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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beuf Jesuit 高中开始中文教学
                 和温森博校长，崔世玲老师一席谈 本報記者 傅竹生

黄少华博士

Dr. Edgar Huang
317-804-4060 

SATEnglish@gmail.com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的SAT课被列入Carmel高中，Fishers两所高中，Heritage
基督教学校和印地国际学校的家教名单。该课由于在当地产生
的重大影响受到那些高中counselors的推荐。很多其他公立和私
立初／高中的学生也都来参加。	SEEC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反复推
荐。SEEC的影响多年来波及美国各地。加州湾区、纽约市和波
士顿家教市场繁荣，但那些地方不少的家长和学生专挑SEEC。

•	 2月6日起，SEEC增设新版SAT的班。现有SAT的班照常进行。欢迎6
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SAT/PSAT英语提高班

校長Greg VanSlambrook先生和崔世玲老師

Brebeuf Jesuit布伯夫高中是印城一所有五
十餘年歷史的私立高中，由天主教所創辦。 
從本學年始，開始中文教學。為了解學校整
体和中文教學的情況，記者走訪了布伯夫高
中的校長Greg VanSlambrook先生(溫森博校
長),和崔世玲老師。

布伯夫高中創辦於 1962 年，目前各年級
總共有八百多名學生，每堂課平均十八名學
生。

布伯夫是一所教會創辦的學校，早上八時
許，一天的活動，是在晨間禱告裡開始的。
宗教課程是必修課，但是溫校長提到學生絕
不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而是來自於各個不
同的宗教背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
教，印度教，回教，當然也包括什麼教都不
怎麼信的學生。也正因為這廣大不同的背
景，讓宗教課裡的討論生動活潑，也讓同學
們更能了解不同宗教背景人士的想法。 在
世界各地常為宗教衝突所困擾之際，相互了
解當然是解決問題的契機。

整体來說，布伯夫教育的方針是全方位地

培養學生做為各方面都完整的人;  以嚴格的
學術訓練，激勵學生做到最好的自己。  要
求學生和老師能談得來，有良好的溝通;  也
刻意讓學生安排部份自己的時間，自己做決
定，以培養獨立思考，深度思考的能力。

作為教會學校，對學生對家庭，對社會的
責任自然重視。 要求學生彼此照顧，關懷
他人，為社會，為他人服務。

耶穌會和中國淵源深遠

天主教耶穌會創辦了布伯夫高中， 你可能
不知道天主教耶穌會和中國的淵源有多深。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到中國開拓傳教，也是
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
研，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
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的西方學
者傳教士利瑪竇，就是耶穌會士。據布伯夫
高中 Vice President, Michael 神父說，耶穌會
曾提議允許中國信徒敬拜祖先，以方便向中

國人傳教，但是未被教廷接納。如果當時羅
馬教廷接受了這建議，當今的中國大陸，台
灣，東南亞的華人地區，又會不會是全世界
最大的天主教地區呢?

由於中文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布伯夫為中
文教育準備了好幾年。崔世玲老師表示，教
學的目標是為了讓學生能有基本的中文溝通
能力，特別是口語溝通的能力。崔老師提到
語文要學得好，好的學習環境很重要，所以
在課堂上必需說中文。 老師規定，在課堂
上不小心說了英文可是有代價的，說一次英
文要罰兩毛五分。

此外，學生回家後，得把家人說的英文譯
成中文，並且把翻譯過程製成錄相。想混過
這門課還真不容易。

在字体方面，則是繁体字，簡体字都介
紹。家中有中文環境的學生，要求自然會比
較高，同時能有機會在班上作小助教，幫其
他同學了解作業等情況。

作為有只有八百名學生的小學校，布伯夫
的体育成績相當可觀。除了在各項体育競賽
中獲得優異的成績之外，百分之八十的同學
都參與了不同的体育活動。体育活動除了鍛
鍊身体之外，培養團隊精神，從体育活動中
學習了解人際關係，當然是重點。

高中學生申請大學，除了平日嚴格的課
程，和適合的課外活動之外，健全的大學申
請輔導制度對學生當然有很大的幫助。布伯
夫每年級大約兩百名學生，有四名輔導員一
路協助學生申請大學。 溫森博校長強調，
布伯夫注重幫學生選擇在各方面都最「適
合」自己的大學。

教育是華人家庭的重中之重。 聽到溫森
博校長和崔世玲老師熱沉的介紹布伯夫高
中，更能了解該校全方位教育的精神，也為
學生們感到幸運，能在這個良好的環境得到
栽培。

中文班同學參加印城國際節

學中文，當然得嚐嚐中國早點

二月六号下午，由
Columbus Service League
组织的第二十五届“巧
克力的味道”(Taste of 
Chocoloate)义卖活动在
哥城Fair Oaks Mall里举
行。本次活动得到了三

十多个组织和公司的支持，以甜点义卖的形式
筹款，来支持各项社区活动。在马洪斌的协调
下，康明斯华人协会（Cummins  Chinese  Affinity 
Group）和哥城华人协会 (Columbus  Chinese 
Association)的志愿者也准备了富有中国特色的
甜点，首次参加了今年的义卖活动。

元旦刚过，康明斯华人协会主席之一的
马洪斌向协会的会员们介绍了Columbus Service 
League和它的主要活动。在取得哥城华人协会
的认同后，两个组织决定共同向华人社区征集
志愿者，制作甜点，支持此次义卖活动。邀请
发出后，立即得到了众多会员的积极回应。心
灵手巧的孙晨露首先报名负责甜点的制作。她
和甄峰，敬华，Ella Wang，Diana  Wang, Rebecca 
Zhu, Hua Sheng等一众志愿者精心制作了许多富
有中国元素的甜点，有麻将样式的巧克力点
心，漂亮的巧克力夹心蛋糕，还有令人垂涎欲
滴的巧克力慕斯蛋糕。这些中西合璧的精美甜
点送到展台后，马上吸引了许多眼球。连哥伦
布市的市长Kristine Brown 也来到我们的展台品
尝。马洪斌，王以宁，钟靖华夫妇，陈旭等志
愿者热情的向游客介绍甜点的风味和特色。很
快就有不少游客把手中的品尝卡换成了甜品，
还有不少人做了回头客。有很多人对麻将牌样
式的巧克力赞不绝口，看来这项作为中国国粹
的游戏在小小的哥伦布市也有不少拥趸。很

快，首批准备好的甜点就告罄了。环顾左右，
大多数摊位都是Starbucks, Lint’s, Papa’s Deli等
餐饮业的行家里手主持，可谓是强手如林。在
这些“职业队员”面前，由孙晨露领衔的业余
队员作品新颖，战绩不俗。

夜色渐渐深了，众多游客在巧克力的香味
里流连忘返，志愿者们也体会到社区服务影
响深远。主办方Varsi女士感谢华人志愿者和
华人社区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她说，Columbus 
Service League 是一个有近五十年历史的非盈利
组织，由三十多位妇女志愿者组成。它的宗旨
是促进社会平等，提倡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参
与志愿服务。她估计这次义卖的收入会有近
一万元，将
用于支持旨
在培养年轻
领袖的Youth 
L e a d e r s h i p 
Bartholomew 
County 和鼓
励小学生读
书的Reading 
Is Fundamental
等活动。她
希望华人社
区能和其他
组织进一步
合作，发挥
更 大 的 作
用。

     大峡谷之行补记         巧克力的味道     陈旭    陈旭

2013年末，我们全家来到著名的大峡谷国
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旅
游。时隔一年有余，每每回想起那壮美的风景
和旅行中的见闻，总觉得还是应该写篇小文以
示纪念。

大峡谷位于美国西部，由桀骜不驯的科罗
拉多河经过千百年的冲撞，从巍峨的落基山脉
中硬生生地切割出一条绵延近三百英里的谷
地。峡谷最宽处将近二十英里，深约一英里。
从飞机上看下去，好似大地的累累伤痕。作为
国家公园，她常年位列游客数量第二，仅次于
大烟山(Smoky mountain)。每年都有四五百万的
游客慕名而来，一睹这雄奇大气的西部风情。

大峡谷公园共有东南西北四个主要入口。
我们下午两点钟从赌城拉斯维加斯出发，在胡
佛大坝稍事停留，晚上九点左右来到大峡谷公
园的南段小镇图散烟（Tusanyan）。这是一个
专为游客服务的镇子，只有几个旅馆，饭店和
纪念品店。我们图便宜，住在离公园门口很近
的红羽毛旅馆（Red feather hotel），还算干净
整洁，每晚一百美元。

第二天清晨，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
的来到峡谷公园参观。十二月的大峡谷，寒气
袭人， 路边还有些积雪。早晨八点到达公园
的停车场，还是空空荡荡的。听了朋友们的建
议，我们每个人从头到脚都包了个严实。一下
车，我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多多和四岁的二多
就急不可耐的冲下车，一路小跑，急着要把峡
谷看个究竟。参观的便道就修在峡谷的边缘，
时间还早，并没有什么游客，初升的太阳远远
的把光线安静地洒在白雪皑皑的峡谷里，大峡
谷一副冷峻的面貌，从容的迎接我们。看着雄
壮的峡谷，孩子们欢快的叫着笑着跑着跳着，
象两个小野兽一样自在。我忙不迭地拍照，峡
谷里好像也渐渐热闹起来。我们在峡谷边缘走
走停停，游客渐渐多起来。阳光好像一个大画
家，在峡谷里挥洒自如，用光和影诠释自然的
魅力。除了赞叹，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所见
的壮美山河，只觉得整个人好像要被峡谷融
化，成为一体。

科罗拉多河在一千多米深的谷底蜿蜒曲
折，看似无奇，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
条河流，如刀斧一般，在坚硬的岩层中凿出了
这样雄壮的大峡谷。想来在上古时候，水量一
定比现在要丰盈的多。在峡谷中，还有很多稍
矮一些的山，顶部大多是平平的。石质的山体
鲜有树木，象一本厚厚的历史书，每一层岩石
都记载了远古的故事。大峡谷好似历史课本，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段的峡谷，是从一片高
原，而不是从起伏的山脉中形成。这一切就像
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拿着餐刀，从一个大生日
蛋糕中间切割出来的一样，峡谷的边缘完全是
一片平坦之地，要不是来到近前，都不会发觉
自己居然站在峡谷之巅了。相信很多朋友游览
过长江三峡，那也是两岸重山相向，中有滚滚
长江。可是周围群山起伏，让人无法从容地站
在高山之巅俯视峡谷。在夏季，有些大胆的游
客先下到谷底，再参加漂流项目，乘船从谷底
仰视周围的奇峰怪石，那又是一番别样的风
景。

大峡谷公园最为有名的项目是沿着三四米
宽的山间小路，从山顶一直走到谷底的科罗拉
多河旁，沿途可以全方位欣赏峡谷风光。我二
十岁出头的年岁和同学在国内爬过险峻的华
山，整个晚上都在登山，天明时分才登到半山
腰，时间不够，只得下山，累的够呛。现在看
看最短的路线，一来一回总路程也要十几英
里，加上山路崎岖，带着两个孩子一天之间是
绝对无法完成的。下山的小路全是土路，很多
路段还覆盖着冰雪，看上去颇有些难度。可是
既然来了，总要试一试。导游图上有善意的提
醒，下山的速度大约是上山速度的两倍。因
此我们决定要用三个小时来走一英里左右的山
路。我们小心翼翼地一路向下，峰回路转，不

时还要提醒孩子们当心
脚下的路。走着走着，
迎面走来了一队骑着骡
子的旅行者。我们赶忙
站在路旁，让他们先
过。后来才知道，这是
非常热门的项目，要提
前几个月预定才行。骑
行游览峡谷已经有百年
的历史。骡子健壮而且
性情沉稳，在小路上行
走比骑马要舒服很多。如果钱包鼓鼓，大可以
享受一次，还能在谷底住上一两晚，和大峡谷
来个360度全方位接触。路上大小游客络绎不
绝，还碰到几对年轻夫妇抱着宝宝。往下走了
约一个小时，我们决定返回。平时走几步就要
抱的二多这次很给面子，基本上都自己走。不
过回到旅馆就累瘫了，早早睡去。

除了风景，大峡谷公园还给我和孩子们上
了一堂环保课。每天来的游客少则数千多则过
万，几十年过去了，整个公园依旧保持着原来
的面貌，路旁看不到废纸，塑料袋或者塑料
瓶子，也没见到保洁工来清扫，堪称奇迹。
在一条通往谷底小路（Bright Angel Trail）的起
点有一条提示标语：凡带下去的都得拿上来 
（What goes down, must come up），善意地提醒
游客不要乱丢垃圾，让美丽的风景免遭垃圾
的破坏。为鼓励游客自带水杯，公园内的商
店不卖瓶装水。公园的小路旁有水龙头提供
干净卫生的饮用水。既方便大家，又减少塑
料瓶这种环境垃圾的来源。更为有趣的是，
在公园里的餐厅吃饭，居然没有吸管。按照

柜台旁边小提示的说法，全美国每天要消耗5
亿个吸管，足足可以装满125辆校车。多多看
完马上表示以后也要少用吸管，减少不必要的
垃圾。美国的环保口号是少用，复用，回收再
用（reduce, reuse, recycle）。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了保护环境其实就是保护自己。每个人的力量
虽然很微弱，但是如果大家都自觉维护，就会
形成一种氛围，使环保成为习惯，融入日常生
活中去。

我们一家在大峡谷公园里度过了愉快的三
天时间。最后一天上午，我们决定乘坐免费的
观光巴士，再一次欣赏这一造物主给我们留
下的壮丽山河。我惊喜的发现车身上有CNG字
样，说明这是一辆用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汽
车。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还是康明斯西
港公司制造的发动机。我高兴地跟两个儿子说
明，真为自己工作公司的产品被国家公园选中
感到骄傲。

再次远眺，大峡谷，我们一定能再见面！

           《 少 年 美 》     沈超

莘莘学子，飒爽英姿；茕茕弱冠，矫矫鹤
立。前不负周郎羽扇纶巾，后不让东坡才富五
车。虽葛衣灰巾，无玄装华彩，亦可高谈阔
论，一品国是；即寒窗未满，无圣人教诲，也
能虔诚以待，处物待人。此为少年之美，吾谓
之少年美矣。

少年美，美于英气勃发，其志千里，粪土
公侯。浩然养身，以和日月。上有青云之志，
下有赤血之心。闻鸡而起舞，引灯而长读。虽
遇险难而腾达之心不改，宁尝艰苦而忠义之志
勿移。有直挂长帆济沧海之豪放，具会须一饮
三百杯之清爽。或逍遥自得，或嬉笑怒骂，或
志藏天下，或漂泊天涯，或悬壶以济世，或妙
手可回春。或天马行空任来往，或潇湘夜雨无
鸿踪。所谓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
而“云从龙”，则既有龙将现于乾坤，其美将
现于浮云，无可谓甚也哉。

少年美，美于其天将降之大任。“十年磨

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
事。”其言，其歌，其慨即为少年拳拳之心。
其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可以”动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遂知天之所将降大任
矣。大任在天，而基于在己。少年欲承寰宇之
后恩，必先蒙受垢蔑。然此时虽或伶仃孤苦，
或茕茕孑立，但狱火炼真金，一朝有吹尽黄沙
之日，其美自会焕显于人前。此即为“宝剑锋
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深义。故孰能
言，少年大任不为美矣。

分少年既有
此内美兮，此间
少年自当自美，
且重之以修能，
方能有朝日以搏
击于天地，彰显
于乾坤，以当代
少年之美传承于
历代后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