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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River Festival 联谊会会长

庆祝游行
7 月 22 日，Fort Wayne 中
华联谊会在干事林立明女
士前期规划组织下，积极参加了 Fort Wayne 第
40 届 Three River Festival (TRF) 庆祝游行，而且
第一次展示了联谊会的会旗。由孩子和成人组成
的 30 多人的游行队伍，身着传统的民族服装和
印有联谊会标志的汗衫，吸引了路旁的每个人。
我们最终赢得了同类组的三等奖（请见第二页的
照片）。真棒！
游行队伍的开始是 我们的新会旗，由四位身
穿传统旗袍的亮丽美女护卫。接着是身穿黄色丝
绸民族服装的龙狮舞。由姑娘们组成的腰鼓队身
着红色腰鼓服紧跟其后。她们的表演伴随着传统
的中国音乐优美整齐。队伍最后展示了漂亮的
2008 北京奥运福娃彩图（由段占福先生绘制)。

孙镐致词
我以兴奋和自豪的心情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得奖的好消
息：Fort Wayne 中华联谊会，在 Fort Wayne 第 40 届
Three River Festival (TRF) 庆祝游行中，取得了同类组
第三名的好成绩。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祝贺。
我代表 Fort Wayne 中华联谊会感谢大家为这次活动所
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虽然当天下着雨，而且预告还
将有暴雨，可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努力准时到达，而且
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十分的好，非
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我还要谢谢那天到场观看的所
有会员朋友和同胞。谢谢你们的沿途鼓励，谢谢你们拍
摄并提供的照片和录像。
我相信我们的努力和成绩以及得到的认可对我们是个极
大的鼓励。我们将一如继往地做好联谊会的工作，使联
谊会不断发展壮大。 让我们与我们的家庭和朋友们共同
分享这一好消息。有关这次活动的更多信息，请浏览网
站：www.fortwayne.com/apps/pbcs.dll/article?AID=/JG/2008071
2/LOCAL/149208389

借此机会我们要对所有为这次活动做出了贡

献的人表示感谢。我们特别感谢吴建女士在订购
这次活动的服装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中国传统
服装是游行成功的基本保障之一。我们也感谢吴
建，王迎辉女士为搞好这次活动提供了许多好的
指导和建议。同时，我们感谢中文学校游行队的
陈华萍校长和李建宁在 游行队伍人员的调整上和
游行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这次活动的成
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团队间的互相协助。最后我们
还要感谢参加我们游行的所有孩子们和大人们。
大家准时到达，冒雨准备，又顶着烈日走完全
程。还要感谢大家游行之前的排练，付出了高的
油价，付出了时间，谢谢大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nation f

为四川灾区募捐

自 1976 年后，最为严重的发生在四川的大地震
造成了超过 8 万人的死亡。
FW 中华联谊会已经积极的完成了两次募捐活
动。我们很多的会员和朋友们都向灾区人民伸出
了援助之手。在很短时间内我们筹集到的 2500
美元，包括联谊会的 300 美元，通过芝加哥中国
领事馆已全部送到了四川灾区。我们知道，我们
所做的只是这次全民救灾的一部分。但是不论贡
献大小，大家对灾区人民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们也知道也有一些会员还通过其它渠道或组织
向灾区人民捐款。尽管没有这些捐款的详细信
息，我们仍要向所有为灾区人民做贡献的会员和
朋友们致谢。在此，我们也感谢通过我们联谊会
为四川灾区捐款的 FW 中文学校，几位隐名捐献
者以及以下的个人和家庭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
列)：
邓谊浩、段占福 & 曲燕妮、费翰章 & 孙镐、
Andy Huang 全家、Kevin & Beth Greenwell、李
朝前 & 万小英、李建宁 & 龚鸣、梁仲明 & 张志
娟、林力丹、刘雁飞、娄晓刚 & 鄂湘、罗红丽
& 田冰新、潘一飞 & 刘燕、Velimir & Mingsun
Petrovic、Sarah & Michael Trittipo、赵家欣 & 周
佳、周心阳 & 林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书馆聚会
应部分会员增加一些社交机会的
建议，我们 4 月 12 日下午在 Fort
Wayne 市图书馆安排了一次非正
式的聚会并准备了一些小食品及饮料。
我们以观看春节晚会节目录像为主，也有自由交谈。有
近 30 人到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端午节聚餐
6 月 8 日，联谊会组织了端午
节聚餐，超过 120 人汇集到了
Franke 公园，渡过了一个愉快
的下午。在初夏的午后，走到户外，与新朋旧友共
同来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日。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环
境和机会。 同时，我们还为 TRF 游行进行了准备。
中文学校的负责人 Sarina 女士还向孩子们简单介绍
了 端午节的历史和传统食品---粽子。
这次聚餐是以大家带来的食物，饮料为主。我们共
同品尝，共同欣赏，气氛热烈愉快。
为了这次聚会，很多志愿者在事前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各种不同
的粽子。他们是：Wansu Chen、Weichen He、 Shaojun
Sui、Linda Slaubaugh、Mr. & Mrs Thong, Jian Wu、
Zhanfu Dun & Yan Liu。她们之中有些人因各种原因没

能参加我们的聚会。在这里我们向他们, 也向所有为
这次聚会做了工作的人再说声谢谢。 虽然我们在这
里享受着节日的愉快，但我们难以忘记四川的灾
难。聚会开始时，大家首先为四川地震遇难同胞默
哀了一分钟。

近期活动
1. 庆祝中秋节和庆祝联谊会成立
25 周年晚会

我们的会徽
感谢周佳的精美设计，我
们在征求了一些会员的意
见并经过网上多次讨论，
终於有了联谊会的会徽。

时间：2008 年 9 月 13 日下午 5:00 开始
地点：IPFW, WALB UNION

图案采用的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结。中国结表示
了我们联谊会组织团结互助的愿望。

大家可能已看到，我们的会徽已呈现在会旗上，而
且展现在这次 TRF 游行队伍之中，在给向四川灾民
捐款者的致谢信中，我们的会徽也印在信纸的上
方。更醒目的是，我们联谊会的汗衫上都印有我们
2. 近期我们将向会员发送联谊会章程草案，请大 的会徽。
家审阅。在中秋晚会上，此草案将由会员讨论表
我们的每一个会员家庭，如果希望并已按照要求跟
决通过。
我们事先联系过，都应该已经免费收到一件联谊会
的汗衫。我们希望我们的会徽有助于 我们联谊会组
* 请会员们在 8 月 20 日前把联谊会会长候选人
织的团结，兴旺，更有朝气。今后会徽将成为我们
提名表寄还给孙镐 (sunh@ipfw.edu, 或者 6303
联谊会的象征。
Black Oak Blvd. FW 46835)。
内容：庆祝中秋节、庆祝联谊会成立 25 周
年、审批通过联谊会章程草案、选举下一届会
长。

** 请愿意表演节目的个人或家庭在 8 月 20 日前
把节目表演表寄还给林力丹 (linl@ipfw.edu 或
249-0497 或 7205 Sandyridge Place, Fort Wayne
IN, 46835)。
*** 请大家把出席中秋晚会的登记表和支票在 8
月 25 日前寄还给邓谊浩（5615 Old Dover
Blvd.，Apt. 7, Fort Wayne, IN 46835
或dengy@ipfw.edu）。

See you @ next is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