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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园地 ● CAFA

华联就在你我身边...

05

CAFA, PO Box 898
Cary, NC 27512
www.cafanc.org

编者按：自上期开辟华联园地以来，华联受到华人的普遍关注和参与。最近收到很多电话和新的会员申请。有很多人为自己身边有如此壮大的华人组织感到自豪和骄
傲，还有人对华联为大家提供的便利服务比如商店的折扣、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甚为赞赏，不管是什么原因加入华联，总之，华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大，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
好，这也正是华联的最高宗旨。临近春节，华联与 UNC 学生学者联谊会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大家筹划着 2006 年的春节联欢会。欢迎各界人士光临欣赏。祝节日愉快！

莺歌燕舞迎新年
2005 年 12 月 3 日晚，位于 Raleigh
的 Temple Beth Or 教堂灯光闪烁、人头
攒动。舞会大厅被装饰得喜气洋洋，一派
节日气氛。华联与华协共同举办的传统圣
诞/新年舞会闪亮登场！
当晚有近 300 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
一年一度的盛会。男士们西装笔挺，女士
们衣香鬓影，新朋老友欢聚一堂，人人脸
上展露着欢快的笑容。随着主持人郭佳和
谢祖莹宣布舞会开始，一对对舞伴步入舞
池，随着轻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为了增加
舞会的色彩，大会特别邀请了本地的两对
跳舞高手王铁梅、彭马川和国光、李睿为
大家表演了一段华尔兹，他们优美的舞姿
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此外，由于得到
了本地商界多位热心人士的支持，当晚送
出的礼品非常丰盛，每一次的抽奖都掀起
了高潮，送出的奖品多达 19 份。
舞会在《友谊天长地久》一曲中落下
帷幕，参会者纷纷盛赞舞会办得非常成
功。华联与华协的主办人员也对这次舞会
的筹备和合作过程中广大工作人员的默契
和协调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一台成功的舞会凝聚了无数工作人员

的辛勤劳动。华联特别要提到的是会场布
置小组的工作人员贾晶、高丽琼和胡安。
她们包揽了设计、材料购买、制作和布
置，并在很短的时间为大会交出了一张漂
亮的成绩单，到会的人无不为会场精美的
装饰发出由衷的赞美。舞会筹备组的周青
花了不少时间参与了策划和准备水果及点
心的工作，是一位主干将。筹备组另一位
工作人员高丽琼负责编辑舞曲，看似简单
的工作实际上让她付出极大的心血。在大
家轻歌曼舞之时，会员部的郭倩和马加仍
在会员登记处忙碌地工作，郭倩的先生钟
德松也在一旁帮忙，会员部出色地完成了
他们的工作。
华联特别在此感谢以下工作人员：
策划/筹备：胡晖、温大岭、周青、
高丽琼、陈剑文、周大操。
会场装饰/布置：贾晶、高丽琼、胡
安、冯菊生、李百炼、温大岭、庞涛。
主持：郭佳、谢祖莹。
水果/甜点：周青、焦宜群。
会员登记：周青、郭倩、马加、钟德
松。
清场：冯菊生、贾晶、金兆伟、高丽

让我们共同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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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李百炼、胡安、温大岭、沈慧、曾昭
邦、马加、周青、夏育陆、陈剑文、郭佳。
华协工作人员： Lily Chan, Max
Cheung, Ming-Daang Wu, Vicky Yang,
Tingmei Jin。
以上名单可能有遗漏，华联在此感谢
所有为舞会出过力的热心人士。
华联和华协鸣谢以下礼品赞助商：
美亚超市
Tony 贷款（Tony Xie）
Coldwell Banker (Su Chen)
Eastern Light Restaurant
State Farm Insurance (Kuan Ho)
Jade Realty
Peking Garden
Red Palace Restaruant
Fortune Palace Restaurant

图为会员部成员郭倩和

努力工作，发展更多的会员
近十年来，华联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
模，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社区组织，这
里凝结了众多华人志愿者的心血及奉献,
也是与华联下属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及辛
勤劳动分不开的。其中，做出贡献、工作
辛苦、却默默无闻的，当数历届华联会员
部的全体志愿工作人员。随着华联组织规
模的不断壮大，数据库也随着增长，工作
量加大，会员更新工作也更加繁忙。为了
方便会员及提高工作效率，会员部今年采
取了诸多措施。从十月下旬起便着手更新
工作，建立了六个主要更新收费点。而且
大部分主要点的更新时间也增加到三次以
上。这些点包括 Raleigh, Cary 及 Chapel
Hill 的中文学校，大亚洲超市(Grand
Asia, Raleigh), 美亚超市（A&C Market,
Garner）, 及亚洲超市（Asia Market Durham）等中国超市。在工作中，会员部对
收费和发卡方式也进行了改进，采取了按
地区分类的措施。这样虽增加了工作量，
但却大大减少了华联会员们更新所需的时
间。在此，特别强调使用华联会员号进行

马加正在圣诞晚会门前
为会员登记、更新。

更新以免重名重姓，提醒会员们
提供需要更改的新地址。这样就
可大大帮助减少工作差错，以保
证会员能及时领到会员卡。
自十月下旬以来， 本届会
员部的全体志愿工作者本着热情
负责的精神付出了大部分的星期
六及业余时间，投入到二零零六
年的会员更新工作中，他们除了
有一份全职工作外，有的还兼修课程，有
的甚至兼几个志愿工作。尽管如此，他们
勤勤恳恳从不缺席会员部安排的工作日
程。 他们的工作不仅得到家人的支持，
而且家人也积极参与。会长胡晖也在人力
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短短的近两个
月期间，华联吸收了近百名新会员，这都
与会员部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华联加强宣传
密不可分。作为会员部的负责人，我对会
员部全体成员的奉献及他们家人的大力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会
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中文学校、各中国
超市的大力支持及鼎力相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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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感谢华联董事会的董事们给了我们
诸多的宣传及协助。最后，感谢华联会员
们在会员更新工作中对我们的理解及协
作。没有各个方面的鼎力合作，会员部不
会在短期间内圆满地完成大部分会员更新
工作。
欢迎更多的华人朋友们加入华联。更
欢迎老会员华人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及服
务提出宝贵的建议。我的邮箱是
membership@cafanc.org。
祝愿在新的一年，华联的活动使您的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会员部 周青

2006 年将迎来北卡州 RTP 地区华人联谊会
（CAFA，简称华联）十周年的生日。为纪念、
回顾和留下宝贵史料，本届华联执委会的出版宣
传部将编辑出版 1-2 期《华联通讯》纪念专辑。
曾记得，在华联以往诸多活动中，历届董事
会、执委会热心地为华人社区的和谐成长、提高
华联的凝聚力付出过大量的无私奉献和辛勤劳
动。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们也为各项活动
的成功和华联的兴旺发展付出过真诚挚爱与心
血。在华联成立十周年之际，相信你们一定会有
许多这样美好往事和镜头值得回顾；许多参与的
感想要向人们倾诉；许多祝福和感谢要奉献给他
人，并有许多美好期盼和建议要呈献。我们也相
信，一些尚不太了解华联组织或不好参与活动的
朋友，当你获得更多华联的信息时，也会同样享
受一份华联会员的喜悦。
为纪念华联成立十周年，我们特别征稿造册
纪念。让我们共同来书写华联的成长历史，或动
笔撰文赋诗，或提供文物，或分享精彩镜头，共
襄盛举。
投稿须知：
稿件文体：不限。如叙事文、抒情散文、感
想随笔、人物访谈或人物写实、建议献策、诗
歌、书法题词、图片音像，等等。
稿件形式: 可是电子文件，也可是书面格
式。
截稿日期：纪念专辑第一辑于 2006 年 3 月底
截稿。
联系方式：
电话：柳道锟（828-6229 或 481-3672）
陈健（968-1022）
姜海翔（681-8904）
电子邮箱：
请查阅 2005 或 2006 CAFA 通讯录
投稿方式：
Email ： liudaokun@yahoo.com
邮寄： DaoKun Liu (柳道锟）
105 Cockleshell ct. Cary NC 27513
传真： 919-549-9058
Attention ： Pu Gao (高璞收）
面交、请人代转，或聚会活动时交递也可。
华联出版宣传部呼吁：拿起你的笔，把我们
身边美好的、难忘的人或事记录下来，书写华联
的成长历史，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华联、亲近华
联、参与华联、发展华联。最后特别感谢您支持
华联出版宣传事宜。
祝大家新年快乐！
华联执委会出版宣传部
2006 年元月

家家旺 事事顺
CAFA，FACSS 倾情盛邀

2006春节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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