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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饮料，大家边吃边聊，好不开心。午餐结束以后，协会组织各项活动也全面展开，前中国国家女排教练江申生带领大家打

起了排球，并耐心的指导；中文学校校长在一旁组织一些家庭开始了精彩娱乐的家庭三条腿赛跑；场地的另一边，卡拉 OK 的

话筒在会员们手中传递，欢歌笑语充满会场。时间飞逝，傍晚时分大家陆续回家，带着愉快的心情和美好的回忆，明年再聚。 

 

 

   橙郡华人协会一年一度的 Picnic Party 5/23 如期在 Mary Harriman 

Park 举行。考虑到往年日期在孩子们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家庭已经

开始了暑期旅行，这次的活动比往年提前了一个月左右。这天一大早，

董事会成员和一些志愿会员们早早的来到公园，精心的布置会场，准备

食物，忙得不亦乐乎。11 点左右 100 个左右家庭的会员们陆续到场，大

家在相互问候之后，都热情的相互交流信息，有的开始帮助烧烤，有的

在篮球场上奔跑，孩子们拔河打水枪，自得其乐。聚餐的食物丰富多彩

，除了协会精心准备的烧烤食物以外，还有各家带来的食物，点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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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橙郡华人协会和中文学校邀请前中国国家男排队员,中国屈指可数的男排二传手,中国国家女排教练江申生先生

来到我们中间，在 Central Valley 小学室内运动场，同华人协会的部分排球爱好者一起练习，指导并参与 3 局练习赛。江

先生在女排担任教练期间，正是袁伟民任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连续 5 次夺得世界冠军，很多的中年会员们都曾经一起见

证过她们在赛场上的飒爽英姿。江教练在练习赛中，弹跳，扣杀，发球，二传样样精通，给大家充分的展示了什么是职业

排球的风范。比赛结束后大家摄影留念，相互交谈中才了解到他已经是 67 岁，让大家惊诧不已，更让我们相信“生命在于

运动” 这句名言。(by Mr. Bin Yi)

 
 

 

更多照片请浏览: http://www.occany.org/PhotosGallery_t1.aspx 

http://www.occany.org/PhotosGallery_t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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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itiation of OCCA 30-Year Anniversary (1986 - 2016) Preparation.   

2) OCCA new website at www.occany.org 

No could ask for any better weather for the OCCA to host the annual picnic this past Saturday, May 23 
at the Mary Harriman Memorial Park. While the morning was brisk and breezy in the shade during a 
busy time of preparation, the rest of the day brought a sun filled afternoon with plenty of social 
activities after the delightful food was served.  

While the picnic was hosted on a holiday weekend, the attendance was very robust from students, 
faculty and members of the OCCA. 

As always, there was an abundance of food and refreshments offered at the picnic. Examples included 
grilled kabobs, prepared food and several trays of catered food from the community, highlighting the 
wonderful tastes and cuisine from our organization - all topped off with watermelon and ice cream to 
conclude the picnic. 

 

The picnic celebration included many fun filled activities for all age groups - face painting, tug of war, 
a playground at the park, karaoke,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even our first 
ever three-legged race.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all for making this picnic a large success. 

 

I can confirm the success as I overheard my two children say, "We can't wait to go to the picnic, next 
year!" We hope to see everyone again, next year! （by Mr. Ke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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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 日，第 13

届纽约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在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佩斯大学

student union 召开。来自美国、中国、英国、匈牙利等地的近

240 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由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佩斯

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 大会共分四场，每场设六个分会场。专

家学者们主要就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语言本体研究、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国际汉语标准、跨文化交际、教材编写研究、网上资源的

开发和应用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共有 97 位专家学者做

了 79 个主题发言。大家踊跃提问，深入探讨，提供了世界各地汉

语教学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方向。 大会搭建了一座合作、交流、分

享的桥梁，既为中美汉语教师提供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也促进了

汉语教学事业的多维度、可持续发展。汉语教学前景光明，但也任

重道远。作为本次会议的参展人员，橙郡中文学校教师许平参加展

示并推出她在教学实践和美术专长相结合而出版的趣味汉语书籍，

引起与会者以及出版机构的喜爱和重视。通过大会学习，我们认识

到在汉语教学与应用的第一线，类似我们橙郡中文学校，汉语学习

不仅是老师与学生的事情，更是整个华人社区的每一个家庭积极付

出与互相帮助的全过程。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助外部的知识与教学研

究成果来丰富与完善我们的学校教学。Ms. Ping Moroney 

(left) attended a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conference in New York City on 02-May-2015

-2015 

Ms. Hongyan Ding (2nd from left) and Ms. Qian He (1st 
from right) attended the 24th Annual Meeting of ACS in 
Flushing, NY.  23 &24-Ma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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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是协会和中文学校成员原创之窗，不论学生、家长还是老师，也不论语种和形式，诗，

词，散文，游记都欢迎投稿，编辑会选择录用。主旨只有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传播中国文化。

Animal, Animal, What Do You See?            By Ayla Corey*, Student of  Chinese Class-I, OCCS 

  

  

  

  

 

 

*Ayla is currently a student at Ms. Hongyan Ding’s class in OCCS. We hope Ayla's creative work demonstrates how we allow 
students to find ways in which they best lear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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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见 闻---------- 

 

紐約橙郡華人基督教會自從 1990 年家庭查經班開始, 也有 25 年歷史.  橙郡中文學校, 華人協會, 和華人教會一起都

是服事橙郡華人的機構. 固然華人教會主要宗旨是事奉神. 我們的宗旨包括青少年培育活動和家庭社區服務. 2003 

年查經班改級為教會. 是紐約橙郡唯一華語教會. 我們教會的特點是弟兄姊妹, 不分貴賤, 同心合力, 同一異象. 2013 

年十週年紀念時刻, 我們就有建堂的異象. 去年神賜給我們機會, 在歌珊鎮( Goshen) 購到一塊 27 畝的佳地. 經過七個

月的困難考驗和開支, 終得 Goshen Town 的允準建造教堂. 如神許可, 我們預算大概需要一百五十萬基金建造 15000

平方尺的教堂. 憑著仰望與信心, 看要用多久籌款, 便多久完成. (By Park Leung) 

附上的兩張照片, 是在 2015 年 5 月 3 日一部分教友第一次在建築地合照. 

 

[母亲节, 献给快乐的妈妈们! 09-May-2015, OCCS]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

来了，中文学校的老师妈妈们手捧鲜花幸福的站在欢快的孩子们中间 

(Please see a group photo at www.occany.org), 不仅仅是学生们对老

师的尊敬，不仅仅是中文学校对辛勤园丁的赞赏，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

一个团结而有凝聚力的集体，为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我们的传统

在我们的孩子中间得到传承，同时让五千年的文化在异国他乡绽放异彩！ 

在此共祝，老师们好！母亲节快乐！ 

 

 

 

 

 OCCA Board 
Meeting* at OCCS, 
30-May-2015 
(* Open to All OCCA 
members from 11:00 AM 
to 11:30 AM) 

 
 Fire Drill Practice at 
OCCS, 30-May-2015 
  

 OCCS Talent Show, 
27-Jun-2015 
 

 Meeting / Q&A with 
High School Sr.,   
27-Jun-2015 (TBD) 

 
 

 

 
 

http://www.occa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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