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加哥佛光山和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
作 為 美 國 伊 州 瑞 柏 多 元 宗 教 領 袖 聯 合 總 會

（Naperville Interfaith Leaders Association）的重要
成員，於1月10日參與該總會舉辦的世界和平日
線上宗教祈福法會（World Peace Day Interfaith 
Prayer Service）。在各宗教領袖和250位與會大眾
前，佛教代表恭讀星雲大師著《佛光祈願文》，帶
領大家祈願世界和平，以慈悲喜捨、尊重包容，
共建和諧共處的人間淨土。

芝加哥佛光山監寺有恆法師作為會上唯一的
佛教代表，不僅介紹了芝加哥佛光山的設施，更
說明佛光山的四大宗旨、全球300多個道塲的國
際弘法成果；展現了芝加哥佛光山弘法利生、淨
化人心、利益眾生的慈心悲願和菩蕯行證。進而
分享芝加哥佛光協會在疫情期間，捐贈口罩、參
與社區服務的無畏行持。

此次祈福法會的主講嘉賓為多元宗教青年
骨幹組織（Interfaith Youth Core）的創辦人帕特
爾博士（Dr. Eboo Patel）。他曾作為美國奧巴馬
總統顧問委員會的咨詢委員，致力於信仰和鄰
里合作關係（Advisory Council on 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帕特爾博士以馬丁
路德金博士曾在芝加哥所發表的演講：「這是建
設關愛社區的時候了，是時候要敞開大門歡迎人

們了。」以此鼓勵大家要尊重、包容、多元來共建
社會和諧、宗教共融。

猶太教的小朋友娓娓道來：「信仰是我們最
寶貴的禮物，在我們處於最黑暗無助的時候，幫
助我們走出困境！」並且與大家分享了在這疫情
期間，為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發起或組織食
品捐贈；亦有創意地參加線上的手工製作課程、
烹飪課程等。」

韓裔基督牧師在佛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成
長，做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移民，看到南北韓至
今仍然分列，衷心期盼生活幸福、世界和平。錫
克教徒代表Sharan Singh以短片介紹他們和哈佛
大學合作民調研究，與警察交流上課，讓他們進
一步瞭解其宗教及文化，希望籍此糾
正相關偏見。

基督科學第一教會的Patti Hansen 
問：「慈悲和關愛在種族歧視和矛盾多
難的社會環境下有用嗎？答案是肯定
的。芝加哥Coppin Memorial AMEC教
會的Geneace Williams牧師勸導大家：

「在這個動盪環境下，我們要做出一
致的重要決定。要以社會為先、以大
眾為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可以真
正帶來希望！你願意跟我一起，做一

道橋，共建和諧社會嗎？」穿著印度傳統服飾的
印度教小朋友、男女信徒以梵唄唱頌和手印，載
歌載舞地祝福大家：「從虛僞走向真理；從黑暗
走到光明；以智慧保護地球，眾生安康、世界和
平」。Cathy Lord 更以悠揚的歌聲唱出：「以柔軟
的心去愛你的敵人和朋友，無論這一切看起來是
多麼的困難，但一切皆有可能。」

病毒無情、人間有愛。在新冠疫情的籠罩
下，全球人民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對生命的價
值，產生了許多思考。不同的宗教領袖用各自的
傳統，介紹自己的宗教，傳播多元宗教的包容與
尊重。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安康！

 本報芝加哥訊

據了解，本次首場賓州華人精英
圓桌會議由美國華人華僑聯合

總會和美國華人研究中心（華人智
庫）主辦、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組
委會承辦，十三位賓州華人各界代
表參加了會議討論，全美各地200多
人通過網絡Zoom 參與了會議，美國
中國學生中心主席孟紅主持了會議。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發起
人、全美華人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
建新在會議致辭說：「相信通過我們
大家的共衕努力，攜手合作，一定
會為發展華人事業開個好頭，為全
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的進一步開展
打下良好的基礎。」

 林建新說：「我們美國華人在
近兩百年間，經歷了歷經磨難的移
民史，其中不乏種種族群危機及被
邊緣化的歷史。提高華人生存危機
意識，建立族群利益共同體的理
念，對我們這一代乃至子孫後代都
是至關重要的。未來的道路任重道
遠，很多方面都需要大家共同和不
懈的努力。特別是在提高華人政治
地位，提高華人政治領袖的比例，
提高華人社會影響力等至關重要方
面，我們仍面臨巨大的挑戰。希望
未來四年、八年將會有更多的華人
領袖出現，為我們華人爭取更多政

府應該分配給我們的資源。從而，
讓我們能夠得到發展，得到提升，
得到社會地位。爭取我們華人，在
未來二十年，能夠與其他各個族裔
達到相衕的發展、相對的平等，為
美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林建新還進一步說：「華人的奉
獻精神應該給予積極傳頌，彰顯我
們始終是社區的一份子。我在費城
深深地感受到華人一直都是友善熱
情、樂善好施的群體。自新冠病毒
以來，全美各地的華人都積極參與
捐款捐物，為抗疫情渡難關作出了
巨大貢獻。疫情期間我同賓州僑領
及廣大同仁攜手合作，成立了賓州
僑界抗疫情捐贈基金會，約260名賓
州各地華人踴躍參加捐款捐物，並
舉行了30場捐贈活動，受到當地政
府、有關機搆、民眾的一致好評，
對推動族裔融合、和睦相處起到積
極的作用。」

林建新呼籲說： 「全美華人精
英圓桌會議為各地華人提供一個攜
手合作、共同參與的大平台，將會
激發更多的華人作為參與者，推動
者、組建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
此，我呼籲賓州及全美所有的華
人，都能積極參與。我們每個人所
付出的努力與積極參與華人的發展

事業所展現的奉獻精神，將會是我
們這一代人及子孫后代的榜樣，並
將會載入史冊。」 

在這次圓桌會議上，美東深圳
總商會會長梁鴻生、美國華人聯合
會前主席張小彥、費城華埠發展會
執行總監陳國賢、費城中華公所總
顧問陳姿、賓州華人僑團聯盟榮譽
主席王玉明、SEAMAAC社區拓展
主任Andy Toy、國通地產及物業
管理公司總裁李全、美洲中西藝術
家協會會長許蜀、費城市教育局雙
語顧問助理林新、賓州華人僑團聯
盟共同主席兼秘書長朱楓等十位來
自賓州各界的華人精英代表先後
作了精彩的發言。參加圓桌會議
的嘉賓中有第一代、第二代移民，
他們通過艱苦創業，逐步立足美國
社會，並在唐人街嶄露頭角，擔當
起社區的發言人、護佑者角色，他
們對華裔在美國的生存之路有獨特
的見解；嘉賓中還有科技、教育、
文化、商業的精英，他們從各自角
度，講述了對華裔在美國社會未來
發展的看法，並進行了廣泛交流與
討論。嘉賓普遍表示，當前美國社
會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近
日美國國會暴亂事件，反應出了社

會正向著分裂的方向發展。嘉賓認
為賓州華人對華裔能夠培養出更多
的政界人物非常渴望，建議賓州華
人應該成立政界人物培育機搆，培
養、篩選、贊助華裔有志青年；還
應團結起來，統一角度參政議政，
在各級選舉中，助選最為傾向華裔
利益的議員等。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秘書長、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策劃人朱立業
在圓桌會議總結發言指出，近年來，
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美國華人華
僑博物館、美國華人研究中心（華人
智庫）、全美華人合作論壇等機搆在
林建新主席的發起和帶領下，秉持

「凝聚共識、團結合作、融入主流，
維護權益」之宗旨，匯集華人的智慧
和力量，推動在美華人以承擔社會責
任的態度，深入了解並理解美國多元
文化和民主制度，積極參政議政，為
華人社區和群體爭取和維護應該享有
的正當與平等的權益作出積極貢獻。
他還表示，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
影響，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不得不
改在線上進行，同時正在全美各地逐
步開展，為各地華人提供信息互通、
資源共享、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平
台，並竭誠為廣大華人華僑服務。

■1月15日，賓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線上成功召開。� 溫友平攝影

� � 美東時間1月15日晚上8：30至10：00，
隨著賓州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的圓滿成功舉辦，

標志著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正式拉開帷幕。據介紹，全美
華人精英圓桌會議是以「深化討論、推動發展、共襄盛舉、
共創未來」為基礎，通過鼓勵、協助和支持華人參選參政議
政事宜，推動各團體各組織之間建立和維護良性的互動關
系，加強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為搆
建華人命運共同體齊心協力，攜手合作。

本報記者溫友平波士頓報道

芝加哥佛光山攜手多元宗教 祈願世界和平

深化討論推動發展共襄盛舉共創未來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賓州正式啟幕 ■全美華人華僑聯合總會賓州華人精英圓

桌會議成功舉辦。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發起人、美國華人
華僑聯合總會主席林建新在致詞中說，美國華
人在近兩百年間，經歷了歷經磨難的移民史，
其中不乏種種族群危機及被邊緣化的歷史。提
高華人生存危機意識，建立族群利益共同體的
理念，對我們這一代乃至子孫后代都是至關重
要的。《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以「深化討論、
推動發展、共襄盛舉、共創未來」為基礎，通
過鼓勵，協助和支持華人參選參政議政事宜，
推動各團體各組織之間建立和維護良性的互動
關系，加強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團結合作、
共同發展。為各地華人提供一個攜手合作、共
同參與的大平台，激發更多的華人作為參與
者，推動者、組建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華
人爭取到更多政府應該分配的資源，並能夠與
其他各個族裔達到相同的發展、相對的平等，
為美國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次會議的發言嘉賓來自賓州各地，包
括：美東深圳總商會會長梁鴻生、美國華人聯
合會前主席張小彥、費城華埠發展會執行總監
陳國賢、費城中華公所總顧問陳姿、賓州華人
僑團聯盟榮譽主席王玉明、SEAMAAC社區拓
展主任Andy Toy、國通地產及物業管理公司總
裁李全、美洲中西藝術家協會會長許蜀、費城
市教育局雙語顧問助理林新、賓州華人僑團聯
盟共同主席兼秘書長朱楓。

參加圓桌會議的嘉賓中有第一代、第二代
移民，他們通過艱苦創業，逐步立足美國社
會，並在唐人街嶄露頭角，擔當起社區的發言
人、護佑者角色，他們對華裔在美國的生存之
路有獨特的見解；嘉賓中還有科技、教育、文
化、商業的精英，他們從各自角度，講述了對
華裔在美國社會未來發展的看法，并進行了廣
泛交流與討論。嘉賓普遍表示，當前美國社會
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困難之中，近日美國國會暴
亂事件，反應出了社會正向著分裂的方向發
展。華裔移民作為美國社會中的一個族裔，此
時應該廣泛團結每個族裔，促進美國社會的和
諧共生。當前階段，華裔居民的社會表現，會
體現出整個族裔的形象，而更為包容，更為正
能量，更為善意的姿態，應該被每位華人所運
用。

嘉賓認為賓州華人對華裔能夠培養出更多
的政界人物非常渴望，建議賓州華人應該成立
政界人物培育機搆，培養、篩選、贊助華裔有
志青年；還應團結起來，統一角度參政議政，
在各級選舉中，助選最為傾向華裔利益的議員
等。

最後，美國華人華僑聯合總會秘書長、
《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策劃人朱立業在做
總結發言中表示，由於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
響，《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不得不改在線上
進行。會議秉持「凝聚共識、團結合作、融入
主流，維護權益」之宗旨，匯集華人的智慧和
力量，推動在美華人以承擔社會責任的態度，
深入了解並理解美國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積
極參政議政，為華人社區和群體爭取和維護應
該享有的正當與平等的權益作出積極貢獻。同
時《全美華人精英圓桌會議》正在全美各地逐步
開展，為各地華人提供信息互通、資源共享、
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平台。 本報華盛頓訊

全美華人華僑聯合總會
主席籲建華人共同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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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市地址：650 Hancock St., Quincy, MA 02170
                         (近Wollaston地鐵站)

我們安泰殯儀館非常重視對我們所愛的人去世所表達敬意
的重要性。我們在這裏提供支持和幫助家屬以最尊重和最愛
的方式來告別他們的親人。這是我們安泰殯儀館的承諾。

‧亞裔殯儀人員
‧亞裔殯儀傳統風俗
‧基督教儀式
‧昆士有兩個殯儀館禮堂
　(溫馨或大型隆重的)

‧專門服務各種
　亞裔殯儀計劃
‧各種火葬選擇
‧殯儀規劃咨詢
‧墓地禮賓服務

24小時粵語、國語、
英語、福州話接聽

請電譚小姐：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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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電：516 424 4644

德拉瓦州貨倉職員一名

應聘簡歷發: 
� �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波士頓分銷處

地址：華埠林肯街128號106室 
128 Lincoln St., #106, 

Boston, MA 02111
電話：617-426-9642
傳真：617-338-3171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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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