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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儿童才艺表演和新

年晚会 
    

第 14 届儿童才艺表演将于 2013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2：30-5：00 在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礼堂 (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95757) 举行。具体的报名方式

请参见本期通讯第三页。 

 

如您对报名﹑节目准备以及其他有关事宜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以下四位联谊会儿童才艺

表演及节日晚会筹备委会委员联络: 

 

陈舒  (联谊会副会长)    电话: (916) 690-7219

 email: schen0730@yahoo.com 
叶鸣紫 (联谊会秘书长)   电话﹕(916) 897-1331  

 email:  ye_mingzi@hotmail.com 
陈建军 (联谊会文艺理事) 电话﹕(916) 529-8410 

 email:  jjchen81@hotmail.com 
张衍达 (联谊会体育理事) 电话﹕(916) 230-8176 

 email:  zhangyanda@gmail.com 
 

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5日。请将报名表及

报名费支票（不收现金）交给筹备会委员或寄

到﹕Mr. Yanda Zhang, 9847 W. Taron Dr., Elk 

Grove, CA 95758 
 

紧接着儿童才艺表演之后的是新年聚餐。 

 

晚上将举行节日晚会。 欢迎会员们向晚会

筹备委员会提出宝贵创意，并踊跃报名参加表演。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迎新

成员陈文杰入会。  

 

社会保障退休计划讲座 
 

  
 

举行社会保障退休计划讲座。本次讲座由

David 陈先生义务为会员们举办。陈先生现就职

于联邦社会保障局,从事社会保障业多年, 具有

丰富的经验。  

 

   感兴趣的会员请和会长黄长志联系。他

的联系电话是: （916）324-9805 或 

(916)691-6354。他的邮件是: 

zcharlie_huang@hotmail.com。 如果报名者低

于十人,本次讲座将取消。   

 

 
 

11 月 8 日晚上 7:00 – 

8:30, 联谊会拟定在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礼堂 (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95757)  

mailto:ye_mingzi@hotmail.com
mailto:jjchen81@hotmail.com
mailto:zcharlie_hu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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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之游 
作者: 黄苹 

 
2013 年 10 月 5 日, 这天风和日

丽, 秋高气爽。部分联谊会会员及亲朋

31 人, 在理事孙玛瑞的组织和带领下, 

一行人在 Elk Grove 登上了旅游大巴, 浩

浩荡荡地向湾区开去。 

 

此行去了两个花园: 费罗丽花园

（Filoli) 和旧金山日本花园(Japanese 

Tea Garden)。 上午大家游览费罗丽花

园, 下午游览了日本花园。 

 

 
 

费罗丽花园位于旧金山南边约 25

英里的 Woodside, 花园占地约 16 英

亩。1917 年由矿产大亨 William Bourn

夫妇聘请当时的名设计师规划和设计; 历

时四年, 于 1921 年建成, 距今已有近百

年的历史。花园的名字很特别, 并不是一

个单词, 而是取自三个单词的头二个字母 

(fight, love & live)。 它体现了 Bourn 先

生的三个人生理念:fight for a just cause 

(为理想而奋斗), love your fellow man 

(爱你身边的朋友) 以及 live a good 

life(享受美好的生活). 

经过 1.5 小时的行驶, 我们下车

并分成两组。 一组由当地的一名义工导

游带领, 听取了详细的英文讲解; 了解了

有关的历史, 文化和花园设计。 另一组

由玛瑞带领, 用中文讲解。 欲知详细资

料,请点击相关网站:  
http://www.filoli.org/; 
http://news.chinaflower.com/paper/paperne
wsinfo.asp?n_id=230339 

 

在这里, 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 

我们一行人中, 有 22 人超过 65 岁, 最

大年龄者为 87 岁。玛瑞不愧是老年组的

理事, 对大家的身体状况考虑得非常细心

周到, 专门选择了这样一个地势平坦的园

林, 很适于老年人出游观赏。 这让我们

这些工作家庭生活繁忙的会员, 想尽孝心

而又不能常带父母出游的子女, 心存感

激。 

 

中午, 大家在花园的餐厅品尝了

很有特色的西式午餐, 玛瑞又为不太懂英

文的老人翻译和订餐。 想想她刚从车祸

中恢复的身体, 真把她给累着了。 午餐

后, 有些人到花园拍照, 有些人看有关花

园的录相； 最后, 大家一起照了集体

相。看相片, 我们的平均年龄在 65 岁以

上, 可我们的笑容象花一样灿烂！ 

 

随后, 我们随车到达半个多小时

车程外的旧金山日本花园。 花园小而精

致, 大家在园内欢快的散步和拍照。 几

位风采不减当年的女士还爬上陡峭的木

桥， 留下了她们指点江山的豪迈; 让人

不禁联想她们当年的气派。 

 

 
 

游览完日本花园, 我们到达了

Pacific East Mall。 大家随意地购物和吃

晚饭;茶饱饭足后, 打道回府。大家都心

满意足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http://www.filoli.org/
http://news.chinaflower.com/paper/papernewsinfo.asp?n_id=230339
http://news.chinaflower.com/paper/papernewsinfo.asp?n_id=23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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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林华人联谊会 

Elk Grove Chinese Association 
 

第十四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 

2013年 12月 14日（星期六）下午 2：30 – 5：00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礼堂 

10000 East Taron Drive, Elk Grove 95757 
 

飒爽的秋风又将吹来一个欢庆相聚的季节。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第十四届麋鹿林华人联谊会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将于今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六)隆重举行! 

 

我们麋鹿林华人联谊会有着这样一群出生在美国土地上的少年﹐他们的体内流淌的是中华

民族的血液,他们的身上刻着深深的中国烙印。他们优美的歌声尤如夜莺一般甜美。他们充满着青

春年少的激情。 让音乐的节拍与青春的舞步一起伴着随他们成长。让雄浑的钢琴与抒情的小提琴

一道谱写他们生命的新乐章。千古流传的古筝将拨动那滔滔的江河流水,铿锵有力的琵琶将描绘那

沙场的铁骑刀枪,清脆缭绕的笛子会把我们带进一望无际的草原,深沉婉转的二胡将勾勒出我们生活

的酸甜苦辣,妙语连珠的相声将说尽天下可笑之事,笑尽天下可笑之人......这就是我们憧憬的表演

舞台。这就是我们活动的基本宗旨。 

 

欢迎您和孩子们踊跃报名!让孩子们登台展示他们的天赋和努力成果吧!表演的节目形式可

包括: 舞蹈﹑独唱﹑合唱﹑朗诵﹑乐器﹑武术和体操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 个人表演限于一个节

目;四人以上的集体表演,数目不限，其他多人节目，按节目总数酌情而定。请用中文和英文完整填

写好以下的报名表, 以免我们再向您询问不详的信息。 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5日。 

 

因租用场地,雇用校工,舞台布置和购置奖品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开支,请报名参加表演的会员

儿童每人交费5元,请非会员儿童交费10元。同时, 鼓励多方鼎立赞助,慷慨解囊。交费请用支票，

抬头请写:EGCA。请将报名表及报名费支票（不收现金）交给筹备会委员或寄到﹕Mr. Yanda Zhang, 

9847 W. Taron Dr., Elk Grove, CA 95758 

 

如您对报名﹑节目准备以及其他有关事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以下三位联谊会儿童才艺

表演及节日晚会筹备委会委员联络: 

 

陈舒   - (联谊会副会长)    电话: (916) 690-7219 email: schen0730@yahoo.com 

叶鸣紫 - (联谊会秘书长)    电话﹕(916) 897-1331   email:  ye_mingzi@hotmail.com 

陈建军 - (联谊会文艺理事)  电话﹕(916) 529-8410  email:  jjchen81@hotmail.com 

张衍达 - (联谊会体育理事)  电话﹕(916) 230-8176  email:  zhangyanda@gmail.com 

 

 

我们在此为您服务。让我们共同努力!预祝第十四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会圆满成功! 

 

mailto:ye_mingzi@hotmail.com
mailto:jjchen8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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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林华人联谊会第十四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会报名表 
The 14th EGCA Children's Talent Show Registration Form 

Saturday, December 14, 2013 

Elliott Ranch Elementary School 

10000 East Taron Dr., Elk Grove, CA 95757 
 

请用中文填写此栏每一项 
请用英文填写此栏每一项 

 (Fill out all appropriate cells in English) 

表演者姓名: Child's Name:  

性別: Sex:  

年龄: Age:  

节目类型: 请在您表演的节目类型前框内打钩 Type of Performance: Please check in the appropriate box 

 演唱类__ 

 舞蹈类 __ 

 演奏乐器 (请说明何种乐器)__ 

 其他表演 (请说明) __ 

 Singing __ 

 Dancing __ 

 Instrument (Please describe the type of Instrument)    __ 

 Other Performance (Please describe) __ 

节目名称: Name of the Performance: 

您希望主持人如何介绍孩子和节目?(可选) 

 

Suggested MC introduction Word? (optional)  

演员人数: Total number of performers:  

表演时间(4分钟以内): 共 __ 分钟 Duration (Max. 4 Minutes): Total ____minutes  

家长姓名: Parent's Name: 

联络电话: Contact Phone #: 

电子邮址: Email: 

是否 EGCA会员: 是 ______ 否______ EGCA Membership: Yes ___;   No___  (check one) 

会员儿童每人收费  $5/人 Member Fee -  $5/child 

非会员儿童每人收费 $10/人 Nonmember Fee  $10/child 

是否购买表演 DVD (请选择)   Purchase DVD (check one):   

 是__ (预定价$10/套) $10 Yes __ (Pre-order $10/set)  $10 

 否__  No __  

收费合计﹕   Total Amount:   

 
Please return or mail this form no later than Friday, November 15, 2013 to: 
 

Yanda Zhang 

9847 W. Taron Drive  
Elk Grove, CA 9575 

        编辑整理： 鸣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