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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希望的2011年来到了，新的一期《湾侨》（CAAT

程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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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再次与大家见面了。《湾侨》这份由坦帕湾华人协会创
办的集新闻性和文艺性为一体的地方刊物，自2001年发刊以来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并逐步成为了坦帕地区华人交流和沟通的
桥梁与平台。这里有坦帕湾社区活动报导，这里有华人原创文学文
艺作品，这里有最新的生活咨询，这里是我们坦帕华人的心灵家

广告征收：徐盈一

园。

广告设计：陈平

这一年来，坦帕湾华人协会（CAAT）致力于丰富华人社区

印刷发行：鲍歌

生活，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如中秋晚会、元旦舞会、春节联欢
会，并举办各种对当地华人有帮助的知识讲座，如保险知识讲座, 健
康讲座等。同时，作为中佛罗里达地区主要的华人团体之一，

来稿请寄：

CAAT还致力于弘扬中华文明，扩大华人社区影响。我们坦帕湾华

CAAT

人社区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力量的集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群体。

P.O.Box 46993
Tampa, FL 33646

值此新春佳节，坦帕湾华人协会通过《湾侨》向各位华人朋
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深切的祝福，祝愿所有坦帕华人协会的的新
老会员和朋友们，健康幸福，吉祥如意！

caatbridge@
yahoogroups.com

《湾侨》总编辑
坦帕湾华人协会会长
程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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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T理事会2010-2011
会 长： 程利真 Lizhen Cheng
副会长：张冬 Dong Zhang； 徐盈一 Yingyi Xu
秘书长：涂亦成 Yicheng Tu
财务长：徐盈一 Yingyi Xu
理事：鲍歌 Ge Bao；陈新建 Xinjian Chen；孙瑾 Jin Sun； 齐大江 Dajiang Qi；
信任 Ren Xin；曾波 Bo Zeng； 周文华 Wen-Hua Zhou

《湾侨》征稿启示
《湾侨》（CAAT Bridge）是天帕湾华人协会（CAAT）创办的一份新闻和文艺性地方刊物，主要
反映天帕湾华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信息，报道人物和事件，发表华人社区的原创文章和作品，是天
帕湾华人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平台，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块园地。
为丰富刊物内容，《湾侨》现向天帕湾及其他所有朋友们征稿。投稿的内容和形式不限，如
新闻报道或叙述，感想，散文，游记，诗歌，人物专访，专业知识和文章，系列讲座，图片新闻，
摄影和绘画作品等。稿件内容尽量以天帕湾华人社区的真人真事为主，突出即时性和地方性，并反
映我们社区华人同胞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湾侨》欢迎各种内容和形式，但不刊登任何有关政治
见解，宗教与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内容。
投稿以英文或中文均可，请注明投稿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欢迎以电子邮件形式，稿件请寄
至《湾侨》电邮信箱:

caabridge@yahoogroups.com。

以信件邮寄形式投稿者，请寄至：CAAT, P.O.Box 46993, Tampa, FL 33646。
如有疑问，请联系《湾桥》责任编辑张冬： bellezh88@gnail.com 或信任： xioreous@gnail.com。
欢迎并期待大家踊跃投稿！
《湾侨》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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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华，主席
朱亦良，副主席
于雪松，法律顾问

Excellent Volunteer Award:

马文秀，顾问

Linling Chen, Ling Dong, Sunny Duann,
Ping Hsu, Guoling Liu, Yangxin Huang,
Lili Hua, Xiaochuan Li, Kevin Oula,
Biansheng Sun, Hong Wang, Xiaoxia
Wang, Bo Wen, Ying Wu, Xiaoying Wu,
Shiming Wen, and Dong Zhang

黄仰新，顾问
陈建国，顾问

衷心感谢CAA顾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我华人
社区所做的贡献！

Outstanding Volunteer Award:

愿你们节日快乐，安康，幸福！

Lei Cheng, Lisha Dong, Min Luo,
Xiaoping Hu, Gang Han, Min Li, Jingzhi
Xu, Fengming Wei, Wei Xue, Mei Sun,
and Hanhua Yu

Outstanding Board Service/
Dedication Award:
Jianguo Chen, Jin Chen, Liusha Li,
Shuhua Liu, Ruiliang Pu, and Zheng Long
Zhou

上届理事会因任期届满或个人原因卸任
的理事有：刘淑华、陈进、陈建国、浦瑞良、
李柳莎、周征龙、程磊、韩刚、包俊英。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for your warm
heart, and you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made to CAAT and our Chinese community! Please accept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and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May all of you have a Blessed Chinese
New Year of Rabbit!

在此，我们对每一位曾经服务于CAAT的
理事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
不辞辛苦、不计报酬、热心为我华人社区做贡
献。 同时，也感谢他们乐意继续支持CAAT的
美好心愿。祝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新年快
乐！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CAAT Board of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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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晓原 、宋仕杰

现在，大家都十分注重身体健康。 那
么，什么是健康呢？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但没有身
体疾患，而且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
适应能力。也就是说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健康
才称得上真正的健康。
但无论在健康热与病人或者在一些医务
人员中，大多都有不同程度上忽视心理健康，
人们往往注意身体的锻炼，而不重视心理方面
的锻炼，实际上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相符相成
的。所以，对这两个方面，我们要都要注重锻炼。
保持良好的心态很重要：怎样保持良好的心态呢？ 有人提到三个忘记（忘记年龄、忘记过去、
忘记恩怨），还有遇事潇洒一点，每天高高兴兴，少生气，或者短生气。也就是说生气不要超过几分
钟。生气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功能。甚至大怒会升高血压，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和朋友交流，和家
人分享自己的喜事、烦事。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多帮助别人。中医谈养生，心态永远是的占第一位
的，“气大伤肝。” 记住这句话：“一天笑三笑，远离病和药。”
锻炼身体：每天都要动一动，如慢跑、快走、打太极拳、游泳等。有报道，锻炼能预防肿瘤，
预防老年痴呆，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锻炼能应对紧张和焦虑，使免疫因子增多，促进肠蠕动，改善
血液循环。我们要记住“四要”：要唱、要跳、要笑、要苗条。
合理的饮食：这方面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关键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营养的互补，充分饮水，
以利血液稀释和排毒。
定期检查身体：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特别要注意“亚健康状态”——也就是说如果经常
出现疲乏，食欲欠佳，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这种状态的潜在危险性却不容忽视，它也可能是某些病
的先兆，要及早注意，及时就医。
充足睡眠： 睡眠好，代谢水平上升，缓解疲劳，能迅速地恢复免疫力。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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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感恩，必蒙恩惠
作者：张冬
第一次接触CAAT，是在2006年天帕湾华人春节联欢活动现场，身为观众的我得知这是个由志
愿者组成的华人社区组织；近距离接触CAAT，是应2010春节联欢会筹委会之邀参与联欢会的演出活
动；零距离接触CAAT，自参与CAAT 2010中秋联欢活动安排，到出任CAAT副会长，至参与2011春
节联欢会筹备工作等等，内心太多太多的感动和喜悦…… 诸多恩泽，难以言表。
CAAT自成立以来，历经几任理事，近十年辉煌。多年来，以“服务华人社区、传扬中华文
化、搭建中美桥梁、丰富侨胞生活”为已任，举办和参与了数次公益活动。由于CAAT是非盈利组
织，各项活动经费和开支来源于会员和朋友们的捐赠，虽很拮据，但每次活动、每一步成长带来的喜
悦和收获，又是让大家觉得付出是那么地值得。如果说没有CAAT理事会、会员和朋友们辛勤的工
作、理解和信任，就没有今天的CAAT的成长；如果说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就没有今天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CAAT，就没有CAAT在全面传扬中华文化、服务华人社区、搭建中美桥梁征途上的精
彩纷呈。
回顾CAAT的成长历史：帮助新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支持中文教育、慈善救灾等爱心传递活
动…… CAAT如今已成为天帕湾享誉盛名的亚裔社团之一。CAAT理事会成员和每次活动的志愿者都
是由一群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人员组成。各项活动经费的筹措，各类活动的策划、安排…… 巨大的
工作量……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节假日，志愿者们在忘我地工作…… 他们的付出没有薪酬，而
他们的付出是那么地真实、那么地可贵。在工作中，他们也碰到过一些困难，但这一切仍然改变不了
他们继续为华人社区服务的热情和信念。每年几次的知识讲座，——帮助您解决难题、拓宽眼界、积
累经验；中秋节，——丰富的联欢节目，尝月饼话家常、新朋老友欢聚一堂；春节，——精心挑选和
安排的文艺表演节目、演员们的倾情表演、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等等，伴您阖家欢聚、除旧迎新之际，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亲身参与、体验、感受和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华美德和精神得以代代承
传。
CAAT有一群快乐的志愿者，因为在这片热土上，有乐于奉献、互助互爱的同仁，有会员和朋
友们的理解与支持。虽然前面的征程还很长，但我们大家都将会心连心、手挽手地为共建我们的美好
家园而继续努力。
感谢您，因为有您的参与，CAAT大家庭更加美满、温馨！感谢您，因为有您的支持，CAAT
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取得了社会效益！感谢您，因为有您的鼓励，CAAT的无私奉
献精神得以届届相传！感
谢 您， 因 为 有 您 同 行，
CAAT将更加卓越！！
凡事感恩，必蒙
恩惠。以感恩的心面对
身边的人和事，我们的
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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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长，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当2011农历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当又一个春天悄悄的来临，我们心潮激荡，思绪万千。在
此，我们谨代表天帕中文学校董事会和校委会，向中文学校的老师，同学和家长们送上一份深深的祝
福： 祝您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过去的一年，中文学校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学生注册课时人数已达321人/课， 比去
年同期增长15.15%，教学程序更趋规范化。比如，老师们的教学大纲全部上载在学校的网页上，学生
家长会在每星期三之前收到老师送出的关于家庭作业的电子邮件；我们确定了协调员的联系功能，随
时倾听家长对老师教学和学校管理的建议和意见。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完善教学和管理
机制， 给孩子们提供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学环境。

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老师们，你们在那间不大的课堂里，倾注了对孩子们真诚的爱；谢
谢我们的家长们，坚持不懈，每个周末在百忙当中也一定要把小孩送到学校来；谢谢我们的同学们，
你们表现了特别的勇气和韧性，在这里持之以恒的学习着。我们希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能赋予你
们更多的能量，带给你们更多的智慧，帮助你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中文学校是个大家庭， 我们一起在这个大家庭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分享生活里的平淡和充
实，品尝耕耘的苦涩和收获的喜悦， 从和孩子们的文化传承中，寻找我们曾经有过的梦想。让我们一
起，用我们的执著和坚持， 用我们的爱和包容，装扮中文学校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余汉华 (天柏中文学校董事长)
孙玮红 （天柏中文学校校长）
201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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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中秋节联欢会
(Photos taken by Fang Shen and Lis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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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增进了友谊，提高了技艺。
9

2010

Hillsborough郡政府亚美事务联络官Kimi

第四届坦帕湾亚美乒乓球锦标赛顺利举行
Personal Exemption Amount
Education Credits:作者：

$ 3,650

$ 3,650

Springsteens 女士应邀亲临比赛现场祝贺并致

马文秀

辞，她也答应我们向政府申请一个免费的常规活

Hope Credit:
第四届坦帕湾亚美乒乓球锦标赛于2010年

动场所。此次比赛场地的租凭得到了陈宁家庭的

First four years of qualifying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and fees

11月14日星期天下午在Temple Terrace Lightfoot

大力支持和帮助，组织工作得到了USF华人学生

社区活动中心举行。坦帕湾亚美乒乓球锦标赛是

和学者涂俊壹和唐亚宁以及坦帕华人协会会长程
2,000
2,000

一场乒乓球爱好者交流和学习的友谊活动，集聚
25% of next

利真和USF亚联主席鲍歌的悉心关照，坦帕华人
2,000
2,000

(plus cost of books etc.) for each qualifying student
Up to 100% of first

了亚美许多朋友，在坦帕湾亚美社区已产生广泛
to a total maximum credit per individual of $2,500协会和USF亚联合力支助了这次活动。
in 2009 and
影响。2010, applying only to tuition and related expenses paid for a参加帮助举办这次比赛的义工人员还有徐
c s of 2009 and 2010.

此次比赛按惯例设有男女单打和混合双

盈一，孙博，Crystal Hua，王谦，孙肇瑞，等。

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打。男子单打分别抽入四个小组先单循环，后进

我们一并向他们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致以诚挚

入单淘汰赛。紧张激烈的比赛让人享受了乒乓无

的谢意! 我们也期待更多乒乓球爱好者的参与和

限的乐趣，也锻炼了体能。这次得奖朋友中出现

支持，使亚美乒乓球锦标赛一届比一届办得更

了许多新的面孔，比赛十分精彩，成绩优异 --

好！

Available for only one qualifying student per taxpayer equal to
up to 20% of $10,000 qualifying expenses to a maximum per
return

2,000

2,000

Child tax credit for each qualifying child under age 17 at end of year:

男子单打第一名：吴宣, 第二名Ricardo Abril，
Maximum credit

1,000

1,000

第三名: John Zhang 和 Philip Psiarczi; 女子单

Reduction by $50 for each $1,000 or fraction thereof of modified AGI above:

打第一名：Libing Lu, 第二名：李密密, 第三名:
Joint filters

Crystal Hua和程利真; 混合双打第一名：Libing
Unmarried individuals

Lu和John Zhang，第二名：Crystal Hua和吴
Married filing

110,000

110,000

75,000

75,000

55,000

55,000

宣，第三名: 李密密和马文秀，程利真和鲍歌。

Qualifying student loan interest deductible “above the line”:

比赛中，我们结识了专业水平的朋友Libing Lu女
Maximum interest amount

2,500

士，她的积极参与给大家带来许多鼓舞。吴宣和
Phase-out AGI – single

Ricardo Abril两位朋友高水平的男子单打决赛给
Phase-out AGI – joint return

2,500

60,000-75,000

60,000-75,000

120,000-150,000

120,000-150,000

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参加此次比赛的还有韩

Maximum child tax credit of $1,000 per equal qualifying

国，阿拉伯和墨西哥的朋友。经过比赛的洗礼，
child under age 17 at end of year reduced by $50 for
each $1,000 of AGI above:
Single

75,000

75,000

Joint

110,000

110,000

55,000

55,000

Married filing separately
Allowable auto mileage reimbursement for business use

55 cents/mi.

50 cents/mi.

Depreciation component of business mileage rate

21 cents/mi.

23 cents/mi.

Allowable auto mileage deduction for moving and medical

24 cents/mi.

16.5 cents/mi.

11

Allowable auto mileage deduction for charitable 11
mileage

14 cents/mi.

14 cent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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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居民房屋贷款
作者：罗世谦， MBA Licensed Mortgage Broker
2008年底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房地产价格一路下跌。佛州是重灾区之一。部分地区，例如迈阿密，奥
兰多，坦帕湾地区, 房价已跌近2001 年的水平。而被银行收回的房屋（Foreclosed Homes）的价格跌得更
多，其中CONDO跌得最多。举例说，迈阿密的高层CONDO有不少在2006年被炒高到六七十万，而现在被银
行收回后只卖到十四五万，跌幅达80%。原屋主自然血本无归，银行赔得更多。对于现在有能力买房子的人来
说，房价的大幅下跌是购屋的一个好时机，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房屋与股票的一大区别在于房屋有本身的使
用价值，价格随市场而波动，但不致于下跌至零。此外，现在买房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目前处于历史上少见的
超低按揭利率。
买房，一般都要涉及到房屋按揭。在美国最常见的按揭是三十年固定利率贷款。此类贷款利率被视为标
杆（Benchmark）。2011年1月14日的利率为4.75%, 接近50年以来最低点（2010年10月中旬曾达到3.875%）。
下图为自1963年至今的月平均值。三十年固定利率是随美国联邦十年债卷收溢波动。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尽
管缓慢），投资者会更倾向于青睐股市
的回报，将资金从低风险低回报的国债
中抽出转而投入股市。国债价格走低。
这些变化会反映在按揭利率上。
另外一个常见的按揭项目是五年
浮动利率（5/1 ARM）。它的含义是前
五年利率是固定的，第六年开始每年利
率按合同内规定的公式浮动（一般是
Index Rate+2.25%）。一个常用的
Index Rate 称为一年期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LIBOR 是指
在伦敦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互相拆借时
所用的利率。2011年1月14日的一年期
LIBOR 为0.78094%, 近于历史最低。然而仅四年半以前，2006年6月的一年期LIBOR曾是5.766%。五年浮动
按揭的利率经常会比三十年固定利率低1.375%左右。以$250K贷款为例，五年浮动按揭（3.375%），本金和利
息的月供为$1,105.24; 三十年固定利率按揭（4.75%）,本金和利息的月供是$1,304.12; 每月差$198.88, 每年差
$2,386.56，五年下来差$11,932。如果您认为五年左右会搬家，应认真考虑五年浮动利率按揭。实际上，在现
代社会生活与工作的变化往往比我们想像中来得更频繁，在一栋房子里住三十年的人应该不在多数。从上面两
种按揭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利率继续下跌的几率很低，而利率上升几率高。利率上升只是时间和幅度问题。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由于文化关系，大多因节俭而在银行账户内有存款，因不愿过多借贷而有良好
的信用。现在美国大银行对房屋贷款收紧，提高首付款及信用要求。其结果之一是将许多想买房的准客户拒之
门外，之二是直接破坏了房市的供需关系而导致市场价格低迷。银行要求愈高，买主就愈少；买主愈少，房价
就愈低。正所谓恶性循环。但市场的低迷，才是具备条件买房人们的机会。
当您准备申请按揭贷款而同时想要得到最佳利率时，应准备至少20%的首付款。另外您的信用评分应在720以
上。近来银行因联邦法律执行严格，对首付款的来源很重视。您所提供的银行月纪录上两个月内不得出现超过
$2,000而不能清楚地解释为属于您的进款。有时国内亲友因种种原因向您账户汇入的款项解释起来非常麻烦，
因为国内银行文件是中文。
您对自己的信用评分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可以自www.AnnualCreditReport.com每十二个月得到一份免
费报告。如发现不属实的报告，可及时要求更正。此外，如发现您由于疏忽忘记付的小额帐目，可与收款方交
涉，要求其在受到付款后将不良记录删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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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与健康
作者： 李建民 (YMCA 游泳教练)
****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水的周围活动和
居住，因此，学会游泳，把游泳作为一种安
全的手段，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安全和温
馨。 游泳是体育，休闲，健身的三者合
一，老少皆宜的完美典范；游泳本身是一种
全能运动。 任何人，包括儿童及其祖父
母，运动员，孕妇，残疾人等， 皆可在水
中得到对身心有益的锻炼， 因为通过游泳
可以提高身体素质、体能和适应性。常常进
行游泳锻炼，人们很快就可以体会到游泳对
身体的益处。
游泳对健康总体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好处：
（1）增强耐力与身体协调性；
（2）锻炼更多的肌肉群；
（3）使心肺工作更加有效，增加氧气
在全身的循环；
（4）练习时产生的自然浮力会减轻身
体负担；
（5）增强抵抗力；
（6）有护肤、减肥、健美形体之功
效;
（7）游泳适合于各类不同的人群。
谈到游泳可增强抵抗力，这是因为人
在水浸泡时散热快，耗能大。为了尽快补充
身体散发的热量，以供冷平衡的需要，神经
13

系统快速做出反应使人体新陈代谢加
快，增强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抵御
寒冷。经常进行游泳锻炼可以减少伤风
感冒，还能提高人体内分泌功能，使脑
垂体功能增加，从而提高了对癔病的抵
抗力和免疫力。
游泳对于护肤、减肥、健美形体也
很有功效。人在游泳时，水对肌肤、汗
腺、脂肪腺的冲刷起到很好的按摩作
用，促进了血液循环，使皮肤光滑富有
弹性。游游时，身体直接浸泡在水中，
不仅阻力大，而且导热性能也非常好，
散热速度快。 实践证明：人在游泳池中
运动二十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相等于同样
速度在陆地上的一个小时。在十四度的
水中停留一分钟所消耗的热量达一百千
卡，相等于同温度空气中一小时所散发
的热量。由此可见，在水中运动会使许
多想减肥的人取得事办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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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游泳是保持身材最有效的运动之一。
另外，在水中运动由于减少了地面运
动对骨骼的冲击性，降低了骨骼的劳损机
率，使骨关节不易变形。 水的阻力可增强人
的能动强度，但这种强度有区别于陆地上的
器械训练，是很柔和的。 训练强度也很容易
“Everybody can be great. Because
控制在有氧区域之内，不会长出很生硬的肌 anybody can serve. You don't have to
have a college degree to serve. You don't
肉块，可以使全身的线条流畅优美。
have to make your subject and your verb
agree to serve…. You don't have to know
the second theory of thermodynamics in
此外，游泳适合于各类不同的人
physics to serve. You only need a heart
群。 其中适合于特殊人群，如，孕妇、婴儿
full of grace. A soul generated by love.‖
等。与其它体育项目不同的是：游泳可以满
Martin Luther King, Jr.
足一些特殊人的要求，例如，气喘病人和残
疾人。身体好的七十、八十或九十多岁的老
年人也可以进行不剧烈的游泳运动，甚至还
可以参加不同年龄组专业的比赛。孕妇参加
游泳可以减轻一些妊娠后期的重量和压力，
使孕妇生产更加顺利。
我一生从事游泳训练与教学二十多
年，游泳使我受益无穷。我深深地体会到游
泳对人生的各种好处。尤其是孩子们学游泳
越早越好，可从婴幼儿学起，通过早期学习
游泳，让孩子认识水、熟悉水、不怕水、喜
欢水，为今后学习四种姿势的游泳打下基
础。通过游泳还可增强孩子自信心，责任
心，荣誉感，任何人都可以在水中得到一些
对身心有益的东西。总之，游泳对提高身体
健康安全大有好处。 可以说，游泳的确是一
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让我们在水中尽情享受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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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只能吃四颗蛋，吃太多对身体不好。



饭后吃水果是错误的观念， 应是饭前吃水果 。



喝豆浆时不要加鸡蛋及糖， 也不要喝太多。



空腹时不要吃蕃茄，最好饭后吃。



早上醒来，先喝一杯水，预防结石。



睡前三小时不要吃东西，以防发胖。



远离充电座。人体应远离30公分以上，切忌放在床
边。



最佳睡眠时间是在 晚上10点~清晨6点。



白天多喝水，晚上少喝水。



一天不要喝两杯以上的咖啡，喝太多易导致失眠，
胃痛。



下午五点后，大餐少少吃，因为五点后身体不需那
么多能量。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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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案
— 观奥兰多龙舟大赛有感而发
原创：泛海居士

晴空碧玉湖边路.
众相簇,
笑相语.
竟技轻舟争欲渡.
令笛遥响,
健儿合力,
奋勇谐金鼓.

CAAT Seminar
On December 12, 2010, CAAT
healthcare seminar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USF Confucius Institute Cultural
Center. Dr. Shijie Song (from VA Hospital) along with his wife, Dr. Xiaoyuan
Kong gave an interesting but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on how to prevent cancer
and how to reduce the risk.

嗖嗖飞桨船疾去,
恰似水中蛟龙舞.
赞誉炎黄传统古.
今朝惟见,
龙舟游遍,
域外寻常处

As a professional in healthcare area fro
more than 30 years, Dr. Song and his
wife accumulated numerous experiences and built a solid understanding on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they presented many easy implemented strategies in daily life on how to
prevent cancer as well as how to keep a
healthy status. Participants who attended this seminar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his presentation and provided very positive feedback during the discussion.

（2010年10月16日 国际奥兰多龙舟节大赛）

CAAT sincerely thank our speakers for
their support, thank all participants for
their interest, and also truly appreciate
the assistance from Mr. Kun Shi and
Jianghua Zou. Thank you all for your
effort in making this wonderful seminar
happen!
Bo Zeng and Ren Xin
我这个人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爱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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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薛蔚

太广泛。除了唱歌，跳舞，画画，缝纫，编织，
旅游，摄影。。。。。。还有一个极大的爱好，
那就是吃。俗话说“能吃就是福”。我就是一个
有福之人哪。
小的时候在老家江苏，我最爱吃家乡的特
产-茶馓，也喜欢吃走街串巷挑担的货郎卖的麦
芽糖。那个时候一分钱或者一个空牙膏皮就可以
换上一块。看着货郎从一整块圆饼似的麦芽糖上
顺边切下一块，递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放到嘴
里，感受着那股香甜，牙齿快粘在一起时的兴

串儿。一到星期六，我们姐妹三人就跑到西单，

奋。嗯，真想回到小时候。我们老家的烧饼可好

人手十串碳烤羊肉串，然后去看电影。

吃了，让我至今回味无穷。如果掰起手指头数数

象我这么爱吃的人不做个专业美食家实在
是可惜啦！

有多少好吃的东西，那真是太多太多了。
后来我们搬家到北京，路过镇江二姑姑

从小锻炼

家，住了几天。我又品尝了美味无比的蟹粉小汤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爸爸对我

包。轻轻从笼屉中夹起一个热乎乎的小笼包，递

们说，我们应该开始学习做饭了。不会不要紧，

到嘴边，在边上小小地咬上一口，将流出的蟹黄

一定要认真地学。难吃也没关系，多做就会有提

汤汁吸到嘴里，再咬上一大口，将整个小笼包吞

高。爸爸排了个值日表，妹妹还小，三年后再排

进嘴里，哇，我宁可变成现代“杨贵妃”也要尽

入。我当时是负责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做饭。做

情地享用一番。

饭不光是洗洗菜，炒一炒。要从买菜做起，到最

到了北京之后，我又开始品尝另一种风味

后刷完锅碗才算结束。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在值

小吃了。那个时候，妈妈每个月给我们两块钱零

日那天不能做，一定要提前与别人对调。我觉得

花钱。我和姐姐，妹妹全都花在吃上了。说来也

爸爸就像军营里的总指挥，不过大家都服服帖帖

奇怪，我们姐妹三个不知怎么与其他女孩子不太

地执行。爸爸负责每天的早餐。

一样。 我们不太追求时尚，却热衷于品尝美味

买菜还算容易，刚开始做菜的时候我觉得

佳肴。我喜欢吃北京街头卖的煎饼果子，烤羊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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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我只

外传的TERIYAKI酱以及色拉酱的秘方给了我。

会做白菜豆

当然啦，我有一段时间吃了太多的寿司，后来一

腐，西红柿

看见寿司就反胃。不过现在的寿司品种五花八

炒鸡蛋，糖

门，越来越好吃了。我最爱吃的是炸软壳蟹，加

醋土豆丝。

上牛油果，卷在寿司饭中，酥酥脆脆，好吃极

对于一个只

了！

有十一岁的

平时我经常在朋友家吃到三文鱼。三文鱼

女孩子来

很贵，可是常常因为做法不当而无人问津，或者

说，能做出

是腥味太重，或者是蒸烤得太老太硬。在餐馆中

这三样菜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和姐姐就这样三个

看到师傅们将三文鱼段放到锅里，用大火在烤箱

菜维持了有两年之久。两年后的某一天，姐姐不

中烤很短时间，然后将鱼放到烤热的铁盘中，

知从那儿弄来一本食谱，我们两个“如饥似渴”

淋上TERIYAKI酱，就可以上桌了。这样做出来

地翻阅，当天晚上，姐姐做了一盘洋葱炒肉丝，

的三文鱼很嫩，很美味。

果然赢得大家的好评。轮到我值日时，我精心准

专用“御”厨

备了炸酱面和两盘凉菜，也得到了称赞。我们的

我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自得其

做饭做菜兴致大涨。我出国前的那个暑假，邀请
乐吧！

了十几个大学同学到家中，精心准备了一大桌
菜。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么大的聚会，同学们吃得

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在餐馆中打工时遇

高兴，我吗，当然也开心的很啦！

到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知怎么有一天问我会不

记得韩剧《大长今》里大长今曾说过，她
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吃她做的菜的人脸上露出的
开心的笑容，我真的深有体会。

会做饭，我说当然会啦，而且还做得不错。她问
我有没有兴趣暑假中到纽约上周去为她家里人做
饭。我说当然没问题啦！
原来她的家族相当有钱，她们在纽约上周

日本餐馆

有渡假别墅，每年暑假都会去住一个月。这个家

我到美国后，曾经一边读书，一边在日本

族全部聚在一起大约有三十多口人，当然她们会

餐馆打工。学无止境，做饭也是这样。当我看到

分两批去渡假。她们需要雇用三名全职的雇员：

寿司师傅们做出的美观可口的寿司，或者厨房里

厨师，清洁，以及家庭教师。她给了我一个地

的师傅们做出的香喷喷的铁板烧，我暗下决心，

址，让我周日晚上去面试，做一顿饭。

一定要将他们的技艺学过来。师傅们对我都很

我见过了这家掌权的男女主人后，就忙开

好。虽然打工很辛苦，时常还会受到老板的克

了。我准备了日本餐。先上了MISO汤， 然后是

扣，师傅们也是打工的人，我对他们很尊重，很
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后来每次只要老板不在，寿

色拉，然后是米饭，烤三文鱼，以及青菜。 最

司师傅就教我做寿司。厨房里的大师傅还把不能

后我准备了甜点“油炸冰淇淋”。主人品尝后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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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满意，当即决定雇用我。女主人给了我三百美

和晚上想吃什么。一般来说中午还比较简单，晚

元，让我去购置制服。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上就复杂了。晚上要从前菜，头盘开始，外加

脑，为什么要买制服？他们说，这个家族有百年

汤，色拉，正餐，甜点。主人给了我一大摞菜

历史，所有在他们家打工的人都需要穿制服。我

谱，所有他们想吃的菜都在里面，照着做就是

问他们制服在哪里买，他们说纽约有专门卖制服

了。所有的材料我都需要列出来，打电话给镇上

的商店，我应该可以从商业电话簿上找到。我在

的超市，超市会有人送过来。这三个暑假，我学

中城找到一家，咨询了店员之后，买了三件制

会了做很多菜，甜点。。。虽然很辛苦，从早忙

服。这种制服就象我们以前看的美国电视连续剧

到晚，但我的厨艺大有长进。再加上这里风景优

中豪宅，庄园里女佣人穿的衣服。虽然是女佣人

美，吃得好，住得好，又有工资，我还觉得象世

服，看上去还蛮好看的，穿在身上也挺合身的。

外桃源一样呢。

就这

美食名家

样，我连着三

转眼到美国已

个暑假给这家

经十七年了。我这十

人做饭。早，

七年中也住过了不同

中，晚，一日

的城市，环境变了，

三餐，可讲究

工作换了，朋友多

了。这家最年

了，只有爱吃这一点

长的是位老太

从来没有变。每每到

太，已经九十

朋友家聚会吃到了什

四岁。她自己

么美味，我总是会弃

住在一楼的主

而不舍地，不厌其烦

人房中。每天

地将菜谱挖过来，加

清晨六点半，

以练习和改进，

我就要将她的早餐准备好，用托盘送到她的屋

“据”为己用，这多年下来，竟然也累积了不少

里。她喜欢新鲜的插花，门窗半开，枕头垫在背

拿手的“名”菜。总想有一天我可以有时间写一

后，在床上吃早餐。七点钟我会去收回吃剩的早

本“薛氏美食大全”与众朋友分享。每次请朋友

餐，再服侍老太太躺下睡“回笼觉”。七点半钟

到家中来，我都喜欢做很多的菜，当然啦，看到

是两位七十岁左右的男女主人（他们曾经面试过

朋友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做的菜，脸上露出开心

我）在床上吃早餐。八点半则是大部队吃早餐。

的笑容，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要做一个真正

我要煎无数的烟肉，和无数的饼

的美食家，应该是踏遍大江南北，遍尝普天下的

（PANCAKE）。当然啦，他们每天的早

美味才是。看来我以后除了旅游，摄影，绘画之

餐要换着花样做，不能重复的。吃过早餐，收拾

外，还要继续去实现我的美食家梦。

完毕后，第三代女主人会来告诉我他们今天中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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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闲话 ——送走旧岁落日，迎接新年晨光
记得我小的时候迎接元旦，是到很远的百
货商店里，买回一个新的“月份牌”换上，看看
封面的年画，和里面的边角插图，算是感受新年
的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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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

和象形的“元旦”两字表示新年，但还是不如元
宵节里的静悄悄、冷冰冰之月圆在民间来的热
闹。因此，国人一直以来，重视的是过春节和元
宵节，习惯上把春节才叫新年。看来做中国人比
当外国人幸运，每年至少有两个“新年”可供享
用。

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以前是没有圣诞和元
旦这种“蛋蛋”相随的节日，将中国农历里的元
旦改为“春节”，把公历里的1月1日称为“元
旦”，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后，使用阳历弄出的新
花样。诸位应该知道，在清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之间，曾经有过一个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朝
代，其与西方沟通能拿到台面上的东西，算是引
进了“公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年号，不是公
元纪年，中国的皇帝比天大，每个皇帝每个朝代
都有自己的元年和年号，搞得历史分期计算杂
乱，后代的徒子徒孙们，常常是数典忘祖。

从1911年1月1日，到今年2011年1月1日，国
际流行的公历，在我国刚好流行了100周年，可
惜丰富的节日庆典，盛大的元旦晚会，却忽视了
这个重要的里程。看到这11年1月1日，数字有韵
律而整齐的排列，4个光棍手拉手的年月日，让
人琢磨不透世上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让我想
起一个幽默，丈夫对妻子说：“为什么上帝把女
人造的那么美丽却又那么愚蠢呢？”妻子回答
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把我们造得美丽，你们
才会爱我，你们才会爱我们，把我们造的愚蠢，
我们才会爱你们。”

中国人一直沿袭的是阴历制，阴历历法是
根据春夏秋冬和月相变换设计的，配以周易的天
干地支，比较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是它的长
处。自从公元前45年，罗马凯撒大帝下令采用日
历计时，随意选择了元月1日为新年的开始后，
历史的年轮滚到今天，阳历走遍了全世界。但
是，老外是看日出日落，玩的是阳历，比较简
单，不过两千多年；咱中国看的是月缺月圆，玩
的是阴历，别有一套技法，至少也有八千年经验
了（中国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圭盘，展示了八千年
前磁山先民用圭盘圭卜日影之数，记录一年四季
阴阳的变化）。不说别的，单是历法，玩“阴”
的老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现在有人提
出，把阳历叫“西历”，把阴历叫“华历”，结
合在一起编一本万年历。我看这种命名有点问
题，西历、华历混在一起，读出声来不就成了
“稀里哗啦历”了吗，仿佛忘了随手关上水龙头
的阀门，白白的浪费了许多流水的响声。

年底毕竟像年底，晚会、游行、焰火纷至
沓来，1月1日，最简单的一组基数，被各个国家
搞得花样翻新，复杂有余，热闹的一塌糊涂。美
国有部电影，干脆就叫《新年游行》The New
Year Parade。
新年的钟声在敲响，全世界依时差递进，
滚动着欢腾的浪花，人人都在12月31日这天，用
不同的形式，送走旧岁落日，迎接新年晨光。迎
新年，过新年，就是把花了一年时间攒下来的企
盼，一次性的消费掉，接着再储蓄下一年的企
盼。
其实，时间本无所谓新，无所谓旧，人的
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停的消耗时间直至死亡
的过程。日月轮回，“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
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
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
烈朝晖之时。” 可惜说这句话的著名作家史铁
生先生，没能过完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再也

不过“新年”的第一天，中国也早已与世
界接轨了，改成了圆圆的太阳冉冉升起，用指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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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他燃烧着的另一面了。
人们喜欢过年，喜欢迎接新年，新年无论对小孩还是大人来说，都意义非凡，除了代表新开始的
字面含意之外，隆重的庆祝气氛，更让新年的感觉充满了喜悦、希望与期待，给人一种一切都将会和
现在不同的期许，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里程碑，调整陈旧疲惫的心情，让自己很有朝气的计划明年的
事物，再一次给自己机会实现梦想。
~~~~~~~~~~~~~~~~~~~~~~~~~~~~~~~~~~~~~~~~~~~~~~~~~~~~~~~~~~~~~~~~~~~~~~~~~~~~~~~~~~~~~~~~~

CAAT 2011 新年舞会
经过CAAT理事会的精心策划，CAAT2011新年舞会在坦帕RHAPSODY
舞厅如期举行。 宽大华丽的舞厅聚集了几十位华人朋友和专业交谊舞
教练，柔美的灯光下，浪漫的舞曲中，来宾们翩翩起舞，享受这美好
的时光。多位坦帕知名侨领以及前任理事余汉华先生、段小泓女士、
陈建国先生和周征龙先生等到场助兴。
活动一开始，由会长程利真女士作新年致辞，并为已卸任的理事
颁发了社区服务奖。舞会其间还穿插了精彩的才艺表演，其中包括：
齐大江、胥保玲的小提琴合奏，薛蔚的中国古典舞蹈，MADISON MASSEY的中文
歌曲表演唱
等，令人难
忘。
大家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相互问
候，一边欣赏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时也品
尝着CAAT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水果、饮料和小
食品。感谢、祝福声中，舞会圆满结束。
（CAAT张冬报道； 沈方、程利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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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们一起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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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中文学校校委会向我约稿，谈谈这些年来在中文学校的教学经验。经验不敢讲，但在美国教中文的经历和
感触的确还是有一些的。
当年没有选择学文科，对我一直是件憾事。来美国十多年了，虽然从事的还是本行计算机工作，但有八年
都在业余教中文。有机会再次学习中文，能够被人称“老师”，这多少是对我当年梦想的一点补偿。我的学生
有华裔孩子，美国孩子，也有成人，其中教的最多的是来自母语是汉语家庭的孩子。
五年前，Tampa Bay中文学校把两个一年级班交给了我，一个班的孩子有一定汉语基础和会话能力（A
班），另一个班的孩子只会讲英语（B班）。B班的孩子由于家中没有中文环境，学起来吃力一些。而A班的孩
子大都坚持了下来，这学期已经五年级了，他们的中文学习成绩一直是我的骄傲。从和他们一起学习中文的过
程中，我感到对于这些家里有中文语言环境的孩子，尽早开始中文学习对孩子不论是从接受中文教育的难易程
度上，对中文的兴趣上，还是对中文的理解上，都很有帮助。当年刚进一年级A班的同学，最小的还不到四
岁。但并不因为年纪小，中文水平就低。相反的是，年龄越小的孩子，接触英文越少，中文表达能力反而越
强。上课听得懂，注意力能够集中，理解得快，对课堂知识点也容易掌握。年纪小，对新事物有极强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如果适时地提供他们感兴趣的素材，寓教于乐，孩子们接受起来很快。我有时给他们放一些中文的
动画片，孩子们能够看懂内容，每次都特别兴奋，同时也增强了对中文的兴趣。
学习兴趣的培养实在重要，遗憾的是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文艰涩难掌握，中文学习枯燥无味。许多
孩子对中文学习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英语相对容易得多。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
千，国家汉字的扫盲标准是一千五百个字。理工科的大学生一般掌握两千个汉字，就凭这两千个字，大家可以
读书、看报、搞科研。再看看英语，英语的词汇量非常庞大。虽然一般美国高中毕业生掌握的单词量在三千到
三千五百个左右，足以应付日常生活需求，可以正常阅读报章、书籍，但一个美国医科大学的学生，需要背五
到六万的专用术语才能够毕业，记忆量极大，而且这些词汇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都用得上。语言学家们对于英
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
什么原因造成的中英文词汇量如此悬殊？我们来看个例子，比如英语中猪肉pork这个词，它和猪pig、肉
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牛肉beef、猪油lard和牛油butter
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联体词是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
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成十万上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汉语却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这个功能非常
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可见，做到通晓英语并非那么容易，而掌握中文也不似传说中那么
高不可攀，只不过在教学方法上要动动脑筋。关键在于怎么教孩子们中文，怎么让他们形成习惯，用不同于记
英文单词的方法来学中文。
汉字源于象形字。在教那些多少能看出些象形味道的字时，我就先画个简笔画，然后将画一步步转变成
字，让学生们在头脑中将汉字形象化。这样他们学着有趣，也更容易记住。我一般讲生字时，首先会把该字在
当前课中的意思讲给学生，如果一个字有多重意思或者多音，只要我觉得孩子们能理解，我还会尽量多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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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进行。我非常强调部首教学，学新字时，只要时间允许，一定要复习和这个生字同部首的字，进行比
较，总结规律。部首原则上是表示一组文字的共通意义。百分之八十多的汉字是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
符”与表示发音的“声符”组成。形声字多使用“形符”为部首，掌握了部首有助于记住字形了解字义。而且
这样反复复习，不知不觉就加深了记忆。
有效的教学方法越早实施，对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越有利。教育、学习必须尽早抓，从小抓；同时，教和
学贵在专一和坚持。为了孩子学好中文，我们做家长的需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在家要坚持
用中文对话。任何科目的学习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美国学中文就更是贵在持之以恒。我接触过很多家
庭，孩子小的时候，中文讲得很好。后来，孩子上学了，英文水平越来越高，回家就不讲中文了。家长慢慢也
开始以英文应对，孩子们的中文水平就这样每况愈下，直到孩子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讲中文，大家就只好放
弃。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实在可惜。
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对孩子生活习惯的养成，人格的形成，道德的培养，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听好
多父母讲，孩子的童年，就是要让他玩，让他多一点乐趣。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错，但是绝对不等于就可以不抓
紧孩子的学习。父母对孩子宠爱备至，同时也望子成龙。《论语》中有“爱之能勿劳乎？”我们真正爱孩子的
话，就要让他吃点儿“苦”。这点，我觉得我教的几个班的家长们大多做得不错。他们能积极和我配合，天天
都有固定时间分配给孩子学习中文。我经常说，每周我留的作业，不仅是留给孩子们的，更是留给家长的。在
家长的督促下，日积月累，正是这些孩子中文水平稳步提高的原因。
在给孩子们书本知识的同时，道德的培养更是重要。学习中文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中国文
化。也许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课本有它的局限，但里面包括了一些很好的小故事、小文章。《孔融让梨》
教孩子们谦让，《狼来了》告诫孩子们要诚实，古今名人故事激励孩子们从小励志。我在上课时，除了讲课本
上的内容，还特意加入一些课外的信息，象字的来源、词语的典故，就是有意想让孩子们多接触一点中国传统
文化。文化和道德是相关连的，个人道德修养脱离不了文化知识，在学习文化知识中又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素
质。博古通今，见多识广，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保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勤劳诚信，仁德待人更是做人的
根本。我们希望孩子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化成绩，更需秉持心灵的道德准则。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不仅是个
人生存的需要，也是社会赖以发展的血脉。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需要勇气，更要坚持不懈。我不认为让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孩子掌握好中文是“不可
为”之事，但有难度，需要孩子、家长、老师同心协力。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当完成一项困难任务时，那种
喜悦是格外强烈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文学校诸多活动中，我最喜欢“故事会”。从2005年至今中文学校举办
的六届故事会，我不论作为家长、老师还是裁判，每届都是从一早故事会开始听到下午结束。因为从同学们的
讲述和表演中，我可以看到孩子、家长、老师，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付出努力而换来的成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
享受。
在美国教孩子中文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感到责任很重。“怎样才能让孩子把学中文变成自觉自愿，培养
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对学习的依赖”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难题。孩子们都是家里的宝贝，同时他们也是中文学校
的宝贝，是老师的宝贝。是宝贝，老师就不可以放松，更需要严格教育。“教不严，师之惰”，这六个字时刻
鞭策着我。为人师表者，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以身立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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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ampa Bay
P. O. Box 46993, Tampa, FL 33646, USA
CAATmembersip@yahoogroups.com
Last Name

First Name

Chinese Name

Address

City

Hobbies (i.e. fishing, cooking, dance, etc.)

State

Zip

Personal Web Page

Membership Status

Clubs/Interests

___New

___Social Club

___Performance Club

___Renewal

___Chinese School

___Youth Club

___ Business/Professional Club

___others

Family Members Name

Relationship

Chinese Name

Email

I/We wish to apply/renew our membership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of
___$5 for Student/Associate Membership
___$10 for Single Membership
___$15 for Family Membership
___$50 to $99 for Contributor Membership
___$100 or more for Corporate Membershi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Please sign and mail this form with payment to the address above. Thank you and welcome to C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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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erson: Mr. Sang Thao
Address: 1441 East Fletcher
Ave., Ste #125, Tampa, FL
33612
Phone: 813-962-2290
813-962-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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