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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首先，請允許我向您介紹我們的 GU 地震預報研究所（GU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Prediction）。 它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從事地震預報研究的非贏利學術機構。 它的目標就是為
實現對破壞性大地震的發生時間、地點和強度的預報。它向全世界開放，在美國麻州正式註冊的，
法定可以接受贊助捐款，能免稅抵稅（501c3， EIN#： 85-2943030）。
地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災害之一。地震如同現在流行的瘟疫 COVID-19 一樣，不分國界、文化、
宗教、種族和性別，給人類生命安全和財產帶來巨大損失。據統計，全世界地震每年造成的經濟損
失就超過 358 億美元。自 1900 年以來，在 2233 次地震中至少有 230 萬人喪生。然而，地震和
瘟疫不同。瘟疫大流行是很多年才發生一次，而且一旦發生，全世界的相關科學家會立即行動起
來，想方設法研發疫苗和藥物，以對抗瘟疫。而地震呢？很遺憾，當今全世界的主流地震學家認為:
“地震是隨機突發事件，不可預報，只能給出一定的發生概率預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就
好像是流行病學家放棄了研發疫苗和藥物來對抗瘟疫一樣。
但我們堅信：《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我們已有較完整的理論、發現及許多次成功實質性預報。地
震預報的研究與開發出治療瘟疫的疫苗同樣重要。這就是谷教授和他的團隊創建該研究所的原因。
GU 地震預報研究所於 2020 年 9 月在美國麻州正式成立。我們的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谷繼成教授
從中國 1966 年邢台地震開始，數十年以來，從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到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
工學院和布朗大學）一直從事地震的震源物理和地震預報理論、方法研究，及斷裂力學，非線性穩
定理論，磨擦本構定律等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其開拓性的科研成果正受到地震學界的高度關注。
GU 地震預報研究所致力於為全世界提供服務，並把美國加利福尼亞、北京-天津-唐山地區、日本、
臺灣、東南亞、地中海、智利等地震高風險地區作為重點。我們根據谷教授建立的全套地震臨震前
兆理論，和在 2019 年發現提出的地震前兆波理論，研發監測地震前兆的全新儀器和手段，對破壞
性大地震做出臨震預報。
朋友們：我們懂得，您會非常關心你捐出的每一分錢必須用得恰到好處；我們也理解，你的愛心和
支持是希望看到地震預報的實際成績。我們堅信： GU 地震預報研究所為人類命運奉獻精神，團隊
的背景和技術力量，積累的實質性經驗和預報例證，全體同仁會努力工作，為實現地震預報，做出
貢獻，並以優異的成果，向您和所有支持者彙報。
期待您用愛心善款支持我們的科學研究和預報工作，一起來守護人類共同的家園。如果您對我們研
究所有任何問題，請聯繫谷教授團隊 +1 857-928-8673/ gujicheng@earthquakepredict.org ；也
歡迎登陸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guiep.org，以瞭解更多資訊。

<谷继成教授:地震預報研究所所
長。地球物理學家，地震學家，
主要研究地震震源參數和地震預
報的物理（理論和現場研究）。
他是最早介紹斷裂力學的科學
家，斷裂力學從金屬科學發展到
地震學，研究世界地震源和地震
破裂過程的物理學。

>羅灼禮教授：地 震 學 家 。
畢業於北京大學。 1966
年。羅教授是四川省地震局
局長，曾在四川地震區進行
現場地震預報 30 多年，並
擔任中國地震局地震預報中
心主任 20 年。具有豐富的
地震預報經驗，為中國的地
震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幼銘教授: 地 球 物 理 學
家 ， 地 震 學 家 。 北京大學物理
系 1963 年畢業，在北京大學物
理系工作。自 1968 年以來，他
在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
作。 他長期從事理論地球物理
學，固體地球物理學和石油勘探
地球物理學研究，並做出了巨大
貢獻。 特別是在廣義非對稱連
續介質力學和波動方程的研究
中，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
還是中國高鐵地震學的創始人。

謝謝，恭祝
健康快樂！

Jicheng Gu, 谷繼成 | 所長 首席科學家
GU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Prediction
Tel.： 617-497-1108 / 857-928-8673

GU 地震預報研究所

>莊燦濤教授：地 震 學 家 196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從事地震學和地震觀測技
術研究。 曾任中國地震局分析預測中心副主任，總工程師，中國地震學會地震觀測技術委
員會主任，任職四到六年。 中國儀器儀錶學會和地球物理學會理事。 2004 年起在靜岡國
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主持“中國數位地震觀測系統的設計，開發，生產和應用推廣”，
並於 2002 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並多次獲得地震預防獎緩解和科學技術進步。

>Prof. Yu Jeffery Gu 物 理
學教授，地球物理學家，
地 震 學 家 。 加拿大阿爾比大
學物理系終身教授，地球物理
學，地震學博士。于 1992 年
在哈佛大學，師從世界著名地
震學家 Adam Dzewonski 教
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後。

<魏富盛教授：地 震 學 家 。 1975 年畢業于山東大
學物理系。自 1975 年以來一直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
作，專注於地震震源參數的物理學家。
>劉克人教授：重 力 / 地 震 學
家 ， 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地球
物理系。 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從事地震學，重力，潮汐和
地震預報工作。 從中國的時間
連續重力變化可以看出，他對重
力，潮汐，尤其是地震發生與地
震發生的關係做出了巨大貢獻。

<賀寧燕律師：地震預報所律師。
>張美：
地震預報
所外聯主
任。贊助
者。
<Bob Gillete
地震預報所副
行政主任。

<陸其鵠教授:從中國的第一個地震台站鷲峰台的觀
測開始，幾十年來工作於中國科學院/國家地震局地
球物理研究所。理論與實踐經驗極其豐富。 是著
>黃煒：預報
v 皇甫彥翀：生物系 名的地震台網佈局、 儀器及通訊專家。
所行政副主任
統博士，水化學，水
網路管理。
體微生物學，基因組
<甄雲龍：地震預報所聯合創辦人之一，財務監督。2019/20
學，環境化學專家。
聯合創辦《大灣區愛樂聯盟》。2010 聯合創辦《亞美聯誼
會》,副董事長，對外發言人，首屆執行董事( 會長）領《亞
美藝術團》，編《亞美報》。1980 開辦《星島日報》波士頓
版負責至今，發表文章數百篇。1992 年領導創辦《演藝沙
龍》,為音樂人籌募排練資金，提供排練場地，組織演出。90
年代初，聯合創辦《中華書法會》。1975 聯合創辦《中國武
術研究所》掌行政及出版，出版武術叢 DVD20 套。將武術
推展至 Boston 大學體育系為正式課程。

皇甫圓周：首席顧問。
Denial Eller: 顧問。
Larry Mintzer:顧問。
李雨兒：歌唱家。
Changjing Ma:漢城集團
董事長。
潘飛：亞美聯誼會執行董
事（會長）。
王天齊：生物學博士，亞
美聯誼會董事。
蘇玉平：博士，亞美聯誼
會董事。
BowLin ：財務顧問。
Hongxing Liu:中非醫院
院長。

<蘇國立：地震預報所財務監督。國際金融貿易專家。
六十年代哥倫比亞大學金融碩士，NY 華埠首位華裔
大通銀行分行長。首位參與中美《乒乓外交》的美國
銀行界華裔代表。著作有《華爾街金山伯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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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SIAN HATE, STOP ALL HATE!
Strongly condemn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ate crimes!

In wake of Atlanta shooting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realized that the rising tide of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in recent years has reached its new high in United States. We, members of
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oston, along with our allies, in our strongest voice, condem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ate crime across the country.
Historically, Asian Americans has been deprived of justice in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was the first federal law implemented against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Chinese miners had
to pay Foreign Miner Tax while other foreign miners from Europe did not have to pay such tax during
California gold rush in 1848. California's laws even prevented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testifying in
court when they tried to seek courts’ assistance. When we celebrated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150th
Anniversary a couple of years ago, we learned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d for the Railroad
project, and many died when they performed the hardest and most dangerous jobs. Ironically,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were not allowed to ride on the railroad they built and forced to walk back to San
Francisco After the completion. “Chinaman’s Chance” then became a phase meaning no chance. Chinese were forbidden from owning land, interracial marriage, owning homes, and living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city, Chinese immigrants had to retreat into their own isolated communities as a matter of survival, Chinatowns therefore emerged. During World War II, thousands of Japanese Americans were
forced to relocate to the detention camps while their family members were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to
protect this county and its allies.
Asian American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and growth of this country, along with
other racial groups. Asian Americans continue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rea of culture, art, sports,
academia, and technology. Unfortunately, we have also seen Asian Americans become the fastestgrowing targets for hate crimes and violence in the recent decades. From the murder of Vincent Chin
in 1982, in Detroit, to the imprisonment of Dr. Wen Ho Lee of California, in 2000. From the robbery
and shooting in a Georgia residential home owned by a Chinese American in September 2016, to the
Atlanta shooting a few days ago. During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ere are nearly 3,800 hate incidents reported across the country targeting Asian Americans over the last year. The harassment, slur,
verbal abuse, and physical violence illustrate the new wave of anti-Asian violence that our communities have to face in all major cities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ASIAN HATE HAS TO STOP! ALL HATE HAS TO STOP!! 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oston
was formed ten years ago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changes and enhance 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We celebrate the ASIAN AMERICAN DAY each year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y that Asian American communities deserve. In one voice, we urg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use al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put an end on hate crimes.

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OSTON
ITALIAN AMERICAN ALLIANCE
AFRICAN COMMUNITY CENTER OF LOWELL
Boston Fujianese Association，Inc.
Boston Beijing Friends Association.
New England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exington

Boston Fujianese Chamber o fCommerce, Inc.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MA
Education Alliance
North American Nanning AssociationS

制止仇恨亞裔！制止所有仇恨！
強烈譴責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
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後，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近年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
罪浪潮在美國達到了新的高度。我們，波士頓亞美聯誼會，以及我們的族裔聯盟
盟友，以我們最強烈的聲音，譴責全國各地的 種族歧視 和仇恨犯罪
從歷史上看，亞裔美國人在美國被剝奪了正義。1882 年《排華法》是第一部針對
特定族製造 裔群體實施的聯邦法律。1848 年加州淘金熱期間，中國礦工必須繳納
外國礦工稅，而其他來自歐洲的外國礦工則不必繳納此類稅。加州的法律甚至阻
止中國移民在試圖尋求法院協助時出庭作證。幾年前，當我們慶祝跨大陸鐵路
150 周年時，我們瞭解到數以萬計的中國人為鐵路專案工作，許多人在從事最艱難
和最危險的工作時死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鐵路工人不允許乘坐他們修建
的鐵路，在鐵路完工後被迫步行返回三藩市。"中國人的機會"然後成為一個階
段，這意味著沒有機會。因此，唐人街出現了一個中國移民，他們被禁止擁有土
地、異族通婚、擁有住房和居住在城市的某些地區，因此，作為生存問題，中國
移民不得不撤退到自己孤立的社區。二戰期間，成千上萬的日裔美國人被迫遷往
拘留營，而他們的家庭成員則在戰場上戰鬥，以保護這個縣及其盟友。
亞裔美國人和其他種族群體一起為這個國家的建設和成長作出了重大貢獻。亞裔
美國人繼續在文化、藝術、體育、學術和技術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不幸的是，我
們也看到亞裔美國人成為近幾十年來仇恨犯罪和暴力增長最快的目標。從 1982 年
在底特律謀殺文森特·欽，到 2000 年加州文浩·李博士被監禁。從 2016 年 9
月一名美籍華人在喬治亞州住宅內發生的搶劫和槍擊事件，到幾天前亞特蘭大槍
擊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去年全國有近 3800 起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事
件。騷擾、汙衊、辱駡和人身暴力表明，在整個大流行病中，我們的社區必須面
對新的反亞裔暴力浪潮。
必須制止仇恨亞裔！所有的仇恨必須制止！！波士頓亞美聯誼會會成立於十年
前，旨在促進文化藝術交流，加強社區合作。我們每年慶祝亞裔美國人日，以表
彰亞裔美國人社區對該縣做出的重大貢獻。我們用強力敦促政府官員利用一切必
要的資源來制止仇恨犯罪！

波士頓亞美聯誼會會
全美義大利聯盟
洛威爾非洲社區中心
波士頓福建同鄉會
波士頓福建總商會
波士頓北京同鄉會
美國華人聯合會麻州分會
新英格蘭華人聯盟
美國公盟教育
北美杭州同鄉會
北美南寧同鄉會
麻州萊星頓華人協會
（亞美聯誼會合作夥伴眾多，未能全綠，敬請曲諒）

節古董藝術品公益鑒實，多次舉辦慈
善拍賣，義賣活動，2016 年在波士頓
中央公園舉辦第六屆亞美節活動中負
責食品攤位管理，並加入董事會。

▲潘飛，亞美會執行會長：
亞美會董事會于 2019 年下半年蕰讓調
整及商討了幾個月，選出新執行董事
潘飛先生，聯合執行董事曹品慈先生,
以配合潘先生開展工作。為了適應會
務發展執行董事，對外同時以執行會
長及聯合執行會長稱。所有董事對外
也聯合會長職稱。j 自第九屆亞美節，
潘先生已執行會長職務，負責亞美節
藝術品拍賣。該年由潘會長主持《中
美建交四十週年圖片展覽 》，在波士
頓公園連續展覽以周，百多大型圖
片，天天帶頭早佈置，晚收藏保管，并
出版特刊，盡心負責，讓展覽完成 .潘
飛，波士頓帝國拍賣公司創辦人，麻州
執照拍賣師，北美華人收藏家協會會
長，1991 年僑居波士頓，喜愛收藏古
董藝術品，18 年在哈佛大學舉行的新
移民財富論壇活動中負責“收藏領域
的機
遇與風險”講座，多次邀請中國著名
專家在哈佛大學舉辦多場公益古董瓷
器和玉器的整賞學習講座，2015 年參
加亞美節古董藝術品公益鑒實，亞美

▲陳美霞董事：音樂教育資深企
業家，畢業於星海音樂學院。晶品
國際藝術教育董事長 在東莞開辦
《劉詩昆鋼琴藝術中心》，代理日
本 YAMAHA 鋼琴，建立一個可作越
洋遠程大師即場示範教學現代化
系統教室，培養無數學子，卓然有
成，且熱心公益。第十屆<亞美節 》
因新冠病毒疫情，原定在波士頓公
園舉行的大型活動取消，改網路音
樂由她獨立承擔，成功舉行。

亞美聯誼會 2020

疫情期間年來亞美會各項活動
sa 三

一 中美建交 40 年圖片展覽
2019 年 6 月 23 日，位於波士頓
市中心的中央公園（Boston
Common），亞美聯誼會主辦了
「中美建交四十週年紀念圖片
展」，國會議員喬瑟芙甘迺迪
Joseph Kennedy |||，麻州州長
查理貝克，麻州參議員 Marc
Pacheco 為活動送來賀狀，參議
員 Joseph A. Boncore，波士頓
市議員 Edward Flynn 等民選官
員送來賀狀並到場致辭，中國駐
紐約總領館邱艦副總領事、劉愛
民領事，義大利全國聯盟領袖法
蘭克先生到場參加開幕式並發表
講話，亞美會創辦人、名譽董事
長甄雲龍以及多位董事和諸多嘉
賓參加了當天下午兩點舉行的開
幕儀式，

二 參與 Weston 聯合捐贈醫療物資
2020 年 3 月 28 號，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嚴重，中美
之間航班取消，波士頓地區廣大同胞，尤其是在當
地求學的留學生們受到嚴重影響，被迫搬出學校，
簽證到期，防護用品缺乏，回國受阻，面臨了的困
境。 國內的家長們心急如焚，由紐約總領館聯繫協
調各地的僑團組織提供幫助，亞美會全體總動員，
站出來
為被疫情所困的
留學
生，同胞提供幫
助，執
行會長潘飛和方
柳君女
士公開私人手機
號碼，
全天候提供給受
困留學
生、家長以及有
困難的
同胞，亞美會董
事長黃
野律師提供法律
簽證等
諮詢，董事吳皓
醫生提
供醫療服務，包
括聯合執行會長曹品茲等多位亞美會同仁志願者在
一個 多月的時間裡，幫助了近兩百多位留學生和受
困同胞，為他們在疫情蔓延期間解決了很多困難。
疫情升級，美國及世界各地的病毒繼續蔓延傳播，
包括哈佛醫院，麻省總醫院（MGH）在內的許多醫院
口罩醫療防護用品告急，亞美聯誼會緊急向華人社
區介入援手。亞美聯誼會是 WeStar 聯盟夥伴之一，
再次呼籲亞美聯誼會的合作商家，企業團體和個人
捐款，疾馳採購 FDA 批准的醫用防護設備和口罩捐
贈給哈佛附屬系列醫院，包括麻省總院等 。

三 亞美會十週年網路音
樂會，法律、貿易、防疫
系列講座。
今年是波士頓亞美聯誼會
（aaaboston.org）成立十
周年，由於新冠疫情影
響，一年一度的「亞美
節」慶祝活動今年改為線
上舉行，將通過一系列的
講座向大波士頓地區亞裔
社區宣傳防疫、法律、地
震預報、健康、藝術品鑑
賞等各方面的信息。因為
今年美國人口大普查的截
止日期是 9 月 30 日，波
士頓亞美聯誼會鼓勵所有
居民在 9 月 30 日之前完
成人口普查問卷，您的參
與將為您居住的社區帶來
寶貴的聯邦撥款。
麻州州長查理貝克、副州
長白麗朵近日給亞美聯誼
會發來賀信（右圖），祝
賀該會創立十周年。「創
立於 2010 年，亞美聯誼
會為麻州亞裔社區的成長
和繁榮作出巨大的貢獻。
州長查理貝克在賀信中寫

▼劉俊，社區發展主任：
畢業於上海中醫藥大學，師從徐蔚霖
全國名老中醫多年，擁有中國和美國
職業醫師執照。現任劍橋生物公司研
究員。自 2015 年移居波士頓，積極參
加各項公益活動。是 BAA 義工主要成
員。牛頓中文學校中文助教，家長會
副會長，支教活動成員。每年服務於
Food bank and Newton Service Day
。從第六屆亞美節開始，一直擔任義
工

▲曹品慈先生簡介：從事中醫藥

▲徐趙婉蓉董事：徐赵婉蓉，

行業，經營波士頓盛雄莊藥行十數
年，資深中醫康復理療師，現任亞美
會董事兼聯合執行會長，世界旗袍
文化恊會會長，紐英倫至德三德公
所主席，波士頓華商會董事。2015
年特別創立了世界旗袍會將中華傳
統文化海外弘掦，萬眾矚目，在各
種非營利機構中，一直以來用心完
成任務，是位愛心有能力的領導。
在烏本市萬豪酒店舉辦的第五屆
《亞美節》，帶領 160 位成員參加，
演節目，穿旗袍，當義工，為大會的
重要支撐。

2010 年加入亞美會為創會會員，分
管辦公室事務; 2019 年 8 月份成為
亞美會董事。她是迦南美地國際置
業有限限公司創建人，现任總經理
CEO。美國工商管理碩士，執有麻省
房地産經理經紀人牌照，擁有近十
八年 的民 用 住宅 及 商業 房 地産 經
紀，投資，管理，融資方面的工作經
驗。她也是地産專欄撰稿人，經常為
非盈利機構及廣大房地產投資者舉
辦知識講座。工作之余她積極參與
教會和社區義工服務。目前還擔任
杭州同鄉會暨商會副會長職務。與
潘飛執行會長共管亞美會財政。

《常栩雨社區媒體主任 ：
畢業于麻省大學。 目前擔任
山東盛翰邦琳實業有限公
司副董事長

理運營以及指導工程部門建
立高效管理系統工作等。
創辦美國 SHBL 控股公司 職
務：執行總裁負責運營國際
·主持起草公司年度計畫、總結 貿易，留學生服務，高校高端
和財務報表等，主要負責大型 生物實驗儀器採購等。
工程、大宗設備採購、組織管

少年時留學英國 8 年，2010 年畢業後
回到北京從事金融工作，2015 年榮獲
了由北京銀監會與北京市銀行業協會
聯合頒發的“三農金融服務優秀個人
獎”。2016 至 2018 年在波士頓的東北
大學深造。期間張鎧鑠熱心公益，參與
籌備了第八屆亞美節，並榮獲“志願
者特別貢獻獎”。2019 年加入亞美會
負責北京聯絡處的籌建等事項。

《張鎧鑠，亞美會中國聯絡處公
關主任，

董事會名單：董事長：黃野 副董事長：甄雲龍 執行會長：潘飛 聯合執行會長：曹品慈

董事(聯合會長）：谷繼成 吳皓 王天齊 陳建立 李強 李思佳 蘇玉平 徐趙婉蓉 陳美霞
發展部主任劉俊 社區媒體主任：常栩雨 中國聯絡處公關主任：張铠鑠
道:。
波士頓亞美聯誼會自成立
以來，在創始人甄雲龍先
生的倡導下秉承「融和亞
美族裔，美化社區家園」
宗旨，積極搭建橋樑，方
便社團之間、族裔之間的
友好往來，並且作為一個
各族裔相互聯繫和溝通的
平台。黃埜董事長一直在
致力亞裔文化的推廣、以
及促進亞裔和其他族裔的
文化互相交流，曾親自陪
同意大利友人親赴中國北
京參觀中國古代漢族宮廷
建築之精華故宮博物館，
以及趕赴山東曲阜孔子故
里，和意大利裔美國友人
一同感受孔子聖人的文化
氛圍。協助本次講座的機
構包括波士頓福建總商會
和廈門大學波士頓校友
會。主講人是服務新英格
蘭地區 25 年的黃埜律師
（Ye Edward Huang,
Esq.），他將對美國出口
管制和外資投資審查方面
的法律和規則作出詳細講
解。

四 與《谷氏地震預報研究所》聯合舉行新聞發
佈會，不久引起廣泛迴響，尤其是中國國內重要
地震學家，并促成他們的參與，20 年九月，預
報所在波士頓正式註冊成立。下面是公告：

（應用科學）、麻省理工學院（地球與行星科學）工
作。谷先生長期從事地震的震源物理和地震預報方
法研究，曾親身參加過 1966 年中國邢台大地震；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現場考察與震源物理和預報方
法的研究工作；主持過世界級國際斷裂物理與地震
學會議；從 1976 年開始，在中國和國際刊物發表過
地震可以預報
地震前兆波（Seismic precursory waves）的發現及 許多與地震有關論文。當年中國地震系統全中國出
計算驗證
國留學統考，他以地震學專業考試第一名被保送到
掌握了打開地震預報大門的關鍵鑰匙
美國做學術訪問研究，與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谷氏地震預報研究所》與《亞美聯誼會》聯合 布朗大學等國際頂級科學家合作研究多年，曾被邀
新聞公報：
請至歐洲多國的名牌大學進行地震學講學交流。
日期： May 5, 2020
谷先生從事地震研究幾十年，最近從理論上和數學
受文媒體：星島日報、世界日報、僑報、亞美報、亞 上 發 現 和 論 證 了 任 何 地 震 前 必 存 在 地 震 前 兆 波
美聯誼會網站、雙語網、萬家網、Boston orange 網 《Seismic precursory waves》。 地震前兆波的發
站及相關微訊群體、海內外相關機構。
現和論證的科學與實際意義在於：論證了地震是可
以預報的，地震前兆波是必然的物理過程。 而不是
地震是人類的共同敵人！給人類帶來無窮災難，其 現在主流地震學家認為隨機發生的不可預報的概率
破壞對象不分國籍、種族、宗教、貧富……大震發生， 事件。
天崩地裂， 城破海嘯，人死傷以百萬計；輕震也房 因為論證了任何地震發生前都存在地震前兆波，並
屋倒塌，道路毀壞，帶來嚴重損失。最可怕是這魔靈 且指出它是在地震前幾分鐘至幾十小時甚至幾百小
不知什麼時候竄出，白天或黑夜？無法準確定向防 時會出現的一種長週期至超長週期的頻譜特點， 這
備。因為科學技術及人類積累的表徵記錄，至今地震 就為未來的地震前兆波的觀測技術指出了技術努力
只有大致預測，仍不能對地震時間、地點、規模等提 方向。 只要技術上抓住了地震前兆波，就掌握了打
前準確預報。地震預報乃成當今世界科學未解難題， 開預報地震大門的重要鑰匙！
以至主流地震學家認為：地震是一件突發的概率事 故此，地震前兆波的發現與論證對地震學和地震預
件，只能給出概率預測，無法預報。
報具有重大科學和實際意義。
地震學家谷繼成先生，原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 谷繼成先生多年前根據歷史記錄，世界範圍內發生
所副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批留美訪問學者 的大地震臨震前兆異常現象，通過物理學、斷裂力
( 研究科學家 )。先後在布朗大學（工程）、哈佛大學 學、地球物理學、地質學、地球化學、數學等多種理

論驗證與計算，提出和建立的《地震臨震前兆現象的
物理解釋模型（地殼裂紋的穩態擴展與多孔塞模型，
CCSPPC Model）》統一的、完整的解釋了所有觀測到
的地震臨震前兆異常現象，並且反過來指導如何更
有效的抓住異常變化來實現臨震預報，從而完善一
套《地震可以預報》整體理論，掌握了打開預報地震
大門的重要鑰匙！得到世界許多地震學家及有關科
學家的驚奇肯定和支持。幾經商討，已組成國際性團
隊，制定計劃，為《地震預報》這一人類命運共同項
目合力工作。
谷繼成先生創辦 High – Tech O & E 公司
（附設谷
氏地震預報研究所），出產《阿波羅納米潤滑油》、
《阿波羅潤滑添加劑》，其優越性能列世界前矛。他
對對納米潤滑技術、鐳射光纖通訊技術、高速軸承技
術、燃料電池技術、石墨提純技術、光學、機械、中
醫針灸、民族音樂均有相當造詣。尤其對《震源物理
學與地震預報理論》、《摩擦學》及《斷裂力學對震
源物理學的應用》研究，有重要成果與論著。他曾通
過電話指導，解決過大型礦山滲水，大型機械修理，
飛機緊急故礙排除，成一時佳話。

谷繼成先生是亞美聯誼會董事，亞美聯誼會以
有這樣傑出科學家董事為榮，乃支持配合谷先
生聯合發佈此新聞公告。谷先生撰寫的《地震可
以預報》計劃書，內包括國際團隊（背景）及部
分曾公開發刊過論文，另文公佈。
歡迎轉發本公告至各種社交媒體、機構及個
人。與谷繼成先生聯繫可
email ： gujic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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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荊斬棘大灣區愛樂聯盟成功註冊
亞美會成員與合作夥伴啟動推展整合資源提升音樂藝術教育
廣東《大灣區愛樂聯盟》在澳門
正式註冊成功。在大灣區文化藝
術圈屬一件不算小事。創辦愛樂
聯盟的構思、發動、聯繫、組織
由波士頓人開始。參與者涉中、
美、英、法約百位中西音樂家、
戲劇曲藝家及音樂愛好者、熱愛
音樂文化企業家，大不乏名家大
師。整個過程從三年前開始藴
讓，2019 年底宣佈啟動，一年
多來，在疫情期間，克服種種困
難，迎合註冊的繁複細緻嚴格條
件，并經一一審批，可謂披荊斬
棘，耗時、費兢才告完成。

十份，一切文件具足，手續辦
妥，全達至澳門政府註冊法規要
求，最後獲得批准。在澳門各銀
行要開設一個社團戶頭，也是遇
到類似註冊那種繁瑣條件與手
續。而疫情期間，黎博士、楊指
三. 開展：在兩三個月時間，通
揮、甄雲龍已相繼回到美國，幸
過微訊、聚會、訪問等，凝聚大 四. 註冊：按澳門特區政府法
賴秘書陸秀芬小姐，不停在大灣
約七八十位人士成為創會成員， 規，登記註冊法人必須是澳門居 《九市連珠》式走動，華南理工
在微訊群里發佈初步計劃書，自 民。要有三種文字（葡、中、
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黃燦文及其他
由交換意見。期間黎博士幾度奔 英）詳細章程，法定公章，職
藝術界朋友協助。註冊才宣告完
走澳門北京、深圳、美國之間， 員、理事會、監事會名單，創辦 成。
另一創辦會員芝加哥市文化部及 過程的全部開會記錄，參與者的
芝市交響樂團顧問梅建文回到芝 個人資料，包括護照影印，并一 來自波士頓倡導啟動大灣區愛樂
加哥聯絡，獲得相應支持允諾； 一簽名，經過審核認可。社團地 聯盟人士，都是義工，出錢出力
一. 緣起：亞美會舉辦的歷屆
幾位創辦者分頭在大灣區走訪了 址必須是實質商鋪位，要有相應 出主意，懷赤子之心，報效灣區
《亞美節》先後有邀請過天津電 二. 啟動： 2019 年底，黎艷
廣州、江門、深圳、澳門、台山 之音樂藝術機構支持信。結果黎 文化藝術事業，但對困難估計不
視台、來自廣東的小天使交響樂 萍，楊捷，甄雲龍應邀出席在江 等市，與音樂界、企業界、電視 博士取得星海音樂學院、深圳交 很足，幸而，總算《報灣有
團，及北京、湖南、江浙地區藝 門市萬豪酒店舉辦的《五邑精英 台、媒體、樂團負責人、政府文 響樂團、大灣交響樂聯盟，其他 門》。下面是計劃書初稿，創辦
術家等參與；亞美會也組織《亞 會十週年》大型慶典，作為特別 化部門見面溝通，獲得了有用意 創辦者也取得不同單位支持信共 會會員及藝術顧問名單。
愛樂聯盟計劃書
前言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公
佈。珠三角交通網織，九城連珠，
強強聯手，經濟高速發展中產業提
升。至今，天時、地利、人和俱
足，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意義重
大，將是一件影響世界大事。 美國
波士頓亞美會及其合作夥伴的一些
關注大灣區建設華人/華僑，希望在
大灣區經濟發展同時，試圖協助建
構一張文化名片《大灣愛樂聯盟》
（名字待商），促進城際文化藝術
交流，助力經濟發展，乃聯合音樂
界有心人士，文化藝術團體，及江
門邑商私董會，在邑商會十週年慶
會期間，共同發起啟動本計劃。
重要性：一張城市文化名片，文化
藝術團體互動，對助力經濟發展，
有非常重要作用。由於鏈接灣區各
大橋建成，西岸發展
迎來重大機會。但西岸各市如佛
山、江門、珠海、都沒有一個重要
城市文化標誌的完整交響樂團與其
匹配。
可行性： 必須具備政府認可引領；
堅實的音樂人才群體；重要的企業
經濟贊助、參與；廣泛的愛樂群眾
義工支持四大條件。
希望參與協助灣區建立愛樂聯盟的
一班有心人，他們都有中美兩國的
族裔文化背景，了解兩國國情，都
是有能力的音樂家、專業人士、學
者，並與中美歐各國音樂家有交情
及聯繫（見初步名單）。
如由民間組織成一個非盈利公益機
構，有益並助力灣區經濟發展，社
會融和，政府必定支持引領。
初步接觸灣區各商社、團體，都表
示極大興趣，肯定性認可，並表達
其支持的意願。
大灣區最早接受外來音樂文化，無
論本土民族音樂家、西方音樂家大
有人在；民間音樂愛好者廣佈處
處，廣東音樂戲曲歷史悠久，觀眾
特多，他們將會是支撐愛樂聯盟的
重要基礎。
具體做法構想：
愛樂聯盟方向：以交響樂形式，包
裝民族音樂/戲曲內容，將民族文
化、本土文化盡量融匯交響，也因
此特色更易【出口】，向外交流，
並因此獲更廣泛群眾支持。
組成聯盟籌備音樂會，向政府登記
立項。以江門市為出發點，爭取三
月底辦一場《愛樂聯盟 大灣春暖》
音樂會（初步各方回應積極）。通
過友好人脈可邀集深圳、廣州、澳
門、香港等交響樂隊成員及民族音
樂家、歌唱家參與。條件足，推展
到大灣區各市演出，宣講大灣愛樂
理念，招募樂員。
C．以此同時各市可辦大師教學，
訓練培養人才。
D．每年暫辦一次音樂季，演出一
次，視資源逐步增加場次。各市演
出由當地為主體辦理。
E．首場音樂會演員演出費，原則上
義務奉獻。
F．爭取芝加哥、波蘭、美國音樂家
參加演出。
經費：來自企業、個人捐助；政府
社會服務經費支助；演出特刊廣
告；門票
認可參與或贊助企業、個人名單：
（未列）

美藝術團》 《廣府文化藝術訪
問團》由甄雲龍領隊，訪問廣東
演出，與各地藝術家保持聯繫。
並與亞文中心青少年交響樂團指
揮小提琴家、樂隊指揮楊捷博
士，團長，樂隊管理者黎艷萍博
士有多年合作友好關係。彼此在
大灣區都有許多文化藝術界朋
友。大家有共識：大灣區經濟發
達、交通便利、藝術資源豐富、
音樂人才濟濟、粵樂戲曲普及、
開明而最早接受外來文化等等，
如能建立聯盟，有利中西加強交
流互補，提升音樂品質、引進大
師教學。

嘉賓，甄雲龍在致辭時宣佈啟動
此計劃,此後一些媒體、藝術
家、企業家加入行列。亞美會董
事谷繼成、曹品慈、王天齊、陳
美霞也參加創辦群體。

建立一個樂團基金會，由有法定執 英中演藝協會會長。曾評為十大傑
照財務機構管理，愛樂聯盟董事
出青年。
（理事會）監督。。
樂漢寧：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男
籌備委員會（創會會員）：
高音歌唱家、畫家，深圳市福田區
王惠然：作曲家、指揮、柳琴創製 藝術總監。
推廣者。創辦珠海女子樂團。珠海 鄧桂萍：波士頓紐英倫音樂學院碩
民族樂團顧問。
士，參與美國無數歌劇演出。中央
楊 捷：美國指揮專業博士、小提 音樂學院附中聲樂主任。
琴演奏家碩士。山東南山音樂學院 杜帥黎：耶魯大學音樂系博士，中
音樂總監，教授，交響樂團常任指 國金鐘獎（小提琴），廣州大學音
揮。波士頓亞文中心青少年交響樂 樂系教師。
團指揮。
廣州愛小提工作室（王生、區健
黎艷萍：留美博士。學者、教育
俊、黃龍烽三位小提琴手）：製
家。中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北 作、修理、調整小提琴組合。
京華科院副主任，華科院美國協同 金珂引頂：星海音樂學院畢業。曼
創新中心主任。波士頓亞文中心青 茶羅文化藝術踐行者，歌者，鋼琴
少年交響樂團團長、組織者，鋼琴 家。
伴奏。
梅建文：世界攝影大師。美國芝加
范聖琦：酷爺，薩克管/雙簧管大師 哥市及芝加哥交響樂團顧問。
演奏家。《老樹皮》爵士樂團創辦 黃景平：台山一中澳門校友會理事
人。原鐵道交響樂團指揮。
長。音樂同道。社會活動熱心推動
張耀樞：高胡演奏家。西北師大民 者。
族樂教授，師大樂團/青海黃河民族 陳美霞：星海音樂學院畢業。鋼琴
交響樂團指揮。
家、音樂教育/企業家。晶品國際藝
曹曉寧：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有 術教育董事長。
限公司總經理。剛出版新書《演藝 張 穎：留美碩士，鋼琴演奏家。
中國二十人》中的其中一
劉小艾：
位。
江門劉詩
康咏澤：留德國鋼琴家。
昆藝術中
深圳咏澤文化傳播有限公
心主任。
司董事長，深圳莫扎特音
曹品慈：
樂節音樂總監。
深圳
世界旗袍
音樂廳音樂教室創建人。
總會美國
聶 冰：深圳交響樂團團
波士頓分
長。深圳工作 20 年，與
會會長。
楊捷指揮為同門師兄弟。
圖：訪問珠海大企業華發集團 音樂同
陳景智：留英博士。珠海金
道。
融控股集團及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蘇國立：銀行家。在美華人。參與
柴 佳：留英博士，珠海回歸學
中國許多建設項目。與波蘭交響樂
人。青年作曲家。
團有淵源。
張國勇：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青
陳鴻燕：笛子演奏家，香港中樂團
島 、貴陽交響樂團指揮。
笛子首席，工作 38 年，星海音樂
李需民：珠海音樂家協會會長，作 學院香港校友會會長。
曲家。
李燦祥：當代著名琵琶演奏家。先
李桂生：邑商私董會會長，《邑商 後擔任廣東歌舞劇院民樂團及多個
精英》主編。
民樂團團長，出版《李燦祥琵琶獨
梅 鈴：華夏中影（北京）傳媒文 奏/粵樂名曲》《李燦祥音樂藝術作
化有限公司（包括華夏藝
術團）CEO，深圳匯星天
下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
音樂同道。
甄雲龍：美國波士頓亞美
會創會會長。曾兩次帶領
亞美藝術團訪問家鄉江門
演出。資深媒體人，演藝
沙龍創辦及贊助人。
田偉寧：揚琴演奏大師。
前東方歌舞團揚琴首席。
揚琴教育家。文化部頒
《德藝雙馨》獎。
李雨兒：超女高音歌唱
家。中央電視台星光大道
黎艷萍與甄雲龍與珠海電視台商討演出
比賽冠軍。一曲《石頭》家
喻戶曉。
品選集》《廣東秦琴曲集》等專
谷繼成：地震預報專家。教授。物 著。
理學家。谷氏地震預報所創辦者。 張珠：揚琴演奏家，作曲家。參與
音樂同道。
改革傳統揚琴成為當今較完善的廣
王天齊：博士，生物學家，美國波 東揚琴有重大貢獻。出版有專著，
士頓亞洲藝術院院長。茅台酒司令 創作有《珠江二胡協奏曲》等。
酒創始人。
陳玲玉：星海音樂學院畢業。琵琶
吳智釗：前珠海粵劇團團長。戲劇 演奏家，曲藝唱彈重要傳承人。
擊樂專家、教師。
甄月姿：廣東箏友樂團團長。
秦亞玲：資深媒體人。珠海僑商會 黃燦文：華南理工大學粵港澳大灣
副秘書長。
區校友會大聯盟理事長。
王蓓蓓：英國國際交響樂團首席女 趙文豪：大馬澳門商會創會會長。
高音歌唱家，參與無數歌劇演出。 譚嘉裕：大馬澳門商會理事長。尚

見及訊息。之前，甄雲龍與曹品
慈訪問了東莞劉詩昆鋼琴藝術中
心，與王天齊訪問上海，與谷繼
成訪問了鄭州和洛陽。最後認定
必須在澳門特區註冊為不牟利機
構，才方便今後工作推展。

有許多音樂同道未一一列上。
運作(如果能組成)
業務組：視發展成立
1。交響樂團 l
2..民族樂團
3。合唱團

4. 廣東曲藝團
基金會 （籌募及管理）
事務組 （演出、排練場務）
票務組 （包括宣傳推廣）
義工組 （支援各組別人手要）

愛樂聯盟文化藝術問團
聶冰。深圳交響樂團長.
康詠澤。留德鋼琴家。深圳詠澤文
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深圳莫札
特音樂節音樂總監。深圳音樂廳青
少年創新音樂教室創建人。曹曉
宇。天創國際演藝創作交流 有限
公司執行董事， 總經理 香港中
旅國際投資公司藝術總監。 北京
天創環宇功夫劇院有限公司董事
長。桂林夢幻灕江演藝傳播有限公
司董事長。 著名舞臺劇出版製作
人，導演。專門研究常態文化產業
走出去的專家。國家文化貿易理論
研究員。
崔雲爭。 中國文化管理協會演藝
工作委員會副會長。
樂漢寧。深圳市福田區藝術…總
監。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歌唱
歌。
朱力安–哲拉斯。Julien Gelas
法國世界著名阿維尼翁黑橡樹劇埸
主任，藝術總監。畢業於法國馬賽
大學哲學審美碩士和巴黎大學東方
中文哲學系博士。近年耒融合法國
與中國戲劇特式，創作了"《自由
站》，《最後一個人》，巜新小紅
帽》在北京，杭州戲劇節大受歡
迎。作爲鋼琴家，畢業於法國普羅
旺斯音樂學校古典音樂專業。
Julien Galas 擅長將不同的音樂
風格，古典，布魯斯，搖滾，流行
音樂融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自己
的獨特風格，在歐洲與中國進行演
出。
朱力安 Julien Gaudfroy
中法建交 50 年 50 人之一。中法
文化推廣大使。跨界文化藝術奇
才。畢業於法國國立高等音樂與舞
蹈學院，主修大提琴。自學中文，
成爲中國北京央視"朱力安與大
山"中國電視界主持外籍名嘴。
呂思豪. 留德青年指揮家。師從著
名指揮大師 Simon Rattle.新英格
蘭音樂學院畢業。
陳涵。著名鋼琴演奏家，榮獲國際
鋼琴比賽得獎。鋼琴獨奏由古典音
樂權威拿索斯 Naxos 唱片公司全
球發行，演奏了七首李斯特的歌劇
改編日，受到了英國名聲顯赫的專
業唱片評論雜誌《留聲機》的高度
讚賞。
王丹紅。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融
合中國文學經典以音樂表達形式創
作了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品《如是》
等交響樂。
趙聰。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國中央
民族樂團團長。先後出訪過歐洲美
亞澳等五十幾個國家及地區，出版
個人專輯 《卡門》、《聆聽中
國》、《經典永恆》、《琵琶新
語》。很多人都無法忘懷她一身旗
袍出現在 2016 年中國 G20 峰會
《最憶是杭州》音樂會，以及
2017 年“一帶一路”國際峰會音
樂會中擔綱主角。
郭雅志。世界著名嗩呐演奏家。美
國波士頓佰克萊音樂學院爵士樂碩

士。致力推廣中國民樂融合西樂的
傳播。
莫漠。大提琴演奏家。畢業于 耶
魯大學和新英格蘭音樂學院。
莊園。青年鋼琴家，現於美國辛辛
那提音樂學院攻讀鋼琴演奏專業博
士學位，師從著名鋼琴家 Ran
Dank，同時兼修鋼琴教學及管風
琴演奏。在此之前，於新英格蘭音
樂學院取得鋼琴演奏碩士及學士學
位。在美留學期間，莊園作為一名
獨奏及室內樂音樂家，活躍於北美
舞臺。
王惠然：作曲家、指揮、柳琴創製
推廣者。創辦珠海女子樂團。珠海
民族樂團問。
範聖琦：（酷爺）薩克管/雙簧管
演奏家。《老樹皮》爵士樂團創辦
人。原鐵道交響樂團指揮。
張耀樞：高胡演奏家。西北師大民
族樂教授，師大樂團/青海黃河民
族交響樂團指揮。
田偉寧：揚琴演奏大師。前東方歌
舞團揚琴首席。揚琴教育家。文化
部頒《德藝雙馨》獎。
李雨兒：超女高音歌唱家。中央電
視台星光大道比賽冠軍。一曲《石
頭》家喻戶曉。
王蓓蓓：英國國際交響樂團首席女
高音歌唱家，參與無數歌劇演出。
英中演藝協會會長。曾評為
十大傑出青年。
杜帥黎：耶魯大學音樂系博士，中
國金鐘獎（小提琴），廣州大學音
樂系教師。
梅建文：世界攝影大師。美國芝加
哥市文化部及芝加哥交響樂團顧
問。
楊 捷：美國指揮專業、小提琴演
奏雙博士。山東南山音樂學院音樂
總監，教授，交響樂團常任指揮。
波士頓亞文中心青少年交響樂團指
揮。
黎艷萍：留美博士。學者、教育
家。中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北
京華科院副主任，華科院美國同創
新中心主任。波士頓亞文中心青少
年交響樂團團長、組織者，鋼琴伴
奏。
陳鴻燕：笛子演奏家，香港中樂團
笛子首席，工作 38 年，星海音樂
學院香港校友會會長。
李燦祥：當代著名琵琶演奏家。先
後擔任廣東歌舞劇院民樂團及多個
民樂團團長，出版《李燦祥琵琶獨
奏/粵樂名曲》《李燦祥音樂藝術
作品選集》《廣東秦琴曲集》等專
著。
張珠：揚琴演奏家，作曲家。參與
改革傳統揚琴成為當今較完善的廣
東揚琴有重大貢獻。出版有專著，
創作有《珠江二胡協奏曲》等。
朱振華：國家一級演員，著名粵劇
表演藝術家，教師。佛山地區及澳
門粵劇界代表性人物。
（拍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