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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廣告 

 
 

萬家網簡介： 
波士頓華人網頁服務大全擁有幾百家的個性化波士頓地區
的商家黃頁。萬家網是基於波士頓華人網頁大全基礎上，
為商家和顧客提供了一個互動平臺。萬家網以論壇形式為

主，致力於為華人社區提供最全面資訊服務的綜合性門戶
網站：從豐富多樣的活動預告到商家新聞，從地產理財到
子女教育，從打折降價到會員專欄，從好文推薦到各種
分類廣告，萬家網都提供竭誠服務。 

亞美聯誼會與 BNN 電視台
合作訪談第一次節目，于 7
月 24 日完成錄製。訪談節
目改名《亞美橋》。亞美會
與 BNN 同具平台和橋樑功
能，為社團之間、族裔之間
交流，提供鏈接、溝通服
務，經過共同商討，將原定
《亞美訪談》命名，改為亞
美橋。 
中英文主訪者分別為夏靜小
姐和俞國樑先生。訪問對
象：中華公所主席阮鴻燦。
訪談播放時間： 

英文播放時間： 8 月 2 日
星期六下午 7 點在
COMCAST 頻道 9/23 播
放； 8 月 16 日重播。中
文播放時間： 8 月 9 日

星期六下午 7 時點在
COMCAST 頻道 9/23 播放，
8 月 23 日重播。今後，
《亞美橋》電視節目每月一
次，亞美會將邀請相關合作
夥伴或社團領袖出席接受訪
談。團體有意‘出鏡’接受
訪談，請與亞美會聯繫。第
一次正式訪談，可能有不盡
人意之處，歡迎讀者指教。
亞美會希望訪談節目日臻完
美，讓合作夥伴、社區團體
和領袖，更多機會接近主流
社會。 
下次訪談初定中華耆英會。 

上圖：舞蹈劇照之一 
夏圖：舞蹈節完滿結
束，演員與嘉賓合照 
（照片由藝協提供） 

亞美橋  

 第 4 屆亞美節晚會展新秀 
             遺憾齊派畫展無法舉行 
 第四屆亞美節文藝晚會如期于 8

月 2 日晚 7 時在東北大學舉行
（見下海報及節目單）。晚會以
新秀展示為主，亞美會歡迎新秀
及他們的團體成為《亞美藝術
團》大家庭一員。前此已辦舞劇
公演及協助廣東體驗之旅，南粵

禪武中心夏令營班。但亞美會經
過大半年努力，不得不遺憾地宣
佈：齊派畫展不能如期舉行。對
社會深表歉意；對合作夥伴亞文
中心、紐英崙藝術學會、中華書
法會、北美藝術家協會及亞洲藝
術院的支持及付出，至深感謝。 

揚琴/胡琴研究班  

  僑聲音樂劇社贊助學費 
僑聲 75 週年回饋社會與亞美會合辦 

報名費：每堂課（1.5 小時）$10. 
師資：揚琴班：李平老師。前中央
民族樂團揚琴首席，教學 20 多年。 
      南胡班：林湛濤老師。前廣
西藝術學院副教授。胡琴演奏家。 
      高胡班：高鴻偉。前遼寧歌
舞團職業演奏家，融匯中西。 
地點：胡琴/高胡：僑聲音樂劇社。 
時間： 8/17 下午 1-2:30pm 南胡    
       8/24 下午 1 2:30pm 高胡 
揚琴：廣教學校。 
時間： 8/12, 8/19 下午 1 –2:30pm 
              tel:僑聲 617-542-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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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華人、華僑眼球最重要的娛
樂節目，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我要上
春晚》,海外選秀，選到波士頓來了。 

中央電視台委託一些美國電視台及有
關機構，公開在美國進行節目選秀，
分美東、美西兩大部分。美東由美國
生活在線/美國孔子基金會/紐約華美
集團華美電視聯合主辦。8月 3日 9
日在紐約海選，8月 16日在紐約決
選。全美決賽則在 8月底舉行。9月
16日中央電視台美國專場播放。 

作為美東海選委員會委員之一，紐英
倫至德三德公所聯合主席之一，也是
盛雄莊東主曹品慈先生被聘為紐約分
選區籌委會委員之一，負責波士頓地
區聯絡組織工作。據曹先生稱：波士
頓《漂 30》樂隊（前名星樂隊）及一

些具才能的歌手，紛紛報名參加海
選。亞美會執行董事也甄雲龍應邀出
席 8月 16日在紐約君豪酒店舉辦的紐
約分區決賽餐會，他將與華美集團華
美電視總裁孫先生會面，商討亞美聯
誼會與美華電視建立合作夥伴事宜。
此前，華美集團華美電視崔副總經理
曾與甄氏會面作初步商討，甄也與華
美孫總裁通過話，彼此了解意向。 

按亞美聯誼會與波士頓 BNN電視台協
議，由波士頓 BNN電視台大力支持的
《亞美僑》電視訪談節目（見本報
p.2）,亞美會被允許可以將錄影拿到
別的電視頻道或網路播放。此《亞美
橋》電視訪談節目，也通過合作夥伴
如華人雙語網，萬家網，及其它網路
或電視台播放，將波士頓訊息傳到美
國更廣大地區。 

《亞美橋》電視訪談正式出鏡（見 p2）.第一期節目訪
問中華公所主席阮鴻燦。上圖為亞美會英文訪者夏靜小
姐；下圖是中文訪者俞國樑先生。 

亞美聯誼會增加一位新董
事，資深會計師鍾奇瑜女
士（見下廣告）。鍾女士
與亞美會其他各負責一方
面工作董事一樣，成為亞
美會的義工，負責財務及
與之相關的工作。過去四
年，亞美會一直由蘇玉平
博士兼任財務管理，此後
將由鍾會計師負責。左及
下表，是她的資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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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講越有趣」詩詞網播 
 
自 2011 年起，黃修忻開始自費
無償地製作「粵講越有趣」視頻
節目，推廣用粵語（廣府話）讀
唐詩宋詞。粵語是由中原南傳的
唐代古語─雅言, 故用粵語讀唐
詩及古文最傳神。主講者包括香

港知名的陳耀南教授，單周堯教
授，方鏡熹老師，招祥麒博士，
和年逾百歲的陳魯慎教授等。 
前年她在溫哥華與葉嘉瑩教授會
面，深感「私塾調」的吟誦已傳
承無人。「私塾調」是指通過私
塾或家教，代代相傳的吟誦，有
三千多年歷史。吟誦是有音階，

像唱歌地誦讀，但音階不是固定
的。如今最後一批會吟誦的人，
均是年逾八十的博學宿儒。 
因此我到加拿大、香港、台灣、
和中國等地方，收集和錄影「私
塾調」的吟誦。目前收存的包括
粵語、台山話、普通話、蘇浙
話、常州話、泉州話、和閩南話

等。有部分吟誦視頻難得
可貴，是用已故學者的聲
帶，包括趙元任教授，戴
君仁教授，朱庸齋老師，
和何叔惠老師等。而最近
錄製的吟誦和朗誦視頻，
則包括葉嘉瑩教授，蕭善
薌老師等。 
她設立了一個為推廣粵文
化的網站，所有製作視頻
圴放置在網上，免費供中

外人士觀看。目前瀏覽次數越三
萬次。網站是
 www.yCantonese.org 
國內網址是 www.soku.com/
search_video/q_yueculture 
如同在優酷搜尋 yueculture 
簡歷 
黃修忻成長於香港，現居美國波
士頓。1978 在美國 Northeastern 
University/MIT 獲數學博士學位。
1984 創立 Base-Two Investment 

Systems，一間專門計算金融投資
回報的軟件公司，客戶包括衆多
國際著名的理財機構。 
黃修忻說：她不是詩教學者，只 
是詩詞愛好者，雖然僑居海外，
但對中華文化熱愛不減，希望能
為傳承中華詩教的優良傳統盡點
綿力。因為詩詞不是自己專精的
學問，理解不深，倘有誤解及紕
漏之處，請多批評指教。 
 

有位新疆大學語文教授到訪星島日報波士頓，與本人交
流。他投訴看不懂星島報的繁體字。還大談簡體字如何優
秀，說幾十年前，她母親學了幾個月“掃盲”班，便基本
能看報了。我說：你是語文教授，連繁體字都看不懂，有
大量中華典籍的哈佛燕京圖書館，絕大多數是繁體版，你
看不懂，如何承傳幾千年中華文化？ 
文字如此，語言也一樣。 
唐詩是中華文化的精萃一部分，唐詩詩韻，許多是粵韻，
粵韻是中原古韻。本自中原。粵韻消失，只有普通話的普
通韻，唐詩也將成為‘普通詩’了。 
黃修忻博士，煞費苦心到世界各地錄製行將失傳的粵韻唐
詩吟誦，放在她營造的《粵講越有趣》網站，短期內便得
到廣泛的迴響。    
粵講越有趣是亞美聯誼會合作夥伴之一。        
——-甄雲龍—— 

 

http://www.ycantonese.org/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yue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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