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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评选 2004 年度休斯顿华人十大新闻 
 
（候选新闻条目，供各位读者、听众和网友投票时参考）  
 
01：中华文化服务中心扩建计画获得联邦资助及市府支持—— 新年伊始，中华文化服务

中心传出佳音，该中心的扩建计画获得联邦资助及市政府和市议会的全面支持。 
 
02：中国总领馆办公楼修缮一新开始启用——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办公楼修缮一新，元

月 5 日开始全面启用。新签证大厅面积达 2000 平方尺英尺，豪华舒适，广受好评。 
 
03：休斯顿客家人举行公共事务委员会成立大会—— 元月中旬，休斯顿客家人公共事务

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04：各华人社团举办丰富多彩活动欢度新春佳节——新春佳节期间，许多华人社团纷纷举

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休斯顿知青联谊会，德州广东总会，中华文化服务中心等主办文

艺演出活动；亚州之声广播电台举办”空中大拜年”，1180 中文台举办春节园游会，《美

南新闻》举办春鸡园游会等系列活动。 
 
05：《美中晚报》第二届庆祝元宵节活动热烈非凡——2 月 6 日，由《美中晚报》举办的

第二届庆祝元宵节活动热烈非凡，来自台海两岸的华人同胞携手共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共有 500 余人参加。 
 
06：北美 大佛教菩提中心决定在休斯顿兴建——2 月 21 日，北美洲 大规模的佛教菩提

中心决定近期在休斯顿开始兴建，各界人士应邀前往菩提中心新近选定的地址参观考察。 
 
07：美华协会休斯顿分会举行年度颁奖大会—— 2 月 26 日，著名的华人组织－美华协会

休斯顿分会举行年度颁奖大会，多名杰出亚裔人士受到表彰，著名华人雕塑家王维力获年

度 高荣誉奖（2004 年杰出成就奖）邹雅莉获杰出亚太裔工作者奖。 
 
08：中国汉语水准考试中心举行典礼颁发水准证书——2 月 29 日，中国汉语水准考试中心

举行典礼，对 45 名通过考试的学生颁发了 HSK 水准证书，给 20 名即将署期去中国北京

参加中文培训的学生颁布发奖学金。 
 
09：台海两岸驻休 高代表同时出席安良工商会猴年新春联欢会——2 月 29 日，在全美华

人中有著悠久历史和重要影响的安良工商会在珍宝楼举办猴年新春联欢会，席开 45 桌，

台海两岸驻休斯顿的 高代表胡业顺总领事和冯维彰处长同时出席晚会。 
 
10：休斯顿“泛蓝” 和“泛绿”两大阵营为台湾总统选举大造声势——3 月 20 日前后，

休斯顿的“泛蓝” 支持者和“泛绿”支持者两大阵营为台湾总统选举分别举行各种集会和

声援活动，群情激昂，气氛热烈。 
 
11：中国人活动中心理事会换届 杨俊接任理事长——3 月 27 日，中国人活动中心理事会

经到会理事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杨俊接替李允晨担任新一届理事长，谢

忠、胡少华、陈珂、杨家骅、李庆元为副理事长；谢忠兼秘书长。 
 



12：80－20 促进会举办餐会庆祝怀特市长执政百日圆满成功—— 4 月 6 日，著名的美籍华

人组织 80－20 促进会举办餐会，庆祝该组织支援的怀特市长和其他公职人员执政百日圆

满成功。近 200 名华、越、韩、日、印、巴等亚裔人士参加，在龙珠楼席开 16 桌，市长

怀特、市议员关振鹏出席发表讲话，并倾听华裔人士意见。 
 
13：知青联谊会举办第一次“知青健康日”活动——5 月 8 日，休斯顿知青联谊会举办第

一次“知青健康日”活动，造福侨社。11 位名医和 7 位护士在中国人活动中心，挂牌义诊

和讲座，给中国城侨胞送医上门，送健康到人。 
 
14：中华合唱团举办第 44 届音乐会——5 月 8 日，成立了 32 年的中华合唱团举办第 44 届

音乐会，主题为美乐之声。众多音乐爱好者和侨胞们积极前往观看精彩节目。 
 
15：华夏中文学校 2003－2004 结业典礼 场面温馨热烈—— 5 月 18 日，本市 大规模的华

夏中文学校举行 2003－2004 学年结业典礼，场面温馨热烈。会上向有重大贡献的人士、

资深教师颁布发了奖牌并献花。 
 
16：侨胞举行“5－20 抢救台湾民主”大会，宣布成立 ”休士顿美华民主正义联盟”  朱
高正莅临演讲——5 月 20 日，侨社千余名侨胞参加“5－20 抢救台湾民主”大会，台湾著

名政论家朱高正博士莅临大会发表演讲。会上宣布成立”休士顿美华民主正义联盟”，宣

言不再承认陈水扁非法政府，要自行庆祝“双十国庆”，展示“维护中华民国民主、自

由、人权和均福”的决心。 
 
17：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陈珂首次出马竞选公职——5 月，本地著名华人陈珂先生出马

竞选糖城市福遍学区委员， 后未能成功，这是本地华人中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代表参加政府公职竞选。 
 
18：市政府拨款 450 万美元  晚晴公寓第二期工程将破土动工——6 月 2 日，晚晴公寓第二

期工程董事会主席王敦正在记者会上宣布，市政府已拨款 450 万美元：晚晴公寓第二期工

程即将破土动工。 
 
19：美南国建会举行年度大会，三大著名作家共同登台演讲——6 月 18～19 日：美南国建

会举行年度大会，期间先后举办了多元化峰会，专题多元文化，海峡两岸、职工培训、科

学工程、石油化工、太空科技、环保工程、医学、风水、青年人成功座谈、艺文座谈等学

术演讲。三大著名作家韩秀、北岛、刘大任共同登台演讲。 
 
20：“传统中国武术总会” 欢宴太极拳名家李德印大师——6 月 24 日：德州“传统中国

武术总会” 举行晚宴，欢迎中国当代太极拳名家李德印大师莅临休斯顿。 
 
21：中华航空公司正式开通台北至休斯顿民航班机——6 月，中华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台

北至休斯顿的民航班机，大大方便了侨胞从休斯顿到台湾的旅行往返。 
 
22：首都银行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该行创办 17 周年—— 7 月 6 日－10 日，首都银行举行一

系列活动，庆祝该银行创办 17 周年；首都银行社区服务中心正式开放为侨社服务，总裁

及行员在中国城区扫街，周末社区嘉年华会，约有 2000 人参加各项游艺、餐饮等活动。

盛况空前，温馨热闹。 
 



23：两位华人运动员在美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上勇夺金牌——7 月 24 日，休斯顿两位华人

运动员候如铧和高如山首次闯入美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一路过关斩将，夺得金牌。 
 
24：晓士顿同源会主办中国城小姐竞选，王姝璇夺冠—— 7 月 24 日， 由晓士顿同源会主

办的中国城小姐竞选会热烈举行， 后由王姝璇荣获 2004 年中国城小姐第一名，陆唯佳

荣获 2004 年中国新年小姐，Arice 荣获才艺小姐称号。 
 
25：“德州华人吸烟状况调查研究”获州政府资助——7 月 27 日，德州政府批准开展“德

州华人吸烟状况调查研究”的专题活动。在胡少华博士等华人代表的组织下，活动顺利开

展，并得到了州高教局和卫生部的拨款资助。 
  
26：玉佛寺举办恭展佛陀舍利活动—— 8 月 5 日，德州佛教协会在玉佛寺举办恭展佛陀舍

利活动，二千余名信众前往观瞻。西藏大喇嘛宏愿建 500 尺高弥勒铜佛，德州佛教会筹展

释迦牟尼、珈叶菩萨、龙树大师等多位活佛尊者舍利。 
 
27：休斯顿中文教育研讨会隆重举行——8 月 21 日，休斯顿中文教育研讨会在中国总领馆

隆重举行，十九所大、中学中文班教师代表、中文学校校长参加，听取了国际中文教育发

展态势，研讨了中文教育教学问题。 
 
28：中国人活动中心筹款购楼 侨社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筹款—— 8 月 28 日下午 2：00，中

国人活动中心理事长杨俊宣布，中国人活动中心购楼筹款工程正式启动。侨社各界人士踊

跃捐款筹款，当场即捐、借款 17 万 5700 元。 
 
29：“老歌金曲娱中乐大综艺联欢会”场面热烈——9 月 14 日，休斯顿举办“老歌金曲娱

中乐大综艺联欢会”， 展现出本地华裔老人们的情感境界，场面热烈，引起轰动。 
 
30：侨界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5 周年——9 月 25 日开始，休斯顿侨界

举办升旗仪式，文艺晚会，庆祝晚宴等一系列活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5 周

年。 
 
31：中华公所宣布其常委会及办公室从侨教中心迁出——9 月 26 日在安良工商会会馆举行

的中华公所九月份常务会议上，郑长祥、蔡惟琛二主席宣布中华公所常委会及其办公室从

侨教中心迁出，以表达对台湾政府当前侨务政策和各种做法的不满。 
 
32：近千侨胞在美丽华饭店举办“双十国庆”酒会——10 月 7 日，来自台湾的侨胞近千人

在美丽华饭店举办“双十国庆”庆祝酒会，新任台北经文处处长廖港民欢迎侨社各界人

士。  
 
33：篮球明星姚明在火箭队的第三个赛季受到本地华人球迷密切关注——10 月上旬，著

名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回到休斯顿，开始了他在火箭队的第三个赛季。与他配合的主要队友

由法兰西斯换成了麦克格雷迪，新组建的火箭队受到了本地华人球迷的密切关注。此前姚

明球迷俱乐部理事会举行了换届会议，谢忠接替常湘滨担任俱乐部新一任主席。  
 
34：德州广东总会举办“广东之夜”大型综艺晚会 庆祝该总会成立一周年——10 月 12
日：德州广东总会在斯坦福德艺术中心举办“广东之夜”大型综艺晚会，庆祝该总会成立

一周年。广州市侨联派来艺术家进行了精彩演出。  
 



35：狂飙社主办大型综艺晚会”奇迹之夜”  “双十国庆”在休斯顿首次出现“双胞”—

— 10 月 16 日：由休士顿“双十国庆筹备会”委托狂飙社筹办的大型综艺晚会”奇迹之

夜”晚会隆重举行。精英满台，精彩纷呈，千余名侨胞踊跃参加，寓政于乐，极具政治

性、艺术性、娱乐性，台上台下心连心，是侨胞自费筹备双十晚会的的创举。 
 
36：程进才率团参加郑州举行的世界首届传统武术比赛共获 10 块奖牌——10 月 15－20
日，由程进才老师率领的美国武术代表团应邀参加在中国郑州举行的世界首届传统武术比

赛。程进才的弟子 10 人共获得 10 块金，银，铜牌。 
 
37：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宣布“少林寺释德山日”——10 月 23 日，休斯顿市长比尔－

怀特宣布当日为“少林寺释德山日”，标志着市政府对中国传统武术—少林功夫的高度重

视。当天由欣洋家具、亚洲之声和休斯敦少林寺共同主举的“秋季园游会暨少林寺释德山

日”在休斯顿少林寺广场冒雨举行。欣洋家具的八万元家具大抽奖和来自全美各地的少林

弟子的精彩演出形成了热点。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毕刚副总领事、赵海生文化参赞和杨

卓凡新闻参赞出席了庆祝活动。中国人活动中心、旅美专家协会、瀚崴文理才艺学校对本

次活动给与了支持。 
 
38：2004 年全球华人石油与化工科技研讨会 两岸代表同场出席会议——10 月 22－24 日：

2004 年全球华人石油与化工科技研讨会在休斯顿举行。来自两岸三地的北美石油精英们携

手合作，共创辉煌。台海两岸驻休斯顿的 高代表胡业顺总领事和廖港民处长再次同时出

席会议。 
 
39：80－20 促进会再次举办餐会 呼吁亚裔选民用选票显示力量——10 月 30 日，著名的美

籍华人组织 80－20 促进会再次举办餐会，呼吁亚裔选民团结起来，踊跃投票，用选票显

示力量。并呼吁大家支持该会推荐出的 5 位候选人以及怀特市长支持的 1 号和 3 号公投

案。 
 
40：“认识台湾系列活动”介绍台湾歌仔戏等乡土文化——10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台湾松

年学院共举行六讲，举办”认识台湾系列活动”，介绍了台湾歌仔戏等乡土文化。 
 
41：中国城又添新景 精英广场举行落成典礼——10 月，由 21 世纪地产公司主持开发的本

地中国城精英广场举行落成典礼，正式启用，更加增添了华人社区的商业繁荣。 
 
42：著名华裔女政治家黄朱慧爱成功连任德州议员—— 11 月 2 日，在德州举行的大选

中，两名亚裔政治家获得成功。著名华裔女政治家黄朱慧爱成功连任德州议员，另一位越

裔人士也当选为州议员，但选后引起了有关争议。 
 
43：杨先让教授的《黄河十四走》受到侨界关注和赞赏——11 月 9 日，著名华人美术家杨

先让教授的美术作品《黄河十四走》受到休斯顿侨界的关注和赞赏。杨教授主讲《黄河流

域的民间艺术》，并首映了他创作的录影片《大河行》。 
 
44：青年钢琴家郎朗和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先后来休举行音乐会—— 11 月 19 日和 12 月 2
日，著名的中国青年钢琴演奏家郎朗和美籍华人大提琴家马友友先后来到休斯顿举行大型

音乐会，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华人音乐爱好者的踊跃观赏和高度评价。 
 



45：众多华人欢聚在阳花园等八家公寓的感恩节晚会——11 月 20 日，由石山地产公司经

营的八家公寓同时在感恩节前夕举行了热烈的感恩节晚会，许多华人居民高兴地参加了他

们的晚餐。 
 
46：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举办成立 25 周年大型酒会 怀特市长高度评价和感谢华人社区——

12 月 2 日，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举办大型酒会，庆祝该中心成立 25 周年。怀特市长出席晚

会并高度评价和感谢本市华人社区为休斯顿的繁荣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47：老布什总统衷心感谢著名华人艺术家王维力精心创作的旷世作品——12 月 3 日，美国

前总统乔治－布什纪念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纪念碑上的数幅浮雕是著名华人艺术家王维

力精心创作的旷世作品。老布什总统出席仪式并衷心感谢王维力先生。  
 
48：侨界举办张纯如纪念会 场面感人至深——12 月 10 日，本地侨界为 近英年早逝的著

名华裔女作家，畅销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女士举办纪念会，同时并纪念南京大

屠杀中 30 万同胞遇难 67 周年，场面感人至深。 
 
49：中国人活动中心举办大型餐会 感谢各界人士踊跃捐款帮助购楼——12 月 12 日，中国

人活动中心在龙珠楼中餐馆举办大型餐会，感谢侨社各界人士踊跃捐款帮助购买新楼。中

国人活动中心新楼在装修完工之后，将于 2005 年初投入使用。 
 
50：休斯顿中国校友联合总会举行圣诞晚会并首次发行《校友手册》——12 月 17 日，休

斯顿市中国高校校友联合总会举行节目丰富多彩的圣诞 晚会，由该会编辑的《校友手册》

首次向本地中国校友和学子们发行。 
 
51：廖港民接替冯维彰担任台北驻休斯顿经文处处长——6 月，台北驻休斯顿经济文化办

事处原处长冯维彰任期届满奉调回台，台湾政府随后派廖港民来休接任该处长职务。 
 
52：休斯顿举行首届杰出义工表彰大会，袁应麟等五人获得金驼奖——12 月 19 
日，休斯顿首届杰出义工表彰大会在新金殿酒家举行，袁应麟，饶美华，何天佑，陈超和

金俊家四人获得首届金驼奖。 
 
53：中国新年小姐陆唯佳把选美夺得的一千美金奖学金全数捐给了中国人活动中心置楼基

金——9 月 25 日,2004 年中国新年小姐陆唯佳把选美夺得的一千美金奖学金在国庆晚宴中

全数捐给了中国人活动中心置楼基金。当天的美国德州广东总会也在现场宣布捐款三万美

金给置楼基金.把活动中心置楼募款推到了 高潮. 
 
54：陈正雷夫妇访问休斯敦——10 月 28 日至 11 月 5 日,陈式太极十九氏传人,陈家沟陈氏

太极四大金刚之一陈正雷夫妇访问休斯敦, 德州州长 Rick Perry 和州务卿康吉夫双双授予陈

正雷夫妇亲善大使荣誉, 表彰他们对德州与中国的文化体育交流所作的贡献. 
 
55：首都银行董事长王敦正荣获休斯敦大学法律中心颁发的移民成就 高奖“到达奖” 
——11 月 16 日, 首都银行董事长王敦正荣获休斯敦大学法律中心颁发的移民成就 高奖

“到达奖”。同时获奖的还有伊朗裔石油巨子 Ali Saberioon 和以色列裔化妆品大王
Farbouk Shami.  
 
56：美国中文电视台（ChineseTV.US）在休斯敦成立——10 月 11 日，休斯敦成立了第一

家网上国语中文电视台——美国中文电视台(ChineseTV.us). 



57：国庆升旗典礼第一次采用大型乐队现场演奏美中国歌——9 月 25 日，休斯敦国庆升旗

典礼。明星艺术团和季家锦小提琴音乐学校近 100 名小演员联合第一次采用大型乐队现场

场演奏美中国歌演奏美中两国国歌，华夏中文学校表演歌舞，华盛中文学校表演歌颂祖国

的诗朗诵引起轰动。当天晚上又被邀请参与国庆晚宴的演出，创造侨社经典。 
 
58：华裔学生季磊被香港龙传基金会选为世界华人青年领袖——9 月 24 日至 10 月 1 日，

莱斯大学生物工程系华裔学生季磊被香港龙传基金会选为世界华人青年领袖并参加「龍匯

100」華人青年領袖論壇，赴香港和北京出席第二屆「龍匯 100」華人青年領袖論壇定。与

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世界未来。 

 

59：騰龍教育學院（Talent Academy）舉辦落成典禮——5 月 15 日，騰龍教育學院在糖城

4555 Highway 6,Suite W, Sugar Land, TX 77478 舉辦落成典禮，休斯顿各界华人名流及數百

位僑界人士參加了盛會。 
 
60：美国德州广东总会“中秋敬老会” ——9 月 18 日，美国德州广东总会在卫凌学校举

办“中秋敬老会”, 数百人参加。“中秋敬老会”是一个宣传继承中国古老文化的活动，

每年在中秋前后举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孝敬老人，以多种方式使长辈们在这一时刻备受关

爱，欣慰。体现出爱老敬老的高尚，温馨和荣耀。 
 
61: 2004 年”流行之星”华语歌唱大赛 – 8 月 14 日, 美南华语广播网 中国广播公司在美南新

闻大楼联合举办 2004 年”流行之星”华语歌唱大赛 
 
62: 杰出人物颁奖晚会 – 10 月 21 日,国际频道举办杰出人物颁奖晚会 
 
63：华人进入电力销售市场 – 4 月 30 日，第一家华人经营的电力公司，德州电力集团进入

了休斯敦电力市场。这是德州议会立法分离发电、电力服务、电力销售之后，第一家华人

公司进入电力销售市场。 
 
64：糖城康乐中心开张典礼 – 10 月 8 日，糖城康乐儿科乔迁之喜。占地一万两千尺的糖城

康乐中心开张致庆，侨社名人前往道贺。于群陶医师主持盛会。 
 
65：舞蹈艺术家王曼力女士主讲“舞蹈与戏剧的艺术性”- 4 月 17 日，舞蹈艺术家王曼力

女士在首都银行主讲“舞蹈与戏剧的艺术性”。 
 
66：美国独立日糖城红白蓝节，桥湾社首次首邀参与美国主流国庆，给美国朋友起中文名 
– 7 月 4 日，独立日糖城红白蓝节，桥湾社给美国朋友起中文名，受到美国朋友的热列欢

迎。 
 
67：HKTVB 专访休斯敦阳花园吉米伯尼先生 – 7 月 22 日，香港翡翠台专程来到休斯敦访

问华人社区，石山地产阳花园林木的经营成功，以及伯尼丽香家族的对社区的回馈和爱心

被录制成专辑在香港、加拿大和中国同步播出。 
 
68：百人会鸡尾酒疗法发明家何大一博士应邀在休斯敦大学希尔顿旅馆举办报告会 – 9 月

18 日，百人会应休大超导中心朱经武教授和亚美研究中心邹雅莉教授邀请在休斯敦大学希

尔顿旅馆举办报告会。主讲人为鸡尾酒疗法发明家何大一博士。 
 



69：《犯罪预防手册》发行仪式 – 9 月 20 日，由市议员关振鹏及侨社名人谭秋晴促成，越

华超市，石山地产，美南新闻，世界日报，活泉电脑，华报赞助发行。 
 
70：亚洲协会年会在 InterContinantal 洲际大旅馆召开。- 2 月 11 日，亚洲协会年会在

InterContinantal 洲际大旅馆召开，中国驻休斯敦胡业顺总领事(左)和上海市冯国勤常务副

市长(右)应邀出席. 
 
（以上候选条目难免有所遗漏，仅作参考。投票者如发现更重要的新闻，也可以另写入选

票，读者如果有推荐的新闻供大家评选，可以在元月 24 日晚 6 点之前把多推荐的新闻传

真或 email 给我们，我们传真号码是   
《美中晚报》报社, 9730 Town Park #55, Houston, TX 77036 (传真: 713-776-8889)   
世界名人网, 4503 Crescent Lakes Cir. Sugar Land, TX 77479 (传真: 281-242-1259),  

Email 是:  MZWB_houston@yahoo.com, top10news@zzi.net） 
 
         投票截止日期：元月 24 日下午 6 时 
        结果公布日期：元月 29 日各家媒体公布 
        欢迎投票    欢迎参与     欢迎赞助 
 
 

“休斯顿首届(2004)华人十大新闻” 联合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   劳   荆  (《美中晚报》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  
副主任委员:   秦鸿均 (《美南新闻》副社长)  

王福生 (《世界名人网》总编辑)  
赵海英 (《亚洲之声》广播电台)  
徐  方  (《神州时报》总编辑)  
陈瑞林 (《自由人报》总编辑) 

秘书长:  王福生 (兼),   
副秘书长:  杨秉礼 (《美中晚报》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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