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和幸福行动
“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

欢迎工具包



COOL CULTURE
欢迎词  
Cool Culture是一个由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BIPOC）领导的专注于社会正义的非营利组织，利
用艺术和文化来增进家庭和社区的福祉。过去的每一
年，我们都与来自五大区的五万多个家庭，还有来自
450多个学校和早教机构的数千名教育工作者合作，
这些家庭也反映了我们城市的多样性。我们与来自90
家博物馆、历史学会、植物园和科学中心的数百名文
化工作者协作。Cool Culture团队将来自各行各业的
人聚集在一起，包括家庭和儿童、教育工作者和艺术
家、博物馆员工和政府官员，建立跨文化的理解并倡
导积极的社会变革。无论您是Cool Culture的新成员
还是老成员，我们都很荣幸地欢迎您加入这个由纽约
人组成的社区，致力于通过艺术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
平等的城市。
 
面对今天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损失，我们知道新冠肺炎
大流行病不成比例地伤害了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

（BIPOC）家庭。他们经常无法获得足够有质量的教
育和医疗保健，更不用说艺术了。然而，我们的社区拥
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专注于在困难时期相互支
持。我们带来快乐！

这是五个幸福工具包系列中的第一个，旨在支持关于
个人、家庭和社区健康和幸福的讨论，无论是在家里
还是在学校、博物馆或其他社区空间。每个工具包都
将通过与纽约市的家庭、教育工作者和我们的合作伙
伴组成的Cool Culture网络的对话来了解。

让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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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艺术？  
艺术是一项人权。它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能唤起快乐、痛
苦、同情、希望和自由。通过艺术，我们传递关于我们的生活、
价值观和传统的知识，超越我们文化之间的界限，并增加我们
对话和理解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实践艺术。它无处不在：在
我们的家庭和文化机构中，在画廊的墙上也在大楼的外立面，
在剧院中也在街区聚会上。艺术是治愈的。它会放大我们个人
和集体的力量，帮助我们在现实中获得意义并创造我们的未
来。

为什么是文化？  
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共享且不断变化的。它包括个人、家庭、社
区和社会重视并选择为未来保留的艺术、机构、实践、语言和
认识方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它往往是看不见的，但
却指导着我们的互动、价值观和最深的信仰。当来自不同背景
的人有意识地走到一起，确定他们的共同理想并付诸行动时，
它就会得到加强。

为什么是家庭？ 
家庭体现了文化、语言的传承、日常实践的制定，以及他们的
孩子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接受传统。他们是孩子们的老师
和倡导者，他们的目标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家庭利用他
们丰富的知识、洞察力、技能和经验，为他们的孩子和后代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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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选择拖着我们的偏见和仇恨的尸体、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数据库和已死的想
法、我们身后的死亡河流和浓雾天空走过它。或者我们可以轻装上阵，带着很少的行李，
准备想象另一个世界。并准备好为之奋斗。

The Pandemic is a Portal（ 《大流行病是一扇传送门》）——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

艺术家 Kill Joy 的“Pandemic As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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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流行病正在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了解在我们的家庭、社区、城市，实际
上就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才可以变得繁荣。一些教训是深刻的个人教训，而另一些
教训则提醒我们，我们的福祉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也
正是我们想向由家庭、教育工作者、博物馆合作伙伴、艺术家和其他人组成的Cool 
Culture社区提出的问题：这场大流行病唤醒了我们的什么？ 

CANDICE ANDERSON 
执行主任 

对于细微的时刻深表赞赏和感激：和
家人一起吃一顿最可口的饭菜，在沙
发上读一本好书，与邻居开心地笑谈，
在纽约寒冷的空气中散步，同时期待

着春天的到来。          

我们的团队 

KANIKA SRINIVASAN
运营与战略高级总监 

与所爱的人联系的重要性，培养这些
关系的意义，以及享受我们可以一起

度过的时间。     

SUSAN WILCOX
项目总监  

这场大流行病唤醒了我，提醒我无论
好坏，我们都是一个有机体，容易受
到我们糟蹋或滋养地球的影响，而这
是我们唯一的家园。这种影响可能是
不平等的，但是我们之中所有人都无

法避免的。   

TRACEY GREENIDGE
发展总监 

作为一名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这
场大流行病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战斗
精神。在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我仍然
能在与家人的舞蹈比赛、游戏之夜和
我的小手指在手机上制作的定格动画

片中找到快乐。 

ANNIE LEE
传媒总监 

我正在学习给自己空间来处理悲痛。
我变得更有意识去为快乐的事情留出
时间，比如与家人一起做饭，或是用

纸笔写信。 

JON DIEP
发展经理 

这场大流行病再次向我证实，我们都
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的行动不仅影响
我们自己，而且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
们的健康和幸福与我们社区的健康和

幸福是直接相关的。

STANLEY DELVA
机构关系经理

我对自己的健康更加用心，更加注意
如何对待和维护我与周围人以及我们
所居住的世界的关系。在这场大流行
病中，我经常被提醒，社区工作如何从

自我关照开始。

SAM WENC
项目经理 

我知道我需要通过听和弹吉他来保持
脚踏实地。  

ALEXANDRA SHONEYIN
项目协调员

这场大流行病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
对我们的地方社区投入更多，以保持

我们的复原力、故事和创造力。 

I. MIKAEL AKATL
活动制作人  

这场大流行病启发了我，让我学会适
应不可预测的情况。我尝试以简单的
方式与大自然联系，以保持脚踏实地，
比如在电脑上播放海浪的声音，或者
在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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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里，群聚效应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关键联系才是重要的。”
——陈玉平（Grace Lee Boggs）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2022年开始时都希望有更强大的社区，在家庭和学校里有稳
定的日常，并能够与我们的亲人们面对面的聚会。但这场大流行病对黑人、原住
民和有色人种（BIPOC）社区和低收入人群造成的破坏尤其大，这其中有很多的
原因。我们的社区，由于过去和现在持续的种族不平等，造成了在教育、卫生保
健、就业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不平等。在Cool Culture，我们仍然保持着希望，因
为我们相信我们集体的力量。 

Cool Culture发起了“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健康和幸福
行动。这是一系列家庭和社区活动项目（线上和线下），为我们提供缓冲、反思、创
造、学习和行动的空间。我们的愿景是勇敢的对话和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关切的
空间，同时也分享在困难和繁荣时期支撑我们的家庭传统。我们寻求真正的对
话，讨论危害我们社区的社会动态，以及我们共同设想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社
区，我们将讨论在我们的学校和社区发生的事情，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是如何影
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还计划为心灵、身体和精神提供平静和复原的途径，激发能
够提供治愈和快乐时刻的艺术制作。 

加入我们吧！我们用艺术来相互交流故事，发现新的可以共享的治疗和创造变化
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来源于家庭传统的智慧和祖先的知识。让我们一起把我们集
体的福祉、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放在心上。

“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健康和幸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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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包括： 

社区对话提供了一个对话机会给所有的小组成员：父
母和其他照护者、教育工作者、博物馆工作人员、艺术
家和卫生工作者。我们将一起考虑这个时刻对我们的
健康有什么启示，艺术和文化在我们的整体疗愈过程
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大流行病之后需要的社会
变革。分组讨论将提供亲密的空间来处理各种想法，
确定战略，并制定与福祉和社会变革有关的目标。

健康和幸福行动将使我们一起联系、创造、想象和行动，为了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福祉，使
我们的社区成员获得：

• 对我们当前的健康状况的更深层认识：心灵、身体、精神和公民参与（以及我们的家庭
和社区）

• 了解我们社区传统的和本土的养生方法，我们家庭的传承和做法，以及西方医学实践

• 在社会层面对健康的意识，以及我们的健康和幸福相互依存的性质

• 了解健康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并且知道如何获得健康和幸福以及公民参与的资源，
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

• 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城市）的福祉愿景，以及可以迈向这个未
来愿景的第一步行动

海报征集活动邀请您和您的家人创作艺术作品，表达
福祉对您的意义以及您希望看到的社会变革。我们将
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上展示这些视觉艺术品。我们还会
选择将一些作品印刷出来，在全市的家庭和社区幸福
活动、学校、早教机构和其他社区场所展示。每一位艺
术创作者都将会有美好的纪念品！

幸福工具包（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会提供信息、活动和资
源，以支持你和你的亲人通过艺术和文化的方式来关注心
灵、身体、精神和公民福祉。 

家庭和社区幸福活动（线上和线下）将连接家庭并通
过一起观赏和制作艺术作品提供复原治疗方法。来自
我们社区的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艺术家
和卫生工作者将带领家庭活动，并在现场回答问题。
通过和我们的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作伙伴的协
作，我们会给您带来有趣的且适合家庭的体验，同时
也不会失去我们Cool Culture的传统：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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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定义幸福  
整体的幸福是指我们的心灵、身体和精神都很强大，并处于平衡状态。心灵、身体和精神的概念存在于许多不同的文
化中。我们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三种。

一些美国原住民部落，如拉科塔平原人，有一个神圣的环（或者叫“药轮”）作为健康
和治愈的象征。它被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代表一个基本方向（东南西北），同时
还有其他的隐喻：

• 人生的阶段：出生（黄色）、青年（红色）、成年或老年（黑色）、死亡（白色）

• 一年四季：春（黄色）、夏（红色）、秋（黑色）、冬（白色） 

• 生命的不同方面：精神、情感、智力、身体

• 自然的元素：火/太阳、空气、水、土

• 动物：熊、狼、水牛和其他动物

• 仪式性的植物：烟草、甜草、鼠尾草、雪松

来自西非加纳的阿肯族人有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叫做阿丁克拉（Adinkra）。其中有
一个符号Dweninmmen是一个抽象的公羊角形象，代表着（心灵、身体和灵魂的）力
量、谦逊、智慧和学习。 

阴阳是古代中国的一种二元论概念，或是一种想法：看似相反或对立的力量实际上
可能相互补充的，他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阴阳使事物进入和谐状态，以确
保所有事物持续地保持动态的平衡：两半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体。阴与冷、夜晚和女
性等相关联，而阳则与热、白天和男性相关联。

了解更多： 
The Adinkra dictionary: A visual primer on the language of Adinkra（《阿丁克拉词
典：阿丁克拉语言的视觉入门》）——W.布鲁斯·威利斯著
Medicine Ways: Traditional Healers and Healing（《医学方式：传统治疗师和治疗
方法》）——国家医学图书馆
What Is the Medicine Wheel – History and Meaning（《什么是药轮：历史和意义》
）——Symbolsage.com
北加州华美历史博物馆 ChineseAmericanMuse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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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健康的活动 
在我们的“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活动中，Cool Culture将提供适合家
庭的自我和家庭关注策略，例如这个健康自我检查。

心灵与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有关。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是否正在用鼻子深深地呼气和吸气？ 

身体与我们的生理状况有关。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 

精神通常被描述为能量或者培养与自然和自我的联系。我们可以问我
们自己： 

我的家人是否花时间静下心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我的社区如何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的家人是否喝了足够的水，吃了足够的健康食品？ 

当我的家人出门散步和玩耍时，是否感到我们的社区是有关联的
是安全的？ 

笔记 健康自我检查  

花10分钟来关注你的心灵、身体和精神。当你和你的家人评估你
们此刻的感受时，尝试使用这一份清单。 

我是否有足够的睡眠？我是否穿着舒适的衣服

什么样的活动会为我的家人带来正面的能量？  

在我的家里或者社区里，我可以在哪里找到一个静心、冥想或祷
告的空间？

我现在的能量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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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艺术的力量提高人的认识并引发改变  
海报博物馆（Poster House）是美国第一家专门研究海
报的博物馆。它将海报描述为视觉艺术作品，既是历史
文档，也是视觉交流的方式。创作海报的目的多种多样：
为了自我表达和放大自我关怀、呼吁社会变革、鼓励跨
文化理解和愈合，等等。  

例如，8岁的丹尼尔分享说，冥想帮助他在大流行病期间在家
里保持放松和专注。 

来源：Claudia Obata，国家公共电台 

《别让种族歧视像病毒一样传播》，2020，张嘉欣（Kayan Cheung-
Miaw），展于库珀·休伊特设计博物馆

数字海报，《黑人的命也是命/砍掉警察预算》，展于库珀·休伊特设计
博物馆

2020年，我们见证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后来关注于反亚裔暴力的活动中艺术的大爆发。无论这些海报是
专业印刷的，还是用记号笔在纸板上制作的，推动种族平等和团结的信息往往是鼓舞人心的，召唤了所有年龄和背
景的人加入其中。最近，海报又将健康和幸福与种族平等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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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CULTURE海报
征集   
Cool Culture认为海报是个很好的媒介，可以为健康和幸福的
对话添砖加瓦。“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
活动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
社区的文化知识和实践被重视，并用以激励自我关注、家庭关
注和社区关注。我们邀请你和你的家人通过海报表达你的独
特想法！ 

从纽约市各区像你这样的家庭那里了解到的以下情况是非常
有意义的： 

• 健康和幸福对你和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 你希望别人可以学习的你的家庭关于健康和幸福的实践
和仪式

• 在大流行病发生时，你对健康和幸福的担忧

• 你对大流行病之后的世界的梦想 

我们鼓励你将海报征集活动作为一项家庭活动，可以将所有
年龄段的儿童、照护者、表兄弟姐妹、老人和其他人聚集在一
起。你的作品可能会被选中印刷成一套明信片和海报，供你、
你的学校或早教机构适用，并在纽约市当地社区展示。这次征
集活动也对照护者和教育工作者开放！

提交你的海报
• 拍摄一张你的海报作品的照片，如果不是以数字格式
（jpg、pdf、png格式）制作的。 

• 通过电子邮件family@coolculture.org发送给Cool 
Culture，或使用此在线表格提交:
https://bit.ly/CoolCulturePosterArt  

• 包括你的姓名、孩子的姓名和年龄、所居住的区、学校或托
儿服务机构的名称。如果你有家庭通行证（Family Pass），
请附上编号。 

海报制作小贴士
建议的材料

• 纸或纸板（你可以回收纸盒

• 蜡笔、记号笔、彩色铅笔、颜料和画笔

• 旧杂志、布料、纸巾、胶水（用于拼贴画

• 数字工具：手机或平板电脑、相机、绘图应
用程序

集思广益
 

• 你的家庭在思考什么问题？你有哪些担忧
和你希望看到的变化？

• 你想到了哪些图像或符号来帮助你表现你
对健康和幸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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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活动期间，Cool Culture将分享由我们的家庭、教育工作者、艺
术家、博物馆合作伙伴和其他社区领袖组成的网络所带来的资源。这些资源的选择是为了引导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
获得支持、信息和治愈的机会。 

儿童照护和照护者支持  

• 婴儿咖啡馆（Baby Cafe）——母乳喂养母亲的支持小组，由位于布朗斯维尔、东哈林和特雷蒙的纽约市健康与精
神卫生局邻里健康行动中心主办。
www1.nyc.gov/site/doh/health/neighborhood-health/neighborhood-health-action-centers.page 。

• 纽约市儿童照护网络（NYC Child Care Connect）——了解由纽约市卫生局和纽约州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监
管的不同类型的免费和低价托儿所。www1.nyc.gov/site/doh/services/child-care.page 

• 托儿所招生——纽约市教育局为所有4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普及型托儿所，并为3岁的儿童提供一些三岁班名
额。点击这里进入招生邮件列表了解更多信息：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grade-by-grade 。

• 真正的父亲俱乐部（Real Dads Club）——为父亲和父亲形象提供的每周小组活动，以相互支持他们的情感关系
和对于孩子的抚养。由非营利性的机构“真正的父亲网络”主办。www.realdadsnetwork.org  

治愈与医学 
• COVID-19疫苗信息——5岁及以上儿童的一般疫苗接种信息以及有关疫苗要求的信息可在纽约市健康与心理

卫生局的网站上找到。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vaccines.page   

• COVID-19家中测试——为每个家庭免费订购四套COVID-19上门测试套件，网址是www.covidtests.gov。纽约市
卫生和医院公司还向所有免疫力低下的纽约人和65岁及以上的人提供上门测试服务。如需预约上门服务，请致
电929- 298-9400或访问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covid-19-testing-sites。 

• COVID-19测试——查找由纽约市卫生和医院公司管理的当地免费测试点  
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covid-19-testing-sites，或发短信“COVID TEST”到855-48。 

• NYC Care——通过纽约市卫生和医院公司为纽约人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医疗服务。请致电646-NYC-CARE或访问
www.nyccare.nyc。

• 纽约市所有人的精神健康（NYC Mental Health for All）——包括幼儿心理健康网络，为担心孩子情绪或行为的
家庭提供支持，专为刚出生至5岁的儿童及其家庭设计；以及家庭咨询，帮助改善沟通并与双语治疗师建立更牢
固的关系。请致电1-888-692-9355或访问mentalhealthforall.nyc.gov。 

• 愈合正义心理健康教育——Fireweed Collective通过愈合正义的视角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互助服务。他们的工
作旨在打破虐待和压迫系统带来的伤害，往往由心理健康系统造成。他们设想了一个世界，其中所有社区都能
自我决定他们的护理、医药和健康的来源。fireweedcollective.org  

• 包容性治疗网络——寻找以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以及LGBTQ+社区需求为中心的心理健康提供者
的工具。www.inclusivetherapists.com 

支持健康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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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 Well——一个免费和保密的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支持连接，可通过谈话、短信和聊天全天候提供。
nycwell.cityofnewyork.us/zh

• 塑身纽约市（Shape Up NYC）——在五个区都有免费的团体健身计划，有室内和室外的活动，还有适合家庭的活
动。许多活动同时适应年轻和年长的参与者。www.nycgovparks.org/events/shape-up-nyc

• SOMOS社区护理——一个由纽约市2,500多名医疗服务提供者组成的网络，他们共同确保为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白卡）成员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他们有一个按医生专业寻找保健医生的工具，提供英文、西班牙
文和中文。somoscc.wpengine.com/providers-map 

社区参与
• 联系你的市议员——你当地选出的市议员有一个办公室，其工作人员专门帮助居民解决一系列的服务、问题和

议题。在这里按地址查找你所在的区，并与市议员取得联系： council.nyc.gov/districts.

• 寻找你的政府代表：联系代表你的地方、城市和州政府官员，分享你的想法和关切，并寻求解决方案。
www.mygovnyc.org

• 公共图书馆——纽约市的三个公共图书馆系统提供了许多免费的资源和项目活动，以满足当地的需求，并促进
所有年龄段的社区意识。
www.nypl.org （服务布朗克斯、曼哈顿和史丹顿岛）
www.queenslibrary.org
www.bklynlibrary.org

请注意今年春天Cool Culture围绕心灵、身体、精神和公民幸福而推出的
工具包为家庭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更深入的资源清单和活动。 

作为“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健康和幸福行动的一部分，它
们将包含评估福祉的框架，同时提供艺术制作活动，以激发围绕不同福祉和疗愈

形态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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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的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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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的哪些文化机构正在激励我们处理我们的我们的健康状态，并激励我们围绕心灵、身
体、精神或公民参与采取行动？库珀·休伊特设计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为参观者提供了对大流
行病的创意回应。展览将持续到2月20日。你可以用你的Cool Culture家庭通行证免费参观这
个展览，以及近90家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的活动。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合作伙伴参观门
户上查看最新的参观指南：
https://bit.ly/VisitCoolCulturePartners

特色合作伙伴

聚焦合作伙伴：
库珀·休伊特史密森设计博物馆 
设计与疗愈：对大流行病的创意回应

艺术是如何被用来处理环球事件并激发行动的？设计在危机时期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展览展
示了设计师、艺术家、医生、工程师和邻居们的作品，他们问道：”我能帮什么忙？” 为了应对危
机，他们创造了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设备、互助活动、信息图表、海报和建筑。

请你的孩子思考：在大流行病期间，他们看到自己的社区有谁出手相助、创造或倡导？他们做
了什么？

欢迎工具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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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
加入我们

Cool Culture与Title 1学区内的小学和早教中心合作，与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创建项目和活动。

通过与Cool Culture的合作，家庭通过他们的学校或早教中心注册，以使用家庭通行证（Family Pass）。该通行证
提供一系列艺术和文化活动，可以免费进入近90个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包括布鲁克林博物馆、El Museo del 

Barrio、中央公园动物园和更多的地方！

捐款以支持我们的工作：  www.coolculture.org/donate 

谢谢！
Cool Culture的项目是由像您这样慷慨的捐赠者实现的。作为一个501(c)3非营利组织，我们依靠公共和私人捐款，
为超过50,000个家庭、教育工作者伙伴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建立在机构内部和外部联系、创造和集体发展艺术和文

化的能力。 

“我们是一件艺术品”（We Are a Work of Art）健康和幸福行动的部分资金由纽约市青年和社区发展局提供。 

Cool Culture, Inc.由以下捐赠者支持：
Beth Uffner Arts Fund; Capital Group; Cooper Family Foundation Inc; Louis and Anne Abrons Foundation; 

Mid Atlantic Arts Foundation; Morris and Alma Schapiro Fund;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PHILLIPS Auctioneers LLC; The Bay and Paul Foundations; The Cornelia T. Bailey Foundation; The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Mission and Benevolence Fund; Fisher Brothers Foundation; The Hyde and Watson Foundation; 
Laurie M. Tisch Illumination Fund; Lily Auchincloss Foundation; Charles Kaplan Fund of the Mayer and 

Morris Kaplan Family Foundatio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New York Community Trust;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 Verizon; Cool 

Culture慷慨的董事会成员，以及无数个人捐赠者。 

董事会成员
Candice Anderson 执行主任 , Mitzi Cohen, Jared Cooper, Cathy Elkies, Samantha Gilbert, Dr. Christopher John 

Godfrey, Rob Krulak, Risa Meyer, Edwina Meyers, Jonathan VanAntwerpen, 
Ahmed Yearwood 

Cool Culture设想一个公平的社会，重视、拥抱所有的文化并使之更加丰富。我们的使命是放大家庭的声音，通过文
化机构内外的艺术和文化，增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社区的力量。 

80 Hanson Place
Brooklyn, NY 11217
www.coolculture.org 

健康和幸福行动话题标签：#WeAreAWorkofArt  
@CoolCulture

联系我们：family@coolculture.org  

http://www.coolculture.org/donate 
http://www.coolculture.org/donate
http://family@coolcultur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