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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芝加哥交通部的數據，短缺始
於今年4月，當時部署在街道上的

Divvy車隊比例達到63.9%，當時是自
運營Divvy的Lyft於2019年開始報告數
據以來的最低水平。數據顯示，它在5
月保持在低位，然後在6月再次下降至
58.8%。六月以後的數字尚未公布。

自行車共享部署量下降之際，再
加上共享的價格變動，此舉令到要使
用自行車共享計劃的民眾感到十分震
驚。價格變化與越來越多的電動自行
車有關，這些電動自行車的運營成本
更高。電動自行車也是讓街頭自行車
數量減少的原因之一。

Divvy自行車部署量下降，之前
曾在天氣溫暖的月份發生過，當時導
致自行車的磨損增加，這意味著破損
的自行車必須進行維護。但自2019
年以來，在市區的自行車數量從未
低於68%，而今年春季和初夏的水平
遠低於商定的80%目標，六月下降至
58.8%。

芝加哥交通署（CDOT）表示，隨
著自行車車隊規模的擴大，整個夏季

的乘客量一直保持強勁，事實上，
Divvy的數據顯示，4月、5月和6月的
自行車出行次數高於前一年。官員們
表示，需要檢查更細緻的細節，以確
保所有社區的乘客量都在增長。

確保安全便捷交通選擇
CDOT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致力

於確保所有芝加哥人，都能獲得安全
便捷的交通選擇，自行車共享系統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雖然Divvy的
規模和受歡迎程度持續增長，但每當
居民努力尋找可用的自行車時，都出
現無法找到自行車的問題。CDOT正
與自行車共享的合作夥伴密切合作，
以確保系統強大並為居民提供優質服
務。

Lyft旗下的Divvy車隊將部署下
降，歸因於廣泛的流行病供應鍊和勞
動力挑戰，這減緩了自行車的維護速
度，並表示腳踏自行車的盜竊也是一
個因素。電動自行車比傳統的腳踏車
更複雜，需要更多時間進行維護。

芝市簽訂的合同要求用電動自行

車擴展Divvy系統，因為該系統發展到
密度較低的區域，電動自行車可以更
輕鬆地覆蓋更多地面。但必須獲得城
市許可才能添加非電動的擴展自行車。

根據CDOT的數據，自2019年以
來，Divvy增加了約8,500輛自行車，其
中500輛是非電動踏板自行車。機構發
言人Erica Schroeder和Lyft表示，他們
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計劃中的全市
10,500輛電動自行車擴張計劃。

Lyft表示，供應鏈挑戰正在緩解，
這應該意味著更多的自行車將重返街
頭。該公司正在努力升級電動自行車
零件，使其使用壽命更長，並且在損
壞時更容易修復。公司也表示，充電
站使自行車可以在充電站進行充電，
而無需更換新電池，此應該有助於自
行車更好的充電並降低運營成本。

世界級都會確保負擔能力
22選區的區長勞瑞克茲簽署了協

議，他說他很高興新的Divvy車站被添
加到南區，但他擔心價格高漲，勞瑞
克茲區長表示確保活動可靠且負擔得

起的交通工具，無論是公交車、踏板
車還是自行車，對南區民眾的出入都
非常的重要。他表示，未來讓城市成
為世界級的大都會，我們必須確保城
市的每一個居民都有負擔得起和安全
的選擇。

大都會規劃委員會交通主管奧黛
麗·溫寧克（Audrey Wennink）表示，
她擔心價格上漲，以及街上非電動自
行車似乎越來越少。她稱隨著踏板自

行車的減少，民眾可能別無選擇，只
能為電動自行車支付高昂的費用。她
回憶有次嘗試從大地博物館騎車到湖
景社區，但當她知道需要18元費用時
就放棄此構思。

溫寧克也推測，價格變化可能會
將Divvy的使用轉移到遊客身上，因為
他們在芝市遊覽時只使用幾次自行車
共享，因此對高價格不是那麼敏感。

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於9月3日召
開2022年度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會
長，理事改選。大會工作報告議案討論，
會長理事改選並展望未來，全程中英雙語
同步進行。

疫情期間透過線上弘法，利用科技推
陳出新來弘揚人間佛教。回顧過去一年的
活動，新年伊始，英文分會與多元宗教代
表，參加「祈福和平會議」；春節期間，舉
辦「線上佛光山巡禮」歡喜團拜獻祝福；佛
光會成立三十週年慶，推出奮起飛揚「影
像特展」；北美「佛光青年聯誼」佛青雲端歡
聚；響應全球復蔬運動，舉辦三次「熱情
澎湃 公益路跑」。在介紹新會員及會員宣
誓後，協會周邁平會長頒發年度優秀會員
獎。獲獎者：郭笑榮師姐，陳東寶師兄，
馮錦秀師姐及 Lauren Pittelli師姐。

芝加哥佛光山監寺有恆法師領導選務
組，在說明投票規則後，所有會員於線上
投票，選出新任理事，再由新任理事們，
推選出新任會長王克英，副會長郭雲及馮
漢忠。

芝加哥佛光協會各分會於會議前，改
選了下屆分會會長、副會長及委員。第一
分會：會長劉櫻雪、副會長李春勇，第二
分會：會長許標金、副會長陳東寶，英文
分會:會長Stephen Haverkos、副會長Dean 
Isensee，第三分會的會長、副會長及委員
皆留任。今年剛成立的青年分團，由王彬
馨任分團團長。

新任會長團長們披上肩帶，展示會旗
以及接受當選證書；並禮聘汪良峰師兄，
續任三年顧問一職，由住持頒發聘書。汪
顧問也於會中分享學佛心得與經驗。

協會會長周邁平分享參與及承擔協會
各項活動的感受經驗，從求佛，學佛，到
行佛，成就他人，圓滿自己。希望芝加哥
佛光人，繼往開來，將人間佛教的因緣，
透過各項活動，昇華自己，進一步將信仰
實踐在生活中，傳承給下一代，成為信仰

傳承的典範。
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嘉法師開示，新

任會長、副會長、委員幹部，這都是一個
「代表象徵」，每位佛光人都非常重要，秉
著制度領導，集體創作，大家仍然要繼續
熱情參與，服務奉獻，展現智慧與創新，
實現菩薩的精神！佛光山是人間佛教菩薩
道場，佛教修行重視「行解並重」，而佛光
會就是提供大眾在行門上自我檢視與教法
實現的平台。

期許會員們，能以師心為己心、以師
志為己志，秉持佛陀慈悲的精神，在菩薩
道上累積資糧，繼續奮起飛揚！ 
 本報芝加哥訊

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芝加哥市的Divvy自行車共享系統乘客量激增，原因人們
希望避開人多的公共交通系統、自行車分享計劃正好可以讓民眾獨自行動。但今年

的春季和夏季，民眾遇到了一個新趨勢，就是擺放在芝加哥市街頭巷尾、公交車與遊覽勝地附近
的自行車比近年來甚麼時候都減少好多。

本報芝加哥訊

■芝加哥佛光會新任理事名單。  
 佛光山芝加哥分會提供

■永嘉法師頒發聘書，汪良峰續任佛光
會顧問。   

■芝市千禧公園附近的自行車共享站，幾乎沒有自行車可以租用、只停放
了一輛自行車。  梁敏育攝

2022-2023年華府作協工坊班第一堂課於2022年9
月4日，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在大
華府蓋城僑教中心採取面對面實體與網絡同步的授課
方式舉行。17位學員報名，分別在教室和網上參加了
本次工坊課。作協的四位新任幹事會成員也來到中
心，會長姚志白，是已退休的美國聯邦政府國土安全
部核子工程師，還曾任職於國防部、能源部和農業
部。副會長季肇瑾，退休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
國際關系學院任職，是一位詩人，哲學家。文書周武

是華府地區享譽華人圈的醫師，而財務李敏珠是一
位藥學專家。陳星任本屆寫作工坊班班長，學員陳偉
為網課提供技術支持。

本次工坊班非常榮幸邀請到了大華府地區作家許
之微講授小說創作中的《故事結構和人物塑造》。許之
微老師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1980年代赴美讀研，先
後就讀喬治城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密西根大
學研讀政治學和史學，後從事計算機工程師。他在

《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及數家華文報紙上發表過多篇
文章，寫過專欄。在華盛頓華人社區舉辦過有關中國
新體詩、小說和劇本寫作、漢傳佛教、西方哲學、俄
國歷史和歐洲藝術等多方面的講座。他在寫作方面興
趣比較廣泛，嘗試過小說、影視劇本、舞台劇劇本、
散文、遊記、新體詩、格律詩詞以及歌詞的創作。其
長篇小說《越洋追兇》由中國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
近年來又先後出版了《俄羅斯沙皇傳奇》和小說《嚴冬》
兩本書。

上課前老師就將精心設計準備的題綱發給大家提
前閱讀。課上，他從兩大部分著手。首先，談到小說
中故事的結構三大部分和兩大轉折點：按照西方亞里
士多德的理論，一個完整的故事是由開頭，中間發展
和結局三個部分，以及連接三大部分的兩大轉折點組
成。中國古典名著的故事也是同樣的結構。接下來，
他談到故事發展的動力乃矛盾和沖突。故事的鋪墊就
是平靜中孕育著衝突以及故事的遞進，故事發展部分
的沖突和中場轉折以及故事中的危機、高潮和結局。
故事中的兩條發展線索分別是主要人物外在的行動目
標和內心的情感需求。

課間休息十分鐘後，許老師繼續就小說中人物的
塑造向學員一一展開。他提到人物的平面塑造，就包
括肖像描寫：人物的外貌、表情、年齡和身分等；言

行描寫：重要的是生動、細致和其特色，避免平庸和
平淡、可有可無的言語和動作；心理描寫：可以是只
言片語，也可以有長段的描述；個性描寫：上述肖
像、言行和心理描寫都能表現個性，這里指從作者的
視角分析人物。

然後進一步談到人物的深度刻畫，多維度的人物
塑造，通過人物性格不同側面的描述揭示人性；加入
時間的維度：表現出人物性格成長和思想發展成熟的
過程；把人物放到困難和逆境中：給人物不斷增加壓
力，令其閃出生命的弧光。最後就有關人物塑造的幾
個問題展開，人物設計中的主次關係：如何處理小說
中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群眾角色」；塑造人物的
視角：全知視角（作者的視角）、內視角、外視角，以
及「多視角」；人物塑造的新途徑：介紹「意識流」如何
營造人物的內心世界。

課上，許老師娓娓道來，他鼓勵學員要帶有好奇
心，去思考，去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寫出調動
讀者情感，引起讀者強烈共鳴，厚重豐滿的故事。當
然大家都深知這是需要多年修行和功力的。學員們聽
得入神入迷，興致盎然，紛紛踴躍提問。課後，意猶
未盡，師生相約蓋城中餐館小廚厚德，有美食佳肴助
興，更是談笑風生，其樂融融。飯後，師生站在餐館
富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年年有餘」和「萬事如意」寓意吉
祥的雙魚悠然戲水，兩串火紅柿子壁畫前愉快合影留
念，握手告別，期待來日再相聚。 本報華盛頓訊

故事結構人物塑造
許之微談小說創作要素

芝加哥佛光協會線上科技投票
會長理事改選 弘揚實踐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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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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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共享自行車乘客量增
新趨勢街上自行車存量不足

■學員與許之微老師(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