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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和朋友在圣路易斯的隆冬里为杨奎医生送行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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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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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Japa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Asking $100, 000 only

6 Hibachi Table Sushi Bar
Please contact:

May Lau, 317-900-0614 
or 317-702-4648

10% off for early birds (Before 1pm, Monday to Friday)

Castleton Square Mall
6020 E 82nd St, 
Indianapolis, IN 

(Inside Castleton Mall, near Macy’s entrance)

Phone: (888)DOT-BOBA 
          (888-368-2622)

Website: www.chatimeindy.com
Facebook: chatimeindy

吴晓波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欢迎加入我们的学校!        Join Us at the Next Day Camp: 1月18日 (Martin Luther King’s Day)

Hanbridge Learning Academy
汉桥课后学校：汉语教育从这里启航。。。

Tel: 919-208-4461 (Tracy)
Wechat: 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eb: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汉桥课后学校已于2016年1月5日正式开学 !!!
汉桥课后学校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辅导完成作业、中文课，每周不同主题兴趣课一次。让孩子在兴趣中学
习，在学习中成长！免费为每位孩子（K班以上）提供中文课和特色课的试听服务各一次。同时提供school’s out 
camp，day camp 和春假、暑假camp。

 为学生免费提供接车服务、提供健康有营养
的小食品

 辅导学生完成美国学校的作业
 生动有趣的中文课

 注重学生特长培养：语言艺术、舞台表演、
用中文演讲、画画、face painting等课程。

 Free pickup service and snacks provided 
 Mandari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Homework assistance
 Language speaking art, stage performance,  

drawing, creative crafts, singing, face 
painting and more

 Day camps, summer camps授课时间：Monday-Friday 3:00pm-6:00pm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擅长各种才艺的老师

元 月13日，在我和朋友例行的午餐即将结束
时，同桌的福建男子汉看手机时的紧张表情
着实把我们都吓着了：他不断地重复说不敢
相信，直呼不可能，他就是这样得 知并且转
告了我们：他的邻居朋友在前一天去世的消
息。四天后的昨天，圣路易斯社区的亲朋，
还有远道从中国，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地方赶
来的二百多位华人和其他 美国人来宾，在
隆冬中为杨奎医生送行。我始终对写葬礼的
提议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次我和太太在殡
仪馆的哀悼厅坐了整整三个小时，大家的发
言太让我感怀了， 现在先以我几天前写的
纪念杨奎医生的短文开始这个比较长的文字
旅程：
                                                 杨奎

                          1971年8月7日-2016年1月12日

生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病逝于美国密苏里
州圣路易斯市

我们绝大多数人从震惊中来到这里，哀悼
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杨奎医生。他带着无尽
的不舍，于元月12日年仅44岁离开了恩爱的
妻子，年幼的儿女，还有需要孝敬的年迈父
母。

我们之所以如此突然地得知此噩耗，很大的
原因是因为杨奎医生是一位注重隐私的绅
士。他把爱奉献给了他的家人，朋友和病
人，而自己却默默地与骨髓瘤抗争了三年
多。他在走完生命旅程的前几天，还对治疗
方案充满乐观，并且期待着痊愈后能够重返
临床工作。

杨奎和紫薇家的经历是我们华裔第一代在美
国奋斗的缩影。他们相爱于大连医科大学的
校园，然后先后前往北京医科大学的著名实
验室攻读研究生。他们赴美国留学的 第一站
是加州洛杉矶市，那里也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Emily出生的地方。随后，杨奎成功地进入
竞争激烈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麻醉科的住
院和专科医生的培训， 并于2012年在骨髓瘤
袭来的时候开始主治医师的职业生涯；紫薇
则以研究教授的职位在华大从事医学应用研
究，同时在五年前孕育了儿子Bryan。

他们在我们记忆中是令人羡慕的儿女双全的
家庭，以男才女貌形容都不恰当，因为紫

薇本身还是位才女。紫薇的侄儿形容杨奎是
位“善良、开朗与诙谐的人”，朋友 更称
紫薇为“非常开朗大方，乐观幽默的一个妈
妈”。如今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我们感
恩与珍惜生命的同时，我们也相信紫薇能够
坚强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把两 个孩子抚养成
人。”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组织者们，他们前期的精
致策划，才有了整个过程的有条不紊，让时
间在沉静的哀思中流动。逝者与家人 在各个
生涯段的照片，配上他喜爱的背景音乐，中
西兼顾，用影像和音乐述说人生故事，非常
感人。这个仪式也证明我们华人也能把事情
做得庄重而大气，不需要虚 假的嚎啕大哭也
能充分表达我们的哀悼。

我们尤其欣慰地看到紫薇在悲情中显示的坚
强，为她和孩子们祝福的同时，她也让我们
看到了俩孩子的希望。我因入场较早，碰巧
目睹了杨奎父亲坐轮椅见到儿子时的场面，
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白发送黑发的悲
催，那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正如我告诉紫薇的，我妈妈也是在我十一岁
时突然患癌症去世的，从诊断到去世只有三
个月的时间，后来我和七岁的妹妹也在众多
亲人的关心下长大成人，希望她能保重和坚
强。说来话长，我就是靠做单克隆抗体来美
国的，而骨髓瘤正是产生抗体的浆细胞的肿
瘤。在免疫治疗日新月异的今天，在世界骨
髓移植做得很好的圣路易斯 华大，我们还
是对杨奎出现的GVHD没有办法，我那可怜
的母亲更为不幸，她只活了37岁。我很少流
泪，但是这次坐在前排是个例外，因为我可
能潜意思地联想 到我自己的小时候。我目睹
十岁的Emily在爸爸灵柩前的点滴，她时尔
痛哭，更多的时候是茫然的样子，她可以从
紫薇怀里离开去摸爸爸的手，然后又回到悲
恸 不已的爷爷的怀里，那场面确实很难不让
我落泪。

下面是追思会上几位朋友的发言文稿，文字
均获作者和紫薇的同意而刋出。

悼我友杨奎

作者：赵承水（美国斯坦福大学）

各位来宾， 下午好!

我叫赵承水，前天刚从Stanford 大学赶回
来。 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圣路易斯人，因
为我在华大先是做科研，后是完成了麻醉住
院医师培训，去年八月才刚远赴Stanford 大
学做疼痛医学fellow。至今，我的妻子及小
儿子还往在这座城市，St. Louis是我的家。

记得那是2007年的一天， 我把杨奎从飞机场
接到我家。 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圣路易斯的土

地。 从此, 他充满希望的开始了他在这座城
市的人生打拼。

其 实，我熟知杨奎并彼此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要远远早于那一天。 早在1999年，在北京医
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杨奎和我在一个仅
有三人的科研小组一起研究神经损伤引起的
疼痛。 他很快证明， 他不但能给病人做很
好的手术， 他的动物手术技巧也是无与伦比
的。他做大鼠模型又快又好。 那时的杨奎是
一个英俊潇洒、高大健康、聪明幽默、学习
上进、工作勤奋、心地善良的年轻人。 我与
他拥有很多共同的年轻时期的美好回忆！

初来St. Louis时， 杨奎住在我家。 我们全家
曾非常的渴望与他不但能同住，同时也能同
吃。 可是他的住院医工作总是那么的忙。 
虽然能接触的时间极其有限，但我们两个儿
子很快就爱上了杨奎叔叔。 他们天天盼望
着能见到杨奎叔叔。可一个星期能见上两次
就算多的了。因为杨奎叔叔总是在他们睡觉
后很久才能回来，又总是在他们睡醒前很早
就去医院了。杨奎是 我所见过的工作最勤奋
的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三个儿子与他们的
杨奎叔叔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杨奎叔叔是他
们最崇拜的人。在我大儿子还 小的时候，有
一次他问我：爸，杨奎叔叔比你年轻，为什
么他比你更有知识哪？我斜着眼对他说：你
比他年轻，可你没他有知识。你需要更加努
力！懂吗！那是唯一 一次我对杨奎有点小意
见的时刻。

这次回来前，我告知仍在Stanford大学读书
的大儿子， 他杨奎叔叔不幸去世的消息，我
的大儿子顿时热泪盈眶。同所有在场的朋友
一样， 我们全家都深深爱着杨奎。 杨奎是
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将永远记住他，
他将永远的活在我们心中！

杨奎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迎接他
深深爱着的妻子紫薇和他的宝贝女儿Emily
来St. Louis。杨奎和我后来开始寻找租房。
在漫长的寻找过程中，我听到他最多提起的
是：什么样的房子是紫薇最喜欢， 什么样的
房子对女儿是最安全最健康。 但我从没听他
提起过他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再后来我带他
去买车，他竞买了一辆红色的，因为那是紫
薇喜欢的颜色。 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及孩子！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及父亲。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奎一家与我们一家越来
越近、越来越亲、亲如姐妹兄弟。我们两家
经常相聚，一起吃饭聊天。杨奎绝对是在我

们家留下空啤酒瓶最多的人。

杨奎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乐善好施，他却
从不愿麻烦别人。 即使与他亲如一家的我
及我的妻子也是很晚很晚才知道他得了多发
性骨髓瘤。他是一个极其顽强的人，更是一
个天生乐观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假期
中，我到医 院看他，他还非常高兴地告诉
我，他的骨髓移植手术非常成功，已算基本
痊愈。他还说，等我的疼痛医学fellow做完
后，他希望我们俩能一起开个疼痛诊所。 杨
奎是一个总是充满理想和正能量的人！

谁知，仅仅半个月之后，我们共同深深爱着
的杨奎与我们已是天上人间！我们知道他
永远爱着他的妻子紫薇、女儿Emily、儿子
Bryan以及他年迈的父母。

最后，我以我们敬爱的导师韩济生教授的勉
励结束我的讲话

愿友情的暖流改变命运。

愿命运的转折带来光明！

谢谢大家！

送我的朋友 杨奎

作者：Holly Wang, Phil Huang （黄袁为圣路
易斯知名房地产经纪人）

你就这样走了
如此匆匆忙忙
带着你所有的不舍、依恋和期望

我们的心如刀割一样
撕扯、 悲伤
我们哀叹
你那未来得及完成的陪伴
你那留下来的牵挂和感伤

这一生是短暂了
你带走了还未完全施展的才华
和那满满的亲情与担当
在亲人的眼泪里无法冲洗掉
那化不开的爱本是要你的到场

但你这一生也是那样丰富和美好
你爱的家人和朋友见证了它
所有的记忆都留住了你聪慧的才智、英俊的
容貌
你诙谐机智的品格，善良开朗

你走了
留下我们在永远的怀念中
记忆你的每一种好
杨奎，亲爱的朋友 我的兄弟
希望你在走向天堂的路上顺利
祝愿你安息在上帝的怀抱
沐浴着天国的阳光

附件：关于向杨奎医生家属募捐的信息
PayPal ID: ziweichen@gmail.com
支票寄往她家的地址：
Title: Ziwei Chen
Address: 865 Berry Hill Dr. Saint Louis, MO 
63132,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