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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聯誼會春節及元宵節聯歡會 

DACA Chinese New Year Party 
 

時間： 二月七日下午四時半至十時    

Time:  4:30-10 pm, Saturday, February 7, 2009 
地址:   Springboro High School, 

1675 S Main St, Springboro, OH 
電話： Phone Number: (937) 748-3950

 

 請帶一道菜與大家分享!     Please bring a dish to share! 
 

己丑牛年春節及元宵節聯歡會將於正月十三在

Springboro 高中的禮堂舉行。即時將有九十分

鐘的文藝節目。節目之後有“年夜飯＂。请大

家带自己拿手的菜肴与大家分享。 

 

欢迎亲属及各界朋友与我们共庆佳节. 

（非会员请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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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聯誼會董事  Board of Directors DACA (2008-2009) 
Position 職務 姓名 Name Phone Email 

President 會長 余月根 Yuegen Y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VP 副會長, Chairman, Program Committee 陶建新 Jason Tao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Chairman, Development Committee 許自寬 Jerry Hs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Secretary 秘書  Melanie Williamson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Treasure 財務 陳鼎慰 Neil Flodando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and Associate Treasure 財務 张婉秋 Vivien Zh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 DACA Elderly Group 長青會 姜满 Maan Ji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 DIFI Representative 傅玉明 Yuming F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 DACA Newsletter Editor 王岱堅 Daijian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刘卫东 Weidong Li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周万龙 Wanlong Zho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李兴伟 XingWei Li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 林允中 Steve Lin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Other Organizations & Contacts      
DIFI  
 

余月根 
傅玉明 Yuming F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AAC-Asian American Council  李新伟 XingWei Li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irectory 通訊錄 但啟疆 Joseph Dann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ACA Website – http://www.dacanet.org 万章勇 John Wan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Newsletter 華訊                Editor 王岱堅 Daijian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德頓中文學校 http://www.daytonchinese.org 李冠华 Jayson Lee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代頓現代中文學校
http://www.daytonmodernchinese.org/ 陆非非 Feifei L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FCC-Family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Pam Conger-Cox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德頓華人基督教會 
Dayt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劉治安 
 

Geoge Li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主愛華人福音教會 
Agape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sh 

盧建安 
 

Jiahn-An L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佛學社 Dayton Buddhist Association 龔思維 Shih-Wei Ku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天主教查經班 Catholic Bible Study 賴筱欽 Maria Worthy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ACA Elderly Group 長青會 王慕華 Betty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ACA Youth Group 周仪 Jessica Chou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Wright State Student-CSSA 王强 Qiang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德頓國樂團 Dayton Chinese-Music Orchestra 王岱堅 Daijian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德頓合唱团 Dayton Choir 陈梅华 Mei-Hwa Neal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高爾夫球隊 Golf   石德光 Peter Shih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ACA 京剧团 崔寶硯 James Tsui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DACA 书画社 王玉凤 Yufeng Wang see DACA directory see DACA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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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余月根 

引鼠送旧岁, 牵牛迎新春! 中国传统的第四〇七八个春节将临, 德顿华美联谊会

(DACA) 谨祝各位会员, 朋友们年禧!  并恭请大家出席将于二月七月星期六元霄节

在 Springboro High School 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共庆佳节! 

鼠年 2008 是大喜大悲的多事之秋, 在美国有经济的雪崩和奥巴马的当选; 在中国有

奥运成功的辉煌和四川地震的灾难。DACA 在上届会长郑国华先生的主持下成绩斐然, 

会员朋友踊跃为地震揖款达$12,000, 善款正经由美国红十字会送交灾区援助重建。 

在牛年新年 DACA 及其董事会将本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竭诚为大家服务。在

将于5月15至17日举办的德顿国际节以及8月中旬举办的德顿亚洲文化节上, DACA

将集中展示中国的民族英雄和文化传统。 作为以自愿, 义务为基础的华人社区互助

团体, DACA 一向以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会员福利为宗旨。 会员的积极参与和无私

奉献是它的成功之母, 立足之本。新近成立的书画社, 合唱团, 棋牌俱乐部将使 DACA

的业余文娱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衷心祝愿会员朋友们新春快乐, 多财多福,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牛年更牛”,

“牛”上加“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citement and Festivity at the Schuster Center  

 --“Chinese Cultural Celebration” for Dayton Opera’s Turandot

For three days on October 18, 
24, and 26, dozens of DACA volunteers 
from the Greater Dayto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participated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fashion a 
“Chinese Cultural Celebration” prior to 
Dayton Opera’s Durandot 
performances.  This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between DACA and the 
Dayton Opera created excitement and 
festivity in the Wintergarden of the 
Schuster Center, and allowed Dayton 
residents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variety and impor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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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會 ─李蔭慶 
宗旨：本會為發揚老吾老以及人之老精神, 與德頓年長華人朋友同樂, 定期舉辦不涉及政治或宗教之

活動  

會員：65 歲以上居住在德頓的華裔，不需要是 DACA 會員 

義工：未滿 65 歲願意幫忙的年輕人 

委員會組成：DACA 聯絡人， 會員中推選之會長，財務負責人，及義工數人 

會費：無 

餐費：會員免費，義工自費 

經費：主要來源為個人捐款，捐款可免稅，支票抬頭：DACA Elderly Fund 

財務負責人：馬克華（299-7403） 

聯絡： 會長 ：王慕華（435-0259）， DACA 聯絡人 (DACA 委任)：姜滿（435-2410） 

活動：每月的第一個星期六中午聚餐，一小時專題講座或其他活動。活動內容以會員興趣為主，由委

員會全權決定 

感謝汪德勻女士發起，長青會成立至今近二十年。於 1996 年一月六號，在董崇斌和于孝恭會長的領導

下，併入 DACA。 每年年終向 DACA 會報收支平衡。現有會員六十人，義工二十多人。每月初義工個

別通知會員，說明活動時間地點，專題內容，及活動概況。專題講座內容包羅萬象，有中西醫學常識，

保健，園藝，烹飪，藝術，幽默趣談，及旅遊等等。 竭誠歡迎您加入長青會，成為會員或擔任義工。 

Elderly Club  

Goal: To promote social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residents of Greater Dayton community 
for our forever young members; does not involve in religious or political activities  

Membership: 65 year old or over of Chinese American residents; DACA membership is not required  
Volunteer: friends younger than 65 years old  
Committee members: DACA liaison (appointed by DACA to oversee programs), elected chairs, 

treasurer, and several volunteers; plan and conduct annual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Membership fee: None 
Funding: Mainly individual donations, tax deductible; check written to: DACA Elderly Fund 
Treasurer: Cecilia Lin (299-7403).  
Cost of meal: Member receives free meal; volunteer pays for his/her own 
Contact persons: President, Betty Lin (435-0259), DACA liaison, Maan Jiang (435-2410) 
Activity: Meet on the first Saturday of each month with lunch and one hour of program activities 

geared to the interest of its members. The committe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its activities.  
Thanks to Tina Cheng’s vision, the Elderly Club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close to twenty years. 

Having Joined DACA in January 6, 1996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ung Bin Tong and Xiao Gong 
Yu, the club submits its annual financial reports to DACA. There are currently over 60 members 
and 20 volunteer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month, volunteers notify members about the 
specific activity, time and place of the gathering. Activities usually include one-hour presentation 
on special subjects, such as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health care, gardening, cooking, arts, 
humor, travel, etc. You are encouraged to join the Club as a member or a volunteer.  

 
Written by the Elderly Club Committee,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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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來 
唐明敏  

你來 
在蟬鳴的仲夏 

那最清越的一聲 
我靈魂之海欣然收納 

這純真的波紋 
  

你來 
在桂影婆娑的星夜 
在踏月步錦的秋深 

蘆荻風飄 
捲一地不散的煙雲 
銀漢無波的長空 

印滿天錯落的屐痕 

你來 
在風雪的清晨 
在荒寂的湖濱 

一點不凋的梅心 
一炷不化的青春 

  
你來 

飆射的飛羽 
畫破了山河乾坤 
從此我不再追問 

那兒還有流金的黃昏  
 

( 2008年12月16日刊於人間福報副刊 ) 

************************ 

DACA 長青會 2009 年活動表 

日期 活動內容 主持人 

一月三日 閒談敘舊─金龍餐廳 崔寶硯，陳秀格 

二月 新年元宵晚會─DACA 主辦 長青會活動暫停 

三月七日 排舞─德頓華人教會 陳梅華，高靜波  

四月 春遊野餐  王黛珊，劉瑤華  

五月 DIFI 德頓國際節 ─會員參與協助 長青會活動暫停 

六月六日 旅遊 DVD─金龍餐廳 薩支華， 王慕華 

七月 活動內容未定─德頓華人教會 王慧，朱寧 

八月 桃子成熟時郊遊─主愛教會主辦 長青會活動暫停 

九月 秋季野餐 ─ DACA 主辦 長青會活動暫停 

十月 慈濟醫療講座─德頓慈濟主辦 長青會活動暫停 

十一月七日 醫療講座─金龍餐廳 馬克華，李春惠 

十二月五日 活動內容地點未定 許自寬，徐少蓉 

＊以上為暫訂之活動內容，如有變更，將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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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吃 
──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 

劉文化先生提供 馬克華整理 

筒仔米糕 

容器：漏盤，竹筒，或不鏽鋼杯子，蒸籠 

材料：糯米，絞碎豬肉，一鍋滾熱開水 

調味料：五香粉少許，胡椒粉少許，鹽，味精少許，糖，紅蔥頭，醬油，油 

材料和調味料份量自定，隨個人自己喜好 

作法 

1. 糯米泡水一小時，然後放進漏盤把水漏乾，備用。 

2. 紅蔥頭切片，用油爆香，加入碎豬肉炒熟，此時會產生汁液，把汁液盛在碗中備
用。 

3. 把所有調味料放進肉中，嚐味，調味料加到適合為止。然後放進漏盤，漏出來的
汁液盛在另一碗中備用。 

4. 糯米放在盤中分別慢慢加上上述兩種汁液，一方面看顏色，味道，再加多汁液，
直到顏色味道適合為止。嚐味，要是不夠鹹，可多加鹽。 

5. 炒好的肉放在竹筒或鋼杯最底下，加上拌好的糯米到七、八分滿，加開水到糯米
同樣高度。 

6. 蒸籠先燒開水，把（5）放進去蒸。用大火約蒸 20-30 分鐘。用筷子插進飯內，插
到杯底，要是飯已全軟，沒有碰到硬米，就是熟了。要是蒸籠水不夠，要加熱開
水，不能加冷水。 

香菇肉焿 

材料：豬里肌肉，大白菜切片，新鮮或乾香菇泡水，紅蘿蔔片，蛋，冬筍片，魚漿，香
油，香菜，工研醋。豬肉和魚漿比率為 2：1，骨頭高湯（最好是比目魚乾爆香後
煮骨頭高湯，如買不到比目魚乾，可以柴魚片代之）。 

調味料：鹽，味精，冰糖，胡椒粉，太白粉（蕃薯粉），蒜頭 

作法： 

1. 里肌肉切成條狀約手指頭粗，加蒜泥或蒜粉和鹽。用手把混好的肉條摔鬆，再加
魚漿混好。 

2. 用大半鍋滾開水，肉條一條一條的連續放下鍋煮，浮上水面的就撈起來，放進容
器備用。水繼續燒到滾，撈起來的肉條整盤一起倒進水裡滾一下。肉全熟撈起備
用。 

3. 骨頭柴魚高湯燒滾，去除骨頭，加入大白菜，香菇，冬筍片，紅蘿蔔片，鹽。鹹
度夠再加味精，冰糖，胡椒粉。燒滾後加入冷水調開的太白粉漿，勾芡，蛋打碎
在碗裡，徐徐加入湯裡成蛋花。收火。 

4. 吃以前加入工研醋，香油，香菜。 

─師父領進門，修行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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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頓華美聯誼會—青年組  DACA--YOUTH GROUP 
周仪  Jessica Chou 

去年十一月，DACA YG 聚在一起，大家为慈善机构—“涵娜珍宝箱＂，做枕头和毛毯。“涵娜珍宝

箱＂是为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意衣服，家具，玩具，图书以及其它基本生活物品的慈善机构。大

家一起做了五条毯子四个枕头。“涵娜珍宝箱＂非常高兴和感谢我们的捐赠。 

另外去年八月，我们举行了 2008-2009 年的首次会议， 选举了新的领导。祝贺：Amy Shieh – 秘
书, Sunny Xu – 财政, Nancy Zheng –副组长, and Lily Cheng –联合组长。德顿的青年朋友们如果有

兴趣加入.德頓華美聯誼會—青年組，请和我们联系，dacayg@gmail.co。 

 

  

   

 
 In November, members of the DACA Youth Group got together to make blankets and pillows for the local 
charity, Hannah’s Treasure Chest. Hannah’s Treasure Chest provides needy children in the Miami Valley 
with clothing, furniture, toys, books, and other essential items. At the meeting, we made five blankets and 
four pillows. Hannah’s Treasure Chest was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o receive our items. 
 Also, in August we held our first meeting of the 2008-2009 year to elect our new officers. Congratulations 
to: Amy Shieh – secretary, Sunny Xu – treasurer, Nancy Zheng – vice-president, and Lily Cheng – 
co-president. In future meetings we will be preparing for the annual World A’Fair in May. If there are any 
other youth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DACA Youth Group, e-mail dacayg@gmail.com to let us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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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顿大学的中国夜 

吴霜叶 

2008 年 11 月 8 日, 代顿大学学生与代顿大学国际社区合作，组织了一次中国之夜。

这次活动在作为代顿大学艺术活动中心的南校区艺术街举行。代顿现代中文学校的舞

蹈一班和武术班应邀出席了此次中国之夜。舞蹈一班表演了探戈舞，小戏迷，春雨-

伞舞等三个舞蹈。武术班表演了两个 (中华武术基本功和太极) 套路。中文学校的表

演受到在场观众的热烈欢迎。人数超过百人的观众观看了中文学校的表演。此次表演

切实起到了在代顿地区展示中国文化的作用。 

 

 

  
 
 

Chinese International Night at ArtStreet 
 in University of Dayton 

Shuang-Ye Wu 

On November 8th, students of University of Dayton, partnering with University of Dayton's 
International Living Community, organized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Night Open House at 
ArtStreet, the newest living and learning arts complex in the heart of the South Student 
Neighborhood at the University of Dayton.  At their invitation, students from Greater 
Dayton Chinese School performed three dances，Tango, Peking Opera Girls and Spring 
Rain – Umbrella Dance and the martial arts group performed two demonstration 
routines.  Many students watched the performances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All 
of them were well received and showcased our culture to m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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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顿现代中文学校表演成功 

幼儿园班老师 李环 

代顿歌剧院08年金秋的头场演出是普契尼的经典歌剧 “图兰朵”。因为图兰朵是普契尼采用中国元素
与韵律来表现的东方爱情故事，所以代顿歌剧院邀请了我们DACA在演出前演示一些中国传统的音乐
和艺术。 
 
代顿现代中文学校的幼儿班刚学唱了“茉莉花”。茉莉花是最早流传到西方的中国民歌之一。它的韵
律在图兰朵里被普契尼采用为主旋律，我作为老师自告奋勇地向中文现代学校和 DACA 推荐了这首
歌及我们班的表演. 我们班的学生和家长也非常兴奋,积极地练唱准备. 终于学生们在十月二十八日
的歌剧演出前,表演了这首歌曲. 孩子们穿着漂亮的中国衣裳, 他们稚气的歌声以及优美的旋律,在舒
思特大厅里回响. 我们班还特别邀请了我校的王燕同学为我们钢琴伴奏，也为我们的演出增色不少。 
 

  
 
现代中文学校还选送了学生舞蹈班和成人舞蹈班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舞蹈。刘寿宁，王玉凤等“太
极大师”也登台献上了中国的国粹-太极表演。这些新颖的节目都引起了美国观众的好奇和好评。 
 
代顿歌剧院的市场公关部主任，查克多瑞奇先生在他的感谢信中指出：“孩子们的歌曲以及所有的中
国表演都收到了极好的反响，我希望大家因此机会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重要性。” 
 
姜满老师和我也带领森特威尔高中中文班的学生，和我的FCC学生在另外两场演出前唱了这首歌。在
此之后还有人向我询问并邀请中文幼儿班的学生在代顿的其它社会活动中演出。我还有幸与舒思特先
生（舒思特中心的创始人）在头场演出前见面并介绍了我们的学生，他对中国的文化印象深刻，对我
们的表演也给与了热情鼓励。 
 
在此我想感谢现代中文学校，DACA， 姜满，顾龙云，王燕，和代顿歌剧院。谢谢你们给孩子们的
演出机会和协助以及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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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S Kindergarten Class Singing a Big Hit 
April Li Huan Denofsky 

During the fall 2008 season, Dayton Opera featured Turandot as their opening performance. Since 
Turandot is a famous opera by Giacomo Puccini which strove for a semblance of Chinese authenticity by 
using music from the region, Dayton Opera asked DACA to participate and demonstrate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before each of the shows. 

The GDCS Kindergarten students had just learned “Jasmine Flower”song in class. The melody of this 
Chinese song named "Mò Li Hūa (茉莉花)" is used by Puccini throughout as a motif for the princess. I 
volunteered the class to perform this song and the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to sing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at the Schuster Center on Sunday, October 26th, 2008. All the kids were dressed in beautiful 
Chinese clothes.  Their beautiful voices were heard throughout the entire center.  Taylor Wang from 
GDCS was the pianist for the song.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was a highlight for the preshow demo.  GDCS’ dance class and adult dance 
class also performed authentic Chinese folkdances. Our Tai Chi masters led by Mr. Liu Shou Ning and 
Mrs. Wang Yu Feng also demoed Tai Chi for the audience. 

As the Dayton Opera Marketing Director Chuck Duritsch told me afterwards: “The singing students were 
a big hit as were all the performance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elebration. I sincerely 
hope this allowed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variety and impor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enterville High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Maan Broadstock and I also brought Centerville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and some FCC kids to perform in the other two shows.  All were very 
well received, and we have received invitations from the Dayton community to perform in other club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I talked to Dr Benjamin Schuster who is the founder of the Schuster Performing 
Arts Center before the opening performance and he was also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performanc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GDCS, DACA, Maan Broadstock, Amy Wang, Taylor Wang and 
Dayton Opera.  It is with your help that enabled these students to showcase their learning and singing at 
the Schuster Center and give them a grea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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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人生中最为璀璨难忘的一天 
（张辉林 2009.01.01 写于天津泰达） 

2008 年的 12 月 5 日无疑是我人生中最为璀璨难忘的一天！  

这天，我有幸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政部邀请到北京人民大会堂参加

2008 年度“中华慈善奖＂、“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和“中华慈善贡献奖＂

的表彰大会；在政协大楼那边，秘书长陈继红代表我们天津开发区社会

服务志愿者协会领取由民政部颁发的年度全国最优秀的“组织奖（志愿

者协会）＂、“项目奖（图书馆服务）＂和“个人奖（蓝云翠、马珍）＂。我

和我的团队多年来的努力在同一天内得到了国家最高当局的肯定和奖

励，很光荣，极难忘！ 

08 年 11 月 29 日的晚上，我在美国费城外甥的婚礼晚宴上接到协会秘书

长陈继红托她先生打给我的电话，在嘈杂的人声和不良的手机连线中，

我听到他嘶哑又着急的声音：“会长，继红找您好久，她要我问您 12 月 5

日能不能回来到北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给慈善人士的

颁奖仪式? 您获得《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的荣誉称号，民政部急着要

我们回复呢！＂ “没问题，我 3 日就回国了！＂ 继红确定我能及时赶回

北京赴会，高兴异常，立刻回复主办单位请他们寄邀请函来。结束通话

后，我心立时澎湃不已，一方面高兴在有生之年能有机会面见中国的最

高领袖，亲炙胡总书记的非凡丰采，是十分美好的事；再者，感激继红- 

她是我在国内从事志愿工作五年中的贴心知己和最佳合作伙伴，她的仔

细和赤诚让我不曾错失任何获奖的机会，衷心感激她！ 
 

12 月 3 日晚上飞抵国门，次日下午，承蒙城管局的张国盛局长派车送继红和我到北京去报到，我是带着

疲惫的身躯和兴奋无比的心情进京的。由于我和继红分别参加不同的颁奖典礼，因此到了北京之后，我俩就分

道扬镳了。当晚的住宿我被安排在中民大厦和甘肃来的姑娘钟晓琴同房，她是兰州慈爱试验艺术职业技术学校

的副校长，因免费栽培西部诸多贫困“艺术苗子＂而获得和我一样的“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的奖章。当她告

诉我她是来自甘肃的裕固族时，我真不敢相信我的耳朵，我不由自主地惊讶起来！因为位于祁连山北麓，古丝

绸之路中段的肃南裕固族的人口当今只有 2、3万人，占中国总人口极小的比例，两年以前我还不知道世上有它

的存在，但是我今天就和他们的族民同室而居，去年还捐水窖给他们，啊，真是太巧了，太有缘了，得感谢老

天爷的特别安排！晓琴不知我为何惊讶，于是我告诉她我们天津泰达的志愿者和裕固族确是有缘，从前年到现

在，我们总共捐赠了 315 口“母亲水窖＂给他们的贫困牧民，并赞助了 20 名当地的贫困学生，明夏我们还要组

团到裕固族聚居的肃南县去观光旅游，去亲访攒了水窖的牧民，去探望我们赞助的孩子。她听了我的叙述立刻

肃然起敬然后认真地说她要代表裕固族的父老兄弟感谢我们对他们爱心的关怀和帮助，并希望我们也能赞助她

兰州艺术学校的孩子们，我答应我会尽力！两天两夜的相处，尔后她成了四百多名与会慈善者中我唯一的相识

和知己，大会期间还是我贴身的摄影师，这结的可是一分难能可贵的善缘哪，是参与大会的另类收获！ 

隔天一早，诚如新华社记者描述的“北京低温严寒，但参加中华慈善大会的各级代表心中春意盎然，暖流滚滚。＂ 

几辆大巴把我们从酒店载去人民大会堂，一路上有警车开道，有市民向我们频频招手，我们享受着十分尊贵的

待遇！车上的每一个人都带着请帖，身上披着“2008 年度中华慈善奖，携手慈善共创和谐＂的彩披，我们下车

后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石阶，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宏伟的大门，先列队通过电子安检，然后齐聚大会堂一楼的北

大厅，按照礼仪小姐举示的牌子，先来后到有序地排起队来。在等待期间，许多人取出相机相互拍照，有的则

和左邻右舍攀亲问故起来，我没带相机，又不想和人攀谈，于是趁机好好地浏览了一下大堂的内部结构和它的

布置。感觉上，它真实的面目比时时在电视和报章杂志上看的画面庄严气派多了！ 上下左右看了几圈之后，我

心中突然升起了一个疑虑，平凡如我者能有幸置身人民大会堂这不会是在梦境吧！？ 当总指挥大声喊着让我们

一一走上摄影站架的声音传来，我才从梦幻中回到了现实。 我们依序走上临时搭建的站台，我立在三排居中靠

右的位置，离胡主席的座椅不远。等所有受奖者都站好之后，座椅上的贵宾们和慈善家们也鱼贯而入，等他们

坐好之后，我听到有个工作人员大声喊者：“张祥青来了吗？张祥青在哪儿？他今天代表受奖者演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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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缺席。。。!＂我顺着他的声音和手指的方向,看到前排右二的位子还空着,那个即将坐下的贵宾就是我们天津

开发区居民，我的好邻居，昔日唐山大地震的孤儿，今天荣程钢铁公司的老董，汶川特大地震豪捐 1.2 亿轰动

全世界的张祥青！不过，当我还在细数张祥青的的人生历程时，我们的张善人就匆匆赶来了。他刚坐定，面对

我们的大门立刻开启，笑容可掬的胡总书记挥着右手在诸多官员的簇拥下走向我们，他从右到左花了半个多小

时和座椅上的得奖者及贵宾们一一握手致意。当他终于走到我面前时，在五尺不到的近距离内，我仔细端详了

和我同龄咱国家的最高领导-胡总书记：他，有着中等的身材，脸上挂着祥和、智慧和坚毅的微笑，步履坚挺，

精神奕奕，他不断地用捎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问候大家，谢谢大家还欢迎大家。我本想和许多人一样越位伸手

抢握一下胡主席的手，给自己留下一个神气又值得炫耀的难忘回忆！但是，略经思考之后，我没那样做，我不

想因一己无聊的虚荣而破坏着当时美好的情境，只静静地欣赏着那热烈感人的画面，把瞬间的历史荣耀印入脑

海的深处，让它永远铭刻于记忆，成为我人生美好难忘的一页。啊，那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时间不再流逝，愿

它就此停留而永恒呀！好不容易胡主席和跟随他的其他的领导们纷纷握完了许多许多的手（真辛苦！），他们终

于坐了下来，等他们坐定，摄影师们立即打上强灯，还提醒我们灯光走到那里，相机就照到那里，要我们准备

好-见灯就微笑！灯和相机从左向右缓慢移动，短短的几分钟，我们四百多个灿烂的笑容就此摄入镜头，成为可

见的历史和家人珍藏的宝贝！照相完毕，胡总书记离开位子走向刚才摄影师站立的地方开始脱稿演说。他首先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表示热烈的祝贺，向这次“中华慈善奖＂等奖项的获得者表示崇

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海内外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各类企业和各界代表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又说中国改革开放 30 年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不断推进，慈善事业也取得了

长足发展。特别是今年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伟大斗争中，慈善事业发挥了重要作用，开展了共和国历

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捐赠行为（捐款近一千亿人民币），为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提供了宝贵的支持。。。

总书记辞恳意切的讲话感动了在场的所有会众，人人愿意如他所说进一步发扬人道主义精神，乐善好施，扶贫

济困，继续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向需要帮助的人们奉献更多的关爱。 

9：35 分，党国务院领导在贵宾室接见慈善特别贡献奖得主时，我们其余的人走上二楼阶梯到宴会厅参加

民政部主办的慈善表彰大会。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理回良玉出席了大会，会议由民政部副

部长窦玉沛主持。大会起始，由民政部张学举部长首先致词，姜力副部长宣读民政部关于表彰 2008 年度“中华

慈善奖“的决定，根据民政部《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有关规定，经过社会各界推荐和报名、评选委员

会审议、社会公示，民政部决定授予 336 名个人、企业、机关和慈善项目为 2008 年度“中华慈善奖＂，授予 119

名个人为“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22 名个人为“中华慈善贡献奖＂；并向 2008 年度“中华慈善奖＂获奖者部

分代表颁发奖杯、证书，向四川民政厅颁发 2008 年度“中华慈善奖万众爱心杯＂。典型发言时，捐赠者代表天

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祥青讲述了自身的故事和眼中的慈善行为后感动了会场上所有的人，响

彻全场的掌声为他个人的义举赢得了极度的赞誉，还为天津的慈善事业谱写了辉煌的一页！会后我看他被记者

和人群团团围住，他这唐山地震孤儿的身份，他奋斗成功的故事和汶川地震 1.2 亿的慷慨救灾捐赠，成了会场

上最脍炙人口的话题，我以他为荣，更以他为傲！张善人事业成功之后，积极参与社会公益。前年，他在开发

区就是我们志愿者协会最大的赞助者，每年他和夫人默默出钱救助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的贫困病童，还经常关爱

许多弱势群体，他们的爱心遍洒神州各地，他们是成功的企业家和伟大的慈善家，是人们的榜样和中国的骄傲！ 

张祥青讲过之后接着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马志英女士作了“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演讲，讲述了慈善的

义举；最后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利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借 12。5国际志愿者日之时作了“慈善事业需要志

愿精神＂的讲演，既勉励了自己，也鼓励了他人。最后国务院副总理回良玉作了重要讲话，他要我们认真学习

领会、全面贯彻落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华慈善大会代表时的讲话精神，大力弘扬慈善文化，培育发展慈善

组织，不断完善法规政策，努力推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发展。他希望全社会都来关心慈

善事业，参与慈善事业，为社会献一份爱、出一份力，共建共享和谐美好新生活。 

下午，回到我们住宿的中民大厦参加由中央电视台名角，也是“中华慈善奖“得主的沈冰所主持的慈善论坛。

讨论的主题是＂聚焦 5。12---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挑战＂。举办单位是民政部、中国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

基金会、李嘉诚基金会、比尔及梅林达、盖茨基金会、克林顿基金会、、、等，参加人员有民政厅局与会人员、

优秀慈善工作者、专家学者、特邀人员、、、等。14：05 由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致词揭开序幕之后就开始一

连串的讨论，讨论的环节有三：一是公平与效率---关注善款使用机制；二是透明与公信---关注慈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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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露机制；三是竞争与合作---关注慈善领域合力。各个环节都邀请专家或名人来做主题演讲，讲后还加了专

家的点评，论坛的内容丰富而极具瞬间意义。民政部社会福利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镇耀、李嘉诚基金会代

表李玉光、国务院法制办朱卫国、中国残疾人福利基金会代表、、、等等都发表了精辟的言论，我们听过之后，

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了深入的了解，对中国慈善事业募集的善款的发放和运营有了认识和信心。主题研讨

后，中国慈善总会负责人与全国慈善组织代表共同宣读了《“5.12＂慈善联合行动宣言》。宣言倡议“透明慈善、

资源共享、组织自律＂，社会各界的慈善力量团结起来，联合行动，共创和谐！ 

参加了这次的论坛，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意识到成功的慈善事业不仅仅是善款的募集，也应该是智慧和人

才的凝聚，政府若能利用这次汶川特大地震后社会大众及商家、企业对慈善事业的大量投入和参与，适时加快

慈善事业的转型，如王振耀司长从“加强制度建设、保障公平效率＂的角度，提出要加快慈善法律制度建设、

行政制度建设、慈善组织建设和慈善风气建设，若真能如此，我们慈善事业的春天为期不远了，祝福中国的慈

善事业从此蒸蒸日上。 

论坛一结束，几辆大巴又把我们从中民大厦送到人民大会堂去出席慈善晚宴，由副总理回良玉接待我们。

晚宴时间是 19：00~21:00, 几十张圆桌摆满了今早我们开表彰会的大厅，领奖台这时改成了表演者的舞台，名

嘴崔永元和杨澜双双以犀利又幽默的对话把晚会的节目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边看边吃还边聊天。饭菜好吃不说，

当晚安排的节目更精彩，主办单位把南方雪灾和汶川特大地震举国抗震救灾做出的种种可歌可泣感人的事迹用

大银幕重新播放出来；把一对受灾的汶川母女从四川接来带上舞台，那位当时被埋在瓦砾中，救出后被温家宝

总理抱在怀里的小女孩和她的妈妈接受崔、杨的访问时，孩子告诉我们，大家送给她的玩具她全部转送给别的

孩子了，杨澜阿姨问她为什么送人了？“因为那些孩子的玩具都埋在瓦砾中拿不出来，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玩具

统统送给他们！＂女孩爽快利落地回答，崔永元问她心疼不？不心疼！啊，一个好了不起的坚强又慷慨的孩子，

我们以热烈的掌声来回应她！和我同桌共餐的全是各地慈善机构或红十字会的主要负责人，都为雪灾和四川大

地震做出过不小的贡献。我们虽然来自不同的地方，但有缘同坐一桌，共参盛会，我们举杯许愿今后将加强互

访并时时交换各自的讯息和经验，一方面是充实自己，也为中国的慈善事业作更大的奉献做准备。 

2008 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不平凡的一年。我国先后经历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灾难虽无情，但人间却有爱，中华大地处处涌动着爱的暖流，全国人民已有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溺己溺的总动员的精神，从国家领导到人民群众，从个人到单位，从国内到国

外，无数人自动自发为灾区慷慨解囊，几百万志愿者赶赴灾区无私奉献，社会各界齐心协力地形成了抗击灾害

的磅礴力量，中华大地吹响了一曲曲爱与奉献的慈善赞歌。。。凡此种种让我感动良久，平凡的我曾扪心自问，

个人只出了一点微薄之力，聊尽百姓应尽的义务而已，却蒙受国家如此的厚爱和奖赏，真是受之有愧呀！今后，

我将加大力度为慈善、公益和志愿工作竭尽所能，作出更有效、更广泛、更利他的工作，为更多的弱势群体服

务，以酬谢政府对我个人的重视和鼓励，并回馈社会大众一直以来给予的信任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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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A Membership Application/Address Correction Fo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Name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ouse Name Chinese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City/State/zip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Membership Fe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optional and will not be published 
  in the DACA Name Directory 
   1.  Family: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orking Company/School Name 
 2.  Single:  $10 
   Expertise: Business     Medical  Engineering 
   3.  Student:  $2     Computer    Science  Restaurant 
         Management  Education  Other 
     Address Correction 
 
 Make check payable to:  DACA 
  P.O. Box 292472 
  Kettering, OH 45429-2472 

Newsletter Editor: 
  Next Issue:  May 2009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April 15,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