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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联园地 ● CAFA

华联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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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经过大家投票选举的新一届华联（CAFA）董事会于 11 月 2 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上一致通过选出了董事会主席庞涛，并通过了会长胡晖提名的执行
委员会，同时决定在《华星报》开辟“华联园地”，这是华联会员交流的园地，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华联（CAFA）的窗口，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华联，欢迎所有华
联会员踊跃参与。经过近十年历届董事会、执委会和大量的志愿者的努力，华联终于有了今天，让我们珍惜华联的今天，华联的未来就在你我大家的努力创造之中。

齐心协力共建华联 —董事会主席庞涛
当日历翻
到二零零六
年，我们的华
联将会迎来她
的十岁生日。
从当初成立时
的几十个人到
今天的两千多
会员，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
组织到现在整个北卡州最大、最有影响力
的华人组织，华联的成长见证了我们当地
华人社区的成长。这中间，历届华联执行
委员会、董事会以及无数默默奉献的志愿
者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
华联的发展与壮大是与大家的生活休
戚相关的，也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分不开的。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都是牺牲了
自己的业余时间来为我们华联做事，有的

人甚至一年到头连看电视的时间都几乎没
有了。正是这些人的无私奉献使我们的华
联能够组织春节晚会、舞会、野餐会等多
项活动，从而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生活
不再单调乏味。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志愿
者愿意挤出一点时间，哪怕是每周一个小
时，帮我们的社区做一点事情，我们华联
就能组织更多的活动，我们的社区生活也
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如果我
们大家都来参与社区的活动，大家有劲都
往一处使，我们华人群体的声音才会更
大，我们才不容易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忽
视，我们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好地得到保
障。
为了使我们的华联能够更好地丰富大
家的生活，更好地维护我们华人的权益，
让我们共同协起手来，一起来建设我们的
华联，一起来为我们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
添砖加瓦！

公关部 - 温大岭
春去冬来，年复一
年。华联，这株当年
由 RTP 几位华人社会
活动家细心栽下的幼
苗，虽经历寒风急雨，
却因着苍穹大地阳光雨
露的呵护而茁壮成长。
数不清的人，做过数不清的事，培育着华
联在他乡异域扎下了根,长成了树。
华联的勃勃生机吸引着人们赞赏的目
光。然而，滴水不成河，独木不成林。即
使根深叶茂，华联仍然可能身只影单。如
何让华联融入她身后博大的森林从而给大
自然的和谐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逐渐成
了人们关心的话题。也因此，在华联迎来
她年轻生命中第十个年头的时刻，公共关
系被正式提到了华联的议事日程上。
在过去的一年里，华联有意识地通过
各种渠道创造各种机会来建立和发展与其
他各个社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华联
牵头与 RTP 三所高校的华人学生学者联谊
会联合举办的春节联欢会集聚多方力量而
获得成功，不少节目还被中国中央电视台
传播回中国大陆报导播放。华联组织与
RTP 几所中文学校合办的儿童音乐会不仅

受到儿童和家长的欢迎，也密切了华联与
中文学校间的合作关系。华联的秋季野餐
会邀请了北卡州的联邦和州议员与上千华
人朋友见面，显示了华人的存在和团结，
也增强了这些政治家对华人社团的认识与
理解。不久前，华联还积极配合全国华美
协会并与其他华人社团一起安排中国女子
十二乐坊在 RTP 的飓风赈灾演出。空前成
功的表演和募捐充分展示了华人的才艺和
对美国社会的爱心。最近，华联还与 RTP
其他四个华裔和亚裔组织为一位华人女性
的不平遭遇联合上书，以期争取华裔和亚
裔的平等权益。目前，华联还正在认真与
华协(TACAS)合作筹办圣诞舞会，双方都
期望通过合作来增进 RTP 这两个最大华人
组织及其会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华联公共关系部协助华联执委会和董
事会开展公关工作。朋友们，如果你希望
你生活的社区充满和谐和友谊，如果你期
待你平等的权益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那么，请你伸出双手支持华联，支持华联
公共关系部的工作。只有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才能让自己乃自华联成为那博大森林
中和谐的一员！

近期活动

时间：2005年12月3日，周六 8:00pm - 11:30pm

圣诞晚会
(与华协合办）

地点：Temple Beth Or
5315 Creedmoor Rd., Raleigh, NC 27614
注意事项：因场地有限，只限会员参加。届时有抽

奖，10个精美礼品等待着您。
时间：2006年1月29日，周日下午2:00pm - 6:00pm,
春节联欢会 地点：UNC Memorial Hall
（与UNC学生学
者联谊会合办） 注意事项：请留意CAFA网站及会员email信息系统通
知。

加入华联, 让你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问: 为什么要加入华联?
答: 华联 (三角地区华人联谊
会 -- Chinese America Friendship
Association，简称华联或者 CAFA)
成立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她是一
个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华人团体，
其宗旨在于联络本地华人之间的感情
和增进友谊，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华联现在拥有二千多名会员，
下属有公关部、会员部、体育部和文
艺部等部门。华联每年为会员举办多
种形式的活动， 例如：各类讲座、
舞会、体育比赛、春节联欢会、少儿
联欢会及老年人的茶话会等等。华联
还为会员设立了 email 信息系统，以
便会员们互相沟通、交流信息。除此
之外, 华联会员持会员卡可以在本地
几个主要的中国超市和部分中国餐馆
得到 5% 的折扣优惠。详细的介绍参

考华联网站。

问：加入华联，有什么要求?
答: 加入华联没有任何限制。
会员交纳的会费是华联的主要活动经
费来源之一。单身会员每年会费$12
(一张卡)，家庭会员每年会费$15 (二
张卡)。会员卡需要每年更新。华联
的会员部接纳新会员和老会员更新会
员卡的工作。新会员可以在任何时间
申请加入。会员卡更新工作一般在每
年的十一月份开始，下一年的新会员
卡会在十二月底以前发放至会员手
中。
问：如何加入华联/更新会员
卡?
答: 新会员申请加入华联可通
过下列几种方法之一:
邮寄：华联的网站和华联通迅
录以及本期华星报都提供有申请表，

会长致词–胡晖

秋意浓、枫叶红，北卡又迎
来了绚丽的金秋时节。带着华联
会员们对我的支持，带着华联董
事会全体成员对我的重托，我
于 11 月 2 日正式接任了 200506 年华联会长的职务。与我一
同上任的还有副会长陈剑文，我
与陈剑文藉此机会感谢大家对我
们的信任和支持。
华联能成为三角地区最大的
华人团体，凝聚了所有前华联会
长、副会长、董事会主席和成
员、执行委员会成员、各常务委
员会负责人和成员以及无数工作
人员的心血与汗水。我感到非常
荣幸的是，这一届我们又有许多
德才兼备、有奉献精神并有公共
服务经验的同仁加入了华联执行
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在此，请允
许我为您介绍华联新一届的主要

工作人员：
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胡
晖（会长）、陈剑文（副会
长）, 胡玉明（秘书长）, 冯菊
生（财务长）, 张岩（会计
师）。
常务委员会负责人：秘书
处：胡玉明；会员部：周青；公
共关系部：温大岭、程宁强；筹
款部：谢贤庆（Tony Xie）；文
艺/娱乐部：周大操、王铁梅；
体育部：方政；文教科技部：谢
立安；商务部：杨汉娜；华联通
讯：柳道锟。
明年华联将迈入她的第十
年，随着华人社区的不断发展壮
大，华人对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定
位有了新的诉求，这是我们面临
的新课题。作为第十届华联工作
人员，我们肩负着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执行委员会将秉承华联的一
贯宗旨，为社区组织各种活动，
而且会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兼顾不
同的社团、年龄以及兴趣爱好。
随着本地华人人口的不断增加，
代表不同群体和兴趣的华人组织

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从另一
角度证明了华人社区的活跃和蒸
蒸日上。华联将致力于与这些团
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一
个友好和谐的华人社区。除此以
外，我们还会在董事会的指导
下，与本地其他华人社团密切配
合，为争取华人权益、保护华人
弱势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努力搭
桥铺路。华人不应该孤立于美国
主流社会，作为社会的一员，我
们应该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其他活
动。这一点是近年来董事会非常
重视和努力拓展的一个方面。执
行委员会将与董事会齐心协力，
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工作。
华联要继续发展壮大，必需
吸收更多的新鲜血液，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华联或为华联
工作。如您有什么建议或有志加
入义务工作者行列，请与我或其
他负责人联系，我的邮箱是：
president@cafanc.org。
在圣诞和新年即将到来之
际，我谨代表华联执行委员会及
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节日愉快！

体育部-方政

文艺部 – 周大操
不知您
喜欢采取哪
种方式度过
您的闲暇，
但我敢肯定
如果有可能
的话，您一
定会采取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放松一
下。 其实，对于忙活了一周的您和
我，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不仅会丰
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同时也有助于
消除一天的疲劳。遗憾的是，与繁
华的都市相比，RTP 地区所能提供
的娱乐活动实在有限。不过，在新
的一年里，CAFA 愿意尽其所能来
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首先，我们将
以传统的圣诞舞会(十二月三日)为
您送上一份节日的喜庆，接下来的
春节晚会(2006 年 1 月 29 日)将把节
日的气氛推向高潮。然而，娱乐尚
未结束。对于喜欢跳舞的朋友，
CAFA 文艺部将每月为您安排一次
舞会以缓解您的”足底之痒”。除
此之外，卡拉 OK 大奖赛将为喜欢
唱歌的朋友们提供大展才华
的机会。不过，更加新奇的

恐怕要算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文艺表
演了。当然，我们想做的还不止这
些，明年是 CAFA 的十周岁生日，
CAFA 文艺部将协助 CAFA 为您献
上更加精彩的文艺形式。请留意我
们的通知。
我必须指出的是，毕竟我们的
条件有限，想做的事情虽然很多，
但能做到的却屈指可数。尽管如
此，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把能够
做到的做好。如果您有好的设想、
建议，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分享。只
要您的提议切实可行，我们一定会
将其变为现实。
CAFA 的成长和壮大是大家参
与的结果，新一届 CAFA 文艺部热
情欢迎您的加入。如果您愿意为推
动中美文华交流，丰富 RTP 地区的
文化生活做点事的话，请您加入
CAFA 文艺部。 (请发 email 给:
dacao_zhou@yahoo.com , or ktmeiwang@triad.rr.com)
华联文艺部 周大操、王铁梅

CAFA 拥有众多的群
众性的体育组织，比如足
球、篮球、排球、网球、
桥牌、棋类等等俱乐部，
还有儿童足球俱乐部，各
个俱乐部都会在不同的季
节组织不同规模的比赛，
主要是在 RTP 地区、三
所大学之间的比赛，少量
的也会走出去或者请进来
竞赛，有兴趣加入各俱乐
部的朋友，欢迎与我联
系，zfang@natland.com。
现在正值足球比赛，
马上 12 月份就要进行排
球赛，欢迎广大的朋友加
入 CAFA，加入各种俱乐
部。

Renew会员请务必填写会员号码，信息无变化可省略填写个人信息
Applicant CAFA ID 申请人华联证号：

会员部 周青

将申请表及会费支票，邮寄给华联。
临时会费站：华联会员部会在
一些集体活动地点、中国超市及中文
学校会员设置临时会费站，便于大家
加入或者更新会员卡。临时会费站的
设置一般在十一月份以后。 华联会
员部届时通过华联的会员 email 信息
系统通知具体的时间及地点。
网上更新：华联网站设有网上
更新系统，老会员可以使用信用卡通
过 Paypal 在网上更新会员卡。 网上
更新请不要忘记提供会员证号码，以
免因名字重复造成错误和失误。 如
果电话、email 或地址有变化， 请添
写更新表格， 以便保持联络通畅。
任何有关会员问题，请与华联
会员部联系。 联系人：周青, email:
membership@cafanc.org

广告业务联系（To inquire about placing an ad, please contact）-- Tel: (919) 244 0350

Applicant Information
申请人信息

[If Family] Co-applicant Information

配偶信息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英文姓名：

Gender 性别：F

M

Gender 性别：F

M

E-mail:
电子邮址：

E-mail:
电子邮址：

Work Phone # 工作电话：

Work Phone # 工作电话：

Home Phone # 家庭电话：
Mailing Address：邮址：
Please sign me as a CAFA member for :
One year family家庭一年 ($15)
Two years family家庭两年($30)
One year single单身一年 ($12)
Two years single单身两年($24)
Subscribe to China Star for one year: $5 (Optional，regular
Yes please [
]
No, thanks [
]

price is $12)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CAFA (支票收款人请写 CAFA)

Fax: (919) 342 5041

Email: Ad@ChinaSta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