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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迎来了2019年。2018

年对东谷华人居民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

年。由Alan和Woody等几位热心人士几经努

力，东谷华美协会终于在3月31日成立了，

从机构申请到理事分工，各项工作很快有条

不紊地开展起来。

很荣幸，在第一次理事会，我被大家推举为

首届会长。面对突如其来的重担，心中不免

惶恐。但看到那些比我们更早来到美国的理

事们无比热心地为我们这些新移民关怀备

至、无私付出，不由得底气大增、信心满

满。相信有这么一个愿意奉献的团队，一定

能够事半功倍、心想事成，不仅能帮助华人

在美迅速生根立足、融入社会，更能让美国

当地的其他族裔，看到华人的力量，传播中

华文化的美德。

东谷华美协会成立后，随后就是母亲节，理

事们倡议举办母亲节聚餐大会。当时一没会

员、二没经费，但大家热情不减、无私奉

献，精细策划、积极筹备、四处张罗。东谷

华人协会的首次活动终于顺利进行。很多前

来参加母亲节聚餐大会的亲朋好友、街坊邻

里都报名参加了协会，成为我们协会首批会

员。协会的成立获得了认可，这也是我们居

住在东谷市华人的共同心声和意愿。

协会宗旨不仅在于为东谷华人提供美国法律

和习俗的引介，更希望华人在生活和精神上

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和氛围。本着这样的理

念，协会立即组织展开了多项会员活动。

首创的就是东谷华协园艺班的成立。所有理

事积极参加。园艺是东谷华人共同向往的活

动。在理事张腾军的筹划下，园艺班进行了

多次园艺讲座。还邀请到了百草园的花哥、

和园艺达人1300电台的拈花惹草节目主持人

李立元先生，受到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理事卫嘉龄成立了卡拉OK班，为华人提供

了一个工作之余渲泄心理压力的娱乐项目。

其它活动也在各位理事的努力下不断推出，

比如在社区公园内举办的中秋烤肉活动，欢

快喜庆，热闹非凡，不但吸引了众多民众参

与，更让东谷华人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属于自

己的协会。会员由70多个家庭增加了一倍，

活动中被邀请的市府官员对东谷华人的素质

赞不绝口，更对协会的活动和为社区提供的

服务给予高度的认可。

协会陆续为东谷华人带来不同种类的活动项

目，目前有英文学习班、瑜伽班、太极班、

文学班、交际舞班、卡拉OK教唱班，另外

还有理事刘佑江医生的健康讲座，理事曾素

华和陈如珍的财产保护讲座，理事于虹冰的

社安金和医疗卡讲座，会员王钰的2018联邦

报税讲座，张恒医生的乳腺癌的防护和治

疗。2月16号即将举办元宵节活动，这是所

有理事和工作人员将协会的服务和自我奉献

呈现给所有协会会员的成果。

协会计划在不久的未来能够成立古典音乐欣

赏班，美术绘画班，烹饪班，以及任何对会

员有所帮助的学习课程。在2019年，希望协

会能够和东谷学院成立中文学校，让在东谷

华人的下一代不要忘记我们的语言，更希望

能够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让东谷华人的长

者有活动和交谊的场所。

东谷华美协会是大家的家，并为大家服务。

协会的组织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带动作

用，恳切地期望我们所有会员，群策群力，

对协会的活动和服务项目踊跃献策献计，积

极参与。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让我们

共同努力，把我们东谷华人协会的事情越办

越好，越办越红火。

在此，真诚感谢大家为协会给予的积极支持

和无私帮助，有你们的支持，2019年会一定

会更好！

ECAA东谷华美协会 会长 俞汉佩 

俞汉佩



ECAA东谷华美协会 创始人兼理事长 黄树梧

黄树梧 2018中秋欢乐派对

几位朋友,魏锵、陈重久、林鸿安经常

谈到，东谷有这么多新移民的华人，我

们迫切需要一个华人协会来帮助他们，

在生活、工作、习惯上建立一个桥梁，

帮他们早日融入美国生活。说了几个

月，终于附之行动了，协会名字也定

为”东谷华美协会” EASTVALE CHI-

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因为

有过组织非盈利公司的经验，我的任务

是负责从开始申请到完全成立协会的所

有事项，包括订立协会的法规、章程、

组织。朋友间我和魏锵都是退休人士，

在大家都共识下，我们只愿意在新协会

做义工，不会担任何职务。

一月八号我开始申请公司法律文件，

而后陈重久努力安排一些东谷热心华

人开了五次筹备会。前两次都是在外

餐厅或借用热心人士办公室。在三月

初，获得东谷学院的认同和支持，之

后协会的筹备会都在学院召开。协会

的成立和成长能够获得学院的支持是

最大的原动力。三月底协会法律文件

都拿到，陈重久在三月三十一号，召

开了第一届理事会，决定了协会主要

工作人员为理事长陈重久，副理事长曾

素华，会长俞佩妮，副会长陈如珍，财

务卫嘉龄，执行秘书谭开妍，理事邓明

友、潘哲耀、李波、韦琳等九人，在理

事会中还讨论如何让新成立的协会马上

呈现在东谷华人圈内，我建议举办母亲

节聚餐，作为介绍新协会的敲门砖。理

事会同意四月二十一号举办母亲节聚

餐，这是协会的第一次活动，立刻获得

七十东谷华人家庭加入了协会。

母亲节聚餐后，我看到协会已经立足，

不再参加理事会活动，带了八十三位

朋友组成的地中海和西班牙的十六天旅

游，逍遥去了。六月初回来，知道理事

长回台湾，但我也收到县政府、州政

府、联邦的通知公司，需要补充很多资

料，因为所有单位对非盈利公司管理加

强严厉限制，很多新要求我不了解。也

收到财务通知，银行还是无法开账户，

因为银行法也修改了，所以为了让协会

合法存在，又整理资料后向各单位补

送，期间理事长通知因为身体健康原

因，立刻辞去理事长一职。在这情况下

立刻召开临时理事会，不愿意刚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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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A东谷华美协会
2018年大事记

好邻居相聚 华裔市议员尤煜琳就职典礼

为华人服务的协会消失，我不得不接受

临危受命的代理职务，幸好我们有强大

的理事阵容，理事们都愿意奉献为东谷

华人服务，更重要的是东谷的华人是高

素质，高水准的新移民，在自我约束的

修养下，展示了中国人的气度和品德。

在理事的全力合作下，协会举办了一非

常成功的中秋节烤肉活动，协会邀请了

市政府官员，立刻获得市政府的认同和

肯定，期后，在理事协助下，协会先后

成立了卡拉OK班，园艺班，英文学习

班，瑜伽班，太极锻炼班，交际舞班，

文学班，并计划在未来成立音乐欣赏

班，合唱团，美术班，书法班，除了这

些定期活动外，协会也邀请专业理事举

办了资产保护讲座，健康讲座，社安金

讲座，1014报税讲座，凡是对我们华人

生活在美国必须了解到知识

在所有理事的牺牲奉献下，协会的成长

是有目共睹的，做为一协会的创办人，

我在2019对协会的祈望是希望有一年轻

能干的理事来接掌理事会，让新的观念

和动力带我们协会进入更高的境界。



从LA市中心出发一路向东行驶，好似进入了洛杉矶华人社区发展的历史长河。沿途所见

都是年代变迁的轨迹。中国城里的海鲜酒楼依旧门庭若市，但人们关注的目光早已投向

五十英哩外的内陆帝国。它在岁月里厚积薄发，成为洛杉矶如日方升的风水宝地。内陆

帝国的大门，相连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际机场。众多牵动全球经济命脉的大型转

运中心都云集此地，加上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但都不及一片片崭新的花园别墅社区引

人心动。其中最闪耀的一座美丽城市, 就是让越来越多华人居民青睐的梦想家园-东谷。

全新住宅 商业中心



东谷市原是牧区和农业区。自千禧年开始，

全美知名的十几家大建筑商联合开发起这

片区域。大批的中产阶级家庭被高性价比的

全新住宅吸引，迁入这片新区。在居民的努

力之下，2010年十月，东谷市正式成立了。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东谷市即是大洛杉矶地区河滨县最西边的一

座全新城市，也是通向南加州内陆帝国的大

门。北望圣盖博山脉，南依圣塔安娜河，形

成一片自然湿地，天然氧吧。60、10、71及

91、15号州际公路将东谷市环绕，可以辐射

加州的所有地区。如今安大略国际机场已然

开通直达亚洲的航线，周边的奥特莱斯和时

尚广场也大放异彩，使得内陆帝国和东谷市

获得了更多的国际知名度。

重视家庭和教育的生活氛围
东谷市现有人口六万余，近年来亚裔人口逐

年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亚裔人口已越万。

中等家庭的平均收入在$63,505，较全美国

平均收入高出近12%。东谷市没有旧城的包

袱，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留下的都是具

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居民，80%以上居民都是

有子女的高收入家庭。居民们潜心经营爱护

着自己的家园, 同时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

东谷市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总共八所学校。

每所学校都是全新建筑，教学设施先进。

学区高薪聘请众多的加州获奖教师，因此

在2014，2015，2017连续三年被评为加州

SARB模范。东谷高中也以97.4%的超高毕业

率被评为河边县排名第一的高中。即将开幕

的ESTEM实验学院，更会让东谷高中在加州

所有学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培养未来世界高

科技人才的摇篮。

东谷的魅力，不仅在于城市的风貌，地灵人

杰更是这个年轻的华人新社区最大的优势。

东谷华人之中藏龙卧虎，各行各业的精英相

聚一堂。热情好客的东谷人希望能将小城的

幸福和朝气传递给每位华人朋友。

现代城市规划理念打造出的居家天堂
东谷市占地33.9平方公哩，陆地面积为32.4

平方公哩。城市规划超前现代，街道规划

非常宽大、气派，具有大城市的风范。它现

已成为洛杉矶的主要卫星城市。全新的东谷

处处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年轻生命力。大型商

业，物流产业的入住，带动了就业及服务业

的飞速发展。安静的小城里也常常出现车水

马龙的景象。但是幸好，城里多是宽敞笔直

的大道，为繁荣井上添花。东谷市不仅交

通便利，环境也很优美。市内拥有十三座公

园，设有各类运动场、戏水等不同的主题设

施，专业完备，面面俱到。东谷市基本都是

住宅区和配套商业区，非常适宜居家。2012

年暴力犯罪指数排名加州第六低，是一个非

常安静和安全的城市。2016年更被MONEY

杂志评为美国最佳居住城市。

性价比极高的全新住宅
东谷的房屋九成以上是2002年之后建造的花

园别墅，而且基本都是占地五千平方英尺的

宽宅大院。设计新颖，质量上乘，尤其是在

防震防寒保温方面，选用高质量的建材，冬

暖夏凉。大批房屋还装有太阳能发电系统。

这里的房价近几年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

度，但相较尔湾、钻石吧、奇诺岗等地动辄

百万美金以上的房子，在东谷只需要五六十

万便可以拥有一个带院子的豪华别墅，实在

是非常经济实惠的选择。如此不仅吸引了南

加各地的华人朋友竞相迁入，连远道而来新

移民也对此地青睐有加。华人对家和土地的

依恋，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家家户户满园

的青菜和果树，在曾是牧场区的肥沃土地上

茁壮成长，妆点了安逸生活中的亮丽色彩。

东谷华美协会理事林殿尧诚心为您服务

专精东谷及洛杉矶地区住宅、商业地产
投资、买卖、租赁及管理一条龙服务

购物广场

实验学院

荣获无限地产
最佳业绩团队大奖





ECAA东谷园艺班自2018年4月23日组

群，至今已经有160+位园艺爱好者参

加。园艺群的简明宗旨是为喜欢种植的

朋友提供一个交换信息、活跃业余生

活、促进身心健康的平台。至今，我们

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园艺讲座和种苗交

换活动。

在园艺讲座中，花哥百草园的园艺专家

许希圣先生曾两次为大家讲解他宝贵的

种植经验，并热心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种

苗，深受大家的欢迎。园艺达人名嘴李

立元先生是1300电台的拈花惹草节目主

讲人，他也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的种植

经验、并为东谷的朋友们带来了他自养

的家蜂、酿造的纯天然蜂蜜。园艺班还

邀请了郭德庆先生讲解传授嫁接专题，

并做了现场嫁接表演，随后将实验成果

抽奖分享给了前来参加讲座的朋友。

我们东谷园艺群中本身也有很多种植专

家和园艺能手。其中很有嫁接经验的刘

ECAA东谷华美协会 理事、园艺班长 张腾军 

官平先生也给大家详细讲解分享了他的

嫁接技术。东谷药农的刘晓忠博士是专

做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他也为我们讲

解分享了他们种菜的基本原理、管理

措施等宝贵经验。龚老伯种植菜很有经

验、可谓达人 ，他也常为大家交流种菜

的经验，无私奉献自己的种苗和技术。

每次园艺讲座都很成功。讲座常包含抽

奖及种苗交换环节。种苗交换活动中，

每一次来参加讲座的朋友们都能拿到自

已想要的种子、菜苗，或树苗，个个满

载而归，其乐无穷。值得赞扬的是有很

多群友还无私奉献出自家的种籽和树苗

菜苗与大家分享，许多会员带些家中努

力栽培的成品或赠送、或交换或义卖。

有如此众多无私奉献又有爱心的朋友，

才让我们的东谷园艺群不断壮大成长，

成为一个开心农场、幸福乐园、欢乐的

大家庭。热忱欢迎东谷华协所有朋友关

注并参加我们的东谷园艺活动。  

张腾军





2018年10月27日，东谷华美协会理事刘

佑江医生在东谷学院进行了2个小时生

动实用的医学健康讲座。他根据40多年

临床医学科研经验，用深入浅出、诙谐

生动的方法，通过幻灯图文，把深奥的

防病治病的方法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很有创意的把人体五脏六腑比喻像11

条鱼，泡养在身体内的血液水池里。

血液质量决定人体体质，不论哪个脏

腑（鱼）生病肯定是血液出问题。发

展中国家80%的疾病和人类1/3的死亡

归根于缺水。口渴意味着忍受痛苦和

提前死亡, 许多慢性疾病的病因仅仅

是身体缺水！他告诉大家不能渴了才

喝水, 困了才睡觉。每人每天喝水总

量3000ml，少量多次分喝，尽量喝温

白开水。不要用茶、碳酸饮料和咖啡

对付缺水信号。如何科学的调理身体? 

改善血液、水质就是改善体质。

第一, 调整观念，保持好心态、超然生

活。据分析，心脏可以分泌救人一命的

荷尔蒙，它不仅杀死癌细胞，也抑制癌

细胞DNA合成及生长。超级好的心态，

能使心脏启动自愈机制。

第二，调整生活饮食方式和习惯，决定

人健康长寿五大因素中，生活饮食方式

和习惯占60%，它决定人体质好坏和寿

命长短。高达四成的新发癌症，可以在

生活中预防。

第三，“不要熬夜”。 熬夜对肝胆的伤

害最大。人体“生物钟”与中医人体的

12经络运行惊人一致，肝胆的“解毒修

复功能”在晚上23:00-03:00，人处于睡

眠状态下进行，没睡着不工作。

第四，调理身体，疏通经络气血。1994

年开始，刘医生在Redlands诊所用传统

中医原理推拿按摩针灸调理经络、疏通

气血、不吃药恢复人体自愈力功能, 治

愈很多顽固性慢性病人。如免疫性疾

病、各种痛症、功能性疾病、精神忧郁

症、各种康复治疗和减少放化疗副作用

等。最好的神医就是调理疏通经络修复

自愈力，而不是习惯于求医问药来抵御

疾病，忽视了人体自愈力。

刘医生还为大家提供了详细的杂粮饭配

方，推荐了四种调理经络的常用方法、 

介绍了健康长寿的十大生活习惯，并回

答了现场的提问。作为专业医生，他

给东谷邻居非常务实的建议：“每走一

步，只要听听身体的声音，多喝水，注

意休息，给足细胞所需的原材料，身体

自身免疫力会自己去修复。”

ECAA东谷华美协会 理事 刘佑江 

刘佑江



2018年12月22日，ECAA东谷华美协会

文学班举办了开班仪式。超过20位文学

爱好者参加了文学班的第一次活动。

协会创始人、理事长黄树梧介绍了文学

班的成立初衷：身为华人，中华文化是

我们的来处和根。相信我们东谷华人都

希望永远和中华文化一脉相连，在这个

西语系的国家里享受阅读中文书刊的氛

围，再陶醉在优美古典文学和诗词中。

为让东谷华人享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

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美国发扬光大，协会

拟提供高水准的文艺沙龙活动给所有东

谷华人。

协会会员张敏芝分享了她的写作历程。

她以“芝麻”等笔名写作，多年来笔耕

不辍，目前已经出版3本个人著作，合

作出版8本书籍，是多家报刊的专栏作

者，在美国华文报纸也不时发表文章。

她关注女性个人成长、信奉终生学习，

激励大家一起享受阅读、尝试写作，在

读和写中，释放、表达自己，找到用键

盘和世界对话的乐趣。她现场签售了《

你正美好，何必彷徨》、《在这浮华世

界里，我只要刚刚好》，所得款项全额

捐献给华美协会。

参会的会员们交流了各自的阅读和写作

经验，集中讨论《飘》这一部文学巨著

的感受和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在文学中

照见自我、也挖掘自我，学会了等待，

也找到希望。会员中有很多资深文学爱

好者，知秋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写小说，

多年来坚持阅读，个人文学素养非常深

厚；徐静和大家分享了她读书的感受，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大家交换了阅

读写作中遇到的瓶颈和困惑。每一位会

员都各有真知灼见，在繁忙琐碎的日常

生活中，坚持内心、怀抱理想。而文学

有如灯塔，照亮前行的路。

文学班成立了微信群，大家互推新书、

交流听书资源、交换各自的藏书，也讨

论能指引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书籍。 爱

读书的家长，是孩子爱上读书最可靠的

引路人，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好的言传

身教。

ECAA文学班将不定期举办活动，大家

可以讨论写作、读书心得，举办诗歌朗

诵、互换藏书，并和其他文学社团举办

交流活动。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足够

的书刊和经费成立一个图书室。美丽、

宁静的东谷，不仅是“住得好”的宜居

城市，更是能“静得下来”、书香四

溢，海外华人“心安处即吾家”的美好

家园。

ECAA东谷华美协会 理事 张敏芝 

张敏芝





东谷华美协会成立之初, 困难重重。没

有足够的经费，人力及物力。理事长要

我组织个歌友会。我说，没有财力，如

何采购设备？要备一套起码的至少要千

元左右。后来，他在eBay上选购台简便

的机子，并捐献给协会。我们终于在8

月18日周六下午开办了第一次歌友会，

报名者约20人。很高兴，当日参加的人

中，有5-6对加入协会会员，每人轮唱

三支歌曲，也相互交流，认识彼此，不

亦乐乎！歌友们当日均度过了个美好周

六时光。

第二次在10月13日举办。幸运地，会员

关沛琳捐赠一套分离式音响，经过我们

DJ-John的精心安排和调整，当日效果

大为改进。大家的热情很高涨，也真心

感恩会员的热忱和支持。更令人欣慰的

是当天又有四位新会员加入我们。 

ECAA东谷华美协会 理事、卡拉OK班长 魏嘉玲 

很多会员忙于家庭、孩子、事业打拼，

还未能尽情享受唱歌的乐趣，相信假以

时日，他们会踊跃的参与这歌友会的，

也盼望年轻的会友能接受这DJ的位子，

在不久的将来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目前东谷协会已经逐渐茁壮起来，盼今

后我们的会员能出钱出力为协会发挥所

能，尽己之力外，能让协会步入更上一

层楼。不久的将来东谷市将成为南加东

区的一颗明亮的星。

亚裔人口在东谷市已然有40%的比例，

约2万多人。东谷市自然而然会成为一

个洛杉矶东区高素质、高能量的美丽城

市。保持住【金钱杂志-加州最适合居

住的城市】排行榜首位的荣誉，这是全

东谷所期待的，也是东谷华美协会努力

的目标。这些，都在我们的歌声里。

魏嘉玲



东谷华美协会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促

进身心健康，目前开设了哈他瑜伽基础

班，适合所有追求健康、解决身体问题

的爱好者参加。瑜伽理疗、产后修复、

塑性纤体等多种特色瑜伽班目前正在积

极筹备中。

瑜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高的目

的是人从精神(小我)和自然(大我)的合

一。瑜伽不单是健身运动，更是有爱

心，更需要对医学解剖学知识的一种心

与体合成一单元的健身法，也知道如何

避免伤害到身体。瑜伽习练是连接，结

合，和谐，共同导循人体和自然的相

接，也是大我和小我，身体和心灵的和

谐统一的方法，在非暴力的原则下对待

自己身体，朋友，和世界。

瑜伽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能量知识修炼

方法，集哲学、科学和艺术于一身。瑜

伽的基础建立在古印度哲学上，数千年

来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戒律已经成为

印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瑜

伽信徒发展了瑜伽体系，同时他们深信

ECAA东谷华美协会瑜伽导师 丁伯敬 

通过运动身体和调整呼吸，可以控

制心智和情感，以及保持永远健康

的身体。

瑜伽老师丁伯敬毕业于中国张家口

医学院，具有人体解剖学及医学知

识背景，习练瑜伽近十年，先后于

2014、2015师从印度大师Mohan，

获 得 悠 季 中 国 瑜 伽 学 院 颁 发 的 瑜

伽教师及理疗师资格证。此证书同

时获得全美瑜伽联盟的认可。并于

2017年取得瑜伽产后修复教练资格

证书，目前正在进行维尼瑜伽的深

入学习。她多年坚持清洁法与收束

法、呼吸控制法、体式、冥想的自

我习练，在教授方面遵循严谨、非

暴力的原则，开设的多种大课及私

教课程深受瑜伽爱好者的好评。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完全基于各界

人士的拼搏，长此以往身体与心理

两方面会受到不同程度健康威胁，

也衷心希望瑜伽的习练能为您带来

生活的和谐、内心的平静。



成长中的辛苦，因为有了一同前进的伙伴，变成了珍贵的记忆。
东谷华美协会和东谷学院，都是为了让东谷邻居们的文化生活、教育需求能
够得到满足而成立的。共同的目标让我们携手并肩，相互扶持。能够为梦想
而努力，是一件幸运的事；将这幸运传播，则是一种幸福。所以我们全心全
意支持所有有梦想的人。无论是天真的孩童期待尝试不同的才艺，莘莘学子
需要补习功课，还是新移民希望学习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都能在这里丰富
多彩的课程中有所收获。欢迎所有5-105岁的学员，一起来发现学习的快乐
和自己无限的潜能。 让我们同这所年轻的城市一起，走向更加精彩的未来。



东谷学院



太极拳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从一拳法经过修改和添减成为

不同宗派。1596年，太极拳宗师蒋发到河南温县赵堡镇传

艺，从此太极拳就在河南温县赵堡镇扎根开花，成为赵

堡太极第一代宗师。蒋发一传河南温县赵堡镇陈家沟陈王

廷，形成陈氏太极；又传河南温县赵堡镇南头关帝庙处

居住的邢喜怀“太极拳道”，俗称“承架”。后经六代

单传，至第七代宗师陈清平因人施教将太极拳道发扬光

大。1825年，第八代太极大师和兆元创立和氏太极拳, 历经

代代传习, 形成赵堡太极拳。

赵堡太极第十三代传人何俊龙为了更好地推广和传承太极

文化，将和氏太极拳梳理改良形成和太极七十五式。其特

色是：全身配合一体，始终以意念贯穿。动如抽丝，势断

意不断，藕断丝相连。行如流水，轻若浮云，宛如游龙

戏水。上下起伏，左右翻荡，四面示势，八方转动，缠绵

绞转，一环扣一环，循环无端，一圈滚一圈，无处不圆。

太极的致高境界是, 滑如鱼, 黏如胶, 软如棉, 硬如钢。

武当赵堡太极拳第十四代传人邓明友师傅在武当山学艺多

年, 对太极文化十分有研究。今天欣然愿意将所学武艺传授

给东谷华美协会会员。邓师傅更会将在武当山所学运气养

身的八段锦传授给各位学员。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太

极拳练得出神入化, 但相信持之以恒的锻炼, 起码可以健身

养生对身体健康有非常良好的效果。

ECAA东谷华美协会 理事 邓明友 







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传统节
日，是寄托思念和传递美好祝福的时节，也
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为了让海外华人也能感
受到中华文化气息和节日氛围，东谷华美协
会在2018年9月22日，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中
秋烤肉活动。活动非常成功，到场人数超
过2百人，市长、市政官员、警所、消防系
统，社区学校及公园管理部门人员都前来捧
场助兴。

首先，由协会会长向大家讲述了成立东谷华
美协会的宗旨及意义。东谷华美协会是一个
互帮互助的团体，致力于实实在在帮助大家
解决自身生活可能遇到的疑难和困惑，协助
新移民尽快适应当地状况，融入美国生活。
同时也让在美国生长的移民下一代，更多的
感受、了解、传承中华文化。随后市长和部
分官员也上台致辞，表达了节日的问候及对
协会的认同和支持。然后，大会逐一介绍了
每位理事成员。

现场各式活动丰富多彩，大会举办了抽奖活
动，所有的奖品都由理事们自愿提供，为大
家助兴。筹备组准备了各式中西美食，以及
会员自己亲手制作的精美小月饼，分送给每
一位来宾。大家边吃边聊，同时伴随着精彩
的文艺表演，有美式西部牛仔的吉他弹唱，
东谷学院幼儿芭蕾舞班的小朋友还为大家献
上了专业级别的芭蕾舞表演，东谷舞蹈团的
姐妹们更是把晚会活动推向了高潮，在一首

欢快的小苹果舞曲中，带动大家齐上阵，不
管男女老少，自动围成了一个大圆圈，随着
音乐同舞同乐，在一片高亢欢乐的气氛中，
欢度中秋佳节，享受中秋美意。整场活动在
欢快热闹气氛中井然有序进行了数个小时。

这次中秋主题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文
化，丰富了东谷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深了
邻里间的互动，释放亲情、增进友谊，同时
也调动了一批青少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
主动性，更让东谷华美协会这个组织在社区
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扩大协会的影响
力，让我们在美华裔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ECAA东谷华美协会 会长 俞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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