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努力的加深了對客戶服務的承諾, 和更好地滿足我們家庭的需求,
山景墓園現在能夠於同一個地點提供所有的葬禮, 火化, 和追思殯儀
服務儀式。我們業務的擴展包括直接葬禮和火化服務, 這是山景墓園
的長期服務宗旨。
我們還密鑼緊鼓地為來臨節日策劃, 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一些免費,
適合一家老幼的特別活動, 包括我們每年的南瓜節, 佳節燈飾展, 追思
樹, 和與聖誕老人合照, 以及更多！

山景墓園之友是一個非牟利 501(c)3 組織.你的捐贈是可作扣稅的.

Friends of

家庭服務輔導員會在我們所有的社區活動給與大家提供安葬計劃，
並回答你任何有關我們服務的問題。如果你不能出席我們的任何活
動, 歡迎你來電或親臨我們的辦公室查詢或參觀我們的歷史庭園。

屋崙山景墓園

超過150年, 山景墓園一直是東灣社區的中流砥柱, 為各種信仰的家庭
在一個寧靜, 公園般的環境下提供歡樂和舒適設施, 園內不但充滿了
噴泉, 茂盛的花園, 並享有水濱全景。

2016 秋季

Friends of

—無名氏

5000 Piedmont Avenue, Oakland, CA 94611
founded 1863 • a not-for-profit association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生命不是以一個人在地球上度過的年數來衡量,
而是由這人曾感動多少的生命作算...

本期內容:
山景之友致意 • 未來活動 • 特別活動 • 新發展: 未來82區段 •
Craig 的角度 - 庭園維修 • 紀念 George Vukasin • 你如何能夠幫助

山景之友致意

未來活動
星期六, 1/14/17
上午十時

*請注意：預定行程和活動或有變更.流灠我們的網站看詳情和最新信息.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星期六, 1/28/17
上午十時

由導賞員帶領.

星期六, 10/22/16
上午十時

市長之旅
導賞團由 Dennis Evanosky 及 Michael Cobruno 帶領.

星期六, 2/11/17
上午十時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六, 10/29/16
中午十二時至
下午三時

第十一年度南瓜節
在我們充滿樂趣的南瓜草場慶祝萬聖節, 免費南瓜, 活動,
現場餐車, 動物表演 和現場音樂!

十一月

秋季觀葉展

星期六, 11/12/16
上午十時

探索山景墓園
導賞團由 Jane Leroe, 帶領, 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六, 2/25/17
上午十時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黑人歷史月之旅

導賞團重點介紹社區領導人的生活如: Captain Wm.
Alonzo & Jennie Prentics, 和 Lydia Flord Jackson.

探索山景墓園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五, 3/24/17
至星期日 3/26/17
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漫步於令人目不暇給的花卉之間, 由灣區花店, 園藝會和本地
花卉設計班設計. 完全免費!

第十二年度 Tower Chapel 鬱金香匯展

星期六, 11/26/16
上午十時

墓園的象徵意義
導賞團由Sandy Rauch 帶領.

四月

鬱金香匯展

星期四, 12/1/16
至星期日, 1/1/17
下午五時至晚上九時

從十二月至元旦的每天晚上, 享受我們的神奇節日燈展.

星期日, 十二月四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
前來 Tower Chapel 參加一個充滿聖誕音樂的
下午, 還有免費茶點...與及和聖誕老人拍照!

星期日, 12/4/16
下午三時至五時
星期六, 12/10/16
上午十時

節日紀念集會和裝飾追思樹
用具有紀念意義的裝飾品來尊念你的親人

探索山景墓園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日, 12/18/16	
特別假日音樂會-羅菈 (Laura) 和安東 (Anton)
下午二時
免費音樂會在 Tower Chapel, 有吉他, 小提琴和聲音二重奏.
星期六, 12/24/16
上午十時

創辦人之日 特別導賞團由 Dennis Evanosky,
Michael Cobruno 及 Stafford Buckley 帶領.

我們長久以來的萬聖節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年, 緊
接在 Piedmont 大道商人協會主辦的一年一度萬聖
節遊行, 這是整天慶祝活動的部分, 其中包括參與
的商店在大街上派發糖果. 在遊行後來湊熱鬧便
到 Piedmont 大道盡頭, 繼續進入墓園內的南瓜草 山景墓園每年南瓜節是我們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
場. 兒童可以選擇一個免費南瓜(每小孩一個), 並 每年參加人數超過一千. Lynn Chung-Tran 攝.
享受很多其他的活動包括: 五個充氣好玩的”跳跳
屋”可跳來跳去, 一個乾草捆包隧道, 氣球藝術家, 臉部彩繪, 動物表演, 和手工藝裝飾
南瓜, 面具, 和糖果包. 現場還有食品卡車銷售商. 現場音樂由 “Shades of Gray” 演出帶給
你娛樂. 齊來起舞共享一個下午吧. 家長必須陪同 孩子出席此活動.

第十年度佳節燈飾展

婦女歷史
Jane Leroe 及 Michael Colbruno 帶領.

導賞團由

免費與聖誕老人拍照

Shorey,

星期六, 3/11/17
上午十時

星期六, 3/25/17
上午十時

免費與聖誕老人拍照
請來到山景墓園 Tower Chapel 與聖誕老人拍照.

在我們充滿樂趣的南瓜草場慶祝萬聖節, 免費南
瓜, 兒童活動和糖果.

探索山景墓園

感恩節

星期日, 12/4/16
中午十二時至
下午三時

星期六,10/29/16,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

特別之旅

星期四, 11/24/16

第十年度佳節燈飾展

第十一年度南瓜節

探索山景墓園

在山景墓園,我們提供全年適合家庭的節目和活動.每個由導賞員帶領的免
費遊覽約兩小時,集合地點在行政辦公室前.大多數行程需走陡峭的山坡.*

路過來欣賞我們紅木和橡樹的落葉繽紛.

特別活動

未來活動 (續頁)

十二月一日至元旦,下午五時至晚上九時
享受為期一個月的節日燈展 - 聖誕老人的工作坊特色
場景和其他假期靈感主題的展覽.

前來欣賞成千上萬的荷蘭鬱金香綻放.

星期六, 4/1/17
至星期日, 4/2/17
星期六, 4/8/17
上午十時

清明節 (追思先人)
在此週末來拜祭先人,可獲得一份由墓園送出糕點,
送完即止. 清明是4月4日.

探索山景墓園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六, 4/15/17
中午十二時至
下午三時

免費與復活節白兔合照
Tower Chapel.

星期日, 4/16/17

復活節

星期六, 4/22/17
上午十時

特別之旅
由導賞員帶領.

星期日, 4/23/17
上午八時

歡迎你的整個家庭加入這個穿過公墓賽道的5千米跑/步行賽.

星期六, 5/13/17
上午十時

第二屆穿越歷史競跑
探索山景墓園
導賞團重點介紹山景墓園的人物, 建築, 優美和歷史.

星期一, 5/29/17
上午十時

第九十六屆國殤紀念

星期一, 5/29/17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國殤內戰紀念日 (由 Dennis Evanosky 帶領)
Dennis 也是 Pardee Home 和屋崙保護公園的導遊, 他的導賞

獻旗禮, 向捐軀者致敬和嘉賓演講.

團特別強調加州在內戰衝突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廣受歡迎的佳節燈展把北極帶
來你的面前!

巨型胡桃夾子士兵恭候你的駕臨,然後我們在充滿燈飾
的童話天地, 繼續令你樂在其中. 我們繽紛燦爛的燈飾
從正門開始沿路至前噴泉, 富有特色的聖誕老人工作
間景象, 馴鹿雪橇, 一列玩具; 雪人; 溜冰者; 糖果杖;
鐘飾; 一品紅花; 俏皮的企鵝; 馬車景象; 馬和雪橇; 佳
節燈拱. 數以數以百計熠熠生輝的小燈, 繞著我們的建
築物和樹木, 為此迷人的燈飾展提供一個完美的背景.

請參加另一個山景墓園傳統活動. 完全免費; 只須在十二月一日至元旦日下午五時至晚
上九時之間前來便可, 並樂享佳節美景!

裝飾我們的追思樹和向家人和朋友作
崇高的敬意
星期日,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用具有紀念意義的裝飾品來思念你的親人.
請前來裝飾我們的佳節追思樹,紀念巳故親友. 我們會在大堂
內設置工藝區給你放入照片或個人話語於透明或彩色裝飾品.
下午五時, 神父會頌說特別的祝福...然後我們會為我們美麗的
樹亮燈. 享用節日茶點, 聽著佳節樂韻, 以我們的劈啪作響的
爐火來溫暖自己,與此同時在這個特別的時節反思珍貴的回憶.

選擇一個裝飾品掛在我們的追思
樹,以紀念巳故親友。如果你無法
參加,我們很樂意代表你把裝飾品
掛上去.

”用心良好, 長遠重點”

By Jeff Lindeman

我們2016年秋季通訊封面呈現了墓園未來82號區段的藝術概念，拓展了我們的寶蓮山
和梨花園部分開發的景觀主題。
這個美麗的概念包括一個戶外露天劇場的招待場所，優秀的灣景，室外陵墓和壁龕空
間與地形景觀互相柔和結合以無限標誌的設計作為佈局。許多人選擇山景墓園是因為
它的全景。今天，墓園只有很少的地段，享受這些景色。這個項目旨在為我們的社區
提供數千個墓地，以保持超過有150年歷史的墓園，成為在世和離世者的一個美麗的地
點。這種未來拓展的銷售對我們養老關懷基金的長期增長至關重要，這將是保持墓園
的永久性。
過程：屋崙市府區分墓園為住宅發展。為了在墓園開發新埸地，我們需要獲得分區差
異和辦理執行一份環境影響報告書 (EIR)，儘管自1865年以來我們已經運行作為一個
墓園。經過漫長的時間，市府發表了環境影響報告書 (EIR) “草案”，公眾意見徵詢期
於今年夏天結束。

EIR意見：收到的最常見的批評意見是關於需要清除樹木，特別是橡樹。批評家與當地
媒體聯合發表評論，指出墓園正在砍伐“數百”的“遺產”橡樹，這些樹木是“數千”歲。
分析：在工程大致級別邊界內墓園需要砍除192棵樹。這混集樹種包括具有18“或更大
直徑的49棵橡樹（屋崙沒有”遺產“橡樹的定義，但是一些城市的定義範圍如 Marin市
的18”到其他城市的50“或60”; 對於我們的分析，我們選擇了更保守的 18“; 75棵直徑
小於18“的橡樹; 34棵“其他”樹木，不是橡樹，但需要許可證去砍除; 和34棵樹，例如
桉樹或蒙特利松，其中不需要許可證來除去。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有許可證才能砍除
的158棵樹。我們審查了樹木師對橡樹的評估，發現只有18棵，包括所有大小的橡樹，
被評為“高”或“好”。大多數被評為“中等”。數據上差不多，約18棵評定為“差”。
關於棲息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現況包括一個幾乎三英畝的廢棄停車場，其中大部分將
轉變為地型景觀。 根據墓園樹木師，Brian Fenske; 大橡樹並不是數千歲，較大的樹木
可能在約70至90歲的範圍內。
情況 : 墓園重視樹木。在過去五年中，墓園種植了大約1,300棵樹苗(橡樹，楓樹，雪
松，紅木)，其中約689棵樹在旱災中存活。我們種下了471棵15加侖的紅木樹，在墓園
北邊重建了一片原來的樹木。我們還種植了14個48吋木框的雪松和以 及66個24到60
吋木框的樹木包括橡樹，梧桐，楓樹等樹種的混合。在過去五年，包括種植面積大約
享有主循環圈的櫻桃樹以及整個墓園看到了許多意大利柏樹。墓園已經並將繼續對樹
木及其護理進行大量投資。

新樹計劃及緩和：該工程的新植樹計劃包括328棵新樹。這些樹包括橡樹，紅杉，月
桂樹，雪松，馬德龍和其他的混合。公眾對該計劃的意見是，應該包括所有或不成比
例地種植大多數橡樹。我們相信橡樹對計劃很重要，所以我們確實包括了大量的新橡
樹。我們還認為長遠計劃的健康和生機將會從多樣性樹種中受益。如果我們過分依賴
於橡樹和一旦發生枯萎，如橡樹突症襲來時，我們會容易損失許多樹木的。我們的結
論是如果風險能多元化地點便更具有可持續性。此外，很難預測什麼樹種將在工程的
微氣候中生長良好。因此，多樣性或多元化，再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長期的機會，學
習和培養哪些物種對工程內的微氣候更適合。
短期與長期用途：該工程的一些評論意見似乎主張，如果現有橡樹保持原位，它們將
永久生存。該工程選址已劃作住宅發展用地。如果反對者阻止墓園用地的發展，墓園
不太可能永久保留這些土地。由於土地用途上同時間有住房短缺和住宅分區，墓園使
用的最可能替代方案是住宅開發。很明顯，替代墓地的土地使用包括顯著增大的城市
面積和碳足跡的排放量。諷刺的是，批准這塊土地用於墓地用途反可確保它將保持景
觀地貌 – 是永久性。
附加緩解：是的，我們確實需要砍除大量的樹木。但是，我們也有種植樹木的歷史，
並為這個工程倡議一個重要的植樹計劃。我們研究是否要移植樹木。樹木師 Brian
Fenske在移植樹木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確定只有8棵木樹適合移植。Fenske 說，移
植超過18吋橡樹的成本在十萬元到十五萬元之間。而且移植亦具有事後能否存活的風
險。我們注意到，Fenske 為移植所挑選的8棵樹中的幾棵可以被保存現在位置，這是一
個更安全的緩解方法。除了保存這些樹木，我們建議購買幾個相等於60吋的新橡木箱
框，這將會立即增加樹冠層的大小。我們緩解計劃的植物樹木超過我們所砍除的，包
括與市府批准的樹木替換名單保持一致的多樣性，並包括新的大木框樹木。
結論: 這個計劃對社會的長遠需要和墓園的長遠健康至為重要。墓園是沒有收到市府
或類似資金的一個私人物業。然而，墓園每天承接數百個遊客，並且每年承擔公共活
動的大量預算，如一年一度的鬱金香花展，夏天吉他系列，秋季南瓜節和我們的佳節
燈飾展。數以千計的東灣民眾喜歡享受這些活動。墓園對這些活動不收取任何費用。
許多這些遊客還在 Piedmont 大道上購物或尋 找食肆小吃，所以經濟上亦幫助支持了
本地區。墓園希望與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並相信通過在未來居民的生活期間提供積
極正面的經驗，在悲傷的時候，墓園將繼續提供一個熟悉的慰藉之源。為了繼續這樣
做，墓園需要開發這個工程，它將通過一個慷慨的樹木計劃來緩和平衡這個發展。

你可以做什? 很快，環境影響報告書 (EIR)和工程將再次提交規劃委員會。如果你想支
持墓園，請聯繫 Doreen Herbruger, 請電我們辦公室 510-658-2588。Doreen 將收集你
的姓名，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我們會 通知你，讓你能如何以及何時可以幫助墓園獲
得這個重要項目的批准。
請瀏灠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查看工程信息和展覽。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免費參觀墓園
想了解更多有關山景墓園行業的傳奇領導人, 政府, 教育, 藝術在嗎？
參加免費導賞團之一的山景墓園概述之旅.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上午10時開始.
每月第四個星期六免費專題遊覽
每月第四個星期六, 我們將設有一個焦點更專門主題的免費遊覽.
參加我們由熱心與專業知識的導賞領隊帶領, 仔細一看讓人著迷的
山景墓園, 以及墓園其他有趣的一面.
我們的遊覽約兩個小時. 無需預約, 集合地點在行政辦公部門前面.
穿著舒適的步行鞋便可. 有關我們導賞遊覽的詳細信息, 或安排特
殊團體之旅 (包括坐輪椅遊覽) 請到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或致電墓園辦公室 510. 658. 2588.
t
免費, 自導墓園遊覽地圖
免費地圖列出地區, 興趣點, 和知名人士的墳墓, 可在
墓園辦公室索取或上網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CRAIG 的角度－庭園維修

你如何能夠幫助
√
q 是,

最近，墓園的入口回旋處已經成為相當的興趣點。許多人經常出入園地的
訪客已經被一些開花在花床上的植物裡引起了好奇。我被問過多次，“有白
色和粉紅色花朵的漂亮植物是什麼？”

雖然植物可能需要1 - 2年才能成熟，海葵形成一
個帥氣的12“-16”高度覆蓋土地，同時在腐殖質豐
富的土壤可以迅速傳播。在一般光線或有部分陰
影下，他們會蓬勃發展，但只要有足夠的濕潤，
他們亦可容忍充分的陽光照耀下生長。但是，應避免水分飽和的土壤。
如上所述，土壤類型將決定植物如何快速擴散，海葵在輕的，潮濕的土壤中比在重的，
乾燥的土壤中更容易鋪展。在無意之間，海葵可以很快地入侵在許多花園的花床。
植物在5月開始發芽，如果有擔心他們任影響何其他植物，便應該拔除。
海葵不需要死掉的花頭以延長開花，但剪除凋謝花朵可以保持週圍看起來更整潔。
然而，保留葉子將作為冬季保護。祝你栽種好運！

Piedmont 殯儀服務和屋崙山景墓園的預先規劃。
By Ray Ortner
Piedmont 殯儀服務已踏入第二個年頭了，令人驚讚的是
有不少人能把 握使用我們的預先規劃服務。家庭正在接
受事實，他們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殯禮服務，一旦當他
們去世時，能給他們的孩子安心。有機會提前選擇服務
和商品，確保你所安排的服務計劃是你滿意的和所願望
的。大多數人都會把握我們的價格保證選擇的好處，那
是保證你支付了今天現有的服務和商品價錢作為日後將
來才實踐使用。所以，你不僅可以妥辦自己的安排，還
可以使用我們的價格保證選項來省錢。如果你想要更多
資訊，請隨時來臨我們辦公室，向家庭服務顧問索取一
份我們的預先規劃指南。當一旦有人逝世時，這本小
冊子能給你指引你需要做什麼的程序以及你需要做出的
決定。

姓名:
地址:

屋崙/東灣社區的長期支柱和山景公墓協會董事會成
員, George Vukasin 在82歲去世。

城市:				

George J. Vukasin 2月15日星期一, 離他的83歲生日幾個星期, 在他阿拉莫 (Alamo) 的家
安靜地去世。Vukasin 先生從 2002年擔任山景墓受託人, 同時擔任多個職位, 直到 2016

請接受我的捐款金額:

請將我的捐款用於 (選一) :
q 在墓園種植一株樹 (如想在樹上附有一個永久的紀念牌,
請來電辦事處,我們會樂於協助)

Vukasin 先生是在他心愛的家鄉城市的一個敬業的公務員，他在許多方面工作和服務社
區，包括作為前屋崙市議員，副市長，港務局長和屋崙- 阿拉米達縣體育館董事會主席。
作為 Peerless 咖啡和茶公司的總裁，屋崙咖啡烘焙機先鋒，所制造咖啡工藝烘焙還遠在
Peet’s 和星巴克面世之前，Vukasin 先生是專業咖啡協會的早期部隊。他擔任國家咖啡協
會主席的幾個有效的任期。在那段時間裡，他被授予哥倫比亞最高榮譽的國家，以哥倫
比亞咖啡產業之父命名的曼努埃爾梅亞獎 (Manuel Meija Award)，他為提升哥倫比亞農
民脫貧而工作。

在早年他的咖啡生涯中，他遇到了泛美一個漂亮空姐名叫 Sonja Halvorsen。那是一見鍾
情，在未來50年，他們兩個成為互相的生活上和蓬勃發展的咖啡業務的合作夥伴。
在社區, Vukasin 先生擔任阿拉米達縣的主席, March of Dimes 屋崙商會主席; Summit 醫
院, 聖瑪麗學院和屋崙男孩俱樂部董事會成員; 山景墓園協會受託人董事會成員; 和屋崙港
務委員會主席，他在那裡監督屋崙國際機場的 建設，並把日本集裝箱計劃帶到屋崙港。
以他的所有成就, 如果你問 George 他是最值得驕傲的, 他就簡單的說是他的家人。George
和 Natalie 建立一起的生活，是由娛樂，朋友和家人包圍而成。他們喜歡一起周遊世界，
探索奇風異俗，建設世界上許多強有力的關係，這繼續對今天到下一代。
家庭是他生活的中心，沒有什麼讓他比在阿拉莫，太浩湖和 Los Cabos 和他的孩子
(Kristina, Michelle 和 George Jr.) 和孫子在花費時間更快樂。為了支持他的孫子，他會參
加每一個學校活動，運動遊戲和社交活動。如果有一個偉大的父親和祖父的例子，他就
是了。

Vukasin 先生的私人葬禮服務是壯麗的軍事排場，愛和尊重的壯觀致敬。一個真正令人難
忘的事件。服務了這麼多很長時間。為一個應得的公眾象徵。

郵區號碼:

q $10 q $50 q $100 q $250 q $500 q $_________

年去世。

出生於1933年4月18日，在屋崙的 Merritt 醫院，George 是 John P. Vukasin 的兒子，他和
他的妻子 Natalie 在1924年創辦了Peerless 咖啡。他唯 一的兄弟，美國地方法院 John P.
Vukasin Jr. 於1993年去世。

州:		

電話(是否填寫隨意):

q
q

主陵彩色玻璃修復基金

q

保護和修復基金

用
 於最需要我的捐助的地方

付款方式 (選一) :

"

女士先生們, 有請 (Anemone x hybrid “Whirlwind”)
海葵混合 ’旋風’ (白色) 和 (Serenade) ’小夜曲’
(粉紅色)，或俗稱，日本海葵。這種秋季開花的
四季不斷的植物照亮任何晚季的花園，帶來精緻
優雅的美麗。白色和粉紅色的花朵綻放在植物長
莖的頂部，照亮任何陰影區域。

我想給山景墓園之友作免稅捐款, 幫助恢復, 保護
和加強山景墓園場地的美觀.

q	 附上支票 (抬頭請寫 Friends of Mountain View Cemetery)
信用卡: q Visa® q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到期日期:

/

可扣稅的捐款可寄往:

屋崙山景墓園
5000 Piedmont Avenue • Oakland, CA 94611
感謝我們的捐助者
我們特別感謝最近捐助$50或以上支持我們持續保養和維修人士: S. Anderson •

Jocelyne Birren • Donald Craig • Paul D. Lane • May Lin Lang • John Stock • Kathie Long

山景墓園協會於1863年成立, 是一個非宗教性的社區非牟利機構,致力在一個美麗的, 環境,
為家庭提供慰藉. 我們是一個私人的組織, 並無公共資助. 雖然墓園場地大部分由一個基金
撥款資助, 我們尚有很多對保養和維修的重要工程需要進行, 希望透過 你的慷慨和可扣稅的
支持, 讓我們可以繼續完成此歷史性的重要工作.
電話 : (510) 658-2588 • 傳真 : (510) 652-2726 • www.mountainviewcemetery.org
墓園開放: 每天早上七時至日落 (入口大閘在日落前半小時關閉)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半時至下午四時半, 星期六, 日及假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主陵時間: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日及假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中文熱線: (510) 550-8751 劉 太
(510) 550-8748 鍾小姐

(510) 550-8747 何 生
(510) 550-8749 李小姐

華人服務部職員通曉國, 粵, 台山話, 請預約參觀及索取資料. ©2016 山景墓園 • 版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