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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奖学金       
 

   “麦当劳优秀青年奖学金"旨在奖励即将进入大

学的全美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每个获奖者可以获

得$1,000的奖学金。多年来, 联谊会一直是其亚

洲部门委员会成员。 

 

     新一年的麦当劳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可以在 http://rmhc.org/what-

we-do/rmhc-u-s-scholarships/上申请。 报名截止

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27 日。具体事宜请及时和副会

长梁建华联络。她的联络方式是:  

jhliang77@yahoo.com。 

  
    继我们收到$400 捐款之后,又有一户不愿透露

姓名的家庭向联谊会捐款$300，以支持联谊会的各

项活动。 

 

    在此, 理事會的全体理事向他们表示感谢！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迎新成员

周玉华（Eva Zhou）入会。  

启事 

本通讯自创刊以来，一直使用繁体字。考虑到

易认易写的简化汉字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简化汉字

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华人所接受，经糜鹿林华人联

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自本期通讯起使用简化字。

希望此举能够得到联谊会会员、读者的理解、支持

和欢迎。 

习惯阅读繁体字的会员、读者， 可以使用以

下简化字转繁体字网站，继续阅读我们的通讯。

http://www.khngai.com/chinese/tools/convert.php 

    糜鹿林华人联谊会通讯录及其网站将进一步采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不愿自己

的影像出现在录像带、照片、数字媒体或任何其它

形式的电子或印刷媒介, 请速和叶鸣紫联系。 她

的联系方式是: ye_mingzi@hotmail.com。 

糜鹿林华人联谊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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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儿童才艺表演及节日晚会的台前幕后 

会长: 陈建军           

 

    联谊会第十二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于十二月十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在优美华丽而又轻

松欢快的“华尔兹三部曲”中拉开了序幕。乐队的指挥陈仁民老师这首曲子的拍子刚落，

舞台上出现了四位充满青春朝气节目主持人：钦昭琳 (13岁) 、张聿风(12岁) 、薛佳宇

(14岁) 、何湾湾(14岁)。他们操着流畅闲熟的普通话向观众表示欢迎：“ 欢歌咏祥泰，

劲舞福门开 。 尊敬的各位家长，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 EGCA

大家庭欢聚一堂，共同迎接2012年的到来。让我们唱起来，舞起来，乐起来!” 好是一番

气派! 您可知道，除了这四位孩子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他们的妈妈：赵薇、徐欣、叶鸣紫

和吴江，为这可是下了功夫的。往年的才艺表演，筹委会要去四处招募主持人。可今年报

名还未结束，主持人就已“员满不招”了。而且候选人都是有经验的主持人。甚至连明年

的主持人位置都已经有人排上队了。全场32个精彩的节目，形式多样，质量上乘。小主持

人们搭对合作，把节目的介绍得幽默风趣，还添加了与观众互动的有奖猜谜。今年的节目

继续有新形式和新演员的出现，人丁兴旺，后继有人。许多保留节目也更显闲熟老练。 

 

 

 摄影：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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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儿童才艺表演从创办至今已12年了，它旨在给孩子们提供舞台，既弘扬华夏的

文化传统，又培养孩子们融入当今社会的技能和才艺。正如才艺表演的标致所慨示：“子

五湖而来，根鹿林而落；花今日芬芳，星明日闪烁。” 在我们日常繁忙的工作和生活

中，要以一个非牟利的机构的形式来举办这样具有相当水平和规模的表演会，没有各位家

长、联谊会的全体理事和会员们的全力

支持和贡献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特

别感谢徐欣和叶鸣紫两位在节目顺序编

排和节目单编辑排版方面出色工作。还

要感谢主理灯光和舞台布置的黄东梓，

操作音响的怀涛，以及舞台监督张衍

达。今年舞台及表演的全面效果有了非

常明显的提高。这与他们几位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理事会就此再次感谢以下出力的“工作人员”: 

 筹划委员会：  袁敬、叶鸣紫、陈建军 

舞台监督：  张衍达 

舞台设计与制作： 陈建军、张小燕、黄东梓 

节目指导及组织： 陈仁民、窦寰宇、吴坵花、汤利 

 场务：   徐欣、赵薇、叶鸣紫、黄昊怀、邱金亚、黄恺琳、 

    王玮、马爱红、龚乐文、伍丽萍、黄长志等  

公关：   梁建华 

摄影：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摄影小组代表：吴炳威、梁宝安、 

   区伟泉等   

录像：   陈建军、黄东梓、夏凉 

音响：   怀涛 

灯光：   黄东梓、谢建锋 

 编辑：   叶鸣紫、徐欣、赵薇、袁敬、陈建军 

 

    “Elk Grove Citizen" 报纸当天派了记者到才艺表演现场作了专题采访和拍照，并在表

演之后星期三的报纸的头版登载了报导和许多照片。我们感谢副会长梁建华公关工作的成

果。有关报导可在此报社网页查阅： 

   摄影: Steven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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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gcitizen.com/articles/2011/12/16/news/doc4ee7e95e87c2f426589701.txt.  

 

今年的节日晚会，因部分舞蹈干将外

出而未能及时排练舞蹈节目，但在文娱理

事袁敬的主理协调下，我们上演了一台与

往年相比毫不逊色的晚会。晚会主持人袁

敬、王玮在去年合作的基础上，创新发

挥，把各种主持风格融于一体，将诸多的

表演元素和“笑果”糅入节目播报与背景

介绍，把节目主持演绎成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品表演，博得满堂 

喝彩。传统开场节目大合唱开儿童合唱队与成人合唱队一同登台之先河，41人的强大阵

容，前所未有。混声合唱难度非小，吴红娟领衔主唱闪亮登场，队员演唱音色和谐优美，

气势恢宏。袁敬编排并与黄长志表演的相声“学外语”逗得台下观众笑声不断，彩声连

连，里面的桥段甚至成为小朋友们新年新的流行语。黄凤球和邝美薇两位女士表演了传统

粤剧《紫钗记》之街灯拾翠选段，她们声音优雅，粤味浓郁，为晚会增色不少。李斯特再

传弟子指导的薛佳宇小朋友身手非凡，仅在与歌手的两次配合练习之后，她便用钢琴为会

长陈建军伴奏了难度颇高的中国男高音经典歌曲“北京颂歌”。 他们的精彩演出获得了

观众的普遍好评。由汤利和袁敬编导的滑稽秀：“中外歌曲大串烧”成了晚会的又一个亮

点。这个节目从构思到排练只有几天时间，服装和道具由汤利一手制作。最后的演员是在

表演的前一天才得到角色的。尽管如此，新颖的编排，夸张的道具，和到位的表演赢得了

观众热烈的掌声。我们对汤利、陈红、黄东梓、龚余莲的生动表演致以深深的谢意。精彩

的压轴戏是吴坵花师傅及学生的精彩表演。我们的老朋友吴师傅全力支持，再次带领高徒

登台献艺，还特地为联谊会的小学员

们编排武术表演节目，参加表演的小

朋友有：杜博文、袁恪存、张舒元、

杜庭安、章宇珩、徐田钥和杨瑞星

等。我们对吴师傅表示衷心的感谢。 

 

(* 鸣谢袁敬等理事对此文的修改、补充和

校对。) 

摄影: Steven Leung 

 

摄影: Steven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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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三文鱼洄游游记 
 

            作者：黄长志 

            摄影：陈建军 
 

 

 
 

 
          

         11 月 19 日，联谊会员老老少少、大大小小 30 余人，去参观 Sacramento 东边加州渔

猎局属下 Nimbus 鲑鱼孵化场。那天雨后天晴，阳光明媚，一路上心情无比舒畅。因为我

会会员过去为鲑鱼孵化场的三文鱼节做过舞蹈表演，把三文鱼的科普资料翻成中文，提供

“群众演员”拍摄宣传明信片，所以与鲑鱼孵化场的游客中心关系特好。因此，原本需提

前一年预约的接待只需提前一个月的预约就搞定。游客中心还特别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讲解

员 Chris 接待我会会员。 

     鲑鱼又称三文鱼，“三文鱼”是洋泾浜英语的“salmon”的发音。在我国东北称大

马哈鱼。三文鱼是一种较广地分布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冷水鱼类。有着十分奇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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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它主要在远离大洋的淡水河湖中孵化。在这些水域生活一年后游向大海。在海水中

生活数年后长大成熟，然后又在深藏其身体内一种神秘基因催动下，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踏

上返回原栖息地的征程。 

     三文鱼的一生令人惊叹，从鱼卵开始——每条雌鱼能够产下大约四千个左右的鱼

卵，但大量的鱼卵还是被其他鱼类和鸟类吃掉，幸存下来的鱼卵长成幼鱼。春天来临，幼

鱼顺流而下，进入河川，一年后再顺流而下进入大海，每四条有三条被吃掉，只有一条能

顺利进入大海。四年后，它们经历无数艰险，才能长成大约三公斤左右的成熟三文鱼。这

个时候，它们开始了回家的旅程，凭藉小时候记忆的味道，一路找到它出生的地方。从大

洋一进入淡水域，三文鱼便停止进食，凭着身体脂肪中储存的能量，成群结队逆流而上，

用十几天的时间克服洄游路上种种艰难险阻，急流和险滩，甚至会有跳龙门一样的跳跃和

冲撞。一路上的逆水搏击，三文鱼银白色的身体在洄游过程中变成猩红，据说这是因为用

力过猛，崩裂了血管，殷红的鲜血浸透全身肌肤所致。洄游消耗掉它们几乎所有的能量和

体力，有些鱼变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食，有些鱼在快到目的地之前力竭而亡，极少活下来的

三文鱼能到达产卵地。到达产卵地后，它们还不能休息，要继续完成逆水洄游的最后辉煌

——在那些它们生活过的清澈溪水的砂砾河床上，开始成双成对地挖坑产卵授精，产卵受

精完毕之后，三文鱼精疲力竭，便静静地安眠在故乡溪水绿荫中，完成了它奇迹般的生命

循环。 

 

 
(图 1) 这就是 American River，铁栏柵以放下，阻止鲑

鱼游到上游的 Nimbus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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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 年，由于在 Sacramento 的 American River 上游兴建了 Folsom及 Nimbus 两个水

坝及水力发电厂，把上游的通道给阻绝了，这样鲑鱼就无法回到它出生地传宗接代。为了

补救鲑鱼及钢头鳟鱼的产卵地被破坏，及永久解决鲑鱼洄游的问题，加州政府在 1955 年

水坝完工的同时也建立 Nimbus 鲑鱼孵化场，位于水坝下游 0.3 英哩左侧。每年鲑鱼跟鳟

鱼的洄游是自然界令人赞叹的一件大事。 

 

 

才放到 American River 开始它们的一生，他们会从 American River，游到 Sacramento River

进入大海，在四年之后这些有迁居习惯的鱼群会利用他们敏锐的嗅觉引导他们回到当初他

们孵化的河流上游或孵化场所放养的河流去产卵，大部分成熟的鲑鱼会在秋天 9-11 月进

入 American River，接下来鳟鱼也进入 American River 来产卵。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再游回

这里传宗接代结束他们的一生。就这样，鲑鱼孵化场利用人工的方式将卵取出、孵化、养

大、放回河里，如此一来才使鲑鱼的数量不至减少。听完解说之后对鲑鱼的一生有更进一

步的认识。 

    每年 11 月会有鲑鱼从大海游回

Sacramento River 之后，有部分转 American 

River，在碰到 Nimbus 水坝之前，经由人造

的鱼梯，鲑鱼逆流而上往上跳进聚集池，

工作人员检查如果鲑鱼已经可以生产了，

就为母鲑鱼进行剖腹生产。虽然有些残

忍，但母鲑鱼即使是自然生产也是马上就

死了。把每一尾母鲑鱼肚子里的鱼卵取出

放入容器内，再用另一尾公鲑鱼进行人工

射精完成授精。因为鲑鱼卵容易被一些鱼

类或鸟类所食，因此加州政府为了保护生

态设了鲑鱼繁殖中心，以人工方式让鲑鱼

孵化。鲑鱼在人工孵化后先在孵育池长大

六个月，而钢头鳟鱼在此成长一年之后，  
(图 2) 左边是人造的鱼梯，鲑鱼可以逆流

而上往上跳，鱼梯非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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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后内心不禁感慨万千，三文鱼，这一在地球上生存了两百万年之久的生物物

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干旱、火山爆发、冰川消融和瘟疫流行，它们顽强地生存

了下来。周而复始地继续着自己的从淡水到咸水，又从咸水到淡水的奇迹般的生命循环。

它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震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循环，也正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它们觉得生命最后一生应该献给自己的后代，它们的生命因为

繁衍后代而变得永恒。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三文鱼的生命历程有几分神似，为了自

己的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父母对我们倾注了无限的爱，这中间充满了无私奉献和自我牺

牲的精神。 

  

(图 3) 孵化场里的鳟鱼孵育池。等孵化出来的小鱼

略大，就放入室外鳟鱼孵育池喂养(此水池上方设网

子以防止鸟类偷吃小鱼)，再等这些小鱼长大放回溪

中流回大海。 

 

(图 4) 喂鱼时看鱼群抢食也是蛮有趣的（鱼食原本

要买的，讲解员 Chris 特意拿了一大袋让联谊会的小

朋友免费投放）。 

 

 

 

 

鸣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