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自創始之初就設立的「青
年學者」（Young Scholars）培養計劃旨在為具有音
樂天賦、熱愛鋼琴的青少年提供免費專業指引和
表演機會，2022-2024年度的報名申請自9月1日起
向全球6至16周歲青少年開放。此次申請是基金會
首度擴大接收範圍至全球各國，基金會已將原定的
截止日期延長至美東時間2021年12月1日晚24時。
最終入選的「青年學者」在未來兩年中將獲得包括郎
朗在內的大師指導和獨特的演出實踐機會，磨練技
藝並深入了解音樂專業世界。申請者可至基金會官
網（https://langlangfoundation.org/programs/young-
scholars/submission-2022-24/）提交材料。

過去幾年，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為青年學者
們不斷擴張資源版圖，主要參與的國際音樂節包括
在英國舉辦的牛津鋼琴藝術節（Oxford Philomusica 
Piano Festival）、利玆國際鋼琴藝術節（Leeds 
International Piano Festival）、在美國舉辦的吉爾莫
國際鋼琴藝術節（Gilmore Keyboard Festival）、瑞士
阿爾卑斯古典音樂節（Switzerland Alps Classics）、
在波蘭歐洲音樂中心舉辦的EMANACJE夏季音
樂節（EMANACJE Summer Festival）等。其他演
出機會還有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威爾獨奏廳舉辦
的「青年學者」畢業音樂會、郎朗和他的朋友系列
音樂會（Lang Lang & Friends Concert Series）、施
坦威鋼琴系列音樂會、愛心接力（Play it Forward）
等。學員們還可獲得像郎朗、加里·格拉夫曼

（Gary Graffman）、約赫維德·卡普林斯基（Yoheved 
Kaplinsky）、陳宏寬等鋼琴大師的悉心指導。

「青年學者」培養計劃除了音樂專業能力外也
非常注重學員們的綜合素養。小鋼琴家們有機會前
往社區的學校、醫院、博物館等場所，通過音樂回
饋社會。此外，基金會與眾多音樂行業專業人士積
極合作，演奏家、製作人、詞曲作者、作曲家、
經紀人等業內人士通過「靈感研討會」（Inspiration 

Seminars）分享經驗，為孩子們激發靈感、拓寬視
野。

該項目歡迎6-16歲的古典鋼琴演奏者報名，申
請者不限國籍但需要能夠用英文進行基本溝通，並
充分展示出優秀的音樂才能、對音樂的熱愛、與他
人分享音樂的意願、對表演的熱情以及自身的發展
潛能。

申請材料包括報名表和三段視頻，其中一段
為自我陳述，解釋為何想要申請該項目、為什麼音
樂對自己很重要、自己首次接觸音樂的經歷、為什
麼選擇鋼琴等，其餘兩段為演奏視頻，每則視頻不
超過5分鐘。

成功的候選人必須具備長期致力於音樂的決
心、追求成功的動力和足夠的成熟度，並渴望獲得
該項目的支持。獲選者的父母或監護人、老師須認
同基金會的使命，並願意積極參與「青年學者」培養
計劃的活動。12月1日截止後，篩選過程大約需要
四到六周，郎朗會親自參與遴選。從琴童成長為成
熟的音樂家，只靠勤懇練習是遠遠不夠的。無論是
演奏本身還是職業生涯的發展，如果能在成長過程
中獲得前輩的悉心指點和同伴之間的相互學習，獲
得更多指引與啟發，將事半功倍，而豐富的表演經
驗和一顆愛心也是非常重要的。郎朗國際音樂基金
會「青年學者」培養計劃為這些青少年提供幫助，來
自不同國家的未來音樂家們將通過該項目聚集一
堂，實現靈感碰撞與文化交流。

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成立於2008年，它認為
激勵和鼓舞下一代的古典音樂愛好者和演奏者以及
鼓勵所有不同水平的音樂表演是對年輕一代未來的
重要投資，有助於培養年輕人的社會發展觀、建立
自信和追求卓越的信念。音樂是一種世界的語言，
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相信它的力量能夠團結不同文
化、不同國籍的人們，將寬容和美好傳達到世界的
各個角落。 本報華盛頓訊

2021年11月13日晚，在知名基因治療企業
AAVnerGene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大華府浙江大
學校友會舉辦的第11期「求是論壇」-《NlH生物
醫學基金申請與職業發展》圓滿落幕。此次論壇
不僅吸引了大量年輕的生物醫學領域的學生學
者，還有不少著名教授和美國科學院院士以及
創業家們前來參加；另外不少學生父母也慕名
前來獲取相關信息，據不完全統計，來自全球
120餘位朋友通過zoom會議室和校友會YouTube
直播參加論壇。

大華府浙大校友會此次特別邀請了國立衛
生研究院（NIH）的兩位資深專家勞桂芳博士和
李巍博士前來分享「生物醫學研究基金申請與
職業發展」。他們做為NIH內多個遴選委員會成
員，為生物醫學界學者帶來了最新的一手信息。

晚上七點半，浙大校友會副會長趙君博士
宣布論壇開始，並例行宣讀了免責聲明。隨後
他邀請了馬里蘭著名基因治療公司AAVnerGene
創始人、CEO於道展博士致辭。於博士首先表
達了對社區科技公益事業的支持，高度讚賞了
本次論壇的組織工作，並感謝了兩位主講前來
分享專業知識。隨後他簡短介紹了AAVnerGene
公司，該公司專注於病毒介導的基因治療，與
多家著名企業有合作項目。他也希望能和更多
的專家企業合作AAV相關的業務，公司目前發
展迅速，正在招聘相關人才。

趙君博士再次感謝了於總的慷慨支持，
隨後介紹了第一位主講人，勞桂芳博士。勞博
士是NIH下屬NIDA所的院外項目主管(Health 
Scientist Administrator/Program Officer)。在40多
分鐘的講座中，勞博士介紹了NIH 的Extramural 
的研究項目。重點是對各種年青科研人員的
NIH的經費申請，以及多種科研項目的介紹。
這些信息可以說是從非獨立的研究人員過渡

到獨立的科學家所急需的。同時她也介紹NIH 
Loan Repayment Programs(LRP)項目和各類國際
性經費申請的機會，這些專業的信息很多聽眾
都表示此前沒有聽過，甚至沒有想過，勞博士
專業的講解為相關學者打開一扇扇新的窗戶。
最後她還介紹了如何從遞送申請表到最後成功
拿到項目經費。勞博士專業而清晰的和大家分
享了這些申請，申批的過程，以及NIH的相關
政策，給各階段的學者都帶來了很深的啟迪。

隨後，校友會理事、Frederick腫瘤國家實
驗室高級首席科學家劉希博士主持論壇。據
悉，劉博士領導的分子藥理學團隊正在招聘人
才，他熱情的歡迎有志者加盟。劉博士簡介了
第二位講演嘉賓李巍博士。李博士是NIH下設
NEI所的資深研究員。李巍博士介紹了NIH的概
況及其附屬研究機搆IRP的特性，包括組織框架
及人員搆成等。他重點介紹了IRP實驗室與其
他大學或研究所實驗室的異同和優劣，以及申
請成為NIH IRP研究員的主要途徑和遴選方式
等。另外他還講解了IRP各類學術受培訓機會的
特點，包括了從高年級中學生到博士後的各種
培訓體制，重點介紹了博士後，聯合培養博士
生，和暑期實習生等受訓機會。這些機會，很
多在NIH工作過的學者都不完全了解。李博士
做為多個委員會的委員，對這些信息有確著較
為全面的把握，不少年輕人的聽眾表示很有啟
迪意義！

大華府浙大校友會會長呂萍博士在講座結
束後簡短總結了此次講座，感謝前來參會的朋
友，對兩位嘉賓和贊助商AAVnerGene表示了誠
摯的致謝。隨後，劉希博士主持了問答討論。
現場討論十分熱烈，觀眾們對院內外基金申請
資質、流程提出的各類問題都得到兩位嘉賓的
耐心細致解答。 本報華盛頓訊

籌款活動由華博會行政主任劉振斌
主持，他聲稱因新冠肺炎病毒疫

情的蔓延，為了大眾與工作人員的安全
與健康、華博會不得不前後兩次關閉博
物館，第一次是在2020年3月至6月，接
著又因疫情反撲重新關閉至2021年的春
末。

劉振斌指出，華博會在經費方面
因新冠疫情而遭受到嚴重的打擊，主要
是因為沒有了遊客、沒有學生的集體參
觀、也少了活動與人們購買禮物等收
入。劉振斌聲稱，幸虧得到社區眾多熱
心人的資助，華博會在去年依然能夠維
持基本的運營，然而必須削減服務、雖
然運營困難但在眾人的協助下，華博會
在去年至今，也舉辦過多次的虛擬活
動、3個現場展示活動，包括了四月份
展出的「流金歲月：高級中華美食」及最
近的展示「 美國華裔老兵：無名英雄」
等。     

當晚，華博會舉辦的年度YouTube
平台籌款活動，包括華博會的創會人何
翠媚、主要贊助人金國金洋食品批發老

板李秉樞、華博會會長鄭緯略（Edward 
Jung）、多名唐人街的餐館業者、教
師、大學生等分別談述新冠疫情造成經
濟的困難以及美洲華裔博物館對社區與
影響我們下一代的重要性。籌款活動也
展示多姿多彩的文娛節目，包括了蒙古
三人小組樂隊、芝加哥知名中國民樂演
奏家梁嘉駒等精彩的演出。

會長鄭緯略聲稱華博會成立於2005
年，為非牟利機構。美洲華裔博物館的
使命是通過展覽，教育和研究來促進中
西部華裔美國人的文化和歷史。博物館
除了向公眾開放臨時及永久的展覽外，
還經常舉辦與中國移民及文化有關的活
動。他也談及近年來唐人街的變遷，包
括低收入可負擔房屋的短缺、社區治安
不靖、唐人街的游民增多等令人不安的
問題。

華博會創會人、也是華博會第一
任會長何翠湄博士與先生Ben則回憶當
初創辦華博會的使命，就是為了希望通
過展覽、教育和研究來促進中西部華裔
美國人的文化和歷史，更重要的是將優

良的文化傳統、習俗、歷史傳遞到年輕
的一代，讓他們知道自己根脈的來源與
歷史。

華博會有今日的館址，完全是得
到芝加哥僑領李秉樞先生的無私奉獻與
大力支持。早年的華博會原是廣棧雜貨
店，1950年，10歲的李秉樞當時就住在
三樓、也在那邊幫忙做小工。隨後，李
秉樞創業成立了金國金洋食品批發公
司、業務慢慢的發展興旺，李秉樞不
忘回饋社區、80年代、他與多名芝加哥
的僑領創立了華商會、華埠停車場等造
福社區的機構與設施。當晚，李秉樞回
憶當年何翠湄博士與鄭金光醫生與他商
議創辦華博會，李秉樞義不容辭的出
資675,000美元購買了廣棧雜貨店的舊

樓，又再捐款10萬美元讓華博會修建一
樓的展覽廳等細節。

唐人街的餐飲業者包括南麗華酒
樓老板劉國仕、老四川集團主席胡曉
軍、大三元酒樓老板伍先生等，則分別
談述華埠近20多年之發展、以及去年因
新冠疫情而導致的經濟衰退、餐飲業與
商店的生意一落千丈、唐人街又因多次
的動亂與搶劫，游客不敢來、本地的居
民也不敢出門而形同鬼城一般的唏噓
事。但都表示期待局勢會越來越好、華
埠也將會恢復往日的繁榮與興旺。

中國民樂演奏家梁家駒在籌款活
動中分別以二胡演奏「我美麗的家園」以
及笛子吹奏「十五的月亮」、音韻悠揚迷
人；蒙古三人小組樂團則以充滿魅力的

低沉嗓音為大家獻唱蒙古民謠，別有一
番特色，此外還有「熒光燈集體舞」，在
黑暗中舞出令人炫目的燈光。

當晚，劉振斌與董事鍾穗盛呼籲
社區各方積極支持華博會、捐款或是在
網上參與拍賣，他們聲稱依賴大眾熱心
的資助，華博會才會機會繼續運營與未
來推動更多的展覽項目。

有 關 華 博 會 的 詳 情 ， 電 話
聯繫312 - 9 4 9 - 1 0 0 0，電子郵箱 ：
office@ccamuseum.org，網頁 ： www.
ccamuseum.org，地址：238 W 23rd 
Street, Chicago, IL 60616。芝加哥美洲
華裔博物館目前的開放時間是周三和周
五，從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星期六
和星期日從上午10時至4時。

17日晚，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舉行2021年
度線上籌款活動。當晚的主題是：鑒昔、知今、

承傳未來。期待藉歷史的教訓、讓人們懂得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
切、進一步將優良的歷史、文化、傳統傳承予下一代。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美洲華裔博物館年度籌款
呼籲各界慷慨解囊贊助博物館

■郎朗與青年學者們在基金會十周年慶典晚會上同台
演出。

郎朗國際音樂基金會「青年學者」 培養計劃
申請截止日期延至12/1

NIH資深專家暢談生物醫學基金與職業發展 
——第11期「求是論壇」圓滿落幕

■蒙古三人小組樂團曾多次參與華博會的活動，他們獨特低沉的嗓音深獲
樂迷的喜愛。� 梁敏育攝

■美洲華裔博物館行政主任劉振斌
呼吁社會各方支持芝加哥唯一的華
博館。� 梁敏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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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誠   聘
煮大鑊飯廚師，半職
周一至五，需要合法身份
工作地點：城北亞偕街
有意者請電：

773-803-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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