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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蓝普森与华人再次共度好时光——元宵节灯会贺寿侧记 
作者：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主席 罗 玲          录入于 February 20, 2006 at 07:54:37: 

二月十二日的凤凰海鲜大酒楼，张灯结彩，锦绣满堂。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传统中国元宵灯会正在如时

如画般展开。由美中信使报与休斯顿中国联合校 友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美中报友与校友免费吃元宵/幸运抽大奖"

在这个可容纳 3000 人的 大中国餐厅内盛大举行。蓝普森亚裔助选委员会也积极定下展位，参与助兴，向游园的群 

众介绍他们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尼克．蓝普森，并准备给他一个惊喜，在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里为他庆贺 61 岁生

日。  

为此，蓝普森亚裔助选委员会主席罗玲女士亲自邀请了前市议员关振鹏，第 7 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大卫墨夫前来为蓝

普森贺寿庆生。受组委会邀请 出席元宵灯会的国会议员格林听说我们要在下午 3：30 为前国会议员，现德州第 22 选

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尼克蓝普森贺寿，主动把原定开幕式时出席改为下午 3： 30 参加，以配合我们的生日派对，为的

是能与蓝普森会晤，并亲自祝贺蓝普森的生日。充分显示了各议员对蓝普森的尊重与支持。  

下午三点正，当灯会节目进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前国会议员尼克．蓝普森健步走进了会场。 人们期待以久的时刻终

于来临。蓝普森亲切地向群众拜年，致意，来到贵宾席间，大会主办方代表为蓝普森戴上了贵宾花环。蓝普森入座

后，随即与身旁的其他嘉宾 及大会主办方负责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由各团体表演的精彩节

目。尽管语言不通，但中华文化和艺术的精彩展现仍然让蓝普森看得聚精会神， 笑声不断。不久之後，国会议员格

林也来到了灯会现场，入座后，发现蓝普森已先他一步到达，很是兴奋。两位资深议员，不分前任现任，把手言欢。

并双双入座， 热烈交谈。  

下午三点五十分正，主办方原定等到齐所有议员再一起介绍给游园群众的计划因时间关系作出更改。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来了。国会议员格林与前国 会议员蓝普森被请上舞台，向广大游园群众恭贺新年，祝元宵节快乐。格林议员向主

办方颁发了奖状。蓝普森用中文祝大家 "新年好"。然後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前任联合校友会会长马峻先生为蓝普森

作现场翻译，并宣告了为蓝普森庆贺生日的消息。蓝普森此时方恍然大悟，惊喜不已。 随後，年轻的女画家彭安妮

小姐上台赠送了自己的抽象艺术画作 "日出"，让蓝普森感动不已。紧接著，纸品艺术博物馆馆主傅德瑞先生向蓝普

森赠送了他们的折纸艺术品 "金狗"，以祝蓝普森狗年汪汪行大运。 後，小菲比把签满了名的大型 "福"字生日贺卡

送上台，交给主持人马峻转赠蓝普森议员。当马峻先生告知上面的签名超过 200 人时，蓝普森被大众的爱戴拥护和良

好祝愿深深地感动了。在表 达了深深的谢意之後，蓝普森随即来到他的助选委员会展位，数百群众峰拥而至。助选

委员会主席罗玲女士在自己的展位前向蓝普森议员赠送了 "2006 年度荣誉亚裔"的奖章。蓝普森在大家美好的生日祝

愿歌声中，切开了那巨大的蛋糕，一块一块递给身边的群众。 群众们争先恐後地分享著蛋糕，并热情高涨地与这位

和霭可亲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合影留念， 把元宵灯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是继在 STAFFORD 中心与广大华裔共度除夕看大戏，美南新春游园会向华裔贺新年之後，蓝普森在连续三周之内第

三次出席华裔举办的重大活动。再次显示了蓝普森对华裔的关心及重视。也是他 "代言华裔心声，谋求移民福祉"弘

愿的初步体现。  

亲自到场为蓝普森贺寿的除了国会议员格林一行，有印度裔蓝普森支持者领袖拉塔夫先生，积极捐助春节游园展位的

钻石健康温泉业主 CANDY LAM 女士携夫婿，常安保险公司总裁常中正先生，及稍后赶到灯会现场的前市议员关振鹏先

生携夫人和德州第 7 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大卫墨夫先生一行。更有现场 参加游园灯会数百上千群众的闻讯加入，与

蓝普森的良好互动，使得此次庆生派对与元宵灯会相映成趣，景上添花。  

据称，这是休斯顿华埠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国会议员（包括前任，现任，候选）出席由华人为他们其中之一举

办的贺寿活动。也是第一次这 么多议员联合出席我们的元宵灯会，进一步体现了华人文化的迷人风采及各议员对华

裔的关心与重视。这更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集前任国会议员与现任国会议 员候选人双重身份的 "普通人" 与

数百上千的华人一起过生日。这三个第一次意义非凡，必将对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清点，估计近 500 人庄严地在贺卡上签署了他们的名字，以祝愿蓝普森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对蓝普森来说，这是

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贺卡， 它记载了华裔对他的期望。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份期待，每一个签名就是一份督促。若蓝

普森能顺利当选，这张记载著华裔心声的贺卡将被带入他的国会办公室，见证 一个国会议员为民请命的历程。  



Entrepreneurial Club 聚會凤凰海鲜大酒家 
作者：特约工商记者          录入于 March 13, 2006 at 14:45:17: 

 

 



美洲菩提中心第一期工程募款素宴隆重举行 

凤凰海鲜大酒家座无虚席爱心无限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May 10, 2006 at 17:03:02: 
 
世界名人网快讯 主题为菩提之光的美洲菩提中心第一期工程募款素宴 5月 8日晚隆重举行，凤凰

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席开 82 桌，座无虚席。以张建国、叶宏志、修慧师、何雅雪为 首的众多捐

款人认捐了青石观自在观音等四十余座佛像。吴文龙陈诗章萧素薰王锦英等则在餐会认捐。共捐

出四十多万美元共襄义举。凤凰酒家许振成则捐出所有的 宴席，大爱无限，感人事迹比比皆是。

无声拍卖的各种礼品珍品也被认购一空。 

 

菩提中心净海法师、宏意法师首先开示，萧楫表演手风琴，金孔雀表演舞蹈孔雀舞和哈萨克舞，

吴长璐舞蹈学校表演琵琶弹奏和乐器合奏，程美华、齐士林主持，中国总领事馆房利付总领事夫

妇和周鼎侨务领事出席了这次募款晚会。 

 
玉佛寺頒發給「鳳凰海鮮大酒樓」東主許振城先生，感謝他的大力贊助（左起）玉佛寺住持宏意

法師，許振城先生，德州佛教會長淨海法師，大會司儀程美華女士。 

 

 

 



佛法無边 功德無量-——菩提中心工程募捐素宴盛况空前 
作者：記者許阳          录入于 May 12, 2006 at 12:30:51: 

 

世界名人网讯 五月七日晚七時， 德州佛教會「美洲菩提中心」工程募款素宴  在鳳凰海鮮大酒

樓舉行。席開八十桌，近千人投入這場「菩提之光」的義賣及素宴活動。德州佛教會會長淨海法

師首先致詞致謝說：德卅佛教會 1979 年在休士頓 成立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使原是一片

佛法的沙漠，生出新苗，并茁壯成長起來。為繼往開來的新使命，在休士頓西北方郊區購下一片

515 英畝的美麗的土 地，籌建美洲菩提中心，今年初第一期工程正式開工了近因物價上漲，原籌

募的基金，己不敷建築設施之用，所以舉行募款素宴，以集腋成裘的方法，希望能完成菩 提中心

工程的建設，投於展開弘揚佛法及利生事業的活動。在此特別感謝大德们熱心的參與和護持！這

次素宴的舉辦，鳳凰餐廳許老闆伉儷，慷慨的提供場地及供養 齋菜，我們更要致以無限的感謝！ 

玉佛寺的住持宏意法師表示：非常高興有機會參與德州佛教會的弘法工作。二十六年來，我目睹

了佛教會的變化，也體驗了休士頓整體佛教的變化。不管因緣如何變 化，我們佛教會仍然依舊，

本著弘揚正信佛法，利樂一切大眾的宗旨，積極的調整和安排各項弘法活動，以及種種利生工

作。但因為玉佛寺場地的限制，我們有許多 活動無法舉辦，有許多信眾的需要，無法具體的落

實。由於種種因緣的牽動，從一九九五年開始，德州佛教會認真的做了很多方面的分析和討論。

我們希望能找到一 個理想的地點，創造一個多元化，多功能的弘法環境。 

 

為緊張繁忙的現代人，提供減壓的地方；為有心修學佛法的人，提供寧靜的修學道場；為退休的

佛教徙，提供共住共學的環境；為課業繁重的青年學子們，提供放鬆身心的戶外空間。 

 

經過六年的準備，德州佛教會終於在二○○一年的三月，購得了 290 公路西北方的一塊土地。我

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做整體規劃。又用了兩年的時間，來設計第一期工程的五棟建築。 

             

從去年九月開始，第一期工程，已經正式動工整地，今年春天，又開始做地上工程，經過半年多

的施工，各建築的地下工程以及水泥工程，馬上就要完成。但是由於物價的波動，建築經費超過

原來的預算，所以佛教會決定先把禪堂和追思堂蓋好，至於男女眾寮房和齋堂則延後再建。 

 

我們佛教會是在休士頓土生土長的學佛團體，在台灣、香港沒有靠山，而淨海法師和我也沒有什

麼技巧去募捐，幸虧我們有很多熱心的居士，大家都盡心盡力的來護 持佛教會，佛教會才有今天

的成就。不過我們也要永遠記得，我們不但要勸募功德金，我們更要勸募十方大眾的歡喜心，讓

一切有緣者都能長期、歡喜的來護持三寶 的事業。由於諸位在座嘉賓、會友的護持和贊助，菩提

中心已經不是夢想，而是在具體發展中的事實；由大家的宣傳和參與，菩提中心已經不只是休士

頓的佛法事 業，它已經開始帶動全美以及世界各地的關心和支持。 

 

菩提中心的開發，正在逐步落實之中，它不但讓我們這一代有一個修身養性的去處，同時也讓未

來的世世代代，有個薰習佛法，自利利他的人間淨土。 

 

會中還播放「走入菩提中心」录影，介绍了菩提中心天然環境及整體規劃，禪堂、追思堂，青少

年營區、森林步道……等各種設施。 

 

会中获贈獎牌的「鳳凰海鮮大酒樓」的老闆許振城先生乐善好施，此次許先生免費提供場地，及

免費供應當晚的菜餚，功德無量。 



會中也介紹當晚出席的貴賓：中國总领馆副總領事房利、高麗娟領事夫婦，周鼎侨务组長，僑教

中心主任林渭德及處長秘書劉立欣小姐，佛光山的永全法師、妙弘法師、「慈濟」的執行長熊濟

宗等人。 

 

宴会中特别張榜供布佛像認捐功德主，及餐會認捐功德主在五千元以上的芳名，他們分別是： 

佛像認捐功德主為： 

 

青石觀自在觀音，功德主：張建國，功德款：三萬八千元。 

石窟乘龍觀音，功德主：葉宏志，功德款：二萬五千元。 

石窟坐觀音，功德主：修慧師，功德款：二萬元。 

青斗石送子觀音，功德主：何雅雪，功德款：二萬元。 

觀自在觀音，功德主：陳慧華、賴月華，功德款：一萬五千元。 

地藏王菩薩，功德主：陳詩章，功德款：一萬五千元。 

六臂觀音，功德主：葉德雲，功德款：一萬二千元。 

菩賢菩薩（小），功德主：有心人，功德款：一萬元。 

地藏王（小），功德主：陳淑蘭，功德款：一萬元。 

石窟釋迦佛，功德主：陳詩揚，功德款：一萬元。 

石窟滴水觀音，功德主：林素貞，功德款：一萬元。 

文殊菩薩（小），功德主：修智師，功德款：一萬元。 

櫸木坐思維觀音，功德主：何竣豪，功德款：八千元。 

滴水觀音，功德主：黃陳碧雲，功德款：八千元。 

石窟觀自在觀音，功德主：王芬，功德款：八千元。 

石窟自在觀音，功德主：宋曼萍，功德款：八千元。 

達摩，功德主：林靜秋，功德款：五千元。 

佛像認捐，功德主：李靜珠，功德款：五千元。 

佛像認捐，功德主：林章祺，功德款：五千元。 

 

餐會認捐功德主為： 

吳文龍， 功德款：一萬五千元。 

陳詩章， 功德款：一萬元。 

蕭素薰， 功德款：一萬元。 

王錦瑛， 功德款：一萬元。 

伍嶽， 功德款：六千元。 

李靜珠， 功德款：五千元。 

陳爾化， 功德款：五千元。 

 

在節目單上詳细供布了認損功德芳名。 

 

當晚宴会由「美南華語主播」程美華及齊士林擔任司儀，由吳長璐音樂學校的琶琶彈奏，許瑞慶

的二胡獨奏，（蕭楫伴奏），金孔雀舞蹈學校的舞蹈表演：孔雀舞及 哈薩克舞。席间净海、宏意

二位法師逐桌逐人致礼感谢，宾主尽欢，功德圆滿，门厅內無声拍卖的佛像、图晝、法器等工艺

品也被争购一空。 

 

 



"与 LAMPSON 对话" 筹备会议召开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May 18, 2006 at 22:15:09: 

 
为给德州第 22 选区选民提供一个了解尼克蓝普森（NICK LAMPSON）的机会，也为蓝普森提供一个为选民

解疑答问的平台，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联合越南裔，印度裔，及西班牙裔社区领袖会同华裔社区各侨

领于五月十八日晚假座凤凰海鲜酒家举行筹备会议，为六月二十八日在凤凰海鲜酒家举 办一次盛大的 "与

LAMPSON (蓝普森)对话" 晚会作准备。参加此次筹备会议的有：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主席罗玲女士，总策划 ROGER SNYDER 先生，高级政法顾问周子勤博士，华裔社区

马峻，陈佳杰，Susan Tang 及众多支持者和参与者； 越南裔杰出企业家及美国越南裔全国电视台节目主

持人 DANNY NGUYEN, 印度裔社区领袖 LARRY HUSSEIN, 及西班牙裔社团领袖 ALDO SODELI 教授。  

 

此次筹备会议集合了 22 选区的少数族裔的力量， 大家团结一致，为选出一个能为少数族裔代言的国会议

员， 并号召大家积极捐款，为 LAMPSON 提供足够的竞选经费迎接即将到来的选战。 

 

共和党方面由于汤姆迪雷的退出选举，辞职国会而正面临艰难的内部选举以替代汤姆离职后的空缺，众人

所望，候选人难产。 汤姆迪雷六月中旬辞职也使统一选举日 5 月十三日的特别选举成为过去时，22 选区

将面临半年无国会代表之局面。而只有等到与剩下的 11 月 7 日中期选举合并举 行特别选举，让选民同时

选出汤姆迪雷替代者及战胜此替代者的中期选当选人。因此选民将于投票日因搞不清状况而陷入极其困惑

的局面。 

 

为此，此次筹备 "少数族裔与 LAMPSON 对话"论坛，旨在帮助选民理清思路，分辩方向，选出真正属于我们

自己的代表。并鼓励生于斯，长于斯或工作于斯的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推动美国民主政治的历程。因次，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及少数族裔联合会号召所有有兴趣的朋友成为义工，或积极捐款和投票。（据美

国选举法规定，所有在美生活工作者可参与各种助选活动，不受身份 限制； 但唯有永久居民及公民可捐

款， 高额度$2100； 唯公民可投票）,敬请关注下期的论坛及募款晚会正式通告以了解如何参加与

LAMPSON 的互动及如何捐款。 如欲参加义工或捐款，请联系：罗玲 （832-512-5393, lluo@aaflc.com, 

www.aaflc.com） 

(供稿：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 

 

大休斯顿地区侨学界热情欢送赵海生参赞赴加拿大大使馆就职  

热烈欢迎李际平参赞来休斯顿总领馆任职餐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une 06, 2006 at 02:24:25: 

休斯顿总领馆文化参赞即将赴加拿大大使馆就职。新上任的文化参赞李际平女士已到达休斯顿。为了热情欢送赵参新

就，并表达对他多年来为休斯顿的文化事业所作 贡献之感激。同时，热烈欢迎李际平参赞上任，由北大校友会，旅

美专家协会，华夏学人协会，知青联谊会，山东同乡会，福建同乡会，东北同乡会，越棉寮协会， 潮州会馆，华夏

时报，中国地质大学德州校友会，全美华人协会，北美中国教育基金会，周洁徐力舞蹈学校，金孔雀舞蹈学校，夕阳

红俱乐部等十多个社团及著名艺 术家，侨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起，隆重举办此次餐会。同时欢迎愿参加餐会的其他社

团，商家，和个人踊跃报名。具体安排如下: 

时间：6/9/2006，星期五，晚上 6:30 

地点：鳳凰海鲜大酒家 

收费：$20.00/人，或$200.00/桌 

联系人：黄培山：(832)788-8684，孙铁汉：(713)857-8298，李庆元：(832)766-8870 

潘启胜：(713)799-2043，何之敏：(832)876-0011，申远方：(832)515-7582 黄家华：(832)287-0078 



大休斯顿地区侨学界热情欢送赵海生参赞赴加拿大大使馆就职 

热烈欢迎李际平参赞来休斯顿总领馆任职餐会 隆重、熱烈、溫馨 
作者：記者許陽          录入于 June 10, 2006 at 19:59:10: 

 
世界名人网訊 休斯顿总领馆文化参赞赵海生即将赴加拿大大使馆就职。新上任的文化参赞李际平

女士已到达休斯顿。为了热情欢送赵参新就，并表达对他多年来为休斯顿的文化事 业所作贡献之

感激。同时，热烈欢迎李际平参赞上任，由北大校友会，旅美专家协会，华夏学人协会，知青联

谊会，山东同乡会，福建同乡会，东北同乡会，越棉寮 协会，潮州会馆，华夏时报，中国地质大

学德州校友会，全美华人协会，北美中国教育基金会，周洁徐力舞蹈学校，金孔雀舞蹈学校，中

國人活動中心夕阳红俱乐部 等十多个社团及著名艺术家，侨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起，已于 6/9，星

期五，晚上 6:3 0 分，在鳳凰海鲜大酒家，隆重举办餐敍。三十多家社团，商家，和个人踊跃到

會，席開 25 桌，近 300 人參加。 
 
李慶元主持晚會，各社團輪流上台致詞，表達了惜別趙參贊歡迎李際平文化組長履新，華錦州總

領事致詞：依依不捨得力干將離去，又祝賀他榮調加拿大大使館。 
 
名畫家王綺，楊先讓先后贈畵趙參贊，楊敎授題詞：  
滿院芙蓉斗艷紅，欲挑一枝送歸客 
籬邊幽篁自盈盈，心逐浮云寄別情。 

 



喜送海生加国展鸿程 笑迎际平休城传佳音 
作者： 世界名人网专题特稿          录入于 June 17, 2006 at 02:45:30: 

世界名人网讯 美国·Texas·休斯敦，凤凰海鲜大酒家 
 
六月九日的天空显得格外清澈，淡蓝的云彩在落日的余晖里溢出了一抹流光，休斯敦又到了无风

的季节，扑面而来的春风似乎有了一股弹性，使得空气显得格外凝重。更加凝重的气氛使得凤凰

海鲜大酒家里的每一个贵客都止住了脚步。 
 
侨领许华章，许振诚，画家杨先让，雕塑家王维力，教育家王绮，摄影家吴大轸，导演朱安平，

歌唱家毛欣，钢琴家毛娅，舞蹈家潘立平，美女作家陈瑞琳，作曲系学生顾洁 娜，名播美齐，词

作者张驰，少林师傅释德山，北大才子王建光，马宝林，用舞台上的对联：“喜送海生加国展鸿

程，笑迎际平休城传佳音”——一众艺术家，文化 工作者聚集在这里，为赵海生参赞饯行，为李际

平参赞接风。 
 
除了艺术家之外，专家协会，知青，华夏学人，联合校友会，中国人活动中心，华协，天后庙，

越棉寮，香港会馆，安良工商会，美南山东同乡会，广东总会，东北同乡会，黄河合唱团等休斯

敦的社团代表也共襄盛举。 
 
整个晚会庄严隆重，别情依依，气氛融洽，华总领事房副总和凤凰大酒家东主许振成先生殷情招

待，王绮老师和杨先让分别赠画送诗，各社团同仁赠送礼品，吴大轸 顾洁娜配合的黑管钢琴，得

到了华总领事的手风琴合奏和房利副总领事的独唱呼应，潘立平亲自上台领舞，一台节目非常出

彩。领军人物李庆元申远方精心安排，使 得迎送之间，充满了一个情字。 
 
以下是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现场拍摄的部分照片，作为永恒的纪念。 

 



 

 



 

 



 

 



“相会尼克蓝普森 (NICK LAMPSON)之夜”募款餐会 
作者：特约记者          录入于 July 18, 2006 at 16:36:39: 

您关心自己社区的未来吗？您想了解您的下任国会代表吗？ 
请来认识你们的候选人，欢迎参加“相会尼克蓝普森 (NICK LAMPSON)之夜”募款餐会 
(前国会议员，现德州 22 选区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 
 
钻石赞助: 關振鹏 (Gordon Quan) 
主办: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 
主席：  罗 玲  
总策划：Roger Snyder 
高级政法顾问：周子勤博士 
地点: 凤凰海鲜酒家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时间： 二 00 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下午 6 点至 9 点 
 
钻石赞助： $1,000---$2,100 
黄金赞助： $500 以上 
建议 低捐款：$25 
(餐费每人$15 另计) 
请于七月二十六日前提早订位 
联系人： 罗 玲 （832－512－5393） 
捐款支票抬头：Lampson for Congress 
(只有美国永久居民和公民可以捐款，不接受公司名义捐款，捐款不能抵税) 
Paid for by Lampson for Congress 
 
回  折 
□ 是的，我愿意支持尼克蓝普森，我计划出席此次餐会，现附上我的捐款$______ 给蓝普森；加上餐费$15, 付给

“凤凰海鲜酒家” 

□ 是的，我愿意支持尼克蓝普森，我计划出席此次餐会，我愿捐款$______(餐会现场交付)，及$15 (餐会现场支付) 

□ 对不起，我无法出席此次餐会，但我愿支持蓝普森，我愿捐款$______ 给蓝普森。 

联邦选举法要求我们尽量获取在任何一轮选举中个人捐款总额超过$200 的捐款人的姓名，地址，雇主，职业等信息。

请协助我们填写完整以下资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州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 

家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办公电话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雇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职业_________________ 

（若用信用卡捐款，您可上网访问 www.lampsonfinance.com 或填写以下资料，请注意上述地址须与信用卡使用的帐

单地址一致） 

信用卡种类：（圈其中之一） MC VISA AMEX DISC 

信用卡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失效期_________________数额$________________ 

请将此回折与您的捐款支票寄到以下地址：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15203 Possumwood Dr., Houston, TX 77084, 

或传真至：281-550-7618 

 

Paid for by Lampson for Congress 

 



相会蓝普森，各族裔人民喜相聚 团结众亚裔，民主党领袖

相见欢――相会蓝普森筹款晚会纪实报道 
作者：罗 玲          录入于 August 02, 2006 at 09:28:38: 

 

七月二十九日晚上 6:00, 凤凰海鲜酒家热闹非凡， 宾客盈门。由蓝普森（LAMPSON）亚裔助选委员会主办

的“相会蓝普森之夜”筹款晚会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后，在这里拉开了序幕。竞选总部与助选委员会 成

员齐心协力，迎接了来自华裔社区，越裔社区，印度裔社区及主流社会参与者和民主党各级领袖共一百三

十多人。 参加此次筹款晚会的政要包括德州众议员 HUBERT VO，德州民主党主席 BOYD RICHIE 及夫人，前

国会议员，现国会议员候选人尼克蓝普森及夫人，前休斯顿市议员關振鹏及夫人，哈里斯郡民主党主席

GERRY BIRBERG, 福遍郡民主党主席 ELAINE BISHOP 等。 

 

LAMPSON 携夫人一到会场，便与到场的所有宾客逐一握手问候，亲切交谈。随后便接受了世界名人网的视

频采访。德州民主党主席 BOYD RICHIE 及夫人应蓝普森助选委员会主席罗玲女士邀请，驾车行程 7 小时从

德州边境他们的居住地赶来，足见对此次筹款晚会的重视。 他们是第一次到访休斯顿，也是第一次与蓝普

森和其他各郡民主党主席相见，大家把手言欢，共享晚会。 

 

本次筹款晚会一改传统筹款餐会众人演讲，千篇一律的枯燥形式，而是在各级政要讲话之间穿插了由各族

裔代表表演的精彩节目。晚会由 LAMPSON 亚裔助选委 员会主席罗玲女士，前休斯顿市议员關振鹏先生，和

常盛电脑公司总裁盛穗楚女士共同主持。节目有舞蹈，独唱，瑜珈，喜剧，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主持人罗玲女士首先向观众致开幕词，指出今年的大选是德州乃至全国 重要的大选，也是全国 瞩目的

选举。它关系到诚实，信用，公平及希望。更关系到在场各 位如何通过投票来帮助重塑这个国家的命运。

罗玲进一步向大家介绍了蓝普森为服务德州人民担任过八年国会议员，为他的选区引进的资源属全体在国

会的德州代表 中 多。罗玲呼吁大家一齐努力把蓝普森送回国会。德州众议员 HUBERT VO 先生随后发表了

讲话，表达了对蓝普森的支持和祝愿。 

 

文艺节目首先由周洁徐利舞蹈学校的小演员尼娜表演的“剪花女” 开场。 尼娜以她那美丽婀娜的舞姿和

流畅灵动的神态再现了一个剪花女孩的欢喜和雀跃。 

 

接下来是来自印度裔的福遍郡财政官候选人 NEETA SANE 及来自 129 选区的德州众议员候选人 SHERRIE 

MATULA 进行的简短讲演，她们阐述了自己参政的决心及寻求亚裔支持的心愿，更表达了她们与国会议员候

选人尼克蓝普森并肩战斗的愿望。 

 

随后，来自越裔社区的著名吉他弹唱家黄通先生弹唱了为越裔听众喜爱的歌曲。优美的越语歌曲之后，福

遍郡民主党组织领导人 TONY CRABS 和 DON BANKTON 先生分别发表演讲。他们与大家分享了为各级政府职

位民主党候选人进行竞选协调的经验及他们对蓝普森的大力支持。 

 

瑜珈大师张茗女士亲自带领弟子们共同表演的瑜珈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她那典雅的气质和精彩的表演，令

台下观众叹为观止，赢得阵阵掌声。张茗大师的双手支撑， 盘腿悬空，背腿绕肩及 360 度双臂回环如行云

流水，出神入画，一气呵成，许多观众看得惊诧不已，纷纷赞叹“UNBELIEVABLE (简直不可思议)”。 

 

精彩的节目接踵而至，由印度裔化学工程博士，多次获得美国喜剧表演大奖的喜剧演员 SAI RANADE 先生以

他幽默风趣的语言，结合现实生活和现场观众，对当局政治乱象作了诙谐的讽刺。他的“假亚州人（FAKE 

ASIAN）” 及“机场跑了(AIRPORT LEFT)” 的笑话脍炙人口，令观众在心领神会后捧腹大笑，大家对 SAI

博士的急智与口才钦佩不已。 

 



此后，哈里斯郡和福遍郡民主党主席 GERRY BIRBERG 及 ELAINE BISHOP 分别讲话。BIRBERG 先生强调了民

主党“以人为本”的重要主张。国会议员格林的亚裔代表林富桂女士代表格林议员讲话，转达了对

LAMPSON 的坚定支持和美好祝愿。 

 

娱乐表演由常盛公司总裁盛穗楚女士的女声独唱压轴。继参与瑜珈表演后，她那悠扬的歌声，优雅的风度

成为晚会的点睛之笔。盛女士的绕梁之音激起国会议员格林 的亚裔代表林富桂女士的浓厚兴趣，她力邀蓝

普森助选委员会主席，本次晚会的总策划及主持人罗玲女士共同合唱了一首 “小（休）城故事”,为晚会

助兴。林女士携手罗女士，表示双姝将协力，共同为亚裔社区服务。 

 

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德州民主党主席 BOYD RICHIE 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德州民主党的发展趋势，及联邦上

诉法庭两位法官对 TOM DELAY 的在一审败诉后又继续上诉的弃选企图作出的评论：“TOM DELAY 于初选胜

出后放弃 11 月大选，是对选民造假”。TOM DELAY 籍参加初选之名而筹措的竞选经费被其用于支付官司费

用。他籍口将于选举日搬往弗吉尼亚企图弃选以回避将要败北的结局，却仍然居于糖城与共和党密 谋挑选

候选人之举，是对竞选法的玩弄。RICHIE 主席表示尼克蓝普森是德州 22 选区选民的希望，民主党从上至

下将会同心协力支持蓝普森。RICHIE 主席在结束讲话后，把本次晚会的中心人物，德州第 22 选区国会议

员候选人尼克蓝普森(NICK LAMPSON) 迎上舞台。 

 

尼克蓝普森首先向主办此次筹款晚会的罗玲女士及她的先生 ROGER SNYDER 近一年来为竞选所作出的努力及

贡献表示深切的感谢。并鼓励担任此次晚会主持之一的前休斯顿市议员關振鹏先生重履公职，竞选国会议

员，因为關振 鹏先生对社区活动的支持和对民主党建设作出的贡献深得大家的爱戴和拥护。LAMPSON 接着

对自己的夫人荣辱与共，相知相随的深情表达了无限的感激。他并 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家庭背景，以

及他的竞选政纲，并着重强调了“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时候； 是设法照顾好我们的老年人，

教育好少年人的时候了。” 后，蓝普森（LAMPSON）呼吁大家积极捐款，在剩余的一百天时间里为竞选

贡献一份力量。 

 

蓝普森讲话结束后，著名政法专家，蓝普森亚裔助选委员会高级政法顾问周子勤博士上台作了简短有力的

鼓动讲话，号召广大观众和选民积极参与，投蓝普森一票， 台下观众与周博士积极互动，热情响应。 著

名画家周鸿儒先生紧接着向尼克蓝普森捐赠了为蓝普森而作的工笔画作 《牡丹花》。周画家向观众介绍了

此画的含义：紫边环绕，象征紫气东来，牡丹花笑迎富贵，乃祝福蓝普森顺利当选。 

 

中华公所秘书长常中正先生和联合地产总裁及蓝普森亚裔助选委员会公关部长郭翔先生风趣幽默地主持了

后的抽奖活动。晚会在一片中奖者的欢笑声和大家欢欣鼓舞与各民主党政要的合影留念中落下帏幕。 

 

此次出席筹款晚会的华裔除上述人士外，还有著名企业家常湘滨先生，前中华公所主席郑长祥先生，华夏

中文学校包华富校长，地产名人石少力女士，首都银行副总 裁陈明华女士，腾龙教育学院院长余晓春女

士，美中联合商会会长林志共先生，宋秉颖律师，王新博士及其他众多的社区支持者。充分体现了华裔参

政的热情及对蓝 普森的大力支持。 

 

本次晚会实现了募款的预期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并获得民主党各级领袖及蓝普森的高度赞赏。主流社

会从此次的活动中看到了亚裔团结一致，推动民主进程的力 量。民主党领袖高度评价了本次筹款晚会的创

新模式，表示将来要改革以往的筹款模式，将单调枯燥的餐会办得更轻松活泼。蓝普森亚裔助选委员会的

努力使蓝普森 颇感自豪，他向其他候选人赞美道：“I HAVE A WONDERFUL TEAM (我有一支了不起的队

伍！)！” 

(福遍民主党竞选协调委员 DON BANKTON 在官方网站已发表博克文章，赞赏此次筹款晚会的新颖和丰富，并

附有大量本晚的照片，其文将另作翻译)。 

 

 



福遍地区民主党代表发表博克文章，盛赞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筹款晚会 
作者：翻译： 罗 玲          录入于 August 02, 2006 at 17:22:25: 

 
昨晚我参加了 LAMPSON 亚裔助选委员会在位于百利大道和六号高速公路附近的凤凰海鲜酒家举

办的筹款晚会。你们那些没能赶上的朋友可是错过了一段大好时光。典型的政治性筹款活动通常

包括难以咀嚼的鸡肉和你已听了上千遍的枯燥的演讲。 但不是这一次！ 
 
这一次的食物是如此精美。我们享用了越南烤鸡，蟹肉羹，虾炒饭，蘑菇青菜，及糖醋鱼。 
而且还有娱乐活动！我们观赏了舞蹈，瑜珈，歌唱和喜剧表演。 
 
当然还有政治。晚会由前市议员關振鹏先生共同主持。发表讲话的有德州众议员 HUBER VO， 德
州民主党主席 ROYD RICHIE, 哈里斯郡民主党主席 GERRY BIRNBERG, 福遍郡民主党主席

ELAINE BISHOP, 德州众议员候选人 SHERRIE MATULA, 福遍郡财政长候选人 NEETA SANE, 福
遍民主党会长 TONY CRABS, SDEC 委员 DON BANKTON, 当然还有尼克蓝普森。 
 
幸运的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演讲时间控制在两分钟之内，让大家能够尽情的欣赏晚会精彩的节

目。 
 
下一次的大型筹款晚会将于九月三日下午 6 点到九点在糖城社区中心举行。我们将提供传统的德

州式烧烤，并与 NICK LAMPSON, SHANE SKLAR, CHRIS BELL 及其他州级和本地的候选人见面

交谈。 
 
(英文原文如下：) 
Sunday, July 30, 2006 
Asian Americans for Lampson Fundraiser  

 
Texas Dem Party Chair Boyd Richie, Ling Luo with the Asian Americans for Lampson Committee, Nick Lampson, and stand 
up comedian Saidas Ranade. 
Last night I attended the Asian Americans for Nick Lampson fundraiser at the Phoenix restaurant on Belaire near hwy 6. Those 
of you that didn't make it missed out on a great time. Typical political fundraiser usually involve rubbery chicken and boring 
speeches you've heard a thousand times already. Not this one! 



 
The food was magnificent! We were served Vietnamese roasted chicken, crab meat soup, shrimp fried rice, mushrooms, and 
sweet and sour fish. 

 
And there was entertainment! We saw dancing, yoga, singing, and a standup comic. 

 
And there was of course politics. The fundraiser was MC'ed by former Houston City Councilman Gordon Quan. Other speakers 
included State Rep Hubert Vo, State Party Chair Boyd Richie, Harris and Fort Bend Party Chairs Gerry Birnberg and Elaine 
Bishop, State Rep Candidate Sherri Matula, County Treasurer Candidate Neeta Sane, Fort Bend Democrats President Tony 
Crabs SDEC Member Don Bankston, and of course, Nick Lampson.  
Fortunately everyone kept their speeches down to a couple of minutes so everyone could enjoy the evening's festivities. 
 
The next big fundraiser we're having is on Sept 3rd at the Sugar Land Community Center from 6-9PM. We'll be serving up 
good ole Texas BBQ and chatting with Nick Lampson, Shane Sklar, Chris Bell, and other statewide and local candidates. 
posted by Bryan at 3:46 PM   
 



美中设宴欢送汪俊文化领事离任回国 

同时欢迎汪东先生担任文化组新领事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罗秀娟          录入于 August 31, 2006 at 00:09:59: 

 

世界名人网讯 在休斯顿中国总领馆担任文化/新闻领事的汪俊先生任职 4年多来，与包括该报社

多位同仁在内的本地众多侨胞结下了真挚的友谊，28 日他将离任回到国内文化部 履行新职。8月

24 日晚，明桥公司暨《美中信使报》和《明桥体育》负责人在凤凰海鲜大酒家设晚宴，欢送汪俊

先生离开他已经工作生活了 4年多的休斯顿。  

 

汪俊领事作为中国国家文化部派驻休斯顿的外交官，四年来既为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新闻

和体育交流及合作作了很多工作，同时也成为了本地主流社会及华人 社区各方人士的好朋友。他

在即将告别休斯顿时颇有感慨，认为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值得他终生留恋。他并表示在飞回国

的前一天，要开车围着 610 高速公路好 好的转一圈。据悉，汪俊领事 4年多来还在国内 为畅销

的《环球时报》上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向中国亿万读者多方面介绍了美国和休斯顿。他还多次

与本报合 作大力报道姚明与火箭队。  

 

汪俊还将前来接任他职务的文化部同事汪东先生介绍给在场的朋友们。曾在加州总领馆担任过文

化领事的汪东表示，将在文化组长李际平参赞的领导下，在汪俊已经做出的大量工作基础上，与

大家一道共同把工作做好。  

 

明桥公司董事会及《美中信使报》社的三位负责人等均参加了晚宴。应邀出席的还有总领馆新闻/

文化领事孙爱萍女士及陈光大，张谦等领事。湖南同乡会前会长胡少华和凤凰海鲜大酒家老板许

振城等也参加欢送。大家 后一起合影留念。  

 
图 1：即将离任的汪俊领事（前坐中）与大家合影留念。 



 

  

 
图 5：凤凰海鲜大酒家老板许振城先生（中）与新老交替两领事合影留念。 

 

8 月 24 日，凤凰东主许振诚（中）邀请荣调回国的文化领事汪俊（左）、新到任的文化新闻领事

汪东（右）参观休斯敦著名的有浓郁风味的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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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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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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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氏宗亲会中秋联欢演唱会照片一组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September 17, 2006 at 11:39:55: 

 

世界名人网快讯 9 月 16 日周六, 新装修一新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国际演出大厅人影赞动,灯火辉煌.

休斯敦本地黄氏宗亲会两百多人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联欢演唱会。总领馆房利副总领事夫

妇、周鼎夫妇应邀出席。房副总还登台高歌一曲，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影响。 

 

入夜时分，歌声悠扬，异国他乡不寂寞。一首首歌，一声声问候，带给你无穷的想象。 后，杨

秉礼金牌总教练和郭素珍女士的压轴舞使得全场气氛达到了 高潮， 释行浩院长也带领一众弟子

参与盛会，同乐其间。余氏公所余颂辉也登台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所有歌均有人买单为黄氏宗亲

会筹款。 

 

以下是现场的一组照片。 

 



 

 



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将於 9 月 30 日〈星期六〉 

假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举行年度教师节谢师宴 
作者：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会长 罗秀娟          录入于 September 18, 2006 at 21:26:28: 

 

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年度敬师宴 

 

以促进休士顿地区各中文学校间之联谊及合作、广集各校专才，改进教材、改善教学，积极发展

中文教育，发扬中华文化和固有道德以及促进北美各地中文学校联谊 会间之合作为宗旨的休士顿

中文学校联谊会是由长青中文学校〈校长罗秀娟〉、翰林中文学校〈校长马恩慈〉、福遍中国教

会中文学校〈校长李婉文〉、西北中华学 苑〈校长谢兰英〉、晓士顿华人浸信会中文学校〈校长

苏李玉华〉、澄清湖中文学校〈校长武一民〉、台北学校〈校长李珠兰〉、中华文化学院〈校长

王孟瑀〉、中 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周乃溟〉、菩提学苑〈校长张景华〉、慈济人文学校

〈陈珊玲〉、成功华语中心〈校长石增琨〉和晓士顿中国教会中文学校〈校长张彩 惠〉等十三所

非营利性、非政治性之财团法人机构共同组成；为庆祝孔子诞辰纪念日暨庆祝教师节，谨订於 9

月 30 日〈星期六〉晚间 6时 30 分假凤凰正宗潮粤海 鲜大酒家举办年度大型谢师宴餐会，每年都

经由中华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经费，同时为奖励海外各级华侨学校及中文学校华文教师长期

从事华侨教师，依不同任 教年资颁发不同级别之奖章、奖状与奖金。 2006 年休士顿地区获奖老

师共计十名，包括任教届满 20 年的陈慧敏老师、邓漪丽老师〈中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程美华

老师〈中华文化学院〉均获颁银质侨 教荣誉章一枚、奖章证书一纸及价值美金 150 元等值礼券一

份；任教届满 10 年有关林赐灵老师、劳广波老师〈晓士顿华人浸信会中文学校〉、林丽芬老师、

程清 钰老师〈中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陈凤姿老师、陈菊贞老师〈休士顿慈济人文学校〉与古

永祥老师〈晓士顿中国教会中文学校〉皆获颁奖状一纸及价值美金 100 元等值礼券一份，另外世

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美南分会同时参与本年度谢师宴餐会并颁发资深优 良教师奖金。 

 

纵观今日中华语文在全球不同角落发光发热之际，AP 中文进阶课程在全美大学理事会全力推广之

下，让不同族裔的家长与学生像燎原火般学习中文，对身为海外华裔的心境将更为雀跃和兴奋，

尤其针对中文学校联谊会所负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及使命是责无旁贷。基於上项诸多原由，属於

美南地区的政要、贤达之士和各商家们都踊跃赞助、支持，进而共襄盛举，为中文教师牺牲周末

假日，毅然投入执 教文化传承的无悔精神感动，要亲自向她们致 高的敬意，当天赴宴的贵宾计

有驻休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廖港民处长、经文处教育组李光华组长、侨务组赖澄民 组长、商

务组凌家裕组长、政务组葛葆萱组长、侨教中心林渭德主任、阎树荣副主任、侨务委员梁慎平、

侨务委员叶宏志与侨务顾问、糖城市议员黄安祥和美国主流 高中中文教师们。 

 

於此休士顿中文学校联谊会会长呼吁各华商银行、商家们、厂商们请鼎力赞助捐赠教师节谢师宴

中的抽奖礼品项目，让大会齐心来表达对休士顿中文教师崇高的敬 意，促使海外中华文化传承绵

延不绝。详细情形请联络罗秀娟〈832〉607-5038，恳切感谢每一位投注心力的侨界朋友，敬祝中

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健康 平安。 

 

 

 

 



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嘉宾云集盛赞硕果累累 

邹雅莉姚明黄朱惠爱朱朝伯获奖王绮出马设计格调高获盛誉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September 27, 2006 at 15:50:21: 

世界名人网讯 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十周年了。亚美研究中心主任邹雅莉教授精心安排，休斯

顿大学校长、州议员、市议员、以及侨界超过四百位嘉宾光临休斯顿大学希尔顿旅馆荣誉大堂，

共同祝贺亚美研究中心的丰硕成果。 

 

王绮老师老将出马，火鸟呈祥图创造永恒 

不到中午，王绮老师携带助手李庆元等人来到大厅，把自己精心设计的舞台三维火鸟呈祥图烘托

出的金色的巨大的 10 字和蓝白红三色的细条以及淡黄、桔黄、深红 所组成的象征多元化多族裔

的大地绸缎悬挂在大厅正中央。姚明的表妹也是周教授的学生，她和刚刚来访休斯顿的傅美娟律

师一起协助王绮老师，李庆元则跑东跑西 贴胶带，打灯光，把整个现场布置的金碧辉煌，美奂美

伦。 

 

王鑫生画展，共襄盛举 

休斯顿著名油画家王鑫生这次带来二十余幅巨幅油画，放在荣誉大堂正中供来宾们欣赏。王老师

在休斯顿也是十年有成，与亚美研究中心一起同步成长，现在更是育 人无数，在休斯敦绘画界盛

开了一朵朵奇芭。邹教授特邀王老师带着自己的杰作来到这一盛典之中，共襄盛举。王老师不负

众望，作品展示格调高雅，镶嵌在荣誉大 堂之中，赢得嘉宾一致好评，很多人闪亮了照相机，在

王老师的绘画作品前合影留念，跟多的人驻足观赏，仔细品味其中的含义。 

 

姚明高调出席，累坏了闪光灯 

主人特意安排姚明坐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华锦洲和休斯顿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Jay Gogue 之间。

记者们和不是记者却带有相机的嘉宾们纷纷给走到他们背后的姚明球迷们拍照， 后有的记者把

相机电视都拍得没有电了。 姚明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接受休斯顿大学校董事会主席 Jay 

Gogue 特别颁发校长奖。  

 

邹雅莉荣获杰出领袖奖 

孔子基金会董事申远方女士代表孔子基金会专门为邹雅莉女士颁发了杰出领袖奖，表彰他在教育

交流和文化传播领域所作的重大的和杰出的贡献。  

 

后谭秋晴女士主持了有声拍卖活动，姚明捐出的签名球衣被本地地产强人，姚明的好朋友郭翔

以一千五百美元竞得，姚明捐出的签名篮球被石山地产伯尼丽香以二千二百美元竞得，姚明高兴

地走上主席台与伯尼丽香亲切合影。感谢她为亚美研究中心捐款，义薄云天。  



 

 



 

 



 

 



旅居休斯敦著名影星陈烨女士过生日 风采依旧 不减当年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September 30, 2006 at 12:03:47: 

 

世界名人网快讯 九月底的一天，记者在休斯敦著名的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巧遇了正在这里过

生日的旅居休斯敦的著名影星陈烨女士。陈烨女士风采不减当年，一家人其乐融融，非常幸福。 

 

 
陈烨儿子、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成、陈烨夫婿查尔斯、来自上海的傅美娟律师 

 

 
陈烨全家福．和友人在一起共度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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