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會 聞發 會 訪華碩
          

世界名人网讯爲了把訪問的成果向休斯敦僑社彙報，美國孔子基金會於2009年6月13日本星期六舉行新聞發布會，

請各媒體、美孔成員和所有關心中華文化傳播的朋友參加。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论

语 述而）”我們就是有志于孔子之道，景仰孔子的品德，憑著對人民群衆的愛心，採取各種文藝的形式來在北

美宣揚孔子文化。希望各社團，各方面人士都來協助我們的工作。  

 

孔孟當年轍環千里走遍天下，爲的是佈仁義之道于神州，如今孔子基金會同人飛翔萬里去拜祖山，乃是爲了在北

美宣揚中華文化。五月下旬，美國孔子基金會（下簡稱美孔）榮譽董事長許振城，美孔會長申遠方、副會長李慶

元、顧問董事長周潤偉、榮譽董事周滿洪夫人劉玉英、榮譽董事顧問楊贊榮、榮譽董事陳耀洪一行八人受中國國

務院僑辦、山東省僑辦等單位的邀請，訪問了北京、濟南、曲阜、莒南、臨沂等地，處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大

力的支持，代表團成員深受鼓舞。他們與有關各方簽署了若干合作備忘錄和意向書，將在北美大地上把學習、宣

傳孔子學說和中華文化的活動開展起來。  

 

國務院僑辦把代表團安排在最好的酒店，提供最好的食宿，並且親切接見和會談。山東省僑辦派出美女副處長曾

英女士全程陪同。國務院僑辦的領導說，現在國家的方針正從集中抓經濟轉到重視抓文化，國務院僑辦剛剛成立

了文化局。山東省僑辦王主任稱接待美孔是國省僑辦從接待商貿代表團轉向到文化代表團以來的第一個團，此次

接待美國孔子基金會代表團是這一重大轉折的里程碑。古語云“上下同慾者勝”，有中方領導和美方同仁兩個積

極性，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  

 



我們的事業是什麽？在開始階段，美國孔子基金會計劃要搞好祭孔、孔子文化展覽，和修建孔廟三件大事。  

在孔子的故鄉曲阜，代表團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接待，山東省僑辦、濟甯市僑聯、曲阜市僑聯、中國孔子基金會曲

阜辦事處的領導都出面歡迎、招待。曲阜的古建專家、孔子研究專家都來獻計獻策，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

使，要讓休斯敦的北美第一座孔廟早日面世。  

 

中國孔子基金會曲阜辦事處主任孔祥林是孔子的後代，也是孔子研究的專家。曲阜各界主動表示，要帶一批專家

和演員到休斯敦來指導中美合作的祭孔大典。祭孔大典將要達到國家的制式水平。  

 

代表團在北京參觀了國子監（當時的最高學府）和皇家孔廟。孔廟設有孔子文化博物館，使得成員們大開眼界，

增長了知識和對孔子的認識。北京孔廟表示願意到休斯敦與美國孔子基金會合作舉行孔子展覽，全方位地支持我

們在北美弘揚孔子文化。北京孔廟常年陳列孔子生平展覽，他們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們表示可以爲休斯敦

孔子生平展覽提供展品和講解員，要搞多大規模，就可以搞多大規模。  

 

山東曲阜市古建公司董事長孔憲成，規劃設計院院長李一中都表示一定在技術、材料、制式等各個方面協助休斯

敦孔廟的建設，我們也準備盡快邀請他們訪問本市。  

 

在山東訪問期間，代表團還受到莒南縣委，臨沂市委等多方面的熱情接待。  



世界名人网讯2009年6月13日晚，越裔退役伤残军人致敬大会在凤凰海鲜大酒家隆重举行。超过700位越裔社区精

英一起为来自全美各地的军人和家属致敬，向他们祝福，并同时为因战争而失去生命和失去生存能力的军人和家

属们筹款，凤凰酒家东主许振诚特别代表所有捐款人上台发言致辞，显示出军人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样一

个在美国普遍被接受的信念。  

 

许振诚说，世界多灾多难，人类和平还需要世世代代的努力，国与国之间的争议上升为战争时，很多与你我一样

的人都走上战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但是我们要为这些在战争中做出牺牲的军人和家属

做些事情，他们是无辜的牺牲者和受害者，我们要尊敬他们，为他们的生活尽些绵薄之力。  

 

许振诚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他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常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场地壮观气派，他对

玉佛寺美洲菩提中心和越裔军人协会作出的慷慨捐赠，使得很多大型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用许振诚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做企业的人，就是要赚钱来支持自己中意的慈善事业，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亚裔和华裔、越裔在美国

受到尊重，是我们永远远离灾难。  

 

许振诚捐献了当晚所有的宴会利润，全部成千上万的善款将帮助每一个需要的残疾军人和家属。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          录入于 June 23, 2009 at 15:56:57: 

世界名人网讯2009年6月19日晚7时，来自非裔社区的人士OkayDike在这里举办燕尾服级的50岁生日派对，超过六

百位亲朋好友齐往祝贺。大家排着队，端着酒杯、跳着舞步依次前往主席台前祝贺。Dike一家五人在台上特别设

置的客厅前把酒对影，好一番热闹情形。  

 

整个凤凰海鲜大酒家装饰得美奂美仑，午夜１２时整，Dike先生的侄女首先上场演唱自己专门为叔叔编写的生日

歌，全家人一起切蛋糕，开香槟，随后Dike旁若无人的跳起亲密恩爱的华尔兹，事先准备好的玫瑰花瓣从屋梁上

飘飘洒洒，落满全身，铺满了一地。很多亲朋好友则按照风俗，兑换了很多一美元现钞，来到Dike夫妇身边，一

边跳舞，一边往他们身上撒钱，Dike夫妇则视若不见，一直漫步在地板中央，整个过程直到凌晨五时才结束。凤

凰海鲜大酒家宴会厅中央铺满了美钞。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          录入于 July 09, 2009 at 18:50:03: 

 

世界名人网讯 2009年7月4日晚，位于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的凤凰海鲜大酒家(Phoenix Event 

Center)洋溢在节日的气氛中。7月4日是美国国庆节独立日，也是休斯顿2009加勒比海节(Houston CaribFest 

2009)的重头戏索加(SOCA XTREME)在这里举办狂欢不眠之夜。来自加勒比海的顶尖索加艺术家(TOP SOCA 

ARTISTS)包括Fayann率Hunter, Daddy Chess, Crossovah, Jam Tyme等四大天王巨星均现身表演。  

 

2009休斯顿加勒比海节Houston CaribFest五天内共举行八场活动。始于7月1日的是Camoflage；7月2日的Ultra 

GLO；7月3日的早餐聚会，随后的ULTRA GLO和始于10:00pm-5am的J'ouvert；7月4日有3项活动：2pm-9pm的All 

Inclusive , 7pm - 10pm的加勒比海喜剧表演 和超级索加(Soca Xtreme)主演为 Fayann, Hunter, Daddy 

Chess, Crossovah, Jam Tyme，乐队是theNewRequestBand。7月5日上午，一周的加勒比海节在汤姆贝斯公园(Tom 

Bass Park)以游行活动结束。  

 

索加Soca的前身是Calypso，源于十八世纪殖民区里民谣歌手擅长演唱的一些讽刺性即兴歌舞，也因多元种族与殖

民朝代的影响，歌词拼贴着法语、英语、非洲语等，音乐风格上则杂着一点点雷击音乐及莎莎舞曲的味道，在193

0年左右，曾一度风靡英、美主流音乐市场。现代的Calypso被命名为索加Soca（soul-calypso） 



它以calypso即兴歌曲加上电声乐器以及合成器等演变而来的，节奏变化也更多元, 

而不在意传统倚重的歌词内涵，在加勒比海特地区广为流行，为我们带来最流行的Soca音乐  

凤凰海鲜大酒家(PhoenixEventCenter)最近好戏连台，正在成为各族裔举办各种活动的热选地点，据东主Jim介绍

，7月4日当晚，除了南美风情的2009年加勒比海节索加音乐会外，还有非裔社团为饥饿儿童举行的大型筹款宴会

，一对新人的婚礼也凤凰婚宴中心(Phoenix Wedding Center)大厅隆重举行。 

 





孔子第七十五代孫儒學大師擔任主祭 美國孔子基金會九月首次舉行祭孔大典 

新聞發佈會[7/25]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July 17, 2009 at 20:00:50: 

世界名人网讯 American Confucius Foundation 

美 國 孔 子 基 金 會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各位尊敬的僑領、僑社的朋友們：  

 

今年九月，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至聖先師孔子誕辰2560年。由美國孔子基金會、潮州會館和越棉寮華裔聯誼

會共同發起，其它社團協助，將于九月初在休斯敦舉行首次祭孔大典。這將是西半球第一次舉行祭孔儀式，具有

不平凡的意義。我們要使孔子的聖名和他的學説教導，如醒世的木鐸，金聲玉振于北美的山河大地。大哉中華，

文明燦爛，流傳北美，再創輝煌！  

 

我們将邀請孔子第七十五代孫，著名儒學大師，中國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祥林先生擔任主祭人。中國著

名古建筑設計專家，曲阜市古建筑設計院院長，曲阜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一中先生將蒞臨休城為計劃中的休斯

敦孔廟擔任顧問。同時來訪的還有曲阜及其他城市的專家和政府要員。  

 

圍繞祭孔儀式，還將進行一系列學習、宣講孔子學説的活動。來訪的儒學大師孔祥林先生將在休市講學。  

爲此，我們將舉行新聞發佈會。 

 

時間﹕7月25日 (星期六) 下午4﹕00時 

地點﹕恆豐大樓12層(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聯係人：王吟昭 713-818-8866， 張天潤281-491-5877， 李慶元832-766-3011  

特此邀請你們光臨參加，並進行報道。  

美國孔子基金會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遴璘摄影          录入于 July 26, 2009 at 15:09:50: 

世界名人网讯休斯敦乃至西半球第一次祭孔大典新闻发布会7月25日下午4时在恒丰银行12楼举行。联合主办单位

为美国孔子基金会、潮州会馆、越棉寮华裔联谊会、安良工商会。  

 

主席为许振城，陈燦基，共同主席为翁作华，周满洪，执行主席为申远方，共同执行主席为李庆元，总策划为郭

大成，策划助理为王炜蘭，秘书长为张天润，副秘书长为黄培山。  

 

祭孔大典  

 

暨休斯敦侨社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大会将于2009年9月6日晚6时在凤凰大酒家举行。美国孔子基金会特聘孔学高级

顾问孔子后代和孔学专家孔祥林先生主持大典。孔祥林是孔子第75代传承人，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

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韩国儒道会顾问，山东省

作家协会会员。特聘美南休斯敦孔庙国子监建筑总顾问中国古建筑，孔庙建筑专家李一中先生主讲。曲阜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曲阜市古建筑设计院院长，世界著名古建筑家。 

 

新闻发布会衷心鸣谢长期支持我们的社团商家：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Taxes at 

BrownsvilleandTaxesSouthmostCollege，美國孔子基金會，休斯頓知青聯誼會，東北同鄉會，華夏學人協會，潮



州會館，中華公所，沈陽聯誼會，福建同鄉會/，福建工商会，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大休斯頓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

，安良工商會，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大學亞美研究中心，華夏中文學校，四川海外發展促進會，騰龍教育學院

，北美教育基金會，華盛中文學校，天后廟，北美華人創業協會，张要武美术学校，紅扇舞蹈團，周潔徐利舞蹈

學校，沈敏生舞蹈學校，首都銀行，恆豐銀行，美南銀行，金城银行，联合银行，夕陽紅俱樂部，王維國音樂教

室，美南新聞，黃河合唱團，疊聲合唱團，人間指南，華夏時報，美中信使報，世界日報，新華人報，長城書店

，王朝書店，時代華語廣播電台AM1050，美南華語廣播網，ChineseInternationalNews，華聞天地，德州廣東總

會，鳳凰海鮮大酒家，HoustonContinentalAirline，中华圣贤研习会，中華文化服務中心，廣西同鄉會，美南山

東同鄉會，季家錦小提琴學校，優勝中文學院，河南同鄉會，中國人活動中心，湖北同鄉會，中國旅美專家協會

，王鑫生美術學校，湖南同鄉會，中國海外石油校友會，復旦上醫大聯合校友會，南京地區校友聯誼會，黃氏宗

親會，世界婦女工商會，北大校友會，休大學生會濱海華人協會美國休斯頓嵩山少林，少林功夫學院，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中山醫科大學美南校友會，華東理工大學校友會，美南廈門大學校友會，華

中科技大學大休斯敦地區校友會，南京醫學院校友會，天津大學校友會，休斯頓大連理工大學校友會，休斯敦中

國科大校友會，山東醫科大學校友會，休斯敦上海交通大學校友會，休斯敦南開大學校友會，中國海洋大學校友

會，大休斯敦地區清華校友聯合會，中國醫科大學校友會，中國地質大學校友會，貝勒醫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誼

會，萊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哈爾濱工程大學校友會，山東大學海外校友會休斯敦分會，上海第二醫科大學

校友會，德州華西校友會，華人石油協會。



 
 

 
 





 

「梁皇寶懺」首次来到休斯敦 将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九日法会(70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           录入于 August 15, 2009 at 05:43:11: 

世界名人网讯 「梁皇寶懺」首次来到休斯敦，将于8月15-23日在凤凰海鲜大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TX)连续举行九日的法会，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六时，免费入场，免费素席。法会将由慈悲服務社(CSS)(h

ttp://www.css-south.org)邀請美國恒长法师、恒德法师主持。在www.css-

south.org可以點選詳閱相關訊息及線上報名。  

 

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诚特别捐献场地和所有设施给「梁皇寶懺」。他指出，世界多灾多难，台湾水灾使我们

看到大自然的毁灭性力量，这次「梁皇寶懺」使得我们有机会缅怀亲人，追思祖先，寻求平安。整个凤凰海鲜大

酒家精心布置，庄严肃穆，美奂美仑。连续九天的法会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能有机会在这里災消吉至，罪灭福生

。  

 

许振诚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他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常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场地壮观气派，他对

玉佛寺美洲菩提中心和越裔军人协会作出的慷慨捐赠，使得很多大型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用许振诚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做企业的人，就是要赚钱来支持自己中意的慈善事业，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亚裔和华裔、越裔在美国

受到尊重，是我们永远远离灾难。  

 

恆長法師簡介  

 

恆長法師出生於越南，青少年時期來美定居，弱冠之年隨上宣下化老和尚出家，並於西元1982年受具足戒，喜打

坐修禪。1984年獲得美國法界大學的佛學碩士學位。1992年發願背誦華嚴經。自1990至2000年，曾多次閉關禪修

與鑽研華嚴經。2002年，創設慈悲服務社，教導大眾如何將佛菩薩慈悲喜捨的理念融入現代生活中。2003年，在

夏威夷成立禪修中心，強調身心靈三方面均衡發展的重要性，教導大眾如何啟發自身的身心靈，進而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2003年至今，將其打坐與研讀華嚴經的心得與人分享，教導大眾以養生運動達到強身健體，藉以儲存



打坐所需能量。以打坐安定浮躁的身心，進而息滅妄想，鍛練制心一處的功夫，用止觀調伏身心，將愛心與善念

傳出去，藉以提昇精神層面，深植行菩薩道的種子。  

 

慈悲服務社是恆長法師於西元2002年創立於美國南加州，這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並於西元2006年在台灣成立分

社，專為臺灣信眾服務。  

 

創建慈悲服務社的初衷，是為了配合現代人的需求，所以服務活動力求普遍化與包容性，是超越宗教與文化的範

疇。  

 

慈悲服務社為了實踐其服務人群的理念，於是以佛教為基礎，配合現代人類追求至善的思潮。並結合世界各地的

人文思想，設計一套治療與提昇人類身心靈方法的教材，使學習者隨時隨地都能沉浸於鬆靜定的安祥自在中。 

為了達成服務理念，慈悲服務社計畫成立一所學習中心。為有意願淨化身心靈者，提供一個絕佳學習環境，使其

能獲得全面修行的教導與完整訓練。進而達到慈悲服務社創立的目的---

以慈悲、包容、愛心服務人群。並且能夠朝著慈悲服務社的宗旨向前邁進：即是將「奉獻身心，度化群迷」的菩

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中，以期達到提昇生命的境界。  

 

慈悲服務社-乾坤十靈  

 

養生功(哲理)：因為我們身體好像宇宙一樣，這個宇宙上邊是天叫乾，下邊是地叫坤，乾和坤中間是萬物，就是

宇宙，就好像天、地中間是人，那人裡面呢？我們會有很多的變化，這個變化是能量的變化，因此乾、坤中間，

在身體裡面有十個或者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中心，這個能量中心呢？現代科學越來越認同及重視，每個人的臉、四

肢都不同，但是更不同的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身體裡面的能量，完全是要靠我們的修行或者修練而來，現在

科學和以前的印度 研究、修練後認同能量是在我們脊椎裡邊，後面的脊椎有七個能量中心，七個能量是從第一 

尾椎到第七頭頂，七個能量中心是非常非常的明顯，可以用儀器測量。  

 

洛杉磯一所大學（UCLA）有幾位科學家，他們發明一些儀器可以測量、可以證明能量中心實在是一個實體，同時

會影響到我們健康情況；除影響我們的健康情況之外，他們也發覺到會影響我們的情緒、思想、宇宙觀、人生觀

和生活方面，所以能量中心，現代的科學都認同，以前在印度有一門功夫叫瑜珈，這派瑜珈常常提倡如何把能量

提升，認為能量中心就是Chakra，現在翻譯成"氣輪"，氣輪有七個，最底的在我們的尾椎叫『海底輪』；肚臍的

後面叫第二個氣輪－『臍輪』，在我們的solarplexus（太陽神經叢）是第三個氣輪－『腹輪』在心窩；第四個氣

輪在我們的chest（胸）中間叫『心輪』；在我們的脖子上有第五個氣輪叫『喉輪』；在第三眼的位置是第六個氣

輪叫『眉間輪』；第七個氣輪在頭頂叫『頂輪』，不但有名字，有位置。我們可以運用科學儀器測量氣輪及有整

套系統如何發展氣輪，這套系統就是【乾坤十靈】養生運動，這套養生功主要是發展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所以

叫【乾坤十靈】，因為天地之間這個「人 」是最重要的，那為什麼叫十靈呢？  

 

因為有十個方法，十個方法或者十招是發展我們的七個能量中心，繼續研究乾坤 十靈如何修練、如何發展。  

《梁皇懺》即「慈悲道場懺法」，俗稱「金山御製梁皇寶懺」，是佛教懺悔滅罪的懺王，也是經懺中生亡兩利的

寶典，歷代以來頗受民間歡迎。因此，佛寺多有舉辦「梁皇寶懺法會共修」，常見舉辦的時間是正月、四月、七

月，期間為七天左右。有時也因應居士的請求，為往生的親人特別禮拜《梁皇懺》。以慈悲救度聞名的《梁皇懺

》，背後有個浪漫的愛情故事，要從梁武帝的皇后郗氏說起......。  

 

自從郗后死後，武帝日夜鬱悶不樂。一夜，驀然驚見一條大蟒蛇盤繞樑柱，武帝驚駭極了！不料，蟒蛇幽幽地訴

說：「我就是郗氏，生前嫉妒六宮嬪妃，動心發口，有如毒蛇，因心懷瞋毒，死後墮為蟒蛇。不但飽受飢餓，也

無洞穴可棲，身上每一鱗甲被蟲啃囓，如刀割一般。......希望皇上能做功德來救拔我。」  

 

武帝聽後，萬分感慨，不一會兒，蟒蛇不知去向。次日，武帝集合高僧，問有何善法可為郗氏贖罪脫苦，寶誌禪

師回答必須禮佛懺悔方可，於是武帝請寶誌等人編輯了懺文十卷。禮懺完畢後，室內異香撲鼻，抬頭見一位容貌

端麗的天人，說：「蒙皇上禮懺功德，我已脫蟒蛇之身，超生忉利天，特來拜謝。」說完不見蹤影。  

 



這懺法便以梁皇為名，稱為《梁皇寶懺》，又以佛法慈悲救度，又名《慈悲道場懺法》。至今千餘年來，世人欲

報親恩，薦拔祖先及冤親債主，或為在生者消災祈福、除病延年等，多虔敬禮拜此懺，感應故事流傳不斷。  

FIRST TIME IN HOUSTON  

  We are very much honored to host the highly acclaimed repentance ceremony “The Jeweled 

Repentance of Emperor Liang”, under the officiating of Venerable Master Hang Truong and Venerable 

Master Hang Duc, from August 15 through August 23, 2009.  

 

  FREE REGISTERATION, VOLUNTEER, Prayer for Wellness, Prayer for the Deceased or learn more from 

our FAQ about "The Jeweled Repentance of Emperor Liang"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August 21, 2009 at 13:34:17: 

世界名人网讯 

美南首次祭孔大典即将在休斯敦于9月6日举行，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件盛事。本次大典特邀著名古建筑专家、孔庙

修建专家李一中出席。下面是这位贵宾的介绍。  

 

李 一中 先 生 简 介  

李一中 

男,汉族,山东曲阜人,1944年出生,大专文化程度,1963年8月参加工作,1

986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筑师,古建

筑工程师,曲阜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曲阜市古建筑

设计院董事长兼院长。  

工作简历：1963年8月，在曲阜县房管所参加工作；1983年元月至1984

年12月，被曲阜县聘任为孔庙大成殿恢复工程办公室工作任技术负责人

；1985年1月至1986年8月，在曲阜市房管处工作任古建队队长；1986年

8月至1994年5月，在曲阜市古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任副经理，总工程师；

1994年5月至2001年5月，在曲阜市古建园林设计院工作任院长，总工程

师；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山东省委党校业余大专班经济管理专业

学习（函授）；2001年5月至今在曲阜市古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工作任

董事长，院长，总工程师；2001年3月至2008年元月任曲阜市人大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  

 

工作业绩：李一中先生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和

施工工作，在此期间认真钻研古建筑技术和古建筑施工技术在1989年获

得济宁市科学技术成果银奖。该先生不仅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建筑技艺，

还不断宏扬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在1990年参与编制了《全国统一仿古园林定额山东省单位估价表》，



为国家制定标准规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1994年成立了曲阜市古建园林设计院，培养了一批具有高水平设计能

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填补了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无古建筑设计的空白，为曲阜的古建筑行业走出地区、省、

国门到世界各地做出很大贡献，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不仅提高了曲阜古建筑行业的知名度同时也宣传了曲阜，

并带动了曲阜古建筑各个行业地向外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持设计完成国内的主要工程先

后有1、1983年修复曲阜孔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龛、四配、十二哲、像龛、供桌、匾联、祭器及邹城亚圣庙孟子像

龛等；2、曲阜明故城南城门楼，北、西、东交界牌坊；3、深圳锦绣中华孔庙缩影，蓬莱阁缩影及承德避暑山庄

缩影等工程及中国五大楼阁缩影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参展；4、曲阜明故城东南城门楼；5、京福高速路曲阜迎宾口

景区；6、曲阜西关民族广场公园；7、曲阜孔府西苑群体工程；8、曲阜孔家东苑群体工程；9、济宁的工程有观

音阁；小北湖千禧阁群体；竹竿巷商业街；东大寺北沿运河商业街；鲁兴苏州苑群体仿古楼；大悲庵大雄宝殿；

快活林群体仿古街工程等；济宁九巨龙仿古商业街；10、济南的工程主要有千佛山藏经楼；东山门；厢房；章丘

元音塔等；11、胶东的主要工程有荣城的将军碑廊群体；蓬莱峰埠顶群体古建筑群；青岛明贞观群体，望海楼；

寿光羊口天妃宫大殿等；12、聊城的主要工程有高唐书画一条街；南湖湖心岛四合院群体；禹城禹王庙群体；13

、枣庄卓山塔陵园群体工程，淄博周村丝绸古文化商业街，胜利油田胜炼公园，淄川莲花庵复原工程，博山琉璃

园古建文化闹龙街等大型群体工程；14省外的主要工程有海南的观音阁群体；河南夏邑的孔子还乡伺群体；河南

商丘的微子伺群体、三陵台群体；新疆乌鲁木齐的老君庙群体；黑龙江佳木斯佛光寺群体；鸡西净土寺群体；大

庆果成精舍群体；长春的华夏陵园等；14、国外的主要工程有澳大利亚步里斯班中国城群体；德国姑苏母市竹林

楼；以色列青岛友谊亭；美国纽约陈教授的中国式花园等。该先生不仅在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还把培养新

一代的古建筑设计生命军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首先成立了古建筑设计院手把手的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到每一

位年轻的人员心中使他们都能够掌握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的设计工作，所设计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社会的一

致好评。  

 

李一中先生在工作和社会兼职期间多次被主管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提案员”并在济宁市建委组织的

优秀设计评选中多次获奖；他的事迹先后被收录历史的丰碑”“中国名人大典”。  

 

该先生在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被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分别授予中国民族建筑事业优秀人物奖和中国营造技术

人物传承奖。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连续连年被曲阜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梁皇寶懺」法会大获成功 凤凰海鲜大酒家各族裔大型活动频繁登场(55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           录入于 August 24, 2009 at 18:14:22: 

世界名人网讯 一连九日的「梁皇寶懺」法会首次来到休斯敦在8月23日在凤凰海鲜大酒家(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圆满落幕，连续举行九日的法会，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六时，免费入场，免费素席，共吸引了数万人出席。法

会由慈悲服務社(CSS)(http://www.css-

south.org)邀請美國恒长法师、恒德法师主持。整个会场布置美奂美仑，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

缘念佛。一真诚：对人真实诚恳，毫无虚假。二 清净：不受外界的诱惑和污染。三 

平等：对人谦恭，没有对立的念头。四 正觉：深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一心求生净土。五 

慈悲：心中常怀恻隐之心，随时把快乐带给别人。六 看破：明了世间无常，一切法了不可得。七 

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不是把工作放下，不是把责任放下，

是把心里的妄念放下，烦恼、忧虑、牵挂放下。八 自在：与人无争，于事无求。九 

随缘：常念知足，绝不攀缘。十 

念佛：发菩提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至心回向、归心净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南无阿弥陀佛！  

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诚特别把九日法会的场地和所有设施捐献给「梁皇寶懺」免费使用。他指出，世界多灾

多难，台湾水灾使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毁灭性力量，这次「梁皇寶懺」使得我们有机会缅怀亲人，追思祖先，寻求

平安。整个凤凰海鲜大酒家精心布置，庄严肃穆，为即将举行的祭孔大会增加了信心。连续九天的法会将有成千

上万的人能有机会在这里災消吉至，罪灭福生。  

许振诚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他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常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场地壮观气派，他对

玉佛寺美洲菩提中心和越裔军人协会作出的慷慨捐赠，使得很多大型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用许振诚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做企业的人，就是要赚钱来支持自己中意的慈善事业，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亚裔和华裔、越裔在美国

受到尊重，是我们永远远离灾难。  



恆長法師簡介  

恆長法師出生於越南，青少年時期來美定居，弱冠之年隨上宣下化老和尚出家，並於西元1982年受具足戒，喜打

坐修禪。1984年獲得美國法界大學的佛學碩士學位。1992年發願背誦華嚴經。自1990至2000年，曾多次閉關禪修

與鑽研華嚴經。2002年，創設慈悲服務社，教導大眾如何將佛菩薩慈悲喜捨的理念融入現代生活中。2003年，在

夏威夷成立禪修中心，強調身心靈三方面均衡發展的重要性，教導大眾如何啟發自身的身心靈，進而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2003年至今，將其打坐與研讀華嚴經的心得與人分享，教導大眾以養生運動達到強身健體，藉以儲存

打坐所需能量。以打坐安定浮躁的身心，進而息滅妄想，鍛練制心一處的功夫，用止觀調伏身心，將愛心與善念

傳出去，藉以提昇精神層面，深植行菩薩道的種子。  

慈悲服務社是恆長法師於西元2002年創立於美國南加州，這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並於西元2006年在台灣成立分

社，專為臺灣信眾服務。  

創建慈悲服務社的初衷，是為了配合現代人的需求，所以服務活動力求普遍化與包容性，是超越宗教與文化的範

疇。  

慈悲服務社為了實踐其服務人群的理念，於是以佛教為基礎，配合現代人類追求至善的思潮。並結合世界各地的

人文思想，設計一套治療與提昇人類身心靈方法的教材，使學習者隨時隨地都能沉浸於鬆靜定的安祥自在中。 

為了達成服務理念，慈悲服務社計畫成立一所學習中心。為有意願淨化身心靈者，提供一個絕佳學習環境，使其

能獲得全面修行的教導與完整訓練。進而達到慈悲服務社創立的目的---

以慈悲、包容、愛心服務人群。並且能夠朝著慈悲服務社的宗旨向前邁進：即是將「奉獻身心，度化群迷」的菩

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中，以期達到提昇生命的境界。  

 

 



当代儒家学者、孔子后裔孔祥林在休斯敦发表演讲《孔子的生平、思想与贡献》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报道          录入于 August 29, 2009 at 11:59:41: 

世界名人网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休斯敦前所未有地挂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孔子旋风。修孔像正在热闹，祭孔大

典又要开锣了，修孔庙也提到了日程之上，孔老先生到今天还是一位“圣之时者也”，着实令人佩服。  

 

孔子的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应邀从老家曲阜来休斯敦主持祭孔大典。此君不愧是圣裔，满腹经纶，口若悬河

，下飞机伊始就要给休斯敦人做一番演讲。社区大范围演讲的题目为《孔子的生平、思想与贡献》。休斯敦人刚

刚听了锦心绣口的于丹女教授大讲了一番孔子，旁及飘然出世的道家，又欣赏了许多李白的壮丽诗篇，颇为满意

那一顿精神大餐。现在可以再听听孔子家乡嫡传的学者是如何一个讲法，几分文几分质，多少是学问，多少是发

挥？这肯定又是一顿很有分量的精神大餐，各位同好不应放过。  

 

孔祥林，孔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

、学术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韩国儒

道会顾问，韩国释奠学会顾问。发表过许许多多研究儒学的文章。同时到会的还有山东曲阜市古建筑设计院院长

李一中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刘蔚华。  

时间：九月五日星期六，下午1:30 

地点：首都银行社區服務中心（Bellaire & Cooperate，王朝商场二楼）  

因为座位有限，只有120个，而感兴趣的朋友众多，希望及早预定座位，请联系 王吟昭 713-818-8866， 

梁薇832-640-8210， 李慶元832-766-3011 

电子邮件joanna.joannawang@gmail.com。凡预定了祭孔大典席位的人士将优先安排。 

(张天润供稿)  



美国孔子基金会重要通知[9/5][9/8]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05, 2009 at 01:17:44: 

世界名人网讯 美国孔子基金会即将举办两场讲座：  

第一场：9月5日(週六) 

中午1﹕30分在首都銀行二樓﹐特邀中國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子第75代傳人孔祥林先生和中國古建築學家李一中

先生作“孔學報告”﹐請屆時光臨並予報導﹗  

第二场：原定于9月7日（星期一）6:30 PM 举办的孔子思想研討會现改为9月8日（星期二）6:30 pm 

举行，开会地址不变（恆豐銀行12樓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欢迎光临，谢谢！  

 

孔子思想研討會即將在休斯敦舉行  

 

在休斯敦祭孔大典之後一天，美國孔子基金會將發起一個孔子思想研討會，聘請本地和中國國內著名學者發表專

題講演並回答問題。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歷幾千年而不衰，足見其博大精深，實際適用。在會上發言的都是素養很

高見解獨到的學者。這個研討會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深入淺出也是做得最好的。機會難得，不容錯過。演講者和

演講題目分別是：  

 

●周子勤先生，美國南德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孔子學說的現代觀》  

●李玮先生，孤星學院教授 Professor of Lone Star College,  

《中國傳統文化之三足》  

●孔祥林先生，孔子研究院副院長，曲阜師範大學研究生導師  

《孔子的倫理思想》  

●劉蔚華先生，中國孔子基金會常務副會長，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  

題目待定  

●李一中先生，曲阜市古建築設計院董事長兼院長  

《曲阜孔廟孔子聖像文化內涵》  

地點：恆豐銀行12樓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時間：9月8日（星期二）6:30 pm  

免費入場，請事先預定座位。請聯系 王吟昭 713-818-8866， 梁薇832-640-8210， 李慶元832-766-3011

美国孔子基金会今晚举办讲座[9/8]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08, 2009 at 13:51:33: 

 

世界名人网讯 美国孔子基金会即将在今晚9月8日（星期二）6:30 pm举办讲座：孔子思想研討會  

地址:恆豐銀行12樓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歡迎光臨﹐謝謝﹗ 

 

中華文化溢彩流光 西半球第一次祭孔大典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12, 2009 at 00:20:24: 

世界名人网讯休斯敦的2009年9月6日晚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2560年前，在中國山東的一個小山上，一個中華民

族的傳統聖人誕生了，這就是地位崇高的至聖先師孔夫子。如今，在美國南部坦蕩如砥的大平原上，許多華人華

僑在這裡聚會一堂，發起西半球第一次祭孔的盛典。由美國孔子基金會、潮州會館、越棉寮華裔聯誼會、安良工

商會、中華公所主辦，休斯敦四川海外發展促進會、東北同鄉會、沈陽同鄉會、中華聖賢研習會、華夏中文學校

、華盛中文學校、知青聯誼會、華夏學人協會、大專聯合校友會、德州佛教會、山東同鄉會、福建同鄉會、全美

華人協會等眾多社團協辦的第一屆孔子公祭開創了歷史。  



當天的會場上，來了許多來自遠方的客人。來自孔子家鄉曲阜的孔子75世孫孔祥林先生、著名孔廟建築專家李一

中先生。來自北京的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劉蔚華、楊年夫婦，中孔駐北京主任楊光先生。來自俄羅斯的路斯蘭

先生、塔吉亚娜女士等。  

 

聖人的心包容世界，孔子當年就憧憬過“乘桴浮於海”，即到海外傳播儒家的中庸仁義之道。美國孔子基金會的

宗旨就是在海外弘揚以孔子思想為中心的中華文化。我們正在為興建西半球第一最大型孔廟——

休斯敦孔廟而集資。我們要使孔子精神在海外世代相傳，永遠紮根。  

 

在鳳凰廣場多功能大廳飄揚著來自曲阜正宗孔廟音樂，八音齊奏，中和雅致。祭祀典禮所用八音古樂包括金、石

、土、木、革、絲、竹、匏，共8類105件樂器。其中編鐘、編磬作爲“金石樂”，是古代宮廷雅樂的標誌和代表

，金聲玉振，高雅純正，綿綿不絕。  

 

祭孔大典在擊鼓聲中開始。郭大誠先生帶來了本頭公廟的鼓樂隊，聲勢浩大，技巧不凡。為這次大典特製的古色

古香的“缶”給大典的音樂帶來了特殊的音品。中國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子75代傳人孔祥林主持本次祭孔大典

。  

 

華夏中文學校的學生朗誦孔子經典語錄字正腔圓，充滿韻味。這是中文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和中華聖賢研習會共同

努力的結果。孩子們代表未來，學生們的朗誦體現中華文化的傳承。  

 

美國孔子基金會的董事會、理事會、貴賓向至聖先師孔子敬香、敬獻花籃。香和孔子像都是從曲阜帶來的，我們

的祭孔採取了極其正式的儀式。  

 

祭禮的核心是宣讀祭文。美國孔子基金會董事長許振成先生擔負了這一光榮的任務。祭文用黃緞卷軸裝裱，文體

是四言韻文。許振城平時練習時有點放不開，到了正式場合卻放開了，聲音洪亮，音調鏗鏘。只聼他朗聲讀道：  

中華崛起，和諧化生，天和雨順，地和物豐。 

華人華裔，額首稱慶，同胞僑胞，根連脈通。 

煌煌儒教，燈傳萬古，天人合一，仁德其中。 

爲政以仁，氣正風清。有教無類，修齊治平。 

化民以德，躬行自省，忠孝首善，禮法持恒。 

政通人和，德道常青。農工商旅，百業同興。 

大哉美南，萬里平曠，百族聚居，繁榮興旺。 

華人事業，蒸蒸日上，華人子弟，芹茂樨香。 

華人持家，克勤克儉，華人理財，乃富乃昌。 

飲水思源，先師是敬，明燈破夜，四海有光。 

尼山非高，心頭可見，齊魯雖遠，一葦可航。 

中和至德，自強不息。夫子聖教，百代傳揚。  

祭祀告成，伏惟尚饗。  

 

德州孤星學院教授李瑋同聲傳譯，譯成英語。 

 

祭文之後，楊秉禮運動舞蹈學校和夕陽紅俱樂部表演了優雅的舞蹈。  

 

下面進入發言程序，美國孔子基金會會長申遠方致歡迎辭。美國衆議員AlGreen和他的助理譚秋晴一貫支持亞裔的

活動，就在這次祭孔活動中，他們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中國的來賓及時獲得了簽證。AlGreen的講話熱情洋溢

，他引用了孔子的語錄“己所不慾，勿施於人”等等。他說，我不僅是個議員，我還是你們中的一員，表達了他

對亞裔文化的熱愛。  

 



俄羅斯國際慈善基金會會長魯斯蘭用俄語發表了講話，他的翻譯譯成英語，再由李瑋教授譯成漢語。他說，在俄

國，人們也喜愛孔子，熟悉孔子。他向美國孔子基金會贈送了兩本書，介紹俄羅斯的傳統文化，國際民間的文化

交流就是這樣開展的。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總領事喬紅女士，副總領事周鼎，僑務組儲開旻等先生光臨大典，喬總領事作了精彩的講話

。  

 

大典上宴開四十餘桌，座無虛席。因爲大典内容很吸引人，來賓們幾乎都一直坐到最後。潘立平舞蹈學校、華夏

中文學校、德州潮州會館舞獅團為來賓表演了文藝節目。 

 









美國孔子基金會代表赴華參加山東祭孔大典[9/28]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September 17, 2009 at 19:45:55: 

世界名人网讯典雅的古樂，莊重的典禮，濃郁的中華風格，休斯敦第一次祭孔大典給大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來參加典禮的中國孔子基金會和曲阜的貴賓都對休斯敦的成就給與很高的評價。中國山東曲阜今年的祭孔大典

將在9月28日上午孔子誕辰日在曲阜孔廟舉行。受中國方面邀請，美國孔子基金會組成了赴華參加中國山東祭孔大

典和中國孔學研究大會訪問團，五位董事長、董事與有榮焉。他們是  



 

許振城   美國孔子基金會董事長，代表團團長  

許先生是本市著名的企業家，他是千禧年地産投資公司董事長、媽媽超級市場董事長、長好食品貿易公司董事長

和鳳凰正宗潮粵海鮮大酒家東主。  

 

許先生熱心幫助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是北美中國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曾經捐資在雲南省麻栗坡縣興建“博愛小學

”。  

 

許先生樂善好施，曾經幫助華人社區、佛教團體的許多活動。他現任美國休斯敦潮州會館最高顧問和德州越棉寮

華裔聯誼會名譽會長。  

 

翁作華   美國孔子基金會副董事長，潮州會館會長 

    

翁先生是本市傑出的企業家，他曾經獲得2009年度的亞裔“傑出企業家”稱號。他這次同時應邀參加國慶60周年

大典觀禮，是本埠華人的殊榮。  

 

郭大誠   美國孔子基金會董事、秘書長 、潮州會館最高顧問 

    

郭先生是本市資深風水師，他是本頭公廟董事長，現正投身于休斯敦孔廟的籌備工作。  

 

佘紹漢   美國孔子基金會最高名譽董事  

    

佘先生是著名僑領，中國僑聯海外顧問。他在去年任南加州潮州會館會長時，曾親赴四川地震災區慰問並捐款。

佘先生還是世界佛教和平促進會會長和世界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常務副會長。他這次同時應邀參加國慶60周年

大典觀禮，是在美華人的殊榮。  

 

孔昭傑   美國孔子基金會董事  

美國孔子基金會赴華代表團不日啓程，讓我們祝他們一路順風！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摄影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20, 2009 at 08:32:45: 

世界名人网讯10月18日晚，凤凰大酒家同时举办两场大型活动，一是在大型宴会厅举行有八百人参加的每年一度

的越裔军人日，为在战争中受伤和牺牲的的士兵和民众以及他们的家人捐款。凤凰海鲜大酒家东主许振城除了提

供场地外，还义捐2000美元，使得整晚筹得的款项达到两万五千美元。  

 

许振城说，不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我们的那些同胞都是无辜的，他们受伤，失去亲人，需要我们这些

人为他们做些事情，以弥补战争带来的伤痛。  

 

凤凰海鲜大酒家是休斯敦地区为数不多的能举行千人以上大型餐会、婚礼和生日派对及各种庆生舞会活动的场所

。当晚还有一场近四百人的生日派对是由南美酋长举办，他们穿着鲜艳的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他们自己的亲朋

好友的大好日子。 





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宴会 迎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代表团(200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摄影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22, 2009 at 01:30:29: 

世界名人网讯世界杰出华商美国2009年10月16日至26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卢俊卿主席将率代表团旅美。本次代

表团主要由国内著名房地产、能源、化工等行业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组成。代表团一行五十人于10月19号下午四

时抵达休斯顿布什国际机场。三元泰德董事长张磊前往接机并下榻位于西南区59高速公路边Hilton大旅馆。当晚

六点半，由美国孔子基金会主办，安良工商会、美南山东同乡会、美中律师协会、潮州会馆、越棉寮华裔联谊会

、双树建筑公司（排名不分先后）等共同承办大型欢迎晚宴在凤凰海鲜大酒家隆重举行。美国孔子基金会董事长

许振诚、会长申远方、副会长李庆元、董事黄培山、张天润秘书长、刘涛理事，三元泰德董事长张磊，潮州会馆

会长翁作华、理事长郭大诚，越棉寮华裔联谊会会长周满洪、安良工商会共同会长李雄、陈灿基，美南山东同乡

会会长美齐、理事李峰，美中律师协会徐建勋、张楠、双树建筑公司林宗生、林刘旭强等本地侨领和赞助商以及

美国友人伦伯斯公司CEO查尔斯等出席了晚宴。欢迎晚宴由美齐和李庆元主持。  

 

美国孔子基金会董事长许振诚致欢迎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发言介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这次代表团

的来美目的。美国孔子基金会会长申远方做主题发言。她介绍美国孔子基金会的由来，宗旨，组织机构以及最近

举行的首次孔子大典。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薇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代表团出

席晚宴的有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中华杰出女性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海宁，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常务副主席

文齐国，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副会长刘勇，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薇，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助

理郎维娜，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秘书长助理李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秘书卢星宇。代表团企业家主要成员有宜

城市襄大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德武，北京中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李凯，湖南汝城县绿叶木业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曾俊夫，湖北拓普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涛，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先

培，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有限公司股东吴世媺，湖北兴业钢铁炉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迎春，北京市松杉

佳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世春，湖南九龙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正滔，宁波华东物资城市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竺保国，上海嘉丰特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银涛，上海嘉丰特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卫林，上

海嘉丰特艺有限公司顾问邵辉，上海嘉丰特艺有限公司顾问陈彪，云南特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玉乔，云

南特行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发祥，云南玉溪玉昆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先平，昆明旭然石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璇，领地（广州）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辉，领地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龙一勤，深圳

市永和酒楼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克明，广东省象山石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连添，福建新吉福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群仙，广东大家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方汉，黑龙江圣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川，焦作市兴达

物资运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全成，琏源市福利综合厂厂长周和平，武钢森泰通山冶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炬，

山西华圆高科技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宪富，临沂鹏程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广军，江苏梅兰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虎宏，上海铭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根凤，天津凌奥创意产业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光勋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董事长唐金龙，顺兴电力及输变电设备有限公司总裁冼緯中，常熟神龙服饰有限公司董

事长陶文龙，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时金，江苏伟丰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舅生，西峡县

三胜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胜玉，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敬和，内蒙古包头市鑫嘉和工贸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刘朝祥，宏发中国集团董事长林移来等。  

 

宾主双方互相交换了礼物。美国孔子基金会赠送了孔子标准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则赠送了中华一绝草编工艺和

平鸽。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也给三元泰德董事长赠送了礼物。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全球华商的最高组织，旨在为全球杰出华商构建最具价值的人脉网络与合作平台，促进华商

精英强强联手，和合共荣。协会每年秋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世界杰出华商大会”，以高

尚的品位、丰富的商业机会和最具价值的人脉资源凝聚着全球30多个国家的杰出华商，成为全球华商的顶级盛会

。协会每年推出的“华人企业500强”、“华商富豪500强”、“华商影响力100强”为华商世界最权威的排行榜。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秉承孔子仁爱礼义的思想，美国孔子基金会将主办19日欢迎晚宴。作为休

斯顿当地著名的非盈利公益性机构，美国孔子基金会的主旨在于研究、普及传播弘扬孔子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中国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研究工作，促进国际间文化，教育，经济，科技交流，推动人类和平、团结与进

步。  

 



应联合国副秘书长潘基文的邀请，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代表团在结束休城访问之后，还将参加23号在纽约举行的“

联合国六十四周年庆典活动”。此次庆典将由联合国副秘书长潘基文和卢俊卿主席等共同敲起世界和谐钟；庆典

还包括中国企业家演讲及世界和谐论坛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美南山東同鄉會2009年會将在鳳凰海鮮大酒家举行[11/26]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November 05, 2009 at 05:34:21: 

世界名人网讯美南山東同鄉會謹訂於2009年11月26日，週四中午12點，假休士頓鳳凰海鮮飯店舉行2009年會。地

址：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  

 

美南山東同鄉會成立30多年，會員在眾多領域建樹頗豐。本屆年會預計將有600位山東老鄉和嘉賓出席。年會有豐

盛午宴、精彩演出、魔術表演和摸彩。貴賓席每桌300美元（10人），宴會席每桌200美元(10人).  

 

10歲以下兒童免票。購票事宜請洽美南山東同鄉會會長美齊或年會會務負責人李峰先生: 713-854-2221 或 

nklifeng@yahoo.com.  

 

歡迎山東老鄉、家人及社區朋友們參加！  

 

凤凰海鲜大酒家异国婚礼 感恩节前期欢腾喜庆满休市(60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欣欣报道 遴璘摄影          录入于 November 26, 2009 at 13:14:52: 

世界名人网讯2009年11月21日午夜，凤凰海鲜大酒家洋溢着一派异国欢腾的喜庆景象，原来数千位衣装华丽的南

美酋长族正在这里举行他们传统的婚礼，一对新人Tunde和Moriam正在接受自己民族最衷心的祝福，成为一对夫妻

。  

 

最隆重的典礼都是在午夜十二时开始，象征着一天最美好的时光的开始，一生中有几个这样的时光伴随着祝福声

，载歌载舞，这里有吃不完的宴席，跳不完的舞蹈，祝不完的祝福，凤凰海鲜大酒家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宴会

大厅里挤满了祝福的人，在休斯敦多元化的社区里，你时常能看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一个世界民族的大

熔炉浓浓的缩影在凤凰海鲜大酒家里。休斯敦，一个充满美国梦的地方，凤凰海鲜大酒家，多元化国际化大都市

的一个见证地。  



 

东主许振诚告诉笔者，在凤凰海鲜大酒家，时常举行华裔、越裔、非裔、南美裔以及各种主流社区的大型婚礼、

生日派对、同乡会宴会、佛教筹款会、慈善晚宴、各社团年会、全国性的大会、法会、各电台的演出大会、加勒

比海节，在这里，有着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图片展，瓷器、摄影艺术、大型绘画，有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风光

，也有金碧辉煌的演出大厅，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所以，今天的这场异国他乡的婚礼，就是对感

恩节前夕所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的最好祝福！ 

 



 



美南山東同鄉會2009年會隆重热烈 

凤凰金色大厅文艺节目精彩震撼掌声不绝(60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 遴璘摄影报道          录入于 November 29, 2009 at 01:10:22: 

世界名人网讯美南山東同鄉會2009年年會於2009年11月26日感恩節當天中午十二时整，隆重舉行年會及盛大聚餐

，近千位山東老鄉及嘉賓們歡聚一堂，载歌载舞，豪迈熱情，欢度感恩佳节。不少海外山東老鄉更是携家带口，

喜气洋洋，前来享受一年一度難得的美好时光，新朋老友喜相逢，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高燕平總領事出席并致辞

，周鼎副總領事、儲開旻僑務组长皆盛装出席盛會，越棉寮华裔联谊会、黃氏宗親會，德州廣東总会，僑灣社，

中国人活动中心等大休斯顿地区主要华裔社团均前来共襄盛舉。  

 

山東同鄉會會長美齊感謝2009年度理事們的大力協助，并宣佈2010年新任理事名單。歷屆會長李東亮、豐建偉、

孫鐵漢等和新旧理事一起上台向老鄉们問好。  

 

當天的文藝節目出乎意料的震憾出场。旅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特别受邀担任节目策划和监制，特邀錢護壯

、孙慧琴、沈敏生舞蹈学校、魔术师阿松(Ethen)等出场表演歌舞和魔术，并由宋海燕声乐教室和音乐剧场成人及

少年儿童做精彩表演。山東藝術人才輩出。「美南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孫鐵漢與許涓涓「東方之珠」二重唱互动

性强，带动了全场的气氛，来自山東蓬萊山東青年教師聲樂大獎賽一等獎孫慧琴演唱「我愛你塞北的雪」音色优

美，「宋海燕音樂劇場」的四位小朋友們表演中外少年兒童名曲聯唱，歌聲動人，非常討好，演唱至一段落，美

国学生莉娅(LiaHoward)用纯正的中文领唱《歌声与微笑》，背后四位小歌手也载歌载舞，群情振奋，掌声舆喝彩

声此起彼伏，台下一片叫好声。来自山東煙台著名歌唱家錢護壯演唱了「21世紀草原情歌」──「天邊」，浑厚

深沉，唤起了思乡之情。最高潮是歌劇及聲樂表演碩士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演唱「瑪依拉變奏曲」如行云流

水，花腔处跳跃轻盈，一气呵成，更是威力十足，震撼全場，安可聲不斷，宋海燕应观众和主持人热烈邀请，又

为全体观众演唱了安可曲「我愛你中國」，觀眾们都被她大气优美的歌声深深打动。  

 

当晚的演出还有沈敏生舞蹈學校學生表演「青柳輕揚」两位少女舞姿优美，动作整齐；总领事馆謝曉蘭表演青春

歌舞「姊妹」富有动感，活力十足，有声有色。魔术师阿松(EthenHardengurgh)表演互动魔術，几位老鄉被请上

台饶有趣味，最后的压轴戏则是由宋海燕声乐教室的林光、方娟、高超和樊伊平等四位成人歌手聯唱山東民歌，

深情动人的歌声把老鄉们带回了家乡，又带回了美国休斯顿。接近年尾，倍思家乡，在节日里觀眾们欣賞到这样

一場高水準的音樂會，每一位都留恋不舍，大呼今年的年會值回票價。  

 

年會中還穿插抽獎，不少商家都捐出了豐富的獎品，令人抽到手软，最后会长美齐宣布，抽不完的奖品明年再抽

，希望老鄉们明年此时再相会。美齐会长也感谢山東老鄉「格格旗袍」為主持人免費提供的旗袍、禮服，使大會

更為生色。  

 



 

美南山東同鄉會2009年會隆重热烈温馨 节目精彩震撼四位人瑞喜相逢掌声热烈(133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许杨综合报道 遴璘摄影          录入于 December 08, 2009 at 19:10:36: 

世界名人网讯 

2009年11月26日感恩節當天中午美南山東同鄉會於凤凰酒家大厅，隆重舉行2009年會，席开五十五桌，500余位山

東老鄉及嘉賓們歡聚一堂，载歌载舞，欢度感恩佳节。不少海外山東老鄉更是携家带口，喜气洋洋，前来享受一

年一度難得的美好时光，新朋老友喜相逢，中國总领事馆高燕平总领事应邀出席美南山东同乡会年会并致辞。周

鼎副总领事、领侨组长储开旻陪同出席。高总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和中美建交30年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及取

得的光辉成就，充分肯定美南山东同乡会多年来在沟通乡情、推动建设和谐侨社、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国

合作交流所做工作，希望美南地区各侨社团结一心，共同为推动美南地区与中国友好关系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而

继续努力。   

越棉寮华裔联谊会、黃氏宗親會，德州廣東总会，僑灣社，中国人活动中心、孔子基金会等大休斯顿地区主要华

裔社团均前来共襄盛舉。  

山東同鄉會現任會長美齊致欢迎与谢词，她一口气抑扬顿挫、干净利落地欢迎嘉宾和乡亲，感謝了2009年理事們

的協助，历述了齐鲁之邦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也宣佈2010年的新任理事名單。。。。。。口齿清楚、一气呵

成，尽显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风采。歷屆會長包括李東亮、豐建偉、孫鐵漢等人都被請上舞台，一一向大家問好  

名聲樂家宋海燕策劃的節目精彩震撼，表演者多為山東人，從他們熱情，嘹亮的歌聲顯現了山東人的豪迈热情一

覽無遺。開场，由由Kathy(許涓涓)與前會長孫鐵漢合唱的「東方之珠」，歌好人靚，带动了全场的气氛，来自山

東蓬萊山東青年教師聲樂大獎賽一等獎孫慧琴演唱「我愛你塞北的雪」音色优美，「宋海燕音樂劇場」的四位小

朋友們表演中外少年兒童名曲聯唱，歌聲動人，活泼可爱，美国学生莉娅(Lia 

Howard)用纯正的中文领唱《歌声与微笑》，群情振奋，台下一片叫好声。著名歌唱家錢護壯演唱了「21世紀草原

情歌」──「天邊」，浑厚深沉，唤起了思乡之情。歌劇及聲樂表演碩士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演唱「瑪依拉



變奏曲」如行云流水，花腔处跳跃轻盈，一气呵成，威力十足，震撼全場，宋海燕应观众和主持人热烈邀请，又

返场为全体观众演唱了安可曲「我愛你中國」，觀眾们都被她大气优美的歌声深深打动。  

 

沈敏生舞蹈學校學生表演「青柳輕揚」两位少女舞姿优美；徐敩领事的太太謝曉蘭代表总领事馆表演青春歌舞「

姊妹」，热情奔放，富有动感。魔术师阿松(EthenHardengurgh)表演互动魔術，几位老鄉被请上台饶有趣味，最

后的压轴戏则是由宋海燕声乐教室的林光、方娟、高超和樊伊平等四位成人歌手聯唱山東民歌，深情动人的歌声

把老鄉们带回了家乡，又带回了美国休斯顿。接近年尾，倍思家乡，在节日里觀眾们欣賞到这样一場高水準的音

樂會。會中還穿插了抽獎，豐富的獎品，令许多与会者載而歸。 

 





华人石油协会年会暨会长交接凤凰海鲜大酒家成功举行(27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欣欣          录入于 January 26, 2010 at 02:16:33: 

世界名人网讯 2010年1月16日晚6:00 PM至9:30 PM，美国华人石油协会(Chinese American Petroleum 

Association，CAPA)在凤凰海鲜大酒家(Phoenix Seafood Restaurant,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举办2010年会员年会(CAPA Membership Annual Meeting 2010)，有近150位会员及嘉宾好友出席晚会。  

 

2009年协会会长李新功总结过去一年举办的活动，包括促进两岸三地学术交流的研讨会，促进个人职业发展的论

坛，以及增进会员交流的户外野餐等活动。2008会长万继春向卸任的李新功颁发感谢状，感谢他在过去一年中的

辛苦付出。2009年财务长李玉做年度财务报告。  

 

年会中还进行新一届会长，理事会及董事会成员的选举，陈振纲顺利当选为2010年会长。陈振纲介绍2010年CAPA

的活动计划，包括参加6月13日至17日在青岛举办的全球石油石化研讨会，以及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举办北美范

围的CAPA研讨会，以推动2011年在台湾由中油举办的全球华人石油石化研讨会，并甄选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与世

界杰出华商石油分会合作在OTC举办论坛，藉以扩大CAPA影响力，增进会员的商业价值；协助美南国建会在6月10

日举办石油化工专题的研讨会等。  

 

活动中还进行有奖专业知识竞猜及幸运抽奖等活动，并为“年底原油期货价格预测”活动的优胜者颁奖。  

美国华人石油协会为一非营利、非政治的华人组织，亦为北美地区最具历史与传统的专业协会之一。华人石油协

会于1984年由来自台湾的姚凤北等石化界人士发起筹组，后来有较多来自大陆的石化界专家入会，目前该会会员

中，台湾与大陆会员大约是40比60的比例。他们相处融洽，不分彼此，共同研究探讨石油化学等专业问题。  

 

美国华人石油协会尽力为推动海峡两岸三地有关石油和石化技术及商务交流而努力。过去曾于休斯顿、中国大陆

和台湾举办或协办数届“全球石油及石化技术研讨会”，并推荐石油及石化专业人才至中国大陆和台湾举办特定

项目的技术研讨会，以及推动有关之商务交流及访问等等。  

 

年会中，潘立平舞蹈学校的小朋友表演了精彩的舞蹈节目，年会洋溢着欢庆温馨的气氛。  

 

附，年会日程 

Annual Meeting Facilitator 陳振綱 

6:00 - 6:45pm Registration/Social Hours/Cocktails 朱宪怀,陈靖雯,李 准,马 龙,任海涛,王 淼 

6:30 - 6:45pm Kids dance 李 玉 

6:45 - 6:55pm (serve denner) Opening remarks 陳振綱 

6:55 - 7:15pm Review of CAPA 2009 Activities 李新功 - 2009 CAPA 会长 

7:15 - 7:30pm Review of 2009 BOD Activities 王  斌 - 2009 CAPA 董事长 

7:30 - 7:40pm 2009 CAPA Financial Report 李  玉 - 2009 CAPA 财务长 

7:40 - 8:15pm Introduction of new EC and BOD Nominees 李新功, 王  斌 

8:15 - 8:30pm Election for the 2010 EC and BOD Members 廖良基 

8:30 - 9:00pm Petroleum trivia and door prizes 汪  昌，李  玉 

9:00 - 9:10pm Oil Price Prediction winner 马  龙 

9:10 - 9:20pm Announcement of election results 廖良基 

9:20 - 9:30pm 2010 plan and adjourn 陳振綱 

9:30pm Group photo of the new CAPA EC and BOD Teams 葛家豪 



 

妈妈超市一派和气喜迎新年新气象 潮州会馆醒狮团金龙祥狮齐拜年(132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欣欣 摄影：遴璘          录入于 February 28, 2010 at 18:36:19: 

 

世界名人网讯2010年2月21日下午三时整，休斯敦华埠靠近吉顺路和好运大道交口的妈妈超级市场热闹非凡，每年

一度的喜迎新年金龙祥狮庆新年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德州潮州会馆暨本头庙郭大诚理事长率领的潮州会馆醒狮

团吉祥龙狮队和潮州子弟功夫团，旌旗招展，敲锣打鼓，金龙环绕，雄狮起舞，特别前来拜年。妈妈超市许振城

西接生财，大桔大利，并把福气分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并为小朋友们和老人们分派红包，祝贺新年。  

 

郭大诚主持的最新的潮州会馆醒狮团共有三十多位弟子披挂上阵，各式旌旗展开分列两边，潮州会馆弟子则表演

集体功夫和各种单项功夫，并舞龙舞狮绕超市内游行一圈，声势浩大非凡。  

 

德州潮州会馆本頭公廟最新添置的金龙和21头雄狮出手不凡，寓意吉祥，给人印象深刻，雄獅起舞，鑼鼓喧天，

人們祝福祈求，平安如意，心想事成。郭大誠表示，醒狮团成立不到两个月就有如此骄人成果，在最近的侨社各

项活动中大显身手，本次祝寿即是吉上加喜，本頭公廟一條金龍和21頭醒獅點睛開光掛金花綁紅以来，恰逢中国

新年，又能为王裕元侨领祝寿，在各项侨社活动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普天同慶中國虎年，大吉大利鴻運

當頭，榮華富貴指日可见。郭大誠歡迎各界人士前来接洽，詳情電話：281-216-7268。 

 





 

高燕平总领事接受美国休斯敦越棉寮华裔联谊会、潮州会馆、孔子基金会和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侨团为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的捐款(6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April 28, 2010 at 21:32:36: 

世界名人网讯4月27日，高燕平总领事在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办公楼接受美国休斯敦越棉寮华裔联谊会、潮州会馆

、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侨团为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筹集的捐款。我馆周鼎副总领事和领侨组组

长储开旻等在座。  

  

高总代表中国政府和玉树灾区人民衷心感谢美国休斯敦华人华侨对青海玉树灾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她高度评价上

述侨团对玉树灾区人民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和对玉树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的支持。高总表示，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团结一心和支持，玉树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度过难关，早日重建家园。  

  

越棉寮华裔联谊会周满洪会长、潮州会馆翁作华会长、孔子基金会许振城董事长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许华章会

长代表侨团表达了对玉树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和支持，表示大家都是中国人，玉树同胞遭受的灾难，也是海外

中华儿女的伤痛，向玉树灾区民众奉献一份温暖和爱心，是海外侨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愿为玉树灾区重建贡献自

己的力量。  



 

凤凰婚宴活动中心(Phoenix Wedding/Event Center)闪亮登场 

举办首场大型豪华生日派对(90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综合报道 遴璘摄影          录入于 August 02, 2010 at 10:48:01: 

世界名人网讯凤凰婚宴中心/凤凰活动中心(PhoenixWeddingCenter/PhoenixEventCenter)今日装修一新，闪亮登

场，2010年7月24日晚举办了首场大型豪华生日派对，来自非洲奈及利亞(Nigeria)的酋长部落按照当地民族风俗

特别为Zanna酋长庆祝73岁生日。  

 

尼日利亚酋长部落的每个人都穿上了本民族的节日盛装，女士们均在头顶盘上盛大的五颜六色的帽子，男士们则

穿上精心绣绘的丝织长襟，酋长部落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舞蹈，大家一边尽情享用美酒佳肴，一边载歌载舞，并把

事先准备好的美元和鲜花洒落在寿星公身上。两个巨大的蛋糕分别放在精美的蛋糕台上，门口的水果台也做成树

桩状，美食则陈列在门口自由取用。牧师特别位寿星公和大家祝福，感谢上帝给大家带来的美好自由的生活。寿

星公及其家人和代表则致谢词，感谢来自家乡的和各个社区的亲戚朋友。  

 

凤凰婚宴中心/凤凰活动中心的前身是凤凰海鲜大酒家。经过了四年多的运作后，凤凰广场名声大振，不仅闻名华

人社区，而且在越裔、西裔、非裔、加勒比海裔以及主流社会很有影响力。很多大型派对、各种慈善活动、婚宴

酒席、年会庆典、生日派对军在这里举行。东主许振城每有盈余总是不断投入，不仅音响、地板、墙壁、舞台均

更新换代，而且新近在凤凰广场入口处增加了两个迎宾门楼，供嘉宾上下车礼遇，另外特别成立宴会部，特聘北

京职业经理人专业从事会场布置，力求加强服务质量，使得客人在最小的花费下享受五星级的服务，很受社区的

欢迎。  

 

酋长部落首次在新管理层下采用凤凰婚宴中心的豪华装饰，其经理在生日晚会前前来查看验收，惊呼太完美了，

晚会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不一样的生日派对，不一样的文化氛围，派对一直持续到很深的深夜。 







休士頓鳳凰國際活动中心 举办地藏王菩薩法會 为受难者祈祷(91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综合报道 遴璘摄影          录入于 August 15, 2010 at 14:34:08: 

世界名人网讯德州一年一度南無地藏王菩薩法會，農曆7月初一(陽曆8月10日)在休士頓鳳凰國際大廳拉開序幕，

由加州萬佛寺的恆長大師和恆德大師主持。  

 

地藏王菩薩法會法會持續六天，於8月15日中午12时結束，来自全美各地上千名信徒光臨法會。  

 

鳳凰活动中心去年改变经营以来，各种大型多元化社区活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族裔各种生日派对、婚宴、

活动纷纷登场。介于今年世界各地环境和气候渐变恶劣，灾难频发，加州两位法师萬佛寺的恆長大師和恆德大師

率领众生发愿，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凤凰活动中心地址是：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83；電話：281-498-6611。  

 

地藏王菩萨，梵名Ksitigarbha(克施地嘎诃帕)，曾音译为“乞叉底蘗沙”，八大菩萨之一。因其“安忍不动如大

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深受世人敬仰。以其“久

远劫来屡发弘愿”，故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  

 

据《地藏十轮经》讲，  

 

地藏王菩萨道场在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与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曾

说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坚定佛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