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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野餐

2011 年度麋鹿林華人聯誼會(EGCA)夏季野
餐於七月三十日在 Miwok 公園隆重舉行。這次
夏季野餐活動, 一共有将近 200 名會員家人和朋
友參加。本次活动还發展了不少新會員。
一大清早, 副會長梁建華和她先生區偉泉,
在大多數會員還在睡夢之中的時候, 就已經早
早趕到公園, 為我們鎖定場地, 以確保野餐能
如期舉行。
接著各位理事相繼而來, 大家在會長陳建軍
的帶領下, 搬來桌子, 擺開椅子, 架起爐子,醃
上牛肉和雞肉, 熱火朝天地準備起來。在附近
的草坪上, 還架起了供大家娛樂的排球架。
時近中午, 會員們陸續趕到。各家各戶都帶
來了可口的甜點和新鮮的果蔬。聚餐在歡樂和
愉快的氣氛中進行。大家都對美味的烤牛肉贊
不絕口。
進餐之後, 老會長梁建華逐一介紹了本年度
新理事會成員, 今年的新當選的理事有秘書長
葉鳴紫﹐財務理事詹濤和老年事務理事梁寶安,
並感謝為聯誼會做出了貢獻的卸任副會長懷濤,
秘書長梁穎慈和任職多年的財務理事梁惠民先
生。最後的壓軸戲, 孩子們打皮納塔(Pinãta)
的遊戲, 把本次活動推到了最高潮。許多會員
說, 夏季野餐是他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它為
各個會員交流和相識提供的一個很好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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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野營

夏季里另一個受歡迎的活動就是野營。
今年的營地坐落在離 Marysville 不遠的湖
邊。營地裡有不少水上設施, 是一個理想的野營
聖地。 這次活動, 共有 16 個家庭參加。其中 36
個大人, 16 個兒童。

今年的天氣特別合作，日暖夜涼﹐明月
高照﹐微風輕掠。各個營員在休閒避暑的同時,
還享受了會長陳建軍和副會長孙瑪瑞準備的豐富
的晚餐。各個營員也自帶了各色菜點, 供大家分
享。
在此特别感谢聯誼會會員張毅強(Raymond
Cheung) 給大家聯繫和提供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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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簡訊:

文藝簡訊:

continued from page 1





２０１１網球聯誼活动
由會員自發組織的網球比賽將于八月二十
八日舉行。 這是一個以網球社交為主的
活動。感興趣者請和 Kevin Lee 聯繫。
(lee8333888@yahoo.com)



continued on page 3

2011兒童才藝表演將于十二月十日(星期六)舉
行。如果您有什麼好的意見和建議, 請跟文娛
理事袁敬聯繫。


乒乓球比賽

華人春節聯歡演出
為慶祝中國農曆新年, 聯誼會將組織一個由老
中青會員和兒童參與的合唱節目﹐參加於2012
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地區華人春節聯歡
會﹐歡迎各會員家庭踴躍報名。

九月十七日, 聯誼會的乒乓球隊將代表我
們 聯 誼 會 參 加 The 2011 Sacramento
Chinese Table Tennis Team tournament。


2011 兒童才藝表演

排練地點: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第一次練習時間：九月十六日 8:00 -9:30 pm。
練習時間為每兩週一次。

篮球比赛
為慶祝中秋節, 聯誼會藍球隊將代表我們
聯誼會參加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教會主辦的三人籃球賽。

在此預祝我們的隊伍取得好成績!
經聯誼會理事會討論通過，熱烈歡迎下列新成員入會：
盛怡﹑劉進軍
陳天順﹑唐方
卲仲京﹑陳榮麗
黃健林﹑周素環
何治雄﹑王春萍
歐向寶﹑歐麥若（Paul and Myra Oaks）

麻將比賽:

吳國斌
陳國雄

麻將比賽將于十一月五日舉行。現已開始接受
報名。有興趣參加者請与孫瑪瑞聯系。她的聯
系方式: maruiw20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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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夏季野營小記

每年夏季來臨，總有朋友來問，是否相約去野營。向來對旅館要求甚高的我， 一直以各種藉口推辭了。
可是，隨著女兒年齡的長大，她對野營的嚮往也是與日俱增。今年聽說聯誼會夏季野營trailer 還有名额， 在
女兒的懇求和老公的鼓勵下， 我終於下定決心， 報名參加。
出發前一周，會長陳建軍便給大家發了一封長長的信。信裡詳細介紹了需要帶的物品和食品，還附上了
開車路線和活動計劃。這令我對野營有了些許憧憬。
週五下午四點， 我們與紅娟夫婦，和瑪瑞，相約一起出發。晚上六點便到了位於Sacramento Valley邊緣
的Lake of Springs 營地。
門口的工作人員熱情而又簡潔地向我們介紹了整個園區，我們大部隊紮營的地方，以及trailer的位置。
我們車子以每小時五邁的速度駛向最終的目的地。一到那兒, 便見到了建華夫婦, 還有為我們這次活動
聯繫安排的Raymond。 會長陳建軍早已經在那兒, 支起烤爐, 開始醃制他的拿手好菜烤牛肉了。
隨著瑪瑞的加入,我們的營地很快便炊煙繚繞起來。不用分工, 大家默契而又輕鬆地進入了各自的角色。
建軍烤著牛肉,瑪瑞煮著香腸和蔬菜。不時有人自告奮勇地為他倆打下手。其餘的營員, 或是三五個, 聚在一
起, 喝著啤酒, 吃著薯片, 暇意地聊天; 或是一家人, 圍坐在帳篷前的桌邊, 享受三代同堂的天倫之樂。
天色漸暗,所有的營員已經紮好帳篷。每家帶著自己準備的甜點, 蔬菜,和水果,聚集到BBQ 桌前。眨眼,
一桌豐盛的晚餐便呈現在大家的眼前。我們的品酒專家William 照例給大家帶來了各種美味紅酒,供營員們品
嘗。大家坐在一起,邊吃邊天南地北地聊著。
看著滿月我的心中忽然一動,想起了席慕容的一首詩:
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模糊的悵望/仿佛霧裡的揮手別離
離別後
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

手裡拿著William 斟上的酒,輕輕抿了一口,有一點點苦,夾雜著葡萄的酸甜。鼻子有些酸楚的感覺,那,應
該是鄉愁的味道吧。
“吃好了大家一起來玩警察和殺手的遊戲”紅娟在一旁喊。我的思緒也被猛的拉了回來。
飯飽酒足,又玩完遊戲, 已是半夜時分。我們回到了trailer。
第二天早上醒來, 已近9 點。本來和瑪瑞他們約好一起吃早餐的,想來他們早已吃好了。自己煮了一些,
匆匆吃完,便趕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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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活動是單人Kayak。瑪瑞和建華率先上了自己的小艇,在水裡自由自在地劃了起來。紳士William
給每個新手仔細地介紹了划船技巧,並帮助把大家的船拖出碼頭後, 才最後一個登上Kayak。每個人在進入湖
中心之前, 還由建軍給拍了一張照,留下了光輝形象。
擅于游泳而又愛好水上運動的女兒和老公很快便掌握了技巧,顯得如魚得水起來。不會游泳的我, 卻由於
特別謹慎,而顯得笨拙。“沒關係,你掉水裡去,有我們救你呢。”在老公的鼓勵下,我們一起向對岸劃去。
“媽媽,你好棒。”難得女兒誇我, 心裡有絲絲 得意。不遠處,傳來了紅娟的笑聲。不會游泳的她,坐在Kayak
裡,由不會游泳的詹濤的小艇拖著,用建華的話來說,那真是小資極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是正午。營地有些悶熱起來。我們一起回去,吃了由瑪瑞準備的三明治,便去Club
House 乘涼,繼續我們的警察和殺手的遊戲。
在警察,殺手和平民的鬥志鬥勇之中,時間在悄悄溜走。不知不覺,晚飯時分已經來臨。我們的大廚瑪瑞和
建軍,再次掌勺,毫無怨言地為我們做了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又和昨晚不同的豐盛的晚餐。和第一晚一樣, 大家
直到半夜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自己的帳篷。
周日早上,當被告知check out 後仍可去湖邊嬉水時,女兒興奮了好久。這次,我和女兒,還有詹濤和紅娟,
改坐碰碰船,打水仗。而其它的人繼續坐Kayak。看到 Raymond 一家耐心靜侯在岸邊, 我的心中不僅涌起一
陣感謝。
午飯之後,我們踏上了回家的路。打開車上的錄音機,飄出來群星演唱的一首老歌《相亲相爱》: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相親相愛的一家人/有緣才能相聚/有心才會珍惜。。。。。。

眼前突然浮現的是建華每每提起“我們聯誼會”時那種驕傲的神情,這種特別的表情, 瑪瑞有, 建軍有,
長志也有。突然感到, 這裡面還有一種家的感覺。是啊,我們的聯誼會,何嘗不是一個大家庭,它為在外漂流的
遊子,提供了一個休息的港灣;讓一棵棵浮萍, 有了根的感覺。請讓我們一起來珍惜這相識相聚的緣分。

鳴紫 寫于 2011 年8 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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