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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8 月 25 日, EGCA 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的理事会。 得票结果如下:  

陈陈陈陈建建建建军军军军                                            83838383    

梁建梁建梁建梁建华华华华                                                82828282            

孙玛孙玛孙玛孙玛瑞瑞瑞瑞                                            82828282    

叶鸣叶鸣叶鸣叶鸣紫紫紫紫    77776666    

黄长黄长黄长黄长志志志志                                            72727272    

詹詹詹詹涛涛涛涛                                                            72727272    

黄东黄东黄东黄东梓梓梓梓                                                63636363    

张张张张衍衍衍衍达达达达                                            63636363    

陈陈陈陈舒舒舒舒    57575757    

 

   理事会经过讨论, 具体分工如下：  

会长会长会长会长::::                    黄长黄长黄长黄长志志志志    

副副副副会长会长会长会长::::            梁建梁建梁建梁建华华华华﹑﹑﹑﹑黄东黄东黄东黄东梓梓梓梓    

秘秘秘秘书长书长书长书长::::            
叶鸣叶鸣叶鸣叶鸣紫紫紫紫    

财务财务财务财务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詹詹詹詹涛涛涛涛    

文文文文艺艺艺艺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陈陈陈陈建建建建军军军军    

体育理事体育理事体育理事体育理事::::            张张张张衍衍衍衍达达达达    

中中中中老年老年老年老年事务事务事务事务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孙玛孙玛孙玛孙玛瑞瑞瑞瑞    

后勤理事后勤理事后勤理事后勤理事::::    
陈陈陈陈舒舒舒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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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页页页页    欢欢欢欢迎新迎新迎新迎新会员会员会员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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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事会理事： 

前排左起: 黄东梓、孙玛瑞、黄长志、梁建华 

后排左起：陈建军、叶鸣紫、陈舒、詹涛、张衍达 

摄影：区伟泉     后期制作： 胡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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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秋季秋季秋季烧烧烧烧烤烤烤烤    
 

 

 

 

 

2012 年麋鹿林华人联谊会的秋季烧

烤如期在 Miwok 公园举行。 

和往年一样，副会长梁建华和她先生

区伟泉在清晨赶到公园，锁定场地。 

随后陈建军带着他提早买好的牛肉和

鸡肉，和孙玛瑞、潘欣桐、黄愷琳开始腌

制。不久， 叶鸣紫和薛良也赶到帮助。  

黄东梓和陈舒负责准备饮料和餐具，

张衍达、潘啸宇和詹涛组织了孩子们喜欢

的皮纳塔（Pinata）游戏。  理事们还在

草坪上架起了排球架。  

中午时分，会员们带着自家准备的甜

点和新鲜蔬菜，陆续赶到。 理事们热火

朝天地开始烧烤起来。其间，曾经接受过

两年厨师训练的会员陈天顺向烧烤的理事

们传授了烧烤秘诀， 大家对美味的烤肉

赞不绝口。  

  

午餐之后，负责年会理事选举的孙玛

瑞向大家逐一介绍了本年度的理事会成员. 

今年新当选的理事有副会长黄东梓、体育

理事张衍达和后勤理事陈舒。同时感谢卸

任理事梁宝安、袁敬、高婷娟在过去对联

谊会作出的贡献。 

 

 

 

摄影：  区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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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户不愿透露姓名的联谊会老

会员家庭向联谊会捐款$60，以支持联谊

会乒乓球球队的比赛。 

 

在此, 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向他们表示

感谢！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麻将比赛麻将比赛麻将比赛麻将比赛    
 

 

 
 

2012 年麻将比赛将于 11月 10 日

举行。现已开始接受报名。有兴趣参加者

请和中老年事务理事孙玛瑞联系。她的联

系方式是: maruiw2000@gmail.com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

迎以下新成员入会:  

 

Yu  Steve Sai    

Zhou  Lily He & Steve  周晓光﹑何路平 

Sim  Steven Lam & Kai Chee  沈介之﹑林文琪 

Wang  Linda  汪容华 

Nie  Xiliang  聶西凉 

Wu  Yanfang Qiu & Peter  吳佩中﹑丘燕芳 

 

 

联谊会理事会联谊会理事会联谊会理事会联谊会理事会 2011201120112011----

2012201220122012 年度工作年度工作年度工作年度工作    
 
 
 

前任前任前任前任会长会长会长会长: : : : 陈陈陈陈建建建建军军军军    

    

    

在8月25日(星期六)

晚举行的联谊会第15届年

会上，即将期满离任的联

谊会会长陈建军代表理事

会对2011-12年度的工作作

了简要的报告。会长首先

逐一介绍了联谊会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副

会长梁建华和孙玛瑞，秘书长叶鸣紫、财

务理事詹涛、文艺理事袁敬、体育理事黄

长志、以及因外出未能出席年会的后勤理

事高婷娟和中老年事务理事梁宝安，并感

谢各位理事在过去一年中的辛勤工作和出

色贡献，他强调联谊会所取得的成绩是全

体理事和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的结

果。会长指出，假如要在去年第一次担任

理事的三位理事中选出一位“新秀奖”的

获得者的话，当之无愧的“新秀奖”得主

应该是秘书长叶鸣紫。在她主笔之下的

“联谊通讯”，图文并茂，生动新颖，以

崭新面貌与会员见面。但也不是没有竞争

的，新任财务理事詹涛，一点也不含糊，

帐目条条有理，为捐款人提供报税单据和

回信感谢。梁宝安理事主动为联谊会的演

出担任摄影，还出钱出力支持儿童才艺表

演。会长还特别感谢了因孩子年小或本人

年高而提出不再续任的后勤理事高婷娟和

中老年事务理事梁宝安。 

 

会长特地感谢了儿童才艺表演筹

委会的成员袁敬、叶鸣紫、徐欣以及舞台

监督张衍达；儿童才艺表演的小主持人钦

昭琳、张聿风、薛佳宇、何湾湾四位；以

及节目的组织和编导赵薇、汤利，晚会的

爱爱爱爱心捐款心捐款心捐款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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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袁敬、王玮等。去年才艺表演DVD

的销售数额也超过的前一年。继前年联谊

会收到一位会员家庭的$300捐款之后，去

年我们再次收到那家会员家庭的$400捐

款，以及多位会员朋友的捐出的$312，

$300，$120，$40， $20 等等。会员的积

极支持是我们联谊会不断发展兴旺的原因

之一。会长代表理事会对这些慷慨赞助联

谊会的会员表示衷心感谢。还有不少参加

文艺演出活动的会员把联谊会分发的补偿

金，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捐赠回给了联

谊会。由于本地政府和校区的财政困难，

从去年秋季开始学校场地租金大幅度上

涨。在我们向篮球队说明情况之后，球队

队员都乐意分担了星期五学校场地的部分

租金。这些对我们联谊会的生存和发展是

非常重要的。 

 

会长接着对联谊会过去一年中的

主要活动和进步作了概述。文艺演出活动

次数和形式胜出以往。除了联谊会每年一

度的儿童才艺表演和节日晚会，我们还参

与了本地华人春节联欢会的演出、Valley 

Hi-North Laguna 公共图书馆主办的中国

文化专场演出、以及每年一度在沙市老城

举行的亚太街会。成人儿童合唱队、成人

舞蹈、儿童舞蹈、儿童武术、小提琴与乐

队、滑稽联唱、相声等等，形式不断创

新。 

 

联谊会为适应会员兴趣组织多样

化活动：每年一度的野营活动有不少会员

参与。去年深秋组织参观了三文鱼回游和

鱼苗培育场。春天观看了沙丘鹤等候鸟的

迁徙独特景观。联谊会摄影小组的活动更

是丰富多彩。 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湾

区的名胜和风景点。理事会还特别感谢摄

影小组的吴炳威、梁宝安、区伟泉、黄竞

天等为联谊会的活动摄下了珍贵的照片。

大家可通过联谊会网页

(www.elkgrovechinese.org)上提供的链

接尾随他们的镜头和足迹。 

 

联谊会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去年

的外出比赛战绩可观，详情可参阅联谊通

讯上的有关具体报导。网球活动也在积极

进行，每周不断。A组B组时而交流聚会。

最近，高尔夫球爱好者也在积极练习，筹

备组队。经副会长孙玛瑞和文娱理事袁敬

的全力组织和协调，联谊会本年度的卡拉

OK比赛和麻将比赛也取得圆满成功，吸引

了不少的新秀上场。爱好者相聚，切磋技

艺，不断提高。在会员中还掀起了轮流举

办的“卡拉OK”每月一唱的活动。麻将活

动也是打得火热。联谊会每年的BBQ烧烤

聚会也是相当有特色的活动。年会和节日

晚会聚餐也相当丰盛。有我们理事们的齐

心努力，保证了每次活动的成功。会长自

豪地说这并不是我们当地所有的社团都能

办到的。 

 

会长还特别感谢负责联谊会网页

更新和管理工作的黄竞天，以及负责与学

校联系场地工作的谢建锋、黄东梓夫妇。

他们的努力，为联谊会提供了交流和聚会

的渠道和场所。 

 

会长还向会员介绍了2011-12年度

联谊会“优秀会员家庭奖”的得主张毅

强、唐燕媚夫妇。他们多年来为联谊会的

夏季野营活动作了大量工作和贡献。唐燕

媚因在国外探亲没能出席，张毅强和女儿

上台接受了会长代表理事会给他们颁发的

奖状和奖金支票。会长亲手设计和印制奖

状，并强调$100元奖金虽少，但算是联谊

会对有贡献家庭的一点谢意和鼓励，恳请

他们接受，并让此成为联谊会惯例。鼓励

会员多为联谊会工作出力。    

 

在讲话结束前，会长重申我们联

谊会的非政治、非宗教、非牟利的性质。

我们有许多才华横溢会员，在华人社区和

本地区早已名声在外，不需要去特意去追

求所谓的名声和影响。办好我们自己的活

动，为会员的利益着想和服务，自然就会

有影响，有名声。这就是我们的自信。 

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集思广益，把活动

办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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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天    使使使使    岛岛岛岛    摄摄摄摄    影影影影    游游游游    

Angel Island Photo Shooting TripAngel Island Photo Shooting TripAngel Island Photo Shooting TripAngel Island Photo Shooting Trip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梁颖慈梁颖慈梁颖慈梁颖慈  

 
炎炎夏日,糜鹿华人联谊会摄影小组一行人来到旧金山摄影采风,本次的活动重点是

著名的天使岛。 
 
 

 
 

 

早上驱车来到旧金山,泊好车,就迅步来到 1号码头。今天是星

期六,刚好碰上是集市 (Farmer's Market)。集市上有各种各样的

摊挡,摆卖着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 各式鲜花,有吃的有玩的,不但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且大部分是本地的居民。 

我们买好船票就在集市闲逛。11 点过些,我们登上驶往天使岛

的渡轮。 

数万年前,天使岛是与大陆连接的,但是由于海浪的冲刷与大陆

分离开来。天使岛面积不大,约 188 公顷。花木葱茏的小岛,犹如一

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在湾区水 面。天使岛的名气除了它得天独厚

摄影： 胡文彬 
 

摄影： 胡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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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位置以外,还倚仗它浓厚的历史内涵。曾经作为原著印第安人捕鱼打猎的地方。

1775 年,一位西班牙航海者阿雅拉在湾区停泊,发现并命名了 "天使岛"。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该岛也作为军事用途。很多人还忘不了于 2008 年 10 月 12 日在岛上发生的大火,大火足

足烧两天才完全熄灭。但是跟我们连系 最紧密的是它做为移民站的那 30年历史。 

大约 20 分钟的船程,我们登上岛。岛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游人嘻戏,一派和平景

象。我们就按着导游图的指示登山,边走边远眺对岸和四周的美景。我们一行 人有说有笑

来到了天使岛移民站(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我们部分人在外面拍照, 部

分人进入移民站博物馆参观。 

从 1910 年到 1940 年,天使岛移民站是数以十万计的华人移民的处理站。由于 1882 年

的排华法案,许多移民被拘禁在岛数天到数年,等待入境审查或遣 返。至今人们仍可以在

这幢建筑物的墙上看见当时在这里苦等进入美国本

土的中国人刻下的血泪诗篇。移民站前面那块黑色

石碑上的一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华人移民 的命运:"

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在一

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满双层或三层床,房间的木墙上

刻被囚的人的寄情诗歌"旅居埃仑百感生,满怀 悲愤

不堪陈"的心绪与无奈。当时以为是胡乱的涂鸦,由

于一个管理员偶然的发现,并在广大华人的努力下,

这些诗文被政府保护起来并公诸于世,留给后人观赏

借鉴。 

今天的"天使岛"已成为吸引游客的名胜,它除了

向人们提供一处美丽的休憩场所外,还能启迪人们对

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们坐下午的渡轮回到繁华的渔人码头,也带着

复杂的心情回到了现实世界。在停车场座上免费的穿

梭巴士到中国城,进食丰富的晚餐。大约 9点,日落后

的旧金山区显冷,我们摄影小组一行人等也就带着心

满意足踏上回程。 

归途中,回望"天使岛",感慨天使岛并不是

天使般无暇,金山也并不是金子堆成的山。美国

的华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此地还是在中

国,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努力和勤劳去获取,惟

有在心中默默祈祷世界和平、和睦、和谐。  

在此要再次感谢摄影小组各位参与活动的

组员,特别是 Andrew 的路线策划,联谊会孙玛瑞

理事的组织,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摄影： 胡文彬 
 

摄影： 梁宝安 

摄影： 梁宝安 
 

鸣鸣鸣鸣紫整理紫整理紫整理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