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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才艺表演、新年聚餐及节日晚会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第十七届青少年儿童才艺

表演”将于 2016 年 12 月 17 日下午 2：30-5：00 在

Elliott Ranch 小学大礼堂隆重举行。欢迎各位会

员和孩子们踊跃参加报名。节目表演形式不限，报

名截止日期为 11 月 30 日。报名方式等详情请参见

第三页“第十七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海报。 

紧接才艺表演之后的是新年聚餐。联谊会将提

供多种样式的主菜, 希望大家带上自制的可口菜肴

和点心, 与会员朋友们分享。 

当日晚上联谊会还将举行节日晚会。欢迎新老

会员们踊跃参加，并向晚会筹备委员会提出宝贵创

意。节目表演形式不限，报名截止日期为 11 月 30

日。请有意参加者联系孙玛瑞女士，联系电话：

（916）684-0361。  

11 月 8 日 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举行，结果

于美西时间当日午夜出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

德·特朗普及其搭档迈克·彭斯以 306 张选举人票

，胜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搭档蒂

姆·凯恩的 232 张选举人票，并超过选举人票半数

270 张的门槛，当选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及第 48 任

副总统。（下图为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选举人

票分布图，来源：网络。）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广大有选民资格的会员积极

参与投票，尽到公民基本义务，争取自己的权益，

并齐心协力提高了华人及亚裔在此次选举中的投票

率，展现了华人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影响力。  

通知：抓螃蟹活动被取消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原计划于 2016 年 11 月 20

日(周日) 组织会员在 Doran Beach Regional 

Park 举行抓螃蟹活动。由于天气、食品安全等原

因，该活动现已被取消，请会员们知悉，并广而告

之。联谊会亦将不会于本年度再度组织该活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9%BB%A8_%28%E7%BE%8E%E5%9C%8B%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B4%8D%C2%B7%E5%B7%9D%E6%99%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B4%8D%C2%B7%E5%B7%9D%E6%99%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5%85%8B%C2%B7%E5%BD%AD%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9%E4%B8%BE%E4%BA%BA%E7%A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E9%BB%A8_%28%E7%BE%8E%E5%9C%8B%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8B%89%E8%95%8A%C2%B7%E6%9F%AF%E6%9E%97%E9%A0%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82%E5%A7%86%C2%B7%E5%87%B1%E6%8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82%E5%A7%86%C2%B7%E5%87%B1%E6%8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89%AF%E7%B8%BD%E7%B5%B1


Newsletter 2                                          

EGCA Newsletter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通讯 

EGCA Newsletter 201611 November 2016 

 
 
 
 
 
 
 
 
 
 
 
 
 
 
 
 
 
 
 
 
 
 
 
 
 
 
 
 
 
 
 
 
 
 
 
 
 
 
 
 
 
 

  
 

 

 

编辑整理：Carol  

通讯导读 

第一页 11 月 8 日 美国大选 

第一页 通知：抓螃蟹活动已被取消 

第一页 儿童才艺表演、新年聚餐及节日晚会 

第二页 麋鹿林市议员 Darren Suen 来访 

第二页 2017 年春节聚餐 

第二页 麻将友谊赛 

第二页 信息分享：联谊会乐团演出 

第三页 第十七届儿童才艺表演海报 

麻将友谊赛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 2016 年度麻将友谊赛于 11

月 12 日（周日）在联谊会老年理事孙玛瑞女士家顺

利举行。该次活动分两个级别进行友谊比赛，最终

产生两位冠军，分别是吴红娟及区伟泉。 

市议员 Darren Suen 来访 

美国大选，不仅是美国总统选举，还包括对州

和地方各级议会的选举、以及对许多地方议案的公

投等。今年，华人社区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与选

举，让社会看到了华人投票的力量。 

在此背景下，麋鹿林市议员 Darren Suen 先生

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到访麋鹿林华人联谊会。联

谊会理事会成员与之进行了友好交流，会长梁建华

女士介绍了联谊会的历史、宗旨、组成、组织构架

等，并就华人关心的多项议题进行阐述。Darren 

Suen 先生表示会尽力倾听市民意见，并对华人社

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华人联谊会会员若对本市议会有任何要求，可

以直接或通过本联谊会与Darren Suen先生联系。

联谊会相关事务联系人为会长梁建华女士，联系方

式：（916）718-7301或 jhliang77@yahoo.com。 

2017 年春节聚餐 

为庆祝 2017 年鸡年春节，联谊会将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周五）晚 6:30 组织会员在丽宝楼

（Rice Bowl）集体聚餐, 并有抽奖活动。成人每

位$25, 10 岁以下每位$10，3 岁以下孩童免费。欲

参加的会员请与联谊会老年理事孙玛瑞女士联系。

联系电话:（916）684-0361。 

信息分享：联谊会乐团演出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乐团将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

晚间在本市进行现场演出。有兴趣观看演出的会员

可自行前往，不需门票。具体演出地点等信息请参

见电子邮件附件“联谊会乐团演出信息”海报。

mailto:jhliang77@yahoo.com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 

Elk Grove Chinese Association 

第 十 七 届 青 少 年 儿 童 才 艺 表 演  

2016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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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届麋鹿林华人联谊会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将于2016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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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体内流淌着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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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登台展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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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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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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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缴费 5 元,非会员儿童缴费 10 元。同时, 鼓励多方鼎立赞助,慷慨解囊。 

缴费请用支票（不收现金），抬头请写：EGCA，并请在支票上注明演员姓名。支票收到后，您的

报名才算完成，我们才能安排您的演出。报名费支票请交给筹备会委员或邮寄至： 
Tao Zhan, 6424 Di Lusso Dr., Elk Grove, CA 95758。请在信封上注明“才艺表演报名费”。 
请上网用中英文完整填写报名表。https://goo.gl/forms/t5lmxGzG03IagXT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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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联谊会儿童才艺表演及节日

晚会筹备委会委员联络: 

胡韶华 (联谊会理事)   电话: (323) 873-8047 Email: hshaohua@hotmail.com 

 

我们在此为您服务。让我们共同努力!预祝第十七届青少年儿童才艺表演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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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3, 2016 at 6pm 

 

 

You Are 
Invited! 

 
Host by: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 
Elk Grove Chinese 

Association Orchestra 
 
 
 

December 3, 2016 
Party Starts at 6:00pm 

 
 
 

Party Address: 
 

6711 Seasons Dr, 
Elk Grove, CA 95758. 

(Seasons Dr. & Laguna Park Dr.)  
 

Come celebrate the holiday with us! 

LIVE ORCHESTRA PERFORMANCE 
provided by Elk Grove Chinese Association Orchestra 

 

CHRISTMAS DINNER 
each family will bring their favorite dish to share 

 

CHRISTMAS MESSAGE 
learn about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GIFT EXCHANGE GAME 
bring a wrapped, unisex gift (approx. $10) 

for each kid to participate gift exchange game 

 
  

 
 

CHRISTMA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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