76006，薄堅、李小濱、徐京會計事
務所綀唱，中間休息期間還會有很多
種食品和水果招待。有的同事下班晚
了沒有吃飯就直接來練唱了，不用擔
心被餓著，因為每周都有大家的熱心
支持。

這個合唱團真是老少皆有，各有
各的風景，老有老的驕傲。他們把時間
用在了刀刃上，因為唱歌可以使我們

的心情愉快，人活著是一種心情，學著
多留些時間給自己，唱一唱新歌舊曲。
四季合唱團也是一個結識新朋友不忘
老朋友的地方。當我們花時間去練習
時，才讓我們重新了認識的自己。有指
揮和鋼琴老師的精心幫助沒有必要擔
心自己唱不好歌，看一看我們的照片
就知道了這是一個有磁力的團體。因
為每首歌都有指揮的錄音，人手一碟
CD，有機會就練一練，加上每週四的
一兩小時練唱，真的是沒有唱不好的
歌。

繼五月14日在A CC的聯合表演
後，四季合唱團將于9月23日星期六
下午三點在UTA開演唱會，届時將獻

上 一 系
列 中 英
文 歌 曲
供 大 家
欣賞。希
望 各 位
朋 友 和
兒 愛 好
者 能 介
時光臨，
如 有 任
何 問 題
請 電 聯
繫四季合唱團的團長洪漢儀先生
Steve Hung 電話 817-798-7233，副團

長 王 昭 文 女 士 Yang Judy 電 話
817-294-5853(柏玉平供稿)

四季合唱團將于9月23日在UTA再次
登臺表演

華聲合唱團的2017年度公演專輯之五
約翰盧特的《詩篇禮讚(PsalmFest)》

甘智岡

20112011 年楊顯基博士指揮華聲演唱莫札特年楊顯基博士指揮華聲演唱莫札特CC大調加冕彌撒曲大調加冕彌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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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陪同女兒女婿買獨棟房，當我們
選定房子時，我最滿意的是足夠兩畝大的後院
西北角有一片被砍伐完的竹林地，竹子雖然沒
有了，但我相信來年的雨後春筍必定會生機盎
然！果不其然，今年4月初，眾多竹筍爭先恐
後拔地而起，長勢喜人。我憧憬幾個月後這裡
就是一片青翠的竹林，還讓我想起蘇東坡的詩
句：“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
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
醫。”

誰不愛竹子？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愛竹子，
竹在中國文化中稱為“四君子”之一，成為中
國人感物喻志的像征，也是詠物詩和文人畫中
最常見的題材。從文化寓意來看，竹枝杆挺
拔、修長、四季青翠、凌霜傲雨、篩風弄月、
瀟灑一生、清雅澹泊，是品質高雅的謙謙君
子，它的“勁節”，代表不屈的骨節骨氣；它
的“虛空”，代表謙遜的胸懷，它的“蕭
疏”，代表人格超群脫俗！自古以來，中國文
人的居室住宅附近大多植有竹子。晉代那七個
著名的士大夫更是不滿足僅僅是住宅旁邊有竹
子，他們干脆完全搬進竹林中居住，由此而形
成了他們的文化品牌——竹林七賢。從實用的
方面來看，在紙張發明之前，中國文化是依靠
竹簡記載的，竹子還是制作樂器、房屋和家具
的優良材料，竹筍又是一道中國人喜愛的美
食，所以，中國的農民也深深贊美竹子：家有
九壟竹，天天吃酒肉！

我的竹林夢眼看就要成為現實，沒想到
“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我那個美國女婿K一
看見竹筍就揮刀斬伐，不出一個小時就讓全部
筍子竹頭落地，只差沒有血流成河。我無奈地
撿起被斬斷的竹筍，剝去筍殼，當晚炒了一盤
竹筍青椒肉絲，味道甚是鮮美，除女婿外，我
們一家幾口人全都吃得津津有味。女婿看到我
把他的仇敵變成了盤中美食，大為驚奇，他也
來嘗鮮，沒想到這個洋人舌頭真難侍候，嘗了
一口居然就說筍子有毒！竹筍焯水後殘留的微
弱苦味讓我們覺得很爽口，他卻說這個苦味是
毒藥。真是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張三的美食
可能是李四的毒藥。

“後院有片竹林多好啊！它淨化空氣，美
化環境，大竹子可以砍來建個涼亭，小竹子可

以用來搭建花架，竹筍又是一道健康美食。”
我與鶴的想法完全一致，她翻譯給K聽。

“我恨竹子！它像一個無限擴張的僵屍，
會吞噬周圍所有的土地，最後他的竹根會把我
們的房子拱翻！”

“這塊竹子地離我們家住房有 50 米遠，
怎可能威脅到房子的安全？我們成都平原上，
任何一家農民的住房周圍都是竹林，千百年來
就沒見過竹根把房子拱翻的事情。”

爭論雙方都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人可以控制與他人的
爭論，但抗拒不了大自然的力量。天氣愈加暖
和，後院的竹筍“無法無天”地冒出來，雖然
等待它們的是被無情亂砍的悲慘命運。K先生
這樣頑強地與竹筍作鬥爭，開始讓我生氣，之
後我不氣了，因為我看到竹筍比K更頑強，只
要幾天沒人來施暴，它們就可以昂首向天歌：
砍頭不要緊，自然我再生！

竹筍青椒肉絲、竹筍燒排骨、涼拌竹筍麻
辣雞、竹筍泡菜等美食經我烹飪後不斷出現在
我家的餐桌上，女兒把這些美食照片發到微信
朋友圈上，引來許多點贊。中國的親人們對我
們的竹子竹筍交口稱譽：侄女吳波說“竹筍切
絲炒青椒很美味”、侄女嘉玲說“家有竹林好
生態好環保”、特級廚師侄子肖鵬則提供制作
竹筍美食的各種食材配方並提供制作干筍子的
方法… … 一時間好不熱鬧，眾多親友通過微
信跨越重洋與我們討論這個竹子引領的美好世
界！在美國的朋友圈則是直接要求來我家吃上
一頓竹子宴，還說難怪大熊貓喜歡在四川生
活，因為四川人會把新鮮竹子和干竹子都做成
美食。在大華盛頓DC圈的朋友們更是迫不及
待了，他們細數著我家小寶的出生天數，說4
月中旬就是我家小寶出生100天，該給小寶提
前搞個“抓周”慶典，屆時他們就可以到我家
當大熊貓吃竹子宴了。

因為有眾多朋友預定了來我家參加小寶
100天慶典活動，我們就有了充分理由阻止K
先生對竹筍的瘋狂砍伐。原本被砍伐得干干淨
淨的那塊竹地上，一場春雨後又齊刷刷地冒出
幾十只筍子，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竹子賦予了中國人頑強不屈絕地重生的
性格，不管歷經何種程度的磨難，我們的民族

都會蓬勃發展，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華人的
成就都是舉世矚目！不屈不饒、有氣節，超凡
脫俗的竹子，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要暫時保留這塊竹子地，K很無奈，只好
與他母親微信上說竹子：“Like a field of zom-
bies”(像一個僵屍)。真是母子連心，他母親對
竹 子 的 態 度 與 他 完 全 一 致 ， 微 信 回 復 說
“Your first priority : get rid of that stuff!”(你的
首要任務：擺脫這些東西！) 他們對竹子的仇
恨態度卻讓我想起了歐陽修的詩句：“夜深風
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這樣的詩句斷
章取義地用在他們母子身上真是有些惟妙惟
肖！” 竹林之風聲，叮叮嚶嚶，如鳴佩玉，
在普通人耳裡這是多麼美好的事物，可是對於
閨中思婦來說，這些尋常景物，到此盡成惆
悵。這是該詩詞的意境表達，而用到我家這位
不懂中華文化和美食的美國白人來說，也真算
得上“萬葉千聲皆是恨”！

K對竹子的“恨”無法阻止我們對筍子的
愛，復活節前一天正好是周六，DC圈的朋友
們約定要來我家吃熊貓宴了。客人們約定的是
來吃晚餐，當日中午我先紅燒了筍子排骨，當
我把這道美食端上桌時，K看見中午的主菜是
竹筍，他立刻說要馬上去蛋糕店買小寶100天
慶典蛋糕，並說不用為他留午餐，顯然他是找
借口逃避自認為有毒的中國菜，我們都心知肚
明，任由他到餐館去享用“無毒”的美國午
餐。

下午4點始，客人陸續到來，進門後首先
就是觀賞我在廚房烹飪筍子美食，然後就是到
後院扒新生的竹筍，好各自帶回家做給家人品
賞。10來個客人到齊後熊貓宴馬上開始，無論
是有筍子配料的麻辣雞、燒排骨、青椒肉絲還
是無筍子的回鍋肉、清蒸魚和涼拌萵筍絲，每
一道菜都得到朋友們的捧場，贊美聲和歡笑聲
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快樂高潮，在這樣的氛圍
氣場中，仇視竹子的K終於“寡不敵眾”心理
崩潰向竹子美食屈膝投降了，他居然也“與民
同樂”大吃我的熊貓宴！看見他狼吞虎咽的吃
相，我真想問問他“吃我的筍子美食就不怕被
毒死”？

K當晚確實被“毒死”了，需要感謝上帝
的是次日就是復活節，早上天剛亮他就“復
活” 起床，洗漱後高高興興吹著口哨制作他

的復活節彩蛋，早上9點精神煥發地去教堂參
加復活節慶典活動，一點都不像昨晚被“毒
死”過的樣子。

竹筍的生長速度十分驚人，周六晚才被朋
友們拔光的地方，周日下午就有幾十條茁壯的
竹筍“笑傲江湖”。竹筍長得這麼快這麼多，
應該多采摘來送給朋友嘗鮮才好！女兒和她母
親與我一起討論向朋友送筍子的先後順序時，
K在旁邊聽明白了我們的討論話題，他也參與
進來說：“今天晚上我就要給最好的朋友H亮
家送竹筍，後院的竹筍今天全部歸我了！” K
要把竹筍送最好的朋友？！這讓我一時間驚愕
不已！驚愕的不是他不擔心“有毒”，而是他
心裡竟然也認同筍子美食！K的決定獲得全家
人的大力支持，晚餐後我下到竹地采摘了幾十
支鮮嫩的筍子，並陪伴他一起去H亮家。

亮全家是來自中國的華人，對竹筍的喜愛
無容置疑，到他家後我們在談笑風生中一起剝
竹筍，當我用漢語向他們提及K對竹子的仇恨
時，朋友一家笑得更加開心！K問亮在笑什麼
內容，亮只好用英語變通回答說：因為你們送
來的竹筍我們很喜歡，所以就笑得如此心花怒
放！竹筍剝完了，天黑前我們離開了亮的家，
回程路上K的心情大好，我猜測他現在已經沒
有那麼仇恨後院那塊竹子地了。

我們這個雙語家庭，從一開始都知道家庭
成員中肯定無法避免東西方文化衝突，但萬萬
沒有想到的是連一片小小的竹子地和美味的筍
子也會掀起“愛恨情仇”的家庭風波。經歷了
幾個回合的較量，K終於不再擔心吃筍子會被
毒死了，筍子美味算是糾正了 K 對竹筍的誤
解，但那片竹子地K是否可以允許永遠生長竹
子，目前仍是未知數。雙語家庭中的文化衝突
要轉變成文化融合，要走的路真是還很長很
長！我在感嘆之中依照宋代著名詩詞大家歐陽
修的《木蘭花•別後不知君遠近》的詞韻填寫
如下句子：

庭院深處景色新，雨後春筍向天生；夜深
風竹敲春韻，有人歡喜有人恨；恨者揮刀砍新
竹，夢醒方知君子靈；華裔家人喜眉梢，熊貓
美食待友人。

( 寫於2017年4月16日復活節之夜)

雙語家庭記事雙語家庭記事（（66））
夜深風竹敲春韻夜深風竹敲春韻，，有人歡喜有人恨有人歡喜有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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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我們還生活在南海之濱的一個市
區，家住某號樓的502室。那房子裝修時，疏
忽了在飯廳裝個電話。每當吃飯時電話鈴
響，就得放下碗筷到客廳去接聽，很不方
便，妻子兒女頗有微辭。（那時手提電話還
不普及。）由是，入住不久就考慮在飯廳補
裝個分機。這是小事一樁，只要在牆根鑽個
小孔，將電話線從隔壁房間引過來就行了。

於是，周日一大早，我就出門找工人。
碰巧，剛到樓下大門口，就遇上一中年裝修
工騎著單車經過。我攔住了他，說明情況
後，問他要多少工錢。他不假思索地說：
“50元。”（當時當地一般散工的日薪為60

至80元。）
就 鑽 這 麼 一 個 小

孔 ， 恐 怕 不 用 半 小 時
吧，是不是貴了點……
見我在猶疑，他便推動
車 子 ， 作 出 要 走 的 姿

態。我忙將他叫住，最後議定為30元。
進屋後，按照我的要求，他周圍看了

看，用尺子量了量，定了點，就接上電源，
啟動電鑽。熟料，這本來三兩分鐘就可完成
的小工程，竟出了大問題，鑽了 10 釐米左
右，就鑽不動了。

他停下來，拭過汗，喝了水，然後反復
量度，直到對鑽孔的定位深信不疑，才再啟
動電鑽，用力推鑽，但怎麼也鑽不進去。
（估計是撞上了混凝土。）他急得滿頭大
汗，拔出鑽頭一看：鑽頭斷了！他垂頭喪氣
的說：“鑽頭斷了，媽的，得不償失。”說
著，從工具包裡翻出一支新的鑽頭安上，再

查看，再量度，重新定點……這一回很順
利，眨眼間就打通了。

按事先約定，他的工作已完成了。但
他並沒有停下來，而是不聲不響地幫著我把
電話線拉好，直到試過機，電話通了，再用
水泥將鑽孔填封好才罷手，前後用了差不多
一小時。

他撿拾好工具，到洗手間洗過手和
臉，妻子就給他遞上了一個蘋果和一支礦泉
水。接著，我遞給他整50元，並真心誠意地
說：“對不起，今天給你添了麻煩。收下，
不用找了。”

“不是說好 30 元嗎？說話算數嘛。鑽
頭是我自己弄斷的，不關你的事。而且說好
的，工具損耗我自己負責。”他執意要往口
袋裡掏錢找給我，我堅決地按住了他的手，
他只好笑納了。人心是肉做的。雙方一旦有
了互相體諒、互相信賴、互相關心的誠意，
就不那麼斤斤計較了。熟人如此，陌生人亦

然。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沒有馬上就

走，而是重新打開工具包，對我說：“看看
還有什麼需要我干的，盡管說，別客氣。”

我多次謝絕他的好意，他卻不客氣的
四處查找，主動找活干。先把廚房裡安裝得
有點歪斜的熒光管重新安裝好，然後給所有
的門鎖上了滑油，再將浴室門上生鏽的合頁
換掉……他眼疾手快，工藝精准，一口氣干
了一個多鐘頭。看去他頗為勞累，卻是一臉
的坦然。趁他在廚房干活的時候，我偷偷的
將30元藏進他的工具包裡。

臨走，他喜滋滋的對我說：“我們相
識了，是朋友了。以後有什麼修修補補的雜
活，就給我打電話。我住在和平街，不遠，
隨叫隨到。”我再三感謝他，並高興地接過
他的一張名片。他的名片雖然不很精致，但
簡樸實用。

討價還價討價還價 錢錚錢錚錢錚

【華府新聞日報訊】2017 年大華府地區
青年文化志工培訓本年將於8月19-20日在華
府僑教中心舉辦，歡迎14-18歲青少年踴躍報
名參加。本活動以 「服務、文化、領導、傳
承」為四大培訓主軸，以培育華裔青少年具
備文化內涵與領袖格局。

2 日培訓內容包括文化探索與體驗課

程，團隊合作與領導實務，FASCA的服務學
習與培養，藉由參加活動拓展人際關係，進
而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少年夥伴。

本培訓課程完全免費（參訓者須負擔
餐費及制服費），上課時數達全程 90%以上
者，可獲得結業證書並退還保證金。訓後學
員即具有加入 「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協會」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al Am-
bassadors，簡稱FASCA）資格，並可參與僑委
會所提供之多元學習機會。當學員服務時數
累積超過100小時，更可申請 「美國總統志工
服 務 獎 」 （The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讓學員在申請大學時更具競爭優
勢。

歡迎14歲至18歲的華裔青少年報名參
加，由於名額有限，請儘速填寫報名表後連
同保證金$100美元支票郵寄至本中心。若有
任何問題，可於上班時間（週二至週五上午
10時至下午6時）電洽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林小姐，電話： (301) 869-8585 分機
117 ，E-mail: cctecro@verizon.net。

20172017年大華府地區青少年文化志工培訓自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年大華府地區青少年文化志工培訓自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華府新聞
日報訊】一年一
度的黑山公園自
然 計 劃 之 友

（FOBH）自然花卉春季義賣活動將在4月27
日到 30 日在黑山公園舉辦。一年之計在於
春， 想在這個春季在您的院子裡種植本地花
卉的花友們互相約起來， 帶上小孩老人來參
加義賣活動，是一個不錯的踏青選項！

此次活動中義賣的花大多是花園傳統播
種的蝴蝶花蜜和寄主植物。 因為是本地花
卉，植物生長已經適應了大華府的氣候，相
信這些花卉非常容易養殖。另外，這次活動
由黑山自然計劃之友（FOBH）組織，活動
中所有收益都會捐贈給非營利組織黑山自然
計劃（FOBH）。4月27日星期四下午5點至
7 點預售， 只限於黑山公園自然計劃之友
（FOBH）參加。從 4 月 28 日星期五開始到
週日4月30日活動將對公共開放。銷售地點

位於黑山公園辦事處對面的圍欄區域， 屆時
活動舉辦方將在公園內設置尋找標誌。公眾
參加活動並不需要註冊，只要參照下列活動
時間表，在活動開放時間來參加。

活動時間：
週四 April 27 | 5-7 pm – 僅限黑山

公園會員
週五April 28 | 3-7 pm – 對公眾開

放（ Open to Public）
週六April 29 | 10 am-3 pm – 對公

眾開放（ Open to Public）
週日 April 30 | 1-3 pm – 對公眾開

放（ Open to Public）
地 點 ： Greenhouse in Black Hill

Regional Park across from 20930 Lake
Ridge Drive, Boyds, MD.

聯繫電話： 301-528-3492
網站：www.blackhillnature.org

朋友們朋友們，，我們真誠的邀請您參加我們真誠的邀請您參加44月月2727日到日到
3030日黑山公園自然花卉義賣日黑山公園自然花卉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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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活累了，陳蘆薈喜歡擡頭看窗外，窗外
風景恰好，幾棵綠雲如蓋的枇杷樹，正舒枝展
葉擁抱陽光，一地婆娑的的光影子，似乎在風
中起舞。蘆薈是從一家 CPA Firm（注冊會計
事務所）跳槽到的這家保險集團公司，在金融
部的財務組從事財稅分析。大公司因為分工明
確，規劃細致，幹活沒有小公司勞累，周末也
不用加班。但是上司麗莎告訴告訴蘆薈，報稅
旺季還是要加班，時間不長，只有三周。蘆薈
心想，還是比CPA Firm好多了，在那裏面幹
活簡直就是牲口，根本別想照顧家和孩子。

金融部的秘書瑪麗，很快成了蘆薈的朋
友，這裏面自有它的緣分。那天瑪麗看見蘆薈
站在樹下采枇杷，便問她，這果子能吃嗎？蘆
薈說，當然能吃，中國人都喜歡吃枇杷。瑪麗
便說，我兒子在廣州讀書，還交了個可愛的中
國女孩，等他們回來看我，我就采枇杷給他們
吃。蘆薈說，枇杷呆在樹上的時間不長，等他
們回來時可能落地爛了，我可以教你做枇杷果
醬。瑪麗說，這也是個好辦法，等過些日子，
你陪我去趟中國雜貨店，教我怎麼采購，然後
再教我做幾個中國菜。

瑪麗和蘆薈還有一個共同愛好，都喜歡用
Lunch Hour(午餐時間)在車上休息。話聊得多
了，心自然就近了，那天瑪麗問蘆薈，你知道
麗莎和琳達兩人的結子嗎？

琳達是麗莎的主管，也就是蘆薈上司的上
司。但是十幾年前的場景是另一種畫面。那時
琳達還是個大四學生，最後一學期分在麗莎手
下實習，麗莎對她非常耐心，大事小事，一應
俱全為她考慮。實習生是不能享受員工停車待
遇的。但麗莎有本領去 Operation Department
(運行處)為琳達拿到了停車牌。

琳達大學畢業後，有麗莎幫她開綠燈，一
帆風順進了公司，繼續聽令麗莎。琳達做事嚴
謹認真，遇到問題不回避，其敢於吃苦的精神
讓麗莎大為欣賞，慢慢把手上的重活和累活移
交給琳達。那時麗莎的兩個孩子還小，一會兒
生病要看醫生，一會兒打球需要人接送，孩子
們還沒搞定，好客的丈夫又領了一群朋友到家
裏，期待她做出一大桌美味佳肴...... 各種瑣事
紛繁零碎，搞得她人仰馬翻。謝天謝地，辦公
室有琳達幫她頂起來，讓她毫無牽掛地投入家
庭建設。

麗莎不知道，琳達很快踩在了搶班奪權的
節奏上。琳達一直沒有男朋友，全身心都傾注
在事業上。忙累了一天還有精力去讀商學院蹦
達，MBA拿下後，再接再厲，CPA（注冊會

計師）通過了，CFA（注冊金融師）也通過
了，這樣的人才不提拔，只能說明管理者是個
瞎子。當琳達升成了預算組經理，麗莎還給予
她真心的祝賀。也就兩年功夫，琳達繼續高
升，成了金融部總監，也成了麗莎的主管。

作為昔日的恩師，麗莎最初還以為琳達會
照顧她，她一如既往遲到早退，琳達最知道她
家裏一攤子事，但是琳達第一個就拿她開刀。
琳達在一次部門會議上 疾聲厲色說，公司是
盈利機構，不是慈善團體，既然我們拿了工
資，就應該為公司創造價值，我不能容忍混日
子的人，到了年底的評估，我只看具體數字，
不聽任何理由。

瑪麗告訴蘆薈，琳達變臉這麼快，所有的
人都沒料到，麗莎肯定肝子都悔綠了， 當初
好意餵了一頭狗，結果狗長大後變成了狼，要
把她一口吞掉。蘆薈問瑪麗，琳達到現在還沒
有男朋友嗎？瑪麗點頭說，是啊，這年齡還沒
有男人的女人，多半都變態了，只好跟事業談
戀愛，她一個工作狂飛在上面，我們全體都要
倒黴。要怪只能怪麗莎，當初眼睛不好用。蘆
薈說，最容易變的就是人心，當初怎麼看得出
來？麗莎把琳達招進公司，還不是看她聰明勤
勞，能獨擋一面，蠢的懶的，誰喜歡？瑪麗
說，作為公司經理，聘人很講技巧的，蠢笨懶
惰確實不好，但是過於聰慧和努力，是不是會
威脅經理本人的地位？麗莎確實太嫩了！

麗莎仗著自己是公司元老，依然我行我
素，家裏的孩子演出，丈夫看病，她都請假陪
家人。她當然也有她的辦法，她把所有的活都
派給下面的人做，這讓蘆薈苦不堪言，活多堆
成了小山，比 CPA Firm 還累，內心氣岔怨
重：你把事情扔給我，好照顧你的家，那誰來
照顧我的家？她突然理解了琳達的“忘恩負
義”，當初琳達就是這麼一步步忍過來的，小
鴨熬成了天鵝，哪容你隨便欺負的。

麗莎請假的理由總是那麼多，那麼五花八
門，有天她決定去波蘭，說是看一位風燭殘年
的老人，那是她的舅爺爺，已經100多歲了，
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一提起納粹集中
營的幸存者，她的理由是如此的悲壯有力，誰
也不敢攔她。只是她回來後，又送女兒去紐約
參加天才秀，領導的臉色變茄子了。

麗莎還在紐約的時候，琳達把蘆薈叫到辦
公室，指著一堆報表問她：這些都是你一個人
做的？蘆薈只能回答是。琳達說，活幹得不
錯，但是你晚了兩天才上交，直接影響了其他

部門的工作，也影響了我的進展。蘆薈委屈
道，前些日子晚上都在加班。琳達說，幹嘛你
要加班？這活應該是兩個人的活。

麗莎從紐約回來的那個清晨，瑪麗跑過來
告訴麗莎，琳達讓你去一趟。麗莎頭也不擡，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咖啡，才懶散地立起身子，
漫不經心地攏了攏頭發，理了理袖口。後來發
生的事情著實驚天動地，整個集團公司的人都
不幹活了，衆人圍成一圈議論紛紛，有信口雌
黃的，有添油加醋的，紛亂的謠言和想像，像
夏日黃昏的一群烏鴉。

蘆薈能記起的鏡頭是，救護車開來了，停
在枇杷樹下，昏迷的琳達被救急人員用擔架擡
了出去。麗莎蒼白著一張臉，瞪大了眼睛，看
誰都是神經質的樣子，而後不停地說：“上帝
上帝知道，琳達怎麼會心髒病突發(heart at-
tack )？

瑪麗知道的內幕顯然比蘆薈多。瑪麗後來
告訴蘆薈，事發前一天公司高層開會，面對經
濟危機，公司效益滑坡，琳達發言說，公司這
棵大樹上有太多的殘枝和廢葉，我們要果斷地
拿起剪刀，否則這棵大樹一天天走向死亡。瑪
麗還說，麗莎進琳達辦公室的時候，她就坐在
外面，聽見裏面斷續傳出氣勢洶洶的吼聲，從
捕捉到的斷言碎語，推測是麗莎不服被炒，兩
人刀槍舌劍打開了。突然之間一片寂靜，靜得
恐怖，靜得毛骨悚然，像陷入黑夜裏的沼澤
地，瑪麗直覺裏面出了大事！也管不了規矩，
起身就要推門進去，麗莎突然開門尖叫：快打
911， 琳達心髒病發作了！

因為工作壓力，在辦公室遭遇 heart at-
tack，這在公司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但是琳達
的事件有幾分蹊蹺，許多人懷疑, 麗莎對解雇
懷恨在心，琳達心髒病發作的那一刻，麗莎裝
聾作啞，故意拖延時間，讓她慢慢死去。否則
那甯靜得恐怖的幾分鍾，到底發生了什麼？該
有個怎樣的解釋？

面對公司總部的調查，麗莎似乎是坦誠相
告，當琳達宣布要解雇她時，她開始是憤怒抓
狂，然後處於一種昏天黑地的狀態，什麼也看
不見了，因為她的眼睛裏全是淚水，當她清醒
過來時，發現了昏在辦公桌上的麗莎，才跑出
去喊求救。

琳達被送進醫院急救後，命還是保住了，
但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瑪麗對蘆薈說，暈倒在
辦公桌前的琳達，面容痛苦扭成了一團，一只

手抓緊了胸口，另一只手指著前方的小包，包
裏有救心藥。如果琳達醒了，那甯靜的三分鍾
就揭開了謎底，否則永遠是麗莎的一面之辭。
蘆薈說，揭開了謎底又如何，大家都回來上班
吧。瑪麗冷笑道，如果能證明麗莎見死不救，
那就麻煩大了，到時候肯定是法庭上見，搞不
好還要坐牢。

蘆薈記得在商學院讀書時，選修過美國商
法，學過 “Duty to Rescue（義務拯救） ”這
個法律術語，也就是說，一方在遭受危難時，
在場的另一方有義務施予援救，否則將受到法
律的制裁。當然這個術語比較模糊，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如果聘了好律師，也可以免受罪
責。只是歲月靜好，誰都珍惜，誰願意去法庭
打得雞飛狗跳？

琳達入院後，麗莎因禍得福，繼續留在原
來的崗位。蘆薈發現麗莎完全變了個人，工作
積極努力，從此再也不請假。麗莎從前是個有
說有笑，熱愛傳播謠言的人，如今獨來獨往，
變得沈默不語，但是突然間冒出一些話，讓人
覺得稀奇古怪，有次她問蘆薈，如果病人從昏
迷中醒來，是不是會徹底失憶？或者還能記住
從前的部分？蘆薈不知道怎樣回答她，但她能
感覺她的心掙紮在不安與焦慮中。 瑪麗正好
從她們身邊經過，瑪麗說，我昨天看了一個新
聞，說一個女子昏迷一年後醒來，居然能說一
口流利的中文，但母語的英文反而退化了。蘆
薈看見麗莎傻乎乎地笑了，又說琳達醒來後能
說中文也不錯。

窗外的枇杷樹又結果了，燦黃耀眼掛在樹
上，等待歡喜它的人去采摘。瑪麗和蘆薈邊摘
枇杷邊閑聊，瑪麗對蘆薈說，上周我咳嗽得厲
害，按照你說的方子，用枇杷熬了湯，喝後效
果還真不錯，你知道，我現在越來越不想吃化
學做的藥片，能用植物解決是最好不過。蘆薈
說，那我們用枇杷多做幾瓶果醬，等到了冬天
也可以熬湯喝，再說你兒子媳婦要從廣州回來
了，他們也會喜歡的。瑪麗點頭說，是個好主
意，我兒媳還愛吃枇杷果凍。蘆薈又說，琳達
醒過來後，據說身體很虛弱，過幾天我們去看
她，順便帶瓶枇杷果醬。瑪麗當場否定，她堅
決搖頭說，不行，不行，要是吃出了問題，你
我都得上法庭。

一陣暖風迎面襲來，蘆薈看見幾個果子搖
落在地上，心裏想著，又是一年枇杷熟了。

枇杷熟了枇杷熟了 孟悟孟悟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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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來了還需要買車？
給妳算算出行成本賬

從網約出租車開始，在移動互聯網

的助力下，網約車、共享單車、分時租

賃汽車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相比私家

車通勤出行，共享交通能為了我們省多

少錢？假如有壹天，當城市出行服務體

系足夠健全，我們會否不再買車？

汽車保有量兩億背後擁堵加劇
沒車的妳想買車嗎？
來自公安部交管局統計，截至2017

年 3 月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首破 3

億輛，其中汽車達2億輛，49個城市超

過百萬輛。其中，北京、成都、重慶、

上海、蘇州、深圳六個城市汽車超300

萬輛。

縱觀近十年我國汽車保有量的變

化，不難看出，在經歷膨脹期後，汽車

消費增長放緩，但增速依然不低。公開

數據顯示，2007年到2010年汽車保有量

呈高速增長，壹度高達19%；2010年到

2016年增速有所緩和，但仍保持在10%

以上。

愈發龐大的汽車數量直接加劇了

城市道路的擁堵，值得註意的是，部

分二線城市的擁堵狀況已經超過了壹

線城市。

高德地圖發布的 2016 年度城市交

通報告就指出，“隨著城市經濟的發

展，汽車保有量的逐漸增加，全國有

1/3的城市高峰通勤受到擁堵的威脅”，

此份報告中，濟南、哈爾濱、北京、

重慶位列全國堵城前四，城市高峰擁

堵延時指數超過2.0，意味著這些城市

交通擁堵時的通勤時間是暢通情況下

的2倍。

如此擁擠的城市路況，卻仍擋不住

人們買車的熱情。北京市小客車指標管

理系統網站4月25日發布的當期個人普

通小客車中簽率為0.1225%，即817人中

才會有壹人中簽；而上海5月20日舉行

的車牌拍賣中，中標率為3.8%，平均成

交價高達90209元。

“買，搖到號肯定買。”來北京工

作近八年的徐虹夫婦買車態度很堅決，

小客車搖號三年未中，他們甚至動了買

新能源車的念頭。

但是，因充電樁未普及、續航時間

不穩定等問題，徐虹最終還是放棄了購

置新能源車的打算。“連河北老家怕都

開不了來回”徐虹稱。據記者了解，在

不開空調、不爬坡的情況下，普通新能

源車充壹次電可勻速行駛400公裏。而

在徐虹看來，通勤沒問題，可去趟郊區

就懸了。

停車費、保養費、油錢
算過養車壹年燒妳多少銀子沒？
熱衷買車的背後，妳有沒有算過養

車每年要用掉妳多少銀子？從提車那天

起，妳的養車之路就會正式開始，怕它

“風吹雨打”得在小區找個靠譜車位；

裏程數到壹階段就得按時保養檢修；防

患於未然，每年還得交金額不等的汽車

保險；壹周加油幾次基本就是常規支

出，等等。

秦峰，就職於北京中關村附近壹

家互聯網科技公司，除了限號、工作

日都會開車通勤。以他擁有的壹輛 20

萬元左右的私家車來計算，壹年保養

3 次，每次花費在 1000-2000 元；每月

油費在600-700元；所在小區的地下停

車位年租金 4500元；他在單位附近找

了個 20 元/天的停車位，按每月停放

15 天來算是 300 元；加上每年的基礎

保險 5000元，算下來，每年至少要花

23300元。若算上買車錢，20萬的車能

用 10 年 的 話 ， 壹 年 平 均 支 出 則 到

43300元。

但不得不說，秦峰是幸運的——就

停車費看，按照北京市發改委公示的停

車收費標準，北京城區內很多地方的停

車費遠不止20元壹天。

假如妳在北京壹類地區上班，即三

環路以內區域及中央商務區、中關村等

4個重點區域，白天7：00-21：00的停車

費為 2.5 元/15 分鐘，單日收費就要 80

元；如果在遠壹點的二、三類地區上

班，單日停車費將顯著降低，分別為48

元和16元。

同樣 30公裏的上班路，秦峰也曾

試過搭順風車，來回花費在50多元，

按照 20個工作日計算，每月就是2000

多元，壹年合計約24000元。“不算買

車的20萬塊錢，跟每年開車通勤的花費

差不多”。

網約、共享車都來了
堵城孕育“藏車”壹族
“剛有網約車那會兒，特上癮，壹

到下班點就開始發訂單、約快車。順路

的同事還能拼車，到家就花20多塊錢，

比打出租車便宜壹半。”那時，徐虹還

在壹家傳媒公司上班，17公裏的通勤路

乘出租車要50元，還不算早晚高峰的堵

車費。

“互聯網+出行”真能省錢？滴滴

出行給中新網記者的數據顯示，截止到

2016年6月，滴滴平臺每天為壹線城市

市民累計節省37.4萬小時，相當於節省

1400萬元人民幣。

近年來，互聯網這股洪流已深入城

市交通的各個端口，網約車只是其中之

壹。

互聯網+巴士、互聯網+專車、互聯

網+自行車，甚至互聯網+共享汽車也成

為近期的新熱點……網絡融入，讓城市

交通變得更加靈活、豐富、有彈性，除

了日常通勤，國民短途旅遊、商務出

行、乃至最後壹公裏的出行方式都在發

生改變。

私家車限號時，秦峰上下班都要倒

3趟地鐵、走2公裏路才能抵達郊區的

家，共享單車的出現讓他更從容。“單

位樓下很容易找到共享單車，下班騎上

壹段，就能省去地鐵裏的兩趟換乘，也

算鍛煉了身體”。

“分時租賃汽車規模仍有擴大空

間，以北京地區為例，至少可以從現在

的千余輛擴充到20000輛。”城市交通

專家徐康明告訴中新網記者。

隨著拼車、合乘概念逐漸被大眾接

受，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把私家車“藏起

來”，而去充分利用公共或共享的交通

方式。

在徐虹周邊，就有群“周末開車”

的有車壹族。不想堵路又堵心，這些有

車族都是乘公交地鐵或搭車通勤，直到

周末出遊才開出來。“日後也會這麽

幹”，徐虹提早想好了車輛安置，周邊

停車場月租金要1000元，砍砍價還算能

接受。

“大城市居民不願開私家車通

勤的原因有兩個：壹是道路資源緊

張 、 擁 堵 嚴 重 ； 二 是 燃 油 成 本 偏

高。”易觀汽車出行分析師張旭告

訴記者。

當公共出行方式足夠發達
買車還有必要嗎？
那麽，發展合乘會不會是提高私家

車利用率的壹個有效途徑？

“合乘概念確實能解決部分問題，

但從商業模式來講並不樂觀，可能沒有

企業願意去做這個很難盈利的事情。”

張旭說。

只有“提質增效”才能長效發展，

對如今的網約車同樣適用。徐康明就向

記者剖析了網約車價格偏高的 4個原

因：首先，互聯網技術應用於交通領

域，其優化成本的作用微乎其微，總成

本並不因’網’而低；同時，運營效率

並不高；與巡遊出租車相比，網約車還

額外增加了銷售成本；最後，網約車對

即時類需求采取的動態加價模式，也導

致了定價難降。

想省錢，有地鐵公交；要舒適，就

搭網約車；享受駕駛樂趣，租個汽車；

最後壹公裏，還能掃共享單車。當城市

出行日益多樣化，未來的某壹天，我們

會否不再買車？

“會，但現在，還為時尚早。”對

於無需自持交通工具、完全靠城市交通

就能順暢出行的未來，徐康明也十分憧

景，他認為這需要整個出行服務體系足

夠健全，畢竟，個人擁有車輛的成本壹

定是最貴的。

法國巨型木偶現身加拿大蒙特利爾街頭法國巨型木偶現身加拿大蒙特利爾街頭

法國法國Royal de LuxeRoyal de Luxe巨型木偶出現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街頭巨型木偶出現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街頭，，通過與民眾零通過與民眾零
距離的街頭行進表演慶祝蒙特利爾建城距離的街頭行進表演慶祝蒙特利爾建城375375周年周年。。巨型木偶在蒙特利爾的表演將巨型木偶在蒙特利爾的表演將
持續三天持續三天。。圖為巨型圖為巨型““黑犬黑犬””結束第壹天的表演後準備結束第壹天的表演後準備““休息休息”。”。

巴西警方清查毒品交易市場巴西警方清查毒品交易市場
上演現實版警匪大片上演現實版警匪大片

巴西聖保羅巴西聖保羅，，巴西警方對著名的貧民窟及毒品交易市場巴西警方對著名的貧民窟及毒品交易市場
CracolandiaCracolandia進行清查行動進行清查行動，，現場起激烈沖突現場起激烈沖突。。

鄭州景區美食節現巨鍋煮面鄭州景區美食節現巨鍋煮面
半只鍋蓋四人擡半只鍋蓋四人擡

河南長壽山景區風情古鎮美食節現場出現壹口直徑河南長壽山景區風情古鎮美食節現場出現壹口直徑33米左右的大米左右的大
鍋鍋，，數名廚師在制作拉面數名廚師在制作拉面，，大鍋的木質鍋蓋由兩個半圓形組成大鍋的木質鍋蓋由兩個半圓形組成，，44人人
才能將其擡起才能將其擡起，，水燒開後廚師開始下面水燒開後廚師開始下面，，煮熟後供遊客食用煮熟後供遊客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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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nswer To Airbus Is In The Skies And Ready For Production

China’s New Jetliner, The Comac C919, Takes Maiden Flight

Google AI Beats Chinese Master In Ancient Game Of Go

A C919 passenger jet taking off at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Shanghai on Friday, 
May 5, 2017. The plane symbolized the 
industrial might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 
and its dream to dominate a new technological 
era.

After a three year delay, the long-awaited maiden flight 
of China’s 158-seat C919 passenger aircraft took off 
from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Shanghai on 
Friday, May 5, 2017, the latest step by the country 
to break the duopoly of Western giants Airbus and 
Boeing. The C919 was assembled by state-owned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Comac).
The timing for the first flight was set after the passenger 
jet passed a thorough assessment in April.
The successful maiden flight,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safety certification processes, could open a floodgate 
for new orders for the single-aisle passenger jet, 
likely to generate 1 trillion yuan (HK$1.13 trillion) in 
business for Comac, according to Galaxy Securities.
The C919 has received 570 orders and commitments 
from 23 customers, mainly Chinese state-owned 
carriers and leasing companies.
Galaxy predicted that the jet could eventually receive 
2,000 orders worth more than 1 trillion yuan.

Steven Lien, president of 
Honeywell Aerospace in Asia-
Pacific, said Comac became a true 
aircraft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after the C919 took 
flight.
He added that it will be “very, 
very soon” before the plane enters 
full service.
Xinhua cited Comac president He 
Dongfeng as saying that the first 
flight could be conducted when 
the conditions of the jet, crew and 
weather are all ready.
Beijing established Shanghai-
based Comac in 2008 as a 
challenger to Airbus and Boeing 
amid the country’s fast-growing 
aviation sector.
The C919, a narrow-body 

passenger jet, relies on foreign industrial giants 
including General Electric to supply key parts such as 
engine and avionics systems.
It initially aimed to conduct its first flight in 2014.
But the C919, expected to compete with the single-
aisle Airbus A320 and Boeing 737, made its official 
debut on November 2, 2015 during a roll-out ceremony 
in Shanghai.
Since then, it has undergone a total 118 ground tests, 
Xinhua said.

The C919 has been surrounded by suspicions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create its own jumbo jet due to the 
lack of core technologies and manufacturers for the 

key parts and systems.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a visit to the company in 
June, 2014, said that China would achieve the goal of 
creating its own jumbo jet at all costs.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project said that the Chinese 
state-owned juggernaut failed to gel with its foreign 
suppliers wel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919.

The C919 made its official debut on November 
2, 2015 during a roll-out ceremony in Shanghai. 
(Photo: AP)

“The assembly of the C919 
certainly incurred a high                                                                            

cost and took a long time, but it was a 
good lesson.”

– ZHU DAN, ZHANGJIANG 
PLATFORM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The narrow-body jet is powered by engines from 
French-US supplier CFM International,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GE and Safran.
Comac’s 90-seat regional jet, ARJ-21, made its first 
flight in 2008, but it was until late 2015 that a first 
delivery of the plane was made.
“The assembly of the C919 certainly incurred a high 
cost and took a long time, but it was a good lesson,” 
said Zhangjiang Platform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deputy chairman Zhu Dan. “It is part of the efforts to 
mo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up the value chain.”
In Shanghai,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been 
touting its success in having attracted Comac to set up 
its production base in the city.
Shang Yuying, Shanghai Commission of Commerce 

director,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first flight of the C919 
reflected the manufacturing might of the mainland’s 
commercial capital as it shifted its focus from low-end 
labour-intensive sectors to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cockpit of a C919 display mock-up. It 
is unclear that China can produce aircraft 
that are as efficient and reliable as even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Boeings and Airbuses. 
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China has learn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about how 
to build single-aisle planes by making many parts 
for Boeing 737s and by assembling entire A320s 
for Airbus. But the country’s dream of becoming a 
competitor in the global market for commercial aircraft 
started in 1972, when President Nixon visited China in 
a Boeing 707.
Chinese officials loved the plane and later bought 10 
Boeing 707s, as well as 40 spare Pratt & Whitney 
engines. China to some extent copied the fuselages 
of the 707 for a small production run of experimental 
Y-10 planes using the additional engines.
Decades later, those experiences and a fast-developing 
aviation sector — China has the world’s second-
busiest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 mean there are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C919’s safety.
For China, the C919 is just the beginning. Even if 
the plane proves less fuel-efficient than Western 
alternatives, the state-controlled airline industry may 
still be required to buy it, and the Chinese aviation 
market in the coming years is expected to rival only 
the American market in size and perhaps surpass it. 
(Courtes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New 
York Tim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Go player Ke Jie (left) puts a stone 
against Goog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AlphaGo during their first match at the Future 
of Go Summit in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May 23, 2017. (Photo/REUTERS)

A Goog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defeated a 
Chinese grand master at the ancient board game Go 
last Tuesday, a major feather in the cap for the firm's 
AI ambitions as it looks to woo Beijing to gain re-entry 
into the country.
In the first of three planned games in the eastern 
water town of Wuzhen, the AlphaGo program held off 
China's world number one Ke Jie in front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Google parent Alphabet's (GOOGL.O) 
chief executive Eric Schmidt.
The victory over the world's top player - which many 
thought would take decades to achieve - underlines the 
potenti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ake on humans at 
complex tasks.
Wooing Beijing may be less simple. The game 
streamed live on Google-owned YouTube, while 
executives from the DeepMind unit that developed the 
program sent out updates live on Twitter (TWTR.N). 
Both are blocked by China, as is Google search.
Google pulled its search engine from China seven 
years ago after it refused to self-censor internet 
searches, a requirement of Beijing. Since then it has 
been inaccessible behind the country's nationwide 
firewall.
The ceremonial game - the second time AlphaGo 
has gone head-to-head with a master Go player in a 
public showdown - represents a major bridge-building 
exercise for Google in China, following a charm 
offensiv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nnounced plans to bring some services back to 
the country, including its app store Google Play.

-----------------------------------------------------
History of the Game of Go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The game Of Go was invented in ancient 
China more than 2,500 years ago, and is 
therefore believed to be the oldest board 
game continuously played today. It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our essential arts of the 
cultured aristocratic Chinese scholar caste 
in antiquity. The earliest written reference 
to the game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the 
historical annal Zuo Zhuan (c. 4th century 
BCE). The modern game of Go as we know 
it was formalized in Japan in the 15th century 
CE.

Despite its relatively simple rules, Go is 
very complex, even more so than chess, 
and possesses more possibilities than 
the total number of atoms in the visible 
universe. Compared to chess, Go has both a 
larger board with more scope for play and 
longer games, and, on average, many more 
alternatives to consider per move.

-----------------------------------------------------
The playing pieces are called "stones". One player 
uses the white stones and the other, black. The 
players take turns placing the stones on the vacant 
intersections ("points") of aboard with a 19×19 grid of 
lines. Beginners often play on smaller 9×9 and 13×13 
boards,[8]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game was played in earlier centuries on a board with 
a 17×17 grid. However, boards with a 19×19 grid had 

become standard by the time the game had reached 
Korea in the 5th century CE and later Japan in the 7th 
century CE.
The objective of Go—as the translation of its name 
implies—is to fully surround a larger total area of the 
board than the opponent. 
In March it also said Chinese users would be able to 
access the Translate mobile app, marking its most 
recent success launching a previously banned service. 
Like AlphaGo, Translate also uses DeepMin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Beijing is pushing to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ese search engine giant Baidu Inc 
(BIDU.O), launched an AI lab in March with China's 
state plann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Go, most popular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involves two contestants moving 
black and white stones across a square grid, aiming to 
seize the most territory. Its origins date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The board game is favored by AI researchers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outcomes compared to other 
games such as western chess. According to Google 
there are more potential positions in a Go game than 

atoms in the universe.
AlphaGo made history when it beat a top South Korean 
professional player last year. (Courtesy www.reuters.
com/article/us-science-intelligence-go)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hinese Go player Ke Jie (left) makes a 
move against Goog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gram AlphaGo during their first match at 
the Future of Go Summit in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May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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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rt與Well Go USA影視公司跨界合作，於近日推出 「歡樂購物，Hmart帶您看
電影」活動，Hmart消費者可通過微信參與抽獎活動，贏取最新華語大片 「蕩寇風雲
」電影票！你還在猶豫什麼呢～快來參加微信抽獎活動，一起去電影院看這部國產武
打電影吧！

【活動一】即日起至6月11日，Hmart微信活動驚喜不斷，關注Hmart微信公衆平
臺(公衆號ID: hmartofficial)，並完成 「蕩寇風雲」相關帖子分享，即可抽取50元超市禮
券，限時限量，送完即止，趕快關注平臺了解詳細。

【活動二】此外在Hmart超市任意消費後將小票拍照上傳至Hmart微信公衆平臺(
公衆號ID: hmartofficial)，就有機會獲得 「蕩寇風雲」電影票一套(2張)，活動組隨機抽
出中獎者，送完即止！只要簡單上傳，就有機會和親朋好友相約免費看電影，走進美
國戲院看國語大片，心動不如趕快行動！

Well Go USA影視公司是目前為全美發行量最大的華語電影
發行公司之一，近年來成為華語大片在美國最大的合作方，
Well Go USA發行的國產武打巨獻 「蕩寇風雲」由陳嘉上執導，
趙文卓、洪金寳等武打巨星出演，將於全北美6月2日上映。

特映地點/時間詳細可參閱www.GodOfWar-Movie.com
Hmart超市豐富又安心的食材一直深受中國消費者的歡迎，

而微信公衆號的推出，定期發佈最新的活動資訊和特價商品信息
，讓消費者能更快和準確的了解店鋪活動，享受到更多優惠及便
利；Hmart以期將更多精彩活動回饋給廣大華人消費者。

抽禮券贈電影票
Hmart超市微信活動狂送好禮！

【【故事大綱故事大綱】】
明朝明朝，，嘉靖年間嘉靖年間，，沿海倭寇沿海倭寇((泛指泛指

當時的日本海盜當時的日本海盜))蜂起蜂起。。嘉靖三十六年嘉靖三十六年
，，浙江岑港被倭寇毛海峰占據浙江岑港被倭寇毛海峰占據。。抗倭名抗倭名
將俞大猷將俞大猷（（洪金寶洪金寶 飾飾））圍攻數月戰局仍圍攻數月戰局仍
然僵持然僵持，，終於在新人戚繼光終於在新人戚繼光（（趙文卓趙文卓 飾飾
））的指揮下的指揮下，，重振士氣重振士氣，，大破敵軍大破敵軍，，但但
敵軍主力還是逃脫了追擊敵軍主力還是逃脫了追擊。。戚繼光為了戚繼光為了
根絕倭寇之患根絕倭寇之患，，招募義烏縣縣民成立戚招募義烏縣縣民成立戚
家軍家軍。。戚家軍根據倭寇的特點鉆研各種戚家軍根據倭寇的特點鉆研各種
戰術戰術，，成為明軍抵抗倭寇的重要部隊成為明軍抵抗倭寇的重要部隊。。
嘉靖四十年嘉靖四十年，，倭寇集結重兵再次進犯沿倭寇集結重兵再次進犯沿
海城市海城市，，新河與臺州同時受到攻擊新河與臺州同時受到攻擊，，戚戚
家軍腹背受敵家軍腹背受敵、、決意兵分兩路解救決意兵分兩路解救。。雖雖
然戚家軍的家屬們大多留守新河然戚家軍的家屬們大多留守新河，，為了為了
國家大義戚繼光毅然領軍前去防守臺州國家大義戚繼光毅然領軍前去防守臺州
重鎮重鎮，，而由戚夫人而由戚夫人（（萬茜萬茜 飾飾））則留守新則留守新
河帶領官兵迎敵河帶領官兵迎敵。。沒想到戰事歷時近一沒想到戰事歷時近一
個月個月，，雙方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雙方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

↑掃描二維碼了解
活動詳細

許多家長在孩子求學階段，想方設法為子
女選擇好學校和好老師，有的甚至不惜重金為
孩子搬家以求好校區，因為好學校和好老師能
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和熱誠，使孩子樂於學習
，快樂學習。只要是孩子自身 ‘要’ 學習，那
麼學習的成效就能突顯出來。因此，培養孩子
具有主動性的快樂學習是非常重要的。智勝從
開校至今，培育出許多優秀學生，而學生，老
師，家長們以及學校的配合，永遠是密不可分
的。送您的孩子到智勝學習，相當於給了孩子
一個機會：讓經驗豐富的名師，點亮他們學習
的火花。

今天繼續向大家介紹智勝學院眾多優秀教

師中的四位，供家長和同學們參考。
Mr. John Lister
主講: SAT/DUKE TIP Math, Geometry, Al-

gebra I
Mr. Lister 已經在私立學校有著十幾年的數

學教學經驗，他之前還曾在軟件公司擔任數學
顧問，對於數學有著無限的熱情。 Mr. Lister課
上的教材都是自己精心編寫而成，從基本定理
展開，系統全面的歸納總結了各個知識點和難
點。再加上他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 一直
都受到廣大學生及家長的喜愛，異口同聲稱讚
他“超級棒”。

Mr. Lister在課堂上是一個認真負責的好老
師，在課下也有自己豐富多彩的業餘愛好。他
把自己家的車庫改裝成一個workshop，平時自
製酒櫃，繪製畫本，設計兒童玩具等等。他有
時候也會把得意的手工製作帶到學校分享給學
生，潛移默化的熏陶他們熱愛數學，熱愛生活

。
Ms. Stephanie Chen
主講: Algebra II, Pre Cal-

culus, Calculus AB + BC
Ms. Chen 從 Rice 大學獲

得數學碩士學位之後就在
德州公立學校排名第一的
Carnegie Vanguard 高中擔
任數學老師。
高級代數二與微積分和初
級數學相比，難度大幅提
高。定理證明都比較抽象
，過程也相對複雜很多學
生思維方式沒有轉過來，

課程沒有跟上，成績就會一落千丈。 Ms. Chen
講課條理清晰，由淺入深，在課堂上不僅僅教
會學生解題，更重要是教會學生解決問題分析
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Mrs. Hannah Lange

主講: 3th English / Math, Science World
Mrs. Lange在Rice大學拿到了教育學的碩士

學位，尤其擅長小年級的教學。她對於自然科
學也很有經驗，現在也在HCC 教授天文學課程
。 Mrs. Lange 對於小同學們非常有愛心，有耐
心，也善於激發他們對於學習的積極性和對於
生活的好奇心。
比如在小年紀的課堂上，為了激發同學們對於
科學知識的熱愛， Mrs. Lange 精心設計了 各種
有趣的遊戲。像是為幫助大家理解數字而舉行
的“集市活動”,同學們用自製的錢和 準備好的
各種小點心來互相買賣交換， 在交易過程中對
於金錢也有了基本的認識。還有組 織大家自己
動手發揮想像力製造一個降落傘等等，都是由
淺入深的幫助孩子掌握知識的要領

Ms. Lori Rutledge
主 講: 5th Reading / Writing,

6th Reading / Writing
Ms. Rutledge 有差不多20年的

初中教學經驗，主要教授5-6年級
的英文課程。她同時也是所在中學
的副校長，對於學區教學課程大綱
的製定規劃都很了解。從小學到初
中，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有有所變
化，因此這段時間能否調整好心態
，提前做好準備對於孩子的初中生
活非常重要。

Ms. Rutledge 在課堂上幫助同
學們拓展思維，盡可能的挖掘所學
知識點的難度，為同學們及早適應
一定難度的題目打下基礎；同時也
注意培養學生的時間觀念和良好的

學習習慣，幫助孩子提高時間利用效率，養成
課前預習課後復習的好習慣。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每四個星期
為一期，每週一到週五上課。第一期課程 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日 結束。課程詳細內容和教師
介紹請到智勝學院的網站查詢。如果有任何課
程方面的問題也可通過電話或郵件諮詢。智勝
現已開通網上註冊平台，方便學生家長報名。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公室地址: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聯繫電話: 713-777-1688
網站: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注。

頂級團隊頂級團隊 名師授課名師授課
--智勝學院優秀教師介紹（三）

美南銀行心繫低收入戶兒童
與其家長孩子共度母親節

圖為美南銀行與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於圖為美南銀行與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於1313 日共同舉辦母親節活動日共同舉辦母親節活動
，，與與AliefAlief 學區學區4040 餘小朋友及其家人合影餘小朋友及其家人合影。（。（記者郭宗岳／攝影記者郭宗岳／攝影））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南銀行於
13 日上午與德州大學社區醫療中心西南
區家庭診所共同舉辦母親節社區活動，
招待Alief 學區四十多位小朋友及其父母
共六十餘人在美南銀行社區中心舉行，
藉共同完成賓果遊戲來全家參與，並在
主持人翁珮珊帶領下，讓孩子們一一向
勞苦功高的母親們表達愛與感恩。

美南銀行公關莊幃婷女士表示： 美
南銀行一向秉持著 「得之於社區，回饋
社區」的精神，加大力度參與，關懷到
社區當中，這次來參加活動的，都是低
收入戶的小朋友，由美南銀行和德州大
學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攜手合作，
不但以豐富有趣的活動增加親子間的互
動，美南銀行還提供文具用品，女用手

錶（ 贈給母親 ），以及袋子，洗手
液----- 等等實用的紀念品給與會的
家長和孩子們。

當天除了互動遊戲以外，德州大學
醫療中心西南區家庭診所社區服務負責
人翁珮珊也藉機教授小朋友一些簡單的
中文句子，寓教於樂，讓他們與家人共
度一個特殊的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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