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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台北女師附小校友會

張德石老師 迎馬年畫作

鄭傳志是第14屆校友，居住芝加

哥已近半世紀。他幫忙找尋校友之

熱誠與效率超高，不僅為我們台北

女子師範附屬小學，也為國立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北師附小、國語實

小、復興、再興、空小、一女、中

歡迎鄭傳志 Charly Cheng 校友
 九月例會改於星期六擴大舉行 

山、景美...；跨越各屆各班，還

把各人彼此的關係，釐清記得。台

北一位台大校友林莉，被恭稱「校

友會達人」，鄭傳志與她經常分頭

將失蹤人口追捕到手，讓大家愉快

重逢，真是功德無量。

本會會長范允富

〈18屆〉說，鄭傳

志幫忙一班尋找同

學告捷，最近被恭

推為「班代表」，

而他沒讀過那班；

格外光榮。鑑於鄭

傳志9月5日飛來洛

杉磯，7日參加附中

1962級43人團遊猶

他州國家公園等景

點一周之便，本會

例會這次改在6日星

期六舉行，十月起

恢復在每月的第二

個星期三舉行；地

點都是對我們招待

極佳，食美價平的

海珍大酒樓。〈感

謝馬國志校友！〉

【附小通訊】發刊啟事

千呼萬喚始出來，南加校友會成

立近三年，終於開始出版通訊，暫

定隔月出版。歡迎校友及親友多多

支持，提供現今、最近、古早的文

章與照片、圖畫、家庭作業、學生

手冊、健康報告、爭吵回憶或道歉

等等，不及備載；恕無稿酬。致主

編童小南 Tung899Han@gmail.com。

慶生與例會預告
10月8日周三/11月12日周三

 888 Seafood Restaurant 海珍11時
8450 Valley Blvd. #121
Rosemead, CA  91770  
Tel. (626) 573-1888

RSVP (818) 734-4320 
or  (818) 352--1081

moonfest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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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20屆校友)2014年出訪美洲，因颱風

來襲須趕回台灣坐鎮，元月28日路經洛杉磯，短

暫停留拜會中華會館。17屆鄭傳娟與21屆童小南

(右1及2)著藍衣迎接。圖左兩女士為中文學校聯

合會代表儲錦琪、曹笑蓮(戴墨鏡)。

活動‧旅遊

照片╱鄭傳娟
文字╱童小南

物理博士吳慧妮(19屆校友)亦擅長編舞、跳舞、

寫作。馬年春節，她於中國城金龍大遊行台大校

友會的舞龍隊伍中表演，真是一朵美麗的花。 

又見美女！郭少玲(右，名攝

影記者及台灣拳擊家郭琴舫之

女)從台北來，周靜玉伴遊。

兩人在好萊塢逍遙、購物。猜

猜她倆是哪一屆的！靜玉之兄

哥周靜海為舊金山名律師，曾

是同班馬英九競選「中山市市

長」時的文膽；妹妹靜山、靜

南也讀附小，及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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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提供照片！帶家人來！

2014年7月9日。戴盛勇(14屆，二排左2)帶來鄭傳志將於9月6日來聚的消息。徐蓓

蓓(16屆，一排右2)左鄰的陳嬰(23屆)與童小南(21屆，左1)都帶了兒女，共5名來

參加，孩子們坐於另一桌。前排左1是我們的副會長之一何孝貴(18屆)。張建邦

(15屆，最右)是石頭的蒐藏藝術家。二排中為佟秉宇(12屆義班)、張子方(12屆)。

張子方研發出辦法，將各人的名字加到照片上，以助認明正身，嚴防偽冒。

2014年8月13日。方明漪(二排右4)右邊的張子方與12屆三位同班來；邵文川(前排

左1)與"跟班"何崇基(二排左2)、夏開智(前排右1)與夫婿鄺經國、金菲莉(二排右

1)。鮑若田(13屆，二排右3)最近愛上數學，將來退休還要學物理！左為平劇名伶

沈漓(第9屆)。前排左2及3是北師的李玲玲、實小的孫培芳。17屆的薛永康與妻鄭

敏(二排左5與4)旁為18屆的范允富會長。最左邊的林同秋(第7屆)與薛福琴(前排左

3，11屆)每月發通知、統計人數訂位，勞苦功高。

慶生‧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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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大學
   附設小學校

附小今貌

21屆孝班畢業51年重聚  歡迎所有校友參加
十月20日校門前集合 22日晚旅遊返回台北
21屆孝班36人1963年畢業，經過

三年多的全球搜尋，已歸案21人，

訂於民國103年(2014) 十月20日晨

8:20開始，於台北做重聚大會。活

動由台北的姚繼舜(有機酸)、舊金

山的邢豫立，洛杉磯的邵修、西雅

圖的曾世正等同學，加上平班的鮑

勝西等，分頭努力，組織合辦。幾

度在美、在台幾次的7、8人小聚之

後，半年來經過與21屆八班同學的

聯繫，三天的宜蘭花蓮遊覽車遊與

聚餐，即將展開。他們歡迎任何屆

的學兄弟姊妹報名參加。

詳情請洽總聯洛人姚繼舜 Dennis 

C.S. Yao) 台北電話：886-2-2918-

3319，電郵 yao@xer.com.tw，或邢

豫立 cathyhchinn@gmail.com。

  附小22屆〈1964年畢業〉校友今年舉辦50周年重聚。
時間是11/8/2014中午在台北。台北同學將於10/10開會
決議細節。請火速歸隊，報明參加。總聯絡人：
    易富國 fugoulyee@yahoo.com
    朱旭 hilauda@gmmail.com
  消息來自14屆校友鄭傳志。感謝他的熱心服務。呼籲
大家都踴躍幫忙，讓附小大家庭，經常聚會聯繫！

22屆50周年重聚 11月8日台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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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洛城中國餐館興衰的回憶
范允富 (18屆平班)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

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

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明朝

楊慎寫的一首詞，「三國演義」

用作卷頭語。現在我們用來形容

洛杉磯近30多年來的中國餐館興

衰史，不是也很貼切嗎？

我是1975年由密西根州安娜堡

來到洛杉磯，當時蒙特利公園市

小台北還沒有發展出來，「不知

有漢，何論魏晉」當然更不必提

羅蘭岡、鑽石巴、喜瑞都等等，

現在已發展出非常多華人餐館的

城市都會區。

現在我就來談談，記憶所及的

早期中國餐館。當時中餐館開在

從聖塔莫尼卡沿著10號高速公路

到洛杉磯下城兩旁，當然中國城

最多，奧林匹克、皮口 (Pico)、

第8街也不少，總數當然比現在少

太多了，但對我一個剛從中西部

來，在那兒能找到一家韓國人開

的小雜貨舖，如果能買到豆腐和

大白菜就能欣喜若狂的鄉下人來

說，等於是到了天堂一般。

華人對燒餅、油條是情有獨鍾，

當時在第8街的「皇家」是大家週

末必去報到的，生意火紅，味道

也是一流，豆漿熬得夠味，燒餅

香脆，真是快樂事一樁。因為生

意好，洛城曾有七八

家餐廳都供應燒餅、

油條、豆漿，比現在

還要繁盛，後來老闆

的兒子曾在阿罕布拉

的山谷大道上開了一

家「煌家」，生意也

不錯，可惜後來因故

歇業了。(編按：是

被家人賭輸了。)

沿著奧林匹克、皮口街有好幾

家韓國華僑開的館子，如「雅敘

園、「麒麟園」，他們的炒馬麵、

兩張皮、韓國炸醬麵，都很道地，

也是大家常去光顧的地方。皮口

街上有家「雙龍」，每個週末店

裡老太太會做兩百個蟹殼黃，賣

完為止；這家的蟹殼黃可是真真

正正地道好吃，後來老太太去了

另一個世界，絕活也失傳。我想，

曾吃過她蟹殼黃的朋友們，一定

是心有戚戚焉！

「清真馬家館」當時也在第8街

上，在一個老舊旅館的一樓，老

爸獨當一面，兩個女兒輪流從東

部來給老爸分勞，一式回民裝束

，非常顯眼，牛肉麵、羊雜湯、

家常餅、芝麻大餅、菠菜炒牛肉

都是絕活，後來女兒們也個別開

過好幾家分店，現在在橘郡的那

一家還是正宗。

在聖塔莫尼卡，有家「青葉」

，面對太平洋，佈置得小巧秀氣

，菜也爽口。也在西區有位吳夫

人開了家餐館，就叫「吳夫人」

，生意非常好，傳說她是吳佩孚

的上海媳婦，長袖善舞，交際手

腕很高明，客人都是好萊塢影星、

達官貴人，開了40多年，在西區

很有名。

另有家叫「牟林園」，開在洛

杉磯加州大學附近，在商業大樓

的一樓，寬敞而佈置大方得體，

庭院還有小橋流水，廚房做的是

上海川揚菜，我當時住在聖塔莫

尼卡，所以也是常去的館子。

有位莫先生，30多年前，在比

佛利山開了很大一家「環球」，女

侍清一色西洋妞，就有20多位，

頗為成功，後來到外州，1983年

就到上海發展去了。

在國際機場、世紀大道上有家

「花鼓樓」，是家老店了，當時

去飛機場105號高速公路還沒蓋，

所以必須走世紀大道，很多朋友

們應該光顧過這家的館子，父女

二人當家。有次我去看到大圓桌

上坐了男女10位老外，那個時候

老外大概還不知如何點中國菜，

也不知中國菜是可以共同分享菜

餚，每人都點了一客芙蓉蛋，放

在面前，使我看到一個有趣而滑

稽的鏡頭。

在機場南邊，皇家公路上，有

家「松鶴樓」，老闆是揚州人，

【編按】此篇原載師大附中南

加州校友會前年年刊。預計12月

出版的第三期通訊，再刊一篇

范會長的新文章，介紹現今洛

杉磯的中餐館簡介，包攬很全，

提供大家年歲末佳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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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天炒的菜好不好吃，可要看前

晚他打麻將是贏是輸，曾吃他的菜

「雖食且不下咽」過，也曾為了朋

友過年慶祝，老闆這次可是燒得一

流的川揚菜，大家齊聲叫好！

洛城的四川、湖南菜也有自成系

統，早期「中華川菜」開在西區柯

福市，「四川飯店」開在西洛杉磯

威協道上，1973年台北「 渝園」

何老闆帶了幾位廚子在西區聖文生

道上開了「渝園」，也為洛城帶來

台北正宗川菜。後來在西區的「胡

氏川菜」也是屬同一個系列，他們

的拔絲香蕉，真是一絕。

吳媽媽先在中國城開了家「重

慶川菜」，後來搬到皮口路上，在

60年代有最正宗的川味牛肉麵。約

在1975年開在蒙特利公園市嘉偉街

的「四川飯店」，後來先在山谷街

再搬到巴沙汀娜的「福星川菜」，

當時都是非常叫座的川菜館。同時

期還有北嶺的「華國川菜」，南區

霍桑街上的「峨嵋川菜」。曾經風

行大陸開了無數家加州牛肉麵的李

先生，也是同一時期在中國城、北

嶺、聖蓋博谷，開過多家「牛肉麵

大王」，大家耳熟能詳的。

80年代初有家「湖南」菜館，也

開在西區。後來在中國城百老匯街

的「湖南」，可是生意鼎盛，每次

都要排隊，他們的竹節鴿盅，很有

特色，用小竹桶蒸鴿湯，曾被洛城

衛生局認為不合盛器規格，禁止使

用；後來解禁，大概衛生局終於了

解到美國自己食的歷史太短了。也

是因為生意太好，引得對面開了家

「長沙」來競爭。

蒙特利公園市置地廣場蓋好後，

有家「湘園」開在裡頭，畫棟彫樑，

宮庭建築還有4個包房，菜很合口，

蜜汁火腿、叫化雞都很叫座，再加

上小菜、點心都不錯，曾在羅蘭岡

也開了家分店。再加上彭長貴系列

的，先前就開在大西洋道上「頂好

」超市旁的「彭園」，真是四川、

湖南菜館獨領風騷的黃金時代。可

惜「千里興亡多少事，不盡長江滾

滾流」，現在成了「白頭宮女話玄

宗」了。(編按：「湘園」後來也

是賭掉了。)

說到中國城，不能不提「裕成昌」

雜貨店，後來改建大樓，就是現在

「皇后宮」所在地，

當時可是所有大洛杉

磯區華人同胞買菜辦

貨的地方，周末不但

擠，總可碰到些多時

不見的老朋友，一面

買菜一面寒喧，其樂

也融融！

中國城當時是粵菜

大本營，也是中國飯

館最多聚集的地方，

大的有「金龍」、「

金園」、「金都」都可容客四、五

十桌，所有華人大的活動慶點，都

在這兒舉行。其他有名的有「劉記」

海鮮，「鹿鳴春」的芝麻大餅，「

樂觀園」的廣東早茶，「怡園」的

川揚菜，「上海美味齋」及「高朋」

的上海江浙菜，「福州飯店」的福

州菜，福州菜在洛城是少數中的少

數。記得在1982年左右，有位老媽

媽，帶了一個兒子，在蒙特利公園

市嘉偉街近嘉惠爾街上開了家福州

飯店，真是道地又好吃，芋泥、燕

丸、紅糟魚都是一極棒，可惜開了

沒多久，就太累做不動了，以後也

就再沒吃過這麼好的福州菜了。

「富春樓」原來開在北嶺一帶，

後來也遷來中國城，青炒蝦仁、紅

燒海參是他們的招牌菜。順便提提

開在聖蓋博、山谷大道上的「梅龍

鎮」，也是上海菜，剛開張時它的

紅燒大蹄膀，架勢嚇人，擺滿一個

大長盤，晶亮透惕，是我吃過在美

國最好的蹄膀。

80年代初，新蓋的食街全盛時期

（今永合豐、天仁茶莊所在地），

樓上樓下有近20家大小餐館，一家

四川飯店及一家粵菜館是最大的，

其他有一家由兩對台灣夫妻合開的

台灣小吃，他們的雞卷、魷魚羮都

很正味。樓下有家「玉堂餃子館」；

他們的酸辣湯和鍋貼，在當時是不

做第二人想的，記得有次我鍋貼已

吃完很久，酸辣湯還不來，問小姑

娘，她說大廚去買筍了，叫我哭笑

不得，但也看得出，廚子的敬業。

「玉堂」是位台灣退役北方老兵

和台灣老婆帶了幾個女兒，後來女

兒們在北嶺、蒙特利公園市、日本

城都開了分店，天普市已有多年歷

史的「京玉」也是同一系列。

中國城老店除「福州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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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美國少見的江浙/上海

菜點，如今在聖蓋博谷區很流

行。蒙市還有蟹粉小籠包、雪

菜豆瓣酥、咸肉菜飯呢。洛東

哈岡的「政記牛肉麵」、「品

味麵家」、「上海攤」，羅蘭

岡的「一條龍」都很精道，後

者更七天不歇，開至午夜。

旺角」、「高朋」、「怡園」、「

金龍」、「富春樓」等等還在外。

「鳳城」從1965年開張起，因為下

一代管理得宜，增加了廣東甜品店

，現在愈開愈旺，菜館有3家，美食

坊有6家，甜品專賣1家。

當然，最成功的是70年代開在

南巴沙汀娜的「聚豐園」了，從

1988年開始向快餐業發展，用現代

科學管理方式，加上全家一條心，

以熊貓為商標的大大小小「聚豐園

」，全美已有1,143家，是個非常成

功的例子。

開中餐館不容易，尤其要做到色、

香、味、服務、環境都一流，要放

下多少心血，流下多少汗水，投下

多少資本。廚師在廚房裡「水深火

熱」，才能換出幾盤美味菜餚。難怪

唐朝李紳說「誰知盤中飧，粒粒皆

辛苦」。但也因為食物的味美，晉

朝有位在齊王手下做大官的張翰，

因秋風起而思念家鄉的鱸魚膾、蒓

菜羮（松江），乃辭官歸故里，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人，也是「蒓鱸之

思」成語的由來。

唐朝詩人李白也說「人生得意須

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所以朋

友們還是要多嘗試不同餐館，回饋

廚師及老闆的辛苦。

拉雜寫來，當然遺珠很多，最後

還是以楊慎的詞做結尾。

「白髮漁翁江渚上，笑看秋月春

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都在笑談中。」

二輪電影院多家 門票每人僅二元
對於台北補習班一條街旁的「新

南陽」、西門市場前的「紅樓」、

台大往公館方向的「東南亞」電影

院，你不會忘記吧?!

南加州與全美各地，都有一些類

似的，折扣價電影院，以放映二輪

片為主，有時還映首輪的。由於票

價便宜，深受老人與一般民眾，特

別是小孩多的人家歡迎。

「Starplex 7」是全美各地此類

電影院的一系列，以均有7間放映及

欣賞室而取名。南加州有三處，分

別在橙縣爾灣、拉米拉達市，與洛

杉磯西區。

Starplex La Mirada Movie 7 前

身原是一家一輪的連鎖電影院，因

經營不善關閉。十多年前由新人經

營。每天放映七部電影，不乏剛或

奧斯卡獎的佳片，鄭好一輪院線已

不演了。最重要的是票價低廉，平

時二元，週末及國定假日三元。

Starplex 7 電影院的座位一樣寬

敞，空調或爆米花一樣好，熱狗每

份僅一元；消費者認為物超所值。

定居哈仙達岡的童小南〈21屆

孝班〉是這家電影院的忠實觀眾。

她說，最初是因為錯過了奧斯卡影

后席拉蕊‧史旺 (Hilary Swank) 

所演的電影「自由作家」(the 

Freedom Writer)一輪放映，上網搜

索，洛杉磯只有這家仍在放映。結

果愛上了 Starplex 7。

從此她成為常客，並在此遇到來

自喜瑞都、羅蘭岡、拉布瑞亞、富

樂屯、鑽石吧等地的華人。

以 starplex 7 la miradam 上網 

google 可查到放映的片子與時間。

地址:  15296 Rosecrans Ave., La 

Mirada。影院位於 Albertson 超

市與 Sizzler 餐館同一停車場的最

東端。

在此看過的電影中，The Lucky 

One 以簡單的幾段情節，描述出現

代戰場的殘酷，與退伍軍人返回美

國，到處受到年輕人網路的仿真遊

戲 - 戰爭打鬥影音的驚嚇。

Philomena (遲來的守護者) 是

以真人實事拍成的電影，給予天

主教極大震憾之同時，真實女主角  

Philomena Lee 與飾男主角的影星 

Steve Coogand，還於今年二月赴

梵諦岡，面謁教宗 Pope Francis。

劇情呈現了宗教與現實道德的對

衝、早年不份教會安排孤兒領養的

真相；及其是否真為虔拜上帝，或

只是販嬰，以籌款協助生存 ...

角色單純，三人個性都定義得很

清楚：一個是愛爾蘭鄉下虔信上帝

的老嫗菲洛米娜(片名)、一個堅信

是上帝的僕人，人們必需為自己的

罪行而付出受罰的修女；以及事業

不順，思考獨立，且不信上帝的記

者。找不到還在放映的戲院？沒關

係，可以看DVD影音碟，或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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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923-5378

310-923-5378

 

626-353-3077

 

626-234-0181

818-484-7320

949-295-2883

626-288-4408

626-376-8912

310-472-1629

626-968-3072

626-757-9535

909-861-6674

818-731-0882

626-641-0896

562-945-3109

626-429-5967

626-423-3110

626-297-0369

626-449-8266

909-272-1327

805-582-0937

張德石

楊小秀

楊素珍

周建忠

 

范允富

林同秋

薛福琴

胡美

吳建業

何孝貴

童小南/藍
陳端儀

張建邦

馬國治

趙易人

王宇平

黃廣穗

徐蓓蓓

鄭傅娟

吳慧妮

紀月恆

紀星華

老師

師母

老師

領導

 

18 屆 平

07 屆 

11 屆 仁

11 屆 仁

17 屆 智

18 屆 禮

21 屆 孝

11 屆 仁

15 屆 和

16 屆 平

16 屆 平

16 屆 和

16 屆 孝

16 屆 孝

17 屆 孝

19 屆 義

24 屆 智

26 屆 禮

Chang

Chang

 

Chou

 

Fan

Pao

Coyne

Hu

Wu

Ho

Tung

Pan 

Chang

Ma

Chao

Wang

Wu

Hsu

Cheng

Wu

Chi

Kwan

Michael

Joanna

Joseph

Roger

Julia

Irene

Amy

Heidi

Julia

Judy

Anna

Chien P.

Johnny

Raymond

Yu Ping

Nancy

Tiffany

Margaret

Wennie

Lawrence

Stella

名譽理事

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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