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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晚宴及升旗活动答谢宴会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 

全部盈余捐赠给中国人活动中心服务全侨(14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02, 2006 at 08:30:00: 

 

10 月 29 日晚位于六号公路与百利大道的凤凰海鲜大酒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2006 年中国国庆

及升旗活动的组委会正在举行答谢宴会。参加两个活动筹备工作的大部分义工高兴地应邀参加了

答谢宴会。答谢宴会由国庆晚宴主席、中国人活动中心理事及中国联合校友会会长乔凤祥博士主

持。他首先简单回顾了国庆活动的筹备过程，充分肯定今年晚宴和升旗活动创了历史的新高。他

说由于酒店的容量有限，还劝退了许多桌，晚宴的实际需求超过现场的 102 桌。但这已经是远远

打破了往年大约 70 多桌的情形。 参加升旗仪式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以往，包括远自圣安东尼奥广

大侨民积极参加了这两项国庆活动。而这些成就背后，是广大工作人员的忘我努力和无私奉献。 

 

为表达感激之情，乔凤祥主席向众多为晚宴的筹备做出了大量艰辛和细致工作的执委会全体成员

和各分筹备委员会的朋友们颁发了特别的感谢状。获颁感谢状的包括 付出巨大艰辛劳动的两位共

同主席许华章、黄孔威，积极协调企业赞助和提供宝贵经验的胡少华，事无巨细默默承担的秘书

长郭玉祥，一丝不苟总理财务事务的郑秀云，积极推票及负责现场布置的梁扬燕，积极承担协调

文艺演出的李民，主动认真负责接待事宜的申远方，负责公共关系并卓有成效的谢忠，负责无声

拍卖的杨家华、徐松焕、邓润金、刘骥，负责现场音响的周方方、负责社区赞助的孙铁汉、王福

生，负责颁奖提名的杨俊、李允晨、刘凯、李民、胡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义工。答谢宴会的

东主、凤凰海鲜大酒家许振成先生也因积极支持国庆获感谢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加国

庆报道的媒体均以义工的身份受到邀请，并获颁感谢状。 

 

接着，升旗主席、华夏中文学校校长李跃兵深情地回顾 10 月 1 日上午数百人齐聚升旗的景象。她

向所有为升旗筹备做出杰出贡献的校长、老师、学生、家长等表示了深深的感谢并颁发感谢状。 

 

随后，负责晚宴文艺演出协调工作的文艺筹备组主席、旅美专家协会会长李民向为演出做出辛勤

劳动的季家锦小提琴学校、吴长璐音乐学校以及所有参加演出的演员、工作人员及家长表示感

谢，并颁发感谢状。 

 

国庆宴会共同主席黄孔威向大家报告了两个活动的财务总况。升旗活动的开支全部从晚宴的收入

中支出。广告、卖桌、拍卖等入项已基本收齐，餐票、海报、现场手册印刷的支出均低于预算。

除答谢宴会等开销尚未支出外，绝大部分的收支已完成。所有账目将在近期最后完成。 

 

乔凤祥主席随即宣布，组委会遵照今年 6月 28 日全侨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本次晚宴和升旗活动

的“赢余将捐给中国人活动中心，款项只用于水电费专项开支”。 因理事长杨俊出国而署理日常

事务的中国人活动中心副理事长胡少华当即发言，表示中心感谢全侨的大力支持和真心爱护，一

定做到专款专用，继续努力为全侨服 务。 

 

最后，晚宴共同主席许华章作总结发言。他在感谢各位义工的同时，并深信今年的大好形势一定

会在今后的国庆活动中继续发扬光大，越办越好。 

 



 

 



山东同乡感恩节聚餐 

23 日(周四）中午 12 时在凤凰海鲜大酒楼举行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17, 2006 at 16:54:22: 

 

世界名人网讯 美南山东同乡会年度最大活动—感恩节大聚餐订於 23 日(周四）中午 12 时在凤凰

海鲜大酒楼（15156 Bellaire Blvd.)举行，欢迎乡亲们参加。 

 

餐会有抽奖，彩品丰富，山东歌唱好手演唱会歌「好汉歌」，以及独唱、合唱、舞蹈表演等活

动。  

报名或订座请电孙铁 h713- 771-2889，或 713-857-8298。 
 

美南山东同乡会四百人感恩节聚会 

凤凰大酒家成合影留恋佳所(51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November 24, 2006 at 17:19:16: 

 

世界名人网讯 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南山东同乡会四百余人感恩节聚会著名的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大餐暨年会，孙铁汉会长向山东同乡们致以节日问候，并向大家报告了今年两

次受到山东省政府的邀请，组团回国访问，并参加世界山东同乡会大会的盛况。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华锦洲出席并致词，他高度赞扬美南山东同乡会具有山东好汉的豪迈与热

情，让侨胞们在节日里感到十分温暖。房利副总领事则应邀演唱了《乌苏里船歌》和《路在何

方》等歌曲。由孙铁汉会长、丰建伟医生等七人演唱的《好汉歌》更把整个感恩节餐会推向高

潮。 

 

世界名人网记者注意到，充满中国文化艺术气氛的凤凰海鲜大酒家除了新设的舞台给大家提供了

演出节目的便利之外，整个大厅和入口的大幅名人油画和展示的景德 镇特大瓷器成为山东好汉和

淑女的感恩合影留恋佳所，丰建伟医生的外国友人朋友也加入了合影留恋的队伍，赞叹中国文化

的魅力。丰医生的新生女儿刚刚 100 天，也成为大家关心的对象。山东好汉不仅仗义，也是重情

重义，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影响。就连平时非常低调的著名于群陶小儿科医生也和太太曹明慧合影

留念。腾 龙学院的俞晓春则赶紧要记者为她和母亲合影，母女之情溢于言表。 

 

下面是世界名人网记者现场拍到的照片一组，虽然有不少是接近重复，但是看看一张张喜庆的笑

脸，感恩节的华人过法，给休斯敦的华侨增添了新的涵义。 
 
 

中华公所元月 27 日凤凰海鲜餐厅举办全侨联欢餐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anuary 24, 2007 at 11:28:01: 

中华公所全侨联欢餐会邀请函 



中华公所谨订於元月 27 日假凤凰海鲜餐厅举办全侨送旧迎新联欢餐会, 

敬请各位先进届时光临指教. 

时间: 元月 27 日周六晚间六时进场,七时开始. 

地点: 凤凰海鲜餐厅(15156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83) 

联络人:常中政 713-975-1088 

高朋满座，酒过三巡猪年喜 鸿运当头，财生四海牛气雄 

——2007 年猪年除夕晚宴盛况空前 
作者：张天润          录入于 February 09, 2007 at 12:32:41: 

世界名人网讯 由休斯顿知青联谊会与东北同乡会、山东同乡会、福建同乡会等众多社团、众多商

家和总领馆共同操办的 2007 年金猪年除夕大联欢春宴正在积极筹备。晚宴时间是 2007 年 2 月 17

日星期六，（大年三十）晚 6:00 时。地点为凤凰海鲜大酒家。 

 

这次除夕晚宴的突出特点是规模盛大、来宾众多、侨社各方，共襄盛举。现在总桌数已经逼近

70，创下了历年之最的纪录。 

 

晚会的另一大特点是节目众多，主题新颖红火，内容朴实生动，不落俗套，形式丰富多样，突出

自编自演。三十晚上各界华人共摆春宴，唱大戏，舞龙舞狮，放鞭 炮，大闹除夕。这样将晚宴，

文艺演出，舞会，及庙会式的活动一起举行的大型活动受到休斯顿侨界的热烈欢迎。届时，大家

可在三十晚上拜年，会友，会餐，看 戏；孩子们还可买小吃，放鞭炮，痛痛快快的过大年。 

 

这次活动的场地是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多功能豪华活动大厅。东主许振城先生，为了让社区华人有

一个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投资落成目前的大厅，该厅具备专业水平 灯光音响及幕布的舞台。截

止今日，已有上百次大型婚礼，专业演出，和许多社团活动在此成功举办。最盛大的宴席达到一

百一十桌。人数最多的达到近两千人。没 有这样一个大而精的场地，我们的大型除夕晚宴也无由

举行。 

 

此次猪年春宴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筹委会提倡参加宴会的所有人员都着唐装。

晚宴和小吃也将准备有中国特色的食品。此举将丰富知青及社区的文化生活，弘扬中国民族文

化，同时，也为海外的华人和学子一解思乡之愁。 

 

《对联》： 
高朋满座，酒过三巡猪年喜 
鸿运当头，财生四海牛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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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除夕凤凰海鲜大酒家歌舞升平守旧岁  

阖家欢聚休斯敦全侨华人欢欢喜喜过大年(多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春节专题          录入于 February 18, 2007 at 09:17:01: 

 

世界名人网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过年也是年年有新意，年年不一般。除夕夜守岁在

国内时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活动，到了休斯顿的 2007 年，就变成了全侨华人一起守岁，载歌载舞欢

聚一堂，缅怀旧岁，缅怀家乡，选择凤凰海鲜大酒家度过一个温馨的除夕夜。 

 

之所以选择凤凰海鲜大酒家，不得不说说老板许振成。占地 20 英亩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坐落在休斯

顿新中国城百利大道的最西头，神龙摆尾，气派非凡，整个餐厅不 仅充满艺术气息，有大幅名人

字画，世界风光摄影，有能够容纳 10 人，20 人，40 人，100 人和 350 人风格各异的贵宾室，也有

最新装修一新的能容纳 1500 人的多功能国际会议演出大厅。许老板投入重资打造超一流的剧院级

的舞台音像使得每一个进入凤凰的人都产生了震撼的感觉！这是休斯顿最大的多功能中 餐厅了。

一年来，侨社各社团组织，各大企业，来自各族裔的世界各地的演艺团体走马灯一般的在这里举

办各种大型派对，公益演出，生日婚宴，尤其是逢年过节， 凤凰海鲜餐厅更是张灯结彩，喜庆非

凡。车水马龙的凤凰海鲜大酒家成了休斯顿西南区的一个会见亲朋好友的据点。因此，你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休斯顿全侨华人除夕 夜守岁，阖家欢聚欢欢喜喜过大年选择在这里再造经典，形成传

统。 

 

2007 年 2 月 17 日，上千来自知青联谊会、东北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和山东同乡会的华侨华人聚集

一堂歌舞升平守旧岁，富贵猪年，春满人间。2007 全侨农历除夕春宴晚会，“六畜猪为首，一年

春色稠；高朋今满座，鸿运正当头。

酒过三巡喜，财生四海流；美南连华

夏，喜气遍全球。” 

红扇歌舞团开篇“热土鼓情”，结尾

“走在山水间”；知青联谊会“大拜

年”、“金色童年”、“在希望的田

野上”；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儿童音

乐剧·蜗牛”、 “魏礼庆诗朗诵·身

在美南，心系北京”、“张谦独

唱·故乡的云”、“陈梦媛古筝独

奏·高山流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武士兴、杨宏伟、陈光大男声独唱

集 锦·卡拉 OK 的时尚”；张明瑜伽

学校的“梦幻的瑜伽”；夕阳红俱乐

部“舞蹈小品·拜年”；东北同乡会

的“杂技·神鞭”，合唱“乌苏里船

歌”；华盛中文学校 “童声合唱·新

年好”；杨依依“独舞·版纳新韵”；吴敏、陈小时“现代京剧·军民鱼水情”；吴大轸黑管独

奏“中外名曲猜一猜”。。。张明伴舞。 

 

熟悉的面孔，陌生的面孔，在除夕夜化作一道道温暖的流动，双手作揖，到一声“新年快乐，恭

喜发财”，是问候，是祝福，更是海外华侨的心声！ 



 

 

 



凤凰海鲜大酒家大年初一鞭炮长鸣震耳欲聋庆百利 

少林寺好汉搭台李金龙舞狮团助兴开好运(27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记者 遴璘摄影报道          录入于 February 20, 2007 at 10:41:35: 

 

世界名人网讯 凤凰海鲜大酒家继除夕晚由知青联谊会，东北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和山东同乡会联

合各社团商家一起举办了休市全侨除夕春宴晚会之后，东主许振成再接再厉在大年 初一上午十时

起大放鞭炮，声震百利大道，李金龙醒狮团敲锣打鼓，威风八面，前来助威，少林寺好好也是在

凤凰广场上搭台，连续六个小时不间断上演少林独门绝 学，刀枪剑戟，拳影掌风，单练对练，全

都是少林寺真功夫，不由得观看的人拍手叫绝，直呼过瘾。蓝天白云下，凤凰海鲜大酒家显得愈

发精神抖索，青春焕发，宽 阔的停车场，清新的空气，热闹的节日气氛，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的笑

容，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老板许振成大桔大利引得群狮争先恐后，兴奋异常，演绎出各种姿势动态来讨得利市。时而立起

有一人多高，时而欢蹦跳跃追逐嬉戏，像是顽皮的小童。许老板点着 了满地红鞭炮，震耳欲聋的

喜庆鞭炮声中，金光闪闪，片片红纸撒落铺满了数十米长的餐厅门前，福到新年到，风调雨顺兆

吉年，少林寺大师傅释德山带领少林好汉 表演了各种不传独门密技，全都是真功夫。尤其是童子

功和硬功，讨不得半点技巧，全凭真才实学。少林铁布衫更是邀请现场观众上场，拳拳到肉，任

你拳打脚踢， 不露一点破绽，真是令人感到神奇非凡。最后，大师傅亲自上阵，在少林好汉的身

上打断了很多根粗木棒，依然完好无损。 

 

凤凰海鲜大酒家老板许振成倾力打造休斯敦最好的中餐馆。占地 20 英亩的凤凰海鲜大酒家坐落在

休斯顿新中国城百利大道的最西头，来过休斯敦的人都知道，休斯 敦新华埠是整个城市的龙脉所

在，龙头在现在银行云集的合作路，8 好公路好比是一环璀璨的项链，美南新闻大楼、Casino 

Express 广场和新金山广场 以及香港城组成了中国城的脊梁，凤凰海鲜大酒家则如神龙摆尾，气

派非凡，横扫整个新华埠的西区，成为休斯敦亚裔各族裔都喜欢来的婚宴节庆的场所，原来感觉 

到距离遥远的人们慢慢感觉其实凤凰海鲜大酒家相比德州地大人少并不是很远，不论是糖城还是

Katy 还是从城中来这里都是很方便，尤其是西公园 (Westpark Toll Road)快速收费道去年修好了

之后，从城中心来到这里只要二十分钟，从新华埠龙头来到这里也只要五六分钟，非常方便。凤

凰海鲜大酒家所在的凤凰广场的许 多铺位都已经租售完毕，非常抢手。据许老板透露，在凤凰广

场的西边还有二十英亩也是在他的旗下，土地可以随时开发出来因应日益增长的需求。他欢迎大

家一起 来共襄盛举，不论是大陆来的，港台东南亚来的都一律欢迎，共同创造休斯敦中国城的繁

荣。 

 

凤凰海鲜大酒家整个餐厅以充满艺术气息著称，许老板花重金购置了大幅名人字画，世界风光摄

影，隔间上也兼顾各种需求，有能够容纳 10 人，20 人，40 人， 100 人和 350 人风格各异的各式

包房，也有最新装修一新的能容纳 1500 人的多功能国际会议演出大厅。许老板投入重资打造超一

流的剧院级的舞台音像使得每一个进入凤凰的人都产生了震撼的感觉！这是休斯顿最大的多功能

中餐厅了。一年来，侨社各社团组织，各大企业，来自各族裔的世界各地的演艺团体走马灯一般 

的在这里举办各种大型派对，公益演出，生日婚宴，尤其是逢年过节，凤凰海鲜大酒家更是张灯

结彩，喜庆非凡。车水马龙的凤凰海鲜大酒家成了休斯顿西南区的一个会见亲朋好友的最好的据

点。因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休斯顿全侨华人除夕夜守岁，阖家欢聚欢欢喜喜过大年选择在这

里再造经典，形成传统。你也就明白为什 么这里年年都有充满浓郁中国风情各种活动了，越南电

台选在这里直播喜庆节目，退伍军人选在这里回忆往日时光，非洲酋长在这里举办生日派对，浪



漫男女在这里举行婚礼宴会，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各式各样的同乡会，校友会，演出会，都选择了

凤凰海鲜大酒家。这正式：大年初一舞龙舞狮大放鞭炮，少林好汉搭台演绎异国传奇。 

 

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地址是：15156 百利大道 (15156 Bellaire Blve., Houston, TX 77072)  

联系电话是：281-498-6611 281-498-6238 网址是：www.phoenixseafoodrestaurant.com 

 

 



 

 



 

 



 

 



 

 



 

 



 

 



 

 



 

 



 

 



 

 



 

 



 

 



 

凤凰海鲜大酒家高朋满座，宾客盈门爆满: 休斯敦黄氏宗

亲会春宴、越南青年新婚婚礼和美国公司丽人生日同时举

行(137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March 13, 2007 at 01:47:26: 

世界名人网讯 3 月 10 日晚，凤凰海鲜大酒家高朋满座，宾客盈门爆满，休斯敦黄氏宗亲会春宴、越南青年新婚婚礼

和美国公司丽人生日等三个大型活动在三个大宴会厅分别同时 举行。其中的休斯敦黄氏宗亲会春宴在主大厅举行，

近四百人出席，场面宏大，黄氏宗亲会主席黄孔威代表全体向大家拜年。少林罗汉堂醒狮助兴，锣鼓喧天，黄氏 元

老率领诵读祖训。黄朱惠爱前州议员、黄安祥糖城议员、休斯敦警察局副局长 Norman Wong 分别上台致词。各文艺团

体：潘立平舞蹈学校，红棉曲艺社，分别上台表演舞蹈，粤剧。房利副总领事演唱。潘立平张安厚表演华尔兹舞。现

场还举行了点 歌、抽奖及拍卖活动。黄孔威以七百美元标的火箭队姚明签字篮球一只。把晚会气氛带到最高潮！ 

休斯敦黄氏宗亲会春宴(114 图) 



 

 



 

 



百利大道不夜城一颗明珠—— 
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新年迎各族裔庆典(16 图) 

小微          于 March 05, 2007 at 15:37:40: 

 

 

世界名人网讯 3 月 4 日晚，百利大道不夜城一颗明珠——凤凰正宗潮粤海鲜大酒家农历新年财源

广进，喜迎各族裔庆典，来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部落酋长正在举行 “Preious Twins 

Dedication”双胞胎天使专门派队。凤凰酒家新建的灯光炫目的大舞台，装饰成如梦如幻的宴会

大厅，上千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异国风光胜似非洲乐园。 

 



 

 



 

 



 

 



 

 



 

 



 

 



 

 



休斯顿侨社为《中日关系五十年》一书出版筹款义演功德

榜(排名不分先后)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April 11, 2007 at 15:04:04: 

 

邹雅莉、许振城、王绮、李蔚华、许华章、王建、李庆元、申远方、华锦洲、房利、黄安祥、李

一明、张天润、乔凤祥、金俊家、周乃溟、陈维国、黄金海、翁宁、 李雄、周满洪、陈灿基、周

润伟、江镇暖、蔡保罗、杨国珍、方海妮、萧纪书、冯润椿、朱安平、傅庆农、林国雄、陈殿

雄、李民、何益民、郑昭、周方方、胡军、 王建光、黄培山、孙铁汉、丰建伟、张志毅、于建

一、释德山、张玉明、释行浩、谢忠、何凡、倪大刚、罗申、葛巍利、卢晓梅、高勇、郭红、郑

国祥、彭灼西、俞 晓春、朱维正、陶惠民、徐华、吴敏、聂莉敏、郭肇铮、王维国、毛欣、武

菁、孙熙海、郭枫、崔咏梅、徐利、沈敏生、陶菲、潘立萍、张明、肖建国、沈东立、朱 立、许

芳、刘金星、美齐、吕崎、张筱籣、何泽敏、汪骏、鲍玲、马保林、张遵健、朱维正、李真、高

玲、杨小卓、黄曦、倪南彪、吴际森、龚丽萍、钟理理、庞 宁、尹忆道、朴勇、俞黎明、王鲁、

汪乃强、石志刚、李乐天、郑雅芸、黄双秀、陈浩、张艾、陈菁华、李伍玲、陈小时、洪家鹤、

曾野、毛娅、张梅贞、汪怡、唐 愉拉、朱坤、鲁湄、樊伊平、龙国锦、张青、王平、罗发成、焦

隶、李建平、陈南岳、励晓燕、曹献敏、雷刚、彭立莹、叶珙、陈依云、陈光华、俞文、魏信、

刘剑 骁、黄建国、王俊雄、蔡逸、张礼、王骏、顾洁娜、张驰、李伟、张蓉、王福生、胡宗雄、

王逸之、王侯琛、冯怡雯、季玉珍、胡娟、朱孝华、余微、杨爱晶、刘 林、杨青、罗才、董全

寅、王铱、潘全海、和竞、常湘滨 

Jingjuan Zhao, Jing Li, Danggang Wu, Yumei Tong, Lianhe Gou, Haitao Ren 

Huan Gou, Weishan Han, Wanyu Li, Shanjun Li, Qing Liu, Ying Wang, Minhua  

Wang, Tian Jing Yi ,Xian She, Michael Wang, Joe Cheng, Shuping Ge, James Zhe, 

Jianwei Feng, David Chang, Zhiqiang Wang, Max Ma, Harry Sun, Daniel & Sherry Chen,  

Mark Y. Chang, Bob & Anna Chiang, Lin & Dora Tou, Frank & Jeanne Ma,Paul & Alice Liu,  

Jesse & Pearl Ho 

 

休斯顿总领事馆、凤凰海鲜大酒家、北美教育基进会、休斯顿亚美研中心、休斯顿大学学生会、

中华公所、台湾同乡会、休斯顿知青联谊会、中华文华服务中心、大 休斯顿地区中国联合校友

会、越棉寮华裔联谊会、安良工商会、天后庙、亨通银行、德州第一银行、华人摄影协会、蔡保

罗诊所、喜福来餐厅、黄金广场心脏中心、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东北同乡会、山东同乡会、四川

同乡会、华夏中文学校、福建同乡会、全美华协、滕龙教育学院、南京地区校友会、华夏学人协

会、世界妇女工 商联合会、休斯顿广东总会、美南新闻、时代华语广播电台 AM 1050、世界名人

网、人间指南、华夏时报、美中信使报、世界日报、老生报、自由人报、侨湾社、滨海华人协

会、潮州会馆、夕阳红俱乐部、盛世公寓、徐利周 洁舞蹈学校、红扇舞蹈团、沈敏生舞蹈学校、

潘立平舞蹈学校、王维国音乐室、毛欣音乐室、新艺磁场、张明瑜珈学校、中华文化中心中文学

校特技班、美国休斯顿 嵩山少林寺、少林功夫学院、美国德州罗才拳术馆、TDN 数码像片影视中

心、２１世纪德州地产、野花牌绿蜂胶、美南新闻电台程美华、1180 星星月亮和太阳节目、

Houston Computer Center Inc, Bear Property Inc, America Fortune Company 

 

此榜已经多次核对，如果还有遗漏，谨致歉意，请立即声明增补。 

 

榜上列名者请于 4月 15 日下午二时到凤凰大酒家西侧厅 (1515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领取《中日关系五十年》一书一套五册。 



功德垂竹帛，众手写春秋—— 

《中日关系五十年》新书颁发仪式庄重感人(45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          录入于 April 18, 2007 at 05:05:13: 

 

世界名人网讯 凤凰大酒家西侧活动厅还是第一次向侨社活动开放，休士顿华人为之努力一年多的

史书终於发到了捐献者的手中。4月 15 日举行了《中日关系五十年》新书颁发仪 式，出席的有慷

慨的捐赠者、热情的义演演员、为义演服务的工作人员等等。当过去参加过飞虎队的马伯伯来到

会场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向他致敬。 

 

  这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用我们的爱心书写历史的行动，是中华文化

普及和升华的新高度。这次捐资出版行动得到了休士顿侨学各界的支 持。许多社团参加了 2006

年"欢欢喜喜大团圆"春节晚会的演出和组织工作；无数善心人士或慷慨解囊，或提供服务，或购

买广告，使得出书义款得以如期募 集。正如当初宣布的那样，凡是捐资或参加演出的人士，都将

得到一套（五册）《中日关系五十年》的新书 。 

 

  在发书的仪式上，放映了本书的作者和出版者向休士顿华人表示感谢的录影。本书的九个编

者只有袁诲余和周文

熙两位尚健在，但也

都是八秩老人接近九

十了。 如果没有休士

顿华人的帮助，他们

的半生心血就可能付

诸东流，因此他们对

休士顿华人是极为感

谢的。周文熙先生在

全身心投入本书出版

校对编辑的工作之後

就病倒 了，一直在住

院，许多人都关心他

的病情。在仪式的当

天早晨，主办者跟周

老先生通了电话，直

到他的十二指肠旁路

手术很成功，健康状

况比较好。在会上，

向大家 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本书编委许振城先生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帮助出版历史书籍的心愿和经过实际。事实上，中国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连续不断的记录的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国人应珍视自己的历史，把它视为

宝贵的财富。读史可以明志，传史是千秋大业。 

 

  各位为本书出版作出过贡献的人士如果还没有领到本书，请向孔子基金会联系，前往领取。

（张天润供稿） 



 

 



 

 



休斯顿侨界欢迎乔红总领事晚宴及 

中国人活动中心 11 周年年宴(126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May 20, 2007 at 17:41:55: 

 

 



美南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在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年会

暨奖学金之夜(24 图)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          录入于 July 04, 2007 at 10:38:22: 

 

世界名人网讯 6 月 30 日晚，美南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在位于百利大道的凤凰海鲜大酒家举行

年会暨奖学金之夜。当晚，周音、沈时平、黄晓绫、王恬箐、陈蔚嘉、李永盼、 谭智翰、朱佩

珊、刘禹辰、史训维、邵友薇、林晓宁等分别获得了传统奖学金、藏永夷女士纪念奖学金、林瑞

发先生纪念奖学金、陈英男先生奖学金和国暨州、市议 会实习生奖学金。 

 

晚会由文媛和荆大彦主持。葛葆萱代处长贵宾致辞，谢家凤作二十年回顾，郭位博士作专题演讲

“传道、授业、解惑之外”，林宏正作奖学金委员会报告，谢家凤介 绍奖学金得奖者，范增璞会

长和刘志忠新会长举行了交接仪式。周洁徐利舞蹈学校、迭声四重奏、傅晶表演舞蹈剪华女、李

永盼小提琴独奏都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长荣及中华航空公司捐出的机票抽奖活动也是今晚的一个亮点。晚会在舞会中结束。 

 



 

 



 

休斯敦侨社欢送房利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July 16, 2007 at 11:03:39: 

世界名人网讯 由休斯敦众多社团共同主办的《欢送房利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将于 7月

27 日，星期五，晚 7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激情推出。此晚会以歌舞联欢为主， 晚会提供自助

餐。为使广大侨社朋友都能参加。每人只收$10，即可与朋友欢聚一堂，向房副总领事道别话珍

重，欢迎新任副总郁伯仁，享受精彩节目、舞会与美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房利即将荣升南非某总领馆总领事，他任职两年来，深入侨

社，平易近人，勤奋工作，多才多艺，给休斯敦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为 团结侨社，丰富侨社生

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中美友谊作出了贡献。我们祝房副总鹏程万里步步高升，并怀着依

依不舍的心情为他送行。同时，我们迎来了新 任副总领事，休斯敦华人侨社大家庭以诚挚的热情

欢迎他的到来。 

 

凡希望参加本次晚会的各界朋友，请在 7月 24 日之前向本社团负责人报名，或与以下联系人接

洽： 

申远方： 832-515-7582 

刘 凯： 832-298-2288 

李庆元： 832-766-3011 

乔凤祥： 713-826-6293 



休斯敦侨社欢送房利副总领事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 
作者：世界名人网综合报道          录入于 July 22, 2007 at 16:57:32: 

 

世界名人网 由休斯敦众多社团共同主办的《欢送房利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歌舞晚会》将于 7月 27

日，星期五，晚 7时，在凤凰海鲜大酒家激情推出。此晚会以歌舞联欢为主， 晚会提供自助餐。

为使广大侨社朋友都能参加。每人只收$10，即可与侨社朋友欢聚一堂,向房副总领事道别话珍

重，欢迎新任副总郁伯仁.狂飙社“原野”剧组 将闪光登场,首次亮相,为大家演出精彩片段.晚会

最后将凭票抽出由欣洋家具店提供的大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副总领事房利即将荣升南非某总领馆总领事，他任职两年来，深入侨

社，平易近人，勤奋工作，多才多艺，给休斯敦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为 团结侨社，丰富侨社生

活，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进中美友谊作出了贡献。我们祝房副总鹏程万里步步高升，并怀着依

依不舍的心情为他送行。同时，我们迎来了新 任副总领事，休斯敦华人侨社大家庭以诚挚的热情

欢迎郁伯仁副总领事的到来。 

 

迄今为止,共同主办此次活动的社团及商家有(排名不分先后): 

休斯敦知青联谊会 广西同乡会 王维国音乐教室 四川海外发展促进会 东北同乡会  
凤凰海鲜大酒家 福建同乡会 餐饮业工商会 张明瑜珈学校 北大校友会 
北美教育基金会 红扇舞蹈团 沈敏生舞蹈学校 少林功夫学院 首都银行  
越棉寮华裔联谊会 安良工商会 华夏学人协会  潘立平舞蹈学校 全美华协  
东方文化发展中心 华夏时报 恒豊银行  长城书局  人间指南  
王鑫生美术学校 欣洋家具店 狂飙社  中央餐厅  蜀风园 
美国孔子基金会 蔡保罗诊所 大休斯顿中国联合校友会  Steve 张国标舞蹈社 
闫雪芬粤剧团      中国人活动中心夕阳红俱乐部  国际体育舞蹈中心 福达地产   
 
特别鸣谢已为本次活动赞助的单位和个人: 
凤凰海鲜大酒家,梅一凡,陈燦基,何鸿,方海妮,刘晓,欣洋家具店,中央餐厅,石少力,申远方 

凡希望参加或赞助本次晚会的各界朋友，请在 7月 24 日之前向本社团负责人报名，或与以下联系

人接洽： 

申远方： 832-515-7582 刘凯： 832-298-2288 李庆元： 832-766-3011  

乔凤祥： 713-826-6293 黄培山: 832-788-8684 
 

休斯顿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简介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工商记者          录入于 July 22, 2007 at 16:11:39: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位于休斯顿西南区，占地四万尺，是综合了中西文化的大型演出、会议和产品展

销的最佳场所。七个不同规模的宴会厅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可以按照不同规模的大小租用。其中两个大

型宴会厅具有大型舞台、灯光、音响。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还具备两个大型厨房和堂吃点菜餐厅，特

聘香港和加州来的有二十年经验的烹饪大师主理，二百几种美味菜色是以潮汕菜和粤菜为主，四个贵宾包

房富贵华丽可以容纳 10 到 50 人，可以用来小型晚宴或会议。 

 

凤凰国际多功能会议中心租用场地分为：日租，月租，年租，按照不同的尺寸大小，每个场地费不同价

钱，欢迎各界人士，商界前来光顾。我们将以最热忱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来满足您的需求。 

 

凤凰海鲜大酒家的地址是：15152 百利大道 (15152 Bellaire Blve., Houston, TX 77072)  

联系电话是：281-498-6611 281-498-6238 网址是：www.phoenixseafoodrestaur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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