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朗誦《永遠的風華正茂》。

慶祝亞裔傳統文化月，弘揚亞裔文化
和促進華人社區的蓬勃發展，大芝加哥地
區華僑華人聯合會將協同美中業餐飲業聯
合會，芝加哥第25區區長辦公室，庫克郡
警長辦公室，國會議員Danny Davis辦公室
及芝加哥僑社于5月21日中午11點舉辦以

「振興華埠 改善治安」為主題的大芝加哥地
區亞裔傳統文化月慶典暨我愛唐人街活動。

此次活動旨在宣傳亞裔月，促進社
區治安改善，以歌舞表演、武術表演，書
法、繪畫、剪紙藝術表演等多種形式的活
動弘揚中華文化，為中國城增加客流，重
振華埠經濟，共享亞裔月的喜慶。 
大芝加哥地區亞裔傳統文化月慶典暨我愛
唐人街
時間：5月21日（周六）中午11點

地點：�中國城華埠廣場2133 S China Pl, 
Chicago, IL 60616

活動聯繫人：
鄭征（630）667-3183，汪興無（847）340-
9298，胡曉軍（312）405-3155，何達權（312）
560-5706，朱萍萍（630）863-1868，王濤

（847）363-5990，吳灝（630）881-4216，梁琨
（773）551-0498，陳青（312）291-6328，張懷
波（630）670-0954，劉穎斌（312）882-1996，
余娉婷（847）754-9957，容蔭寧（630）664-
7885，李暢（630）873 0768，劉曄（773）225-
6513，郝志鵬（224）628-9330，鄺一帆（312）
927-1801，王炎（847）620-9597

期待大家共襄盛舉，一起努力積極推
動華人社區的繁榮發展，宣傳亞裔傳統文
化月！ 本報芝加哥訊

芝 加 哥 美 洲 華 裔 博 物 館
（CAMOC）宣布，《焦點系列》第二個
展覽將聚焦藝術家Nicole Leung。屆
時將展出Leung的特定場地作品《無
題（Nicole Leung太美國化也太中國
化）》。開幕活動將在中部時間5月21日
下午3時至6時舉行。展覽將由2022年5
月21日持續到7月2日。

作為美國第二代華裔，Nicole通過
對博物館空間本身的操縱，故意阻撓

觀衆進入展覽空間的能力，並（以在空
間中體驗文字來）模仿一種因無法完全
認同和歸屬單一文化而帶來的流離失
所感，以探索其所屬一代離散經歷中
的包容和排斥的概念。這種自我評估
的投射，旨在促使觀衆從新考慮他們
在芝加哥和美國各地跟中國文化傳承
的關係，因為這種關係常常被忽視、
過度概括並推至我們視野的邊緣。

藝術家Nicole Leung出生在紐約皇

后區，目前居住在在伊利諾伊州芝加
哥。Leung近期從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
獲得藝術學士學位。其作品改變了空
間和相互關係的動態，並認為我們所
相信的角色和環境是生命所固有的。

聯繫人：梅素蘭女士，芝加哥
美洲華裔博物館（238 W 23rd Street, 
Chicago, IL 60616）電話：312-949-
1000，773-746-0100，電子郵件︰
office@ccamuseum.org 本報芝加哥訊

典禮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主法。
心保和尚開示，「皈依」讓身心有

了三寶的依靠，可以福慧增長，去除
煩惱，解脫自在。皈依佛是皈依佛的
思想言行；星雲大師說過「我是佛」，
就是要肯定自己有這樣的信心，有信
心修行就有力量。所以今日受持的「五
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
語、不飲酒。「戒」並不是束縛，佛陀
制定戒律讓修行有更明確的依靠。鼓
勵戒子受了戒就要學習戒法，如此才
能圓滿。

佛光山傳燈會會長慈容法師典禮
前開示，真正的佛教徒一定要皈依三
寶，佛陀的教導會帶來幸福平安。星
雲大師說過五戒就是「不侵犯」，懂得
為人處世者必定是能受持好五戒、給
人歡喜、有人緣的人。今日大家既是
發心而來，當和尚問「能持否？」，要
能在三寶、大眾面前承諾能做到，如
實奉行。

當天早上，佛光山副住持慧昭

法師於線上中文講戒，深入淺出地向
戒子們講解五戒的含義與重要性。芝
加哥佛光山住持永嘉法師特別為與當
地戒子接心，解惑釋疑，並勉勵大家
在佛法上精進修行，進而應用於生活
上，為人間佛教奉獻力量。恭喜佛子
們皈依受戒，勉勵戒子多回道場與總
本山，聽經聞法，積極參加佛光會活
動，禮佛行佛，多得法益。「人身難得
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夠在佛光
山這場殊勝的典禮中皈依受戒，是難
得的機會。

英文講戒則由西來寺住持慧東
法師在線上舉行，以西方人士的思考
模式，舉例說明如何在生活中受持五
戒。芝加哥佛光山監寺有恆法師回答
戒子眾多問題，也讓他們具體了解犯
戒後如何懺悔，為英文戒子們掃清語
言與文化的障礙。法師並以中英雙語
為戒子講解典禮程序。當典禮長老和
主法開示時，英語戒子們一致懇請法
師，將現場的同聲傳譯，變為即時翻

譯英文字幕的方式，大大減輕了英文
人士同時聽中英文的干擾。

英文分會會長Steve Haverkos非
常感謝有這個因緣，可以讓同修Edna
師姐以及家中身為佛光青年的三胞胎
Alysha、 Bea、Jackob一起受戒，並表示
受持五戒可以給他更多的信心，用慈
悲心生活與他人往來，樹立三好佛光
家庭的典範。三位子女表示：受戒可
以加深自己的信仰，依戒律來生活，
培養專注的正念生活。更加了解自己
的行為，並對自己的業力負責。

佛光青年分團團長Celine Wang
和弟弟David Wang剛結束期末考，
就不懼路途的遙遠，從印地安那州趕
來受戒。Celine表示：自2014年皈依
三寶，就非常想要受五戒，可是等了
好幾年都沒有因緣參加。非常感謝常
住慈悲，在疫情期間，舉辦三皈五戒
典禮。David就讀的聖母大學（Notre 
Dame）是美國著名的天主教大學，但
他感受到那裡的很多同學並沒有真正

遵守他們自己的宗教教導的道德規
範，這讓他想到需要對自己信仰深入
了解。他發願到：我一定受五戒，否
則我覺得我不是一個修行的佛教徒！

全家都是醫生的英文分會Deana 
Dy醫師與她的兩位姐姐，兒子Justin，
女兒Stephaine一起受持五戒。他們
表示：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看
護、戒如服藥，將「以戒治病」實踐於
醫學工作中。受持五戒，可以穩固學
佛的基礎，增進修行的觀照力，保持
正念以為日常生活的指南。姐姐Ruby 
Pouw醫師表示，五戒是修行的重要環
節，假以時日，將成為更優秀的佛教
徒。

功德主汪良峰居士的媳婦王玉青
和兩個孫子皈依受戒，表示家族成員
都學佛，五戒是做人的基本，道德的

準則，也是生命教育的方針。12歲和8
歲的孫子，聽到講解五戒的內容，馬
上答應遵守。孫子們善根深厚。小孫
子覺得鴨子好可愛，從此餐桌上沒有
烤鴨，每天茹素。

在芝加哥大學做科研的馮漢忠博士
與同修王慧表示，一家四口自2018年於
底特律佛光緣皈依之後，一直很想受持
五戒，但缺乏因緣。11歲的女兒描述皈
依是學佛的開始，受戒可以保護未來的
她，不受毒品和酒精等的困擾。6歲的
兒子難守「不妄語」戒，希望自已一旦犯
戒，佛菩薩就能浮現在腦海裡，即刻意
識到自己的錯誤，姐弟倆對五戒的縵衣
非常嚮往。父母和孩子們一起受戒，學
佛道上亦師亦友。並期待更多家庭和成
員們一起親近道場，種下菩提的種子，
成佛的因緣。

■佛光山2022年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佛光山總本山與海外北美洲、南
美洲、大洋洲、亞洲的道場同步連線舉行，海內外逾3000人成為佛弟子。

「佛光山2022年甘露灌頂三皈五戒典禮」，佛光山總本山與海外北美洲、南美
洲、大洋洲、亞洲的道場，於美國時間5月7日晚上，同步連線舉行，海內外逾3000人

成為佛弟子。同日為農曆4月8日佛誕節和母親節，在殊勝莊嚴中更增添歡喜與溫馨。自2006年，星雲
大師親臨芝加哥，主持三皈五戒典禮的16年後，芝加哥佛光山終於有因緣，利用科技突破時間與空間
的藩籬，與總本山連線。60名芝加哥佛光人把握難遭難遇的機會，本次年僅6歲的小菩薩與高齡90歲
的長者，一同皈依受戒。有超過半數的五戒戒子為本土英文人士，更有7個佛光家庭的第二代、第三
代的青年與幼童，三代同堂，共同受持五戒。

本報芝加哥訊

佛光山甘露灌頂三皈五戒
芝加哥佛光人紮根本土信仰傳承

■5月21日華埠廣場慶祝亞
太裔傳統月活動，歡迎各界
踴躍參與。

華聯會美中餐飲業聯會
5月21日華埠廣場慶祝亞裔月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焦點系列》聚焦第二位當地藝術家Nicole Leung

五月的陽光普照大地，初夏的華
盛頓充滿生機。5月17日，大華府地區
最大的老年華人團體——華美老年協
會，在洛克維爾市民中心劇場（Theater 
at Rockville Civic Center）隆重舉辦2022
年年會。

華美老年協會成立於2005年春
天。17年風雨兼程，17載春華秋實。
華美老協的朋友們不曾忘記，第一代

「華美人」高瞻遠矚，膽略兼人，克服
困難，艱辛創業。歷屆董事會帶領來
自兩岸三地等的廣大老年華人會員，
繼往開來，不斷前行。

上午十時半，年會正式開始。會
長張修發率本屆董事會全體成員，以
及下屬各社團負責人上台，並發表了
激情洋溢的致辭。他在回顧了過去的
一年後，不無感慨地說，不忘過去，
迎接未來。感謝政府，感謝全體義工
和會眾。年會收到了政府相關部門的
祝賀。蒙郡區域老齡局執行官D.塞勒
姆蒞臨發言，熱烈祝賀華美老協成立
17周年。White Oak老年中心高級主任
T.亞伯拉罕向年會贈送了花籃並獻唱
歌曲，祝賀華美老協年會召開。

接著，節目主持人李群、梁洪之
宣布文藝演出開始。舞台上響起了《歡
聚一堂》音樂，由李艷君傾心打造的開
場舞拉開了年會歡樂的序幕。開場舞
後，首先出場的是有「華美老協第一
社」之稱的夕陽紅社。表演的是由周燕
飛編導的恰恰舞《今宵多珍重》。接下

來出場的是情景詩朗誦《永遠的風華正
茂》。李群、馬開宗等八位朋友踏著春
鶯的歌聲，雙雙對對步入舞台。他們
深情地說：年過半百，退而不休；花
甲之年，青春不老；古稀之年，再創
輝煌。「到了八十歲，我們仍然沒覺得
老！」這實實在在地反映出華美人的幸
福感！

由長樂社趙蔚文率領十位朋友
表演的現代舞，《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靚麗出場，讓人耳目一新。接著上演
的是冼海明帶領的小合唱《青松社社
歌》。歌詞大意是：青松故事多，充滿
喜和樂。蒙古舞《遊牧時光》是常春社
九位老年朋友獻給今次年會的禮物。
多年來，擅長蒙古舞的單明華活躍在
蒙郡華人社區。

喬張梅、鮑啟新、溫曉蓉等自編
自導自演的活報劇《女人是老虎》。演
員全是出生於一九五零年（虎年）的。
這群「老虎們」虎虎生風，她們的演
出，令全場忍俊不禁。張明文是華美
老協經年不衰的男高音。他與周仕威
組合，演唱男聲二重唱《往日時光》。
由金色莊園社蔣君湘編舞，八對男
女老年朋友表演的集體舞《相逢是首
歌》，在今天的舞台上展放光彩。由肖
葦指揮夕陽紅合唱團上台表演的大合
唱《常回家看看》和《紅莓花兒開》，將
年會氣氛推向高潮。歡樂在這裡盡情
唱響，友情從這裡綿延流淌，幸福在
老年朋友們心頭蕩漾。本報華盛頓訊

華美老年協會隆重舉辦2022年年會
■開場舞《歡聚一堂》。

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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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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