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春季多麗都中華協會簡訊
2004 Chinese Association of Greater Toledo Spring Newsletter
(全文請看 www.toledochinese.org)

Coming Events
中協年歡晚會Chinese New Year Party
1/25 Sunday, 6-8 PM at China Buffet, South Reynolds.
Great show and great food!
Adults: $9.00, 13-3 year old: $5.00. Member has discount.

中協講座:子女在美教育與如何進入理想大學
>在校與校外活動
>何時開始準備各項考試
>考試的種類
>申請 Financial Aid
講員: 武家明

(Jamie Foo)

時間: 二月一日下午一點半至二時半
地點: 華人教會

Community
Toledo Chinese Church
Pastor Christopher Lui from Hong Kong is the new pastor
who welcomes you to join their Sunday worship and many
church programs. Church Phone: 419-472-1771
Chinese School Opens for Spring Quarter
The Toledo Chinese School opened on January 4th, 2004.
Currently, Chinese School has 8 classes total including 6
classes for Chinese speaking family and 2 for non Chinese
speaking family ( 1 class for adults & 1 class for children).
Fee $100.00 for 16 weeks.
Contact: Principal, Michael Chang 491-843-1330
Chinese movie library

The Chinese movie library has a new addition of 50 photo
albums典藏中國 and many award winning movies. They
are housed at Chinese School waiting for you to enjoy. Free
charge. Donation suggested, funds go to school.
Pls check the catlog list prepared by Kim Liew in our

of
website

www.toledochinese.org.
亞裔耆老人中心 (李裕義 供稿）
每周一,二,五上午 9:00~~3:00 在高原公園 (1865 Finch
Street)有活動內容包

括 打太極拳, 作手工藝藝品, 跳舞, 玩賓果遊戲戲等等,

歡歡迎您來參加.

Contact: Angela 419-471-1954

TOLEDO 羽球俱樂部 (李裕義 供稿）
每周一,三晚間 8:00~~10:00在Toledo大學的 Healty Education Center,
提供

您標準場地.免費練羽球, 有此愛好者歡歡迎加入. (李裕義 供稿）

Contact: Angela 419-471-1954
人與事

榮譽學生,傅強和程崑(武家明 供稿)
兩名Sylvania Southview高中12年級學生, 傅強(Henry Foo)和程
?(William Cheng)於日前組隊參加西門子西屋科學獎(Siemens
Westinghouse

Science Competition in Math,

Science,and

Technology)甄選,先獲獲得進入複 賽資格,新聞刊載於十月二十七日USA TODAY
報紙中.後於複賽脫潁潁而出,成為 Midwest RegionalFinalists, 角逐區域決賽.
10/21 and 10/22 比賽假印州
NotreDame大學舉行,競賽激烈,但未能再進入全美的總
總決賽.不過已是極難難得 的成果!
這兩位青年學子在校成績優異,傅強喜獲PSAT及SAT滿分過關關,全美應屆
十一年級僅

六人獲PSAT滿分! 程?PSAT在全美三十名之內SAT亦是

高分闖關(僅以十分隱
恨).近日兩人均獲哈佛大學入學許可,真是可喜可賀!!

順筆,傅強將於二月十五日下
Symphony FamilyConcert”{音樂

午四時正於Stranahan Theater參與 Toledo

多丽都中华协会简报
(2004 年 冬季)
·

中华协会简介 - 会长的信

·

人物介绍

冉伯恭教授发表新书 -《了解今日中国》
发明家张欣教授成功解决书易倒的问题
邓勋明, 徐立微夫妇荣获巨额科研资金

中协讲座系列第二场: 美中经济关系
时间： 12 月 12 日 星期日 下午 2:30–3:30
地点： 多麗都華人宣道會
主讲人：经济学教授张

大家好!

大多丽都中华协会（中协），打从 1965 年 正式成立至今已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
中协的宗旨在举办各类华人文教活动，凝聚本地华人，把我们中国优厚的传统承
续下去，并充实海外游子的心灵生活。中协是 一个完全不与政治或宗教挂钩，非
盈利性的组织，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只要您是华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者，
一律欢迎您加入作我们的会员。

自从协会在 1995 年交到我们手中，这十年来我们推动的活动如下：

·
为营造华人在本城良好形象，我们参加市政府主办的一些大型游行活动以融
入主流，数年来在每年一月初的马丁路得游行，我们动员了中文学校参与，又
Sister City 在夏天作国际学生交换活动时，许多中国人家也开放他们家庭接待这些
国际青年子弟，多年来我们也常派人到国际学会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或本地中小
学校介绍中国文化。

·
每年举办大型音乐会，以促进文化交流，并充实华人生活。在秋末初冬的音
乐联欢会，我们动员中文学校大小学生，有时附近三所大学 UT，MCO 及 BG 学
生也派代表助兴，或本地老人会，中国教堂也鼎立相助。大大小小演员可上百
人，而每年压轴戏一定是武家明女士及宋养昆老师推出的——Chinese Youth
Orchestra 华人青年交响乐团。看到台上黑压压的华人子弟一数就是三十来个，声
势壮大，各个多才多艺，而奏出来的曲目更是悦耳动听，怎不让乡亲父老叫好。
但更令人安慰的是常有小小的孩子受到启发，主动前来要求明年也想上场表演—
—有这样的回响，我们数月排练及策划的辛劳顿时化为乌有。

·
我们也办过中国日，华人艺展及大型的剧团演出完全由 UT 多丽都大学赞助
经费与场地。去年九月我们还在本地 Art Museum 举办了鼻烟壶展示会，由安娜堡
请来了中国国家级大师。当年十月初我们能荣幸地挤上艺术馆的 Great Gallery 作
音乐会更是精彩无比。只可惜今年因他们经费缩减，不能接待我们，我们只有搬
到 Sylvania South View High School 作，时间定在 12 月 11 日周六下午 3—5 点，免
费入场（7225 Sylvania Avenue）。

·

中协这十年来最大的宗旨在兴学，兴中文学校。

打从 95 年来，我们接棒时，手中约有老本二万元，这是多年来老会 友纳的会费，

筹款及辛苦卖春卷所得。98 年我们就捐了五千元给中文学校，后来先后在 99 年，
2001 年和 2003 年前后共计捐了一万元给中文学校，其中也有些个人满有爱心支持
我们兴学方案。而 95 年 接棒作中文学校校长的史淑珊女士更是值得一提，她走到
哪，只要看到中国人有孩子马上趋前晓以大义，要他们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在
她火热的建树下，学生不仅 增倍，老师薪水涨了，班次多了，家长们也开始动手
兴建校舍，其中二位大将是廖剑光及张焕堃（现任校长），欢迎您有空到我们中
文学校来参观，每周日下午 2—5 点，位于 2500West Central Ave，这也是中国教堂
会址。

举办一系列讲座；有投资理财，医药法律常识，亲子关系，电脑，数码摄
影，剪头发，烹饪示范。您想听些什么，或愿意与我们分享您的才干，请与讲座
负责人杜宁意联系(419-841-5995)。

·
发行 Newsletter 新闻小报，报导本地华人活动及特殊人与物的动态，以联系
大家情感，您知道吗中协的顾问，也是 UT 前政治系主任，冉佰恭教授最近又出了
新书，想知道详情，请阅我们即将出的 Newsletter。您还知道吗我们前会长，也是
现任委员徐立薇和先生，邓勋明教授最近请到了近三百万元的科技研发奖金，这
种殊荣，真让我们骄傲，您可以到办公室好好地为我们华人吹嘘一番，邓教授在
12 月的音乐会上还要为大家高歌一曲，若有什么值得报导的消息请与编辑张萌联
系：419-843-2459

·
我们募捐资助中國大陆新疆省的希望工程上千元。我們也私下募捐帮助现有
急需的华人，多年前一位马姓学生发了精神病，成了 homeless people 流落街头，
后来还是中协大力支助，把他母亲从四川接来，又最后几位教授半哄半劝的把他
押上飞机回国养病。也有学生在 UT 受白人的歧視，几位委员出面与学校交涉，这
位职员最后公开道歉了事。

·

建立中国电影文库

您想看看一些有水平有文艺气息得奖的中国影片吗，我们中文学校藏有近百部，
欢迎您来租用，每周一卷一元，全部款项归給中文学校作扩充校舍用。

·

www.Toledochinese.org 多丽都华人网址。

这是在去年 2003 年张欣教授（前中協会长）带动数位大学生替我们免費开出的网
址，其中由继禹先生的功劳最大。他最后几乎是一个人挑起大梁，把整個网站设
计出来，美輪美奐。但需要您的支持与使用，我们的内容才会丰富起来！

·
回馈社区，捐助奖学金给本地学中文的美国中学生们，每年我们透过在这儿
教中文的李彰寿老师（现已退休）及朱红老师挑选三名，一人一百元，在 Star
High 大会上比照法国及德国人们颁发奖学金，也让美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自
私，晓得回馈这个给我们工作机会，有自由有平等的社会。

总而言之，我们作得很努力，但更需要您的支持与鼓舞，参与我们，作我们基本
会员（请看附在后面的 2005 年会员报名单）。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加
入我们委员阵容，为我们华人努力，更为了我们下一代，让他们有机会看到自己
的同胞，骄傲自己的文化传统——永远不忘我们根来自何处。在此特别谢谢 Stone
Computer 李冰先生及夫人极度慷慨解囊支持中文学校兴学，也谢谢本届音乐会的
场地租金，常尔利先生（也是前中协会长）完全包办下来，更要谢谢本地唯一的
中国律师——张帆先生，现正在免费替我们中协申请一个 Federal Tax ID

若您有任何需要请与我们社区联络员：李裕义或季淑满联系，他们电话是：419471-1954 或 734-850-1310
会长 罗惠文敬上

历届中协会长
Wu,Victor
Leong, Dan
Li, Chi-Tang
Huang, Elden
Wu, Frank
Chow, Frank
Wu, William
Fu, Kuan-Chen

吴友文
梁继禹
李纪棠
洪正男
吴启中
周方裕
胡永健
傅观成

1965-1967
1967-1968
1968-1969
1969-1970
1971-1976
1976-1977
1977-1978
1978-1979

2004-11-24

Tao, Edward
Ho, Edmund
Huang, Lisan
Jan, George
Young, Bernice
Liu, Peng-Li
Lee, Stella
Chang, Ernest
Chen, Shui-Chin
Cheung, Anita
Jeng, Susan
(Interim)
Bai, June
Lee, Alice
Goh, Yeh-Jim
House, Grace
Slak, Hewen
Chang, Jene
Chen, Kuang Zhong
Slak, Hewen
Xu, Liwei
Slak, Hewen

陶宏鼎
何炳联
黄力山
冉伯恭
杨林碧瑶
刘澎黎
李张雅娟
常尔利
陈瑞锦
张陈雪明
郑周方善

1979-1980
1980-1981
1981-1982
1982-1983
1983-1984
1984-1985
1985-1986
1986-1987
1987-1988
1988-1989
1989-1990

贝吴菊容
李黄秀立
吴汪月真
郭芳娟
罗惠文
张欣
陈光中
罗惠文
徐立薇
罗惠文

1990-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1995-1996
1997-1997
1998-1998
1999-2000
2001-2002
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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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萌 杜宁意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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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惠文已任会长多年, 勤勤恳恳地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希望大家积极地推荐新人来
接任会长, 更希望有人能毛遂自荐 - 勇敢地挑起我们华人社区带头人的担子. 新任会
长将会得到惠文及大家强有力的支持. 换言之,我们有无数的的干将,只需一新人来
挂帅.

冉伯恭教授发表新书 -《了解今日中国》

冉伯恭先生(George P.Jan)是纽约大学政治博士,多丽都大学荣誉退休政治学教授.
他的著作包括 16 本有关中国和亚洲的专门书籍.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有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认识今日中国:在二一世纪中对美国人民的重大挑战),书和 The Chinese
Commune : A Comminist experiment That Failed ( 中国人民公社: 一个失败的共产主
义的实验). 此外,他还发表了很多论文,刊登于美国, 中国的刊物中.冉教授曾任北京
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

现在他经常在 “自由亚洲台”(Radio Free Asia)发表有关中国和亚洲的评论. 冉教授被
列入很多国家的名人录,包括 “ 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和 “世届名人
录”( Who’s who in the world)

冉教授热心为美国华人服务. 他曾任多丽都华人协会会长, OHIO 华人学联谊会会长
和美中(Midwest)华人协会会长. 冉教授喜欢旅行.他曾访问过南北美洲,亚洲,欧洲,中
东及非洲很多国家.他并游览了美国全部五十洲.

冉教授最新发表的书《了解今日中国》（"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sold at
Amazon.com, BarnsAndNoble.com, and other bookstores.) 是他正在创作的“中-美-中
美关系”三部曲之第一部。冉教授希望通过此三部曲大大地促进中美之间的真正了
解，从而给世人带来长久的和平及经济发展。

本地华人发明家成功解决书易倒的问题

书立的设计简单,实用但常常被人忽略.一年一度的 2004 年芝加哥图书博览会上,
不同寻常的书立设计赢得了广泛积极地好评.Miracle bookend 以其易使书,文件夹,杂
志和字典在书桌上保持直立状态吸引了商家的注意.

这个新款书立是 Toledo 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发明的,张欣说他之所以发明这个书
立是因为他曾为传统的书立使书容易倒而烦恼.当他从中抽几本书时,其他的便会倒.
另外,传统书立难以使这样厚而软的电话本和空页文件夹直立. 然后张欣教授便有
了这个新的念头并在中国把它制成成品.这个新发明解决了现存书立的许多问题.现

在使用者可以在 MiracleBookend™自由地移动或插入字典或文件夹,而且其他的资
料仍能保持直立.由于它便于整理而且调节灵活,这个产品是图书馆,办公室和个人的
理想产品, 受到客户的高度评价.

MiracleBookend™ organizer 赢得了在 2002 年日内瓦国际专利技术成就展金奖.这
是最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申请的专利. 新款书立现在在 OfficeDepot 和大量的 公司
有售.如想了解详情,请查阅网站: www.miraclebookend.com

宽敞舒适

品种繁多

为中文学校集资

中协会长罗惠文从 2003 年她的攝影艺术作品就在 Detroit 和 Toledo 各地区展出.今
年一月当地有名的艺术馆 20 North 也举办了她个人作品展. Th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Library 也收集了她的两张摄影作品.她還到各地辦講座分享攝影情
趣;曾遠征華府台灣大使館,北卡書友會.其作品也可在 Museum Store, Crosby
Garden 及 Thackeray Book Store 买到.

现惠文愿捐出个人艺术作品三十套,每套十二张,每套 $ 5.00, 义买之款全部捐献中文
学校.

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 TOLEDO 公园及伊丽湖边,有其独特的风景美.这些卡片可作
为节日贺卡或赠与亲友让他们了解我们居住的 Toledo 的美丽风光, 更重要的是你同
时也帮助了中文学校.

价廉物美

品种齐全

由华人经营 满足华人所需

邓勋明, 徐立微夫妇荣获巨额科研资金

华人徐立微(中协前任会长)与先生邓勋明(UT 物理系教授)于 2002 年共同创办了中
西部光电子公司(Midwest Optoelectronics, LLC)。公司主要从事光电子有关的科研
和技术开发。公司最近的一个主要项目是研制开发一种新的用太阳能分解水来制
氢的技术。这种无污染的能源将来可以大规模地用在燃料电池(Fuel cell)里以驱动
机动车辆。中西部光电子公司到目前为止获得五项联邦政府的研发项目基金，其
中包括一项来自美国能源部的二百九十万美元的关于太阳能制氢技术的科研项
目。

立微及勋明夫妇在 1997 年刚到多丽都时，就邀请地方父老到她家
开会，鼓励大家重振中文学校，他俩也数度兼任中文学校副校长
及委员，帮助建立了家长值日生制度，引进了简体字教科本。他
们不仅在专业上有杰出的表现，更在华人社区中成为乐于助人的
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