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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主辦合作夥伴:亞美聯誼會 亞文中心 萬家網 亞洲藝術院 紐英倫資訊網路協會 JAK 娛樂製作公司  
            ATV 亞洲小姐波士頓賽區 華夏文化協會 僑報周末 會鴿 陽光微電視 蜂巢聚創 美國生活在線     

  5th亞美節 9/20隆重登場  
第五屆亞美節第五次籌備會議 7

月 12日下午,借中華公所會議廳
舉行,會議由亞美會董事柏志剛主
持.隨即舉行記者會,亞美會執行
董事及對外發言人甄雲龍宣佈第
五屆亞美節正式啟動.他稱感謝所
有為亞美節做出貢獻的朋友.今年
參與主辦第第五屆亞美節有亞美
會合作夥伴十多個,本著合作夥伴
的原則精神,希望將來有更多合作
夥伴參與,就更能一步步走向”融
和亞美族裔,美化社區家園”目
標.亞美會委託柏志剛董事為召集
人, 統籌本屆亞美節工作。在此
之前,籌備會議已開了四次, 細節
敲定,現全方位開展各項工作. 
 

第五屆亞美節首次融和十多個合
作夥伴，聯合主辦，初顯亞美會
《求同存異，運作獨立，溝通包
容，合作互動》為原則，發展合
作夥伴，達致辦大事效果 
 
籌委會召集人柏志剛介紹:第五屆
亞美節定于 9月 20 日在 Marriott 

Burlington 舉行.參與聯合主辦合作
夥伴有:亞美會,亞文中心 ,亞洲藝
術院,萬家網,紐英倫中華資訊網
路協會, 蜂巢聚創,華夏文化協會,
僑報週末,AJK娛樂製作公司,ATV亞
洲小姐波士頓賽區,會鴿,陽光微
電視,NY美國生活在線. 
記者會。其次，會議就亞美節的

細節問題，如亞美節成本，收入
來源，贊助，宣傳，票務，義工
安排以及錄影攝影等方面進行了
討論。為了保障亞美節的成功，
大會還給每一位與會成員分配了
個人任務和指標。並期待第五屆
亞美節的成功舉辦。記者會同時
宣佈：著名影視明星甄子丹為亞
美節支持第一份賀詞廣告：<包
容合作，大事成就，求同存異，
前景光明。> 
 
隨後，與亞美節各合作夥伴的負
責人輪流介紹。僑報週刊主任董
英首先介紹了僑報所屬的亞洲文
化傳媒集團， 該集團是此次亞
美節的主辦單位之一。董英在發
言時表示，僑報緊跟當下潮流，
積極開拓新媒體傳播管道，目前
已成立僑報官方微博，粉絲數已
達 216萬，此外還有波城僑友公
眾號和微信群等。最後她總結，
僑報擁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雙
重優勢，除了美國華人以外，還
獲得了中國大陸讀者的廣泛關
注，她相信僑報有能力做好亞美
節的宣傳推廣工作。接著，亞美
會董事之一吳皓醫生發言,表示為
亞美節捐獻二千元，並且承諾會
捐贈他收藏的古董給亞美會，供
餐會上拍賣籌款，貢獻突出。在
發言時他提到其醫治過的病人遍
佈紐英倫以及紐約地區，而他本

人在帝苑酒家舉辦的骨質疏鬆講
座也吸引了一百六十多人參加。
最後他表示將與醫療藥物公司聯
絡，爭取為亞美會拉到贊助。 
 
萬家網 CEO黃小燕發言，她介紹
網頁製作是萬家網的主要業務。
近些年，萬家網通過幫不同的華
人團體做網站結識了不少的朋
友。截至目前，萬家網共製成了
160多個網站，亞美會的新網站就
是萬家網製作的。黃小燕說萬家
網的宗旨“服務四海商客，聯絡
千家萬戶”與亞美會的宗旨有異
曲同工之妙，所以她很樂意與亞
美會合作。美國亞洲藝術院院長
王天齊博士講：美國亞洲藝術院
主要從事古代字畫的
收集以及文化藝術的
推廣。此次王院長帶
來了自宋代至當代的
五幅珍貴字畫和一副
對聯，其中包括美國
亞洲藝術院的鎮館之
寶——南宋畫家馬遠
的《松聲琴趣圖》。
王院長表示將會在亞
美節上拍賣其藝術院
收藏的珍貴字畫，如
近代張大千的《高士
圖》，黃賓虹的《溪
山圖》以及金代劉謙
的《山水人物圖》。

2104年美東賽區亞洲小姐亞軍徐
菁發言時也提到，此次亞洲小姐
將會與美國亞洲藝術院合作，通
過亞洲小姐美麗的形象和亞美節
這個優秀的平台，拍賣這些珍貴
的字畫文物，並把籌得的慈善款
項捐獻給亞美會，以及需要幫助
的人士。最後，曹品慈先生還在
會上宣佈 NY 美國生活在線的孫 

連生總裁願意加入此次亞美節的
籌辦團隊，並會通過美國生活在
線這個平臺為亞美節大力宣傳。 
 
還提供了相應贊助。曹先生還拉
到盛雄莊代理的威達保健產品集
團總裁，出席亞美節盛會，并成
為此次亞美節的重要贊助商。 

亞美節場票$60.可以全程參與活
動。該日下午一時開始，有傳統
企業擁抱互聯網、創業研習營、
免費古董、書畫精品鑒定、亞洲
小姐主持慈善拍賣會、教育講
座、及其他專題，晚餐有亞美藝
術團精彩文藝表演。 
 
第五屆亞美節購票機贊助方案，
詳見P.2 （下頁）。預計此次亞
美節活動比前四屆更為熱烈 。 

兩周前,位於巴黎的”法中文化藝
術促進會”委派代表袁雪君訪問
亞美會,送來一幅著名畫家作品,
表示與亞美會成為合作夥伴的意
願,并邀請亞美會出席在巴黎舉行
的”藝術節”. 

圖：位於 Burlington Mall 的萬豪大酒店。宴會廳可納千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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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廣告 
夥伴半費 

廣州海珠少年宮 / 小天使交響樂團  
廣州暨南大學附屬醫院（華僑醫院） 
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江門創意產業協會 
郁南文化旅遊局 / 郁南禪武中心 
珠海粵劇團 / 中國西部三農網 

新 
夥 
伴 

  認同理念亞美節夥伴初顯效果 
     求同存異運作獨立溝通包容合作互動  
亞美聯誼會自 2010 年成立,便以其
創會宗旨為中心,建立多個功能
“支架”,其中之一,是發展合作夥
伴。通過合作夥伴,共同為目標努
力,以達更有效,更快地共同完成項
目,并希望向社會發出一個訊息:本
求同存異,運作獨立,溝通包容,合
作互動十六字的合作夥伴原則,可
以減少矛盾,化解紛爭,組合力量,
陪增效益。 
 
第五屆亞美節,有十多個合作夥伴
聯合主辦,每個夥伴都是有分量的
實體組織,參與籌辦會代表都是可
獨當一面的專業人員,發揮各自力
量，于幾次籌辦會議正式記者會宣
佈時，已為亞美節目標，築建堅實
的相應基礎。參與合作夥伴還有來
自紐約和巴黎的，中國大陸也有夥
伴表示非常有興趣來參與。亞美會
的合作夥伴為亞美節，初顯出合作
的力量。第二屆，第三屆亞美節，
與亞文中心聯名主辦；第四屆郁東
北大學同學會聯合主辦。目前，亞
美會的合作夥伴五十多個，包括當

地、紐約，美西北，中國廣
東、北京、華東、西安地區
等夥伴。夥伴分不同群體，
包括媒體，如電視台、網
站、微訊電子網、個人微媒
體群、文化藝術機構、教育
機構、醫療機構、旅遊服務
機構、體育機構、戲劇機
構、創新機構、服務機構及
宗親會等。 
 
至目前本報發稿為止，通過
籌辦委員努力，社會大眾及
團體機構大力支持，第五屆
亞美節的籌辦工作，已經達
標百分六十。歡迎亞美會會
員、團體、友好早日報名。
捐助、刊登支持廣告、賀詞
廣告或預購場券（已包括餐
票），請盡早登記。（見看
資料辦法、地點）。所有餐
台入席安排，將由電腦系統
自動化按先後編座，公平對
待。 

 

 

上圖：第五屆亞美節籌備會借中華公所會議廳召開第五次會
議，隨即舉行新聞發佈會。圖為出席會議聯合主辦合作夥伴代
表合照。 
下表：贊助《亞美節》的商家、團體及個人，亞美節亦以相應
的回饋，讓贊助者有尊嚴和收益。下表是各級贊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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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由中華公所、紐英
倫藝術學會、中華書法會、中華
表演藝術基金會及北美藝術家協
會聯合主辦《漢字文化節》。近
年，每年都舉辦一次，宣揚漢字
藝術。每年
都選擇一個
研討專題講
演，或揮毫
示範。 
 
今年的漢子
文化節由北
美藝術家協
會郭天涵先
生主講《草
書》。詩人
朱紹昌講解
和朗誦李清照詞的千古絕句。藝
術學會與中華書法會均為亞美聯
誼會的合作夥伴；兩位主講人也
是亞美會會員。郭先生還于第一
屆亞美節時與，一演藝沙龍等藝
術家一齊等台奏樂，他拉小提
琴。 
 
郭天涵出身福建藝術世家，家學
淵源來自當教授的父親。福建

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中國美

術學院國畫系深造，從事繪畫

創作數十年，擅草書，山水

畫。 
年前曾被安排在華埠華美銀行
的展覽廳個展，後排期問題而
取消，令社區人士無緣一睹其
精到的書畫佳作。 
  
約七十位有心人士非常聚精會神
地聽參與這次雅聚。郭天涵收集
整理歷代草書大家如懷素、王庭
堅的草書，講述草書的演變源
流、草書的特點、書寫的法則等
等等，并示範。 
  
朱紹昌先生與程嶺先生先後朗誦
了李清照的詞。朱氏并為抗戰勝
利七十週年賦詩一首，即場朗

誦。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
年，凡上了一定年紀的華裔，都
無法撫平心內的創傷。朱氏的新
作，正 合時道出華裔的心聲。 

為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作 
              波城朱紹昌 
每憶蘆溝事，心素總難平。
每憶南京劫，義憤久填膺。 
亙古曠世罪，罄竹寫難清。
奸淫我婦女，殺戮我生靈。 
蠶食我山河，掠奪我精英。
所幸全民族，上下同生死。 
八年齊浴血，慷慨赴長征。
以身當炮火，以肉築長城。 
雄獅一戟指，所向若雷霆。
狂虜皆喪膽，丑類盡吞聲。 
摧枯與拉朽，煙滅歸沉冥。
萬民奏凱歌，勝利還舊京。 
仁者終無敵，不義被天刑。
鬼雄三千萬，百代顯威名。 
降書雋石刻，勒在芷江城。
七十如電掃，蝦夷又興兵。 
欲奪釣魚島，牧馬向南溟。
欲燃新戰火，阻我起中興。 
寄語喪心病狂客， 
百戰山河帶礪成。 
寄言四海諸兄弟， 
歷史不能忘。 
政經與武備， 
重之愼勿輕，愼勿輕。 

五機構辦漢字文化節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郭天涵講草書朱紹昌誦詩詞 

圖：書畫家郭天涵主講草書藝術 

   記融和盛事夥伴風采 
         歡迎刊登廣告賀詞 
                 特刊職業設計精美彩印 

第五屆《亞美節》場券$600/席 
在線 http://aaaevent5.eventdove.com 

華埠 Chinatown 
盛雄莊參茸行： 
                      68-70 Kneeland Street.  
                      Boston MA 02111 
 Tel: 917-498-7878

昆士市 Quincy City 
成功駕駛學校：  
        70 Billings Road  
                  Quincy MA 02171 
         Tel: 617-460-3898 

劍橋市 Cambridge  
  《僑報週末》  
       1035 Cambridge Street, Suite 27  
                  Cambridge MA 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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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性質:  

2010年7月1日成立,三個月後,聯 
邦政府和麻省政府批准成為 
 
非政治性不牟利機構. 
 
註冊地QuincyCity,  
英文名AAA of Quincy. 
2012年9月,搬遷新址至波士頓, 
英文名更改為AAA of Boston. 
中文名不變. 
 
本會宗旨:  

融和亞美族裔,美化社 區家園.。 
 
本會功能:  

以聯誼為中心,建一道橋樑,方便
社團之間,族之間,以至中美之間

溝通了解,友好往來;筑一個平台,
供合作夥伴及相關機構展示風采. 
董事會: 董事長黃野,律師;副董事
長/執行董事/對外發言人甄雲龍,
資深媒體人;董事有:柏志剛,多元 
服務/駕校校長;谷繼成,高科技地
球物理學家;Eric Snyder,南岸青
年會(YMCA)行政主任;董  榮君,
銀行經理;吳皓,醫生,美國醫學院
院士;陳向平,博士,企業家,網絡專
家;李強,碩士,資深 媒體人,雙語網
創辦人;陳建立,碩士, 退休資深聯
邦政府官員;鍾奇瑜,資深會計師. 
 
登記會員： 

承認并遵守本會章程的亞美族裔
人士，都可登記成為本會會員。
本會建立最初三個月,即迅速引來

三百會員,每個會員都發給正規的
會員證,有基本利益.由於我會初
創,管理未上軌道,人手不足,所以
暫停接納新會員.經過基礎建設,
系統分工,增配人手,不久,將重新
接受新會員進入大家庭,(估計會
員將以千計)共同為達成本會目標
而努力. 
 
會員要求： 

謙卑坦誠，仁愛和平，上進守
法，服務奉獻。 
服務對象:  

合作夥伴,亞美會會員為主;推廣
至社會大眾. 

 

功能部門 

合作夥伴:  

目前已有五十多個合作夥伴，包 
括當地及紐約地區以至中國不同 
功能機構和組織.如媒體、文化藝 
術、體育、醫療、教育、社團服 
務等組織機構。合作夥伴的原則 
是: 
 
求同存異,運作獨立, 
溝通包容,合作互動. 
 
兩年來與夥伴共同舉辦多次有意 
義而成功的活動，在本會媒體平 
台充分報導，在社會上有正面而 
廣泛的影響. 
 
亞美報： 

是本會的窗廚,報導本會及合作夥 
伴為主的各項重大活動.每期 
4000份,免費發派，覆蓋大波士 
頓區,申延至紐約地區.是紐英崙

地區有史以來第二個組織,辦
有自己的平面媒體.彩色印刷,
全是本 

會義工編
排製作出
版. 
 
亞美網： 

與本會平
面媒體配
合的一個
重要網絡,
鏈接合作
夥伴,特別
是本會的
媒體合作
夥伴,成為
一張夥伴 
網,所有重
要資訊能
及時廣泛
擴傳. 
 
亞美節： 

提倡美國
人與亞美
裔人處在
一個平等
的平台，
通過文化
藝術交流 
為主要方
法，相互
溝通,增進
了解和諧
相處，合
作共贏.每
年辦一至 
多項大型
活動.拉近
亞美族裔
距離擴展
友好交
往。基本
上每兩年
為亞美節
出版特刊
一本。第
一亞屆節
邀請天津
電視台訪
問波士頓; 
第二屆亞
美節邀請
廣州小天
使交響樂
團（102
人）訪波
士頓/紐約
演出; 第
三屆亞美
節由亞美
藝團承擔
主表演，
也邀請一
位中國
陸，具有
國際比賽

冠軍資歷琵琶演奏家參與盛
會；第四屆辦了舞劇專場及
聯合綜合文晚會兩項；第五
屆已辦了亞美藝術團訪問廣
東三市，公演了4場，作中美
文化藝術交流；2015年五周
年紀念，暨第五屆亞美，聯
合十二個合作夥伴，在
Burlington Mall 

   Marriott (萬豪酒店)作大型慶
祝活動。 

 
亞美藝術團： 

   整合當地數個藝術團體,組成
亞美藝術團,成為一個擁有多
元表演藝術資源的強大家庭,
以解決眾多藝術團體力量單
薄,難承擔組織正常表演重負
問題.每個藝術團體,保留自己
運作和財政的獨立性。合起
來就可以應對各種不同的演
出需求，也容易為不同表演
藝術家找到舞台。2015年，
亞美藝術團獲得達美
（Delta）航空公司贊助15張
波士頓/上海來回機票，《亞
美藝術團》首次訪問中國廣
東三個城市，在當地合作夥
伴協助下，成功舉辦四場音
樂會，受到社會人士、各媒
體、文化藝術機構的高度讚
揚，為中美文化交流暨友 好
互動，做了有意義的工作，
發揮了藝術團及合作夥伴的
有力功能。 
                 

亞美橋:  

A. 與合作夥伴,當地BNN波士頓
社區電視台,合製中英雙語訪
談節目,定期通過電視訪談介
紹合作夥伴及華人社會重要
社團暨人物融進美國主流社
會,也讓美國社會更深入廣泛
正確了解華人世界. 

B .亞美會已建立一個微訊平台， 
   服務會員暨大眾。平台名：    
   亞美橋；英文名： 

Asian American Bridge。 
只要用中文或英文在微訊界
面輸入此平台中文或英文
名，就 可進入亞美聯誼會平
台，見到綠色的亞美會圓形
公章，點擊關注，便可連
接。平台將有亞美會各 項
活動訊息，包括亞美網訊，
電子《亞美報》，及視頻訪
談《亞美橋》。節目。  
 
其他服務:  
 

   組織講座.如董事長黃野律師
為哈佛大學學生作留學法律
問題的講座;訓練義工.為多間
大學學生參與亞美會義工培
訓;協助夥伴各種活動.如協助
夥伴舉辦夏令營,介紹推介中
美交流文藝晚會,參與第一屆
美國<我要上春晚>大型海選
及評委會各類活動;參與社會
慈善公益,如組織在麻省理工
學院舉辦夥伴見面交流會;與
蘇福大學東亞研究所,麻省理
工學院創業中心建立友好互
動聯繫等等.一個意大利社區
傳統重大節日,首次邀請華人
社會由我會代表參與;一個大
越南社區組織成為夥伴,這都
是跨族裔合作的起點; 在成立
的四年多,德不孤,必有鄰,受到
廣泛社會的肯定,美國Delta
(達美)航空公司首次贊助華人
社區社團,提供亞美會15張國
際機票,讓<亞美藝術團>,跨出
美國國門,成功訪問中國廣東,
為中美文化交流,友好互動,作
次友誼大使.Delta公司并承諾
繼續支持亞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