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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与圣保罗互赠友好城市礼物
“花生雕像”揭幕仪式在洋湖湿地公园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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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长沙消息：10
朋友们，
你们好！
月 9 日上午，圣保罗市
我 是 Jeff Jiang，自
代表团一行来到长沙，
从 我 1997 年 到 明 大 就
与市外办、先导控股集
读 ，并 随 后 一 直 留 在 明
团共同为漂洋过海而来
州 工 作 和 生 活 ，我 有 幸
的“ 花 生 漫 画 雕 像 ”揭
结识了很多宝贵的朋
幕。明尼苏达州参议员
友 。 你 们 中 间 ，有 很 多
侯主福、圣保罗市议员
人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明
陶岱、明州中国友好花
州反族裔细分的集会和
园协会主席苗丽莲、美
活动中和我一起并肩战
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总领
斗 过 ，有 的 在 不 同 的 华
事傅杰明，市外办副主
裔社区公益活动中和我
任孔亦平，先导控股集
一 起 服 务 过 ，有 的 参 加
团党委委员、常务副总
过我之前主办的职场讲
经理危建新、洋湖公司
座 ，有 的 更 是 早 在 明 大
及湿地公司执行董事、
就相识，一起等过校车、
总经理何小生等领导出
住过 CTC，还有的朋友，
席了揭幕仪式。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或交
揭幕仪式在洋湖湿地 谈，
但看过、转过我写的关于反细分的文章。
下转 A11 版
科普馆举行。市外办副
主任孔亦平、美国驻武
汉总领事傅杰明、先导
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常
务副总经理危建新分别
致辞，对远道而来的外
国友人表示热烈欢迎。
危建新表示，洋湖湿地
公园和圣保罗费伦公园
互为友好姐妹公园，让
长沙和圣保罗市的友好
交往在民众层面有了承
载点，对深化长沙和圣
保罗市的友谊具有深远
意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侯主福在致辞中对此前洋湖湿地公园赠送的“湘江亭”赞不绝口，
表示看到“湘江亭”就仿佛来到了中国。随后，美国驻武汉总领馆代表李孔孟向圣保罗代表
许倩声乐坊《第九届学生演唱会》带给大家声乐审美上的尽兴享受，
至今仍还
团转交了全国友协颁发的中外友城交流合作奖；圣保罗市代表团向先导控股集团赠送了友
好礼物。
下转 A9 版
值得回味。在以金钱作为人生货币的今天，
精神生活的价值如
何估 算？遗憾世上并不流通精神货币。谨以
本篇记叙文试作精神
货币对许倩师生表达
真心的谢意。
下转 A18 版

邀君舞台同乐

敢叫大地飞歌

明州最低价

各种泡面、
老干妈调料

各种新鲜蔬菜 豆腐、水饺

活龙虾
‘活大蟹、新鲜的蜗牛
马尼拉蛤蜊，
zazor 蛤蜊

各种新鲜猪肉、牛
肉、鸡肉特价供应

供应各种火锅用
牛羊肉、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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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贷款

华人首选

1864 Berkshire Ln N Plymouth，MN 55441
NMLS # 327874

您 知 道 吗 ？

LICENSEN & BONDED

● 美西贷款是明州是明州华人自己拥

●连年放款业绩及质量奖励
（with preferred lenders）

有的贷款公司

●高效，准时，诚信

有的客户支付 Closing Costs

●最高华人市场份额

● 我们通过 Lender Credit 为几乎所

●按时轻松过户

● 美西贷款收取极低佣金（多为银行

●提供零费用及低费用贷款

（Purchase and Refinance）

●自住或投资

●1%最低首付

●2nd Mortgage up to 90%

支付）, 是当地最有竞争力的贷款公司

颜 林
Lin Yan

之一

NMLS#327834
952-400-6881(Dir)
651-428-0889(Cell)
lyan@uswestfinancial.com

利率查询：952-400-6888

● 您的一个电话可能会为您节省数千
甚至上万美金

传真：952-400-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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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新闻 A03

明 州 新 闻 和 报 刊 摘 译
Klobuchar 是那种喜欢为两党合作辩
护的政治家，即使在超党派时代也是如
此。
在公告中她表示：将“恢复清洁能源
规则和汽油里程标准，并在上任的头 100
在曾經作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的 12 天出台全面立法，投资于绿色就业和基础
年中，Amy Klobuchar 已经建立了一个机 设施”；
并重返国际气候协议。
智、勤奋、实用主义的名声：
“ 隔壁的参议
她主张制定常识性枪支法，为富人堵
员”。现在，Klobuchar 正在竞选总统。有 住税收漏洞。做出诸如‘单一付款人’医
理由认为她是一个认真的竞争者。
疗保健和“取消移民”，以及（改革）
“海关
Klobuchar 很受选民欢迎。现年 58 岁 执法”等重大承诺。
的她，正在参议院做她的的第三个任期
她没有签署“全民医疗保险”和“15 美
—— 她 以 压 倒 性 优 势 赢 得 选 举 。 她 在 元的最低工资”提案。她支持全民医疗保
2018 年以 26 个百分点领先共和党对手 健和更广泛地降低药品价格。她对贸易
Jim Newberger 而得以连任，其中包括总统 的看法更中路。她对大学负担能力的回
特朗普在 2016 年所赢下的 43 个县。
答不是免除学费，而是一个叫做"红色法
她擅长零售政治，她每年都會访问所 案"的学生贷款再融资提案。
有明尼苏达的 87 个县。她還告诉记者：她
在移民问题上，她是“试图与特朗普
可以筹款。她曾经让她的前男友为她的 达 成 妥 协 ”的 两 党 参 议 员 小 组 的 成 员 。
竞选活动捐出 17，000 美元。
Klobuchar 正在兜售她与共和党参议员发
但她也面临着挑战。在民主党优先 起的一项提案，该提议将允许人们使用税
考虑的问题中如：全民医疗保险、免学费 收优惠的储蓄账户来支付教育费用。诸
大学、15 美元的最低工资等，——Klobu⁃ 如技能培训等费用。她的候选资格可能
char 明显很安静，她赢得了温和派的名声。 集中于“实用主义”。她的愿景是正在崛
她最近也因涉嫌虐待员工而成为头 起的进步派的愿景，是民主党选民想要去
条新闻——这一点一直困扰着她。2018 的地方。
年，Politico 使用员工更替数据将她列入
“我没有政治机器，”Klobuchar 在发表
“国会最差老板”名单。上周，HuffPost 和 演说的最后几分钟说。
“ 我不是来自钱。
Buzzfeed 引用了匿名员工的话，描述她的 但我有这个：
我有勇气。”
“恶劣”和“古怪的行为”，比如‘深夜的电
現在距离明年大选还有 13 个月，上個
子邮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Klobuchar 威 月總統特朗普在明州競選時曾表示“2020
胁要解雇一名员工，包括该连锁店的几位 会赢下明尼苏达州”
。
同事。
Klobuchar 将与她的许多参议院同事
特朗普 10 月份在明州
对抗——包括像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和
搞競選活動回顧
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这样的火种品牌，他
们拥有全国知名度，而她缺乏这些。如果
特朗普的支持者 10 月 10 日上午在明
她在参议院的职业生涯表明她打算参加
什么样的竞选活动，那么 Klobuchar 的参选 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开始排队，提前数小
将给选民一个选择：他们想要一个实用主 时等待进入特朗普竞选集会场地——Tar⁃
get Center。其中一些支持者于周三晚上
义者还是一个革命者？
她在明尼苏达 Plymouth 长大，上过耶 抵达市区，一些支持者在天桥里排队，另
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她的家人 一些支持者在大街上，在雨中挥舞着支持
是斯洛文尼亚后裔。是的，她会开玩笑 特朗普的旗帜。
这是特朗普遭遇众议院的弹劾调查
的。她是一位教师的女儿，父親也是明州
后举行的第一个竞选活动。特朗普的儿
著名的专栏作家——Jim Klobuchar。
在参议院之前，她被选为 Hennepin 县 子 Eric Trump 和副总统彭斯夫妇也一同参
检察官，相当于州检察官。在那里她努力 加了集会。
副总统彭斯在台上发表简短演讲。
使‘酒后驾车’成为重罪。2006 年，她以 20
他说，
特朗普总统每天都在实现他的竞选
个百分点赢得她的第一个参议员竞选，成
承诺，
为美国人而工作，但面临的却是无
为明州的第一位國會女参议员。六年后，
休止的调查。他还表示，
华盛顿需要多一
当共和党横扫全国选举时，她以 65%的得
个四年来
“抽干沼泽”
，
现在轮到美国民众
票率赢得连任，她甚至赢得了保守派的拉
为特朗普而战，大家共同发出支持之声，
布斯·巴赫曼选区。
她 2018 年以很大優勢竞选连任成功， 以信念来支持他。
晚上 7 时 45 分，特朗普身穿蓝色西
甚至不被认为是一场真正的竞选。现在，
装，
打着红色领带，
现身于可容纳 2 万人的
她是规则委员会的最高参议员，她在做出
塔吉特中心体育场。观众以
“再来四年”
改变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她
的呼声，
迎接特朗普的到来。
的作爲，第一位在任职期间分娩的参议员
他说：
“我们这里有 20,000 人，创了纪
塔米·达克沃斯（D-IL）可以把她的新生儿
录。25,000 人在外面等待。”
带到参议院。
在特朗普访问明尼阿波利斯之前，当

Amy Klobuchar 竞选下届总统:
她曾以巨大优势赢得
從政以來的多次选举

地市府官员推出限制警察穿制服参加政
治性的竞选集会，警察工会对此进行了抗
争。警察工会在集会场地外售卖写有“警
察为特朗普”的 T 恤衫，很多入场观众穿上
该 T 恤出席集会。
特朗普在集会上率先提及了国会众
议院民主党发起的弹劾调查。他说，有媒
体在 2017 年他宣誓完做总统的 19 分钟
后，就写出了要弹劾新总统的信息。民主
党和媒体使用污蔑、监视和传唤的方式，
在摧毁这届政府官员，这对于美国来说是
非常糟糕的。
“ 我现在所经历的弹劾政治
迫害……不能让其发生在另一位总统身
上。”
他也提及了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军
队获得重建，健保改革，美国第二宪法修
正案等，并提到了当前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的进展、美国回应土耳其袭击库尔德人的
三个选项，以及从叙利亚撤兵等最新外交
政策。
最近几个月，特朗普多次预测他将在
2020 年赢得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州处
于铁锈区，这些传统老工业区的经济，因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而有所改变。
特朗普在集会上批评了代表明尼阿
波利斯的民主党新科众议员 Ilhan Omar。
说 Omar 是“讨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她
“对 9 月 11 日我们国家遭受的恐怖袭击轻
描淡写”。Omar 是出生于索马里的穆斯林
女性，后归化为美国公民。他认为，他能
赢得明州的选举，共和党人也一定能在选
举中战胜像 Omar 这样的民主党议员。
2016 年，特朗普以微弱劣势在明尼苏
达败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自 1972
年以来共和党人就没有赢过明尼苏达。

众院通过弹劾调查特朗普决议，
明州民主党议员
Collin Peterson 倒戈
据报道，10 月 31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程序决
议案。大多数议员按自己的党派作出选
择，只有两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该决议
案，而共和党方面则没有一人投出赞成
票。
报道称，脱离党派投了反对票的两位
民主党人，分别是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
Collin Peterson 和 新 泽 西 州 国 会 众 议 员
Jeff Van Drew。
报道称，他们的选择并不意外，两人
最初都没有公开声明支持对特朗普进行
弹劾调查，最多只表示过对此有条件地支
持。他们代表的选区也是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拿下的选区。
Peterson 称众议院对该决议进行“不
必要的”投票，并表示“除非提出所有事
实，
否则他不会就弹劾作出决定。”
他在 10 月 31 日发表声明称：
“弹劾过
程仍然是无可救药的两党分裂。几个月

尼爾森律師事務所

来，我一直在倾听两方面选民的意见，而
上个星期的弹劾呼声激增只是让我看到
了我国目前的实际分裂的程度。”
。
“我对闭门取证的调查方式有一些严
重的担忧，并对未来采取一个开放，透明
和公平的程序表示怀疑。在没有参议院
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走这条路是错误
的。”
民主党人称，进行投票是为了回应共
和党人的批评，即民主党迄今的调查是出
于党派动机在秘密中进行，并否认了总统
的正当程序。决议将授权情报委员会发
布过去采访的笔录，并赋予共和党人更多
权力，包括传召证人。另一方面，没有一
个共和党人倒戈。

圣保罗市举行
“3M 青年科学家挑战赛”決賽
据报道，一年一度的“3M 年轻科学家
挑战赛”近日在明尼苏达圣保罗市举行，
有 5 年级至 8 年级的数百名学生参与。经
过两天的竞逐，并与世界知名科学家进行
1 对 1 合作，14 岁的八年級學生 Kara Fan
发明了一种纳米颗粒液体绷带，击败了其
余 9 名进入决赛的选手，获得了 25,000 美
元的奖金。
Fan 在得知自己获胜后表示“惊讶”和
兴奋，她指出，自己的发明很重要，因为它
能减少抗生素的“过度使用”。范还说，她
从该项目中收获到，与他人合作有利于取
得重大成果。
报道称，除了夺冠的 Fan，其余 9 名决
赛选手也有很多惊艳创意。
排名第二的 Caroline Crouchley 开发了
一种新型火车，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
燃料。她强调，全球每年有 400 万儿童因
汽车和卡车造成的空气污染患上哮喘，她
希望借此发明，防止更多新增病例的出
现。
此外，另一名入围学生 Faraz Tamboli
发明了一种支持手语和语音互译的设备，
他的灵感来自父亲。据称，他的父亲在小
时候遇到了一名有发声障碍的孩子，他们
之间无法交流，因此坦波利思考了如何通
过识别手势，突破手语交流与语言交流的
屏障。
据介绍，在这项比赛的往届优胜者
中，有人受到了美国总统接见，有人在国
会上发表讲话，还有人入选了《福布斯》
“30 岁以下 30 人”名单。

-- 雷思晋编译

請老人看護
住白熊湖区（white Bear Lake)，
需要
一位有爱心耐心 50-60 女士看護能
自理老太太，
包吃包住，
詳談請打 651-707-6421 朱丽

劉代書服務事務所
优秀快捷服务，
费用低廉

社会局保障残疾福利
劳工车祸受伤赔偿

格雷格 纳尔逊
律

师

明尼苏达州的劳工工伤赔偿法律，
你有资格获得福利
和补偿。如因车祸受伤，你有资格得到保险公司赔偿。
如果你严重生病或受伤成为全身或部分残障不能工作，
你
有资格申请社会局的残障福利。但是社会局的系统及规
则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往往很难申请到伤残福利
•替你申请应得的利益和赔偿，你的情況，
资料和案
件是绝对保密的
•不收费用直到你得到福利和补偿，
沒有得到福利和
补偿不需付费
•1982 年开始，
有 30 年以上专业的经验，
我们了解你
的需求，
提供捷快和卓越的服务

如果你要資料或有疑問，
或需要代表陳述，
請致電 中文：
(612) 760-7302

刘蓓华 代书
30 多年丰富的经验

• 翻译——
文 件 ，医 院 治
疗，
法院出庭，
劳工
车 祸 受 伤 ，保 险 公
司联络沟通。
• 代办——
同 意 离 婚 ，遗
嘱 ，成 立 公 司 或 餐
馆, 商 业 执 照 ，买 卖
契约，
投资或增资
• 协助解決
——
信用卡债务，
联邦或州稅债务，
私人的债务

請致電 (612) 760-7302

A04 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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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服务中心启示

1.华人社会服务中心老年部活动：
我们下次的老人活动在 11 月 23 日。我
们请姜伟业先生讲他的竞选明州议员活动，
这是明州华人的骄傲。 我们还请了人口普
查工作人员 Chou Moua 来给大家介绍人口普
查工作。我们还介绍 Medicare 的计划给那
些退休老人，没有政府医疗 MA 者。地点还
是在华夏之家，时间是：11 点到 2 点。请大
家开始报名，尤其是需要交通的老人，更需
要提前告知。联系人：李怡：952-200-8972.
Email：yiliyou@msn.com

要是有政府医疗补助的老人提供家庭护理
服务。请有保险的老人联系我们。我们也
酌情为 Medicare 老人服务。 有需要的老人
请联系我们。我们也希望想做护工工作的
人士联系我们，待遇从优。请联系：李怡女
士, 电话：952-200-8972，Email: yiliyou@msn.
com
5．社会服务项目：
自从华人社会服务中心成立１４年以
来，我们为华人社区提供无数免费服务，包
括移民咨询等。所以使我们的资金一直捉
襟露肘。最近，经由董事会的讨论，我们对
一些服务项目定了一些收费原则。如：帮助
2. 公民英语班：
公 民 英 语 班 开 始 上 课 。 上 课 地 点 在 填公民表：收费 50 元，帮助填移民申请表：
Edinal 老人公寓：7151 York Ave S. Edina MN Ｉ－４８５／Ｉ－１３０，收费 120 元，帮助
55435. 联 系 人 ：李 怡 ：952- 200- 8972 填换取绿卡等表收费 35 元。
最近又有一些热心人士对我们慷慨解
Email：
yiliyou@msn.com
囊，如：何之霓女士（萧太太），蒋永秋教授，
谢畅女士，姜伟业，吴巧明先生，柳钟诚，林
3. ＭNsure 的申请
华人社会服务中心从２０１３年１０ 英女士。 针灸诊所：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Ａｒｔｓ。
月开始帮助大家申请，现在继续帮助人们申 ｔｉｏｎ
最近，
我们收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寄来的捐
请ＭＮｓｕｒｅ。
联 系 人 ：李 怡 ：电 话 ： ９５２ － ２０ 助。一共３４０多元。是数位热心人士慷
０ － ８９７２， Email: yiliyou@msn.com 慨解囊的结果。但没有留名。我们向这几
路凯： 电话：６１２－９６５－０２４８， 位无名英雄致敬。 我们会给所有赞助人
出 收 据 。 以 做 抵 税 证 据 ，支 票 抬 头 写 ：
Email： Vanxx024@umn.edu
CSSC。 办 公 室 地 址 ：4111 Central Ave NE,
或牛重然：Email：
niuxx107@umn.edu
Suite 200A, Columbia Heights MN 55421。鸣
4．家庭护工服务，我们继续为老人，主 谢。

明州说书人---张美琪
说书人：张美琪
不知什么时候 ，
我成了一个说书人，
一个织梦者和一个“骗子”
。
我会给你讲述一些古老的故事，
亦真亦幻，
通古博今，
信不信全由你自己，
而现在，
“它们”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些故事就像三山五岳一样古老、
像黄河、长江流经我们出生的土地一样绵
长。
我可以在衣衫褴褛的农民当中，
和衣着华丽的国王的家里讲述，
我不需要金银财宝，
只要每个听众有一双好耳朵，
你们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
它能燃烧🔥你破灭的希望、
帮助你忘掉所有的悲伤。
当你静下心来，
听到结束，
明天就能笑着面对你所有的烦恼。
因为当你克服心理障碍，
迎难而上，
咒语就会破灭，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的故事是传下来的，
所有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大师们，
当他们找不到徒弟，
都会把这个
“礼物”通过我来传递！
你们的祖父母也许亲耳听到过这些故事。
当说书人为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放下他们手中的包袱，
听书的人们曾给了他们一些报酬。
这些故事是永恒的，
他们永远不会变老。
因为每一次讲述，
故事里的人都会重生。
这些属于中国的最古老和最根本的东西，
是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不幸的是，在物欲
繁华的今天，人们的脚步太快了，这就是我
担当此重任的重要原因，而我将在明州常
青老人中心，把他们的故事燃烧后，重组，
再继续流传…
欢迎各界朋友周一、周三、周五 12:45-1:20
到常青老人中心现场听我说书：月票 35 美
元/次票 5 美元。
中心负责人吴玮（Sally Wu）
电话：952-465-1704
中心电话：
763-231-8898
地 址 ：800 Boone Ave. N. Suite 150. Golden
Valley, MN 55427
邮址：swu@hhcare.net
网址：www.ladcm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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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宽窄餐馆-Dida 联合地产公司特别赞助

关于评选第三届华兴杯
《 明 州 华 人 之 光 》的 通 知
《华兴报》自 2014 年起开展评选第一届华兴杯《明州华人之光》，
由明州著名人士朱黎惠明当选！自 2016 年起开展评选第二届华
兴杯《明州华人之光》活动，
明州著名人士萧何之霓当选！现在开
展评选第三届华兴杯《明州华人之光》评选活动启动：由《华兴
报》和明州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办，明州宽窄餐馆-Dida 联合地产
公司特别赞助！
推选的标准是：
1。在明尼苏达州或曾经在明尼
目前提名如下
苏达州工作过，生活过，学习过
1.胡耀武；从事艺术创作，
推进中美艺
的华人或
术文化交流，
成绩斐然。
华裔人士。
2.裴有康（David Pui）明大教授，美国工
2。促进中美各层次发展交流
程学院院士。促进中美科技交流与合
3。在所在领域有突出贡献
作。
4。服务中美社区
3.蒋咏秋 99 岁，多年来一直为中美友
5。有特别感人事迹
好而努力 。
6。是大家尊敬的典范和楷模
4.李宗琦 多年来无私服务社区
候选人要有 5 人以上提名。
5.李 怡 多年来无私服务社区
第三届华兴杯《明州华人之光》
6.谭汝谦 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贡献
评选活动最多可以提出 10 名候
卓著.
选人。
提名候选人的截至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31 日。最后确定第
三届华兴杯《明州华人之光》获奖者的日期是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提名方式：
电话：
651-644-4294；电话：
651-387-0234；
微信：
Ch77289 电子邮箱：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好房出租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
，床铺被褥（双床一个皇后床
双床一个皇后床，
，
一 个 单 人 床）
床），家 具 齐 全 ，靠 近 轻 轨 ，领 包 入 住 ！ 包 水 电 暖 网 路 ！ 月 租
850！
850
！ 9 月 1 日 - 3 日 入 住 。 电 话 ：612
612- 845
845- 3677
3677;; 信 箱 ：chinatribune
chinatribune⁃⁃
us@gmail.com
● 圣 保 罗 华 兴 书 店 楼 上 三 室 房 出 租 ，床 铺 被 褥（双 床 两 个 皇 后 床 ，一 个
Fullsize 床），厨 房 、卫 生 间 家 具 齐 全 ，靠 近 轻 轨 ，领 包 入 住 ！ 包 水 电 暖 网
路 ！ 月 租 1250
1250！
！ 11 月 15 日 入 住 。 电 话 ：612
612-845
845-3677
3677;; 信 箱 ：chinatribune
chinatribune⁃⁃
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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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
月常青老人中心成立，
，
填补了明州历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 。今天
史上尚无华裔托老所的空白。
今天，
，常青老人中心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18000 平方英尺室内场地和 7000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
平方英尺户外活动场地
、拥有可供 400 人同时用餐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
的大型商业化厨房
、20 多台接送会员车辆
多台接送会员车辆、
、30 名工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作人员和多名外聘教师的大型华裔托老机构
。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
中心常年设有国画班
、书法班
书法班、
、舞蹈班
舞蹈班、
、唱歌
班 、英文班
英文班，
，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
聘请了明州最好的知名老师授课，
，国
画、
书法、
书法
、
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
英文等班设有高级班和初级班
。
中心经常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
与其他社团和来自中国的团体联谊联欢
；
多次成功
举办了画展、
举办了画展
、
书法展，
书法展
，
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会员们的才艺受到广泛好评
；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
多次举行了兵乓球赛
、扑克赛
扑克赛、
、麻将比赛
麻将比赛；
；合唱团
合唱团、
、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
舞蹈团经常参与社会活动
；
经常举办专家名人有关
法律、
法律
、医疗
医疗、
、文化
文化，
，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
生活常识等知识讲座；
；举办丝网
花班、
花班
、八段锦班等
八段锦班等。
。中心聘请电器专业人士为会员
安装电脑和 ipad
ipad。
。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
中心在会员中建立了健康、
、歌舞
歌舞、
、
英语、
英语
、钓鱼种菜
钓鱼种菜、
、国画
国画、
、书法等六个微信群
书法等六个微信群，
，并把业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
界的专家能人请进微信群里作具体指导
，
及时发送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
最新资讯以及解答问题和解决困难
。
中心的关怀渗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透到了会员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
中心的娱乐项目包括兵乓球
、台球
台球、
、象棋
象棋、
、麻
将 、卡拉 OK
OK、
、BINGO
BINGO、
、CASINO
CASINO、
、YMCA
YMCA、
、郊游
郊游、
、游船
游船、
、
垂钓、
垂钓
、野餐烧烤
野餐烧烤、
、购物
购物、
、种菜
种菜、
、逛公园
逛公园、
、逛商场等
逛商场等。
。中
心的图书室有中文报刊杂志及图书 2000 余册
余册。
。
逢会
员生日、
员生日
、
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
、
美国国家节日，
美国国家节日
，
中心都设盛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宴载歌舞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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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老人中心
Legacy Adult Daycare Center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
中心高度重视饮食的营养健康
。
专职营养师和
养生师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制定出营养丰富搭配合
理的食谱，
理的食谱
，
由具有多年餐馆烹饪经验的专业厨师精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
心烹制可口的早餐
、
午餐。
午餐
。
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
主食有手工白面馒头
、
全
麦馒头，
麦馒头
，
花卷、
花卷
、
包子、
包子
、
油条、
油条
、
面条，
面条
，
白米饭、
白米饭
、
糙米饭。
糙米饭
。
菜
品丰富。
品丰富
。
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
有用非转基因大豆自制的豆浆
、
豆腐脑。
豆腐脑
。
中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心千方百计地让会员吃得开心吃得满意
。
中心接送会员时间控制在 1 个小时之内
个小时之内。
。中心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
每天发车前往超市
，帮助会员买菜购物
帮助会员买菜购物。
。每天有理
发服务。
发服务
。每周有针灸和按摩
每周有针灸和按摩，
，中心的针灸师刘博士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具有几十年的从医经验
。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
中心的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密切
。
每一位员工乐
观热情，
观热情
，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对会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能用不同的方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言跟会员沟通交流
。
中心有其他服务，
中心有其他服务
，
如文件翻译、
如文件翻译
、
就医预约、
就医预约
、
交通
预约、
预约
、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
代填福利申请表和其他各类表格。
。提供有关
医疗、
医疗
、保险
保险、
、移民
移民、
、公证
公证、
、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和推荐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信誉好的专业机构。
亲爱的老年朋友，
亲爱的老年朋友
，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欢迎您加入常青老人中心！
！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
如果您在入会申请过程中遇到疑问或困难
，
我们将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
乐意为您答疑解难
，整理文案
整理文案，
，并邀请您参加中心
的免费活动。
的免费活动
。总之
总之，
，
“ 您给常青一次机会 ，常青给您
十分惊喜”
十分惊喜
”
，
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这惊喜让您感受到常青这里充满温暖
、
和睦、
和睦
、
真诚、
真诚
、
欢乐和无尽的爱。
欢乐和无尽的爱
。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

中心负责人 吴玮（Sally Wu）
电话：
952-465-1704
中心电话：
763-231-8898
地 址 ：800 Boone Ave. N. Suite
150. Golden Valley, MN 55427
邮址：
swu@hhcare.net
网址：
www.ladcm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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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装修公司

本公司明州政府注册

价格公道 信誉第一 诚信可靠
技术精湛 欢迎来电 免费估价
请电：651-208-9818 (刘先生）
▲ 诚请有装修经验和愿意做装修工作的师傅

吉利装修公司
家庭住宅，办公楼层；餐馆店铺，
旧房翻新；门窗阳台，厨浴地库；
吉利装修公司以亲切、信誉、诚信、经验，价优及精湛的技
术为本公司的服务宗旨。欢迎来电，免费估价！
国语专线：952-457-1047 刘

伟记工程 专营中文电视
Directv 翡翠台
明州华人代理 中央台及东森代理
及安装强力抽油烟机
电话：
612-991-0930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jssnjszxl

China Tribune

旭日法律事务所
免费咨询电话：651-285-0634（中英双语）651-230-3762（福州话）
地址：161 Saint Anthony Ave Ste 1008, Saint Paul, Minnesota 55103
网址：www.sunrisemnusa.com

移民部 商务部 翻译部

木工泥工 地板地毯 地砖墙砖
旧房翻新 门窗阳台 餐馆装修
厨浴改造 内外油漆 庭院美化
投资房屋 经验装修 上市房屋 精美包装

投稿：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广告：
651-387-0234
微信：
Ch77289

婚姻绿卡($600 起) 十年绿卡 绿卡工卡申请/转换/补发
公民入籍/培训 亲属移民 境内调整身份 移民/非移民签证
结婚注册 公正文书 法院/政府文件查询 律师推荐等等
公司注册 公司更名 网站设计 公正文书 公司对接
商务陪同 中美投资 商务考察 展会地接 美国客服代理
公司执照 营业执照 酒牌申请 招牌许可 按摩执照等等
书面笔译 公正翻译 法律翻译 口译/代书 移民局翻译
商务口译 学校口译 医院口译 驾照考试翻译(包考过)

私人翻译助理服务:

（没有翻译时间和内容长短限制，随时随地通过电话或
微信为您翻译，让您的生活和事业不再受语言的限制）

旭日法律事务所是一家专注于法律协助和商务的翻译公司，提供价格公道的法律协助服务。我们不是持照律师也不提供法律建
议或对法律建议进行收费。我们没有权限在法院、美国移民局和移民上诉委员会代表当事人。We are not attorneys licensed to
practice law and may not give legal advice or accept fees for legal advice. And we are not accredited to represent you before
any courts,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and the immigration board of appeals.

精 通 空 调 维 修
专业维修住宅、空调、
热水器；餐馆抽气
机、回风机；大小冰箱、冻箱、制冰机；
烤箱和各类厨房设备。
请电：612-308-1277 （郑先生）

精诚装修公司
详见本报 B10 版

651-505-8888 (王先生）

明亮装修公司
地下室装修 厨浴改造；阳台凉棚、
地板地砖；内外油漆 木
工门窗；屋顶翻新、
餐馆店铺；以及各种房屋设计！
明亮公司有专业的木工，
本公司信誉第一，质量第一，竭诚
612-910-3299 崔师傅
为顾客服务。请电：

网址：mingliangremodeling.com

专业 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设备
专业维修冷气、暖气、冰箱等
设备。612-513-3468（邱先生）

双城装修公司

修车 洗地毯
Jim 612-819-8128
华兴书店新到 野生灵芝粉
每盒 45 天服用量，
仅售$45。

野生灵芝延续千年的养生仙草 灵芝破壁粉，冲泡喝，
抗
“三高” 抗癌
症，保肝解毒，增强免疫力！用与：体弱多病者 / 三高人群 / 睡眠不佳，亚
健康人群 / 肿瘤患者 / 对抗慢性支气管问题等，
长期食用后均有显著效
果。喝 2 克破壁灵芝粉，
相当于 20 克灵芝煮水，
高效吸收！

餐馆店铺、
民房装修；
门窗阳台，
厨房浴室；
水电安装、
地板地砖；
美化庭院、
大小工程；
处理垃圾树枝 国语或广东话
请电：
612-644-5517

T&J 装 修 公 司
家庭，
餐馆，办公室装修 价格公道合理，
陈基础：917-669-1175，
陈基建：646-508-1598
www.tnjdeco.com

China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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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新参，野山参（人工移植）
野山参（野生）参场直接进货！物美价廉！

办 理 10 年 签 证 代 取 护 照
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快速办理 10 年签证、绿卡延期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个
人 和 团 体 的 廉 价 机 票 。 购 票 电 话 ：上 午 ：651387-0234；下午：651-644-4294

新到 2017 年新参、长枝、短枝、珍珠参、泡参、野山参（人工移
植）野山参（野生 10-30 年以上）参须、参枝、参粉等。参场直
接进货。物美价廉！质量价格比纽约芝加哥任何人参经销商
物美价廉。新到四年参须 $75/Lb；大节$85/Lb；

时间保证 安全可靠 万无一失 成本收费

为满足广大华人回乡探亲送礼的要求, 本店花旗参季节性降价. 买

公告：明州《华兴书店&报社》全面办理各国公民去中国、香港、台湾，日
本、加拿大的签证、单身证明、离婚证明、健在证明、委托书大使馆认证
并代取新办的中国护照和签证的美国护照，绿卡延期等业务，
明州和芝
加哥均有专人负责，万无一失。普通办理时间约需 10 至 15 个工作日；
加急 5-6 个工作日，3-4 个工作日。提供 48 小时、72 小时、96 小时加
急签证、认证等服务。详情及所需表格请到网上查询：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
请将要办理的护照及有关材料送往或寄往：
《华兴书店&报社》
China Tribune 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644-4294 651-387-0234；
传真：651-644-4295 651-415-0130
网址：http://huaxingbao.com/

三磅以上 25%,买二磅以上 20%，买一磅以上 15%。 截止日期
2019 年 9 月 30 日；四年一级参须$75 大节$85。
地址：
华兴书店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咨询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周一、
周二、
周三（休息）、
周四、周五
中午 12:00 至晚 5:00
周六周日中午 12:30 至 晚 5:00；

老字号中餐馆在明尼阿波利斯，
交通方便，
生意旺，
租金便宜。
店主退休，
便宜出售。
意者请电：
612-824-5354;
651-486-8098

美国中医学院
诚聘前台

招聘帮厨
打杂

买人参野山参
请去华兴书店

Stillwater 中歺馆诚请
帮厨和打杂全天或半
天均可，可以安排住
宿，
有意者请电：
6514397801
手机 6512399927

此优惠价格到
2019 年 11 月 30 日止

另外还有 16 盎司和 6 盎司、2 盎司精装盒销
售。5 磅以上双城地区免费送货。

营业时间：星期日中午 1:00 至 晚 5:00；
每周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六中午 12:00 至晚 5:00 周三休息

餐馆出让

散参 25% Off

盒装，
散
装，
自用，
送礼，
孝敬
老人！保
质保量！
物美价
廉！多年

Lucky 餐馆请人

餐馆出售
位于圣保罗中餐馆出售，
生意稳定，
设备齐全，
租金
便宜。因店主搬家，
便宜出售！

老参，
货真价实！

批 发 零 售

意者请电：
651-235-7135

CRICKET 新 开 中 餐 馆
（West End Blud St.Louis
Park MN)。
诚请有经验中国菜师傅一
名。待遇好！需说英文，有
身份。
请电：
952-206-6830
请找 JASON

咨询电话：651-644-4294；
651-387-0234

美国中医学院诚聘前台，
待优！意者请电：
(952) 201-0964

于 凌 发 廊
SalonLing
剪发，染发、盘发、烫发、
锂子烫、锯油、修眉、美容.....
地址：2095 Como Ave
St.Paul, MN 55108
Tel:651-917-3033; 612-723-686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上午 10 点到晚上 8 点
周日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 周一休息

中餐馆请人

好区正规公寓出租

中餐馆诚请炒锅、油锅、
打杂、企台。
有意者请电：
952-200-7246

$1100/月，
两卧 两卫 一厅，
Roseville 靠近 Snelling.带家具，
有地下车库，
水暖拉圾等全包，
只须付电费。
电话 651/329/0056 陈先生

好消息！中国青岛两处商业地产转让
2处房产信息：

1 ▲ 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06 号，

总面积：1076.40 平方米。▲ 一共四层楼，现在租客一
楼是饭店，二楼是宾馆，三楼四楼是办公室。都是长
期租用的。▲ 联系方式 ka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2▲ 地址：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106 号
总面积：421.48 平方米 ,分上下二层楼;现在有两家公
司 租 用, 都 是 长 期 租 用 的 。 ▲ 联 系 方 式 ka⁃
orukk66@gmail.com 有意者私信联系商谈价格。

中餐馆出售

距明州 St. Paul 半小时车程独家大
学城外卖店，人口二万左右，业主退
休，有意创业接手者可改变多种经营 好房出租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一室一厅出租，
，家具齐全
家具齐全，
，靠
方式，前途难以估量！售价 4 万 6 也 近轻轨，
近轻轨 ，包水电暖网路
包水电暖网路！
！ 月租 650
650。
。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两室房出
可连 buiding 一起卖。
租 ，床铺被褥（一个皇后床
一个皇后床，
，一个单人床
一个单人床）
），厨房
厨房、
、卫生间家具齐全
卫生间家具齐全，
，靠近轻
轨 ，领包入住
领包入住！
！ 包水电暖网路
包水电暖网路！
！ 月租 750
750！
！ 9 月 8 日入住
日入住。
。 电话
电话：
：612
612有意者电 9178588631
845845
-3677
3677;; 信箱
信箱：
：

中餐馆诚请员工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熟手企台，
炒锅各一名，洗碗打杂
（全天或半天均可）。
意者请电 651-633-6727；
612-270-5582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寻找理财合作伙伴
免费提供理财课程
Inquiring for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 ”provide Financial workshop”
详情咨询：651-494-2071

中餐馆请人
Asia Chow Mein 亞州炒麵 招厨师
一名 ，
地址：4905 Central Ave
NE Minneapolis，
详情请电话：华姐：763-571-4425

高级音响卡拉 OK
影视音响监控系统
1.出租和安装高级音响系统；
2. 出售和安装大容量和卡拉 OK 机，
能免费无限量下载有版权的歌曲；
3. 安装高级影视监控。能随时用手
机上网监视。
651-815－0588 王先生。

请 PCA

在 White Bear Lake（白熊湖）区，
照顾老人全天,包吃包住。
有意者请电：
Julie：651-707-6421
Wangx503@Comcast.net

靓 女 征 婚
石晓韵 女 汉族，大学文化，1984 年 3 月生于陕西西安。身高 1 米 63.貌
美体端，温柔大方，孝顺善良。在中国融创公司西安分公司工作。是家中
独女，
父母是西安交通大学退休职员。
寻缘 30-40 岁，健康，貌端、有上进心，有一定经济基础，身高 1.72 以上，
愿意来西安工作或者来西安创业的美籍华人为伴（
（离异无小孩者亦可）。

请加微信：nightwis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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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馆出售
明州 4000 呎独立中餐馆廉让，租平，
近马场。可以做中餐，做寿司，粉面。
有堂食有外卖。
意者请电：612-387-2104；
952-496-2893 李小姐

請老人看護
住白熊湖区（white Bear Lake)，需要
一位有爱心耐心 50-60 女士看護能
自理老太太，包吃包住，詳談請打
651-707-6421 朱丽

好房出租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超大
一室一厅出租 ，家具齐全
一室一厅出租，
家具齐全，
，靠近轻轨
靠近轻轨，
，包水电
暖网路！
暖网路
！ 月租 650
650。
。 ● 圣保罗华兴书店楼上
两室房出租，
两室房出租
，床铺被褥（一个皇后床
一个皇后床，
，一个单
人床）
人床
），厨房
厨房、
、卫生间家具齐全
卫生间家具齐全，
，靠近轻轨
靠近轻轨，
，领
包入住！
包入住
！ 包水电暖网路
包水电暖网路！
！ 月租 750
750！
！ 电话
电话：
：
612612
-845
845-3677
3677;;
信箱：
信箱
：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大四川餐馆请人
大四川诚请厨师、打杂！
有意请电 952-212-6396

投稿：
chinatribuneus@gmail.com
广告：
651-387-0234
微信：
Ch77289

餐馆出售租赁

网站：
chinatribune.us
chinatribune.com.cn
网站编辑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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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ribune

诚请按摩师

明州小 town 大约 6 千人口，3 千尺，唯一一
家中歺自助或做外卖店均可，适合家庭经
营，
连同 Building 可租可卖，
价钱面议。

吃苦耐劳，稳重大方、
品貌优良，容易相处。
全工，半工均可。可培训！
电话：
612-355-9301
Michael MN 55376

意者请电 320-282-1999

协成烧腊海鲜餐馆

机场接送，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诚请帮厨、打杂、前台。
请电话联系 763-537-4430

中餐馆请人
Roseville 中餐馆诚请熟手企台，炒
锅各一名，洗碗打杂（全天或半天均
可）。意者请电：
651-633-6727；
612-270-5582

常青老人中心诚请
驾驶记录良好的司机：
薪水优惠。每小时$15。
有意者，请电：952-465-1704

明州华兴旅游提供机场接送，
长
途用车、公务游览用车。备有各种车
辆！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明州最高法院认证翻译
泓发翻译公司
为您翻译各类中译英、
英译中文件。准
确、
快速、
具有法律效益、
收费合理。
电话：
651-786-9581
Email: xueren1963@gmail.com
联系人：
周东发

按摩店招聘 Best Oriental Massage

16358 Wagner Way Eden Prairie, MN 55344
Eden 地区急需按摩女工，没有执照和经验需求，提供培训，小
费多，每月轻松过 5000 美元工资。
详情请电：TONY 612-716-0228 先到先得

请人：蛋糕店诚请喜欢做蛋糕的工作
人员，待优！有意者请电：
（651) 208-5633

地址：3555 Plymouth Blvd #218
Plymouth, MN 55447
电子邮箱：Amber@liucpa.us
Nina@liucpa.us
Kelly@liucpa.us
联络电话：612-638-2676
612-432-1476
公司传真：612-465-6317
网址：http；//www.liucpa.us

J & L Automotive Care

启亮汽车维修中心
地址：1174 Rice St. Saint Paul, MN55117
电话：
（651）340-4782
手机：
（763）360-0693

陈 宽 车 行
Tel: 651-771-1590
地址：
1383 Arcade St.
St. Paul, MN 55106

专 刊 A09
长沙与圣保罗互赠友好城市礼物 Legendary Spice Cup
暨”
宽窄杯”明城华人篮球赛
“花生雕像”揭幕仪式在洋湖湿地公园顺利举行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代表团观摩长沙球知云教室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代表团观摩长沙球知云教室
隆 重 举 行
China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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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版
最后，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侯主福、市外办副
主任孔亦平等领导为一起为雕像揭幕。
随后，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国际雕塑园、
湿地生态区、李自健美术馆等景点。在国际雕塑
园，来自 40 个国家 56 位雕塑大师的作品，让外国
友人们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魅力；在湿
地生态区，通过讲解员的实地讲解，外国朋友对
湿地生态环境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在李
自健美术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油画，让外国朋
友感受到了长沙乃至中国的历史和现代风貌及
风土人情，纷纷对李老师的作品称赞不已。
据悉，圣保罗市是长沙市在美国的首座国际
友城，长沙市洋湖湿地公园与圣保罗市费伦公园
为姐妹友好公园。此前，费伦公园为洋湖湿地公
园赠送了五座以圣保罗市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
设计的“花生漫画”为原型的史努比雕塑。洋
湖湿地公园为费伦公园回赠了“湘江亭”，与
五座史努比雕塑共同作为双方结为友好城市
31 周年的见证。此次圣保罗市代表团来访，
并为“花生漫画雕像”揭幕，进一步促进了中
美友好交流，加深了双方的情谊，有利于深化
双方在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供稿：洋湖公司 陈声融）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代表团观摩
长沙球知云教室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2019 年 10 月 10
日上午，花香满校园的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
中学迎来了美国友城圣保罗市代表团的参观
访问，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校长徐铁刚和长
沙市外办领导的带领陪同下，美国明州参议
员候主福带领的圣保罗市政府代表团全体成
员观摩了美国球知教育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的实时在线英语云课堂。
明州中国友好花园协会主席苗丽莲，长
沙市实验中学肖校长，长沙市东雅中学黄校
长，娄底市一中毕校长，雷锋中学章校长 等
也一同参加了课程观摩和讨论。
作为中国实时在线英语课堂的领跑者，球知

教育的英语云课程搭建了最尖端的技术平台和
最完善的课程体系（从小学到大学课程），通过中
美学校资源的直接对接，将优秀的美国老师原汁
原味的引入到学校课堂中。经过 5 年的课程实
践，
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
在参观过程中，代表团看到同学们都深深的
被老师生动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所吸引和打
动。参议员和同行的学校领导们还兴致勃勃的
与远在美国的老师进行了交流，了解老师的背景
和教学理念，对老师的专业性和敬业心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
最后，参议员寄语同学们学好英语，为今后
的发展打开一个更广阔的窗口。观摩后，参议
员，教育局领导以及多位校长一起探讨了如何更
深和更广的推进球知云课，双方交换了礼物并合
影留恋。

2019 年 11 月 07 日 星期四

【本报讯】明州华人篮球宣传组消息：
本年度明州华人体育届的又一盛
典 - Legendary Spice Cup 暨”宽窄杯”明城华人篮球🏀比赛即在 10 月 26 日
下午 1 点-5 点在伊甸园中心中学(Eden Prairie central middle school)隆重举
行!
来自明州双子城东南西北的四只球队角逐”宽窄杯”，他们分别是木
城 (Woodbury), 玫 瑰 谷 (Roseville)，枫 叶 林 (Maple Grove) 和 东 道 主 伊 甸 园
(Eden Prairie)。最终玫瑰谷以 42 比 36 比分战胜木城，获得本次锦标赛的总
冠军。在此之前的比赛
中，东道主在最后 1 秒 3
分球投中篮筐但是未能
进球，
含恨败北。
本次杯赛由宽窄饭店
慷慨赞助; 华夏中文学
校鼎力协助; 各区华人
积极响应，当天有超过
40 多名球员参加此次比
赛。其中枫叶林的马老
师是首位参加此次比赛
的女生，万绿丛中一点
红。这次比赛也是老中
青共聚的盛会，年龄层从
零零后到六零后不等，相
同的是对篮球的酷爱。
组织者希望热爱运动
热爱🏀的华人朋友积极
关注，积极参与，从而促
进明城华人体育的蓬勃
发展! 篮球小伙伴们，我
们下次比赛再见。

荣获 Re/Max 终身成就奖和名人堂经纪人奖

A10 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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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沈玉东老师为庆典书写行书大字横幅

常青老人中心十周年庆典续篇
——记常青人与老
—记常青人与老人家属欢聚日
人家属欢聚日

金秋十月，明州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10 月 11 日和 12 日两
天，常青老人中心分别举办成立十周年华
诞庆典。其中 12 日是中心邀请老人家属
参加的庆典活动，目的是感谢子女们的大
力支持，同时让子女们了解常青，感受十周
年庆典的喜庆，观赏父母在常青的活动成
果，体验父母在常青的生活。

12 日这一天，常青中心张灯结彩，彩球
飞舞，老人的子女赠送的贺喜花篮簇拥在
大堂，增添了欢乐喜庆的气氛。子女们和
父母共同感受庆典的喜悦，他们纷纷在花
篮前合影留念。大厅内和走廊挂满老人的
书法和国画作品，在父母带领下，子女们边
欣赏边议论。当看到父母或熟悉的老人的
作品，子女们赞叹不已，他们没有想到父母
书画水平从零起步，在常青生活学习仅几
年，其水平提高之快让子女们刮目相看。
庆祝大会上，常青中心负责人吴玮首
先讲话，她向家属们介绍常青的历史和现
状：十年来，常青人秉承让老人享有健康快
乐长寿的目标，不断探索和创新，常青的托
老事业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常青的服务项
目、服务模式、服务品质都大大提升；常青
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都有了显著的改进
和完善，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我们决
心以十周年庆典为契机，不懈努力 ，再造
辉煌。

在庆祝会讲话的还有中心的管理人员
Hung 和员工代表刘志强，他们分别向家属
们汇报员工尽心尽力服务老人情况，表示
将一如既往不辞辛劳，更好地照顾每一位
老人。

早期会员李婉仪发言，她以自己在常
青的十年经历，见证中心创建发展和完善
过程，李阿姨深情地道出老人们共同心声，
那就是到常青活动已成为老人生活不可缺
少的重要部分 。
老人家属代表发言的是明州著名医生
陈宗禹，陈医生是常青会员陈通夏舜英夫
妇之子，他高兴地谈到：我作为一名会员家
属，今天参加庆典活动，内心非常温暖与感
动。我爸爸妈妈到常青来后，得到了员工

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两位老人家常高兴地
告诉我，在常青生活很舒服、很开心，与大
家相处得非常融洽，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学
到了很多新知识 。这些都使我们子女感
到非常温暖，非常放心。真的十分感谢常
青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从常青负责人到家属代表的真诚的讲
话，深深感动着在场宾客。 中心还向十周
年华诞征文获奖者颁奖。
接下来是文艺演出。第一天庆典（即
10 月 11 日）的节目大部分是由来宾表演；
而 12 日这天与老人家属欢聚日的演出，全
是常青老人表演的节目。老人们在子女面
前展现自己的夕阳风采。一个半小时的演
出，常青老人献上了合唱、独唱、舞蹈、器乐
独奏与合奏、服装模特、诗朗诵等。形式多
样、绚丽多彩、美轮美奂、饱人眼福。子女
们看着自己七八十岁的父母或翩翩起舞、
或引吭高歌，或模特走秀，不由得钦佩和高
兴，他们感谢常青中心让老人们忘记自己

年龄，
保持年轻人的心态。
演出结束，中心还为老人家庭举办抽奖
活动，老少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老人和子
女在中心共进丰盛午餐，让子女们体验到
父母在常青的健康饮食。
庆典这一天，老人家属们参加充满感
情的系列活动，完全融入到欢乐的气氛中，
他们以各种方式向常青中心表达满意和感

激之情。 是啊，子女们在家孝顺老人，常
青中心全心全意服务老人，互为补充，相得
益彰，携手共力，常青老人一定能拥有幸福
的晚年。
愿常青老人中心的明天更加美好，这
是人们的共同心声！
（报道：
李思孟 摄影：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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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区 A11

如歌岁月 似锦晚霞

——常青人与老
—常青人与老人家属欢聚日
人家属欢聚日精彩照
精彩照

老人与子女的幸福照

会员陈通夫妇书法贺常青

A12 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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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gage Loan Officer (NMLS# 1413868)
First Mortgage LLC (NMLS# 1685057)
Emai: wzheng@firstmortgagemn.com

华人自己的贷款公司！









明州杰出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Virginia Ng
伍谭淑华

最好口碑、最值信赖、最会变通、最多门路！
任何环境、任何利率、任何季节、照样买卖！
精通粤语、国语、英语等常备专才律
师、
建筑师及助理为顾客多方面服务。
拥有纽约房地产执照，可为明州客户
在纽约买卖房地产服务。

专营：
新建、
现成房、
土地、
餐馆、
商业楼、
商业中心、
多单位公
寓等、
买卖及出租空铺

Virginia Ng
763-595-9975 (24-hour)

$639,900

Plymouth New Built : $400,
000'S Wayzata Schools, 4
Email:
Stillwater: $399,000 Beautiful Bedrooms + Loft, 3Bas
Sold
,3 cars
Vngtravel555@gmail.com look view,5Bd. Home 6Yrs built
衷心感谢客户和朋友们的信任 all finished.

及推荐、
将更尽力为各位服务

Sold

外语学士、教育硕士
拥有估价师执照
拥有房地产专家证

Sold
Sold

Certified Residential Specialist

Certified Relocation Realtor
20 多年成功经验为顾客竭诚
服务、
精于议价、
善于贷款、
免费咨询、免费估价。

Shoreview $239,900 Walking
Hopkings 8- Unit Condos $448, distance to lake owaso Big lot,
000，Price for 8 units cash flow, complete new remodeled.
Fully rent out, Convenient Location.

新上市房地产

已卖出多家外卖店及出租多家
大型餐馆、按摩店、指甲店等。
还有日本餐馆、中国、泰国及越
南餐馆及多家关门的美国餐馆
出售，
新外买店上市。

Sold

Vngtravel555@gmail.com

Tel: 763-595-9975
Cell: 612-414-6177
Fax: 763-593-5190

St.Paul $1,880,000. 36-unit
Apt. 35 unite Apartment cash
flow, Price to sale . SOLD

BurnsvilleStrip Mall $980,000
Strip Mall with long Term Tenants
Easy to Maintain.Good location,
Good Investment.

Shoreview $229,900 , Close
to U of M both campus, up⁃
dated 3 Bds 2 Bas 2 Garag⁃
es.

另有投资移民物业

详情请与 Virginia Ng
伍谭淑华联络 763-595-9975

最大的公司，
最好的保障，优质的服务，额外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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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出租
★ 会计办公室出租
月 租 $500 含 水 电 暖 。
★ 保险办公室出租
月 租 $500 含 水 电 暖 。
预约看房：
612-703-8706

住宅/公寓出租
一间卧室和 2 间卧室出租，
步行到轻轨站；
步行到双和超市，
以及许多不同的美食餐厅。
有意者请发短信或致电
612-703-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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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接送，
长途用车
全天包车

华人社区 A13

全新 15 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全新 15 座新型
福特车出租，

机场接送，大学
申请、长途用
车、外地公务游
览用车。备有
各种车辆！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chinatribuneu
s@gmail.com

$119/天

低于市场价

30%！
联系电话：
651-387-0234
612-845-3677
chinatribuneus@gmail.com

美国中医学院推拿
按摩班招生

诚聘销售人员
誠請有銷售經驗的銷售人員，
另請有商業駕照的司機，
請電 612-290-4791 或
Email 簡歷 whamingmn@yahoo.com

推拿班六个月毕业，被
“全美”
和
“联
邦”
两大国家组织认可。 学习五百小时就
可在明州绝大部分城市工作。

餐馆出售

中医学院负责介绍工作。

老字号中餐馆在明尼阿波利斯，
交通方便，

有意进入这个增长最快的行业者：

生意旺，
租金便宜。店主退休，
便宜出售。

请打电话到中医学院 952-200-7086.

意者请电：612-824-5354; 651-486-8098

如有意，
请电 612-208-3848

明州中文幼儿园招生并聘教师

MN Chinese Day Care & Learning Center

康乐老人中心诚征半职司机
需有良好行车记录，
有爱心。适合歺馆工作人士兼职.




1.明大校园附近公寓出售：333 8th Street
SE #112, Minneapolis MN 55414，1bed/
1bath/633 sqf, $109,900

明 州 华 兴 书 店 经 销 人参 海参
• 新 到 特 级 野 生 海 参 ：特 大 以上野山参。孝敬父母最佳礼
$185/Lb；中 号 $215/Lb；小 号 品。
$235/Lb。
地址：566 N Snelling Ave
• 新到特级干贝 $89/Lb
St.Paul, MN 55104
• 新到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
651-6444294, 651-3870234

3.农庄式独
立 房, 3.2
acre lot，距
downtown
Minneap ⁃
olis 30 分
钟 车 程 ，交
通/购 物 方
便。

7710 Corcoran Trail W, Corcoran
MN 55340
4beds/2baths/2garage/1919sqf/
3.2 acre lot，$329,000.



Rong Kate Yang Rong Yang CPA PC
New Office Address:
Suite 129, 2233 North Hamline Ave, Roseville, MN 55113
Office: 651-784-7211 | Direct: 651-206-1799 | Fax: 651-925-0325
Email: email@rongyangcpa.com www.rongyangcpa.com

2. Wayzata school district 学 区 房 ，
pond view, quiet cul de sac.
15102 64th Avenue N, Maple Grove MN
55311, 4beds/4bath/2garage/2877 sqf,
$429,900



明州中文幼儿园 Roseville 及 Minneapolis 两处的大班，中班，小班现
在均有空位，招收 1 至 5 岁小孩。教中文，英语，算术，音乐，舞蹈，绘
画等。舞蹈及绘画由专业老师任课。英语由美国老师任课. 拟聘老
师一名. 要求有大学或幼儿教育文凭.意者请与我们联系.
Larry Yan 651-983-9559
Amelia Wang 612-707-9566
Junxia Li 651-399-7038
网站: www.mncdc.com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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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辰 乐 队 ？？

《华兴旅游公司》
销售飞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
马拉西亚个人和团体的廉价机票

快速办理去中国
及世界各国签证

566 N Snelling Ave St.Paul, MN 55104
电话：上午 651-415-0130 下午 651-644-4294

美东 美西 黄石 买二送二

明州

11 月 2 日《明华合唱团》的年度演出节目
单上有一只男声独唱歌曲，写着“伴奏：铭辰乐
队”，引起笔者注意。合唱团几十年的年度演
出绝大多数节目或是钢琴或是 CD 音乐伴奏，
有零星个别节目请几件乐器陪伴 CD 音乐。记
忆中只有一次，合唱团演唱张鹰作曲的大合唱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由《明州国乐社》
现场音乐伴奏。现场音乐是活的音乐，听觉视
觉合成更生动地把舞台与观众扣系在一起，效
果与 CD 音乐不是一码事。这次突然冒出一个
《铭辰乐队》，
都谁啊？

l 美东 4 夜/5 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朱古力城，大瀑布，特价$289 起
l 美东 5 夜/6 天游：纽约、费城、华盛顿、大瀑布、波士顿。特价$408 起
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膳食和小
费。美东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当地交通、导游、司机。不含机票、门票、船票、膳食
和小费。
l 美西三大主题公园 3 夜/4 天 洛杉矶、迪斯尼、海洋世界、环球影城。成人 $448 起
l 洛杉矶、大峡谷 4 夜/5 天：洛杉矶-迪斯尼（或环球影城，或海洋世界）巴斯多-拉斯
维加斯-大峡谷-拉芙琳-伦敦桥-洛杉矶。成人 $289 美西费用含酒店、机场接送、
当地交通、导游、司机、所列景点门票。不含机票,膳食和小费。
l 黄石公园 4 日游、5 日游 6 日游 7 日游 9 日游 10 日游 (请来电咨询)
另有 12 天 10 夜等多种组合
夏威夷三天二夜，成人$134, 12 岁以下儿童免费（含机场接送，3 天旅馆，檀香山、
珍珠港观光及环岛游）以上价格不含机票，餐费，小费。

[华兴书店]有详细目录查询。全美最低价！

明州华人健康中心
Minnesota Chinese Health Center (MCHC)

二零一六年各科门诊日程各科门诊都需要于门诊 前的星期五五点之前预约.
预约电话612-666-1670 所有门诊地址： 1925 West County Road B2, Roseville, MN 55113

10/05/19

中医/针灸

Jianping Yang 杨剑平, MD
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Park Nicollet Health Services, Bloomington Clinic L. Ac 执照针灸师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内科主治医生
and Oriental Medicine美国中医学院
Peiyi Wang, 王培薏,MD
Abbott Northwestern Hospital,
Allina Medical Clinic – West Health
内科主治医生

Joyce Yang 杨献辉 中医师, 中医硕士
L.Ac. MaOM 执照针灸师
Lakefront Acupuncture Clinic, Shakope

11/16/19

Dali Feng, 冯大力，MD, PhD
Metropolitan Heart and Vascular Institute
内科主治医生, 心脏病专科主治医生
内科主治医生

Yubin Lu 路玉滨中医师，中医学博士，L.Ac.执照针
灸师请前往医生诊所义诊. 地址如下
6053, Hudson Road, Suite 225
woodbury, mn 55125
电话612-201-7080

12/07/19

Dr. Yan Ji , 吉艳 MD
Hematology and Onc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Regions Hospital
血液和肿瘤内科主治医师

12/21/19

Zhiyi Sha沙志一，MD, Ph.D
神经内科助理教授
癫痫病专科医生
明大附属医院

Lili Tian 田丽莉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L. Ac 执照针灸师
American Academy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11/02/19

Jianming (James) Li 李剑明, MD, PhD
Wei Cheng 程伟 中医师, PhD. 中医学博士
VA Med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 Ac. 执照针灸师
内科主治医生, 心脏病及心脏电生理专科主治医生 American Academy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美国中医学院

Xiaoyan Hu 胡小燕 中医师
L.Ac. 执照针灸师
Chinese Acupuncture & Herb Center
Minnesota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952-830-8107

Stillwater 中餐馆

诚请帮厨和打
杂全天或半天
均 可 ，可 以 安
排住宿。
有意者请电话:6514397801 6512399927(手机)

招聘

Come
on

!

［按摩店］

10/19/19

西医普科/专科



Best Oriental Massage
16358 Wagner Way Eden Prairie, MN 55344
Eden 地区急需按摩女工，
没有执照和经验需求，
提供
培训，
小费多，
每月轻松过 5000 美元工资。

详情请电：
TONY 612-716-0228（先到先得）



(本公司比网上价格再便宜 5%，夏威夷，奥兰多游不在其内)

起，还可以做到边弹边唱，也成了多面手。电
声乐队各个乐件的音色和音量搭配乐手演奏
时不能完全自己掌握，需要有音响师在混声器
上调整。铭辰的音响师，海明，两年以来从头
学起，技术掌握已相当全面。每次有演出活
动，乐队演奏时虽然不露脸，但海明是保证演
奏质量不可缺少的关键角色。



。电话：651-644-4294，651-387-0234
地址：566 Snelling Ave N ，St.Paul, MN 55104
网址：www.Majestic-Vacations.com

戈正

《明华合唱团》今年演出请美国男孩 Josh
作男主持人。Josh 中英语全通，团里又安排他
双 语 独 唱“ 带 我 飞 向 月 球 ”
（Fly Me to the
Moon）。演唱采用美国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之
《铭辰乐队》的萌芽得先从鼓手，外号“明 一 的 大 牌 明 星 歌 星 弗 兰 克 － 辛 纳 屈（Frank
州木匠”，说起。2008 年还有三年将要退休的 Sinatra）版本。辛纳屈演唱这支歌与美国阿波
木匠并非心血来潮地买了一套架子鼓，开始自 罗飞船登月事件（1964）紧紧相扣，成为一支非
己练习。很快就有好友，吉它手／歌手 Jack 常流行的歌曲。合唱团约《铭辰乐队》给 Josh
Tsai 一起玩儿，也在华人社区的文化活动中露 伴奏。辛纳屈的版本是爵士风味，铭辰从来没
露怯，好好开心。后来电声设备逐渐增添，越 玩儿过，其中乐器搭配，旋律，鼓点都不熟悉，
玩儿越大，参加活动越来越多，乐手进进出出， 难度相当大。不到三分钟的歌，乐队与 Josh 通
直到目前有四名最稳定乐手。最多面手的乐 力 合 作 ，多 次 在 一 起 排 练 ，总 共 将 近 十 个 小
手是 Andy，人称“阿远”。吉它，键盘，萨克斯 时。
《明华合唱团》年度演出中首次出现爵士风
管，电贝司，架子鼓都玩得都很凶。同时是一 味歌曲，并且是现场电声乐队伴奏，给观众带
名歌手，可以弹吉他或键盘边弹边唱。不过没 来全新独特的艺术享受，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见他玩儿过萨克斯管边吹边唱。自阿远 2012 用合唱团老总陶业的话说，
“演出极成功”。陶
年加入，一直是主力和骨干，有了阿远，玩起来 业团长有见识，有魄力，有创新精神，首次安排
感觉有点儿像个小型电声乐队了。乐队有个 电声乐队舞台上现场伴奏，
十分值得敬佩。
名 字 多 好 ，采 取 了 阿 远 的 提 议 ，叫《铭 辰 乐
队》。
“ 铭辰”？铭刻良辰？隐约有一点儿的诗
《铭辰乐队》成员自己都特爱音乐，也愿意
意；明州早晨？白了点儿；明州镌刻一尘？嗯， 与大家共享音乐。近年来，乐队在社区游行，
有点儿意思。另外一名美女多面手在《明华合 夏季公园聚餐，生日晚会，节日晚会等各种活
唱团》年度演出中弹奏两台电子琴，调成不同 动中越来越活跃。现场音乐演奏和伴唱给活
音色，一人顶两人。除了键盘之外她的最爱是 动增添了生动新颖的娱乐和艺术享受。乐队
小提琴，专业水准，同时也是女高音歌手，唱起 除了自己演奏自己唱之外，如果聚会中任何人
粤语歌曲委委婉婉，好不动听。现在的贝斯手 即兴要唱歌，乐队都可以给你伴奏。唱歌有现
是明华合唱团女高音声部主力之一，实际上是 场音乐伴奏是不是比卡拉 OK 感觉更美？铭辰
被“诱骗绑架”到《铭辰乐队》来的。她原来根 还有一绝活儿：能即刻找到最适合你的音域，
本没玩过电贝司，到店里买电贝司时，店员展 量身定调，发挥你最美的歌声。所以诸位举办
示了几把不同牌子的，挑中一把，问她为什么 什么活动，不要忘了联系《铭辰乐队》用现场音
要这把，
“ 我喜欢这颜色”。六年时间，从按颜 乐给您的活动添彩哟：lwulwu@gmail.com。
色挑选贝司到现在能够把铭辰演奏的骨架撑



《华兴旅游公司》承接全美国、加拿大、明州各考察团、公务
团、旅游团的安排接待。订机票，包酒店，大小车接送，价格低
廉，服务周到。《华兴旅游公司》承接接送学生业务，接送学生
去德鲁斯（Duluth); 圣克罗德(St.Cloud); 温诺娜（Winona)等各
地学校，安排住宿。 收费合理，安全可靠。

日期

社区与生活

投稿信箱：chinatribuneu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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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恶火吞噬首里城
“琉球故宫”一夜化灰烬
正殿及附属建筑几近烧毁 修缮近 30 年今年刚完工
【本报讯】当地时间 10 月 31 日凌
晨，位于日本冲绳县那霸市的世界文化
遗产首里城发生大火，正殿及相邻殿被
大火吞噬，闻名全球的文化遗产毁之一
炬。
损失·焚毁面积达4200平方米
综合日本《朝日新闻》、中新网报
道，10 月 31 日凌晨 2 时 40 分左右，首
里城警卫员看到“黑烟飘起”，遂向那
霸市消防局报警。那霸市消防局接警后，
向周边消防局请求支援，出动 20 台以上
消防车，近 100 名消防员参与救灾。
首里城为木制建筑，正殿被全部烧
毁，与之相邻的北殿和南殿也未能幸免，
被付之一炬。截至 10 月 31 日早上，首
里城已有包括正殿、南殿、北殿的 6 栋
建筑被烧毁，烧毁面积达 4200 平方米。
火星飞溅至附近的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引起杂木林起火。
由于当天风大，直至 31 日上午 11
时才宣布大火被扑灭。
原因·起火原因尚不确定
据日本电视台报道，首里城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3 日正在举行“首里城节”，
其间将举行各种活动重现琉球王国的宫
廷仪式，其中在北殿举行的晚餐涉及一
些电路改造工程。
据悉，相关工作人员为准备第二天
活动工作至 10 月 30 日深夜，目前尚不
确定此次着火是否与“首里城节”有关。
据《琉球新报》最新消息，首里城
大火的火源很可能在正殿。另据那霸市
政府透露，正殿内没有安装自动灭火设
备。目前，那霸警署正在继续追查详细

起火原因。日本宫内厅宣布，新任日本
天皇和皇后阁下，当天也对首里城火灾
表示深刻的痛心。
10 月 31 日，就日本冲绳县首里城
被大火烧毁一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主任梅希蒂尔德·罗斯勒表
示，愿意支援重建。
当天，罗斯勒在巴黎接受了日本放
送协（NHK）的专访，就首里城遭遇大火，
他表示震惊，并说“（首里城）是日本
和冲绳的象征，心理上受到的冲击是不
可估量的。”
反应·当地民众痛心落泪
许多日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
震惊，一些网民还将他们在首里城的回
忆和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以悼念首里
城的消逝。
一名附近居民悲叹道，“（首里城）
对冲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发生
这样的事令人痛心”。
此外，一名前去了解火灾情况的中
年女性表示，
“首里城这样的绝美景色（被
烧），对我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我忍不
住一直在哭！”另一名经历过二战的 82
岁老妇双手掩面，她说：“这是冲绳之宝，
这不仅是经济的损失，也是冲绳心灵支
撑的损失。”
历史·是琉球王国的王宫
上海观察者网报道，首里城始建于
14 世纪末，是琉球王国的王宫。由于琉
球王国历史上曾经同时向中国的明清两
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朝贡，因此首里城同
时融合了中日两国的建筑特色和琉球自
身的文化风格，堪称艺术瑰宝。

煤气罐做饭引爆巴基斯坦列车
至少 ７４ 人死亡
【本报讯】巴基斯坦东南部一列火
车 10 月 31 日行驶中发生火灾，截至目
前，已造成至少 74 人死亡、大约 44 人
受伤，酿成巴基斯坦伤亡最惨重的列车
事故之一。
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铁道部长谢
赫拉希德·艾哈迈德说，列车当天从南
部城市卡拉奇开往东部城市拉合尔。行

至东部旁遮普省拉希姆亚尔汗市附近时，
乘客用于做早餐的燃气罐爆炸，至少 3
节车厢起火，一些旅客为躲避大火从高
速行驶的列车上跳下，部分旅客伤势严
重。路透社报道，多数乘客搭车参加一
项宗教活动。为在长途旅行途中吃饭，
乘客经常私带加热炉等违禁品上火车，
准备餐食。

首里城建筑风格仿照中国古代庙宇
建筑。在石头砌起的城郭内，建有由正殿、
两侧配殿和门房组成的四合院，房顶和
墙壁都涂为朱红色。院内的石狮和雕龙
也体现出琉球王国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
历史上，首里城三殿多次烧毁后重
建。1709 年的一场大火造成三殿全毁，
此后于 1715 年重建完成，直至 1945 年。
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固守冲绳的日军将
首里城改造成一座堡垒，令美军久攻不

克。二战后，冲绳曾被交由美军托管，
首里城遗址一度被用作琉球大学校址。
1958 年，首里城标志性牌坊“守礼门”
重建。上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冲绳“复
归”日本，重建首里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2 年，由日本中央政府拨款，首里城
主体建筑进行修复，参考了 1768 年大
修时留下的文献。《读卖新闻》称，重
建工程持续了近 30 年，直到今年 1 月
才彻底完工。

朝鲜试射两枚不明发射体
这已是今年第 １２ 次了
【本报讯】韩国军方 10 月 31 日称，
朝鲜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发射两枚不明飞行器，这是朝鲜
时隔 29 天再次发射飞行器，也是今年第
12 次发射。
中新社报道，韩军联合参谋本部称，
朝鲜于当地时间 16 时 35 分许和 38 分
许由平安南道顺川一带，向朝鲜半岛东

部海域方向试射两枚发射体；据分析，
发射体飞行距离约 370 公里，最大飞行
高度约 90 公里。另据韩联社报道，金正
恩于 10 月 30 日曾就韩国总统文在寅母
亲去世一事发去唁电，韩国舆论用“出
乎意料”来形容。然而，就在韩国总统
府公布朝鲜唁电消息 3 个多小时后，朝
方便发射不明飞行物。

承认巴格达迪已死
“伊斯兰国”宣布新继任者
【本报讯】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L）头目巴格达迪近日在美军一次
突袭行动中丧命后，该组织于 10 月 31
日发布音频，证实巴格达迪已经死亡，
并公布了其继任者。
中新网报道，“伊斯兰国” 任命“基
地”组织前高管库拉什接任巴格达迪。

该组织发言人还确认巴格达迪的助手、
“伊斯兰国 ”前发言人穆哈吉尔也已死
亡。
此外，五角大楼 10 月 30 日公布了
美国特种部队突袭消灭巴格达迪的视频
和照片，据悉，巴格达迪在死后 24 小时
内被海葬。

太淘气！
泰国一轿车观光区里遭大象“泰山压顶”
【本报讯】泰国考艾国家公园一头
野象近日在路上行走期间，对路边一辆
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泰国《世界日报》近日报道，这头
大象不断用身体摩擦、用象牙顶车，最
后还来了个“泰山压顶”，所幸车里的
人没事。

对此，该公园还发布了公告﹕“大
家好，我的名字是小淘气，年约 35 岁，
生活在考艾国家公园，从小到大，我一
直喜欢走到路边，与车身较小的车辆‘嬉
戏玩乐’，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
名游客，因此希望游客遇到我或者其他
野生大象，能够按照指示应对处理。”

韩国张紫妍案唯一证人被批捕
警方或计划引渡

▲人们聚集在事故现场。

新华社

【本报讯】韩国已故女星张紫妍案
的“唯一证人”尹智吾，因涉嫌名誉毁损、
欺诈等嫌疑，韩国法院 10 月 29 日签发
对其的逮捕令。
中新社报道，2019 年 3 月，尹智吾
自称是张紫妍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
公开多项证词，声称要为张紫妍讨回公
道。同年 4 月，韩国作家金秀敏以损害

名誉和诬陷为由，起诉尹智吾。因为被
怀疑“打着伸冤的旗号敛财”，有律师
还向警方告发尹智吾涉嫌欺诈。尹智吾
还因在做网红主播期间拍摄不雅视频，
被控“利用通讯媒体淫乱罪”。
目前，韩国警方计划通过与加拿大
政府的刑事司法合作，将尹智吾带回韩
国。

神 州有情

■責任編輯：魯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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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苦用

志工齊

天津開
“忘不了餐廳”阿爾茲海默症奶奶擔侍應

心

心

讓腦退化長者開

顧客暖

心

■餐廳開門前
餐廳開門前，
，社工給奶奶們打氣
社工給奶奶們打氣。
。

中午 11 時，坐落在天津市鶴童認知症康復中心的“忘不了餐廳”
準時開門。這家特殊餐廳的服務人員由五位患有不同程度阿爾茲海默
症的長者擔任。“忘不了餐廳”，其實也是一間認知康復的“治療
室”，讓患病長者參與餐廳的服務工作，希望幫助他們維持一
定記憶力及改善病情。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古。
■餐廳裝修復

很多。考慮到服務員都是長者的特
“忘不了餐廳”能容納客人的座位並不
點，餐廳的地面採用了防滑的瓷
磚，在餐廳入口的大堂，特地為 5 位奶奶們
設置了可以休息的座椅。

身着制服 齊聲迎客

餐廳值班店長朱慧說：“出任‘服務人
員’的 5 位長者患有不同程度的阿爾茲海默
症，主要表現為記憶障礙、認知能力減退、
人格改變及語言障礙等不可逆的症狀。”
每天上午 10 時半，奶奶們身着黃色 T
恤，戴上紅色圍裙，在社工的引導下，從康復
中心穿過一條走廊，來到餐廳準備迎接預約就
餐的客人們。“上崗”之前，社工帶頭搞“團
建”，並豎起大拇指為她們加油打氣。
店一開門，預約的客人們陸續走進餐
廳。原本坐在等候區的奶奶們站起來齊聲迎
接，並在社工的引導下，輪流為客人們點
餐、倒茶、上菜。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取餐

心

專家：社會活動有助延緩病情
阿 爾 茲 海 默 病 （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種起病隱匿的進行性發展的
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
臨床上，阿爾茲海默病是一種起病
隱匿的進行性發展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
病。以記憶障礙、失語、失用、失認、視
空間技能損害、執行功能障礙以及人格和
行為改變等全面性癡呆表現為特徵，病因
迄今未明。
根據“中國精神障礙疾病負擔及
衛生服務利用研究”項目 2017 年的調研
結果顯示，內地 65 歲及以上人群阿爾茲
海默患病率為 5.56%，考慮到內地巨大

的長者人口規模，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
了阿爾茲海默病的重災區。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疾病高
創中心主任賈建平說，中國內地至少有
5,000 萬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認知功能障
礙，但由於阿爾茲海默症發病因素涉及很
多方面，現有的藥物僅能在某種程度上緩
解症狀，但無法根治。
他表示，在這種背景下，“忘不了
餐廳”用溫暖且直觀的方式讓患者積極
參與社會活動，不僅減輕患者的社會隔
離感，延緩阿爾茲海默症患者病情，還
讓更多人了解並正視阿爾茲海默病。

幾位顧客邀請 84 歲的陳奶奶一同用餐，一
起聊家常。只是，陳奶奶的記憶時常“倒
回”十幾年前，也時常理解不了顧客的需
求。

偶有出錯 客耐心足

不過，早有心理準備的顧客們並不在
意，耐心地跟奶奶們解釋他們的需求，並不
時和她們聊聊家常。
由於奶奶們的讀寫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
退化，因此餐廳的菜單只設計了 4 種不同價
位的套餐。上菜過程中，還是有時忘記服務
流程，點完餐徑直走了回去，經志願者提
醒，這才返回給顧客上了茶水和果盤。
經過網絡了解到餐廳的顧客吳女士
說，她和朋友專程前來就餐，看着身患阿
爾茲海默症的奶奶仍舊堅持工作，讓她有
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餐廳裡的氛圍非常
融洽，感覺回到了家裡。就餐過程中，我
也和奶奶們溝通了很多，讓我想起了遠在

上菜

老家的（自己的）爺爺奶奶。”

“讓他們感到未被社會拋棄”

雖然說餐廳套餐有定價，但是顧客的
愛心無價。原本只有幾十元（人民幣，下
同）的套餐，結賬過程中，許多顧客直接
掏出百元大鈔交給奶奶們，並強調不要找
零。對此，餐廳工作人員表示，很感激顧
客們的善舉，顧客的善款會被用於餐廳的
持續運營，以及購置護理患有阿爾茲海默症
長者的物品。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回家吃飯的感覺。”
一名正在餐廳就餐的顧客說，隨着歲月流逝，
許多陳年往事在長者的記憶中隨風飄散，阿爾
茲海默病更像是記憶的橡皮擦，無情地抹去了
長者的所有回憶。但是，對子女的親情早已成
為父母最原始的記憶，融入老人的血液，無法
消除，“我們希望老人們能夠更多地與外界互
動交流，讓他們感受到：我不是被社會拋棄
的，我還有存在的價值。”

倒茶

從
“怕人”
到與顧客聊天
“忘不了餐廳”於 9 月 21 日起試營業。
餐廳值班店長朱慧說：“老人們從最先怕和
陌生人說話見面，情緒激動，到現在能和顧
客聊天甚至被邀請時，也能開心地和顧客同
桌吃飯，老人們的點滴變化我們都在觀察，
目前來看，這種方法，對老人家的病情有很
大幫助。”

盼減少隔離感

朱慧介紹，餐廳提供的四個餃子套餐均
為專業工作人員精心製作，奶奶們並不參與
後台製作。同時，為了避免奶奶們過於勞

累，餐廳營業時間為休息日和法定假日，且
目前只提供午餐，需提前預約就餐。
目前，老人們身體狀況都不錯，可以自己獨
立活動，因此才選擇她們擔任餐廳的服務員，希望
通過角色扮演體現自身價值，減少社會的隔離感。
據了解，目前，鶴童認知症康復中心收
養着 70 餘位患有不同程度的阿爾茲海默病
長者。“我們希望這個小小的‘忘不了餐廳’
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鶴童認知症康復中心工作
人員說，從9月21日餐廳試營業以來，逐漸受到
關注。“即便沒有客人，我們也會假扮顧客就
餐，奶奶們認不出我們。”

社区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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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华人 Jeff Jiang 决定 2020 参选明州参议员！
的明州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因
为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未来都
在这里，他们的教育，事业和生
活在这里！对我们孩子们的热
爱，对明州深厚的感情，让我们
无法选择放弃或置之不理，我们
只有通过参与和努力，让明州的
未来变得更好！
目前的美国社会日趋走向
割裂，政治观点，种族问题，文化
价值观出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
冲突，自由，包容和以市场经济
上接 A1
为主导的资本主义都受到威胁和挑战，明
州也未能幸免。我决定作为共和党的候选
我们的生命，因为明州，有了共鸣和交 人参选，不光因为我们华裔注重自身的责
集!
任和努力，重视家庭的传统价值观和共和
你们和我一起渴望华裔社区在这片土 党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契合，也因为我相信
地的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从 1875 年第一位 唯有坚持美国保守主义中对自由，美国宪
华人到明州定居，我们华裔的社区经历 法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捍卫，才能处理好我
140 余年的成长，从 1 变成了近 3 万之众， 们明州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让各方在相互
有了自己繁荣的餐饮、文化、商务、教育、科 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依靠美国久
技、养老等产业，不断在更多新的领域取得 经考验的民主制度，为我们面临的各种问
建树，不断有更多的华裔在行业中成为领 题实事求是地寻求真正有效的答案！
军人物。
基于这样的信念，我的竞选主题将是
很多朋友们也在问，什么时候我们华 自由，团结和繁荣。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在
裔在明州的政坛上也有零的突破？ 相比 左，在右还是在中间，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核
其他的亚裔族群，苗裔，印度裔，我们在政 心，也是推动坦诚对话与合作的基石。虽
治上的参与和影响力仍远远地落在后面。 然我持保守主义观点，但我主张我们普通
过去两年中，我们从明州的细分立法中痛 民众一起来捍卫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等重要
定思痛，希望更多的华裔关心政治，并能在 的自由权利；明州在过去的 10 年正在丧失
我们关注的公共政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竞争力，一个自由，美好，繁荣，为年轻人提
抗争歧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成为议 供无限机遇的璀璨明州未来，值得各方团
员 们 和 官 员 们 可 以 忽 视 和 牺 牲 的 那 部 结起来，为明州各行业的发展，开始切实的
分。 终究，我们要有勇气也在参政上迈出 探讨和合作。明州的繁荣不是依赖政府更
一大步。
多征税，而是减少过多的监管和干预，为发
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下，我决定迈 展和机遇提供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同时采
出这一步。我将正式宣布参加明州 2020 取对政府项目更严谨的审核和管理，不断
年 的 选 举 ，作 为 共 和 党 的 候 选 人 ，竞 选 改进政府资源的浪费和低效。请大家关注
SD48 选区的明州参议员（State Senator）。
我的竞选官网了解我的更多政策观点：
我的政见
www.jiangformn.com。
我的决定不仅仅是为了继续我们华裔
我希望我的竞选，成为各个族裔普通
和其他少数族裔反细分，反歧视的抗争，也 民众发声的一场竞选，把我们对美国自由，
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决定在我们所热爱

民主和包容精神的渴望发声出来，把我
们拒绝割裂，追求团结的渴望发声出
来，把一股强劲的，来自草根的新风吹
到 2020 明州的竞选里！希望大家加入，
我们一起努力！
我的准备
I’m ready！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
一代移民，在明州的 22 年中，我在明大
先 后 获 得 了 Political Science 政 治 学 和
HRIR 人力资源管理两个硕士学位；毕
业后在 Minneapolis 的财务咨询公司从
事了 10 年的商务咨询工作，磨练了沟通
和演讲能力；随后的创业让我成为独立
的教育顾问，指导年轻人的大学，研究
生申请和职业规划。长期以来，为社区
服务，支持年轻人发展的热情一直鼓舞
着我，和朋友们一起发起创办明州华人
专 业 人 士 和 企 业 家 协 会（MCAPEC），
Eden Prairie 华人协会（EPCA），多次举
办服务华裔社区的公益活动。除此之外，
我在包括 Eden Prairie 社区基金会，明州国
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等明州主流社会团体担
任董事，并在 Eden Prairie 市举办的多元文
化活动中担当组委和主持人。 我丰富的
社区服务经历为我投身竞选做了积极的准
备和铺垫。
我们的努力
我的，也是我们的这场竞选，如果获
胜，将影响深远，我们华裔将首次出现在明
州的立法机构，代表众多的明州民众，直接
参与影响明州民生和未来的各项立法！朋
友们，我憧憬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
次竞选是一个我从未经历的挑战，但我决
定和我的家人，和你们大家一起去迎接这
个巨大的挑战，使之成为我们华裔社区关
注政治，
学习议政参政的宝贵机遇！
大家对我竞选的关注和宣传，做竞选
志愿者的支持，慷慨的竞选捐助都将获得
我深深地感激！
充分的竞选资金对于成功的竞选活动
来说必不可少！根据明州法律规定，生活
在美国，凡有美国公民或绿卡身份的个人

(公司不可)都可以向我的竞选捐款, 此次竞
选中最高个人捐款额为 1000 美元，明州的
选民还可以从明州政府获得每人每年最多
50 美元，
夫妇最高 100 美元的捐款报销。
在线捐款：https://www.jiangformn.com/
contribute
支票捐款：支票请开给“Jeff Jiang for
MN Senate”, 寄 至 ：PO Box 44282, Eden
Prairie, MN 55344
请大家加入我，在未来 12 个月的竞选
之路上，
一起开启一次民主的体验！
Jeff Jiang ，明州参议员候选人（SD48
选区）www.jiangformn.com
（鸣谢-竞选图片摄影：贺继军先生志
愿拍摄）
（下转 A16 版）

工商管理硕士(MBA)、英美文学学士. 精湛的议价技巧,热情的交易服务
Real Estate Agent
丰富的工商管理知识，灵活的英语议价能力，二十
年明州生活及市场经验。特别具有男性对房地产,房屋
结构,建筑材料特殊的敏锐和独到的经验知识。为您买
卖房产、
地产争取最大利益，
助您早圆美国梦。

最低的佣金、最佳的服务！
张鹏是您可长期信赖的朋友！

张 鹏
Paul Zhang
最可信赖的
房地产经纪人

餐 馆 出 售
明 城 大 都 市 西 南 角 (Eden Prairie &
Chanhassen en Area)生意火旺，
售价合理！

(651)707-3470 (C)
pz55441@yahoo.com
“Bridge Realty”
最优质的服务
为您争取最大的利益

竭诚为您找到最佳地点,最好学区，最具投资潜力的理想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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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叫大地飞歌

China Tribune

阿忒

声乐坊中两位小学员边唱边表演，十分投 色的艺术歌曲门类。许倩特意为学员选择 每当歌声终了，在许倩的带领下，全场报以
上接 A1 版
（李清照）和《秋之歌》
（杜牧）， 热烈掌声，表达对学员歌手的肯定、鼓励、和
许倩声乐坊《第九届学生演唱会》带给 入，显然角色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快乐，全场 了《月满西楼》
《异想天开》中的序歌和终曲 恰好体现她的声乐素质教学理念，和自身的 赞美。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许倩在台下十
大家声乐审美上的尽兴享受，至今仍还值得 观众都被感染。
回味。在以金钱作为人生货币的今天，精神 《试着回忆》Try to Remember 唱出了百老汇 文化底蕴。这一月一秋紧扣演唱会主题。 分专注台上的每位学员，用哼声跟打拍和着
生活的价值如何估算？遗憾世上并不流通 的不老，这部音乐剧能够在续演时间和演出 杜牧以写秋见长，李清照常对月抒词，他们 唱，用鼓励来纠正细微的失误，演唱结束她
精神货币。谨以本篇记叙文试作精神货币 场次保持纪录，不单单是扣人心弦的情境和 的千古绝句，配上恰好的艺术声乐岂不成了 总没忘记向学员致谢。不知怎么，望着这些
旋律，更是刻骨铭心的爱的主题。都说爱情 千古绝唱？然而这种高雅歌曲的创作和歌 动人的场面，不禁使我联想到音乐片《音乐
对许倩师生表达真心的
“酬谢”。
许倩声乐坊在明州口碑载道，名气越来 是永恒的，哪怕平淡无奇，更何况跌宕起伏 唱至今乃至将来都是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 之声》，这部歌颂音乐的人性、美好和力量的
越响亮，早就想慕名前访洗耳恭听。今年严 浪漫悲欢。这首曲子唱在十月里，更佳表达 古典诗词本身都是可以吟唱的，具有高度的 奥斯卡奖电影，讲述家庭音乐教师玛丽亚用
“九月的热恋 艺术性和音乐性，为其谱曲难度极高，哪怕 歌声为一个家庭带来幸福，通过电影再把这
冬 3 月声乐坊学员报春演唱会时我们正好 歌词中从秋到冬的恋爱追忆，
回国，遗憾了整个半年。有幸许倩声乐坊 沉醉着你我，十二月的回忆深埋在心里”。 旋律再优美，假如合不上原诗的意境，便失 幸福传播给全世界无数个家庭。
汉语中“乐乐同字”，或者说“乐”字既
《第九届学生演唱会》又于 2019 年 10 月 12 以往我听到《歌剧魅影》中的《希望你能回到 去了原诗的光彩，唱者演绎歌曲面临同样的
《月满西楼》这歌曲，有太多太相似的 可表示“快乐”又可指的是“音乐”，总之快乐
日，在明尼阿波利斯西郊富裕小镇 Orono 三 我 的 身 边 》 Wishing You Were Somehow 困难。
一路德教堂举办，正值金秋时节，又逢周末， Here Again 是女高音唱曲，这次改由男高音 历史和现实的愁情哀怨。李清照和丈夫因 和音乐是分不开的，音乐中最普遍的形式是
“说唱同口”，人人生来一张口，既用口
简直是一份最好的假日礼物。可惜天公不 歌唱，演唱者是乐坊资深学员，也是男声台 朝廷官司的连累而离散，填了这阕断肠伤别 唱歌。
《月满西楼》原唱者是 87 版红楼 来说话，又用口来唱歌。唱歌是人的第一本
作美，刮起今年第一场风雪，气温骤降，灰白 柱，凭借音乐审美的抽象性，歌声的旋律魅 的一剪梅。
色的天空飘舞着晶莹的雪花，漫天银光闪 力犹在，只是音乐剧的角色灵魂被抽去，使 梦中人见人怜爱的晴雯饰演者安雯，配曲是 能，早在人类产生语音之前，人类就用“悦
《月 音”来表达心声，后来随着情感的丰富和对
烁，为什么不阳光灿烂？想是天爷自有天 我脱离了剧情，某种程度影响对音乐剧选曲 她的丈夫，后来因牢狱之灾死于刑期中，
满西楼》唱出李清照红颜才女情比命贵的内 快乐的追求，逐步演变成“乐音”，这就是我
意。乡野一路秋色朦胧，诗意别样，我的心 的欣赏。
歌剧和声乐是两个范畴的音乐艺术形 心世界，也带出了安雯红楼梦女生离死别的 认为声乐中唱歌的起源。 生活中人们大部
情仍然十分畅快，如同进入永恒的世界名歌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 分只用嘴巴来说话，而没有用来唱歌，等于
《斯卡布罗集市》中的画境，
“绿林深处山岗 式，从音乐院校中两个专业的分和合，说明 人生苦旅。
是半个哑巴，而且是没有快乐感的哑巴。人
这是多凄美的辞情与旋律呀！
旁，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白雪覆 了两者的相辅相成和密不可分，以及人才的 满西楼”，
培养趋势，目前更多提倡声乐和歌剧融为一
《秋之歌》唱的是杜牧咏秋的诗彩画面， 生舞台，怎能没歌，口无歌声，谈何快乐？我
盖的土地上追逐雀儿…”
。
教堂坐落在丘陵地带，是一组金字塔造 块，共同培养复合型的高级声乐艺演人才。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唯有 还认为教育中的“德、智、体”发展并非全面，
型，挺拔俊秀。我们到达时，停车场几乎已 许倩对歌剧情有独钟，多次在联欢会和大型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才能唱吟出如此诗和歌 造成很多人生活得并不幸福。应该加上
“德、智、体、乐”，才真正做到全面发
被占满，来的人可不少！进入教堂，一股暖 专业文艺演出上，登台独唱歌剧选曲，把著 共鸣的声乐美境，要进入这种境界需要演唱 “乐”字，
流扑面而来，室内外反差造成格外温郁，满 名歌剧咏叹调当作实现自己技巧完美和歌 者和欣赏者携手同创，要有古典诗词的文化 展。教人唱歌等于把快乐交还给人，再通过
歌声相互传递感染，让人间充满快乐，此乃
作为听众，
我愿以此与歌者共勉。
堂欢声笑语就象举行春节团拜会。这里我 声极致的目标来追求。教学实践中，尽可能 素养，
功德无量也。
好人品，好性格，才有好人缘。许倩给 圣人，
的熟人朋友不多，但向我打招呼的又挺多， 让学员有机会接触歌剧的方方面面，以提高
由于第一次接触许倩声乐坊这个音乐
个个似曾相识，人人珍惜有缘相会。许倩身 声乐的表演素质。我听说许倩利用声乐坊 人的第一印象是“落落大方，嗓音清婉，满面
穿蓝紫色礼服，显得典雅高贵，竟然能够在 第七届学生演唱会的机会，演练了莫扎特歌 倩笑，一缕阳光”，她善良、谦虚、努力，认真、 之家并倾听他们的表演，我仅叫得出其中个
五彩缤纷的人群中脱颖而出，说明她的审美 剧《费加罗婚礼》的片段，这样的尝试不仅需 热情，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使得人缘关系很 别学员的名字。我跟张明娜可以说熟悉到
装扮能力超凡脱俗。教堂室内明亮简洁，布 要大胆，还需要自信，更需要实力，经过许倩 顺畅，这些美德让她在教学育人上获益匪 亲切的程度，小时候看到我，她总喜欢招呼
道台就是今天的舞台，一张案桌正中摆着一 和学员们共同努力，表演获得极大成功。这 浅，同时也提高了她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加 我“You are so funny!”，长大了见到我，常会
本圣经和小型彩色十字架，两旁是一对蜡烛 次能听到有学员轻车熟路地演唱歌剧《水仙 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够帮助并团结明州各个 给个令人吃惊的“Hug”，现在她已是品学兼
群众文艺团体，许倩这颗璀璨歌星日益光照 优，才貌双佳的大姑娘，举止温雅，话音婉
和两束鲜花，地面上几盆室内常青植物，庄 女》中的《月亮颂》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的女中音声乐作品往往深受听众喜 明州华人社会。不同于国内，在美国举办一 约，这些蜕变都是自从她业余爱好上声乐后
严朴实得很象院校的公共讲坛，台前侧面立
《月光泪》属 场演唱会，属于体制外办事，一切全靠自己 显见的。演唱会上她献演钢琴自弹自唱音
着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台后是一面大型景 欢，但这类作品在我国不多见，
窗，窗外银灰色的苍穹衬托着一副深灰色的 于非主流歌曲 ，在民间难得听到，学员演唱 动手，人缘关系使她得道多助，明州知名老 乐电影《绿野仙踪》的主题曲《飞跃彩虹》，表
大十字架，台上灯光朗然融怡，十分贴合演 的情调和韵味都还到位。在中国，女中音歌 艺术家张鹰老师和李家骧老师，都十分乐意 演自如，就象在家中练唱；热情奔放，就象歌
唱会，这是天助，假如窗外阳光灿烂，可烘托 曲只要被关牧村唱过，几乎就被贴上关牧村 前来助演。许倩声乐坊与乡音筝苑联袂推 星登上真正舞台。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明
“原唱”的标签，何况《金风吹来的时候》还是 出《春江花月夜》，为演唱会增添表演气氛， 娜是幸运的，在少女变声后期成了许倩声乐
不出如此华屋晖焕，
人气喜旺的氛围。
演出按时开始。当天许倩是这声乐之 她的演唱得奖作品。选择这首歌来表演，学 很好实践了许倩声乐教学的探索，在声乐和 坊学员，受到正确指导和正规训练，使她用
家的家长，亲自主持演唱会，她那燕语莺声 员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听众。不出所料，歌曲 器乐之间为学员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提高 短短的业余时间，获得一副百灵鸟的歌喉，
了学员的表演素质，也为学员演出机会拓展 优美的歌声将伴随她一生，这一生命的增值
的报幕情文并茂，是每首歌引人入胜的“开 得到很好的演绎。
是无价的。被如此关爱而得福的女孩，在声
不同于音乐剧和歌剧选曲的几乎“全盘 空间。
唱白”，既帮助听众了解和欣赏歌曲，也对演
如果说声乐坊的学员演出还带有业余 乐坊可不止明娜。
唱者的技巧和风格给予精湛的评判，言语中 西化”，节目单中占比最大的还是脍炙人口，
另一位我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学员是青
饱含对学生的赞美和肯定。浏览一下节目 经久传唱的中国名歌金曲，以艺术歌曲为 性质的话，那终场大合唱《葬花吟》就达到相
单，就会惊叹许倩声乐坊教学和成果的博大 主，包括原生态民歌，经典流行歌曲，抒情歌 当专业性的水平了，该曲是电视剧《红楼梦》 春期被歌声眷留的冯岚女士，她长得一副不
《敖包相会》、
《在银色 中感人最深的插曲，
“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 变的娃娃脸，而她的不好唱歌的同龄人已经
多彩，两个半小时的歌声，穿越古今中外，荡 曲，尤其是电影插曲：
《月光下的凤尾竹》
《大海啊故乡》、 头，何处有香丘”，词曲皆悲，哀至情生。我 是大妈了。十几年前认识她时，她是火辣干
漾天南地北。节目编排跟正规的音乐厅和 月光下》、
《思乡曲》、
《雁南飞》……。为了达 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不该阳光灿烂，是《葬 练的餐馆老板，有次在她的餐馆吃饭，当她
歌剧院没什么两样，分上下场。上半场咏叹 《思念》、
“寄心与月”
（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 到既有别于普通业余歌手，又缩小与专业歌 花吟》悲透了老天爷的心。由许倩亲自担任 得知那天是我的生日，便打开餐厅的卡拉
到夜郎西 ），压场是古筝弹唱千古颂月名曲 唱家和歌星的差距，难处可想而知。许倩和 领唱，张鹰指挥，学员分声部的合唱，再加上 OK 音响，为我真情献唱了中英文的《祝你生
《春江花月夜》；下半场倾诉“情为何物”
（元 她的学员在这上面肯定少不了操心，要尽量 古筝伴奏，气势庞大，乐声缭绕，全场倾动， 日快乐》，这惊喜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如
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终 唱出水平，唱成特色，走出原唱的“阴影”和 为演出成功划下圆满句号。张鹰在我心目 今她餐厅的美食在我脑海中早已消失殆尽，
曲是古筝伴奏红楼梦《葬花吟》的悲情绝 仿唱的局限。从许倩的介绍和学员的歌声 中是当之无愧的“明州第一音乐先生”，演出 而她歌声的婉美仍不断被回味。她告诉我，
唱。这是许倩集一身的功力、智力、能力、活 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成绩显 结束后我在台前遇上他，他两手轻抚着长衫 她年轻时学过声乐，那一段我一直郁闷，多
“有好几年没穿上这身演出服了”， 希望这只被炊烟困扰的夜莺能够自由飞
力和魅力为明州华人精心烹调的一场学员 然。为了扩大学员的歌路，提高学员分析、 对我说：
声乐大餐。许倩对花腔女高音有专攻，精通 处理和表现歌曲的能力，要求他们从风格多 翠绿色的长衫衬得他满面红光，激动难抑。 唱。没想到如今她在许倩声乐坊华丽转身，
丰富多样的炫技唱法。在正宗美声唱法（意 样的声乐作品里，从不同歌唱家的演唱技巧 也许此时他联想到 55 年前参演大型音乐舞 获得第二次声乐艺术的生命。前不久才了
解到，同样有许多不同职业，职务和年龄的
大利美声唱法）基础上，博采民族、通俗和各 中吸收养分，她鼓励学员根据各自特色灵活 蹈史诗《东方红》的难忘时光。
如果让我当评委来给许倩学员演唱会 男女聚在许倩声乐坊后，不断焕发青春光
种民间唱法，以及各类戏腔和曲腔，才造成 应用跨界演绎的唱法，以及适当的翻唱手
她有能力对不同的男女老少学员因材施教， 法。有的歌曲旋律优美，不同唱法都容易动 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集 彩，生命持续得到升华。这不因为他们是社
会精英，曾经在国内外名校接受过精良教
留 5 分再接再厉。
因人利导，这一杰出才干可以从声乐坊学员 听，被宋祖英唱红的民歌曲调《望月》，学员 体得分 95 分，
改用美声法唱出，照样悦耳甜心。男女声二
许倩声乐坊除了几位非常绅士的男学 育，也不因为白领地位让他们实现了美国
演唱会中充分体现。
首先我们必须把许倩的学员定位为“专 重唱《祈祷者》和“梦之路”组合的男女声三 员，剩下的都是“舞台姐妹”，可她们不再象 梦，而是因为他们追求了声乐这一精神爱
遇上了许倩这位传播福音的天使。
业训练的业余歌手”，这样才能客观解读和 重唱《弯弯的月亮》，都选择美声与通俗混合 电影《舞台姐妹》那样“年年难唱年年唱，处 好，
“坊小桃李艳，歌多岁月甜”。愿许倩声
评价他们的演出，才会觉得他们是如何的了 的唱法，展露出这些学员正向职业歌手的水 处无家处处家”，但都有《舞台姐妹》那样“只
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的对歌唱 乐坊飞出更多的百灵鸟，飞向民间，飞向舞
不起。这不是一场公演，确切说是许倩的教 平靠近。
文化差异造成国外电影歌曲很难在华 的执着追求。不敢说学员的专业水平已有 台。祝他们更加快乐！人生如歌！
学和她学生的成绩的汇报演出。学员演唱
《大地飞歌》为你们而唱，你们又为大地
中的绝大部分曲目是从声乐教材中挑选来 人圈子中家喻户晓，哪怕是著名歌星演唱的 多高，那是需要进一步努力，但学员已经表
的，具有特定的专业技巧和难度，如女声小 世界名曲，有时也无法充分获得听觉欣赏。 现得很棒，在服装审美和风度气质方面，他 飞歌——
合唱《月之故乡》，要求如歌如诉的深情与音 《玫瑰人生》一开唱，首先使我联想起完全靠 们已接近甚至超过专业演员的水准。傍着
“踏平了山路唱山歌，撒开了鱼网唱渔
色柔美的画面相结合。男高音歌曲《为你歌 歌喉成就人生的皮雅芙，我了解她的故事超 高耸的十字架，学员个个用心来歌唱，只要 歌
唱》，是首艺术性和文学性兼备的抒情歌曲， 过听她的歌，她喜欢夜幕降临，期待那酒精， 心怀虔诚，必有天籁之声流淌心中。师生间
牡丹开了唱花歌，
荔枝红了唱甜歌
必须能把握波动的情感和多变的节奏，去表 灯光和歌声编织出的巴黎夜生活，这些脑海 情谊浓浓，歌声将心心相通，学员为许倩争
唱起那欢歌友谊长，长过了刘三姐门前
中浮现的背景画面，帮我慢慢沉入情感弥漫 光，许倩以他们为荣。这是个多么快乐的音 那条河
达美好恋情的青春活力。
乐之家！
音乐剧在声乐学习和训练，以及培养舞 的歌声里。
唱过春歌唱秋歌，
唱过茶歌唱酒歌
如今不但歌手在采用翻唱，连作曲家也
观众很多来自学员的亲友，台上下互动
台表演的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美
唱不尽满眼的好风景，好日子天天都放
国的声乐教学中备受重视。不同于中国，音 在尝试改编。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同 亲密，每个学员唱完后，回到台下的座位便 在歌里过
乐剧是美国艺术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组成 样体现在歌曲中，当我沿着改编后的俄罗斯 又成了普通观众，为自己的同学喝彩，整场
唱过老歌唱新歌，
唱过情歌唱喜歌
部分。提起音乐剧，必然离不开百老汇，那 歌曲《小路》，却回不到当初流行这首曲子的 演出充满家庭的温馨。由内蒙古来的一对
唱不尽今朝好心情，好歌越唱大路越宽
是世界音乐剧中心。从 2006 年开始统计， 50 年代。而唱这首改编曲的恰好是位经历 父女组合，演唱家乡的歌曲《草原夜色美》， 阔”
到 2018 年，共计有 1 千 1 百 66 万人观看过百 过 50 年代的学员，她精神面貌显得非常年 给人特别的亲切感，
也许这是许倩为渲染家
老汇的演出。音乐剧选曲在学员演唱会中 轻，嗓音圆浑，情感涌溢，赢得大家喝彩，我 庭亲情而作的刻意编排。
2019 年 10 月 31 日凌晨
占有较大的份量，大部分来自百老汇的音乐 也很陶醉。看来无论是音乐表演还是音乐
没有麦克风，一架钢琴伴唱，就跟上声
剧精品。
《悲惨世界》中的《我就是我》On My 欣赏都必须不断更新自己。
乐课一样夲色天然。演唱者纯粹一副学生
不忘“诗歌同源”
Own 和《灰姑娘》中的《在自己的小角落》In
的初心，中国音乐人努 模样，很多学员在台上脸部羞涩，有时听到
My Own Little Corner ，是两个女孩的唱曲， 力探讨为古典诗词谱曲，开创出具有中国特 台下拉拉队的欢呼，还吐舌头眨眼晴卖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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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桂芳

“房屋是可用價值衡量 明州專業房地產經紀人
經驗及口碑是無價＂

Aileen Chan

粵語、普通話、英文
Tell: 612-812-6375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Aileenchan.edinarealty.com

房地產的交易不單是買與賣，
其中牽連不少其他的細節，比如房
地產相關法律，稅務及買賣的權利
與責任等等。因此，一個好的經紀
人不儘是您最重要的資訊與顧問中
心，更能幫助您作出最明確的決定。

豐富的經驗
客觀的分析
忠誠的建議
滿意的服務

無 價

不論你認識那時候的陳桂芳，
認識她的朋友及顧客都會認同，陳
桂芳由始至終堅持同一宗旨，“以
誠懇的溝通，實際的行動，豐富的
經驗及優秀的議價技巧，為顧客爭
取最大權益”。

Edina Reality是明州最大的房
地產公司，擁有最健全完整的體制
及市場最新的訊息。

衷心感謝客戶及朋友們的信任與推
薦，讓我的事業不斷成長並榮獲
Edina Realty的總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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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民二胡乐坊

郑伟民老师拥有十六年的教学经验和十八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 ，曾担任新加坡吉丰
年的丰富乐队及舞台经验，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
华乐团的代首席和二胡指导
。近年蒙幸得到张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玉明二胡大师为师
。
张玉明是中国国宝级的二胡大师及教育
家 。 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他的学生都在国际二胡大赛里脱颖而出，
，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
比如著名二胡演凑家于红梅
。好些出名音乐学
院的系主任，
院的系主任
，专业乐团的指挥
专业乐团的指挥，
，首席
首席，
，和声部长
都是他的学生。
都是他的学生
。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
吉丰华乐团拥有八十多位团员
，在新加坡
久享盛名。
久享盛名
。她曾经连续七届荣获全国音乐比赛
612-479-3700
冠军，
冠军
，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
荣获国家颁发优秀奖状。
。 乐团经常被邀
chia0042@gmail.
请到海外演出。
请到海外演出
。
com
授课地点:: 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授课地点
招生年令：
招生年令
：儿童四岁半以上
儿童四岁半以上，
，成年年令不
成年年令不限
限

郑伟民

Wei Ming Chiang Erhu Studio
Wei Ming Chiang has 18 years of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has been teaching
erhu for 16 years. Since 2015
2015,, Wei Ming has been advancing his studies with
Master Zhang YuMing, an erhu master and educator and designated national
treasure in China. Many of Master Zhang’
Zhang’s students, like virtuoso Yu HongMei,
have w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ome students head music departments at
prestigious music conservatories, while others hold positions in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as conductor, concertmaster, or erhu principal.
Wei Ming was the interim concertmaster and erhu instructor with the Singapore
Keat Hong Chinese Orchestra (KHCO). The 80
80+
+ member
orchestra is well-known in Singapore and is the recipient of
various honors: First prize winner and Best Performance Award
for 7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Letter of Commendation; etc.
KHCO is fr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overseas. Erhu
(Chinese Violin) Lesson Offerings at following locations:Roseville, Eden Prairie, Bloomington
Age requirement: Children age 4 1/2 and up, adult
no age limit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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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律师事务所
WeThink Legal Services LLC
612-787-2528
莫妮卡.周
明州执业律师
联系方式
电话：612-787-2528
地址：222 South 9th St.
Suite 1600
Minneapolis, MN
55402-1425
邮件：info@wethink.legal
网址：cn.wethink.legal

微思(WeThink Legal Services LLC)，为华人客户
提供移民，公司注册，公司合规，劳务问题，餐厅
买卖，商业租赁，合同审核，谈判和拟定，民事等
广泛而专业的法律服务。

周律师拥有米歇尔汉姆林学院法学博士，是明州执
业律师和明州律师协会会员。周律师将为你提供个
性化和价格合理的法律服务。

联合地产明州双城
最优惠的价格！
最贴心的服务！
贷款，
贷款
，买房
买房，
，卖房
卖房，
，检测
检测，
，
成交过户一条龙服务！
成交过户一条龙服务
！

LS #

明州商业房地产

2

Dida-Jin Huang
联合地产经纪代理
（中英流利）
763-913-9174
DidaETC723@gmail.com
www.AnjuMN.com

◆ 更高的贷款成功率
◆ 更快的过户速度
◆ 更强的谈判技巧
◆ 更专业的服务意识
◆ 更详细的房源信息

商业地产的专业团队
添加微信号每天更新
▲ 各类餐馆铺面出租
▲ 办公楼 Office 出租
▲ 大小型号仓库出租
▲ 新开发商业区出租
▲ 多单元投资房出租

SAM KARSTEN

15+Years Experience
NMLS # 829386
Cell: 612-719-7550
Office:763-657-0064
Sam.Karsten@amecinc.com
网站：samuelkarsten.amecinc.com
•

Get a fully underwritten loan
before shopping
• We work with credit scores
as low as 580
• LOW CONVENTIONAL,
F.H.A, and V.A RATES
•
As low as 3.5% down payment

拨打免费中文咨询热线
763-913-9174

地址：
地址
：1589 MNMN-7
7 #200
200,, Hopkins, MN 55305 公司电话
公司电话：
：(952
952)) 228
228-1049
官方网站 www.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com
免费下载最快最准确房源搜索 APP: UnitedRealEstateTwinC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