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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宮緣起和三皇文化促進會
（籌）新聞發佈會於 2014 年 8
月 30 日在波士頓中華公所圓滿
舉行。與會者包括媒體記者和學
者專家。
會議由甑雲龍先生主持並介紹成
立三皇文化促進會的必要性。在
王天齊介紹“三皇宮”理念的來
龍去脈後，與會者都積極發言和
提出今後工作的若干好的建議。
北美藝術家協會現任會長程嶺先
生首先發言，除了對三皇宮的肯
定外，還立即表態由他的基因測
序公司負責三皇宮業務系統中基
因方面的營運。北美藝術家協會
前會長周文熙先生對三皇宮理念
大加讚美，認為這個理念會讓老
年人開心和放心，並半開玩笑半
認真地說，願意百年之後住進三
皇宮。美國亞洲藝術院院士田慶
新先生還給現場帶來一幅用甲骨
文書法的《三皇宮賦》展示， 並
當場贈送給三皇宮珍寶館珍藏。
來自紐約的鄭京生先生表示了三
皇宮理念是文化產業與其他行業
結合的一個很好的創意，並表示
大力支持。華美集團華美衛視剛
剛成功舉辦了美東地區中央電視
臺春晚選秀活動，華美的崔偉
宏、曹品慈兩位老總表示將從文

化產業實際運作者的角度支援三
皇宮事業和三皇文化的推進活
動。中國佛教文化促進會的譚瑞
成先生從北京發來微信，對三皇
文化促進會的想法表示支持，並
對新聞發佈會上展示他寫的《三
皇宮賦》書法長卷表示高興和感
謝，他說這就是三皇文化的魅力
表現之一。譚瑞成的五幅《三皇
宮賦》書法長卷分別由甑雲龍、

王天齊、三皇宮珍寶館、美國亞
洲藝術院和張俊英收藏。
會上還對亞美聯誼會、美國亞洲
藝術院各位專家院士、北美藝術
家協會、波士頓 AJK 娛樂製作公
司 等的工作表示感謝和肯定。在
今天的發佈會上，還特地展示了
宋代大家馬遠繪的《三皇圖》和
其它有關三皇文化的藝術作品。

圖片說明：上圖四夥伴記者會負責人自右紐約華美集團經理
崔偉宏；亞美會甄雲龍；亞美藝術院王天齊； AJK 曹品慈。
左記者會現場展示著名書法家佛教文化促進會副會長譚瑞成先
生的 25 尺長卷《三皇賦》書法。
下左山東東辰集團董事長張振武與美國浩思集團董事長王天齊
博士簽訂合作合同後留影。下右為天寧寺藏經樓。

更多山東天寧寺圖片見 P。3

                2014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 P.  2

美國《我要上春晚》
紐約選區決賽熱烈成功

  

9 月 7 日將在 LA 作全美決賽。勝出者
將于 16 日到北京錄影，成為美國首版
《我要上春晚》節目，令全球億萬華
人觸目。
美國新時代衛視受中央電視委託，主
辦全美《我要上春晚》。新時代衛視
委託紐約生活在線，聯合孔子基金會
華美集團主辦紐約分區海選。經過幾
個月籌備，通過三場初賽，從一百多
人參賽的四十七個節目，出線 10 個，
于 8 月 16 日，在紐約法拉盛君豪大酒
樓作最後決賽，三個勝出，參加 LA
全美決賽，其中一個是波士頓大學胡
凡參賽歌唱節目《趁早》。

代表波士頓地區籌委，JAK 娛樂製作
公司，也是盛雄莊東主曹品慈先生，
全程投入協助、組織波士頓節目參
賽，受主辦單位十分肯定、表揚。
評委團隊包括中國藝術家協會副主席
著名演員唐國強先生、美國生活在線
總裁孫連生、全美主辦方新時代衛視
總監王聯女士、總策劃何要、曾獲美
國政府頒發世界傑出藝術家大獎著名
歌唱家及演員呂坤、作家暨媒體人高
娓娓、新聞學教授暨節目主播七次大
獎媒體人南姍女士、杭州小姐崔海
瀾、大律師湯學武、亞美會，亞美藝
術團代表甄雲龍等 20 人。

特效廣告
夥伴半費

亞美橋

《我要上春晚》部分評委自左：呂坤，唐國強，甄雲龍，何要。

本期電視訪談 9 月 6 日播
亞美聯誼會與 BNN 電視
台合作《亞美橋》訪談
第二次節目，于 9 月 3
日完成錄製。亞美會與
BNN 同具平台和橋樑功
能，為社團之間、族裔
之間交流，提供鏈接、
溝通服務。
中英文主訪者分別為夏
靜小姐和俞國樑先生。
訪問對象：中華耆英會
行政主任梅伍銀寬女
士。訪談播放時間：
英文播放時間： 9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7 點在
COMCAST 頻道 9/23 播
放。因為本次訪談只有
英文，沒有中文，所以

只播放一次，沒有重
播。上次分英文和中文
訪談，分兩次播放。今
後，《亞美橋》電視節
目每月一次，亞美會將
邀請相關合作夥伴或社
團領袖出席接受訪談。
團體有意‘出鏡’接受
訪談，請與亞美會聯
繫。第一次正式訪談，
可能有不盡人意之處，
歡迎讀者指教。亞美會
希望訪談節目日臻完
美，讓合作夥伴、社區
團體和領袖，更多機會
接近主流社會。
下次訪談紐英崙《華人
歷史協會》。

徵信錄
贊助亞美會芳名
亞美聯誼會 2102 年 8 月從
昆士市辦到現址，調整了
工作方向，聘請發展部主
任，繼續及開展各項服
務，本年度擴大了《亞美
節》項目及內容，多個本
地及紐約地區組織加入合
作夥伴行列，創始社區與
BNN 電視台訪談節目，恢復
出版全彩色《亞美報》，
發行覆蓋市郊大範圍，接
觸更多華人讀者，漸漸獲
得大眾的關注和贊助。兩
年來贊助芳名列下，以徵
公信。（所有贊助可以獲
聯邦不牟利機構贊助扣
稅。）
吳皓醫生:$5,000.
甄雲龍:$5,000.
中國武術研究所：辦公室
租金、雜費及電話。
陳毓旋:$100.
鄉土舞蹈團:$200.
紐英崙養生舞協會:$200.
梅國治:$200.
夏靜父母:$300.
梅清:$90.
亞美會表示由衷感謝，并
籲請熱心人士及認同者繼
續支持，參與夥伴計劃及
服務奉獻社會。

華美集團與 AJK 娛樂製作亞美會新夥伴
中央電視台美國版《我要上春晚》海選，
紐約區主辦單位之一華美集團，與波士頓
AJk 娛樂製作公司雙雙參加亞美聯誼會合
作夥伴。
兩個新合作夥伴將于 9 月 7 日參加在 LA 全
美最後決賽，與出席的中央電視台春晚節

New York Fortune Group LLC 紐約華美集
團公司是一所充滿活力的新興集團公司。公
司主營地處繁華的紐約曼哈頓金融區，主要
業務包括：各類移民服務、地產、酒店管
理、國際貿易及資本管理等.
網址:www.nyfggroup.com
NYFG TV, INC. 華美衛視是一家新成立的電
視媒體，旨在傳播中美文化，服務廣大僑胞
和國際友人，以全新的理念經營電視媒體市
場。業務主要包括：影視製作、娛樂傳播、
廣告策劃、公共宣傳等等。未來會加大投
入，實現衛星播出和有線電視播出，並聯手

目負責人商談，爭取明年的美國版海選，
增加波士頓選區，與紐約分別成為獨立選
區，以方便紐英崙地區豐富而優秀的節目
參賽，也可以動員波士頓更多資源，讓紐
英崙地區華人、華僑有更大機會參與。能
否爭取成功，很快便有分曉。

網路平台和手機平台，打造覆蓋全球的電視
網路平臺。網址： www.nyfgtv.com
NYFG，INC 華美網，是一家新型的網路公
司，以全新的模式和思路，把業務進行整合
和優化，實現最佳效益和最快發展。公司業
務主要包括：新聞資訊、網路服務、分類廣
告、大眾論壇、電商美信等等。網址：
www.NYFGNET.com 公司電話 Tel ： 212-2193088、212-585-1216 ；傳真 Fax ： 212-585
-1217 ；手機 Cell ： 617-921-2303。郵箱
E-mail ： warrenhc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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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黃河口天寧寺建《三皇宮博
物館》， 規劃大片墓園建《三
皇宮》。圖為天寧寺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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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會成立四年，每周年都辦一次大型《亞美
節》表演晚會以示慶祝。今年有舞劇、廣州夏令
營、齊派畫展及音樂會 4 項，可惜畫展經大半年
努力不得不取消。但最後一項音樂會于 8 月 2 日
在東北大學芬圍音樂堂舉行，仍多彩又青春綻
放。此次音樂會，亞美會特別集中向青少年演員
開放舞台，用意為亞美藝術團爭取後備力量。華
夏文化協會、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紐英崙音
樂學院、柏克萊音樂學院青少年演員，熱烈參
與，體認亞美會的大包容及合作互動精神。音樂
無國界，更不應有“人界”。這也是《亞美藝術
團》努力整合各個藝術團體，共組大家庭的目
的。 此處發表晚會部分節目照片，篇幅關係，無
法將全部節目照片刊登，望各演員見諒。順時針
方向圖片說明： 1.  高宏偉獨奏《    茉莉花》。三百
坐位音樂聽，音響效果出奇的美妙。2.  六歲的周

可可獨奏《賽馬》3.黃雅美揚琴《天山詩話》，技
巧高深精到，大有乃師李平風格。4.荀萌獨奏自作
琵琶曲《與君歌》，發自內心的娓娓傾訴，與她
的琵琶純淨無暇音色一樣動人。4.劉曉梅領導的華
夏文化協會藝術團《筷子舞》，一股濃烈蒙古草
原風。5.亞美會的兩位美女  俊男司儀：李雲翔、
李穆可稱最佳拍檔，貫串整個音樂會流程。
6.非常受歡迎的琵琶、小提琴、笛子、貝斯合奏
《送我一枝玫瑰花》最能表達亞美會融和亞美，
合璧中西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