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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新聞

黃鑽有律師樓
Law Office of S. Joseph Oey

    房屋買賣．生意過戶
    公司成立．離婚分居
    遺囑繼承．商業契約
    破產宣告．交通違規
    移民入籍．商標註冊

  公司債務催收．房東房客糾紛

 新澤西、紐約、賓州、麻州執照
大公司所屬 Hyatt、ARAG、

Signature Legal Plan 指定律師

電話:973-299-9698   傳真:973-299-0�79
E-Mail：JosephOey@aol.com

1279 Route 46 East  Building A, Suite 18 
Parsippany, NJ 0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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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斯頓中華文化日
舉辦雲春節各族裔鼎力支持

Mostly 
Sunny

Snow
Showers

  免費諮詢

 ● 個人意外受傷滑倒、跌傷索賠
 ● 交通案件索賠    工傷意外索賠

醫誤 -10.5 million
受傷 -$7.6 million
滑倒 -$3.5 million
車禍 -$3.4 million
車禍 -$2.3 million
車禍 -$850,000
受傷 -$765,000
車禍 -$590,000
車禍 -$545,000
車禍 -$550,000
車禍 -$365,000
跌傷 -$500,000
跌傷 -$475,000
跌傷 -$465,000
工傷 -$410,000

成功索賠案例 Nicholas J. Leonardis
新澤西州

最高法院認可
民事訴訟律師

732-�9�-0600
32 South Main St. Edison  NJ 08837    

www.Stathisleonardis.com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Not Create An Unjustified Expectation That Similar Results Can Be 
        Obtains  For Others Without Regard To The Specific Factual & Legal Circumstances

明天會更好
新澤西加

油
!

柯奇律師事務所

中文服務專線732-668-1420
電話732-557-5426 傳真732-862-8888
Email: Jcoluccilaw@gmail.com
1981 Route 27, Edison, NJ 08817(皇都對面)

●房屋買賣
●移民簽證
●IRS查稅

●房客糾紛
●離婚訴訟
●破產保護

●意外傷害
●交通罰單
●民刑訴訟

用心辦案　服務熱誠　誠信可靠
精通英語　義大利語　葡萄牙語

20多年豐富經驗 勝案無數 免費諮詢

Joseph C. Colucci, Esq.
★ 美國紐約法學博士
★ 美國律師公會會員
★ 美國移民公會會員
★ 持紐約新澤西執照

【本報訊】瑞雪飛舞華燈上，紅紅

火火過大年。2月13日晚，新州華人重

鎮李文斯頓舉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春

節“雲”慶祝活動。一百六十多戶居民

在線參加，其中不乏其他族裔的文化擁護

者。節目精彩紛呈，六位高中學生主持晚

會，引領大家一窺中華文化之瑰麗。

李文斯頓中文學校精心準備的古典舞

蹈《麗人行》，盡顯大唐雍容氣象，讓人

遐想“三月三日天氣心，長安水邊多麗

人”的景象。

在深情的《我愛你中國》的歌聲中，

十幾個“華二代”在不同的地點表演手

語，讓人印象深刻。他們一臉稚氣，但卻

有板有眼。遙遠的“中國”對他們當中某

些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概念，但是血脈

上的相承是那麼自然。

立石教會混聲合唱《夜空中最閃亮的

星》純真美好，讓人暫時從疫情的困擾中

解脫出來，心靈重歸寧靜。少兒相聲《故

宮》、四句半《動畫世界》、脫口秀《我

愛中國菜》、少兒筷子舞《讚歌》等節目

活潑有趣，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李文斯頓中華文化日的紀念活

動，一大早以汽車遊行的方式開啟。疫情

期間大家長期不能見面，這次可以隔著車

窗揮手致意，互致節日問候。50餘輛裝

飾著濃濃的過年氣息的車輛，在警車護送

下繞城一周，宣傳中國文化。

下午，華人協會邀請長期致力於中國

古典戲曲研究的賈永紅老師，以及民間舞

蹈的史穎和金翯老師，為觀眾講解了中國

戲曲、舞蹈以及道具背後深厚的文化內

涵，頗受觀眾喜愛。三位繪畫藝術教育專

家，Tony Lee，蘇寧和郭

慶玲老師點評了參加中

華文化日組織的紀念抗

疫英雄繪畫比賽的26份

作品，並為獲獎的作品

頒獎。

大會還組織了精彩

紛 呈 的 兒 童 和 老 年 活

動。高中五十位志願學

生 ， 帶 領 孩 子 們 講 故

事，繪畫，剪紙，做手

工。大孩子參加中華文化的知識競賽，猜

謎語，沉浸在精彩的文化中。立石教會組

織了老年人云上團拜，50多位老人踴躍

參加。專家為老人舉辦了健康講座，指導

疫情期間的防護和養生。同時還有播放老

歌、猜謎遊戲等環節，老人們非常喜歡。

雲空間裡，久困家中的老人歡聲笑語，氣

氛歡樂。

李文斯頓市長Shawn Klein，學監

Mathew Block、教育委員會主席Samantha 

Messer，高中前校長，現任助理學監Mark 

Stern等為慶祝活動致辭，市議員和學區

教育委員會成員悉數在線觀看。國會議員

Mikie Sherill通過視頻獻上節日祝賀。他

們認為，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展示了豐富

的中國文化，給社區帶來了多樣性，把各

個族裔聯接在一起，非常有意義。牛代表

了勤勞、堅忍和力量。牛的精神正是目前

國家克服疫情迫切需要的。他們祝願亞裔

居民春節快樂。

主要組織者之一、李文斯頓華人協

會董事長沈小樂先生介紹，自2003年開

始，李文斯頓的華人組織就支持高中中文

教學部的春節慶祝活動，深受居民喜愛。

今年春節正值疫情期間，所以換成在線形

式。在過去的一年，華人社區為美國醫院

捐贈了大批用於抗疫的醫療防護品，為社

區盡到自己的一份力量，受到市政府的表

彰。希望將來更多華人可以更深入地參與

社區公共事務。

本次活動是由李文斯頓華人協會、李

文斯頓中文學校、李文斯頓華夏中文學

校、立石教會四家機構聯合李文斯頓高中

共同主辦的。⊕社區和學區的領袖參加中華文化日的活動

Mostly 
Sun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