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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侨社欢送房利副总领事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July 22, 2007 at 16:57:32: 

 

世界名人网 由休斯敦众多社团共同主办的《欢送房利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将于 7月 27

日，星期五，晚 7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激情推出。此晚会以歌舞联欢为主， 晚会提供自助餐。

为使广大侨社朋友都能参加。每人只收$10，即可与侨社朋友欢聚一堂,向房副总领事道别话珍

重，欢迎新任副总郁伯仁.狂飙社“原野”剧组 将闪光登场,首次亮相,为大家演出精彩片段.晚会

最后将凭票抽出由欣洋家具店提供的大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房利即将荣升南非某总领馆总领事，他任职两年来，深入侨

社，平易近人，勤奋工作，多才多艺，给休斯敦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为 团结侨社，丰富侨社生

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中美友谊作出了贡献。我们祝房副总鹏程万里步步高升，并怀着依

依不舍的心情为他送行。同时，我们迎来了新 任副总领事，休斯敦华人侨社大家庭以诚挚的热情

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的到来。 

 

迄今为止,共同主办此次活动的社团及商家有(排名不分先后): 

休斯敦知青联谊会 广西同乡会 王维国音乐教室 四川海外发展促进会 东北同乡会  
凤凰海鲜大酒家 福建同乡会 餐饮业工商会 张明瑜珈学校 北大校友会 
北美教育基金会 红扇舞蹈团 沈敏生舞蹈学校 少林功夫学院 首都银行  
越棉寮华裔联谊会 安良工商会 华夏学人协会  潘立平舞蹈学校 全美华协  
东方文化发展中心 华夏时报 恒豊银行  长城书局  人间指南  
王鑫生美术学校 欣洋家具店 狂飙社  中央餐厅  蜀风园 
美国孔子基金会 蔡保罗诊所 大休斯顿中国联合校友会  Steve 张国标舞蹈社 
闫雪芬粤剧团      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  国际体育舞蹈中心 福达地产   
 
特别鸣谢已为本次活动赞助的单位和个人: 
凤凰海鲜大酒家,梅一凡,陈燦基,何鸿,方海妮,刘晓,欣洋家具店,中央餐厅,石少力,申远方 

凡希望参加或赞助本次晚会的各界朋友，请在 7月 24 日之前向本社团负责人报名，或与以下联系

人接洽： 

申远方： 832-515-7582 刘凯： 832-298-2288 李庆元： 832-766-3011  

乔凤祥： 713-826-6293 黄培山: 832-788-8684 
 

休斯顿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简介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工商记者          录入于 July 22, 2007 at 16:11:39: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位于休斯顿西南区，占地四万尺，是综合了中西文化的大型演出、会议和产品展

销的最佳场所。七个不同规模的宴会厅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可以按照不同规模的大小租用。其中两个大

型宴会厅具有大型舞台、灯光、音响。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还具备两个大型厨房和堂吃点菜餐厅，特

聘香港和加州来的有二十年经验的烹饪大师主理，二百几种美味菜色是以潮汕菜和粤菜为主，四个贵宾包

房富贵华丽可以容纳 10 到 50 人，可以用来小型晚宴或会议。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租用场地分为：日租，月租，年租，按照不同的尺寸大小，每个场地费不同价

钱，欢迎各界人士，商界前来光顾。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来满足您的需求。 

 

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地址是：15152 百利大道 (15152 Bellaire Blve., Houston, TX 77072)  

联系电话是：281-498-6611 281-498-6238 网址是：www.phoenixseafoodrestaurant.com 



吴大軫单簧管与美国斯杰特爵士乐队音乐餐会 STRAIGHT JAZZ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July 27, 2007 at 08:38:24: 

世界名人网讯吴大軫单簧管与美国斯杰特爵士乐队音乐餐会一场不可多得的音乐餐会。晚 7 点餐

会开始，8 点至 10 点 JAZZ 音乐会表演。 
售票：中国人活动中心 713-772-1133 凤凰酒家 281-498-6611 或直接电吴大轸：713-828-2233, 
832-264-5939 演出地点: 凤凰海鲜大酒家 演出时间: 2007 年 8 月 9 日 星期四 晚 7:00 PM 

票价: 普通票$30（含酒席）。 Call: 713-828-2233 
感谢以下团体和个人对音乐餐会的热情支持和促成: 
休斯顿总领馆, 凤凰海鲜酒家, 黄氏宗亲会, 知青联谊会，世界名人网, 3GFaxUSA.com, 中国人活动

中心, 海南同乡会, 华人摄影协会, 广东总会, 休斯顿华人专家协会, 东北同乡会, 山东同乡会, 擦边球

乒乓俱乐部, 许华章先生, 蔡保罗医生, 徐建勋律师, 周方方先生等.  
 

吴大軫：漫谈 JAZZ 音乐与中国音乐的结合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uly 27, 2007 at 08:45:56: 

世界名人网讯 对中央电视台的承诺 
去年 10 月，吴大轸应他的母校，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校友会的邀请，在该院演奏厅举办了一场单簧

管独奏音乐会。演出后，中央电视台（简称 CCTV）“华人世界 ”栏目主持人叶迎春女士对吴氏作

了一个 20 分钟的专访。访谈中，吴大轸特别谈到他的音乐思想，“如何使中国的音乐跳起来”，也

就是特别吸收美国百年来 JAZZ 音乐的舞蹈性、自由性、豪放、即兴的特点，使之融合入中国的

民间音乐。 

 

同时，吴大轸对 CCTV 作了一个承诺：“将来会带领一个美国纯正的 JAZZ 乐队到中国的舞台上演

奏中国的音乐作品”。  



 

2007 年 8 月 9 日在凤凰海鲜大酒楼举办的音乐餐会将是这个承诺的预演和第一步，侨界将会听到

一场由吴大轸与休斯敦 STRAIGHT JAZZ 乐队合作，别开生面的半场纯正 JAZZ 和半场中国作品的表

演，同时有酒席供应。 

 

关于 STRAIGHT JAZZ 乐队 

 

STRAIGHT JAZZ 是美国南方最好的职业 JAZZ 乐队之一，有 20 多年的历史，演奏风格来源于新奥尔

良，阵容强大，包括：钢琴、鼓手、小号、萨克管、长号、吉他、贝 大提琴，加上女声独唱，在

休斯敦各大酒吧、剧场都有演奏。同时，也为 95.7、90.9 电台录音并录制唱片。  

这次，STRAIGHT JAZZ 和一个华人单簧管演奏家合作在音乐界属于首创, 定会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

的音乐享爱。 

关于 STRAIGHT JAZZ 乐队，限于篇幅，有机会再详细介绍。  

 

爵士音乐的来源和特点简介 

 

JAZZ 来源于非洲音乐，特别是劳动号子，加上欧洲的教堂音乐形成早期的“民间蓝调”；同时，

JAZZ 也起源于“拉格泰姆”的钢琴音乐，那种散拍乐也是 JAZZ 的早期音乐。  

JAZZ 一词来源于非洲的土语 JAIZA，时间长了，就成了 JAZZ。早期黑人 JAZZ 乐手大多不识谱，演

奏全凭灵感，现在的乐手就不一样了。由于 JAZZ 的自由性，感染力非常强烈，所以发展很快，在

美国、欧洲、日本非常流行。 

 

当然，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大作曲家格什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将 JAZZ 与交响音乐结合所创作的《蓝

色狂想曲》，更使 JAZZ 提高了一个层次。  



百年 JAZZ 经过音乐家不断的努力，在音乐舞台上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一些音乐学

院已对 JAZZ 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总结。  

 

吴大轸音乐家履历 

 

吴大轸，1944 年出生于中国重庆市，成长于北京，童年时就获得过北京少年歌咏比赛一等奖，十

岁就出任北京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领唱，并于 1955 年参加中国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1956 年考入中

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62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一直学习单簧管。1972 年出任中央芭蕾舞团交响

乐队首席单簧管，参 加全国及赴欧洲的各种演出，1976 年后参加中国歌剧院独唱独奏小组赴全国

各地演出。 

 

1980 年取得亚利桑那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师从英国皇家交响乐团首席单簧管独奏家约翰.丹曼先

生，1982 年又接受休斯顿 Rice 大学音乐奖学金，成为休斯顿交响乐队首席单簧管演奏家皮卡的学

生。  

 

吴大轸在美国各地多次举办过音乐会，如亚利桑那、旧金山、洛杉矶……，2006 年 8 月曾在休斯

顿 Rice 大学音乐厅举办单簧管独奏音乐会，获得一致好评，10 月又在北京举办独奏音乐会。作为

杰出的美籍华人音乐家，吴大轸接受了 CCTV 的专访并向世界播出。 

 

2007 年 8 月 9 日是一场不可多得的音乐餐会。 

晚 7点餐会开始，8点至 10 点 JAZZ 音乐会表演。  

普通票＄30（含酒席）。  

售票：中国人活动中心 713-772-1133 凤凰酒家 281-498-6611 或直接电吴大轸：713-828-2233 

演出时间: 2007 年 8 月 9 日 星期四 晚 7:00 PM 

演出及售票地点: 凤凰海鲜大酒家 中国人活动中心  

票价: $ 30.00 Call: 713-828-2233, 832-264-5939 

 

感谢以下团体和个人对音乐餐会的热情支持和促成: 

休斯顿总领馆, 凤凰海鲜酒家, 黄氏宗亲会, 知青联谊会，世界名人网, 3GFaxUSA.com, 中国人

活动中心, 海南同乡会, 华人摄影协会, 广东总会, 休斯顿华人专家协会, 东北同乡会, 山东同

乡会, 擦边球乒乓俱乐部, 许华章先生, 蔡保罗医生, 徐建勋律师, 周方方先生等.  

WWW.LUXINGJIA.COM 

Dazhen Wu - Carol Sanders & The Straight-No-Chaser Jazz Ensemble 

- Nelson Mills, III 

- Trumpet Robert Sanders 

- Piano and Bloch Flutes Lex Valk 

- Upright String Bass Marion Booker “The Legend” - Drums  

Time: 08/09/2007 Thursday, 7:00 PM  

Place: Phoenix Seafood Restaurant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83  

Phone: 281-498-6611  

 



休斯敦侨社欢送房利副总领事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圆满

结束(80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uly 30, 2007 at 10:39:10: 

世界名人网讯 由休斯敦众多社团休斯敦知青联谊会、广西同乡会、王维国音乐教室、东北同乡

会、北大校友会、恒豊银行、福建同乡会、餐饮业公商会、华夏时报、华夏学人协 会、张明瑜珈

学校、首都银行、北美教育基金会、红扇舞蹈团、凤凰海鲜大酒家、越棉僚华裔联谊会、沈敏生

舞蹈学校、少林功夫学院、潘立平舞蹈学校、全美华 协、四川海外发展促进会、长城书局、人间

指南、王鑫生美术学校、美国孔子基金会、安良工商会、福达地产、东方文化发展中心、大休斯

顿中国联合校友会、蔡保 罗诊所、闫雪芬粤剧团、夕阳红俱乐部、国际体育舞蹈中心、狂飙社、

中央餐厅、蜀湘园、欣洋家具店 Steve 张国标舞蹈社共同主办的《欢送房利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

歌舞晚会》于 7月 27 日星期五晚 7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激情推出。此晚会以歌舞联欢为主，晚 

会提供一汤三菜一饭只要 10 元的入场门槛，使得主办单位重在参与的理念得到了响应。多达四十

桌的侨胞围坐在拥有最新音响灯光，布置一新的凤凰国际会议中心 大厅，济济一堂，与房利副总

领事夫妇和郁伯仁副总领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深情周末。 

除了告别的话儿说不完之外，歌声如潮，掌声不停，尤其是狂飙社“原野”剧组闪光登场，首次

亮相，为大家演出精彩片段。晚会最后凭票抽出由欣洋家具店提供的大奖，使得整个活动圆满结

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房利即将荣升南非某总领馆总领事，他任职两年来，深入侨

社，平易近人，勤奋工作，多才多艺，给休斯敦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为 团结侨社，丰富侨社生

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中美友谊作出了贡献。我们祝房副总鹏程万里步步高升，并怀着依

依不舍的心情为他送行。同时，我们迎来了新 任副总领事，休斯敦华人侨社大家庭以诚挚的热情

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的到来。 

在这次活动中，凤凰

海鲜大酒家，梅一凡

女士，陈燦基先生何

鸿先生，方海妮女

士，福达地产刘晓先

生，欣洋家具店，中

央餐厅，石少力女士

和申远方女士都是这

次 活动的重要功臣，

大会主持人李庆元先

生和钟琳女士也在会

场中向他们表示感

谢。申远方，刘凯，

李庆元，乔凤祥，黄

培山是这次活动的发

起人。 



 
 

 

 



吴大軫单簧管与美国斯杰特爵士乐队音乐餐会网上订票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August 02, 2007 at 11:05:27: 

世界名人网讯 吴大軫单簧管与美国斯杰特爵士乐队音乐餐会 STRAIGHT JAZZ 

2007 年 8 月 9 日是一场不可多得的音乐餐会。晚 7 点餐会开始，8 点至 10 点 JAZZ 音乐会表演。 
普通票＄30（含酒席）。 
售票：中国人活动中心 713-772-1133 凤凰酒家 281-498-6611 或直接电吴大轸：713-828-2233 
演出时间: 2007 年 8 月 9 日 星期四 晚 7:00 PM 
演出地点: 凤凰海鲜大酒家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27 
票价: $ 30.00 Call: 713-828-2233, 832-264-5939 
 

吴大軫单簧管与美国

斯杰特爵士乐队音乐

餐会 普通票  
$32(含$2 手续

费)   
 

吴大軫单簧管与美

国斯杰特爵士乐队

音乐餐会 VIP 票  
$52(含$2 手续

费)   
 

 

购票详情/取票敬请联系： 
Alex Wang at 832-724-6288 

感谢以下团体和个人对音乐餐会的热情支持和促成: 

休斯顿总领馆, 凤凰海鲜酒家, 黄氏宗亲会, 知青联谊会，世界名人网, 3GFaxUSA.com, 中国人活动中心, 海南同乡

会, 华人摄影协会, 广东总会, 休斯顿华人专家协会, 东北同乡会, 山东同乡会, 擦边球乒乓俱乐部, 许华章先生, 

蔡保罗医生, 徐建勋律师, 周方方先生等. 

WWW.LUXINGJIA.COM 

Dazhen Wu - Carol Sanders & The Straight-No-Chaser Jazz Ensemble 

- Nelson Mills, III 

- Trumpet Robert Sanders 

- Piano and Bloch Flutes Lex Valk 

- Upright String Bass Marion Booker “The Legend” - Drums 

Time: 08/09/2007 Thursday, 7:00 PM 

Place: Phoenix Seafood Restaurant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83 

Phone: 281-498-6611  



音乐流淌 时光不流——吴大轸凤凰海鲜大酒家奏响爵士乐(62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August 13, 2007 at 13:54:00: 

世界名人网讯 8 月 9 日晚，凤凰海鲜大酒家灯火通明，音乐流淌，时光回到了从前，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百年沧桑的

路易斯安那小镇，回到了尼克松中南海小会堂的历史时刻。只是不再是现在，不再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休

斯顿市…… 

1956 年进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大轸，毕业后成为中国芭蕾舞剧院首席黑管。1972 年尼克松访

华时，吴大轸曾为其演出黑管。他后来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音乐系，又到了莱斯大学音乐

系。美国斯杰特爵士乐队 STRAIGHT JAZZ，主持人是白人 MC Carol Sanders， The Straight-No-
Chaser Jazz Ensemble 的队员是 Nelson Mills, III； Trumpet， Robert Sanders； Piano 和 Bloch Flutes 
Lex Valk。这是得克萨斯州最纯正的美国爵士乐队。东西方音乐的首次结合，碰撞出无比璀璨的火

花！ 
时光到此，已经不再流淌，只有音乐声传向无穷远的远方！ 
 
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 
 
第一次铺设了大红桌布的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特别显得高贵、典雅，浓郁氛围中更加增添了

音乐的魅力。所有的来宾都凝神品赏，不时还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音乐好，音乐大厅好，休斯顿

城市好，听众有档次，使得整个音乐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 
 
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位于休斯頓西南區，占地四萬尺。是休斯頓最大的中式酒家。鳳凰酒家

特聘從香港和加州來的有二十年經驗的烹飪大師主理，二百幾種美味 菜色是以潮汕菜和粵菜爲

主。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不僅可以烹製經濟實惠的午餐和色香美味晚餐，而且擁有四個貴儐

房，可以容納 10 人到 70 人。二個大型宴 會廳可以容納 350 人到 1500 人。是舉行婚禮，生日，各

種聚會或大型演出的最佳場地。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裝飾華麗，具有大幅名人油畫和中國風

景攝 影。是休斯敦唯一綜合了美食，文化和藝術的中國餐館。如果你到了鳳凰，你就一定會吃到

美味的佳肴，看到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感受到你是龍的傳人的驕傲！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位于休斯顿西南区，占地四万尺，是综合了中西文化的大型演出、会议

和产品展销的最佳场所。七个不同规模的宴会厅可以同时容纳五千 人，可以按照不同规模的大小

租用。其中两个大型宴会厅具有大型舞台、灯光、音响。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还具备两个大

型厨房和堂吃点菜餐厅，特聘香港和加 州来的有二十年经验的烹饪大师主理，二百几种美味菜色

是以潮汕菜和粤菜为主，四个贵宾包房富贵华丽可以容纳 10 到 50 人，可以用来小型晚宴或会

议。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租用场地分为：日租，月租，年租，按照不同的尺寸大小，每个场地费

不同价钱，欢迎各界人士，商界前来光顾。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来满足您的

需求。 
 
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地址是：15152 百利大道 (15152 Bellaire Blve., Houston, TX 77072) 联系电话是：

281-498-6611 281-498-6238 网址是：www.phoenixseafoodrestaurant.com 



 

 



 

 



美南山东同乡会春宴 2 月 2 日将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January 06, 2008 at 12:09:11: 
世界名人网讯 美南山东同乡会春节晚宴将在 2008 年 2 月 2 日（星期六）晚 6 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举行，欢迎山东老乡们踊跃报名参加。 
春节晚宴票价每张 20 美元，山东同乡也可以家庭包桌参加，每桌 200 美元，购票处设在黄金广场

心脏中心丰建伟医生处。 
 
2008 年美南山东同乡会春节晚宴，有唱歌、舞蹈、摸彩等许多精彩节目。欢迎老乡踊跃出席。 
2008 年美南山东同乡会春节晚宴在下午五时起，将有多位名医专家义诊，免费法律和移民咨询服

务，并有美国大公司求职辅导。详情请洽询会长孙铁汉，电话：(713) 857-8298 

雪虽冷，人心热——捐助当前中国雨雪冰冻灾害抗灾救灾工作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February 03, 2008 at 09:37:59: 
 
世界名人网讯邓润京特约专稿 2 月 2 日晚在凤凰海鲜酒家由美南山东同乡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春节

宴会。席开 60 桌。会上演唱了该会独有的，由山东乡亲表演的男生小合唱《好汉歌》。台上唱歌

的是一群好汉，台下听歌的山东人以及山东人的朋友这次要做一回真正的“好汉”。 
据各大网站消息，连续的大雪给本来就紧张的春运又增加了一份忙乱。冰雪天气给中国南方的十

几个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冰冻灾害。截止到 1 月 31 日 18 时，因灾 死亡 60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已达 537.9 亿元。中国政府对突如其来的冰冻灾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据 CCTV.com 消息，2 月 2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会 议，会议听取了来自南方一些受灾地区考察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的情况报

告。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当前雨雪冰冻灾害抗灾救灾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保交通、保供 电、保

民生。胡锦涛主席主持了会议。 
雪是冰冷的，已经而且继续对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侨胞们的心是火热的，要捐

助爱心支援中国的雨雪冰冻灾害抗灾救灾工作。在山东同乡会的春宴 上首先提出赈灾捐款动议的

是中华公所前任主席陈璨基，紧接着在宴会的 2 号桌召开社团负责人临时筹备会。会议只用了 10
分钟便对筹款目标，筹款会的时间地点 以及汇款方式达成共识。 
山东同乡会会长孙铁汉及时中断正在演出的文艺节目，率领各社团负责人上台宣布刚才的决定。

他说：我们的筹款目标是两万美元。我们要发动今天在座的和不在座的社团一起，共同完成实现

这一目标。把我们侨胞的爱心充分表达出来。 
当时的这些社团的负责人是：（并没有分上台的先后） 
中国人活动中心 杨俊  桥湾社 刘志恒 河南同乡会  程进才 
美南福建工商会 郑依星 休斯敦黄氏宗亲会 黄孔威 
至德三德公所 周彩庭 蛋挞王 梅伟民 安良工商会 陈璨基 
越棉寮联谊会 许振城 德州广东总会 邓润京 
国会议员兰普森的代表 罗玲 国会议员格林的代表 谭秋晴 
休斯敦大商会 沈健生 东北同乡会 王晓霞，李庆元 
香港会馆 谭梓康 知青联谊会 张天润，申远方 
中华会馆 冯启昌 美南山东同乡会 孙铁汉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周鼎也与各社团一起登台 



德州东北联谊会 3 月 1 日将在凤凰海鲜大酒家聚餐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February 20, 2008 at 16:10:08: 
世界名人网讯 德州东北联谊会将于 3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6 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春宴，有文艺节目演出，新旧任

会长交接，有摸彩等。奖品为大彩电、DVD 等 200 多种，人人有奖，欢迎大家参加，大人 20 元，小孩 10 元。 
购票地点在中国城地球旅行社、糖城汇康超市，或与下列人员联系：王晓霞 713-414-3586；栾桐

华 713-271-6600，李庆元 832-766-3011。 
凤凰海鲜大酒家地址：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电话：281-498-6611  
 

凤凰海鲜大酒家张灯结彩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休斯顿东北联谊会春

节联欢会及会长交接仪式(139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March 07, 2008 at 16:04:08: 

 
世 界名人网讯 3 月 1 日晚，坐落在休斯顿新华埠西边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张灯结彩，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休斯顿东北联谊会的老乡们欢聚一堂，正在这里举办一年一届的春节联欢 会及会长交接

仪式。驻休斯敦总领馆周鼎副总领事特别上台致辞：作为一个东北人，能在这里跟老乡们团聚一

趟，格外亲切。李庆元会长，诸位副会长、理事、会员 和东北同乡会的老会长们都纷纷上台，近

600 人出席了这一晚会。 
 
罗玲代表国会议员尼克兰普森为李庆元颁奖，表彰他在一年来为社区所做的服务和贡献。新任会

长王晓霞在周副总领事的监交下从李庆元手里结过印信，她表示会做好会长的工作，不辜负老乡

们的期望。 
 
东北老乡在晚会上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很多人都乐的弯不下腰，其乐融融。 
以下是世界名人网特约摄影师 Nelson Tao(TDN Photo Video Center)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一组。 

 



凤凰海鲜大酒家座无虚席 越战 40 周年祭兼书籍发表会(50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March 10, 2008 at 22:17:38: 
 
世界名人网讯 2008 年是越战爆发 40 周年纪念，来自休斯顿的越裔军人和当年被迫逃离越南的人

士及其好友数千人于 2008 年 2 月 24 日聚集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一起凭吊 死难烈士，缅怀国家灾

难，并且当场展示战争中惨烈的场面。整个凤凰海鲜大酒家布置得金碧辉煌，每个人都在仔细聆

听当年战争的参与者诉说 40 年前的故事。 
 
1968 年 1 月 30 日共产党领导下的越南军队在南越各省省会展开“春季攻势”，虽然美军和南越武装

击退了越南共产党军队，但这次攻势使得参与越战的美国和南越政权的处境急转直下。 
 
1968 年的春节攻势被认为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这次席卷南越的突然发动的战役将美国国内的反

战情绪推向高潮，而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从战术角度看，在伤亡人数和占

领城市的数字上美军取得了优势，但总体战略局势看，美军的处境越发艰难，开始走下坡路。春

季攻势后，美国被迫于 1968 年 5 月与越南在巴黎举行和谈，11 月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

击。1969 年 7 月，美国宣布，美国将撤出越南，实现战争“越南化”。 

 

 

 



 

 



休士顿侨社中秋晚会将在凤凰酒家隆重举行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11, 2008 at 22:22:11: 
 
世界名人网讯 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将至。与往年一样，休士顿黃氏宗親會主办的中秋联欢

晚会将于本月 21 日（星期日）六时半在凤凰酒家隆重举行。协办单位有休士顿越 棉寮华裔联谊

会、 安良工商会、美中信使报。参加侨团有潮州会馆、龙岗公所、餐馆业工商会、林氏宗親會、

海南同乡会、休士顿客家会、桥湾社、五邑同乡会、中国联合校友會、中 华保健中心、世界广东

同乡会等。 
 
休士顿侨社中秋晚会主席为黄孔威，共同主席周满洪、陈灿基、谢忠。 
 
本次晚会除了有丰盛的晚餐外，还有月饼赠送。另外金孔雀舞蹈学校、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

乐部、音符文艺会及群星曲艺社等文艺团体将獻上精彩的文艺表演。曾亲临北京奥运现场的共同

主席陈灿基、谢忠将介绍亲身感受。欢迎广大侨社朋友参加盛会。 
 
票价：普通票$25、赞助票$50。联系电话 281-495-2558。 
 
晚会地址：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83. Tel. 281-498-6611 
 
 

休士顿侨社联欢晚会将在凤凰酒家隆重举行 改期至 10 月 5 日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19, 2008 at 10:48:03:  
 
原定于本月 21 日举行由休士顿黃氏宗親會主办的中秋联欢晚会将改期于 10 月 5 日（星期日）六

时半在凤凰酒家举行。协办单位有休士顿越棉寮华裔联谊会、 安良工商會、美中信使报。参加侨

团尚有潮州会馆、海南同乡会、龙岗公所、餐馆业工会、林氏宗親會、休士顿客家会、侨湾社、

五邑同乡会、中国联合校友會、中 华保健中心、世界广东同乡会、杨秉礼国际舞蹈中心等。 
晚会主席黄孔威，共同主席周满洪、陈灿基、谢忠。 
 
本次晚会除了有丰盛的晚餐外，还有金孔雀舞蹈学校、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音符文艺

会、及群星曲艺社等文艺团体将獻上精彩的文艺表演。曾亲临北京奥运现场的共同主席陈灿基、

谢忠将介绍亲身感受。欢迎广大侨社朋友参加盛会。 
 
票价：普通票$25、赞助票$50。联系电话 281-495-2558。 
 
晚会地址：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83. Tel. 281-498-6611 
 
 
 
  
 



美國孔子基金會将于 10 月 25 日在鳳凰海鮮大酒家隆重舉行成立

大會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02, 2008 at 19:41:22: 
 
世界名人网讯 美國孔子基金會將於 20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晚 6:30，在鳳凰海鮮大酒家隆

重舉行成立大會。 
 
美國孔子基金會始成立於 2005 年。該會由一批熱愛中國民族文化，積極促進中美及世界文化交

流，在美長期努力，不懈奮鬥，無私奉獻，並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多方面作出傑出成就的優秀

人士所組成。美國孔子基金會是一個非盈利，非政治，並在美國聯邦稅務局正式注冊的慈善組

織。 
 
美國孔子基金會的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各界友好人士，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促進中美及世界文化交

流，推廣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倫理道德，文化教育思想，促進世界和平團結，共建幸福

和諧大同世界。 
 
美國孔子基金會團結各方面友好人士，並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不分政見，不分國度，凡認同本

會宗旨並為其貢獻力量，繳納會費者均可參加。本會設有理事會，榮譽董事會，顧問委員會（文

化，教育，藝術等）。 
 
美國孔子基金會定位為一個慈善服務基金會。會員分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會員將在基金會組織

的各項活動中享受優惠。團體會員將在所在會的活動中得到基金會的 服務及支持。基金會將在今

後的社區中繼續主辦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該會還將逐步建立為社區服務的各種項目。使海

外朋友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像生活在一 個大家庭。年會費：個人會員 10 元，團體會員 50 元，

終身會費 300 元。 
 
美國孔子基金會成立大會將宣布首屆理事會，隆重聘請榮譽董事會，顧問委員會。晚會將備有豐

盛晚餐，表演舞獅歌舞，溫馨熱鬧。每人只交 20 元。或團體 200 元一桌。 
 
美國美國孔子基金會誠懇歡迎各界朋友加入，並邀請大家踴躍參加本次成立大會。 
 
有關入會和票務請與以下人士聯系： 
申遠方：832-515-7582 
李慶元：832-766-3011 
張天潤：281-275-7554 
黃培山：832-788-8684 
莫桂芳：832-769-2889 
售票點：長城書店- 黃金廣場中。 電話：281-731-7310 
美國孔子基金會 
 
 
 
 
 



迟来的《中秋晚会》同样精彩 全侨凤凰海鲜大酒家庆中秋(99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14, 2008 at 14:02:35: 
 
世界名人网讯 原定于今年九月十四日举行的中秋晚会因台风而二度推迟至十月五日顺利举行，数

百黄氏宗亲和其他社团朋友一齐共同联欢，节目精彩多样，点唱歌曲更是争先恐后，以至七时开

始至十时多才结束。 
 
休士顿黄氏宗亲会自二 00 五年首度举办大型综艺晚会“月是故乡明”以后，二 00 六、二 00 七、

二 00 八年年都举办中秋晚会欢度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年协办社 团有休士顿越棉寮华裔联谊会、休

士顿安良工商会，美中信使报，参与社团尚有潮州会馆、餐馆业工商会、五邑同乡会、中华保健

中心、音乐文艺社、国际舞蹈中 心、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金孔雀舞蹈学校、龙冈公

所、林氏宗亲会等。两岸政府官员亦参加盛会。他们是中领馆侨务组长储开旻和黄瑞领事、台北

经文处 赖澄明组长，侨教中心卢景海主任。出席晚会的有黄孔威、周满洪、谢忠、黄安祥、黄家

麟、胡锡霖、林国民、余颂辉、乔风祥、许振成、黄泰生、黄杰堂、林慰 严、张富强、林国雄、

方宏泰、徐朗、罗玲、翁镇荣、王国杰、梅伟民、周伟立、丁方印、齐秀美、黄秀峰、郭大成、

林仕钦、王秀安。 
 
赞助晚会的有：胡锡霖/黄玉颜、黄安祥、黄孔威、黄家麟、美中信使报、黄澄清/张彩惠、金城银

行、首都银行、黄美青。晚会工作人员有：梁扬燕、黄瑞怡、黄以法、黄汉生、黄刚(Peter)、郑春

潮、黄顺桃、黄顺雯、黄淑萍、黄广伦、黄叶永青、黄颖求、黄淑馨、郭耿良。 
 
接着晚会主席黄孔威、罗玲代表国会议员 Nick Lampson、黄氏宗亲会名誉顾问胡锡霖致词。首先

由晚会共同主席谢忠介绍亲临奥运会感受，接着下来是文艺表演，分别有金孔雀舞蹈学校的舞蹈

《草原姑 娘》、《金孔雀》；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舞蹈队的时装表演；中国竹笛协会会

员闰亦修的笛子独奏；由北京奥运会现场演唱黑人歌星卡加威尔 Jay Xavier 演唱的《姚明之

歌》；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国际舞组表演的华尔滋探戈；杨秉礼国际体育舞蹈中心陈慧

敏、元锋、杨松枫、杨秉礼的国际标准 舞交谊舞探戈；杨秉礼国际体育舞蹈中学江淑云的中华舞

剑《满江红》；杨秉礼国际体育舞中心表演者：梅老师、钱林、伴唱：冯洁晶的 Line Dance（排

舞）。音符文艺会演唱曲目，首先由洪家鹤演唱《采槟榔》，跟着是陈德新演唱《俩相依》，然

后是郭耿良演唱《暗谈的月》，最后由杨静枢会长演 唱的英文歌曲非常动听。 
 
歌曲点唱穿插进行，其中有流行歌曲：黄玉颜的《万水千山总是晴》、王曾清秀的《旧欢如

梦》、陆马美丽的《胜利双手创》、黄玉颜的《艳阳丹凤》、徐詠词马美 丽的《魂梦绕山河》、

马黛华陆锦棠的《七月七日长生店》、王曾清秀的《天女散花》、陈康妮黄玉颜的《铁掌拒柔

情》。前中华公所主席余颂辉演唱的英文歌亦非 常好。 
 
慷慨点唱者有：胡锡霖、周满洪、许振城、杨桂松、梅伟民、黄家麟、黄孔威、郭耿良、陈德新

等。由姚明捐赠的球衣和篮球分别由黄家麟和黄以法拍得。 
 
节目由田艺、黄雷艳芬主持，奖品抽奖由妇女部黄瑞怡、梁扬燕主持。抽奖礼品丰富，由陈德新

捐赠的钻石戒指、由知名慈善家江镇煖抽得。 



 
 

 
 



 

美國孔子基金會將於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晚 6:30 在鳳凰海鮮大

酒家隆重舉行成立大會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22, 2008 at 20:36:56: 
 
記者編輯你們好， 
 
美國孔子基金會將於 20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晚 6:30，在鳳凰海鮮大酒家隆重舉行成立大

會。 
 
美國孔子基金會的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各界友好人士，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促進中美及世界文化交

流，推廣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倫理道德，文化教育思想，促進世界和平團結，共建幸福

和諧大同世界。 
 
美國孔子基金會成立大會將宣布首屆理事會，隆重聘請榮譽董事會，顧問委員會。晚會將備有豐

盛晚餐，表演舞獅歌舞，溫馨熱鬧。 
 
現邀請您光臨並對本會進行報道。 
 
美國孔子基金會 
 
 
 



美国孔子基金會休城成立大會隆重举行 凤凰海鲜大酒家成儒家在

美发源地(100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November 17, 2008 at 06:47:08: 
 
世界名人网讯 经过三年多籌備，全美逾 40 多僑團支持的美國孔子基金會成立大會 10 月 25 日晚

間在鳳凰海鮮大酒家隆重舉行。申远方会长、李庆元副会长、黄培山副会长和专 程从新奥尔良赶

回休斯顿的王裕炎特邀荣誉董事长、许振诚荣誉董事长、陈灿基荣誉董事长等一起，与中国驻休

斯顿总领事馆周鼎副总领事、储开旻侨务组长等一起 欢迎荣誉董事翁作华、周满洪、胡锡麟、黄

孔威、李雄、蔡保罗、梅伟民暨顾问董事长周润伟、常务顾问董事江镇暖，顾问董事林国雄、郭

大成、杨赞荣、徐松焕、 释德山，名誉董事许华章。四百多人聚集一堂，回顾中国五千年灿烂的

文化，缅怀万世师表圣人孔子。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各相关机构、组织、政府部门、孔子研 究
机构负责人纷纷发来贺电贺函。 
 
许振城荣誉董事长在致辞时表示在美国休斯顿成立美国孔子基金会，下一步建立孔庙是在美国华

裔乃至亚裔和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三人

行，必有我师，这些生活中的真理都是孔子教给我们的。作为华人一分子，能为成立孔子基金会

出钱出力很开心。很骄傲。 
 
孔子基金會總部設在休士頓，依德州法律註冊，為非宗教、非政治、非營利的組織，旨在弘揚中

華文化，促進美國與中國間的文化、經濟及科技交流，造益兩國人 民。孔子基金會的成立足足用

三年多的時間，其間得到 40 多個僑社團體及商家的支持。會長申遠方表示，在物質生活豐富的今

天，人們對於真、善、美的追求尤其 重要，而這些精神在孔子 2000 多年前創立的儒家思想中就已

得到體現。她說，孔子的道德思想對中國、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影響極其深遠，是全世界人民的

財 富。基金會將本著源於百姓，回報民眾的宗旨，紮根社區，把孔子優秀的思想植入個人、家庭

及社會中。 
 
孔子基金會現在正積極籌備在中國城附近地區興建孔廟，僑社商家紛紛捐錢捐地。2009 年是孔子

誕辰 2560 年，基金會還將接待來自中國的孔子世界行代表團，並推動建立以漢語教育為主的孔子

學院。 
 
當晚的成立大會請到孔子的第 74 代孫孔繁軍，她對休士頓孔子基金會的成立感到非常高興。孔繁

軍是河南開封人，是孔子後裔的「繁」字輩。她剛移居休士頓時， 就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看到一

座孔子像，之後便積極尋找在休士頓的孔家後人。不過她只在僑教中心的名冊上看到三個孔姓人

士，無奈沒有聯絡方式，令她感到失 望。她說，以前只有孔家的男丁才能上族譜，女孩不能輕易

告訴別人自己按輩份所起的姓名，她只好用「孔瑞蓮」這個名字。現在她年紀大了，總希望在居

住的地方 有孔家的組織，而且名字也上了在山東的家譜，令她很欣慰。 
 
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事周鼎表示，總領館將盡一切能力幫助孔子基金會的活動。他說，基金會在

休士頓的成立表明中國文化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基金會能

夠起到傳揚中華文化，促進中美交流的作用，他希望基金會能在休士頓落地生根。 
 
孔子基金會還將參與 2009 年僑社舉辦的「歡歡喜喜大團圓」慶春節文藝晚會，晚會將於 2009 年 1
月 24 日晚 7 時在休士頓大學卡倫堂與大家見面。 



 

 





 

 



 

 



 

 



孔子基金会 2009 年元旦晚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办迎新晚会 其乐

融融(30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anuary 02, 2009 at 16:03:04: 

世界名人网讯 孔子基金会 2009 年元旦晚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办迎新晚会，陈灿基许振诚共同主

席、申远方会长、李庆元副会长、梁薇、画家张耀武、沈阳同乡会会长杨万青夫 妇、副会长刘

涛、夕阳红俱乐部老人代表一百多人出席了晚会。载歌载舞，其乐融融。著名书法家黄鑫特别挥

书“九牛耕福”，义卖所得捐给孔子基金会，买主正是 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诚。 
 
许先生太太正好属牛，九牛耕福正好体现太太多年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精神，也体现了多年来

对侨社奉献的支持。 

 



 
 

 

 

 



美南山东总会新年晚会隆重举行 嘉宾云集 高朋满座 圆满成功(99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欣欣          录入于 January 19, 2009 at 11:25:36: 
 
世界名人网讯 1 月 17 日晚，凤凰海鲜大酒家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美南山东同乡会六百多老乡和来自各社团的嘉宾

率先举行农历年联欢晚会。共同庆祝牛年的到来。 
 
出席晚会的嘉宾有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乔红总领事、周鼎副总领事及全体领事，休斯顿大商会世贸中心沈健生主

任，周满洪会长、陈灿基主席、梅伟民董事长、许 振诚主席等各位侨领。赞助单位有中国人活动中心、美国孔子基金

会、越棉寮华裔联谊会、金城银行、德州潮州会馆、美南银行、德州广东总会、恒丰银行、五邑同 乡会     

SAC FIXTURES EQUIPMENT CO、东北同乡会、MAMA DOOD MARKET、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Jensen Shen。
全美山东总会执行副会长兼美南山东总会会长孙铁汉，总会前会长李莉颖、丰建伟及全体理事均有出席盛会。 
新年晚会上举行了交接仪式，美齐当选为新一任会长。乔红总领事亲自上台监交，孙铁汉把印信交给了新会长美齐。 
晚会还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尤其是中国北京音乐学院大提琴家李先生、潘立平舞蹈学校舞蹈、沈阳同乡会会

长杨万青友情出演葫芦丝等节目给大家留下难忘印象。东北同乡会前会长李庆元则负责整个晚会的音响，保障晚会顺

利进行。 
 
以下是会长孙铁汉发言全文： 
尊贵的乔红总领事, 尊贵的贵宾们, 亲爱的老乡们, 和朋友们, 
我,孙铁汉 HARRY T SUN 代表美南山东同乡会理事会全体同仁,在此向大家致谢,谢谢在百忙中来参加本会的春节晚

宴。 
 
山东省侨办办公室主任王琳特别发来贺电，向会长和大家恭贺及拜年。 
首先向大家我们的贵宾拜年。 
 
我顺便在这给大家,做个去年的工作报告。 
去年在本会春节晚会上和中华公所陈璨基主席,首先发起为国内雪灾震灾之后 在中国人活动中心举办捐款活动，得到

侨社各社团的非常重视而圆满成功。 
 
五月份四川发生巨大震灾，本会又一次在中国人活动中心举行义捐。作为总召集人 努力本着为侨社服务的宗旨，此次

在侨社大力的支持下 得到極大效应及成果。 
 
在这里，我要感谢侨社各界对我们的信任与爱戴，尤其是我们山东的兄弟会，更是情同手足，心连心，和我们一起为

休士顿侨社服务，为我们的同胞服务。 
 
现在我们社区经常性有被劫的事故发生，本会在中国人活动中心，多次领头开会，甚至于参与救难，譬如上次钟晓予

事件。目前虽有改善，但希望与各社团和兄弟更加努力,中国人绝不是散沙, 让我们一起来在美国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

后代建成个团结互助，繁荣昌盛而安定的社会。 
 
过去的这些都不最重要了，我们还有更多的实事要办。 
 
我们要更多的为老乡们服务，尤其是新来道的老乡，我们得尽力而为。这才是重要的 老乡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

懂得牺牲点自己。否则要同乡会干什么？美南山东同乡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促进乡亲联谊,互助合作。 
 
山东省随着经济的成长，一天天的改变进步，生产领域大大提高，省内建设不同凡响，公路为中国第一，GNP 为中国

前二名, 这些都是值得山东人骄傲的。有些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山东徧远地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和学童. 美中慈善

基金工作会是由一批对山东和中国有爱心的人士在 2007 年组成。主席 JIM SHAHAN，副主席 Dr. STEVE HARRIS 都

是 FIRST COLONY CHURCH OF CHRIS 的长老. 我是副主席兼会长 希望大家在未来多多帮忙。谢谢 



 

 



 

 

 



德州潮州會館本頭公廟 2009 年春節聯歡大會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翁作華會長郭大誠理事長喜迎嘉宾(68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小虹          录入于 April 29, 2009 at 14:00:52: 
 
世界名人网讯 德州潮州會館暨本頭公廟 2009 年春節聯歡大會於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六時三十分至

十時三十分，在珍寶海鮮楼隆重舉行。大会由林國雄秘書長與陳富副會長兼副秘書長聯合主持，

翁作華會長，郭大誠理事長，王裕炎榮譽會長、李豪榮譽會長及全體理監事們均出席盛大春宴。 
 
当晚的来宾有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周鼎副總領事，徐敩僑務領事，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方正處長，賴澄民副處長，僑教中心盧景海主任夫婦，王偉讚副 主任，文化組李先生，休士

頓五邑同鄉會梅偉民會長和理監事，休士頓安良工商會共同主席陳燦基，李雄，黎國威及理事，

美国台湾联谊會會长郑长祥，休士頓香港 會館陸忠會長，譚陳苑儀理事長，譚梓康前理事長，黎

瓊芳監事長和理監事，休士頓黃氏宗親會黃孔威會長，黃以法副會長和理監事，中國人活動中心

陳珂執行長， 鄧潤京副執行長，謝忠副執行長，孫鐵漢副執行長，喬鳳祥博士和理监事，美国孔

子基金会申遠方會長、李庆元副會長，休士頓知青聯誼會張天潤會長，休士頓山東 同鄉會美齊會

長和理監事，德州廣東總會傅慶農會長，徐松煥副會長和理監事，世界廣東同鄉會簡麗娟會長和

理監事，休士頓龍崗公所張富強前會長，趙大雨會長和 理事，德州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暨天后廟周

滿洪會長，楊贊榮理事長，胡錫霖元老夫婦，楊桂松元老夫婦，江鎮煖副理事長，王煒蘭秘書長

和理監事們，德州關帝廟吳 華利會長夫婦，李良最高顧問夫婦，黄刚秘书长、黄剑光理事和理監

事們，奧斯汀市潮州會館天后宮陳泰洲會長，葉俊英理事長，楊文祥副會長，陳登茂副會長兼秘 
書長，朱副會長，休士頓林西河堂林章棋前主席，林白小英主席，現任主席和理事們，中國聯合

校友會楊威會長，常务副会长張愛華女士和理事们，世界越棉寮華人 團體聯合會常務副秘書長，

美國加州洛杉磯市潮州會館第七屆監事長余紹漢，恒丰银行，金城銀行，首都銀行，美南銀行等

休市各大银行主管等中外各界僑界人士， 商贾賢達共八百嘉賓們參加盛會。當晚獎品特多，獎金

特多，最高獎金翁作華會長所捐一千美元由僑界名人張愛華的夫婿榮獲。 
 
当晚还表彰了 2009 己丑年标灯大会幸运灯得主贤达人士。第十三潮州会馆翁作华会长标得钻石最

高荣誉标“阖家平安灯”，妈妈超市负责人、潮州会最高顾问许 振诚先生标得黄金最高荣誉标：

妈妈超市“生意兴隆灯”、黄金最高荣誉标妈妈超市“财神进门灯”、黄金最高荣誉标凤凰海鲜

大酒家“大吉大利灯”、黄金最高荣 誉标长好食品公司“招财进宝灯”、纯银最高荣誉标“贵人

照明灯”，越华超市董事长、最高顾问孙乙舜周秀英夫妇标得黄金最高荣誉标“长寿富贵灯”，

第十三潮 州会馆马鸿副理事长标得纯银最高荣誉标“万事如意灯”，孙丽娟女士标得纯银最高荣

誉标“有求必应灯”，第十三潮州会馆张鎮琰副会长标得“四季平安灯”，廖 明雄先生标得纯银

最高荣誉标“一本万利灯”，第十三潮州会馆高永年副会长标得纯银最高荣誉标“天官赐福

灯”，第十三潮州会馆林国雄秘书长标得纯银最高荣誉 标“心想事成灯”，亚美食品批发公司标

得纯银最高荣誉标“关圣赐福灯”，第十三潮州会馆潘真雲副会长标得纯银最高荣誉标“合境平

安灯”，许振城最高顾问还 赢得“星级最高荣誉奖”，表彰其为美国德州潮州会本头庙所做出的

重大贡献，奖牌上写着“为善最荣，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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