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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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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德州休斯顿百利大道 15152 号，邮编 77072 

(15152 Bellaire Blve., Houston, TX 77072) 

联系电话是：281-498-6611 281-498-6238 

网址是：www.phoenixseafoodrestaurant.com 
 

世界名人网录音广告：http://www.famehall.com/ad/story/20070806101300.shtml 



Grand Opening 
 
世界名人网讯 二〇〇五年四月三日，美国中文电视台(ChineseTV.us)对凤凰海鲜大酒家进行了独家

专访。下面是录影实况 

 
http://www.famehall.com/tv/story/20050406143449.shtml 

鳳凰海鮮大酒家 

地址：休斯顿百利大道  

座位：近两千 

菜系：粤菜、南北菜系、海鲜类 

鳳凰海鮮大酒家請人 
 
即將開張之鳳凰鮮大酒家,誠請炒鍋,BUS-BOY,傳菜,帶位,另聘請文員及企檯,需英語流利. 
意者請電:281-498-6611 或 281-498-6231  
 

 
 

 

 



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更改地點啟示 

作者：特约记者撰稿          录入于 August 07, 2005 at 08:41:08: 

籌備已久的紀念大會原來計劃在中華文化中心的大禮堂舉行，但因裝修工程尚未完畢，大會主辦團體決定改在鳳凰海

鮮餐廳舉行 (Phoenix Seafood Restaurant)，地址是 15156 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 電話 281-498-6611. 過 

6 號公路再往西走，過第一個紅綠燈後，停車場即在右邊。此地有一間極大的全新大型會議室，可容納大約 1,500 人

左右。又有很好的舞台及燈光。希望大家踴 躍參加，告知你的親朋好友一同來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間是 8 月

27 日 (星期六) 晚間 7:00pm – 9:00pm. 大會將提供交通車給百齡合唱團的團員及老人協會的會員。8 月 27 日下午

5 點校車將至中華文化中心接百齡合唱團員至會場預演並用簡便晚餐，接著參加大會。6 點半交通車再回到文化中心

接其他老人協會會員或參加過抗戰的長輩們。交通車也會在晚晴公寓停站接人，請密切注意報紙。大會結束後再將大

家送回原處。如有任 何問題請電籌備組成員。李勤強 281-578-1240，李慶元 281-782-2856，申遠方 832-515-7582，

黃登陸 832-768- 4800，劉虛心 713-596-6878，呂運強 832-618-2389。 

大會主要內容有錢大經先生的主題演講，向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前輩們致敬，頒發研讀張純如書籍作文或演講優勝者紀

念獎金，兒童歌舞，連唱及大合唱抗戰歌曲等。 

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準備工作充分， 

預計將是休斯敦僑界歷來舉辦的最大的活動之一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August 24, 2005 at 12:27:32: 

 

由兩岸社團共同發起組織的"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將與本月 27 日晚間在鳳凰正宗潮粵海鮮

大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舉行﹐大會籌劃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除個別細節再行商議落

實外﹐其他一切準備就緒﹐只待一周後開幕。 

 

"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籌備組成員 8 月 20 日在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二樓 255 室舉行了最後一

次全體工作人員參加的工作會議﹐會議商討並確定了紀念大會的內容﹑程序和所有細節。工作會

結束后﹐ 籌委會立即召開新聞發佈會﹐紀念大會三位主辦人劉虛心、申遠方、李勤強分別向媒體

介紹本次會議審定的結果。 

 

劉虛心向媒體表示，紀念大會的內容包括默哀悼念儀式﹐以默哀的形式紀念自九一八事變到抗戰

勝利其間犧牲的三千多萬中國軍民，大會還將舉行頒獎為大休士頓地 區參加過抗戰的老前輩頒發

表揚狀的儀式，另一項重要的活動是頒發"張純如著作讀後感"作文競賽優勝者紀念獎金。劉虛心

還介紹說﹐大會籌委會業已邀請到錢大 經擔任主講人﹐他是江東門紀念館廣場"南京大屠殺"大型

紀念浮雕的設計者。劉虛心還特別強調﹐本次紀念大會為了方便老人協會會員和參加過抗戰的長

輩們參 加，大會籌委會將租用巴士於當天下午 6時 15 分在中華文化中心、6時 25 分在晚晴老人

公寓等兩處地點接送。 

 

李勤強介紹說﹐紀念大會現場將會陳設一個專門的臺子﹐有專人在那裡現場征集社區人士在一封

致國會議員的信件上簽名﹐該信的主旨是﹐鑒于日本政府始終不肯承 認當年的戰爭罪行﹐我們堅

決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會。李勤強還透露說﹐大會結束後﹐僑界人士還將在 12 月

13 日舉行"抵制日貨日"活動﹐這個 活動的經濟效益不會很高 ﹐只是以此行動作政治和社會的呼

籲。另外﹐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系列紀念活動的圖片展活動仍在繼續進行﹐我們將推動展覽進入休

市各圖書館﹐通過這次兩岸僑界共 同舉辦活動﹐我們希望大家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研討座談活



動﹐建立通訊錄﹐同時考慮為本次收集的抗戰紀念品和文物尋找一個相對合適的存放地點﹐總之

﹐反對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紀念歷史是一項長期的工作。 

 

申遠方隨後表示﹐紀念抗戰勝利是全社區的活動﹐也是全世界華人紀念活動的組成部份﹐為的是

牢記歷史﹐防止悲劇重演﹐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今年的抗戰 勝利系列紀念活動中﹐27 日

的紀念大會將是活動的高潮。此外﹐東北同鄉會還將在 918 當天舉辦專題研討會。就本次大會的

表演內容﹐申遠方說﹐本次紀念大會 有節目表演，主題是抗戰時期歌曲。內容包括由中華老人協

會百齡合唱團演唱「歌八百壯士」、「保衛黃河」、「中國一定強」。華夏中文學校的 60 多名學

生演唱 聶爾的著名作品「賣報歌」，由明湖合唱團演唱「天倫」、「長城謠」，另有僑界人士連

唱抗戰歌曲。目前各演出單位正在加緊排練。 

 

8 月 27 日（週六）晚 7時至 9時舉行的"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最初議定在中華文化中心舉

行，但考慮到服務中心的會場裝修問題而改在鳳凰海鮮餐廳 （15156 Bellaire Blvd.）舉行。這

一改變使人們對紀念大會入場券上印有的"免費"字樣產生聯想﹐有記者提問﹐免費的意思是否包

含組籌委會為所有參加者提供免費晚餐。李 勤強等三位人士一致給予了否定的答復。李勤強解釋

說，希望僑社人士不要因為活動在餐廳舉行就想到免費晚餐。由於本次大會所有經費都是從各界

募捐而來的，作 為主辦方﹐我們不可能用大家捐來的錢請客吃飯，事實上﹐籌備組每次開會都是

個人自掏腰包解決吃飯問題的。因此﹐紀念大會的參加者最好事先用好晚餐。當然也 可以提早到

該餐廳用餐，但須自行付費。李勤強希望僑界人士理解並體諒。說到經費問題李勤強又補充到，

本次活動完全是由兩岸僑團自發地組織在一起籌辦的，沒 有兩岸政府機構任何官方的補助，活動

經費全部是在僑社籌募﹐不過到目前為止﹐活動所募經費仍處於入不敷出的境況，不足之數將全

部由認捐人士分攤。 

 

 

 
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已經準備好大會場，足以容納一千五百人的

大廳燈火通亮，懸挂藝術品的長墻上將換上抗日圖片展的圖片。 



  
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會場 

 

 

 
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會場照片之一。 

 
 



凤凰海鲜大酒家抗战会场布置一新 

紧锣密鼓、宏大场面迎接 827 大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          录入于 August 26, 2005 at 08:54:05: 

 
当朱维正挂好了横跨六十多尺长，由侨界元老孙兆汉伯伯亲笔书写的十二个大字“抗战胜利六十周

年纪念大会”，所有场地工作组十几人在前场后场各个角度，十尺 至三百尺，都满意“抗战胜利六

十周年纪念大会”这十二个大字与整个会场的极度融合。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大礼堂在这即将来临的

58 个小时里，将名副其实地变成 休斯敦抗战大厅。 
 
上千幅正规的历史照片全挂在大会堂的四周，仿佛在诉说着历史和今天。一幕幕的历史画面正在

默悼着过去的苦难岁月，告诉着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会纠缠着过 去，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过

去。大会组委会临时决定，整个图片展从下午三时开始，为的就是能让人们能有机会仔细的阅览

这些珍贵的照片。休斯敦，正在接受着一 场洗礼。 
 
大会呼吁所有的侨胞都来参加这个盛会，过去我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我们却可

以用我们的方式给这个世界一个坚强有力的声音。 

 

 



 

 



两岸三地华侨齐聚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楼 

827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圆满结束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August 28, 2005 at 08:07:31: 

 
世界名人网快讯 由两岸三地华侨社团共同发起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于 8 月 27
日晚间在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楼举行。包括参加国对日作战的美国及华裔美军 官兵在内的各界

人士上千人参加了这一隆重的大会。刘虚心、李庆元、李勤强、申远方等分别代表组委会主持了

当晚的大会。纪念大会开始首先举行了默哀悼念仪 式，刘虚心表示，我们要以默哀的形式纪念自

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其间牺牲的三千多万中国军民。  
 
李庆元在致辞中强调，前事不忘，後事之师，日本当年敢於侵略中国，主要原因在於中国人自己

不团结。通过纪念抗战胜利，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  
 
刘虚心向来宾介绍本次大会筹委会专门邀请到的主讲人钱大经先生，他是江东门纪念馆广场"南京

大屠杀"大型纪念浮雕的设计者。钱大经在听众席左侧，边放幻灯片，边向与会人士讲解"南京大

屠杀"大型纪念浮雕的设计过程，其中也展示了已故作家张纯如写给他写的留言。 

 

接下来，大会举行了当晚最引人瞩目的活动----为大休士顿地区参加过抗战的老前辈颁发表扬状

的仪式。当几十位老兵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走上领奖台时， 会场全体人士以掌声表达敬意。

冯润春先生代表组委会为老兵们一一颁奖，而後马宗俊老人代表老兵们致辞。 

 

 
抗战老兵接受致敬并受奖，马宗俊老人代表老兵们致辞。  

 

"张纯如著作读後感"作文优胜者纪念奖金颁发仪式是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半时的另一

项重要活动。主持这一征文活动的黄登陆介绍说，此次征文活动 经专家们的评选合议，最终产生

了许雅婷、陈慧婷、武鹏、林上虹、王欣五位获奖者。每位优胜者得奖金 500 元。奖金捐献人中

有一位是张纯如的亲戚。颁奖後， 许雅婷、陈慧婷、武鹏、林上虹先後发表了读书感想的演讲。 

 



李勤强在上半时的总结发言中说，我祖籍河南所以我是河南人，生于重庆，所以我又是四川人，

长在台湾，我又是台湾人，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今天在这里纪念抗 战胜利，但我内心里却没有

胜利的喜悦，因为战败国日本至今还不承认战争罪行，还在钓鱼岛争领土、在领海上争石油，在

台湾沿海争渔权，这一切说明了日本军国 主义再次复活。在此次纪念筹备过程中，我们也讨论了

几项计划，一是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纪念大会现场有一个台子，有专人在那里现场

征集社区人士 在致一封国会议员的信件上签名，该信的主旨是，鉴于日本政府始终不肯承认当年

的战争罪行，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入常。不管您是不是美国公民，只要住在议员的选 区就都可以加

入签名行列，可以跟他们说，我虽然不是您的选民，但我可以给你拉来两个选民投票，议员一定

不会拒绝。  

 

第二项计划是在大会结束後，我们呼吁侨界人士在 12 月 13 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开始的日子，

举行"抵制日货日"活动，我们也希望这个行动 可以在全美国各地得到响应，将来在七月七日，9-

18 日也进行。这个活动的经济效益不会很高，只是以此行动作政治和社会的呼吁。第三项计划是

永久性成立张 纯如奖学金，鼓励下一代认识历史。第四项是我们将继续进行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系

列纪念活动的图片展活动，将它进入休市各图书馆，侨界人士愿意帮助联系展览 的，我们一概欢

迎和支持。李勤强的发言，其间多次被叫好打断。发言结束後亦博得现场一片掌声。 纪念大会下

半时的活动是是抗战时期歌曲等节目演出。内容包括由中华老人协会百龄合唱团演唱「歌八百壮

士」、「保卫黄河」、「中国一定强」。华夏中文学校的 60 多名学生演唱聂尔的著名作品「卖报

歌」，由明湖合唱团演唱「天伦」、「长城谣」，另有侨界人士连唱抗战歌曲。 由两岸社团共同

发起组织的"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大会"筹划自去年冬季，是迄今为止两岸侨社联合举办的最

高规格的纪念活动。27 日的纪念大会後，东北 同乡会还将在 918 当天举办专题研讨会。  

 

 
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楼东主许振城和华夏学人协会会长胡军 



 

 



 

休斯顿侨学商界欢送胡业顺总领事夫妇毕刚副总领事 

凤凰大酒家各界名流极尽礼数现依依惜别情怀（112 图）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September 14, 2005 at 19:57:37: 

 
世界名人网图片新闻 
2005 年 9 月 12 日，全休斯顿侨学商界欢送胡业顺总领事夫妇毕刚副总领事在位于百利大道西边的

凤凰大酒家隆重举行。侨界各界名流，商界大老，学界精英近千人齐集一堂，极尽礼数，依依惜

别情怀毕现。为历年侨界送别之叹为观止。 
 
华人社区近年来蓬勃发展，在任三年的胡总领事毕副总适逢其时，经历了侨社的发展和壮大。各

社团侨领纷纷上台发言，使得本来预备三个小时的宴会，延长到了几近半夜。送别场面也是感人

至深。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拍摄的这组一百一十二张照片给这个晚宴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纪念。 
 

 



 
 

 
 



龍霸天下－－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休士頓鳳凰海鮮大酒樓舉行表演大型中國武術  
作者：世界名人网          录入于 October 09, 2005 at 09:43:00: 

 
世界名人网讯 為了熱烈慶祝「休士頓少林寺釋德山日」一周年，休士頓少林寺特邀世界龍之隊－

－北京武術隊做大型武術專場匯演。 
 
此次匯演團隊陣容強大，武藝超群，高手雲集。「北京武術隊」為中國武術冠軍的搖籃，產生了

李連杰、吳京等著名武打國際巨星，據世界名人网了解到：此次「北 京武術隊」共來了十九位高

手，包括三位教練（領隊）及十六隊員，他們有三位是「世界冠軍」的資格，在長達一個半小時

的演出中，這些代表將表演長拳，以及他 們榮獲世界冠軍的最流行的競擊套路。 
 
休士頓少林寺多年來得益於北京武術隊大力支持與合作，培養了大批武術人才，囊括了多項全美

武術大賽冠軍。 
 
大型武術專場匯演 
时间：十一月十二日（周六）晚間八時至九時半 
地点：「鳳凰海鮮大酒樓」 
（有一千五百個座位，現場還可另點菜式或點心、飲料，或在此吃晚飯或宵夜。） 
 
主辦單位： 
為休士頓少林寺 
協辦單位： 
鳳凰海鮮大酒樓 
協邀單位:  
US ONCOLOGY 
DR. CAESAR TIN-U 
SIENNA/RIVER STONE DEVELOPMEMENT 
WINSTOP BEECHNUT/ WILCREST/ LEXINGTON /STAFFORD 
JACKSON LEUNG 
FAMEWELL SCHOOL 翰威文理才藝學院 
ESOON ENTERP 益順企業集團 
華夏中文學校 
GC3 SPECIALTY CHEMICALS 
 
購票地點： 
休斯頓少林寺 
鳳凰海鮮大酒家 
華夏中文學校 
翰威文理才藝學院 
WINSTP BEECHNUT/WILCREST/LEXINGTON/STAFFORD 
 
查詢電話： 
281－568－8881 
713－818－8986 

 



美國陳氏太極縂會金秋送爽 德克薩斯太極拳周 

2005 年 10 月 29 日太極講座 2005 年 10 月 30 日太極之夜大型演出餐會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October 25, 2005 at 08:05:54: 

美國陳氏太極縂會金秋送爽  

德克薩斯太極拳周  

2005 年 10 月 29 日太極講座  

2005 年 10 月 30 日太極之夜大型演出餐會 

特邀嘉賓陳正雷 

陳氏太極嫡宗傳人 

全美縂協調: 

世界太極文化發展基金會(WORLD TAICHI CULTURE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本地贊助: 

美國三瑞國際公司 (Z & ZZ INTERNATIONAL, INC.) 

國際體育舞蹈中心 (INTERNATIONAL SPORT DANCE CENTER) 

支持機構: 

德州中國貿易機構 (TEXAS CHINA TRADE MISSION) 

世界名人網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太極講座 (2005 年 10 月 29 日晚 七時至九時) 

地點: 國際陳氏太極拳推廣中心 9730 Town Park #116,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270-6797 

主講人: 陳正雷大師.  

聞名世界的陳氏太極十九世傳人陳正雷大師和他的夫人路麗麗女士從陳氏太極發源地中國河南陳傢溝遠道而來,出席

德克薩斯太極周,並將給大家主講以下精彩内容: 

1. 陳氏太極拳歷史 

2. 太極拳的國際發展趨勢 

3. 練習太極拳對身體健康的主要益處 

4. 學太極,修武德 

5. 陳氏太極的實際運用 

6. 聽衆問答釋疑 

本講座將豐富太極拳的基礎知識和高級練習技巧,適合初學者和高級練習者，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來直接學習太極大

師。 

費用：每人$40 美國陳氏太極拳總會會員優惠價 每人$35 

太極之夜大型演出餐會 (2005 年 10 月 30 日晚七時至十二時) 

地點：鳳凰海鮮大酒家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電話: 281-498-6611 

内容：陳正雷大師陳氏太極拳表演。美國陳氏太極拳縂會程進才大師和他的弟子表演各式陳氏太極拳，兵器，女子防

身術，空手對刀，推手，内功表演，少林功夫。 

費用： 每人$30（不含晚餐），每人$45（含晚餐） 

美國陳氏太極拳總會會員優惠價 每人$25（不含晚餐）, 每人$40（含晚餐）  

請付費至: USCTF  

聯係電話: 832-724-6288, 713-557-0101, 832-659-8528 



太极之夜海报 
作者：程进才       录入于 October 29, 2005 at  8:33:37: 

 
 



侨社领袖为李远全侨务参赞送行 
作者：世界名人网主编 遴璘特稿          录入于 November 01, 2005 at 06:22:12: 

10 月 30 日，休斯顿侨社一百多侨领和企业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为即将离任的休斯敦总领事馆侨务

组李远全参赞送行。李参赞的工作将由侨务组周鼎接任。 
 
李远全参赞在休斯敦总领事馆工作了五年零八个月，他的工作作风沉稳，有条不紊，事必亲恭，

使得休斯顿侨社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舍不得他。中国人活动中心杨 俊理事长还记得他光是中国

人活动中心就去了 89 次，现在中国人活动中心新址已经屹立在休斯敦的土地上。休斯顿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许华章回忆在促进和平统一 促进会的诸此活动中，都得到了李组长的亲切支持。国庆

升旗主席申远方也回忆今年的升旗仪式前，李组长多次亲临活动中心参加会议，给出了重要的方

向和指南， 使得今年的升旗活动风和日丽，影响深远。其他各社团的领袖和休斯敦侨社艺术家王

绮老师，中国人活动中心名誉理事长李允晨女士，全美山东同乡总会会长李莉 颖，亚美研究中心

主任邹亚利教授都分纷纷上台畅谈感想。最后送行会结束后，李远全参赞还率领众侨领观看了正

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办的太极之夜。 

 
李远全参赞与中国人活动中心理事们依依不舍，合影留恋。 

 

 



武术是不分国籍的——德克萨斯太极之夜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赖真真          录入于 November 01, 2005 at 13:35:26: 

 
2005 年 10 月 30 日, “德克萨斯太极之夜” 在美丽的凤凰酒店拉开了帏幕。来自中国河南陈家沟的陈

氏太极拳传人陈正雷大师和来自美国陈氏太极拳总会的程进才大师及其弟子们，五湖四海的宾客

齐聚一堂, 共享这难得的庆典. 
 
晚会在一曲夕阳萧鼓声中开始, 陈氏太极拳的弟子们身着白衣, 宛如一个个精灵, 在委婉质朴的旋律

下，有一种“月上东山” “风回曲水”的意境。流畅的动作,潇洒的身形让人如见江风习习，花草摇

曳，水中倒影，层迭恍惚. 在场观众无不沉浸在中华艺术的魅力中。而陈正雷大师的陈氏太极单刀

和陈氏太极单剑却让人领略了太极功夫的另一番境界和韵味。陈氏太极单刀，套路短小精悍， 势
势用法逼真，刀随身形，体现了陈氏太极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快慢相间的特点。陈

氏太极单剑结合太极舒展大方的身法，灵活稳健的步伐, 整套剑法忽刚忽柔，忽隐忽现，犹如一条

蛟龙，运动如行云流水，发劲如金狮抖毛，瞬息万变。在座来宾无不折服。程进才大师的外籍学

生表演的套路和各种太极刀 术剑术，休斯敦行颖少林武术中心和行浩少林功夫学院带来的少林武

术表演, 更是锦上添花, 让来宾可以在同一时间体会到中国功夫的博大精深。 
 
武术是不分国籍的。她好似一条纽带联系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晚会不但吸引了众多太

极功夫的爱好者和学习者，更是让许多外国朋友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太极是属于世界的, 愿太极

这朵东方的艺术奇葩成为传递友谊的使者联接着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华锦洲致辞，德州州长办公室经济发展旅游部亚太地区主任沈健生致辞 

休斯敦总领事馆总领事华锦洲（左三），副总领事房利（右二），德州州长办公室经济发展旅游部亚太地区主任沈健

生（左二），美国三瑞国际公司总裁王福生（右 一），专程来到演出大厅欣赏由陈氏太极拳传人陈正雷大师（右

三），美国全国陈氏太极拳总会程进才会长（左二）联合举办的太极之夜。 



 
太极之夜 

 
美国全国陈氏太极拳总会会长程进才给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成先颁发顾问证书 



世界太極文化發展基金會推出——太極之夜大型演出餐會 
作者：记者郭葳          录入于 November 02, 2005 at 09:18:16: 

 

休斯敦总领事馆华锦洲总领事、房利副总领事、德州州长办公室经济和旅游发展部亚太地区沈健

生主任，美国三瑞国际公司王福生总裁，一同出席由来自中国陈家沟的陈正雷大师和在美国的美

国陈氏太极总会会长程进才大师主持的大型演出餐会——“太极之夜” 

 

  由世界太極文化發展基金會為總協調舉辦的"美國陳氏太極總會德克薩斯太極拳周"活動，繼

10 月 29 日晚舉辦太極講座後，10 月 30 日晚又在鳳凰海鮮大酒家 推出"太極之夜大型演出餐會

"。 

 

  晚會在一曲夕陽蕭鼓聲中開始。特邀嘉賓---陳氏太極嫡宗傳人陳正雷大師為與會者作了精彩

的表演。其陳氏太极單刀和陳氏太极單劍讓人領略到另一番太极 功夫的境界。美國陳氏太極拳總

會程進才大師和弟子們也做了各式陳氏太極拳、兵器、女子防身術、空手對刀、推手及內功、少

林功夫的表演。此外，程進才大師的 外籍學生表演的套路和各种太极刀術劍術，休士頓行穎少林

武術中心和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帶來的少林武術表演，也讓來賓飽覽了中國功夫的博大精深。 

 

  太极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鮮明的民族特色、濃厚的文化底蘊、辨證的養生

之道和超然的運動心態，都決定了它不僅有利于人們的軀体健康，更有利于人們的心理健康。太

极拳對心理健康的作用主要体現為太极拳的兩大功能：修心養性、盡性知天。 

 

  太极拳的哲理化和人倫化，把道家"道法自然"的辨證思想与儒家"中庸之道"的處世哲學有机

的融為一体，使之超越了通常意義的攻防技擊之術和強身健体之 法，而成為一种修身、養性、盡

性、知天、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本和入世之道。演練太极拳也只有進入到盡性知天的層

次，太极拳的演練才會具有"太极" 的韻味，才是名副其實的"太极"拳。因而，太极拳的每一次演

練，練習者都必須力求人生的自我感悟、人性的自我淨化、人格的自我完善和內心的自我更新。 

 

  陳氏太極拳由陳王廷創編，之後，此拳成為河南溫縣陳家溝陳氏家族的"獨得之秘"，陳姓老

幼婦孺習拳之風，世代相傳，經久不衰，且名手輩出。傳至陳氏十 四世陳長興，他敢于打破"門

戶之見"，將陳家"獨得之秘"傳于外姓人楊露蟬，并与同輩份陳有本的共同努力，使太极拳逐步走

出陳家溝，為世人所認識。 

 

  陳長興之后的一百多年間，是太极拳各流派形成時期，也是太极拳震惊武林時期。同時，太

极拳的理論研究也登上了新的高峰，其中陳鑫的《陳氏太极拳圖說》 在陳氏歷代名哲苦心研究的

成果的基礎上，用一生的心血和結晶，對陳氏太极拳作了最系統全面的總結，為太极拳的進一步

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 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太极拳成了深受群眾

喜愛，普及率最高的群眾健身項目。國際太极拳交流活動也日益頻繁，太极拳在世界許多國家都

擁有了大批 的愛好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太极拳已從過去單純以技擊為主的拳術，逐步發展走向融技擊、健身、養

性、娛樂為主要功能的運動項目。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太极拳也將 要接受新的實踐，在新的世

紀太极拳的健身、防身、修身、養性、娛樂等功能將進一步得到擴展加強，以适應和滿足不同層

次人的要求，為人類的健康事業服務。 

 



10 月 30 日 太极之夜照片一组(21 张) 
作者：杨秉礼提供          录入于 November 06, 2005 at 09:27:20: 

 

 



德克薩斯太極周太極之夜 太極少林同台首次大型匯演圓滿成功 
作者：程进才          录入于 November 02, 2005 at 15:23:58: 

 

十月三十號晚，由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會程進才會長領導主辦，世界名人網及國際舞蹈中心協

辦的首屆德克薩斯太極拳太極之夜在鳳凰海鮮大酒家，太極少林首次大型匯演獲得圓滿成功。 

 

德克薩斯州政府亞太地區主任沈健生代表州政府專程前來致詞，他說：“尊敬的程進才大師，尊

敬的華錦州總領事，房利副總領事，和趙領事，尊敬的王福生先生和 楊秉禮先生，我代表德克薩

斯州政府，德克薩斯亞太地區辦公室，也代表我個人和太極拳的愛好者，歡迎“中國當代十大武

術名師”陳正雷以及他的夫人路麗麗女士 的到來。德州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地方，隨著中國的

影響日益擴大，中國和德州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美國人剛開始是對中國感興趣，吃中國飯，看

中國電影，更 高級的就是學太極拳這樣的功夫。今天我很高興看到這麽多大師在此表演，休斯敦

由於在程進才大師的努力下，使陳式太極文化閃閃發光，陳式太極大師陳正雷的到 來更是錦上添

花，今天還有少林師傅釋行浩、釋行穎和眾弟子的精彩表演，少林太極不僅是中國人的財富，也

是世界人民的財富和休斯敦人民的財富”。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事華錦洲在講話中說，“今天我很

高興借此機會前來觀摩。武術是中國的一大瑰寶，使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有識之士將中國文化在

美國發揚光大，我非常感謝 他們將中國武術、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美國發揚光大” 。休斯敦華人

社團各僑領也均莅临現场。 

 

演出規格高，陣容龐大，衆多全國和國際冠軍雲集表演現場 

 

當程進才會長宣佈德克薩斯太極周太極之夜演出正式開始時，鑼鼓齊鳴，雄獅騰舞，休斯敦少林

功夫學院釋行浩的獅子隊拉開了序幕。在燈光和鑼鼓聲的配合下，他 們舞出了“雄獅出洞”“母

子相親”“三獅戯珠”並熟練協調舞獅子坐立、搔首、朝拜、翻滾和各種各樣的的動作和神態，

引人入勝，拍案叫絕。 

 

鳳凰海鮮大酒店的舞臺上，衆多全國和國際冠軍高手，各展本領，大顯身手。尤其是專程從中國

趕來的“中國當代十大武術名師”陳正雷和享譽全美的美國全國陳式 太極拳總會會長程進才，兩

位十九代大師同台表演，精湛絕技，可謂難遇之武緣，是武壇一大盛事，是陳式太极拳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少林太極衆多高手同台演出更 是在休斯敦開闢了新紀元。陳正雷大師表演的太極單刀

和太極單劍，太極拳一二路合練，連綿不絕，靈活穩健，松活彈抖，招招引人入勝。尤其在練刀

時，身催刀 動，刀領身轉，劈砍撩扎，更使仰慕太極拳的愛好者大飽眼福，嘆爲觀止。 

 

程進才大師和眾冠軍的推手，將太極拳防身自衛表演得淋漓盡致，粘連粘隨，引進落空，勢如游

龍，威風凜凜，使對方觸之便倒，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騰閃折空,摔 的對方心服口服，使觀衆看

得眼花繚亂，讓人對程大師刮目相看，當十幾個大漢排成一字形，推程進才大師時，將匯演推向

高潮，功底深厚的程進才大師氣沉丹田， 運用陳氏太極拳的内功，任憑十幾個大漢用盡全力也絲

毫推拉不動，讓人不可思議陳式太極内功的巨大威力。觀衆通過觀看更加了解陳式太極拳不僅是

健身的拳，也 是戰鬥的拳和防身的拳。還有 Helen 李和 Jason Hunt ,Stovall Jeff 三人表演的

女子防身術獲得觀衆的陣陣掌聲。Jason Hunt 在 2004 年曾獲得在中國鄭州舉辦的國際武錦術賽的

國際太極拳冠軍。Helen 李曾兩次獲得全國冠軍，她表演的女子防身術，是程進才大師根據休斯 

敦發生過的實際案例，教她們的防強盜搶奪女子皮包的防身術和空手奪匕首的女子防身技術。他

們的表演的有反制一個強盜奪皮包，也有反制多個強盜奪皮包的防身 術，她們表演堪稱一絕，使

觀衆心曠神怡。Blue 的太極槍和太極雙刀的表演技藝熟練，功夫高超。他曾連續五年獲得全國武



術錦標賽的太極拳,推手，刀，槍， 劍，等項目的冠軍。也曾在 2002 年中國焦作國際太極拳比賽

上獲得冠軍。還有多次在全國獲得冠軍的 James Lu, Alex Wong, Winnie Wong, Diego ,Danny Ng, 

Roger Hao,都在這次德克薩斯太極周太極之夜上做了精彩的表演，少林方面的有：行穎少林武術

中心，少林功夫學院的釋行浩和釋行穎兩位師傅的徒弟們表演，釋行穎 師傅和釋行浩師傅他們兩

人都曾在 1994 年中國全國少林武術晉標賽中獲得刀，槍，劍，棍的冠軍，行穎師傅並享有“美猴

王”的稱號，兩位師傅都在現今少林寺 功夫教學影帶中有剪影，他們的弟子也多次在全國大賽中

獲得冠軍。 

 

這次德克薩斯太極周太極之夜的解説員楊秉禮和翻譯 Linda 楊，更是專業水平，楊秉禮在中國

70-80 年代就是中國武術大型比賽上的專業解説員，Linda 楊是中國教會的專業翻譯，這次盛會真

可謂是高規格的，歷史性的巨大盛會。 

 
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就座的是，左起：顾洁娜，王福生总裁，房利副总领事，程进才会长，华锦洲总领事，陈正

雷大师夫妇，沈健生主任 

 

 

 



濮存昕、宋丹丹、梁冠华、杨立新等大腕明星 11 月 7 日抵达休斯顿 
老舍话剧《茶馆》将在 11 月 12、13 日在休斯顿连演两场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05, 2005 at 05:47:47: 

 

大腕云集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剧组一行 65 人，将于 11 月 7 日抵达休斯顿，能在美国

本土看到由当今中国著名影视明星组成的豪华阵容，观赏中国著名 文学家老舍的巅峰之作—话剧

《茶馆》，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休斯顿的华人同胞奔走相告，订票电话接连不断，由于

本次演出票全部预先确定座位，请希望 观看演出的人士及早订票。 

 

据《茶馆》组委会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茶馆》剧组的全班人马将在 11 月 7 日抵达休斯顿，11 月

8 日将观看休斯顿火箭队的比赛。在休斯顿的行程主要包括三项 主要活动，最重要的是在 11 月

12、13 日的话剧表演，另外为了满足广大戏迷要和明星亲密接触的迫切愿望，《茶馆》组委会特

意组织了明星见面酒会，11 月 11 日晚 6：30 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濮存昕、宋丹丹、梁冠

华、杨立新等大腕将全部到场，所有参加者都可以和平日难得一见的明星交谈和照相。 

 

以下是话剧《茶馆》系列活动的时间、地点和购票方法： 

 

《茶馆》剧组欢迎酒会： 

时间：11 月 11 日周五 晚上 6：30  

地点：凤凰海鲜大酒家 

票价：$35 

 

《茶馆》正式演出： 

时间：11 月 12 日周六和 11 月 13 日周日 晚上 7：00 

地点：Stafford Center，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 77477 

票价：周六 $100, $80, $60, $40， 周日 $95、$75、$55 和$35。 

购满 20 张可打 9 折。  

 

购票地点： 

中国人活动中心  

電話：713-772-1133 或 281-989-3066。 

 

腾龙教育学院 

电话：281-242-0989 

也可赴設於以下地点的的售票点購買: 王朝书局、长城书店、中华文化中心。 

 

 

 

 

 

 

 



茶馆在休斯敦——茶馆剧组十一日凤凰海鲜大酒家晚宴照片一组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18, 2005 at 02:51:14: 

 

 



 

 



名人俱乐部活动预告：往日时光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29, 2005 at 07:20:29: 

 

白金三角演出组：吴大轸（黑管）、顾洁娜（钢琴）、周鸿儒（手鼓） 

时间：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９日晚 ７：００-９：００ 

地点：休斯敦凤凰海鲜大酒家 Ball Room（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入场：１０元（学生和老人５元） 

 

健康生活，休闲生活，品味生活—— 

 

往日时光系列陪伴您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很多的感慨，很多的怀念，漫天的劳乏下，终于可以在

这平静的港湾稍加憩息。友情更珍贵，笑容万古存！名人俱乐部白金 三角演出组匠心独运，横空

出世，爵士乐演奏传统曲目，在那遥远的地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色娘子军，游击队歌，西

班牙女郎。。。充满艺术氛围的地方，遭 遇知己，快意人生！ 

 

吴大轸：１９５６年进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国芭蕾舞剧院首席黑管。１９７２年

尼克松访华时曾为其演出黑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音乐系，莱斯大学音乐系。 

 

顾洁娜：６岁始修钢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现就读莱斯大学作曲系 

 

周鸿儒：旅美画家。 

 



凤凰海鲜大酒家品味人生往日时光 

名人白金三角组相聚回响艺术殿堂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December 01, 2005 at 07:12:29: 

 

世界名人网快讯 特别的日子有特别的你，刚刚来到休斯敦不到半年的郭柯在莱斯大学作曲系顾洁娜钢琴伴

奏下朗诵的一首汪国真的诗歌《能够认识你，真好》给名人俱乐部往日时光白金三角组的特别聚会画下了

句号。 

 

“不知多少次 暗中祈告 只为了心中的梦 不再飘眇 

 有一天我们真的相遇了 万千欣喜 竟什么也说不出 只用微笑说了一句 能够认识你，真好” 

 

2005 年 11 月 29 日周二晚对休斯顿来说是一个不起眼的日子，但是鳳凰海鮮大酒樓（15156 Bellaire 

Blvd）里却是黑管悠扬，钢琴声清脆，著名艺术家吴大轸用黑管吹响的的一曲乌苏里江船歌拉开了名人俱

乐部活动的序幕，别出心裁的歌曲似乎在找寻着艺术家 身上最易动感的神经，没有人说话，暗影中，时间

和空间都回复到了它原来就应该有的形状，充满弹性和张力，却又轻松自如的乐曲声把一切似曾熟悉，但

却陌生的 灵魂从忙忙碌碌的各个角落拉到了一起。 

 

著名慈善家、艺术教育家王绮老师命名名人俱乐部为兰亭集，勾起了她在华盛顿和休斯顿多年前与众多海

外艺术届前辈知音一起品赏绘画，知己相聚的往日时光。政 法学者、世界名人网特约时事评论周子勤博士

觉得名人俱乐部更应该叫竹叶集，高风亮节，毁誉无心，自有一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的包容，他在介绍

梅兰芳的京剧 艺术和典故时使人回到了时光隧道的从前；以“种瓜得瓜”作品刚刚获得中国文化部诗书画

印作品大赛优秀大奖的八十六岁的著名艺术家慈善家萧纪书萧伯伯以梅花 为品格，在自己的雅室“书梅

堂”里创作了“种瓜得瓜”西瓜系列，这次来到凤凰海鲜大酒家名人俱乐部聚会，初识许振成先生就答应

把自己的成名作“种瓜得瓜” 悬挂在展示大厅。著名国画家周鸿儒先生不仅是手鼓一绝，客串主持也是声

情并茂，有声有色，著名油画家潘全海先生，著名超写实画家张耀武先生，著名摄影师小 儿科医生蔡保罗

先生，陈式太极十九世传人程进才大师，气功甩手大师王福山先生，国际体育舞蹈中心原英国皇家金牌教

练杨秉礼老师，美中商会会长吴君亮先生， 世界名人网董事长王筠女士，美鲜蔬菜公司负责人秦晓雪女

士，SigMax 总裁赵海英女士，李绍瑾女士，周丽雅女士，摩根斯坦利金融专员宋汀女士， ICUFrame.com

负责人王明伟先生，莱斯大学舞蹈队赖真真、顾洁娜，华夏学人协会名誉会长杨旭伦先生，休斯敦联合校

友会会长乔凤祥先生，华夏中文 学校家长会会长、瑜伽老师张爱华女士，同济校友会会长王俊先生，德州

南方大学校友会会长陶昆先生，北大校友会副会长张驰先生，德州南方大学张文洛先生，侨 界老前辈徐克

义先生等都出席了今晚的聚会。 

 

以健康生活，休闲生活，品味生活为号召的往日时光系列将陪伴您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很多的感慨，很多

的怀念，漫天的劳乏下，终于可以在这平静的港湾稍加憩息 了。友情更珍贵，笑容万古存！名人俱乐部白

金三角演出组匠心独运，横空出世，爵士乐演奏传统曲目，不仅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红色娘子军， 游击队歌，西班牙女郎……还有德沃夏克的小夜曲，劳伦斯的圆舞曲，充满艺术氛围的地

方，遭遇知己，快意人生！ 

 

名人白金三角组合是由吴大轸、顾洁娜和周鸿儒组成。吴大轸１９５６年进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

成为中国芭蕾舞剧院首席黑管。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时曾 为其演出黑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音乐系，莱

斯大学音乐系。顾洁娜６岁始修钢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现就读莱斯大学作曲系。周鸿儒是旅美画家。

自从闪亮登场 以来，给休斯敦的夜空镶嵌上一颗耀眼的的夜明珠。本周五在凤凰海鲜大酒家的感恩节休斯

敦慰问路州灾民活动，白金三角组合还将登场为爵士乐的乡亲助演一曲， 届时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将会追

踪报道这一空前的盛况。 

 

以下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现场录像精彩片断，供不能亲临现场的网友们分享。 



往日的時光——白金三角的藝術 party 令人神游暇想 
作者：記者許阳          录入于 December 04, 2005 at 19:40:15: 

一石激起千層浪， 往日的時光白金三角 party 令與会者品味了人生的醇酒,揭開了休斯頓名人俱樂部活动

的第一樂章. 

 

2005 年 11 月 29 日周二晚是鳳凰海鮮大酒樓（15156 Bellaire Blvd）高雅华麗的舞廳里,黑管悠扬，钢琴

声清脆，著名艺术家吴大轸用黑管吹奏的的一曲乌苏里江船歌,美麗的杭卅靑年作曲博士研究生顧洁娜小姐

的钢琴合 奏拉开了名人俱乐部之夜活动的序幕，吴大軫用現代爵士音樂演奏的南泥灣,洪湖水浪打浪，牽

动了在場每个人的心弦,此時臺下靜无声,時光倒流,乾坤轉移,一 切又回复到了青年時代,激情的歲月。珠

联璧合的演奏，充满弹性和张力，却又轻松自如的乐曲声令人神往,往日美好的時光,品味人生的醇酒甘泉,

使人神駛天地 之间,心曠神怡,浮想翩翩,使人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混為一體.美国大峽谷长卷画作者旅美名

画家周鴻儒主持晚会,妙語如珠的介紹,熱情的相邀,穿針引線,請 許多與会名人参與其中.吹彈唱舞,各顯其

能,著名藝術大王(推廣銷售油画市場遍及全美)美中商会会长吳君亮憶及靑年時代、蕩舟于四川家鄉湖中情

景,并引亢 唱了紅灯紀京劇的一段,政治学博士周子勤介紹中国国劇京戲掌故,令人緬怀北马南麒,一代大師

梅蘭芳的不朽藝術,河南同鄉会秦晓雪小姐高亢激越的河南豫劇, 把人帶到黄河边,中原大地。 

 

郭柯在鋼琴声中朗誦：《認識你,真好》,只為了心中的梦,不再飄渺,能夠認識你,真好。 

 

著名慈善艺术家、艺术教育工作家王绮老师命名名人俱乐部为兰亭集，她憶及她多年前与众多海外艺术届

前辈知音一起品赏绘画，知己相聚的往日时光。政法学者、 世界名人网特约时事评论周子勤博士觉得名人

俱乐部命名竹叶集，高风亮节，毁誉无心，自有一种虚怀若谷、有容乃大的包容；以“种瓜得瓜”作品获

得中国文化部 诗书画印作品大赛优秀大奖的八十六岁的著名艺术家慈善家萧纪书参加名人俱乐部聚会，把

自己的成名作“种瓜得瓜”悬挂在展示大厅。著名国画家周鸿儒先生，著 名油画家潘全海先生，著名超写

实画家张耀武先生，著名摄影师小儿科医生蔡保罗先生，陈式太极十九世传人程进才大师，气功甩手大师

王福山先生，国际体育舞蹈 中心总教练杨秉礼老师，美中商会会长吴君亮先生，世界名人网董事长王筠女

士，美鲜蔬菜公司负责人秦晓雪女士，SigMax 总裁赵海英女士，李绍瑾女士，摩 根斯坦利金融专员宋汀

女士，ICUFrame.com 负责人王明伟先生，莱斯大学舞蹈队赖真真、顾洁娜，华夏学人协会名誉会长杨旭伦

先生，休斯敦联合校友 会会长乔凤祥先生，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会长、瑜伽老师张爱华女士，同济校友会

会长王峻先生，德州南方大学校友会会长陶昆先生，北大校友会副会长张驰先生， 德州南方大学张文洛先

生，侨界老前辈徐克义先生等都出席了今晚的聚会。 

 

以健康生活，休闲生活，品味生活为号召的往日时光系列将陪伴您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很多的感慨，很多

的怀念，漫天的劳乏下，终于可以在这平静的港湾稍加憩息 了。友情更珍贵，笑容万古存！名人俱乐部白

金三角演出组匠心独运，横空出世，爵士乐演奏传统曲目，不仅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红色娘子军， 游击队歌，西班牙女郎……还有德沃夏克的小夜曲，劳伦斯的圆舞曲，充满艺术氛围的地

方，遭遇知己，快意人生！ 

 

名人白金三角组合是由吴大轸、顾洁娜和周鸿儒组成。吴大轸１

９５６年进入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国芭蕾舞剧院首

席黑管。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时曾 为其演出黑管。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音乐系，莱斯大学音乐系。顾洁娜６岁始修钢琴。上海音

乐学院附中，现就读莱斯大学作曲系。周鸿儒是旅美画家。自从

闪亮登场 以来，给休斯敦的夜空镶嵌上一颗耀眼的的夜明珠。本

周五在凤凰海鲜大酒家的感恩节休斯敦慰问路州灾民活动，白金

三角组合还将登场为爵士乐的乡亲助演一曲， 届时世界名人网特

约记者将会追踪报道这一空前的盛况。 
    



名人俱乐部白金三角组受邀为飓风灾民义演 

首登主流晚会星光瞩目受到热烈欢迎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December 06, 2005 at 04:26:27: 

世界名人网讯 十二月二日是休斯敦亚裔飓风基金会为新奥尔良灾民举办感恩节的日子，市议员关

振鹏、州议员武休伯以及休斯敦亚裔社团领袖，各赞助商家都云集在凤凰海鲜大酒楼。经过联

系，名人俱乐部白金三角组受特邀前往演奏两支乐曲：乌苏里船歌和德沃夏克小夜曲。 
 
以下是实况录相片段和照片一组 

 



 

 



 

 



 

 



 

 



 

 



迟黎明演唱会圆满画上休止符 

世界名人网宴请世界级歌唱家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December 21, 2005 at 09:53:24: 

 
世界名人网快讯 十九日中午，世界名人网主编遴璘先生假休斯敦著名的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

贵宾厅宴请来自中国的世界级歌唱家迟黎明先生。北美艺术家基金会钱护壮教授，莱 斯大学中美

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戴天红博士，著名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北大校友会副会长张驰博士，华夏

中文学校家长会会会长张爱华女士，莱斯大学李水晶、张 蓉应邀作陪。 
 
世界名人网对这次的迟黎明访问休斯敦的演出给于了特别的关注。遴璘先生和迟黎明先生都是来

自合肥一中，他们自豪地谈起校友中的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博士，回忆起合肥一

中的校门外的“一人巷”，回忆起校园后面的西山公园。迟黎明先生和遴璘先生都感慨由于这么多

年的事业奔忙，都是十几年没有回过一 趟家，即便回去也只有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对家乡的变化

和母校的变化一无所知。迟黎明先生是一九七七年进入合肥一中读高中的，比一九八〇年进入合

肥一中的的 遴璘先生高三个年级。迟黎明先生毕业之后进入了安徽艺校，后来进入了上海音乐学

院进修声乐，遴璘先生合肥一中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后来来美国之后

改修计算机科学，一九九九年创办了世界名人网。遴璘先生在合肥一中和中国科技大学时创作的

二十集青春诗集被命名“我的诗歌、我的爱情”—— 遴璘诗集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网址是

http://www.linlins.com/poem/。遴璘先生对艺术和艺术家也是无比崇拜，执著追求，世界名人

网也因此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这次在休斯敦的聚会使得两位老校友很难忘怀。遴璘先生也对

迟黎明演唱会的邀请方北美艺术家基金会钱护壮教授和莱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促进会戴天红博士

能在百忙中帮忙给于特别安排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下面是宾主在午宴后后影留念的照片一组。 

 



 

 



 

 



 

 

 



圣诞夜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歌声飞扬 

莱斯大学卡拉 OK 热身名画家周鸿儒侨领许华章应邀出席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December 27, 2005 at 00:14:17: 

 
世界名人网讯 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是身在海外的游子无比冷清的日子,莱斯大学学者学生联谊会

为新生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卡拉 OK 表演赛。结果，参加卡拉 OK 表演赛的所 有学生们均获得

了奖品。旅美画家周鸿儒先生专门为本次比赛所做的淡墨虾成为最大奖为一位新生获得，许华章

先生也为学生准备了礼品，分发给每一位到场的学 生，做到了人人有礼物，个个兴高采烈，满载

而还。 
 
历时五个小时的卡拉 OK 使得每一位学生都能尽情歌唱，晚九点之后的黄金时间，大部分莱斯大

学的新生还在世界名人网主编王福生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休斯敦 北区 FM1960 的

CypressWood 小区观赏了圣诞灯火。壮观的圣诞灯火使人暂时忘却了一年来读书和工作的忙忙碌

碌。 
 
下面是世界名人网记者在莱斯大学卡拉 OK 表演赛时拍摄的照片一组： 

 

 



一位爱国华侨的爱国情怀—— 

大休斯顿地区中国联合校友会顾问许振成先生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张爱华          录入于 December 27, 2005 at 13:34:58: 

 

这么多年以来，在侨界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常常能看见一个朴实的身影，无声无息。但侨界哪里需要帮助，

哪里需要捐赠，哪里就有他的足迹。这个无声无息的身影， 这位朴实无华的人就是我们大休斯顿联合校友

会的另一位荣誉顾问许振成先生。一位越南生越南长的休斯顿商界知名人士，爱国华侨。 

 

小时候，电影里的商人十有八九会做生意，十有八九会很有钱，十有八九把钱看得很紧。商人，从小对我

脑海的概念来讲，就是奸诈，就是狡猾。在我的脑海里，对 商人的概念大部分就成了商人都是唯利是图，

商人都是无奸不商。而这位无声无息服务侨界，朴实无华的休斯顿商界知名人士，爱国华侨许振成先生，

凤凰大酒家的 大老板，却改变了我从小对商人的概念，让我对从小就不喜欢的商人肃然起敬。 

 

这位奇特的商人许振成先生，经商的目的与众不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化去了我对商人的敌意。

他那闻名整个休斯顿，建筑庞大，宽堂明亮，人人惊叹，个 个羡慕的凤凰大酒家，不为赚钱，不为牟利而

是为侨界奉献，为侨界方便而建。在那巨大的凤凰大酒家里，小小的堂吃餐厅根本 COVER 不了那能容几千

人的两个 大型餐会厅。凤凰大酒家得让许振成先生常常拿出家里的钱贴补，而且他还常常挪用妻子店里的

钱贴补，妻子对他很有意见，觉得他傻气。可他仍然无怨无悔地常常 贴钱为侨界举办各种各样的公益活

动。 

 

凤凰大酒家里，有许多名家名画。这些名家名画不光为艺术，为欣赏，为气氛，更重要的是为侨界募捐。

走进凤凰大酒家，一眼就能望到的那幅美丽，华贵的凤凰展翅，他心甘情愿地高价买下，不光是名家名

画，更主要的是爱国画家王绮老师为庆祝中国人活动中心成立十周年捐赠而做。 

  

他常说，他没有其他爱好，就只想为中国人做点事，这贴出去的钱总比花在赌博，酗酒，泡女人身上强。

为侨界奉献，这对他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意义。他的儿女 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成就，追求。对他的凤凰

大酒家不感兴趣，等他年龄大了，RUN 不动凤凰大酒家的时候，他就把它捐赠给侨界，凤凰大酒家对侨界

举办各种各 样的公益活动很实用。 

 

人生有许多追求，有的人年轻貌美，喜欢大款，伴上大款是追求，也是快乐；有的人生活所迫，喜欢求

钱，赚到大钱是追求，也是快乐；有的人投机，喜欢取巧，中 到大奖，赢到赌钱是追求，也是快乐；有的

人消磨时光，醉生梦死，酩腥大醉，泡上女人是追求，也是快乐；有的人喜欢读书，整天醉在书海里，是

追求，也是快 乐。。。。。许振成先生求充实，求奉献，服务侨界是追求，也是快乐。每个人的人生都有

许多磨难，有许多沧桑，每个人的成就都会付出无数心血，没有人例外。 

 

我相信，许振成先生的商界巨大成就也经历过磨难和沧桑，但他却有着一种朴素的追求，有着一种朴实的

爱国情怀。他被人理解也不被人理解，但他面对亲人和朋友 的迷惑，却依然自我，从不放弃，从不退缩。

人生对个人来讲是带不来也带不去，而个人的一生对社会的奉献，在历史和人类的发展上却有着非凡的贡

献，意义重 大。所以，人人都有一生，有的人的一生却重于泰山，有的人的一生却轻于鸿毛。 

 

许振成先生高尚品格，无私爱国的情怀在于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在他的身上我感到了伟大和渺小的

真正含义。这又是一位创人间奇迹的奇人。象许振成先生那 样，追求个人的成就，不忘社会的责任和义

务，在我们大休斯顿联合校友会的无私奉献者中，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无声无息，勤勤恳恳，有了他们的

奉献，我坚信， 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许振成先生（后右）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主办以健康生活、休闲生活、品味生活为主题的名人俱乐部往日时光系列活动 

 
休斯敦市议员给许振成先生颁奖，感谢他为路州 Katrina 灾民捐款出力，义薄云天 



 
爱国华侨许振成先生（左五）最新担任大休斯敦２００６年全侨春节大联欢的共同主席，春节大联欢的全部义款将用

来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六十年》一书 

 
爱国华侨许振成先生（右）在中国国庆升旗仪式上是大休斯敦地区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 



 
王绮老师（中）为中国人活动中心十周年作金凤凰展翅图，许振成先生（右）和本文作者张爱华（左）在美丽华贵的

凤凰展翅图前合影留念 

中国人活动中心 10 周年庆祝晚宴将在凤凰海鲜大酒店举行 

欢迎社区各界朋友共襄盛举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January 26, 2006 at 11:55:23: 

 
中国人活动中心 10 周年庆祝晚宴 
2 月 11 日（周六）， 6:30 PM, 
凤凰海鲜大酒店 
Pheonix Seafood Restaurant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票价：$250/桌，  
赞助桌$500/桌， $1000/桌 
 
欢迎社区各界朋友共襄盛举 
 
联系电话：  
713－772－1133 (office)，  
713－304－5636 (Xie Zhong)， 
281－804－6358 (Jun Yang)  

 



走向成功,铸造辉煌—中国人活动中心十周年庆典圆满成功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专稿          录入于 February 13, 2006 at 09:52:50: 

世界名人网快讯 大休斯顿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中国人活动中心（Chinese Civic Center）日前于

二月十一日假凤凰海鲜大酒家举办十周年庆典。回首往事和奋斗历程，准备下一个十年的规划，

整个晚会在各方努力和配合下，获得圆满成功。 
 
十周年晚会由中心理事于晓春女士和胡少华先生主持。中国人活动中心历任理事长傅庆龙，杜

涌，李允晨，现任理事长杨俊都分别发

了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 总领事

华锦洲先生首先致辞。他赞扬了中国人

活动中心在凝聚侨团侨心，服务华人社

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美中友好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休斯顿侨领许华章，王

绮 分别发言。李步鹏先生代表荣誉董事

会成员表态全力支持以杨俊为首的理事

会的工作。会后的拍卖筹款活动也很受

捧场。王绮老师捐的字画，总领事馆和

周强分别捐 的国酒郎酒都派出了好价

钱。火箭队姚明签字的球衣也被童章茂

律师。李步鹏先生独得“乐天者寿”和
“大鹏出海，骏马奔驰”两幅由王绮老师

收藏多年的天津美术 学院院长王兰诚教

授书写的中国书法作品。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僑務﹑教育﹑文化等各組官员齐来共贺，国会议

员奧格林﹑休斯顿市长怀特也派代表送贺信到场。 
 
下面是庆典照片一组 

 



凤凰大酒家大年初一鞭炮长鸣龙舞狮舞现场直播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February 01, 2006 at 06:44:37: 

世界名人网讯 狗年的大年初一，位于百利大道１５１５６号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张灯结彩，热闹

非凡，休斯敦嵩山少林寺众位英雄好汉，休斯敦李金龙醒狮团，德州 潮州总会舞狮团，以及少林

寺舞龙队，在凤凰广场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南拳北腿齐聚，英雄好汉遭遇，各展英姿，十八般武

艺从上午 11 时一直表演到下午 5 时，此 次新春全武行活动是大休斯敦地区最大的新春庆贺活动之

一。 
 
以下是凤凰大酒家大年初一鞭炮长鸣龙舞狮舞现场直播。 
http://www.famehall.com/news/2006/2006-02-01-06-44-37.shtml 
 

2006 年元宵节园游抽奖大聚会将于正月十五日隆重举行 

2006 份免费食物和丰富的 888 份奖品将吸引众多游客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February 02, 2006 at 08:40:35: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沿循往年惯例，第三届庆元宵节幸运抽奖大聚会将于 2006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隆重举行。拥有近 7， 000 会员的中国联合校友会与《美中信

使报》共同发动和组织大休斯顿地区的各校友会、学生会和商家、组织共襄盛举，为生活在休斯

顿地区的广大校友、留学生 和侨胞，特别是刚来休斯顿不久的留学生们，提供一个庆佳节，吃元

宵，看演出，抽大奖的大聚会场所。游园会现场将有各社团、商家和组织摆设诸多摊位，为与会 
的侨学界同胞提供各种咨询和服务。 
 
据透露，主办单位共印制了 2006 张入场券，正在通过各校友会、学生会系统和有关协办赞助的单

位商家进行发放。估计届时会有愈两千人享用免费食物，并现场抽取沙发等 888 份各种奖品。本

届 庆元宵幸运抽奖大聚会的时间是：2006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上午 11：00 至下

午 5：00，举办地点为：凤凰海鲜大酒家宴会大厅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有

兴趣协办、赞助或设摊位的商家组织请致电（713）591-1199 或（832）724-6288；现场演出请致

电（832）613- 7584；志愿者请致电（713）348-3143 联络。 
[乔凤祥] 
 

2006 元宵游园会共襄盛举  

致各位休斯顿华人同胞的一封信 
作者：联合校友会会长乔凤祥          录入于 February 04, 2006 at 02:45:38: 

各位休斯顿华人同胞： 

新年好！ 

中国联合校友会将于正月十五（2 月 12 日）与《美中信使报》一道举行传统的第三届闹元宵活动。将有 2006 份免费

食物提供，888 份抽奖奖品。现场除有热闹的舞龙、舞狮及丰富的文艺演出外，还会设置上百个摊位。 

现特请您在游园现场设置一个摊位，宣传您的事业，提供适当的服务。每个摊位 6 小时仅收$30。费用极其便宜，希

勿坐失良机。 

有关的具体设摊事宜请与 Alex 联系。可电邮至：alex@zzi.net，或打电话：（832）724-6288。 



为方便我们布置现场，如能在本周日前回复，我们将不胜感激。本电邮附上了协议书，可填妥后用电邮发给我。 

闹元宵的时间是：2 月 12 日 11：00 至下午 5：00。地点在: 凤凰海鲜酒店宴会厅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十分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谢谢！ 

联合校友会会长乔凤祥 

2006 元宵游园会赞助协议 

________________决定赞助《美中信使报》和中国联合校友会（UACA）2006 年 2 月 12 日在凤凰海鲜酒店举办的第

三界元宵游园会。我已经阅读了有关的公关材料。 

我愿意 (请打勾赞助项目): 

□1)游园会赞助 

□2)现场摆摊位 

□3)捐赠礼物/食物 

□4)其它 (请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将(请下面打勾) 

__在 _____天之内送支票/现金到 UACA； 

__捐赠以下物品作为晚会礼物。(如果下面空间是有限的，请附其它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填好下列信息: 

名字:(英)________________(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电传: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要赞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类别)。赞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紧急通知］２月１２日闹元宵抽奖大聚会在即 主办单位特留部分餐券现场发放 
作者：乔凤祥          录入于 February 08, 2006 at 23:55:27: 

 
世界名人网快讯 记者接到联合校友会会长乔凤祥紧急通知,现全文抄录如下: 
为因应广大校友和侨民的强烈要求，２月１２日闹元宵抽奖大聚会的主办单位特决定在星期天的

现场发放部分免费餐券。元宵发放时间为１１：００至１２：００。 到目前为止，参加协办赞助

的商贾、社团已达三十多家，摊位认定踊跃，奖品众多，文娱演出节目已基本底定，正常渠道发

行的免费餐券已正在陆续到位中。 
 
据透露，本次活动获得了各界大力的捐赠和支持。除了凤凰酒家无偿捐用两个超的宴会厅和捐献

多套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外，周润伟、周昆先生等无偿捐助捐赠了部分 食品。眼花缭乱的众多奖品

包括康复家具＄１，５００的大沙发，欧式家具的展示柜，中华文化中心未启封的多件沙发和桌

台，美南银行、德州银行、华美银行等的 珍美礼品，TexasChina Business Advisor 的枕头，瑞麒家

艺的景德镇瓷器，龙珠楼、三阳油烟机的礼券和礼品，以及其它各种神秘奖品，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主办单位近日每天在为如 何按排运接着这些奖品忙碌着。由于奖品众多，整个抽奖将

分六次在文艺活动中穿插进行。 
 
现场摊位也在积极排布安置中。由于活动场地的空间巨大，主办单位也将在现场安置临时到达未

及预先登记的摊位。以方便各商家和社团。 
 
文娱演出节目的准备已基本就绪。闹元宵活动将在“龙飞狮舞迎玉犬”的热闹气氛中开场。来自侨

界各文艺团体的演员们将带来随后四个时段的精彩表演。具体的节目内容主办单位表示暂时保

密，留待侨胞们现场欣赏。 
 
本届闹元宵幸运抽奖大聚会的时间是：2006 年 2 月 12 日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上午 11 ：00 至
下午 5 ：00 ，举办地点为：凤凰海鲜大酒家宴会大厅（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 
[ 乔凤祥] 
 

联合校友会和美中信使报等一起举办闹元宵抽奖大聚会 

作者：简讯          录入于 February 13, 2006 at 10:37:04: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沿循往年惯例，第三届庆元宵节幸运抽奖大聚会于 2 月 12 日

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在凤凰海鲜大酒家宴会大厅隆重举行。中 国联合校友会等单位共同发动

和组织大休士顿地区的各校友会、学生会和商家、组织共襄盛举，为生活在休斯顿地区的广大校

友、留学生和侨胞，特别是刚来休斯顿 不久的留学生们，提供一个庆佳节，吃元宵，看演出，抽

大奖的大聚会场所。游园会现场有各社团、商家和组织摆设诸多摊位，为与会的侨学界同胞提供

各种咨询和 服务。 
 
主办单位为此次活动共印制了 2006 张入场券，并现场抽取沙发等 888 份各种奖品。据透露，本次

活动获得了各界大力的捐赠和支持。除了凤凰酒家无偿捐用两 个超的宴会厅和捐献多套精美的景

德镇瓷器外，周润伟、周昆先生等无偿捐助捐赠了部分食品。眼花缭乱的众多奖品包括康复家具

＄１，５００的大沙发，欧式家具 的展示柜，中华文化中心未启封的多件沙发和桌台，美南银

行、德州银行、华美银行等的珍美礼品，TexasChina Business Advisor 的枕头，瑞麒家艺的景德镇



瓷器，龙珠楼、三阳油烟机的礼券和礼品，以及其它各种神秘奖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由于奖品众多，整个抽奖 将分六次在文艺活动中穿插进行。 
 
闹元宵活动在“龙飞狮舞迎玉犬”的热闹气氛中开场，程进才和杨秉礼亲自主持武术表演，来自程

进才国际太极拳推广中心的学员们和释行浩少林武术学院，释行颖 少林武术中心的弟子们都上场

各显身手。杨秉礼国际舞蹈健身舞中心则表演了国标舞和美国热舞。中国驻休士顿总领馆华锦洲

总领事、休士顿市议员坎恩、糖城市议 员黄安详等政要出席了当天的活动。下午三时，２２区民

主党议员竞选人兰普逊、国会议员奥格林、７区民主党议员竞选人大卫慕菲也赶来现场，向华人

拜年，兰普 逊竞选委员会的人士还为正值 62 岁生日的蓝普逊准备了生日蛋糕。当天的活动自上午

11 时持续到下午 5 时，其间，来自侨界的各文艺团体的演员们分四个时段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莱

斯大学的小品，金孔雀舞蹈学校，潘立平舞蹈学校，红扇舞蹈队，夕阳红舞蹈队都表演了自己最

拿手的节目。 
 
联合校友会在这次活动中穿插颁发了顾问证书给许振成，周雅莉，孙伟根，陈灿基，李雄，叶德

云，加上以前发过顾问聘书的许华章，谭家瑜，黄安祥，沈健生，王 绮，周润伟，大休斯敦联合

校友会已经聘得十二位顾问，这些顾问出钱出力，为联合校友会开张的各项活动给与了极大的帮

助。下午的时段，联合校友会会长乔凤祥 还给直属分会会员陆唯佳小姐颁发了２００５年联合校

友会杰出校友奖，表彰她勤奋学习，积极进取，热心公益，代表休斯敦出席世界华裔杰出青年领

袖龙汇１００ 论坛。 
 

闹元宵猜灯谜赢大奖 美中报友与校友元宵游园集会好戏连轴  

着唐装戴花环辨鼓锣 凤凰海鲜大酒家中外嘉宾如潮龙飞狮舞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聚会现场专稿          录入于 February 13, 2006 at 11:28:12: 

 
世界名人网记者休斯顿凤凰海鲜大酒家现场发稿 宣传推动了近一个月，历时六个小时的由美中

信使报和大休斯顿地区中国联合校友会主办的二〇〇六年中国传统元 宵节终于落下了帷幕。海外

华侨举行如此大型元宵节活动还是第一次，美国国会议员，候选国会议员，休斯顿市长代表，糖

城市议员，各社团的华裔领袖，工商界名 人贤达先进，侨界名流美中报友与校友超过三千人次以

上参加了同乐活动，现场发放了一万余颗中国特产大芝麻元宵和德州大甜桔。世界名人网将陆续

追踪报道海外 华人日益高涨的活动详情，敬请注意这几天的新闻追踪。 
 
以下是一组世界名人网记者现场拍摄的照片，共两百张之多，见证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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