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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獎項自2017年以來連續授予芝加哥。根據
「選擇芝加哥」表示，該獎項創造了歷史。

「在康泰納仕讀者選擇獎的35年歷史中，沒有其
他城市連續三次被評為美國最佳大城市。

芝加哥市長羅麗萊德福特與有榮焉的表
示，芝加哥成為美國最佳大城市的原因有很
多，芝加哥擁有世界頂級一流的餐廳、頂級豪
華酒店和會議空間、文化機構和娛樂場所，可
以與世界上最好的和充滿活力、多樣化的社區
相媲美，確保每位遊客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東
西。

就遊客抵達芝加哥市觀光而言，Choose 
Chicago 2022年夏季的旅遊數據顯示，休閒和商
務旅行正接近「全面回歸」到2019年新冠病毒疫
情蔓延的水平。

選擇芝加哥的數值顯示，在夏季旅遊旺季
的月份，芝市酒店客房需求超過300萬間，非常
接近2019年夏季水平的90%。大型會議和會議有

關的團體酒店客房需求在去年夏天也飆升，超
過了2019年夏季的水平。包括今年的全美餐館
秀成功的舉辦，希望全球餐飲業人士前來芝加
哥參加展覽與參觀。

此不僅僅與旅遊人數有關，「康泰納仕旅行
者」是由240，000名讀者中投票選出芝加哥是全
美最佳的大城市。他們均表示芝加哥有多樣的
面貌、多元化的族裔與美食，更有世界一流的
建築物與秀麗的密芝根湖、提供人們休閒的芝
加哥河走道。

「康泰納仕旅行者」雜誌稱，芝加哥擁有世
界級的目的地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一流
的博物館、出色的廚師和龐大的釀造場景而聞
名，民眾必須前來多次才能完全將芝加哥遊玩
透透、玩的痛快。

利諾伊州州長普瑞茲克（J.B. Pritzker）稱，
芝加哥擁有一切，包括風景如畫的湖畔、非凡
宏偉的建築、一流的高等學府、世界級的博物

館、芝市到處可以看到友善的市民，當然，芝
加哥有全世界最好的披薩與熱狗。

芝加哥最近還在美國頂級「美食家」城市名
單中排名高於紐約和洛杉磯，一個城市和一個
標誌性餐廳甚至在Tripadvisor 2022年「最佳中的
最佳」名單中獲得一席之地。

「康泰納仕旅行者」雜誌的最佳大城市名單
中，西雅圖排在第10位。華盛頓特區，第9名；
新奧爾良排名第8；舊金山排名第7；波士頓排
名第6；紐約市排名第5；納什維爾排名第4；聖
地亞哥排名第三，檀香山排名第二。

根據旅遊數據公司STR統計，在夏季旅行旺
季，7月9日前的四周期間，芝市中心的酒店住
房率達75％，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住房率
為81%；芝加哥旅遊局(Choose Chicago)的報告
指出，今年1到6月間，芝城飯店創造的稅收已
經達到疫情前的82％。

伊州酒店與住宿協會(Ill inois Hotel and 
Lodging Association)執行長賈克遜 (Michael 
Jacobson)說，觀光業對於市場前景非常樂觀，
尤其是今年國慶連假的飯店住宿率，已經比
2019年同期還更好。芝加哥商會(Chicago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納文(Jack Lavin)也
表示，無煙囪事業是真正為芝加哥地區創造經
濟收益的主要財源，他聲稱只要旅遊業復興，
就能帶動周邊的行業與商業的復甦，當人氣興
旺、財源就跟著來。

9月24日，芝加哥佛光協會英文
分會舉辦美國傳統慶典「秋季豐收
節」（Fall Harvest Festival），融合西
方文化倡導蔬食A計劃。南瓜雕刻大
賽，三好兒童信仰傳承。以佛光會
的開放與融合，敦親睦鄰，吸引了
逾70位佛光親友及芳鄰參與共襄盛
舉。

英文分會工作人員集體創作，
以既有佛法又能接引本土人士的方
式策劃慶祝活動。享用美食前，
輔導法師有恆法師帶領大眾，恭
誦全英文的「佛光四句偈」。會長
Steve Haverkos歡迎大家，並親自掌
廚燒烤。為倡導蔬食A計劃，幹部
Vanessa Kwok和Lauren Pittelli特地
從自家果園和當地農場挑選了香甜
玉米、蘋果等應節蔬果。她們讚歎
到：看到大家的歡喜參與，希望人
間佛教本土化，走出芝加哥的獨特
風格。

工作人員更給大家示範如何
DIY 蔬食Pizza，以及製作歐洲傳統
的Bake Apple烤蘋果。協會理事郭
麗雲師姐感動道：「今天我媳婦及兩
個孫子都滿心歡喜及開心。年僅3歲
的大孫子聽到要去奶奶的『Temple

（寺院）』充滿期待，自己動手邊做邊
吃，做了兩個大個pizza，一直說：

『So yummy!It's a miracle!（太好吃
了！真是奇跡！）』」協會周邁平會
長才一歲多的小孫女啃著玉米的模
樣，天真可愛，博取大家的眼球。

本次活動重
頭戲三好南瓜雕
刻比賽，超過20
位青少年及兒童
積極參與。各人
各顯身手，將一
個個南瓜精雕細
刻，呈現給大家
五彩繽紛，各具
特色的圖案。有
的是蓮花，有的
是 三 好 ， 有 的
是 滑 稽 搞 怪 表
情，有的是笑臉

迎人。最小的三歲小朋友Mika在媽
媽的幫助下將自己的名字刻在南瓜
上，告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們。
青年分團的Jacob創意十足的將蓮花
與行三好雕刻出的南瓜贏得了最佳
人氣獎。

童心未泯的白人老夫婦和許多
民眾都是第一次參與，他們是道場
的鄰居常常開車路過，卻遲遲不敢
走進來。其實對佛教充滿了好奇，
看到舉辦傳統是豐收佳節，不約而
同地來雕南瓜慶祝秋收。發現需要
開拓視野，更報名參加英文讀書
會，開始接觸佛法。Jose Rivera醫生
接觸佛教不到半年，經常參加線上
英文讀書會，對於此次的活動尤為
感動，非常有意義，可以讓自己的
一雙兒女接觸佛教，看到佛法的實
踐，給的歡喜，感受著人間佛教快
樂的一面。

佛光幹部馮漢忠的女兒Isabella
在學校裡接引同學們來道場。同學
的母親Beril Altiner雖然是回教徒，
但是因領養兩個中國小孩，她開始
閱讀佛教的書籍，了解東方文化，
也希望讓小孩開拓視野，選擇自己
的宗教。另一位同學從小茹素，一
直跟媽媽吵著要來佛堂，但是父母
擔心不想讓女兒有過多的接觸宗
教。女兒一來到芝加哥佛光山，就
感受到心目中的佛陀。而媽媽看到
佛光人的親切與熱情，非常放心讓
她再來芝加哥佛光山。 本報芝加哥訊

春耕秋耘人興旺，春去秋來又一年。
華盛頓地區同鄉會聯合會是一個百

花爭妍的大家園，匯聚了祖國各省各市
各地的30多個同鄉會，每個同鄉會就像
是這座百花園中的一枝花，各有千秋，
各具特色，其中有一脈老枝新秀，紮
根於東北同鄉會這片熱土，以分外嬌艷
的芬芳異彩奪目，她就是突顯著黑土地
風格的——遼寧同鄉會。也正因為她是
組成東北同鄉會黑、吉、遼三大省的堅
實力量，多年來把自己融進大東北，渾
然一體，榮辱與共，不分你我，直到去
年這支分會才正式成立，真是名副其實
的老枝新秀。此番藉著祖國十一國慶，
遼寧同鄉會在闊大明亮的新家園，慶賀
成立一周年，慶祝國慶佳節，雙喜盈賓
客，笑語滿庭香。

慶典會場滿壁生輝，四周靈動立體
的花卉布置，讓雪白的墻壁頓生美感和
靈氣，彷彿置身於四季常青的百花園，
牆壁上以一朵朵溫和的粉色玫瑰為主
調，沿著走廊瀏覽，會遇見板報上一樹
含苞待放的梅花，會看到清心雅致的蘭
草，會目睹色彩斑斕的各式花卉，屋頂
掛滿中國味道十足的燈籠，流連駐足，
移步換景，賞心悅目，真是舉辦慶祝活
動的好地方。

彷彿置身常青百花園
大華府遼寧同鄉會理事會成員：會

長呂銀環、副會長張國英、依美紅、龍
顏、財務總監王英莉，理事：羅冬青、
蘇雅琴、傅志強、李凡、何阿芳、王
軍、蔣海富、單瑩、閻陸一、黃閃、許
嵐、張璇、費蕾、鄭光、趙凈、譚成、
孫傑。在大華府人們一提起東北同鄉會
就想到火熱的扭秧歌、俏皮的二人傳，
而打造這些特色，又身為領舞人的就是
遼寧同鄉會會長呂銀環。

呂銀環是東北同鄉會的文藝當家，
活潑熱情，擅長東北民間舞，每逢大大
小小的社區活動，她就張羅各家媳婦集
中排練，從編排、導演到動作、舞姿，
手把手教，隊形、陣容親自領軍，她
極具親和力、感染力、凝聚力的言談舉
止，讓東北鄉親們沒人能拒絕的。在她
和東北同鄉會前會長趙凈的帶領下，東

北秧歌曾亮相了華府春晚、元宵晚會、
NBA慶祝中國新年、亞太裔文化傳統
月、國殤日遊行、獨立日遊行等等各類
大型活動，火熱的氣氛，歡快的節奏，
揮動的紅綢，花紅柳綠的色彩，讓人記
憶猶新。

在生活中她也是走到哪里，就帶領
東北媳婦們舞到哪里，遊輪上、機場候
機時、疫情期間，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歡聲笑語就會隨著她和她的秧歌傳遍每
個角落。她還是一個心靈手巧的匠人，
手工編制的絹花、絲網花、孔雀、大熊
貓組合成的盆景堪稱絕美藝術品。

現任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江博士擔綱
主持，風趣、幽默的語言活像單口相聲
或東北風格的脫口秀，引得滿座賓客嬉
笑連連，笑口難合。同鄉會聯合會會長
周剛發表了激昂中肯的祝詞，讓人振奮
不已。同鄉會聯合會秘書長韓軍致詞，
回顧了過去，展望了未來。同鄉會聯合
會前會長、東北同鄉會前會長孫傑也作
了簡要發言。東北同鄉會前會長趙凈、
黑龍江同鄉會前會長柏羽、吉林同鄉會
會長金英姬、美國FDA資深科學家代表
趙洪女士等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賀詞。
東北同鄉會前會長譚成和黑龍江同鄉會
前會長張德明也到場祝賀。

還有來自文藝、文化、科技等社會
各界精英、朋友歡聚一堂，曾獲1989中
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演員獎的徐守莉蟄
居大華府多年，也在東北朋友、京劇票
友王梅女士的引薦下出席了慶祝活動；
華府知名作家、任職美華傳媒的潘秋辰

女士也蒞臨了現場；FDA幾位資深科學
家與東北同鄉會結緣多年，也出席並送
上了祝詞；99智能系統總裁、IT資深專
家姜岳洋先生也到場祝賀，並親自操作
音響系統。

東北人最熱情貼心的就是奉上豐盛
的自家菜肴招待客人，東北大拉皮、醬
牛肉、菜盒子、餃子、新鮮豆腐腦、木
耳肉片、素三鮮、酸白菜、小雞燉蘑菇
等等幾十種菜肴，全部來自遼寧鄉親們
家家戶戶的親自烹飪。有人說，「吃得
好，是東北人最起碼的待客之道」，也
有人說，「東北人是所有鄉親中最熱情
的」，從現場滿滿當當的家鄉美味中，
品出的是遼寧人的真誠實在，是東北人
的淳樸厚道。

最動人的一幕是，遼寧鄉親尉建妮
女士精心設計制作的大蛋糕，特別寫上
了「慶祝遼寧同鄉會一周年、國慶節快
樂！」的字句，既應景又貼心，再次體
現了遼寧同鄉會的人氣之旺。  
 本報華盛頓訊

芝加哥觀光局「選擇芝加哥」（Choose Chicago）在日前非
常驕傲的公布，「康泰納仕旅行者Condé Nast Traveler」將芝加

哥加冕為「美國最佳大城市第一名」。此為芝加哥再次被該雜誌2022年的讀者
選擇投票榮膺冠軍獎。

本報芝加哥訊

■芝加哥佛光協會英文分會舉辦美國傳統慶典「秋季
豐收節」，吸引逾70位佛光親友及芳鄰參與共襄盛舉。 
 佛光山芝加哥分會提供

■芝加哥景色秀麗、在高樓華夏林立間、綠野
處處、不禁令人心曠神怡。  梁敏育攝

芝加哥佛光協會英文分會
蔬食豐收節 倡融合傳承

大華府遼寧同鄉會
慶賀成立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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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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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再膺美國最佳大城市
連續三年奪冠 市民感驕傲

■大華府遼寧同鄉會慶賀成立一周年。  

■遼寧鄉親尉建妮女士精心設計制
作的大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