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球VEGRUN北美洲最後一天圓滿路
跑，芝加哥協會於7月16日上午九點半，由第一
分會承辦，在道場附近的Greene Valley Forest 
Reserve公園舉行，住持永嘉法師，監寺有恆
法師及佛光人闔家，下至六歲上至82歲都來參
加。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似乎是佛菩薩為
了今天的活動灑淨祝福。第一分會在會長陳林
采菱帶領下，崔萍燕師姐與女兒鄭藹如用心親
手製作手工背袋跟大眾結緣，詹尹惠與蔡碧真
師姐貼心的將食物與水放入每位參加者袋內方
便取用，都是在實踐佛光人的「三好 四給」。

住持開示路跑活動與大自然結合，重視環
保；環保更要心保，內心清淨，護生護蔬，才
能夠真正的做到保護環境生態。協會會長周邁
平感謝分會長與幹部們的用心承辦，也感謝所
有佛光人的參與；因為有您們的護持，給了主
辦協會信心，也給了承辦分會歡喜，自己也健
身受益，自利利他，是大乘菩薩道的行者。第
一分會會長也感謝大家一起來圓滿這次的活動。

近40位的佛光會員與親友們在住持的哨音
聲響起，一起奮力向前衝出，沿途大半都是大
樹綠蔭遮陽涼爽的步道，大家吸入的安多酚，
精神為之一振，更加賣力向前行。全長近5公里
的步道，不知不覺中就到了終點。其中活動景
幕，也吸引一些遊客路人歡喜加入路跑行列。
這次圓滿路跑，很多佛光人都攜家帶眷，闔家
融合參與，第二分會幹部馮漢忠帶著六歲的兒
子和12歲的女兒，騎著腳踏車歡喜的放置和回
收沿路蔬果路標，又再跟隨大眾跑步健走一
趟，往返來回三次，他們的發心與歡喜心真是
令人讚嘆！ 

協會督導黃於紋分享說，接近大自然，才
能體會到要落實保護地球愛護環境；每一次的
活動，都把佛光人的佛性和法情顯露出來，也
增加彼此更多互動與交流；因為大家的用心與
慈悲，把復蔬活動的意義推廣向大衆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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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首屆「華盛頓杯手機攝影大
賽」圓滿成功，讓組織者頗感喜出望
外。大家或許沒有想到，一個簡單
而接地氣的創意竟然得到那麽多攝
影愛好者、商家和熱心人士的青睞
與支持，近500張風格各異的作品撲
面而來，還有更多的攝影人躍躍欲
試，準備在下屆大賽中相互切磋，
一決高下。這也給了組織者更大的
信心和勇氣，並催生出大賽的第二
季「第二屆華盛頓杯手機攝影大賽」
如約而至。

與首屆大賽相比，本屆大賽共
有四大變化：

一是主題變了。如果說第一屆
的主題「華府印象」有試水之意，主
題略顯局限性，那麽本屆大賽的主
題則升華為：關愛。用大賽執行總
監蕊清的話說，希望大家用圖片與
光影講述人世間彼此關愛的故事。
這種關愛可以表現為對人、對動物
和大自然的關注、關心與愛護。這
不是花前月下的私情，而是促進社
會發展，展現人類文明的大愛！

二是徵稿範圍變了。首屆大
賽的作品大多集中於大華府周邊的
攝影愛好者，那麽本屆大賽的徵稿
範圍將擴大至美國全境，以及加拿
大、北美等地。徵稿範圍的改變勢
必帶來大片如雲，紛至沓來的盛況。

三是評委陣容壯大了。首先，
大華府著名攝影家趙維克先生榮升
大賽評委會主席。另外，兩位重量
級攝影大咖加盟評委會，一位是旅
美三十餘載，既是為物理學博士、
放射醫學專家、美國醫學物理學會
院士，又是國際頂級在線攝影藝術
畫廊1x.com的策展人及中國大使、

「四光圈」攝影創作團隊發起人之一
的範朝亮先生。另一位是華人攝影
圈的熟人，美國著名華人攝影師，
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十幾
年來行攝在世界各地，作品屢獲大
獎的朱樺（秋樺）先生。相信，隨著
兩位著名攝影家的加盟，將使評委
會的含金量和影響力大大增加。

四是大賽的協辦方呈爆棚之
勢。隨著首屆大賽的成功舉辦，不
僅吸引越來越多的參賽者，也引起
全美各地華人攝影界關注的目光。
截至目前，主辦方已經收到來自大
華府、新澤西、紐約、加州、北
卡、德州、麻州、加拿大等地的20
個攝影團體及華人社團希望加盟協
辦的意願，這也說明，大賽的影響
力已衝出華府，走向美洲。

大賽發起人之一的徐江博士表
示，「華盛頓杯手機攝影大賽」是為
廣大手機攝影愛好者搭建的一個分
享與交流的平台，希望大家在體驗
手機攝影的精彩瞬間，通過作品講
述您身邊的故事，分享故事背後那
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和情感。在第
二屆大賽即將開賽之際，由衷地歡
迎來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手機攝影
愛好者登上這個平台，將自己最好
的作品分享給大家，將自己最豐富
的關愛故事講給大家聽。

第二屆「華盛頓杯手機攝影大
賽」細則：

大賽宗旨：為手機攝影愛好者
搭建一個分享與交流的平台，共同
體驗手機攝影的精彩瞬間，通過作
品講述身邊的故事，並分享故事背
後豐富多彩的人生情感。

主辦單位：華盛頓文化藝術基
金會（WCAF）、美國大華府地區東北
同鄉會（DAGW）、美京華人活動中
心攝影社（CCACC Photo Club）。

大賽主題：關愛——用圖片與

光影講述人世間關愛的故事。
徵稿內容：表現關愛主題，展

示對人、對動物和大自然的關注、
關心與愛護。這不是花前月下的私
情，而是促進社會發展, 展現人類文
明的大愛！

（1）人與自然：環境保護，讚美
熱愛自然；

（2）人與人：展現親情、友情、
師生情，關心弱勢群體，疫情互
助，救災互助，熱愛和平與正義；

（3）人與動物：保護野生動物，
愛護寵物，反對誘拍以及虐待動物

（動物園的動物拍攝不在這次徵稿之
內）；

（4）動物之間：自然野生動物相
互關愛的精彩瞬間。

作品類別：
（1）《自然、風光類》：作品運

用自然元素或者景觀去表現《關愛》
的主題。自然元素可以是動物，植
物或自然現象等。景觀類或者風光
類作品應以景觀為表現主體。此類
作品可以進行適當後期，允許對作
品的亮度、反差、色彩飽和進行適
當調整，可以剪裁，也可以去除灰
斑、噪點，但不接受在後期中對構
圖元素進行添加、替換或移動，不
接受改變原始場景構成的後期處理。

（2）《人物、紀實類》：展現人
類的文化活動和人文景觀的紀實作
品。允許對作品的亮度、反差、色
彩飽和進行適當調整，可以剪裁，
但不可以在原始圖片中增添、去除
和替換任何元素。

（3）《藝術、創意類》：通過創意
表現主題的作品。對攝影圖像的再
創作和後期的運用不設限制。允許
後期創造虛幻或觀念化的圖像和影

像藝術作品。
獎項設置：每個類別將評出一

等獎一名、二等獎二名、三等獎三
名和優秀獎若幹名。

評委團隊：評委團隊由7位知名
攝影師組成。他們是：趙維克（大賽
評委會主席）、楊恩璞、範朝亮，朱
樺、龔錦、其實不遠、Emma Zhao。

投稿開始日期：2022年9月1日
（通過大賽官網投稿）

截稿日期：2022年9月30日
作品基本要求：
1、必須是由手機拍攝的本人原

創作品；2、作品彩色、黑白不限；
3、作品不可以加水印、簽名和邊
框；4、作者請保留作品的原始文件
和完整的照片信息，必要時獲獎者
需要提供原始文件以示證明；5、作
品拍攝時間不限；6、作品應為JPEG
格式；7、作品的長邊不小於1024 
pixels，不超過原片像素。文件的大
小不超過5MB；8、所有來稿一概不
退；9、同意並授權組委會使用其做
宣傳及展示使用；10、大賽組委會
和評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本次比賽。

投稿數量：每位作者最多可以
有3幅作品參賽，類別不限，但同一
幅作品不可參賽兩個類別。本次比
賽不接受組照。投稿方式：一律通
過大賽官網提交作品，大賽官網地
址：www.gwmpa.org。費用：所有參
賽者不需要繳納任何費用。

大賽誠徵贊助商，可部分贊助
也可獨家贊助。贊助商廣告將常年
在大賽的專用網站上發布。贊助商
也會包括在大賽報道中。有興趣者
請聯繫：徐江（240-805-8095）。本次
比賽細則的解釋權歸大賽組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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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星期二）芝加哥房屋管理署委
員會雖然面對當地鄰居和住房

倡導者的抗議，毅然一致投票決定在州
街和24街與CPS達成協議。此空地是前
哈羅艾克斯（Harold  L Ickes）住宅的所
在地，使用的面積達1.7英畝。CHA在
2007年關閉了住宅區，但承諾未來將會
重新蓋新的低收入住宅。

投票允許CHA向聯邦政府提交申
請，將土地用於社區高中學校的建設，
並從CPS接手州街對面的幾個空地。該
決議要求在採取這些步驟之前「居民和
社區參與」，但官員們在進行長達99年
的租約前無需尋求進一步的批准。

早前的公共低收入住宅為綜合建
築式，包括開發混合收入住在與零售商
店，計劃中有近900個單元，其中有58
個公共住房單位，36個低收入經濟適用
單位和112個以市場價格計算的出租單

元，位置將在州街與24街的北角，而南
角空地這組給CPS興建社區高中用途。
該計劃在兩個方面面臨反對：那些認為
該市通過建造一所學校而不是承諾的住
房來違背對黑人居民的承諾的人，以及
那些擔心在萎縮地區開設新學校會傷害
附近未註冊的多數黑人學校的人。

住房倡導者在19日對該提議提出抗
議，社區組織希望中心的執行主任羅德
里克威爾遜週一指責芝市房屋管理署未
能適當的讓當地社區參與討論。他們認
為CHA所做是促進他們社區的中產階
級化，並促使黑人居民最終流離失所。

儘管有抗議，芝加哥房屋管理署
首席執行官崔西施葛特（Tracey Scott）
表示，她聽到CHA居民想要一所新學
校的好評。施葛特稱，CPS最初要求從
CHA購買土地，但租約將允許官員調
整他們的計劃，並在前 艾克斯空地的

北半部興建公共住宅，南半部則興建一
間社區高中學校，從而創建一個比原計
劃更密集的住宅。

作為24th和State的1.7英畝土地的交
換，CHA將在華巴許街（Wabash Ave）沿
街獲得2英畝土地，這實際上是與CPS
的交換土地。

CHA首席開發官安妮賣肯茲（Ann 
McKenzie）表示，華巴許街的土地非常
昂貴，並預測Wabash土地可用於市場
價格單位。雖然CHA說它仍然可以建
造所有的公共住房單元，但尚不清楚可
負擔和市場價格的單元是否都適合，目
前還不清楚CPS是否已經獲得要交易的
土地。

CHA居民兼迪爾伯恩家園當地諮
詢委員會副主席雅達戴維斯Etta在周二
的會議上，表示她對交換土地感到震
驚，但隨後很高興聽到有計劃歸還公共

住房單位。但她也質疑CHA當他們是
二等公民，決策前並沒有徵求居民的意
見。

CHA官員則表示，計劃取決於CPS
獲得教育委員會對其7,000萬美元新高
中股份的批准，此步驟在一個月前看起
來還不確定。學區首席執行官佩德羅·
馬丁內斯（Pedro Martinez）在一些董事
會成員表示懷疑後，在學校董事會投票
前數小時取消該計劃，理由是擔心該項
目對附近入學不足的學校和該地區住房
社區的抗議活動的影響。

新高中將為南環、唐人街和布朗威
爾社區提供服務，同時唐人街的亞裔家
庭也希望有一所提供新移民雙語教育的
高中。

支持華埠社區高中最得力的華埠更
好團結聯盟，將於7月25日（星期一）下
午6時至7時半在培德中心三樓，舉行社
區會議，將討論近南區告訴社區最新進
展，呼籲社區各界踴躍出席，以了解更
多關於唐人街社區高中的信息，包括可
能的校址，並了解可以通過什麼方式提
供意見。當晚以英語、普通話做報告。

■CPS計劃將用作興建華埠社區高中的空地，位於州街和24街（State�
Street/24th�Street），可使用建築面積達1.7英畝。

南華埠社區興建高中一事，不論社區倡議者與社區組織幾十年的不斷爭取中，
總是在關鍵的臨門的一腳出現一波三折，多少回都讓社區的倡導者與居民憂喜交集、

無所適從。但事情終於出現了峰迴路轉的佳景，7月20日，芝加哥房屋管理署（Chicago�Housing�
Authority,�CHA）批准了將24街和州街（State�Street/24th�Street）的一大片公共住宅用地，通過投票
一致決定出租予芝加哥公立學校體系（Chicago�Public�School,�CPS）用作興建近南區的社區高中，
此決定將讓芝加哥市府答應以1.2億美元的興建一所社區高中的願景邁向了光明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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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埠社區高中峰迴路轉現生機
芝市房屋署准出租公共住房用地

■住持永嘉法師在終點與佛光人及蔬果路標
合影。� 芝加哥佛光山提供

佛光家庭歡喜健行樂融融

第二屆華盛頓杯手機攝影大賽
四大變化 全新主題 震撼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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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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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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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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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