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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元宵佳節，大才子歐陽修漫步在
首都開封街頭，眼前遍地火樹銀花，流光溢

彩的節日燈火令他感慨萬千，隨即便留下了那首
千古名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
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而在一千多年後的今
天，特別是在疫情肆虐的三年之後，能在遙遠的
美國大華府，尤其是在元宵佳節的當晚，親眼目
睹歐陽修所看到的盛況，欣賞到美輪美奐的節日
燈火，就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和幸運了。

自貢燈會歷史由來已久
本次燈展的全部作品均來自四川自貢，由數

十萬只彩燈所構成的23個巨型燈組以大家意想不
到的形式，扮靚華府的燦爛星空。

自貢燈會的歷史由來已久。據史籍記載，自
貢燈會形成於唐宋，定型於明清，每年的正月
初六到正月十五，便有天燈會、五皇燈會、漂河
燈等等，其恢弘的場面和水準極高的制作工藝，

令古人嘆為觀止。為此，大詩人陸遊曾以詩「打
卡」：「一別秦樓，轉眼新春，又近放燈」。今人更
將自貢燈會譽為「天下第一燈會」。自貢燈會素以
場面宏大，內容豐富，特色鮮明而著稱。其中尤
以我們即將看到的組燈最為著名，它多表現優秀
的民間傳統、古典名著、神話故事等題材，具有
大型、群體和聯動的特點。

作為四川，乃至中華民族的一張文化名片，
自貢燈會早已走出國門。2016年，自貢燈展曾在
大華府隆重展出，當時萬眾矚目，遊人如織的場
面令人記憶猶新。

舞龍和精彩武術表演
據悉，本次活動除了觀賞美輪美奐的各種彩

燈之外，觀眾們還將觀賞到峨嵋武術學校的舞龍
和精彩的武術表演，他們屢獲全美和世界武術大
賽金獎。還有受邀參加奧巴馬總統就職大典的黃
氏武館，將表演精彩絕倫的舞獅。另外，威風鑼
鼓隊，大華府腰鼓隊，也將亮相元宵晚會，這些

表演一定會給大家帶來節日的歡樂。華府美聲及
其他藝術團體，也將獻藝。

同時，10個展亭將呈現各種傳統的中國文
化，如書法大家現場表演、手工藝品的華麗展
示、中國年的張燈結彩、中醫針灸的神奇奧秘、
學寫毛筆書畫，品嘗元宵湯圓等等。另外，活動
將邀請現場百位兒童在巨幅錦緞上用毛筆繪畫書
法，繪制百兔鬧元宵，喜迎兔年。這些精彩紛呈
的文化活動，一定會讓您和您的家人，尤其是那
些渴望了解中華文化的孩子們，獲得一次難得的

文化體驗，享受一把三維立體的視覺盛宴。
活動時間：2023年2月5日5:00pm-9:00pm；
燈展地點：維州Tysons Corner地鐵站旁邊

（8025 Galleria Drive,Tysons,VA 22102）；
票價：成人$30，兒童$18（3-12歲）,3歲以下

免費。請詢問本社團集體購票優惠碼，或使用
DMVLF，均享有30%優惠。

購票網站：https ://www.showcl ix .com/
tickets/journey-to-the-east-dc-winter-lantern-
festival。

癸卯年的立春在2月4日，元宵節在2月5
日，都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宋朝詞
人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時，
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
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溼
春衫袖」。 這首宋詞通暢通俗、清新明快、
道盡了相思之苦。千年來成為絕句廣為流
傳、成為後代人們在元宵夜最愛吟誦的詞。

2月3日中午，北華埠東南亞中心為150
多位前來用午膳的耆老提前慶祝元宵節。
當天前來與耆老們一同歡樂的嘉賓包括了
駐芝加哥台北經文處洪中明組長、林家銘
秘書、僑教中心副主任黃士聰，芝市第47區
區長馬丁（ Matt Martin）、伊州第7區參議員
麥克西門斯（ Mikes Simmons）幕僚長薩恩哲

（Heather Saenger）、芝加哥市長辦公室社區
參與經理瑪利亞吳爾文（Maria Ullmann）、
Aetna 健保公司代表以及社區多個熱心商家
等。芝加哥選委會亞裔社區外展主任劉珍當
天也在會場進行教育並示範選民如何去投票
等事宜。

東南亞中心行政主任鄔亮珊歡迎所有
嘉賓的蒞臨。她祝福所有的長者與社區友
好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出
入平安。她聲稱當天的午餐非常的豐盛
與滋味一級棒，分別有蔬菜炒牛肉與鷄
肉，橘子、糖果零食等，都是由多個贊助
單位，包括駐芝加哥臺北經文處的熱心支
持，讓老人家可以快樂的享用美食、提前
歡度元宵佳節。

洪中明組長代表姜森處長祝賀社區各界
在中國的兔年、越南社區的貓年新春快樂，
人人身壯力建、家庭美滿。

47區區長馬丁贊揚並感謝東南亞中心長
久以來對社區的關懷與協助。他對長者稱2
月28日是芝加哥大選日，呼籲所有選民記得
去投票、今年除了選舉芝加哥下一任的市
長、市書記官、市財政官等公職，還要選舉
芝市的50個選區的區長（市議員）、以及66名
市警局議會成員。至於芝加哥市的50個選區
的提前投票也將於2月13日起開放給選民投
票至2月28日. 選民可以到任何一個提前投票
站進行投票。

伊州第7區參議員麥克西門斯（Mikes 
Simmons）幕僚長薩恩哲、芝加哥市長辦公
室社區參與經理瑪利亞吳爾文也分別向北城
的民衆問好，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並一再强
調，民衆有任何需要援助的、或有任何問題
請儘管與她們聯絡。

慶祝元宵午餐會，東南亞中心的會場笙
歌不斷，喜愛唱歌的長者，義工紛紛大展歌
喉，駐芝加哥經文處的林秘書，當天也以一
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獻給所有的僑胞，祝福
所有的長者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家庭和
睦。

 當天芝加哥的氣溫酷寒，只有華氏13
度，但東南亞中心大家一起慶祝元宵佳節的
熱鬧歡樂氛圍，使得人心更熱，大家似乎都
遺忘了外面的寒冷。
� 本報記者梁敏育芝加哥報道

世 界 聞 名 的 世 界 少 棒 聯 盟
總 部 所 在 地 ， 賓 州 威 廉 波 特 市
(Will iamsport,PA)，市商會會長
Dr.Vince Matteo，PhD，1954年
生 ， 近 日 染 疫 不 幸 逝 去 。 會 長
Dr.Matteo馬堤奧博士，曾經熱誠

接待過美國中華工商總會主席蘇麗
凰博士、會長林家洲及夫人林宋淳
茹等6位貴賓。馬堤奧博士對亞洲
地區經濟、文化有濃厚興趣，盼望
兩個商會協力合作、互相發展。

主席蘇麗凰博士代表美國中華

工商總會出席追悼大會。威廉波特
市商會原副會長Mr.Jason Fink芬克
接任成為新會長，他希望秉持老會
長的精神與美國中華工商總會繼續
保持合作夥伴關係。 
 本報華盛頓訊

�由華盛頓華人社區聯盟、大華府大專院校校友會聯合會、華
盛頓地區同鄉會聯合會、大華府華人專業團體聯合會、希望中文

學校、美中實驗學校和哈維中文學校，以及USIA美中創新創業聯盟、馬里蘭大
學、喬治城大學和喬治‧梅森、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多家
機構將於元宵佳節當晚，也就是2月5日隆重舉辦華盛頓地區首次「觀燈賞月鬧元
宵」活動。

本報華盛頓訊

■東南亞中心行政主任鄔亮珊（前中）提前慶祝元宵節，駐芝加哥經文處洪中明組長
（前右2）、黃士聰副主任（前右1）等嘉賓前來助興，一起與長者歡度元宵節。��梁敏育攝

■美國中華工商總會會長林家洲(左2)，Dr.Vince�Matteo(左3)，蘇麗凰博士(左4)，蘇嘉盛醫師(右4)。��

■2023大華府自貢燈展。

芝加哥，伊利諾伊州，2023
年2月1日）芝加哥美洲華裔博物
館（華博館）成功嘗試推出當代藝
術展覽，將以視覺藝術家Maggie 
Wong的作品拉開系列第二年的序
幕。《團結》是Maggie Wong在芝加
哥的首次博物館個展。展覽將於
2023年2月5日持續到3月12日。開
幕式定於2月5日周日下午1時至4
時在華博館舉行。

《 焦 點 系 列 》展 示 了 當 代 藝
術，是華博館和由摩拉爾製作

（Molar Productions）策展人李煥庭

之間的合作，也是華博館首次做
出此類嘗試。華博館策展委員會
主任梅素蘭表示：「我們希望能夠
觸及到不同興趣到社區成員，並
與他們產生共鳴。本系列已成功
為我們吸引了新的觀眾群，也為
我們觀眾提供了更豐富的體驗。」

李煥庭表示：「對我們才華橫
溢的藝術家們來說，與博物館的
合作為他們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
場地，使他們建立更廣泛的觀眾
群。這個項目旨在介紹、推廣、
和慶祝美國華人不同的藝術願景

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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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30分
至下午2時，周六和周日上午10時
至下午4時。所有訪客需在室內佩
戴口罩。感謝配合。 本報芝加哥訊

芝美洲華裔博物館《焦點系列》 
第二年展示新一批藝術家

東南亞中心提前歡度元宵夜 
政要們與好友齊齊來助興

Dr.Matteo染疫離世 
美國中華工商總會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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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來自四川 十萬彩燈耀空
大華府首辦「觀燈賞月鬧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