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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經過一番複習和筆試，同老伴在上個
月拿到了新駕照。打鐵趁熱，上週在這兒又同
一批老年朋友們上了半天由加州車管局主編，
有關耆老駕車安全的課。因為教課的人也是做
義工的退休族，了解我們的困難，加以教材編
寫的很好，讓我們學到很多可能在路上駕車時
碰到的問題和應付的方法。

由於社會老化加快，老年駕車人數愈來愈
多。如今加州 65 歲以上的人大約有四百八十
萬，其中有三百五十萬人還在駕車。如果以平
均年齡來看，男人還有23年，女人還有26年的
日子，其中大部份的人還會繼續駕車 16 年左
右。就交通事故來看，雖然老年人比新學車的
小伙子們安全，但是七十歲以上的駕駛人的車
禍比率已經開始上升，成為加州，甚至當下全
國交安的重點問題之一。

為此，美國汽車協會（AAA），退休人協會
（AARP），和各州的車管局都設計了好些資料
和訓練班來幫助老年駕駛人如何在身心變化
中，保持安全駕車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自己在路上駕車的能力範圍和什麼時候應當
減少駕車的時間和速度，甚至完全停止駕車
等。基本上，它們都要駕車人注意：
1. 身心健康的變化：不但要運動，還要注意飲
食。特別要了解視力的老化，因為駕車時，百分
之九十的信息是要靠眼睛的。此外，為了保持
駕車時的反應和應變速度，要學點新的東西，
例如打牌和學語文等。至少每年要做一次體
檢，讓醫生客觀地評估一下個人的老化情況。
2. 駕駛評估：可以用AAA的表格來隨時
自我評估一下，看看有沒有問題。如果心
裡不踏實，可以請親友或者駕駛教練來
看看。如果發覺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要
改變駕車方法或者車上的設備來適應自
己身心的變化。
3. 重新考駕照：為了交安，好些州現在規
定七十歲以上的人更新駕照時，必須重
新考試。所以要熟悉駕駛規格和路考方
法等。如果路考有困難，可以申請有限制
的駕照，例如加州有人只有能在白天駕

車，或者不開高速公路，
甚至只有在居家區域可
以用的駕照等。為了便
民，老年人還可以要考
官到居家地區來考路

試。
4. 放棄駕照：最後，即使還有駕照，如果自己，
或者親友覺得您駕車太危險的話，就應當考慮
從車場退休了。為此要了解如何利用公交系
統，改變生活方式等。我在華府時就曾?過了一
年多無車族的日子，除了用公交，多走路，還有
了個搭便車的好籍口。

最後，請大家也要注意新車的發展。在下

次換車時，不妨考慮試試新型的小車如德國賓
司的Smart 。這種車反應靈活，停車方便，很
適合老夫婦倆人用。再兩年，各種新的自動車，
例如在矽谷裡如今常見的谷歌車 就會上市，
讓任何耆老都能安全“駕”車上路了。

如果幸運的話，你我都會老去，或者您的
父母會，所以不妨在有空時，去參加這些為耆
老辦的駕駛安全課，或者看看那些免費的資料
等。
www.aarp.org; www.seniordriving.aaa.com;
Senior Guide for Safe Driving:DMV, California;
dmv.ca.gov

看耆老駕車安全看耆老駕車安全 蔡老師

【本報華府訊】大華府地區主流學校中文教師聯誼會於11月7日，假華府僑教中心舉辦
「104年度臺灣書院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系列活動」之「主流學校華語文教師座談
會」，計有近30位老師參加，駐美代表處教育組組長劉慶仁及僑教中心主任劉綏珍亦應
邀出席。會中除由該會會長管士彥進行會務報告外，並推選前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
誼會總幹事盧瑞平先生擔任新屆會長。

本次座討會特別邀請馬州喬治王子郡私立學校Reid Temple Christian Academy副校
長Donna Edwards及華府華文網路師資協會會長黃百聰擔任講座，主題分別為「How
to Teach Globally」及「雲端教學工具的運用」，與會老師皆認真研習，並踴躍提問討論。

大華府地區主流學校中文教師聯誼會舉辦教師座談會大華府地區主流學校中文教師聯誼會舉辦教師座談會

大華府地區主流學校中文教師聯誼會舉辦教師座談會。

座談會邀請馬州喬治王子郡私立學校 Reid
Temple Christian Academy副校長Donna Edwards
主講「How to Teach Globally」。

座談會與會老師認真研習，
並踴躍提問討論。

【本報華府訊】首屆以網路形式，海內外多個華
社聯合舉辦的全球 [把根留住] 華裔青少兒童
新春晚會的即將舉辦正受到世界各地的關注，
人氣爆棚，通過短短數月的海選宣傳和節目收
集，新西蘭，美國，澳洲，英國，菲律賓，加拿大，
東南亞各國等地的華人組織已將一大批歌舞、
小品、戲劇等類型的青少年文藝表演節目視頻
報送至大賽評審委員會。而評審委員會的工作
人員已“整裝待發”，即將參加評審工作，初定
明年開春一月十五日左右節目評選結果將見
分曉。

記者特地採訪了在美國聖地牙哥的本屆
晚會總策劃和總召集人歐夢萍女士（全全），就
晚會相關事宜請她聊聊：

問：“全全你好，當初是誰的創意或初衷要
舉辦這樣一個形式的晚會活動的？”

答：“每次我女兒參加少年兒童的文藝表
演和比賽，發現孩子們的節目那麼好，馬上產
生一個想法，我們何不考慮能以網路的形式來
創作、收集和製作一台青少年春節聯歡晚會，
然後通過網路分享給更多人觀賞呢？”說話爽
快俐落的歐夢萍回答道。
“後來我仔細琢磨了幾天就馬上開始實施，

首先我找到同樣熱心公益的海威，得到他的支
持和鼓勵，接著我聯繫401俱樂部創辦人劉鵬
和美中投資&移民協會的會長鄧克明律師，得
到他們兩位元的支援策劃網路晚會的設想。開
始就聯繫了美國華文網，後來大提琴演奏家朱
亦兵教授，美國華人文化藝術界主席于靜江，
KING Film USA GROUP 的CEO David王，全
球北大校友誠信行動聯盟創辦人蘇春莉，中國
常春藤聯盟的創始人李建忠和秘書長許鶴，菲
中電視臺施玉娥台長，TV33 新西蘭華人電視
臺新聞主播Eric，陳亭汝，連絡人新西蘭的Sam
Sun，公益組織的秘書長張明偉，中國都市新媒
網郭小峰總編，巴黎文娛傳媒的總編輯蔡斯
圖，當代旅美著名女作家冰人，晶晶讀中英文
故事館團隊成員，美國好萊塢演藝學院張明先
生（William），世界青少年文學藝術聯合總會，

美夢成真群，世界移動互聯網協會，MAEYA
CULTURE EXCHANGE GROUP 等聞訊後，
很快表示支援並參與，於是，這個網路晚會的
籌備委員會就形成了。”
“然後，鄧律師馬上聯繫了菲律賓的最大的

華文電視菲中電視臺加入協辦。海威馬上幫忙
聯繫東南亞各國的節目和網路晚會的推廣，導
演王俊（David王）和有豐富組織晚會經驗的張
明偉師兄，抽空也給出很多建議。中國都市新
聞網，美國華文網，華盛頓華府新聞日報，全球
北大校友誠信行動聯盟，中國常春藤聯盟等都
開始在微信等媒體上推動宣傳。”
“節目的評審，首先想到的是中央音樂學院

大提琴教研室主任，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大提
琴演奏家朱亦兵教授。我把辦網路晚會的想法
與朱老師說後，朱老師非常爽快的答應幫忙。”

“加州中國舞蹈學院院長及藝術總監張琦，新
西蘭國際藝術學校舞蹈總監趙瓊，中國文化藝
術協會主席和藝術李冬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中國之聲）播音部新聞播音員。歌手和做詞
人，孫凡雅，音協會員和霞音樂工作室創辦人
李霞，著名國際藝術總監葉琳麗，戲曲名家現
任美國好萊塢演藝學院院長張明，北京電視臺
文藝頻道《文娛午報》主持人應嘉瑞和美國的
出生長大的華裔小姑娘劉晶晶等的加入，晚會
規模的雛形初步已顯。”

問：“ 舉辦活動大致都需要經費，何況這麼
個規模的晚會，你們資金從哪裡來，籌集有困
難嗎？”

這位出了辦晚會點子，後來成了晚會籌委
會執行主席的歐夢萍又一語驚人：“我覺得沒
什麼困難啊！就因為考慮到資金的困難，而網
路晚會不需要多少費用，如果像辦傳統的晚會
那樣，需要大量開銷拉人來來去去、租借場地、
以及各種差旅的開銷，所以說沒什麼資金上的
困難。我們的目的主要基於利用互聯網，現在
互聯網那麼發達，通過網路來辦晚會，首先解
決了交通之需的開銷，通過網路傳輸，大家就

覺得很方便。最後當節目評選結果出來後，我
個人會出資找個專業的影視製作公司製作精
彩的晚會專輯。”

問：“那你們期待能將其辦成一個什麼樣
規模和水準檔次的晚會呢？”

答：“ 組合評審委員會，制定了節目的篩選
和評定標準，譬如最後評出的晚會節目需觀賞
性強；力求原創；至少有創意；總的標準要體現
一定的內容和藝術水準等等。”

從目前收到的節目來看，主題上均還體現
了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將中華文化帶到了世界
各地，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最後形成獨特的
藝術風格。譬如北京舞蹈學院老師輔導下學生
表演的幾個節目，既有本民族的舞蹈風格，又
採納揉合了當地華人的生活元素和當地文化。

問：“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台晚會還具有更
深層的涵義，更深遠的影響，那會是什麼呢？”

答：“我感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利用全
球性的網路平臺舉辦過這樣的春節晚會。作為
炎黃子孫，首先我是考慮如何更好地來弘揚中
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品質，在繼承發揚
傳統的前提下在表現的手法和特色上進行創
新。我們討論過，力求在晚會中能儘量多地體
現現代化多元化社會的每個好的元素。我本人
來美國這麼多年，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就是眼看
我們在海外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對中國的文化，
包括中國的春節、各個節日、中國的發明、音
樂、舞蹈、文化，各種文明象徵物等等的印象和
文化背景越來越淡化，我擔心淡化最後會轉化
成無知。舉辦文藝晚會等形式，我們是否可利
用寓教於樂，起到一點“挽救”和發揮真正去繼
承和弘揚了的作用。如果效果樂觀的話，我們
希望以後將每年舉辦一次“把根留住”全球華
裔青少兒新春或其它好的主題的網路晚會。”

問：“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如何開展宣傳發
動？報名者反應如何？有過什麼困難嗎？”

“鑒於我們預定的方案是不搞一個盈利和
廣告贊助的晚會。大家欲取得的是精神上的互
相支持，最終主要體現社會效益和影響。在宣

傳發動過程中，美國地區和國家有華人社團在
積極做海選的宣傳動員，譬如網路媒體美華傳
媒負責了美國美東地區的海選；TV33 新西蘭
華人電視臺負責了新西蘭地區海選，菲中電視
臺負責了菲律賓地區的海選，騰飛澳洲華人通
訊社和今日澳洲負責了澳洲地區的海選，巴黎
文娛傳媒負責了法國地區，英國語言學習與教
育國際工作坊負責了英國地區海選等等情況。
世界各地的協辦方社團都在同心協力，集思廣
益，有困難他們自個兒解決了，而且進度很快。
短短時間內組織宣傳，選擇物件，收集節目，網
路遞交……有點兒一呼百應、一氣呵成、共襄
盛舉的感覺。”

最後全全欣喜地表示：“ 在從頭到現在策劃這
次晚會活動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我們華人社會
的力量，好事情好人那麼多，不少人不求名不
追利；還有的確實在希望出力的同時要出錢贊
助，雖然我們不打算將晚會搞成盈利賺錢的一
件事情，我被深深地感動了，另一方面，從籌備
過程中，我看到了海外華人具有的團結友愛，
互相幫助的精神，這一切改變了我和不少人有
過的“華人一團散沙”，和“一切向錢看”的偏
見。本屆晚會我們有了統一的目標：弘揚、傳承
和推動海外華人的特有文化，充分展現海外華
人的新面貌和海外遊子豐富多彩的生活。”（主
辦單位供稿）

訪首屆全球”把根留住”華裔青少兒網路新春晚會策劃人歐夢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