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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 CAFA newsletter 2008 年第一期。以下是本期导读。如果你有其它建议或意见，请与我们联系:
jianrongf@yahoo.com

•
•
•
•

春节将至。让我们一起欢庆 -- 2008春节联欢晚会。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CAFA 新一届领导成员新年致词。
会员天地
其它相关新闻

爆竹一声辞旧岁，欢欢喜喜迎新年。北卡三角区 2008 春节联欢会将在 2 月 10 日下午在 UNC
Memorial Hall 举行。联欢会将由华联主办，协办团体和机构包括北卡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
杜克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北卡州立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北卡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许多团体为这台节目特别编排了丰富精彩的文艺表演，其中阳光舞蹈团的《俏花旦》、杜克
大学舞蹈队的《千红》均是从难度和形式都有较大突破和新意的节目，曾在全国舞蹈大赛获
奖的卢沂也将有精彩的表演。管弦乐队、民乐队、合唱、小组唱、联唱、相声的表演将是色
彩缤纷、赏心悦目、目不暇接。由本地区专业歌唱演员、红舞鞋舞蹈队以及中文学校的孩子
们联合演出的《相聚北京》将把你带入北京奥运。
春节联欢会的售票已经开始。为了方便大家购票，华联特别设立了多种形式的购票方式和渠
道。详情请看本期《华星报》上的广告或华联网页: http://www.cafa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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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CAFA 新一届领导成员新年致词

积极参与、共建北卡华人家园 (华联董事会主席

共建社区大家庭 (华联会长 温大岭)

陈剑文)
新年将近。朋友，您是否思念国内的亲人？是否怀念国
内过年过节的热闹？许多朋友对国内丰富的文化生活及
热闹的“人气”羡慕不已，抱怨乡村气息浓郁的北卡是
中华文化的沙漠。正像一首歌所唱的,“我想有个家，一
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朋友们，不必羡慕也不
必抱怨，让我们一起来共建北卡华人家园的绿洲。华联
一直遵循“五项宗旨”：联络与增进华人的友谊、协助
华人融入社会、维护华人权益、传播中华文化及促进中
美交流；华联按“四力方针”发展：壮大人力、增强财
力、加强凝聚力、扩大影响力；今年，华联新一届董事
会又提出了“三公原则”：华联事务对全体会员公开透
明；华联决策公正无私；华联对社区每一位成员公平不
倚。
华联成立十一年来，从百来人的小团体发展到两千多会
员的大家庭。华联的“五四三”宗旨、方针和原则是我
们建设美好家园的蓝图。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积极参与
华人家园的建设，让中华文化在我们北卡新家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

彩灯闪烁，在夜空中庆祝着圣诞。细雨沥沥，
象是要抢在冬雪前向人们预报新年的到来。在
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谨代表华联执委会向
《华星报》及其读者和各界朋友送上诚挚的节
日祝贺！
本届华联执委会由我和副会长郭旭光、秘书长
胡玉明、财务长冯菊生、会计师刘佩珠组成。
我们将致力于建设社区大家庭，让源自中华血
脉和文化的亲情，带给每一位朋友欢乐、温暖
和寄托。我们近期举办了签证服务和大型圣诞
舞会，以后还会通过春节联欢、初夏野餐、舞
会、卡拉OK、中文竞赛、体育比赛、北卡国际
节、网络论坛等活动继续向会员提供联谊的平
台。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已有二千多会员
的华联大家庭，也讫盼各界朋友继续从财务上
鼎力相助，让华联健康发展。
感谢华联卸任领导周大操、陈建、姜海翔以及
历届留名或不留名的所有自愿工作者对社区作
出的贡献。本届执委会将依董事会制定的“五
四三”宗旨、方针和原则，与大家一起建设和
睦的社区大家庭！

卸任华联董事会主席 周大操
过去的一年里，由于华联董事会和执委会的共同努力和众多会员、自愿者以及赞助者的竭力
相助，华联各项活动得以开展，会员人数又创新高，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得以进一步完善。
今年，华联在历届同仁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正式参加了 Raleigh 国际文化节并获得成功,
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华联的每一项成功都是热心参与的会员和朋友的功劳。我们刚刚卸任，
愿借《华星报》向在过去一年里为华联付出辛勤劳动和汗水的执委会和董事会全体成员、华
联自愿工作者以及华联的“财神爷们”，致以衷心感谢！我们相信，华联在新一届董事会执
委会领导下、在全体会员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祝大家圣诞元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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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部 安晏
在华联成长过程中，会员部志愿工作者一直默默为会员服务。随着华联组织的壮大，会员数据库在扩大，会员
更新工作也更繁忙。近两年来，会员部从十月下旬开始便开始工作，更新服务点包括Raleigh, Cary 及Chapel
Hill 的中文学校、大亚洲超市和美亚超市。这样按地区分头服务增加了会员部工作量，却方便了散居各地的
会员,大大节约了他们的时间。会员部一直强调用华联会员号进行更新以免重名重姓，提醒会员们提供搬家后
的新地址, 既减少了工作差错，也保证了大多数会员能尽早领到会员卡。今年短短的近两个月间，会员部吸收
了许多新会员并基本完成老会员更新工作。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会员发展工作, 也欢迎大家对我们提出
宝贵建议。我们的电子邮箱是membership@cafanc.org。

筹款部 王殿霞 张汉德
华联筹款部的主要职责是为华联组织的各项活动及通讯录的出版筹措资金。因为华联是非赢利社团，其经费主
要来源于会员费，通讯录广告费及个人和商家的热心赞助。在此我们衷心感谢为华联慷慨捐助的朋友。在新的
一年里，筹款部的全体成员将更加努力，为华联能给其会员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经费上的保障。我们
也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团队，为华联筹款服务。

教育部 黄伟师
华联今年新成立教育部, 旨在加强中文教育和传播。教育部计划在明年春夏组织中文听写、知识 (文化, 历史,
地理等)和演讲比赛，按年级进行。 我们特别欢迎母语不是中文的学生参加。为鼓励参与，所有参赛者都将
获得奖品。这些比赛的目的不仅是让参赛者获名次,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比赛中温习和强化已学的知识、学到
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些活动能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促进三角地区中文学校之间的交流, 加
强华语在社区中的影响。 我们也希望各华人商务团体对这些活动给予大力的支持和赞助。

总务部 严定
今年华联重新设立总务部。全体成员谷惠，李维炯，李冰，谭晓明，邓春勤和严定, 将全力为华联做好后勤服
务。我们将支持和协助华联举办的各项活动, 如春节晚会，野餐会，舞会等。同时我们也希望华联会员们积极
参与，和我们一起给为华联的不断成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科技部 夏育陆
华联科技部的工作一直围绕两个方面开展：1）促进华人专业人员内部及与外部的联系；2）开展科普活动。科
技部曾多次组织邀请本地区知名专业人士演讲及与来访的专业人员座谈交流。科技部也多次牵头与当地其他组
织，如北卡旅美科协和北卡华人商会等, 开展联合科技活动。在开展科普活动方面, 科技部曾组织了多次科技
讲座, 包括计算机操作、卫生保健等，受到社区成员的欢迎。本届科技部将继续上述两方面的工作，组织一到
二个科技讲座, 并与本地相关组织如北卡旅美科协一起，举办华人专业人员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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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部

付加荣
这些年来，华联为三角地区的华人做了大量的益事，比如在北卡来自国外的学生学者申请驾照遭遇困境时，华
联积极协助本地主要高校的旅美学生学者游说州议会, 促其通过了北卡驾驶执照领取规定的修正案，使得旅居
北卡学生学者的正当权益得到了维护。华联每年也多次协助会员申请中国签证，给会员提供了方便。可是，有
时华联的工作不为会员所知或被误解，这是联络不够所至。华联联络部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将华联活动情况及时
地通报给会员；其二是开辟一些新的联络渠道，比如网络论坛，让大家有地方互相交流，增进了解，使华联成
为华人联谊之家。

让华联的名字更加响亮! (华联公关部 庞涛)
在新的一年里，华联公关部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开拓华联对外影响力。我们将继续保持同中国驻美使馆和国内
各个相关部门的联系，为华联会员回国探亲、交流和创业提供方便。我们也会加强同本地其它华人非华人社团、
包括艺术团体的横向联系，为华联会员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公关部也将继续大力配合华联执委会和
其它部门的工作，共同为华联的成长添砖加瓦。衷心希望每一位会员和朋友为公关部的工作献计献策，让我们
能更好地为你们服务。我们也衷心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属于大家的华联，支持华联，
让华联的名字更加响亮！

体育部

杨建仁
北卡三角地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及良好的体育运动设施。本地三所知名大学的中国学生有各种球队,每年举行友
谊联赛。华联所属的各类体育俱乐部,包括蓝球队,排球俱乐部,成人足球俱乐部,及网球俱乐部,每周练习, 每
年也举办队间友谊赛。蓝排足三大球队每年组织的联赛，吸引了本地和外地的球队参与和爱好者的观战助威。
十年来，很多老队员因各种原因离开此地，但更多的新队员加入了自己所喜爱的运动俱乐部, 也找到了适合自
己年龄和技术水平的运动队,包括长足蓝排的老年队,少年排球队及两所小足球学校。 欢迎朋友们加入与我们
一起运动锻炼, 或为你喜欢的团队和队员加油。借此机会我们也感谢各运动项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你们的热
心支持和无私奉献，使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充实 、我们的身心更健康 。

商务部 杨汉娜
华联商务部的宗旨是增进华人在商务上的联谊和交流活动。商务部曾经在华商之间以多种形式提供大家交流的
机会。华联网页也曾为华联会员提供北卡三角地区华人商业经营的具体信息。随着华商在三角地区事业的不断
拓进，华商成为华联会员人数也越来越多。本届商务部将不定期地为大家举行商业讲座与联谊活动，为华联会
员创造更多的机会了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商务信息和理念。在美国这个工商治国的土地上，让我们心连心，
手牵手，一起分享创业的心得和经验，为同胞，为朋友，也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明天！

文艺部 胡晖
传承中华文化，活跃当地华人的业余生活一直是华联努力的目标之一，而华联文艺部则是具体执行和运作的机
构。在未来一年，文艺部将会认真听取会员的意见，收集各方的反馈，给大家送上赏心悦目、老幼皆宜、形式
各异的节目和活动。
经执委会的精心策划，已经纳入我们计划的活动有春节联欢会、春季野餐会、初夏文艺表演会、卡拉 OK 大奖
赛、中秋晚会、北卡国际节以及舞会。绝大部分的活动都曾经举办过，并得到了众多华联会员和朋友们的积极
参与和热心支持。我们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活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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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天地
我与华联(CAFA) 的情缘 (周青)
十九年前，往离开了繁华的北京， 随老公来到了华人极少的农业州，北卡。初来北卡三角地区是还真有点不适应。给我的的一印象就是
树多，人少，没有高楼。就连宽阔的高速公路也没有络绎不绝的车辆。中国店寥寥无几。更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要啥没啥。虽然如此， 时间不长，我便很快地爱上了北卡三角地区。我爱它有山有水有海。 更爱它朴实的人们，美丽的风景，清洁的空
气，及纯洁几乎无污染的水。平时忙于上下班，接送孩子上下学及孩子的课余活动。一到周末，假期，先生开车一家三口周游了北卡许多
好城市。我们还去海边，上山，到 JORDAN LAKE 钓鱼，等。就这样，我们一家不知不觉得过上了当地美国人的典型生活。
就这样舒适，安宁地大约过了十年。生活的变化，如孩子的长大，朋友的离开等，让我感觉到生活的贫乏，无味。我渴望改变。经过了解
我才知道三角地区早在九七年就成立了一个华联组织叫 CAFA。而且其下属部门有各种俱乐部。包括华人合唱团。合唱团的团员们个个都
是华联会员。其中不凡CAFA 积极分子和前任CAFA会长。我顺其自然地加入CAFA， 并做起义务工作。2005年，因一个偶然机会我加入
CAFA会员部作义工。现在才意识到，我其实就在那个时期上了“贼船”。如今的我是“人在江湖”，成了一名忠诚的 CAFA会员。在
CAFA会员部作义工一年以后，经不起温大岭会长的几次劝解，从此开始了CAFA会员部负责人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与会员部十几个成员
跑遍了三角地区所有的中文学校及中国店，为华人提供入会服务。虽然牺牲了个人时间，大家都干的很带劲。今年的选举中，我以 275票
获选CAFA董事。我将开始与新会长温大玲的合作。为此，我与华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几年，我参加了CAFA的所有活动。同美国其它大城市的华人组织比，CAFA的规模，活动都是不起眼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
为大家做实事。如代办护照签证，为困难华人提供帮助等。难怪一位常来北卡的一位纽约朋友说 :“在纽约华人组织多不盛数，但CAFA是
我见过最朴实的组织。” 通过这些活动，我对CAFA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但交了很多朋友，也从中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
我感到了生活的充实，也更有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是我给予大家快乐，我从中也得到快乐。
我现在不再是CAFA会员部队负责人了，但我还继续是CAFA的义工。除了服务会员部，我还参加文艺部及公关部队服务。我深深地关心着
CAFA的成长。因为她是我们华人在三角地区的一个大家庭。
希望你通过我对 CAFA 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协起手来参与 CAFA 的活动。只有参与了，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她的不容易和
我的切身感受。愿大家在远离家乡的异地生活得更真，更善，更美。

我们华联常青俱乐部 (柳道锟)
华联常青俱乐部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友谊之家，也是俱乐部成员奉献所长，雅趣共享的场所。许多中老年朋友成为活动开展中的热心人。人
到老年，特别关注养生保健话题。75 岁的陈兆璆老师介绍了她 14 年前得肠癌，治疗后至今不再复发的生命经历。她强调良好心态很重要。
并概括为人生四乐即：知足常乐，自得其乐，苦中作乐和助人为乐。大家很受启发。75 岁的张元杏老师以现身说法介绍了她用合理膳食，
科学用餐方法袪病强身的心得。卢品医生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出发，介绍了如何善用饮食的内容方法。在他们的启发下，成员间也开展了
相互间的咨询交流。
成员中不乏心灵手巧之人。俱乐部便请他们当小老师，教大家学会 1—4 门手工艺制作技巧。邹悦老师擅长贴花贴布画制作，张光琴老师
擅长中国结编制，虞美珠老师的串珠工艺品惹人喜爱，赵家珍老师的纸叠小动物栩栩如生。俱乐部为此开办了教学班，老师热心带领，大
家学得开心。预计 5 月份，将办一次学员作品展览。由于王秀范老师回国前向俱乐部主动捐赠了 50 多部电视故事光盘，俱乐部便想到办一
个小小“图书馆”，动员大家自愿捐赠看过的光盘，并决定春节前开始借阅流通，以丰富节日生活。目前，已有林子春，卢品等 5 人捐赠
达 100 多部。这便开启了“文化资源共享”的新途径。
为了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陈剑钢老师去年 8 月从北京带来了歌曲《五环旗下》，我们便开始了合唱排练。陈老师热情引领指挥大家提
高合唱水平。来自乌鲁木齐的牛雪莲老师欣然领唱。近日因她要离开北卡，范勋培老师便毅然接替领唱。由于该歌曲有热情奔放的气势，
加上成员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该合唱获得了华联领导的赞许，并确定由三角区合唱团与常青俱乐部联合，到华联 2008 年春节联欢会
上演出，表达海外学子对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期盼心声。为了留下美好记忆，擅长计算机软件设计的许文彬，林子春老师热心为大家洗印活
动照片，制作聚餐联欢会光盘。陆锡娟和徐浩忠夫妇热心当起“图书管理员”。高璞，金琦热心领一些女成员排练民族舞。一些朋友已主
动请缨，方便时要教大家学练复式太极拳和关节保健操。在去年洛丽国际节期间，罗建平夫妇，陈焕明夫妇，高璞夫妇和金琦，赵家珍共
8 人参加了首届华联参展的活动。平时，每当俱乐部外部活动需要时，有车的成员便承担起接送无车成员的司机角色。
成立已八年之久的常青俱乐部，其成员来自中国天南海北，年龄从 50 多岁到 70 多岁，个个都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和热心集体的良好品质。
因而俱乐部内也形成了一种积极参与，热情奉献，互教互学，各抒所长，和睦相处，友情浓厚的风气和氛围。可谓蔚然成风; 鹤发童颜献
热忱，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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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关新闻
•

华联公关部主任庞涛博士拜访山东省侨办

副主任史进与庞涛博士(左)亲切交谈

2007 年 12 月 3 日上午，山东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史进在济南亲切会见了前来拜访的北卡三角地
区华人联谊会公关部主任、董事庞涛博士。史进副主任对庞博士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向客人简要介绍
了山东近期发展情况，省侨办的工作职能、任务以及近期侨务工作开展情况。庞博士介绍了美国北卡
华人联谊会的有关情况。双方就如何加强省侨办与美国北卡华人联谊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交流
和探讨。
庞涛博士是回国到高唐县省亲后专程来济南拜访省侨办领导的

•
•
•
•

Discounts on AAA and Sam's Club for CAFA Members
12/08/2007, Christmas Dance Party (Donors, Brifing, Photos)
Enloe High School Student Hao Lian Won Regional Siemens Competition
12/01/2007, CAST-NC 2007 Annual Mee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CAFA website: www.cafanc.org

(责任编辑：孙传忠，付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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