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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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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博物館延續「人在旅途中」系列
抵美中區各華社探望僑社與華裔博物館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位於紐約市的
「美國華人博物館」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
MOCA）策展人及展覽部主任譚海俊
（Herb Tam）與收藏品管理員安德
魯利貝特(Andrew Rebetta)、項目部
主任吳一凡、收藏部助理倪駒等一行
人，17日早上風塵僕僕的抵達芝加
哥，專程探望與參觀美洲華裔博物
館，他們強調更重要的任務是與芝城
華社的僑胞分享眾人的移民的故事與
人生之旅程。

策展人及展覽部主任譚海俊於1974年出生在香
港，兒時隨父母以難民身份移居三藩市，他

在紐約上研究院，也於紐約落地生根。譚海俊稱
自小在三藩市的唐人街成長，華人社區的移民故
事，對他影響頗深，也是成長後對華人在美國的
故事、文物之收藏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美國華人博物館」的「人在旅途中」（On the
Road）
的計劃是延續廣受好評的
「在途中」
系列，即
是以親身參與、體驗的倡議，MOCA團隊在期間
舉辦了多次公開的造訪及探望研究美國各地的華
人社區，他們表示最終的目標是要激勵個人及組
織盡力保護文物，他們也計劃與廣大公眾分享經
歷，並提供教育資源來補充華人在美國歷史中缺
失的部分。
MOCA人在旅途中的項目，倡議的目標是
盡量捕捉在美華人深度和廣泛面的敘事。也期翼
捕捉來自全美各地華社在生活中的各領域中，例
如社區中舉行的各式的慶賀活動、移民的艱辛經
歷、移民家庭走過之人生旅程、每一個移民都有
不衕的故事、他們在面對歧視、謀求生存和獲得
成功的血淚與歡笑等事蹟。
「人在旅途中」另一目的是希望獲得各方的慷
慨資助，協助擴建文件文物收藏的場地，擴建新
的美國華人博物館，讓參觀者在MOCA深切的了
解華裔美籍的歷史和文化。
MOCA更希望在「人在旅途中」能夠通過社區
分享他們的珍貴的收藏、聆聽華人講述他們的故
事與記憶的分享，也讓MOCA 成為社區聚集的燈
塔，鼓勵有更多人來分享華人在美國生活的故事。
譚海俊表示在2020年，MOCA被福特基金會
牽頭的財團指定為美國20個美國文化寶藏，被公

■策展人及展覽部主任譚海俊（後左5）等一行人，訪問美洲華裔博物館，與芝城僑胞分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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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美國重要的藝術和文化多元化的場地。譚海
俊聲稱此要驗證了MOCA自1980年以來的工作以
及博物館制定更大膽的路線。
當天出席的僑社友人包括了華博會的多位董
事、李氏公所元老李本安、美國海外華人交流協
會名譽會長周兆禧博士、以及五邑同鄉會的多位
衕仁。他們均分別介紹個人的移民經歷，和來自
紐約的朋友分享他們在芝加哥的生活。
當天，MOCA也展示了他們帶來的具有歷
史價值的收藏品與文獻，例如展示的一隻三寸金
蓮，敘述了早年中國婦女的纏足習俗，纏足的惡
習在1912年被中國新政府禁止了；他們也帶來了
一隻用紙折成的「老鷹」，標題是「飛向自由！」此
摺紙藝術是由一名被關在約克郡監獄
（York County
Prison）
的
「船民」
陳貴松
（Cheng Kwai Sung音譯）
所
褶的。1993年一艘載滿從福建出發的「金星號」，
在紐約被移民局截攔，移民局官員將他們拘留
在監牢4年，286位福建鄉親就利用摺紙來消磨時
間，他們精湛的藝術手藝感動了移民律師，律師
代他們向移民局上訴請願，他們終於重獲自由。
譚海俊指出MOCA成立的目的是讓參觀者參
與歷史對話，讓不衕背景的人們能夠通過批判性
的視角看待美國歷史，反思自己的經歷，並在過
去和現在。
這種對話方式是MOCA的創會人在紐約唐人
街回憶中探索河實施的，它促進對美國華人歷史
的不衕理解之間的交流，並通過個人對過去的發
現，幫助塑造和重塑個人和集體層面的身份。對
話以各種形式進行，從隨意到正式，包括邀請當
地組織，如亞裔美國人平等組織或媒體、作家在

■飛向自由的摺紙藝術，感動了移民局官
員、讓被拘留在監獄四年的福建船民重獲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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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傾聽人們的談話，與當地學校合作開展教育
項目、展示唐人街藝術家協會的作品等。
MOCA目前會址在215 Center Street和曼哈
頓。他們收集照片、新進、文件與文物，在美國
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細述華裔美國人的傳統習
俗、

華聯會第12屆8月底選舉
吳灝、張懷波競選主席寶座

會，定於8月28日（周日8am-12pm）舉行。投票將於
當天上午8時開始，12時截至。會員大會將於上午10
時開始，華聯會主席鄭征，財務部長張懷波和理事
長汪興無，屆時將分別向與會者作華聯會年度工作
報告、財務報告和本次選舉的工作報告。
兩位主席候選人將就其個人參與社區工作經曆
和如何發展和完善華聯會工作進行演講，並回答與
會者的提問。
此次選舉結果將於8月28日下午揭曉。請當日
前往投票的華聯會會員隨身攜帶個人身份證明，經
（右）、張懷波（左）競選華聯會第12
身份確認後領取選票，並請戴口罩進入投票會場。 ■吳灝
華聯會提供
有關選舉事宜聯系人：汪興無
（847）
340-9298， 屆主席職位。
梁琨（773）551-0498，劉穎斌（312）
882-1996，李暢（630）873-0768，郝
志鵬（224）517-6206，楊左（630）6992297，王濤
（847）
363-5990，王炎
（847）
620-9597，朱萍萍
（630）
863-1868。
.BSL:VO
華聯會第12屆職員選舉投票時
"HFOU
間：8月28日
（周日，8am-12pm）
會員大會時間：當日上午10時
投票和大會地點：中國城老
四川餐廳二樓。2172 South Archer
Avenue,Chicago,IL 60616。
8$FSNBL3E'$IJDBHP *-

本報芝加哥訊

ᴞዩḯ

保險

/,$+

大芝加哥地區華僑華人聯合會
（華聯會）
第十二
屆常務理事會投票選舉及會員大會，將於8月28日在
芝加哥中國城老四川餐廳舉行。本次選舉將差額選
舉產生33名新屆常務理事、華聯會新屆主席。
華聯會第十二屆主席候選人為華聯會財務部
部長、芝加哥河南同鄉會會長張懷波，華聯會副主
席、芝加哥客家聯誼會會長吳灝。華聯會於8月16日
晚舉行了第十一屆常務理事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
根據華聯會章程和選舉條例認真討論了第十二屆主
席和常務理事選舉事宜，並通過表決和抽簽決定了
此次選舉主席、常務理事候選人名單，以及選票上
的姓名排序。
相關詳情如下：
主席候選人︰張懷波、吳灝。
常務理事候選人（共36名）
：陳青、劉曄、吳
灝、熊英、劉炯玲、王濤、朱萍萍、李暢、胡巖
楓、王炎、何達權、畢躍玲、汪興無、胡曉軍、劉
紅、丘超濂、陳嘉釗、趙奇、王敏華、郝志鵬、王
堅、張懷波、胡家建、劉偉國、梁琨、余娉婷、劉
穎斌、楊左、何振宇、陳俊義、陳瀟、鄺一帆、王
晶、容蔭甯、黃永深、鄭征。
以上姓名排序與選票上一致。主席候選人個
人情況介紹和每位常務理事簡曆，華聯會日後將向
僑界公布。華聯會第十二屆主席、常務理事選舉大

芝加哥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傳真：301-963-4635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陳穎女士帶來了近30件精美的銀杏葉繪
畫作品。

繪畫拓展人生
辦「銀杏葉畫．木葉之華」畫展講座

8月6日，半杯清茶社有幸請到藝術家，
銀杏葉畫手繪者陳穎女士，在波多馬克社區活
動中心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銀杏葉畫展和講
座：「Splendor of Leaves，銀杏葉畫·木葉之
華」
。這是半杯自2020新冠以來的第一次線下活
動，吸引了不少大華府地區熱愛藝術的人士。
陳穎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友也紛紛趕來，為學妹
學姐慶賀和助興。
從康州驅車趕到的陳穎女士為來賓帶來
了近30件精美的作品：各式題材的銀杏葉繪畫
原作及彩繪印刷成品，銀杏葉畫圖案的藝術絲
巾，還有她的鋼筆畫《芝加哥長卷》。小小的會
議室一下子變成了藝術畫廊。來賓們興致勃
勃，看得津津有味。為眼前的驚喜而震撼，不
斷發出感嘆。
活動以展覽在前，講座在後的順序進行，
安排得非常周到。這樣既方便大家在聽講前，
能對銀杏葉藝術先有些感性認識，又能夠有充
足的時間與藝術家見面。
陳穎女士以她精美制作的一百多張幻燈
片，在一個多小時的講座中，如數家珍，將她
的故事一一道來。
陳穎說：
「在銀杏葉上畫畫，是在一個合適
的季節，一個合適的地方。大自然給我展示了
一種創作的可能性，是沒有計劃的開始，是隨
著季節的結束。這種最初的創作沖動，要從七
年前說起。」
2015年，一個秋天的下午，陳穎去學校接
孩子。在校園偶然拾起幾片銀杏葉，習慣地用
碳素墨水筆隨意勾畫起來。簡單的線描圖案，
加上銀杏葉獨有的形態和色彩，呈現出一種有
趣的視覺效果。這讓陳穎興奮不已！
心中的風景遇見了銀杏葉，銀杏葉畫便
誕生了，銀杏葉畫系列開始了。無數次被問：
為甚麽是銀杏葉？陳穎的回答總是既感性又理
性。她說，銀杏葉的質地有著古絹的感覺。首
先，葉子的形狀像扇子，讓我想到了東方；其
次，葉子的顏色和紋理很適合繪畫，富有趣味
性；再其次，葉子半幹時的著色效果很好；再
再其次，銀杏樹可以活千百年，有著生生不息
的意境。在成都出生成長的陳穎，從小都與銀
杏相伴，因為熟悉，很親切等等。
陳穎的銀杏葉畫裡，無不藏著她讀過的
書，走過的路，見到的風景。她以觀察者的眼
睛看生活，以藝術家的筆墨記錄生活。生活給
她帶來了很多的靈感和繪畫的題材。她說，當
以觀察者的身份創作時，她會變得更包容，不
再抱怨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生活變得更加有
情趣。生活處處有藝術，藝術把生活點亮。
陳穎的作品素材大多來自現實生活場景和
記憶，她試圖通過繪畫的方式來留住那些美好的
瞬間。她的作品
《芝加哥長卷》
由20多幅畫組成，
近10米長，描繪了陳穎一家人在芝加哥漫長的冬
天里活動的場景。她說：
「藝術，來自生活，回
到生活。繪畫，為我展開了一幅畫卷，一個平行
世界。畫畫，是一個自我放逐的過程。」
陳穎在中科大學得是高分子物理。有人
問，理科專業對你的銀杏葉畫創作有幫助嗎？
陳穎笑著答道，幫助太大了！在收集資料方
面，理性思維的訓練非常有幫助。其它方面也
很受益，比如：畫面構圖；合理安排時間，兼
顧繪畫、工作和生活；同時處理多項事物的能
力。得益於在公司做過項目經理的經驗，陳穎
很自然地將比較大的創作和展覽以及講座計劃
當作項目來做。
文與理，相得益彰。陳穎的創作過程、生
活經歷和對藝術的執著都令人深受啟發。講座
結束了，聽眾的熱情依然高漲。很多人留下來
繼續欣賞展品，與藝術家交談。陳穎希望她的
作品和講座能夠以畫會友，以文會友，互相學
習。夏去秋來，又到銀杏葉茂時。感謝陳穎為
半杯清茶社帶來的應時應景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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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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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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ᦕ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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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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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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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OEZ8POH .%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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