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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第 17届亚裔美
国政府高级行政官协会 (AAGEN)
领导力研讨会暨颁奖礼在大华府
的希尔顿酒店圆满举行。亚裔政

府行政官协会是 1994
年建立的，旨在支持
以及提升亚太裔在美
国联邦政府里的领导
力的组织，成员包括
现任或者曾经担任
过 美 国 政 府高级别
行政职位的亚太裔官
员。

今年的领导力研
讨会主题为“过渡中
的领导力“，旨在为成
员提供直接的职业生

涯发展指导及培训。研讨会共三
天，分三个阶段。第一天学习“为
领导力做准备”，第二天学习“如何

提升领导力”，第三天学习“过渡中
的领导力”。课程范围广泛，从学
习宏观方面的如何建立领导力，打
造个人品牌，到求职方面的“如何
优化简历”等等。负责研讨会的教
授不仅有丰富的政府高级别领导
经验，还有很多丰富的商业经验 。
包括曾担任国会议员选民办公室
主任的Ms. Sonia Aranza, 美国农业
部的Vivian Chen博士等等。

出席颁奖礼的嘉宾包括亚裔
政府高级行政官协会的高级顾问，
曾任美国联邦劳工部副部长级部
长 首 席 财 务 长 的 莫 天 成 先 生
(Honorable Samuel T Mok) , 纳塔
莉女士(Natalie Lui Duncan), 美国小

企业协会首席人力资源官等等。
年度晚宴中，Ms. Sonia Aranza担任
主持人，讲述了她是如何从一个边
缘化的亚裔，运用自己的多样化为
亚裔人群发声，成为前政府核心成
员的故事。之后，全体起立，右手
抚左胸，朗诵了效忠祖国的誓词
（Pledge of Allegiance），并且合唱美
国国歌《星条旗》。接着，AAGEN
奖学金项目主席Glenda Nogami博
士 宣布了本年度AAGEN奖学金获
得者，四位有志于从事政府工作的
年轻人上台领奖。我们相信，愈来
愈多的亚太裔年轻人会在前辈的
帮助下，飞得更高，看得更远。

现如今亚太裔作为美国增长

速度最快 的少数族裔,亚太裔在未
来将在政府工作中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奥巴马总统5月4日在亚
太裔国会研究协会的年度颁奖晚
宴时谈到亚裔也说，督促亚太裔勇
敢的站出来与偏见作斗争，并且督
促国会进一步改善美国的移民政
策。 他表示,亚太裔虽然是美国增
长最快的少数族裔群体，但是却没
有充分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AAGEN也将会一直秉承着初
衷,努力着为更多亚太裔政府官员
提供发展职业生涯的平台，扩大亚
太裔领导群, 以及为有志于进入政
府工作的亚太裔年轻学生提供就
业指导。

第17届亚裔政府高级行政官协会年度颁奖礼圆满举行

朋友，你想保持健康的體魄，
享受快樂的人生嗎？你想了解更
多中國文化的精髓，學到真正的太
極拳嗎？現在，在我們華府您就有
這樣的機會。真是天賜良緣！隨
著中美交往的增多, 太極拳從中國
傳播到美國已有70多年的歷史, 特
別是近來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
注和喜愛。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公
園裡，操場上都能看到越來越多太
極拳愛好者練習、活動的身影。再
仔細點就會發現，在眾多教拳老師
中有位高個、儒雅的長者尤為認
真、投入。他就是楊氏太極拳的傳
人 --- 朱殿蓉大師。

朱大師師承羅邦楨大師，是從
楊氏太極拳歷代尊師楊露禪，楊健
候，楊澄甫, 鄭曼青, 羅邦楨一脈相
傳。他在得到明師真傳的基礎之
上, 加上潛心刻苦修練近四十年,
在太極拳拳理、拳術, 及器械等各
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 練就了一身
的太極好功夫和強健的體魄。太
極推手方面更是功力深厚，他的手
臂如裹了棉花的鐵棍, 既柔軟又沉
重, 、虛無漂渺, 又變化莫測。與對
手接觸時他手極輕, 卻如同膠水黏
住了對手一般, 讓對手感到欲進不
能欲退也不行, 完完全全被他控制
住。他發勁時, 對手會如同一粒子
彈一樣被彈了出去。筆者親眼看
見他與國內某省的太極推手協會
的會長, 中國武術6段切磋, 朱大師
輕易取勝。一般的拳友推手交流
時,他通常只要與對方的手輕輕地

一接觸, 就輕易決定勝負。他雖然
已經年過七旬, 他參加了近年來在
各地舉辦的二十多場馬拉松比賽,
用太極的方法跑完所有馬拉松比
賽的全程。

朱殿蓉大師不但功夫高深，理
論基礎也很扎實。他收集和閱讀
了大量先賢們遺留下來的拳經、拳
論、歌訣、經典和太極拳書籍, 雜誌
和文章。結合他多年的練拳教拳
體會, 並寫出了多篇太極拳有關的
論文, 發表在太極拳有關的雜誌
上。他的文章《論太極拳推廣之"
道"和推手之"拿"》講述了太極拳
的推廣之"道"在于文武兼修, 依
此，是能同時達到養生和練出技擊
功夫的。與其他的氣功練法相比,
在養生方面也會有更好的效果。
這也是太極先輩宗師的真知灼
見。他認為推廣太極拳的主要目
的, 在于提倡正確的鍛煉方法, 為
太極拳未來的發展, 找出持續發展
的方向。他的文章《從李雅軒先生
闡述太極拳推手要領談起》中將太
極拳的書籍資料分為必讀, 參考和
一般瀏覽三類。並列出了學練太
極拳的必讀之書。為楊氏, 陳氏,
吳氏, 孫氏和趙堡式等太極拳列出
了閱讀的參考之書。為廣大拳友
在琳琅滿目的太極拳書籍和資料
中, 梳理出了閱讀太極書籍和資料
的重點和捷徑。他的論文《氣可氣
非常氣, 拳可拳非常拳》講述了智
慧的祖先們如何用太極拳在生存
競爭中以小博大, 以弱勝強。以及

太極拳能以四兩撥千斤, 戰勝強敵
的力學原理。他進一步講述了近
代養生練氣, 氣功練勁的迷思和太
極拳發展的迷失。他用現代科學
的方法解釋了練習太極拳的本質
和秘密, 如不同的太極拳練習放鬆
入靜階段, 腦電波會呈現為怎樣的
狀態, 它與經典拳經中記載的內容
是什麼關係。太極拳強調鬆, 不用
力, 在練拳的過程中不用力的情況
下, 哪些核心肌肉群會被調動到,
槓杆原理是怎樣妙用在太極拳中
等等。在他的論文中, 很多觀點都
是首次被提到。他認為整個動量
在體內傳遞的感覺和運用就是內
家拳的"氣"。他進一步闡述了通
過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從日常的太
極拳拳架的練習中, 拿住丹田練內
功, 練出似鬆非鬆, 極柔軟亦極剛
強的內勁, 并逐漸過渡到"懂勁"的
境界。他認為"練不出內勁的氣不
是我們所要的氣，練不出內勁的拳
不是我們所要的拳"。

朱大師不但自己太極拳功夫
高深，更積極致力於太極拳的教學
與推廣。在遷來大華府前, 就得到
了羅邦楨大師的授權, 在田納西州
傳授楊氏太極拳和太極推手多
年。自 1989 年遷來大華府地區
後, 在工作之餘的每個周末奔走於
維州，馬州兩地, 繼續傳授太極拳,
太極劍, 太極刀, 太極槍和太極推
手。並在每年的暑期周末開設三
個月的訓練營, 帶領學生練太極
拳, 劍, 刀, 槍和推手。 此外, 朱大

師還不定期地被邀請到不同的地
方作太極拳方面不同內容的專題
講座, 傳授太極拳的知識, 為廣大
的拳友解疑答惑。在大華府舉辦
的四屆太極節裡, 朱大師一直是積
極的倡導者和組織者。每次活動
他都帶領他的學生做多種太極拳,
器械的展示,並有專題演講。

與大家常見到的只教授拳架
的拳師不同, 他的教學中拳架和推
手並重。 他認為通過推手練習, 才
能驗證所學的拳架的正確性, 才能
真正理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太極
拳。他嚴格地把傳統太極拳經典
中對拳架的要求融入他的教學
中。在他的教學中他不但清楚地
展示出每招每勢內勁的來源和拳
架結構之間的關係, 更顯示如何做
到上下相隨, 內外結合, 招式的攻
防技法和剛柔的變化。一套 37式
的太極拳要用一年的時間才能教
授完畢。二十多年來, 經他傳授學
生在大華府地區有近千人。有些

學生為了把太極拳的每一個動作
都做到位，跟他學了多年。 在他的
指導下, 他的學生中湧現了一大批
太極高手。此外他還熱心致力于
太極拳在華府及全美的發展和推
廣。在他於 1992年發起定期推手
活動與其他熱心拳友的繼續推展
下, 每年在大華府地區會舉辦四次
太極拳推手聯誼會, 邀請了美國東
部地區的太極拳愛好者，不分門
派，一起切磋，共享太極拳給大家
帶來的愉悅。活動中，朱大師和學
生們會為愛好者們講解推手的原
則和運用。近年來更多的其他拳
友和熱心人士每週亦有固定的推
手聚會，太極拳推手在大華府地區
已呈方興未艾、欣欣向榮之勢。

正是有像朱殿蓉大師那樣一
批人, 多年來默默耕耘, 廣於薪火
相傳, 才使得大華府地區練習太極
拳及推手的人士越來越多,太極拳
水平也越來越高, 並呈現出越來越
好的勢頭。

記太極拳大師朱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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