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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路”座谈会 
 

 

应不少家长和学生的要求，联谊会于 7月

19日晚上在 Elk Grove的 Raley's Supermarket

（4900 Elk Grove Blvd., Elk Grove, CA 

95758）的会议室举办了“大学之路”的座谈会。 

 

Golden Arch 奖学金的获得者 Garvin Yee 

(余嘉永) 和联谊会基金会（EGCAF）奖学金的获得

者 Chanel Cheung （张善朗）、 Dorian Chen 

（陈星合）和 Katrina Ye（叶锦芝）向大家介绍

了他们的成功心得和体会，以及申请大学的详细过

程。  

 

 
右起第二：余嘉永 

 

余嘉永毕业于 Laguna Creek 高中。他的

高中 GPA为 4.33。 在高中时，他是学校网球队的

选手,也是数学队的成员之一。他经常参加校际数

学竞赛, 还被选为钥匙俱乐部的协调员。他將于今

年九月进入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 - 奥比斯

波分校(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 San Luis Obispo)，主修电脑工

程。 

 

 

叶锦芝 2013 年毕业于

Sacramento 的 West 

Campus 高中。她的 GPA

为 4.48。她积极参与课

外活动，如钥匙俱乐部，

法国荣誉学会，加州奖学

金联合会等。在毕业年度

她被选为国家荣誉协会的

分会主席。她被授予校长

的光荣榜，法国荣誉学会 
 

会员、国家荣誉协会披肩、CSF 终身会员；并且是

West Campus 卓越奖学金基金的获得者。她曾担任

沙加缅度市联合校区学生委员会委员；2012 年被选

为学生咨询理事会主席。叶锦芝 2013 年秋季被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学习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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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合今年毕业于 Franklin 高中。 他从

高一至高四坚持参加学校的钥匙俱乐部。11年级

时曾担任钥匙俱乐部的秘书, 12年级是麋鹿林校

区钥匙俱乐部的协调员。 他还是学校田径队的

队员,曾获得 110 米栏第一名, 4 x 100 米第三

名, 三级跳远第四名。 今年秋季，他将赴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生物化学。 

 

 
积极参加学校女子排球校际比赛。 最初两年,凭

着她对排球的热诚和努力,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的称号。最后一年她担任球队队长。 在过去的

两年间,她的球队获得排球冠军,并入选季后赛。 

除了排球，张善朗还喜欢化学、数学，并热爱探

索。 

 

乒乓球赛 

沙加缅度中国国庆基金会将于 2013年 9

月 21日（周六）下午 1：00 - 7：00在 Rusch 

Park Auditorium 举行乒乓球团体赛。 

此次比赛，糜鹿林华人联谊会将派出 4-7

名选手组队参加。如果您有兴趣参加，请在 8月

10 日之前和体育理事张衍达联系。他的联系方式

是 zhangyanda@gmail.com。 

 

 

 

 

 

旅游信息 

联谊会拟定于 10月 5日组织会员到费罗

丽庄园（Filoli House & Garden）游玩。为了避

免会员驾车烦恼，联谊会将采用集体租车的形

式。 

 

感兴趣的会员请和中老年事务理事孙 

玛瑞女士联系。她的联系方式是: 916- 

402-8792。 她将根据报名情况计算费用和决定活

动的详情。 

 

费罗丽庄园位于旧金山以南。旧金山大地

震之后，富豪们纷纷搬离。金矿矿主布恩于 1917

年建立了该庄园。他去世后,罗斯夫妇购买了该产

业。 1975 年,罗斯太太把庄园捐赠给了美国历史

景观保护基金,并向公众开放。 

 

庄园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filoli.org/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年会 
 

本年度的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年会和聚餐定于8

月24日（周六）下午5:00 ~ 晚上9:30在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礼堂（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CA 95757）举行。本

次年会将由会员们推选新的理事组成新一届的理

事会。 

 

理事会自去年起恢复每年一度的“优秀会员

家庭奖”。今年,理事会一致推选吴小红、George 

Rust夫妇为2013年EGCA优秀会员家庭，并将在年

会上颁发奖金和奖状。 

 

理事会将在餐馆预定丰盛主菜，也希望各家

各户不要错过此次聚会机会,并带上拿手好菜，和

会员朋友们分享。  

 

年会当晚开始收取下一年度会费。会费为每

个家庭$30, 或每个会员$15， 接受现金或个人支

票。 

 

会员年费是联谊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希望广

大会员朋友们按时交纳年费。 

 

 

张善朗今年

十七岁, 在加州沙

加缅度长大。毕业

于 Monterey Trail

高中。今年秋天，

她讲进入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修读动

物学,希望在四年后

有机会进入该学校

最有名的兽医学

院。从高中到现

在， 张善朗很喜欢

排球。在高中时,她 

../../AppData/Local/Temp/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70QQC621/zhangyanda@gmail.com。
http://www.filol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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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捐款 
 
近日, 一户不愿透露姓名的联谊会会员

家庭向联谊会捐款$41.27，以支持联谊会的

夏季野营活动。 

 

在此, 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向他们表示感

谢！ 
 

 

网球比赛 

 

联谊会网球队元老李伟光将赴南加

州工作。为了欢送他，队员们于 7月 21 日

举行了一场友谊赛。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

赛， 结果如下：  

 

A组  冠军: 李伟光、尚颖 

B组    冠军: 詹涛 

  亚军：区伟泉、唐浴尘、吴江 

 

祝愿会员李伟光在南加万事如意,欢

迎他常回联谊会看看! 

 

信息分享 

 

6月 22日，何湾湾（Wanda He）参

加了沙加缅度亚裔青少年选美比赛，获得了

First Princess, Miss Congeniality 和

Miss Scholastic称号。 

 

在此,我们向她表示祝贺！  

 

本信息由会员吴江提供。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

欢迎以下新成员入会： 

Nina (邱宁) & Enrique Ramirez 夫妇 
 

 

一场特殊的网球赛 
  作者：吴江  

  

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八

点刚过，Cosumnes River College 网球

上已经集结了一群人，他们身着运动

衣，手中握有网球拍。细细观看，来者

大都属于麋鹿林华人联谊会，他们在这

里是要举行一场网球赛吗？ 

 

是一场网球赛，但是，却是一场

特殊的网球赛。因为，他们中的“第一

召集人”李伟光（Kevin）因为工作的

关系将要离开 Sacramento，远赴南加州

了。联谊会网球组的朋友们将以网球赛

这种特殊的告别方式，送别老朋友。 

 

回顾联谊会的网球史，可以追溯

到 2005 年。网球爱好者杨春力发起并

鼓励大家每周练习网球。那时不少人是

门外汉，有些人还未曾摸过球拍。就这

样，大家以网球的名义走到了一起。经

过八年的坚持，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2010 年，杨春力赴密西西比高就，当时

网球组就曾经以比赛的方式送走了这位

发起人。如今，他们又要送走网球组的

另一位元老 Kevin 了。 

 

这场告别赛全部采用双打形式，

分为 A、B 两组。A 组均是清一色的高

手，共计十人。他们中有获得过联谊会

网球赛冠军的温希重、何滨，也有教练

级的沈高志、阿灿。B 组共计八人。其

中有联谊会的领军人物梁建华、陈建

军，有网坛后起之秀 B组队长詹涛，网 

 

 



Newsletter 4                                          

球绅士区伟泉，也有半夜从湾区驱车赶到这里参赛的联谊会女孩苏思然。 

 

  
(照片由苏玉璋提供) 

 

 

比赛开始，放眼望去，四个场地一字排开，犹如四个战场。两军对垒，硝烟弥漫。 

刀光剑影，王者争霸。每一个人会碰到不同的搭档，较量不同的对手，战况瞬息万变，结

果难以预测。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厮杀，尘埃落定，胜负揭晓。A 组的 Kevin，凭借超水平

的发球，从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以胜 25 局的漂亮战绩和另一位选手尚颖（Ying）并列

获得冠军。B组的冠军头衔由詹涛夺得，亚军由区伟泉、唐浴尘和吴江三位分获。 

 

 

              
                        (照片由区伟泉提供) 

 

 每一次成功的集体活动都离不开大家的热心和支持。这次也不例外，大家都尽可能 



Newsletter 5                                          

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大的功臣非苏玉璋莫属，他身兼重任，担任总体策划人。他为

人慷慨大方，除了承担了比赛所有的用球、用水以及午餐中的主食费用外，还解囊购买了

冠亚军的奖品。为了保证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他更是主动放弃选手的身份，为大家拍照

片、买 pizza。沈高志负责安排比赛具体事宜，他在短短几天内就把赛事敲定。为保证比 

赛场地的质量和数量，沈高志、苏玉璋、Kevin 和詹涛一行四人特意提前数天奔赴赛场亲 

临体会。选手在场上纵横驰骋，观众在场外加油助威。平日一贯粘着父母的小芊芊， 

这次懂事地由姐姐照看，从而成全了爸爸妈妈在球场过了瘾。夏日中午的太阳总是热力四

射，可这天的气温却是宜人。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合。 

 

 当比赛结束，在网球场外的空地上，大家打开靠椅，围坐在树荫和两顶大遮阳篷

下，长桌上摆放着热乎乎、香喷喷的 pizza、火腿卷、绿豆汤、西瓜、水果拼盘、冰镇 

啤酒和饮料等等。蓝天白云，绿树成荫，清风徐来，芳草茵茵。大家随意吃喝、尽兴 

聊天，大战之后的休闲犹如度假般的轻松，别有一番逍遥自在的滋味。 

 

 

 
(照片由吴江提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大家对 Kevin 的离去都充满了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Kevin

活泼，有朝气。他在球场上潇洒帅气的身影，不论赢球还是输球都会露出的大男孩般的 

笑容；无论是在为汶川地震发起打网球募捐时的果断还是在告别赛场送上他为大家精心准

备礼品的贴心。。。。。这一切，给网球组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场球赛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深深祝愿 Kevin在南加州事事顺利，早日寻觅到更

多的网球朋友吧。 

 

 

 有关联谊会 2013 夏季野营活动将在下期通讯详细报道：由参与会员提供的部分照

片可在此影集浏览： 
https://plus.google.com/photos/117108584505105026482/albums/5902764597240025921?banner=pwa 
  

  

 

编辑整理： 鸣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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