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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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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提高。自2008
年，Carmel高中每年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基于
PSAT成绩）荣誉的众多学生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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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亚洲多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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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开始教SAT，具有丰
富的经验。欢迎6年级
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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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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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第二頁)   这三个人中，有一位女选手比
较引人注目。高挑的身材，白色的背心，黑
色的短裤，左小腿蓝色的绑腿。而且三个人
中，一直是她在领跑，看来是女一号。这三
个人的前面早已不见其他人的踪影，就跟着
他们了。于是他们跑，我们也跑。他们走，
我们也走。很快，第一个大坡出现了。跑是
不可能了，连走得长一点也觉得吃力啊。好
不容易到了坡顶，接下来就是陡陡的下坡。
借着重力，速度加快，可又不能太快。路面
上全是树叶，路的中间还有沟壑。那一刹
那，只想自己变成一条狗，多出那两条腿就
好了。连蹦带跳到了坡底，跑不到一会儿，
新的上坡又开始了。就这样起起伏伏，过了

前两个补给站，来到了第二个大坡。我滴个
奶奶，那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坡度也高于第
一个大坡。这还是我熟悉的印第安纳吗？

女神

7迈过后，我开始冲在了文玉的前面。又一会
儿，我超过了前面的两名男子。9迈的时候，
又回到了第一个补给站（所以第三个和第一
个是同一个补给站），后面是一段0.5迈的
公路，慢慢地我拉近了和白衣女子的距离。
在公路结束之前，我追上了她，开始攀谈起
来。
“你跑得很快啊。一路都由你带路，省了我
不少事”
“我去年就来跑过DINO的50迈。今年左腿稍
有不适，改跑50K了。当你跑过5-6圈后，你
闭着眼也能跑了。”
“难怪你左腿带着绑腿。你去年拿了女子第
一？”
“没有。去年那个女子第一很厉害，我拿了
第二。”
“哇，这么厉
害。这次拿下女
一号无悬念！”
不一会儿，我
们到了two way 
traffic zone。 
Dino的10迈loop
又分为上下两个
loop，中间的一
段两个方向的选
手都会经过，
所以叫two way 
traffic zone。你
可以把整个路
径想成是一个
8字，有点像
黄石公园里的
公路，只不过
这个8有点走样。上面的loop是个狭长的长方
形，而下面的那个loop已经完全不知道是什
么形状了。
因为两个方向的选手都会经过 two way traffic 
zone，所以这段路也叫high five zone。两个
方向的选手经过这里应该互相击掌，互相
鼓劲。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已经到了two way 
traffic zone。
“这段路看着很熟啊”
“是的。你刚才是从这里下来的。这是two 
way traffic zone”
“哦，我知道了，是high five zone。没有人跟
我high five啊”
于是她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给了我一个
high five。
“你叫啥？”
“Sarka。你就记着Shark就好了”
“哈哈，好主意。我叫Ming，就是那个中国
的Ming dynasty”
刚才在最后一个补给站的时候，我注意到后
面一个蓝衣男子慢慢地追了上来。他的样子
很好记，除了蓝色上衣，黑色压缩裤显现出
修长的腿，还有一头锅盖般的头发。事后知
道他叫Stephen。很快能听到hard rock的音乐
声，我慢慢地离开Sarka pull ahead。知道离
起点越来越近了。虽然近，可是绕来绕去，
总也不到。终于我领先Sarka到了起点，结
束了第一圈的10迈。看了下表，显示11.34
迈。Stephen也随后杀到。

三个人的追逐

在短暂的两杯饮料的补给之后，开始了第二

圈的旅程。就在这短短的一分钟不到的功
夫，Sarka 也到了，不做片刻停留，又跑到了
我的前面。从此，Sarka、Stephen、和我开始
了漫长的你追我逐的精彩之旅。
慢慢地我拉近和她的距离并超过了她，这
次没有做过多的交谈，专注地跑自己的
路。Stephen也赶了上来，就在我的身后。第
二次到达 high five zone的下行区，我发现毛
成德就在前面。成德是我们跑50迈的选手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跑过无数的马拉松，有323
的PB，早就BQ了。这次是第一次尝试超马，
就选择了50迈。感叹他充沛的体力和过人的
勇气。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他的掉速，拍他
坚持不下来。他跟我说没事，体力没问题，
跑走结合就好。最终成德以14：27的成绩勇
夺年龄组第一。真是老当益壮！
又到了公路边的第一个补给站，不想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水一定要喝够，能量一定要补
足。已经没有GU的能量胶了，我又拿了一
个巧克力bar在手上，不紧不慢地喝着能量
饮。Stephen先于我到达，也很快又出发了。
不过反正Sarka还没到，着什么急嘛。第二杯
还没喝完，Sarka已经到了。互相打了下招
呼，以为她会停下和我一样进行补给，这样
我就可以很得意地和她再次说拜拜。哪想到
她一步未停，继续前行。等我再次出发时，
她已不见踪影。三个人中我成了最后一个。
好吧，算你狠。追吧。又上了一段短暂的公
路，在一段台阶之前追上了Sarka。接着又
是那高耸入云的第二个和连一口休息机会都
不给的第三个大大坡。已经记不得在哪个坡
了，爬了一段，大腿又酸又累，停下来稍事
休息，同时回头看看Sarka离我有多远。我看
见她在我下面不远的地方。也许她以为我在
停下来等她，也许她以为我爬不动了，不管
什么原因，她冲我大喊了一声”GO!”。有
了这声鼓励，我又提起了劲，继续进发。慢
慢地我已看不到她了。
再一次到了第一个补给站，Stephen刚补给完
出发，我又开始了我不紧不慢地补充。三种
饮料，Gatorade, Heed, 和水，一定要一样来
一杯。这时Sarka再一次如幽灵般地杀到，和
前面一样，未做任何停留。连补给站的志愿
者似乎都看出道道了，在那里嘿嘿地笑。我
只好一耸肩，自嘲地对他们说 “I’m waiting 
for her, but she’s not waiting for me.”。再一
次，我成为三人中的落后者，在这段0.5迈的
公路上向他俩追去。
依然是在这个high five zone，我又实现了
赶超。音乐的声音让我继续奋勇向前，而
Stephen就在我的身后紧紧跟随。终于又回
到了起点，第二圈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一圈
了。心里充满了兴奋。 开始感觉有些热，
嗯，向女神看起。冲进室内的集结区，脱去
长袖外套和手套。一找短裤，发现落在宿舍
里，只好作罢。
再次出发，这时身体感到了一些疲惫，已经
不能像头两圈那样能在平路上持续地奔跑
了。跑几分钟需要走一会儿缓解一下，再继
续。翻过第一个大山包，我赶上了周少平、
陈雅瑜和黄戎。对，这个戎就是我前面提到
的“蓉儿”。怎么没有和“靖哥哥”在一起
呢？因为他俩不在同一个比赛。不过有两位
护花使者陪伴，戎儿应该感到欣慰了。最终
黄戎以12小时，少平和雅瑜以12:17完成了他
们的第一个50K，可喜可贺！“靖哥哥”耿靖
和周海玉，不离不弃，在比赛关门前13分钟
完赛，没有放弃，勇气可嘉！我和少平合过
影后，继续追赶前面两人。
不一会儿，又分别碰上了朱江和Jim。这也
是朱江的首超。和他们道别后，在第一个补
给站之前，终于远远看到了Stephen的身影。
在到达石阶梯的地方，终于把他赶上。他那
时看上去也是很疲惫了。和他一起爬坡的时
候，打了声招呼。我和他都说，只想赶快结
束比赛。第三次通过第二和第三个大坡，这
时的我停走的次数比前面两圈大大增多。到
第三个坡顶，往身后一看，已看不到Stephen
的踪迹。

红衣少年

前方依然不见Sarka的痕迹。按说她也应该
慢下来了吧。Stephen不是已经累了，我也
累了，你也该累了吧（怎么感觉像是在《追
捕》）。 就在自己瞎琢磨的时候，又到了公
路边的补给站。这一次，我没有停留，大步
继续在公路上奔跑。因为我知道，还有2mi就
要到终点了。身体状态似乎又有些恢复。慢
慢地，两个身着红衣的少年在我前面晃动。
我虽然可以一点一点地追上他们，但看得出
他俩的步伐非常稳健，一点没有疲惫的意
思。在公路的终点，拐上high five zone的地
方，我看出来了，会心地一笑，是周明和王
天。这哥俩自结识一年多来，一起经历了多
个比赛，风雨同舟，已经有了默契。衣着一
样，步调一样，连身材也快差不多了。

!上接 第二頁) 自2013年起，广东省跳水队与
迈阿密大学孔院已有三次合作，响应国家汉
办的号召，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宣传中国
文化，展现体育精神，促进中美体育及文化
的交流合作。广东省跳水队始终是向中国跳
水队输送队员的生力军，今年在里约奥运会
比赛中，曾经在几年前访学于迈大的，中国
队来自广东跳水队的选手陈艾森在今年奥运
会比赛中一举夺得双人十米台和单人十米台
的双料金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成为了

国人的骄傲，目前广东省跳水队的现役队员
也正在积极地备战明年的全运会，并希望能
有队员代表中国参加第32届东京奥运会跳水
比赛，为国争光！” 
据了解，吴主任为广东省跳水队培养了很多
著名跳水人才及优秀教练。本次来访迈大的
成员中就包括了里约奥运冠军陈艾森的指导
教练凌海婵。来访的跳水队员中大部分也已
获得过中国，亚洲，及世界级比赛的骄人成
绩。在孔子学院全体教师热情的接待与文化
互动交流之后，跳水队员们被教练有序的
分为两组，在孔子学院教师的陪同下，分别
于29日和30日前往Cincinnati的Turpin高中
和Sycamore高中，进行跳水表演以及文化交
流。
       29日上午10点，孔子学院教师带领广
东跳水队的教练和队员们抵达了Turpin高
中。该校负责中文教学与活动的陈真老师带
领学习中文的同学们热情接待了广东跳水队

的教练和队员，校长David Spencer也到现场
迎接，并和教练队员们握手致意表达欢迎之
情。之后，由Turpin高中的校长助理Nathan
带领大家参观了学校，之后陈真老师准备了
丰富有趣的现场品尝中国传统食物和学习书
法写大字活动，气氛十分热烈，可以看出当
地师生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在愉快的交流后
大家合影留念。午餐过后，中国跳水队的队
员走进高中中文课堂，美国学生和中国跳水
队员相互交流学习汉语词汇和英语词汇，并
且通过网上抢答题的方式分组竞赛，决出猜
词冠军，中美同学对此次课堂活动都表示非
常喜爱，活动不仅有趣而且使大家从中学到
了很多语言和文化知识，还在分组活动中学
会了互相合作。
      随后，广东省跳水队与Turpin高中跳水
队在该校游泳馆进行了友好的交流与精彩的
表演，跳水队员们学以致用，将课堂上学到
的英语词汇应用到现场和当地学校跳水队员
的交流中，有时遇到技术方面的专业词汇，
中国小队员机智地利用肢体语言进行表达，
交流畅快淋漓，现场气氛热烈。在跳板上，
队员们在享受跳水运动的同时，展现了高难
度的技术动作，现场观众不断鼓掌喝彩，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跳水队员展示了中国体
育运动员的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素质修
养。在现场，凌海婵教练、林华斌教练也对
当地学校的运动员们进行了指导，美国当地
高中跳水队员在凌教练和林教练的指点下，
技术得以提升，动作更为精准。通过此次交

流与学习，不仅提高了双方跳水的技术，更
促进了彼此间的沟通与友谊。
        30日上午11点，孔子学院教师带领第二
批广东跳水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前往Sycamore 
高中，负责中文教学与活动的张宁老师组
织学生迎接教练和队员们，校长Mader热情
接待了教练和队员们，并亲切问候教练和
队员们。之后张宁老师邀请教练和队员们走
进中文课堂，队员们也真正体验了一次美
国式的高中课堂生活，张老师向大家介绍了
Sycamore高中的概况，由美国同学各自介绍
自己喜爱的运动，美国同学们纷纷表示喜欢

看跳水并想学习跳水的愿望，之后广东跳
水队员也介绍了自己，与美国同学们进行
互动。美国同学还带领教练和队员们参观学
校。Sycamore高中中国俱乐部的同学在大家
共进午餐时，带来了小提琴独奏《茉莉花》
， 学校乐团也为中国教练和队员们带来精
彩的演出，校长Mader与大家共同欣赏了这
场演出。
Sycamore 高中记者课堂的学生们还对中国
教练和队员们进行了现场访谈，校报小记者
们纷纷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问题涉猎
范围很广，表达了他们对跳水这项运动的浓
厚兴趣，现场气氛愉快融洽。之后，教练和
队员们来到泳池，队员们表演了各自的拿手
项目，高难度的连贯动作、精彩的入水、优
美的姿势，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此
同时，中美教练也在进行着相互的交流与学
习。此次活动，不仅有Sycamore高中本校跳
水、游泳教练、以及师生、家长参加，此次
活动还吸引了当地喜爱跳水运动的美国民众
和华人等100余人到现场观看，活动后大家
纷纷合影留念。   
       为期两天的交流访问活动结束后，孔院
全体教工邀请广东省跳水队一行人员及两所
学校师生代表共进晚宴，席间，吴国村副主
任代表广东省跳水队感谢迈阿密大学孔院对
此次活动的组织安排和精心策划，使中美两
国爱好体育、喜爱文化的年轻人通过交流学
习、切磋技艺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孔院为两
国青年人搭建了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展现文化
精髓的平台，吴国村副主任对孔院举办此次
活动表示赞赏，并对孔院三年来始终致力于
传播中国文化包括体育文化所做出的努力表
示感谢。       
        晚宴中，大辛辛那提地区的中文学校理
事会成员们代表当地中国人为广东省跳水队
赠送了代表当地体育精神标志的橄榄球队T
恤衫，并预祝广东省跳水队在今后国际国内
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晚宴在和谐热
烈的氛围中结束。
      为期两天的文化交流与访问活动，受到
了当地高中领导和师生的热烈欢迎。孔子学
院不仅为中美两国青少年跳水运动员交流与
学习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促进了中美
体育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                                                                                      

在Turpin高中中文课上，与美国同学互动

Turpin高中跳水队与孔院、广东跳水队合影

Sycamore高中欢迎孔院及跳水队

Dino 50/50 course map

到达第二圈终点，Stephen
紧跟在后

後續

Dino 50K 我的超马初体验青春绽放   友谊长存 
广东省跳水队访问迈阿密大学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