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
會於3月19日在華府文教中心舉
辦第15屆青少年民俗體育扯鈴友
誼觀摩賽，共有大華府地區華
府、黎明、北維實驗、德立華及
Richard Montgomery高中等5所僑
校及主流學校32位學生與賽，文
教中心主任郭大文應邀致詞，當
天活動計有100人參加。

主辦單位大華府地區中文
學校聯誼會總幹事汪良元致詞表
示，該活動在疫情期間停辦了兩
年，今年再以實體方式辦理，獲
得各校熱烈迴響。

今年賽程按年齡分個人組
及團體組進行，各組再依創意、

難度、美感及協調性予以評分。
中心郭主任致詞感謝中文學校聯
誼會主辦及北維州實驗中文學校
協辦這次活動，讓各參與學校可
以互相觀摩、學習與交流，同時
也期許參賽同學日後能多參與
中心舉辦的活動擔任台灣文化大
使，向主流社區人士推廣民俗體
育技藝，傳承優良傳統文化。

今年活動採觀摩競賽，評
審委員依參賽衕學的特殊表現分
別給予優勝獎狀以茲鼓勵。

個人組優勝者分別為實驗
中學Sam feely、李偉倫、連小
管、謝東睿、錢逸行、葉克霖、
李佳琪、孫艾軒、蔡燿遠、衛翊

斯、翁大哲及高銘佑，華府中文
學校姚文祥、張東澤及李智善，
Richard Montgomery高中的李巧

翎；團體組優勝分別由北維實驗
及華府中文學校獲得。�
� 本報華盛頓訊

中國國民黨駐美京分部（以下簡稱美京
黨部）於三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六時於馬
州HeBachi自助餐廳召開新屆委員會，陳惠
青獲推舉連任。

會議之前所有與會人員向國父孫中山
先生遣像行三鞠躬禮，並在有七十五年黨
齡的資深總支部評議委員毛先榮的闡述黨
史之下追思孫中山先生創黨建國的不易。

因為疫情，將近兩年的時間，美京黨
部或用信函或用網路Line群組或用手機信
息，常與委員黨員黨友們保持亙動聯系，
陳惠青首先感謝大家在這一段疫情期間仍
關心國事及黨務，此期間還包括了辦理黨
主席黨代表的選舉。陳惠青不諱言，美京
黨部的成員平均年齡偏高，在數位長者的

仙逝後更顯凋零，陳惠青呼籲新團隊招募
新血，推介親友或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入
黨，鼓勵失聯黨員歸隊，整合衕志們團結
向心，為今年年底九合一選舉備戰，都是
當務之急。

十數項的黨務僑務報告，讓各委員們
了解美京黨部與美東支部與駐美總支部與
中央黨部的習習相關，協助泛藍團體的推
動僑務僑界活動、關心黨內同志在疫情期
間的生活與需求，也是委員會例行的工作。

關於黨主席朱立倫預定今年五月的訪
美，時間尚未敲定，屆時將由委員會聯合
華府其他三個黨分部籌辦講座與僑宴，希
望朱主席能傾聽民意與建言。陳惠青樂見
朱主席的計劃訪美，對提振海外黨員的士

氣絕對有加分作用。委員會也計劃四月份
拜會國民黨駐美代表處。

而十一月二十六日台灣九合一選舉轉
眼即到，陳惠青表示國民黨一定要團結，
就從基層做起，由點而線而全面，新委員
會也規劃出相關助選項目，期望能在本地
喚醒愛國愛黨之士助中央一臂之力。

美京黨部新屆委員會包括：常委陳惠
青，書記楊再生，財務陸李惠芬；委員：
丁昌永、管士彥、吳屏湘、黎宏文、呂思
明、梁國雄、莊傑平、袁昭宇、蔡啟村。
後補委員：馮佳琪、蔡易廷。黨代表：
李家勝。總支部評議委員：毛先榮、陸
肖華。中央評議委員：林遠。顧問：校筱
雲、劉偉民、吳平、王東輝。美京黨部服
務電話：常委陳惠青202-255-8666，書記楊
再生301-922-8266。 本報華盛頓訊

謝孝真當天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聲
稱，她在馬薩諸塞州的白人小鎮

出生及長大，她表示她不會講中文，對
中國文化她認識不多。她表示她所認識
的中國文化就只限於在「中國之飲食」與

「打麻將」方面，為何是「打麻將」？謝孝
真表示在當地小鎮她的父母就與朋友和
親戚在閒餘就打麻將作為娛樂，她自小
就看慣了也學會了，並且也傳給她的孩
子。謝孝真聲稱她曾在華人咨訊服務處
觀察老人家在打麻將並與她們交流，但
可惜老人家都不讓她參與。

謝孝真的父母在戰爭時離鄉別井，
但她的父母也期望她能同一個她從未了
解過的文化保持聯繫。就在謝孝真長大
成人之後，她朝向探討華人之文化、家
庭與社區等題材，特別是在她從事藝
術創作方面、特別專注於東方的文化藝
術。

當天，謝孝真與展測人李煥庭在華
博會與出席者互相交流，展覽委員會主
席、前華博會基金會主席梅素蘭聲稱，

華博會的系列展示面向華人社區及芝加
哥的民眾，目的是介紹、推廣和慶祝華
人不衕的藝術願景和經驗，並焦距和反
思人們與當代視覺文化的關係。

華博會同仁表示非常榮幸與李煥庭
合作，期待能夠以此增強我們和社區的
互動，並幫助推廣這些有才華和創造力
的美國華裔藝術家。

系列策展人李煥庭聲稱，《焦點系
列》是策展人的夢想成真！他感激華博
會行政主任劉振斌、董事會副主席詹
倩清與華博會全體工作人員的支持和合
作。希望能夠建立新的觀眾群，以探討
能反映有廣度的美國華人體驗的藝術聲
音和願景。

李煥庭（Larry  Lee）是一名多媒體
藝術家、獨立策展人和作者。他從伊
利諾伊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UIC）取得
藝術學士學位，並從芝加哥藝術學院

（SAIC）獲取藝術碩士學位。他還在芝加
哥藝術學院和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教授藝術史、理論和批判課

程，以及當代藝術實踐課程。他的藝術
實踐包括雕塑、影像、裝置及繪畫，以
此把美國亞裔的經歷、特別是他個人的
經歷「重塑」成被他稱作為「東方特質」的
多媒體物件和圖像。他的作品曾在本
地、國內和國際展出。在他的策展項目
摩拉爾製作之外，李煥庭還與畫家傑
森·鄧達（Jason Dunda）合作有《神秘的
國際廚師！》表演項目。

「謝孝真個展：麻將和餃子」將由3
月19日至4月29日。歡迎民眾前來欣賞
藝術家的陶瓷和影像藝術作品。一起欣
賞該藝術家的陶瓷和影像藝術作品。

謝孝真作為一個裝置藝術家，她的
創作過程涉及寫作、對文字的運用、雕
塑和陶瓷構成、影像以及表演。她的作
品探討了社區、文化、家庭、以及日常
生活的概念。她曾從事服裝、計算機、
家品等行業，與中國製造商、工廠和工
人合作，並教授高中、大學本科及研究
生的雕塑、陶瓷、平面設計、編程、有
色金屬方面的課程。謝孝真在漢密爾頓

學院（Hamilton College）取得本科學位，
在時尚設計商業學院（FIDM）獲得時尚
設計學位，並在芝加哥藝術學院（SAIC）
獲得藝術碩士學位。

謝孝真的作品與展示自1999年迄
今，已有7次展示其藝術作品、包括

「碩果累累的美夢——瓷枕」（Fruitful 
Dreams-Ceramic Pi l low）、「天堂」

（Heavenly Ceramic Pillow）、「忍者武士
的牆紙設計」（Ninja Wallpaper）。「七月
七日」（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等藝術創作。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成立於2005
年，是一家501（C）（3）非營利機構，致

力於推動對美洲華裔文化的欣賞及其作
為美國史料重要組成部分的貢獻，並通
過展覽、教育和研究來保存主要位於中
西部地區的美洲華裔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目前開放
時間為周三和周五上午9點30分至下午
2點，周六和日上午10點至下午4點。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電話︰773-
746-0100，電子郵件︰office@ccamuseum.
org 地址； 238 W 23rd St， Chicago，IL 
60616.

■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CAMOC）
推出焦點系展示。圖左起：劉振
斌、李煥庭、謝孝真、梅素蘭、詹
倩清在展示廳留影。� 梁敏育攝

� � 3月19日，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館（CAMOC）推出由摩拉爾製作（Molar�Productions）
的李煥庭（Larry�Lee）所策展的《焦點系列》。新項目旨在展示本地新晉和中生代華裔藝

術家近期和過去的作品。系列首場開幕式在3月19日下午3時舉行。聚焦華裔裝置藝術家謝孝真（Laura�
Lynn�Hsieh,�Installation�Artist）的「麻將與餃子」瓷製之作品，展示從3月19日至4月29日。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裝置藝術家謝孝真個人展
「麻將與餃子」展現華人文化

■華府文教中心副主任楊佳欣、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聯誼會
總幹事汪良元與所有參賽同學合影。

■國民黨駐美京分部召開新屆委員會。��

華府青少年扯鈴大賽 推廣民俗體育不遺餘力

國民黨駐美京分部召開新屆委員會 陳惠青獲連任

1）州府協助房屋貸款拖欠者
受新冠疫情影響而拖欠房屋貸款的房主們，今年4月可申請州政府

提供的援助資金，符合資格的房主最高可獲得3萬美元。
此項房主援助資金計劃（ILHAF），是由伊州住房發展局（IHDA）推

出，旨在防止2020年1月21日之後因房主遭受財務困難而拖欠房貸，進
而導致違約、法拍、無法取得能源服務以及流離失所等情況的發生。

申請者需到美國住房發展部（HUD）認證的機構進行申請，並須獲
得HUD認證的房屋輔導員審核授予的證明文件。在正式申請之前，華
人諮詢服務處將於3月23日早上10點舉辦講座，讓大家更了解伊州房主
援助基金計劃詳情，申請條件和申請步驟，以及了解挽救房貸拖欠的措
施等。講座免費參加，但須提前登記報名。華人諮詢服務處乃由美國住
房發展部HUD認可，具有房屋咨詢資格的非牟利機構，我們擁有專業
的輔導員團隊為您提供一對一幫助。電話：312-791-0418
2）大腦健康教育講座活動

華人咨詢服務處與橡樹街醫療中心（Oak Street Health）將於4月14日
（星期四）聯合舉辦大腦健康教育講座，講座中英文雙語，歡迎各界朋友
參加。
時間：2022年4月14日 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
地點：華人咨詢服務處，二樓和諧廳

2141 S. Tan Court，Chicago, IL 60616
主講人：Michelle Woo（廣東話）、Dr . Steven Song（普通話）
3）稅滿十年可以領多少退休金？401K和403B的賬戶之好處

您知道401（k），403（b）賬戶嗎？它們能帶給我們什麽好處呢？現在
的收入比較高，有什麼方法可以幫我減輕稅賦呢？哪些退休計劃適合自
己，IRA還是Roth IRA？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的壽命越來越長，生
活成本增加。想要擁有體面又優雅的退休生活？早做規劃非常重要！

歡迎參加華人咨詢服務處房屋中心舉辦的退休計劃網上講座，由
專業人士為您答疑解惑，出謀劃策！
退休計劃專題講座Retirement�Planning�Workshop
時間：2022年4月19日（周二） 早上10時至11時30分

講座將是線上（Zoom）舉行，講座免費參加，但需提前登記注冊。
報名成功後您將收到確認郵件，內含講座鏈接。每個注冊賬號對應的鏈
接均不一樣，請妥善保管，請勿與他人分享。講座當天點擊該鏈接進入
會議即可。課程結束後，主辦方還將抽獎，幸運者將獲得Target購物禮
卡！如有疑問請致電華人諮詢服務處（312）791-0418，轉房屋中心。 
 本報芝加哥訊

華人咨訊服務處
舉辦多項活動協助民眾

■裝置藝術家謝孝真與她的創作「天
堂-瓷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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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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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