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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聯誼會春節及元宵節聯歡會
DACA Chinese New Year Party
時間：二零零八年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半(聯歡會四时半开始)
Time: 3:30pm (party starts@4:30pm), Saturday, February 23, 2008
地址/Address:
Beavercreek High School
2660 Dayton Xenia Road
Dayton, OH 45434
電話/Phone Number: (937) 429-7547
票价/ticket:
聯誼會會員免費，來賓(12 歲以上)$5.
DACA Members Free. Guest(12 and older):$5.

請帶一道菜與大家分享!

Please bring a dish to share!

一年一度的春節及元宵節聯歡會將於戊子鼠年正月十七在
Beavercreek 高中的禮堂舉行。即時將有九十分鐘的文藝節目。
節目之後必定是不在除夕吃的年夜飯。大家將像以往一樣，能唱
的唱，能跳的跳，能炒的炒，能烙的烙，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在
異國他鄉過一個真正的中國新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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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f Directors DACA (2007-2008)

Position 職務

姓名 Name

Phone

Email

President 會長

鄭國華

GuoHua Zheng

ted_zheng@cargill.com

VP 副會長, Chairman, Program Committee

余月根

Yuegen Yu

yuegen.yu@sbcglobal.net

Chairman, Development Committee
Secretary 秘書
Treasure 財務

許自寬
王岱堅
陳鼎慰

Jerry Hsu

jerryhsu@earthlink.net

Daijian Wang

wangofdayton@att.net

Neil Flodando

Florando@juno.com

Director and Associate Treasure 財務

张婉秋

Vivien Zhang

Vivien_Zhang@cargill.com

Director

薛科夫

KeFu Xue

Kefu.xue@wright.edu

Director

傅玉明

Yuming Fu

yuming.fu@lexisnexis.com

Director

程家龍

Chialung Chueng

chialung.cheng@wright.edu

Director

陶建新

Jason Tao

jason.tao@ge.com

Director

朱小山

Xiaoshan Zhu

xzhu@ysi.com

Other Organizations & Contacts
DIFI

鄭國華

傅玉明

GuoHua Zheng
Yuming Fu

ted_zheng@cargill.com
yuming.fu@lexisnexis.com

程家龍
薛科夫

Chialung Chueng
KeFu Xue

chialung.cheng@wright.edu

朱小山

Xiaoshan Zhu

xzhu@ysi.com

Directory 通訊錄
DACA Website – http://www.dacanet.org
Newsletter 華訊
Editor

但啟疆
万章勇
王岱堅

Joseph Dann

userpamcc@aol.com

John Wan

jawzmo@gmail

Daijian Wang

wangofdayton@att.net

德頓中文學校 http://www.daytonchinese.org
代頓現代中文學校
http://www.geocities.com/G_D_C_S/
FCC-Family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德頓華人基督教會
Day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愛華人福音教會
Agape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sh
佛學社 Dayton Buddhist Association
天主教查經班 Catholic Bible Study

孟庆愉

Sheila Au

thomsonandsheila@gmail.com

李庆顺

Quinn Li

G_D_C_S@yahoo.com

Pam Conger-Cox

userpamcc@aol.com

劉治安

Geoge Liu

george.liu@kodakversamark.com

盧建安

Jiahn-An Lu

immlu@yahoo.com

龔思維
賴筱欽

Shih-Wei Kung

kung@hotmail.com

DACA Elderly Group 長青會
DACA Youth Group
Wright State Student-CSSA
德頓國樂團 Dayton Chinese-Music Orchestra
高爾夫球隊 Golf
乒乓球隊 Table Tennis

王慕華

Betty Wang

李宇安

Annie Lee

dacayg@gmail.com

王强
王岱堅
石德光
王濟川

Qiang Wang

@wright.edu

Daijian Wang

wangofdayton@att.net

Jichuan Wang

jichuan.wang@wright.edu

DACA 京剧团

崔寶硯

James Tsui

james.tsui@wpafb.af.mil

AAC-Asian American Council

Maria

Kefu.xue@wright.edu

Worthy

Peter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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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From the President
今年DACA打算作的几件事
郑国华
借新年之际，向 DACA 的会员和她的朋友们以及她的支持者简单汇报一下今年要作的几件事。首先，为了
适应会员的增多，今年将于 2 月 23 日在 Beavercreek High School 庆祝 2008 年元宵节。今年的 DIFI
国际节订于 5 月 16-18 日在 Dayton Convention Center 举行。今年的国际节将以'食'为中心，是展示中
华食文化的一个大好机会。8 月 23 和 24 两日，则是德顿亚裔协会在迈阿秘斯博阁市举办盛夏庆祝活动。
届时 DACA 将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并为与会者提供饮食。我们的年末初秋野餐聚会，定于 9 月份 Labor Day
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具体地点和时间，详见以后的通讯。除了组织这些活动，DACA 还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中文学校办学，协助德顿地区华人的商业活动，力争做到对华人学子有求必应。正如上届会长薛科夫先
生所言，DACA 的美德在于她的成员们，踊跃无私的奉献，参与和支持。希望今年能为我们的会员们提供
这样一个机会。祝大家过一个欢乐的新年，迎一个幸福的新春！
---------------------------------------------------

DACA’s plan for 2008
Ted Zheng
It is my hono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port to DACA members, her friends and supporters the major
activities laying ahead for 2007-08 year. To accommodate ever-growing number of members, our 2008 Lunar
Lantern Festival will be held at Beavercreek High School on Feb 23rd. This year’s DIFI A World A’Fair is
scheduled for May 16-18 at Dayton Convention Center. This year’s theme ‘Dining around the World’ is perfect
for DACA to show off the rich Chinese dining culture. As a major member, DACA will be part of the 2-day
summer Asian Festival on Aug 23rd and 24th in Miamisburg organized by Dayton Asian Americans Council.
During the festival, DACA will provide Chinese dances, entertainment, foods and beverages. Our year-end
picnic is scheduled for the weekend following the Labor Day. The details about the picnic will be published in
later newsletters. DACA is committed to continue he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schools, Chinese Americans
owned/operated businesses and try to do her best to help Chinese students in Wright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Dayton. As said by the past president, Mr. Kefu Xue, DACA members have been known for years
for their willingness of giving their best to make DACA an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 in greater Dayton area. I
feel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and hope DACA can provide her member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eir warm support. I wish everyone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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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A News

-----袁清教授和李华宙伉俪赠书-----袁清教授和李华宙夫妇将多年收藏的百余册中文书籍捐赠给 Centerville Library
Woodburn Branch. 袁教授是清史专家，藏书必有许多好书。请大家踊跃借阅读。
袁教授是 DACA 第三任会
长，为德顿华人社团做了
很多贡献。近期袁清和李
华宙夫妇将移居新泽西
州。他们假常青会活动之
际，于一月五日在”Golden
Dragon”与大家聚餐话别。
我们感谢他们为德顿华人
社团所做的一切，并祝愿
他们安康长寿！

------年度会员大会和秋季野餐-----二零零七年八月十八日，德顿华美联谊会举办了年度会员大会和秋季野餐。
准备工作从上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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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分，开始吃饭：

饭后，大家投票选举了董事会新董事，陶建新和张婉秋当选为新董事。又一起鼓掌感谢任期已满的董
事，白宗武和孔凯莉。
两位新上任董事：

饭后娱乐----打牌：
新董事会召开了全体会议，
会上推选了新会长郑国华和
副会长余月根。并就 DACA
各项工作做了分工。
在此祝新一届董事会工作顺利，
成功!

德頓華訊 8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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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聯誼會—青年組
程本立

DACA--YOUTH GROUP

Lily Cheng

去年十二月，DACA YG 聚在一起，大家製作并收集了许多過冬需要物品，捐赠需要帮助的家庭。我
們做了枕头和手套。另外我们还购买了毛毯准备送给无家可归的人。我们一边做枕头和手套羊毛毯，
一边看电影，玩游戏，有說有笑，度過了愉快的時光。最後，我們把製作，收集和购买的物品捐赠
给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们过冬。

This past month of December, the DACA youth group met together to make and gather supplies to help
needy families cope with the cold winter weather. We helped make several pillows and pairs of mittens.
Besides that we also purchased several blankets to donate to the homeless. While making these things we
watched movies, talked, played videogames and overall had a fun time. In the end, most of these supplies
were donated to a family of a single mother with five children. We hope our donation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family this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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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聯誼會—青年組为在美国生长的中国青少年提供活动的组织，大家聚在一起做自己
想做的事，同时还帮助中国人的社区的公益事业。欢迎任何一个八至十二年级的中国青少年
参加。国际节是我们德頓華美聯誼會青年組参加的活动之一，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为社区服
务机会。
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送电子邮件给：dacayg@gmail.com 或与李宇安联系。

Overall, the DACA youth group offer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Chinese-American teens to get
together and hang out while also helping ou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t is open to any Chinese
youth grades 8-12. The World A' fair, one of the annual events that the youth group is involved in,
offers another chance for the youth to get together and b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ty.
If anyone is interested, email dacayg@gmail.com or talk to Annie Lee, the president.

德頓華訊 84 期 !

十巧功
常做十巧功
保健自然通

第一巧--合谷靠
• 穴位(大腸經/合谷穴)：
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間，
略近第二掌骨中點處。
• 主治：
感冒、五官科疾病、面神
經麻痺、偏癱、各種疼痛。
• 說明：
虎口平擊36次。

第三巧--對大陵
• 穴位(心經及心包絡經/大
陵穴)：
手掌向上，掌後第一橫紋
正中，介於掌長肌肌腱與
橈側彎曲肌肌腱的中間。
• 主治：
預防及治療心臟病、胸痛、
胸悶、紓解緊張的情緒。
• 說明：
手腕互擊36次。

第五巧--指相叉
• 穴位(八邪穴)：
位于手背部、五個手指
間的歧骨部中央，每側
四穴，左右共八穴 。
• 主治：
預防及治療末梢循環，
如手麻、腳麻等末梢循
環疾病。
• 說明：
十指交叉互擊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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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訣
•
•
•
•
•

一巧合谷靠
二巧後溪敲
三巧對大陵
四巧虎口交
五巧指相叉

•
•
•
•
•

六巧右勞宮
七巧左勞宮
八巧陽池鬆
九巧雙耳熱
十巧目睛明

第二巧--後溪敲
• 穴位(小腸經/後溪穴)：
小指外側第五掌指關節後。
• 主治：
頭項強痛、放鬆頸項肌肉
群及預防骨刺、骨頭退化。
• 說明：
手掌側擊36次。

第四巧--虎口交
• 穴位(八邪穴/經外奇穴)：
位于手背部、五個手指
間的歧骨部中央，每側
四穴，左右共八穴 。
• 主治：
預防及治療末梢循環，
如手麻、腳麻等末梢循
環疾病。
• 說明：
虎口交叉互擊36次。

第六巧--右勞宮
• 穴位(心經和心包絡經
/勞宮穴)：
第二、三掌骨之間，
靠近第三掌骨處，橫
紋肌上方。
• 主治：
中風昏迷、中暑、心
絞痛、消除疲勞及提
神的作用。
• 說明：
左拳擊右掌心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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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巧—左勞宮
• 穴位(心經和心包絡經/
勞宮穴)：
第二、三掌骨之間，靠
近第三掌骨處，橫紋肌
上方。
• 主治：
中風昏迷、中暑、心絞
痛、消除疲勞及提神的
作用。
• 說明：
右拳擊左掌心36次。

第九巧--雙耳熱
• 穴位：耳垂的穴位
很多
• 主治：
眼點、顏面部及腦
部等部位的循環
• 說明：
搓揉雙耳36次。

耳朵穴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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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巧--陽池鬆
• 穴位(三焦經/陽池穴)：
腕 關節背面，由無名指
直 上到手腕上，有個凹
窩 ，靠腕部正中總伸肌
肌腱的尺側。
• 主治：
耳聾、腕痛。
• 說明：
手背互相拍擊36次

第十巧--目睛明
• 穴位：
• 主治：
預防近視、老花及視力
模糊。
• 說明：
運用氣功原理，調整眼
晴的經氣。
手掌心互相摩擦6下至
微熱，輕蓋雙眼，眼球
左右轉6 圈，週而復始
作6次。

耳朵穴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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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林荣获三项大奖
編輯部按语：正值二零零八新年到来之即，我们收到梁先生的电子邮件，向大家报告
了张辉林获奖的消息，我们向辉林女士祝贺，也为 DACA 有她这样的会员而高兴。

----“中华公益人物＂奖---“2007 中华民族品牌与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调查活动＂于 2007 年 12 月 16 日结束并举行颁
奖典礼，天津开发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张辉林副会长荣获 10 大“中 华公益人物＂奖。此次获
奖的还有：长江实业集团董事长李嘉诚、中电电气集团董事长陆廷秀、世界和平慈善基金总会会长
张田、北京金源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 和平、重庆周立太律师事务所主任周立太、世纪金源集
团董事长黄如论、北京大学教授吕植、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北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等 9 人。本次调查活动历时 3 个多月，120 多万人进行了网上投票，最终评出上述人物。
参加评选“中华公益人物＂资格有：1、以非政府人士的身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履行社会义
务，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重大贡献；2、利用个人的时间、财力、物力和资源，长期参与和从事公益
事业；3、在公益事业上做出突出贡献、具有一定社会代表性；4、在社会上受到群众广泛好评，并
得到当地或社会认可；5、近几年对中国公益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或具有较大的影响力；6、侯选
人所在单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具有良好的社会美誉度。
辉 林副会长能够在众多知名度很高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足以显现了辉林副会长不俗的实力。
也表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协会在泰达地区较好的发挥了自己的影 响力和感召力，这个奖
不仅是辉林副会长个人的荣誉，也是协会的荣誉，更是我们泰达的荣耀，它认可了我们在公益事业
中不懈的努力，激励我们在新的一年中再接 再厉。

德頓華訊 84 期 !

11

January 2008

----天津市“海河友谊奖＂----

最好的肯定
李丹
日前，天津开发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张辉林女士，得到了天津市政府授予在津工作外国人士的最高荣誉奖
项——天津市“海河友谊奖＂。
该奖项，每年一次，由天津市外国专家局评选，旨在激励外国专家为天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多做贡献。9 月 27 日上
午，在天津市政府会议厅，崔津渡副市长亲自为辉林会长在内、这 10 位获奖外籍专家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并表示祝
贺。讲话中，他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天津发展的大力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获奖的 10 位专家分别来自不同领域，有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和学校管理工作的职业教育家，有跨国公司的高级经营管理
者，也有为国际同行所认可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专家。辉林会长，作为其中唯一一位“非专家＂获奖，事后她总是开心地
说：“拿到这个奖是我走运啊！因为公益事业不像其他领域竞争人选那么多……＂
大家都能听出，这是会长谦虚而幽默的说法。事实上， 2002 年她定居泰达，2004 年 1 月 16 日加入了刚刚成立的天津
开发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为不拿薪水的副会长。其间，她努力引进国际先进的志愿者管理和服务理念，首创国内
医院志愿服务先例，为开发区公益事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她的帮助和介绍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听说了
协会的名字、了解了什么是志愿服务，甚至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公益活动、支持慈善事业、成为向别
人无私奉献爱心的光荣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长期坚持到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看望、照顾“明天计划＂的孩子们，给
他们带去食物、衣物、图书，陪他们学英语、画画、看书……，每年资助 9 名孩子完成手术。伴随志愿工作范围逐渐扩
大，除医院、图书馆基地服务外，他们还走进养老院、走近残疾人，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在开发区，每当人们遇到生
活上的重大困难，首先就会想到协会、想到热心肠的辉林会长。所以，如今她获此殊荣，真可谓实至名归、众望所向！
2007 年的秋天，对于我们熟悉而喜爱的辉林会长，是一个满载喜悦和收获的季节。除了天津“海河友谊奖＂外，前不
久，她还获得了同样是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居留权＂。
同时拥有这两项荣誉，会长自己十分的感动。前者，因为她从并不注重自己的名利得失，所以她说，那个奖是颁发给整
个志愿者团队的，代表政府对民间慈善事业、公益事业给予了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代表社会对整个志愿者事业的鼓
励和肯定。她很欣慰。而后者，拥有到中国合法的永久居留权，证明自己拥有了和中国更贴近的距离，那么未来，她就
可以更好的身份、更便利的条件在中国从事慈善活动。她很幸运。
秋天收获，是因为春天的播种。同样，辉林会长获得来自政府的嘉奖、来自社会更多人的肯定，那也是因为过去几年中
她所做出的一切。
我们歌颂友谊、歌颂和平，同样要歌颂无私的爱，歌颂所有和张辉林女士一样拥有爱、付出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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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立三十年特别贡献奖---张辉林女士于 2004 年 12 月荣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立三十年特别贡献奖＂，表彰
她作为“天津开发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对开发区作的贡献。在她的带领下，
动员了居住在当地的来自西方，东南亚，台湾以及本地居民，发起了大量的社会服务活
动。
有十人被受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立三十年特别贡献奖。

Huilin received the award in Dec. 2004 for her contribution as 副会长. Thru her leadership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天津开发区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 She initiated numerous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by mobilizing local residents from western world, Southeast Asia people,
Taiwanese and as well as local citizens.
There were 10 receipts of TEDA(Tianjin Economical-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20th
Year Anniversary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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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禧，你怎麼就走了？
張輝林 07.8.19 寫于天津開發區
當我們還沉湎在崔寶硯痛失愛兒的悲傷中，許自寬又給我們傳來你不幸逝世的噩
耗，你倆怎會年紀輕輕就脫離塵世，歸返極樂？ 你們可知道白髮送黑髮，中年折翼是多
麼的令親人痛苦和哀傷？！阿禧，你的驟然離去，家庭的棟樑立時折了，讓孩子失了父
親，令阿英頓失依靠，這又情何以堪？
啊，照崔寶硯的說法，這都是上天的安排，神自有祂的旨意，既是這樣我就不多怪
你們了。阿禧，寶硯和蔭慶十分堅強，他們的宗教信仰讓他們認為他們的兒子只是早些
去了天家，現在正陪伴著自小疼愛他的奶奶呢！我也聽到你們家的情形，你在高爾夫球
場倒下的消息傳到家中時，阿英差點沒跟你一起歸去，這突如其來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
震得愛你至深的妻子六神無主，魂飛魄散，幸好德頓的好友們立刻前往照應，你的孩子
們也盡速歸來陪伴媽媽，你臺灣的家人得到通知將趕辦手續前來參加你 8 月 25 日的喪
禮，你一手創建的事業會由你的孩子和德頓的朋友們商議著將如何去繼續。。。你，有
這麼多好心人幫著，不用掛心，安心地離開吧！
阿禧，這幾天，在遙遠的天津，David 和你的音容笑貌不時地盤旋在我的腦海中，
對 41 歲的崔家孩子因我接觸不多，只有點滴的印象沒法兒多寫。可對你，因為阿英學車
的關係讓我有機會和你做過深入的交談，對你的聰明才智和慈悲幽默有了進一步的認識
和瞭解。 你創業所以能成功，淑堅和我認為是你除了聰明、努力、經驗豐富之外，還適
時抓住了時代的機遇。我們很高興看到你擁有屬於自己的事業並運行的很好，可惜你無
暇再顧，無力繼續了！
撇開你個人的成就不談，咱許久不見了，但一想到你，你都讓我想起你每次看到我
時說的相同話語還有你看我的神情：＂張老師，一想到你把我太太教會開車我就對你肅
然起敬，你實在很勇敢，很偉大耶！老實講，我自己可不敢教她！“ 這事要追溯到很久
以前，大約十幾年前吧，有一天，中文學校放學時，你的老婆，我的同事－阿英在走廊
上攔住了我：“張老師，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託你，我先生出差了，我想在他回來
以前把駕照拿到，讓他對我另眼相看，好嗎？！… 不好意思，我的學習執照只剩一星期
了。＂ 我看著面前操著臺灣國語的瘦弱女子臉上的虔誠，和企盼的眼光，我的憐憫和同
情心立刻升起，她讓我想起我曾經教過的十幾名學車者，他們經過我的幫助，能自駕車
輛接送家人和孩子出門，還方便自己上學、工作、就醫、購物、訪友…，最重要的是這
一張駕駛證不僅增強了他（她）個人的信心，給了他（她）出入的方便，還增高了他（她）
在家庭的地位，教會開車，一舉數得，何樂而不為？ 許多人都知道我對“弱勢群體＂向
來都是有求必應的，不認得的人我都幫忙何況阿英又是我們中文學校熱心教學的好老
師？“明天咱就開始練車，我去你家接妳？＂我這人向來性急，說做就做，一連十天，
我倆風雨無阻天天出門練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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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阿英學車沒有你想像的差勁和可怕，她是個認真又講求原則的人，可能是太過
追求準確和完美，花太多時間在探討方向盤應打的角度，倒車時該看左視鏡還是右視鏡，
座椅該前該後，要不要探頭出去確認方位…等等讓沒耐心的教練認為是麻煩，是幼稚，
是不可理喻的舉動！我知道阿英的毛病出在那兒之後，直接地告訴她：“阿英，忘掉你
以前在臺灣學車時教練要你背誦的口訣，不要怕，不要管幾度才可切入，學車不難，要
有信心，就用我的美國經驗吧，你一定會考上的。” 阿英相信了我的話，我先教她放鬆
心情，然後要她照我說的方法認真去練，結果，在你出差回來前她就把駕照拿到了！一
照在手，她神氣，你驚奇，全家高興可是真的！ 從練車開始，我成了你們家的常客，你
和阿英把我當成貴人，燒最好吃的菜，送最珍貴的禮，對我無為不至的招呼讓我感動不
已，在十多個被我教過的學生中，你們最為＂尊師重道“，也最有感恩之心，我們因教
車和學車成了無所不談的好朋友，這是始料不及的收穫！
其實和佳餚美味相比，和你夫婦倆聊天更是另類的享受！你舌燦爛花，論古又談今，
幽默加風趣；阿英的口才遠不如你，但她的率真純樸，她對你的信任和尊敬時時流露在
話語之中。 有一次晚飯後，品茶時突然提起外遇的問題，你告訴我你很佩服梁大哥，在
美女如雲的臺灣竟然沒有出事，很不簡單，讓你佩服得不得了! 我立刻追問若你在臺灣
會鬧緋聞嗎？“會，一定會！＂你毫不考慮地回答。“阿英，小心你的老公，別讓他回
臺灣喲！＂“不要聽他亂說，他不會也不敢的！＂阿英非常篤定並極有把握地回應我，
於是我轉問你：“阿英說你不會，真的不會嗎，阿禧？＂你當時開懷大笑搶著說：“我
一定會，美女當前而不變心才傻呢！＂我問阿英：“陳宗禧說他會變心，你說他不會，
到底我該聽誰的？＂記得當時你說聽你的，阿英說聽她的，我丈二金剛摸不著頭腦，只
好警告你不可花心，不可喜新厭舊，還曉以大義說糟糠之妻不可棄等等，並勸阿英儘量
別讓你回臺灣去發展，決不給你出軌的機會。事隔多年想起這件無頭公案我還是不知道
該相信誰，不過可以確定的事是：今後，阿英不用擔心你會做出任何背叛她的傻事，管
它是真或只是狼來了！
你一直是好心待人，學會了氣功之後到處幫人注氣強身。 有一次你去幫黃紀法老先
生夫婦健身時，我正好在場，你運氣之後他倆能感受到你的力道在他們身上產生了磁場，
覺得有股熱流通過身體，很舒服。 他們一做完我也要求你幫我試試，你運了許久的氣，
面紅耳赤外加汗流浹背，可我身體一直沒有任何的感覺，你看我氣定神怡，絲毫沒有“受
氣＂的樣子，你知道不能繼續白做功夫了，於是你開玩笑地對我說：“張老師，很少有
人像你一樣身體好到無氣可入！＂ 我很抱歉沒能接受你的功力，卻喜歡聽你叫我張老師
的聲音，它既是尊重也十分親切！
除了練功，你還吃素，為了讓大家知道素食的好處，瞭解素食和人體健康的緊密關
係，有一個週末（我還在德頓的時候）
，你花大錢包下一個餐廳宴請了一大幫子認得或不
認得的人去品嘗美味的素食，飽餐之後，來賓們不僅對健康和素食，素食和健康這兩個
主題有了基本的認識，對你和阿英的用心和盛情卻感激不已！茫茫人海，泛泛眾生也只
有你們會用這種方式來教育大眾，來關注人們的健康。 阿禧，你，讓我們懷念，十分地
懷念；你走了，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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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chool for Learning Chinese
Pam Conger-Cox
On Nov. 16 the new Oakwood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celebrated its 1st Open House. Special
guest A Fu Hong demonstrated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brush painting for OCLP students and
families. Another featured guest, Yu Feng Wang introduced Mr. Hang and translated. DACA
president Ted Zheng and past president Kefu Xue were also on hand with word of encouragement
for the students. OCLP Students aged 5 through 17 from four classes performed Chinese poetry
and songs. OCLP (an Ohio non profit corp.) was formed by several parents who wanted to intensify
their children's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se parents, not native speakers themselves, felt that once a week was not enough even at the
excellent Chinese schools in Dayton.
OCLP has 20 students in four classes. First is the
Immersion program, which meets five mornings a week for three hours. There are also two
beginner and one advanced after school classes. OCLP is currently planning summer culture
camps. They are looking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dancing, music, language and
calligraphy for this program.
Anyon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or attending should contact Pam Conger-Cox at 937-293-9232.

Pictured: Clara Minardi, Shang Shang Hary, Mariam

Sutch, Madeline Cox, Phoebe DuPuy. Sarah John, Anna
McCarty, Jordan Quinn, Sofia DuPuy, Hanah Burneka.
Emmaline Bennett, Evelyn Shafer, Agatha Shafer,
Cate O'Malley ,Grace O'Malley, Alicia Cox,
Stephanie Hemmelg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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