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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郡华人迎春节，金猴闹春送吉祥           

OCCA 2016 Chinese New Year Gala 

2月 6日下午，第一次在 Monroe-Woodbury Middle School举办的橙郡华人猴年

庆祝晚会准时鸣锣开场。欢天喜地的锣鼓，生龙活虎的舞龙与狮子鱼贯而入，

节庆礼花响起，橙郡华人的猴年就正式开始了！  

现任会长吴康健先生首先致词，他回顾了 2015年协会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整体

运作到分项管理；从外部联系到内部调整；历数了协会与中文学校的各项活

动。总体来看，2015年是努力进取的一年，是扎根沃土，辛勤播种与收获的一

年。 

 

接下来受邀嘉宾逐一登台发言。特别令人鼓舞的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杨泽瑞

和马超二位领事拨冗莅临，杨泽瑞领事对我们协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鼓励！ 纽

约州众议员 James Scofis先生也热情洋溢的发表感言。 

本次晚会，恰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参加纽约“欢乐春节”的新春庆祝活动，

我们也邀请到以副秘书长吕军带领的五位民间艺术家来到现场，为我们展示传

统的民间绝活，送来最为纯正的“年货” 。 

 节目逐一登场，友邻单位的旗袍秀优雅大方，韵味十足；孩子们的节目形势新

颖，生动活泼，衔接有序。邀请节目特色独具，或唱或舞，或念或练，充满了

新年欢乐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全体橙郡华人协会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们的

会歌。历时半年的酝酿与打磨，气势磅礴而不失婉转的《橙郡华人协会会歌》

终于隆重登场。雄浑的歌声与澎湃的激情融入喜庆与畅想的思绪中！为了理

想，我们离开遥远的东方。 

我们努力拼搏，让撒下的一粒粒种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传统节

日的庆祝时刻，古老与现代交融，为了是让子孙铭记我们的根！ 当时光追逐我

们的梦想，悄然间，这个他乡早已变成我们新的故乡！（协会 史秀全 ）图片

集锦见二版 or http://www.rossmedia.com/ chinesenewyear2016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六年二月 

 

用于谦《石灰吟》里面的一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来形

容我们的会歌的产生过程十分贴切。2015下半年，我会

梁先生提议创作一首会歌。会长吴康健就此专门商议董

事会成员，并提出由史秀全编写第一稿歌词。随后，由

江岚和裴克进一步提炼与修改，按照歌曲的要求完成韵

律编排，之后由裴克完成谱曲。此时，裴克先生还在国

内修养阶段，带病完成歌曲谱写，并录制成音频传送到

美国。精神可嘉！

 

歌词有了，曲调有了，怎么伴奏与演唱？经过裴克先生

的推荐，会长吴康健联系到了最近搬到我们地区的朱海

鸥先生。朱先生毕业于纽约著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很

短的时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钢琴的伴奏曲目

(by Dr.Schempf)就陆续完成了。中文学校的学生们动员

起来了，附近华人教会的力量动员起来了，从清唱到伴

奏合唱，从中文到英文 (by Mr. Roger Chao)，从成年

到儿童，都来了。一次次的重复，一次次的调整。终于

大家看到，听到了饱含全体会员心声的《橙郡华人协会

会歌》。让传唱成为我们今年的流行！（协会 史秀全）
To listen  and read  <<OCCA Anthem>>, please visit 

http://occany.org/occa_song.aspx 

http://www.rossmedia.com/chinesenewyear2016
http://www.rossmedia.com/chinesenewyear2016
http://www.rossmedia.com/chinesenewyear2016
http://www.rossmedia.com/chinesenewyea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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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猴年的春节到来又过去了，让元宵节的灯笼稍微挽留一下节日的气氛，让香甜的元宵开始一年新的希望！新学期开始了！ 

   首先，各位老师还在领略带有年味的问候外，接下来就是你们辛苦的开始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学生。看似周而复始，实

乃循环往复的不断提高。无论是课堂的讲解，作业的留置，与家长的沟通，都构成我们今年的重点。希望能在中文学习的同时，

增加文化理解与灌输。教学相长，注重质量。 

   其次，各位家长还要继续辛苦接送小孩学习。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难在每周的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周末早起，安排早餐与

洗漱，打理书包检查作业。你们送来的是希望，接回去的是快乐的笑脸与收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让孩子保持持续的兴

趣与学习能力十分关键！ 如果学生有一尺，学校能够影响一寸，九寸都留给你们。严格督促作业，保持与老师的沟通，及时发现

问题，随时沟通解决！ 还有，我们这个学期会及时将有关中文学校的各种消息发送到您的电子邮件里面，希望尽早了解学校的各

项活动与通知。让老师、学生与家长在同一个起跑线！  

   还有，我们全体的会员与关心我们的朋友，中文学校从一颗幼苗在逐渐长大，虽业已经年，但希望成长并茁壮！没有你们的爱

护与支持，没有群策群力的集体智慧，阳光雨露我们乐于接受，风雪交加的考验才是昂首挺立的关键！  

   新年之际，向大家道一声感谢，问一声好！                           橙郡中文学校校长  史秀全 

 

 
 
Emily Wang, Monroe Woodbury Middle School 
student, was selected to attend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LEAD) 
Conferences during 1/30/2016-2/2/2016 at 
Washington C.D..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LEAD) 
Conferences offer experiential leadership skills 
development to students and advisers of the National 
Honor Society, the National Junior Honor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ouncils. 

At LEAD, students and advisers sharpen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to improve their school culture and 
community while networking with their peer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By Dr. Y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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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上午，中文学校开学， 课间加餐休息时，学校一如既往的

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介绍与体验活动。元宵节是距离春节最近的节日，

也是春节结束的标志。 校长史秀全给予简短的介绍并突出强调了元

宵节的准确时间－农历正月十五；主要的活动－观花灯，吃元宵。希

望孩子们知道这个节日，记住这个节日。今后，学校还会在中国传统

节日之际，利用课间安排老师逐一介绍。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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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started its first day of classes on Saturday, Feb. 27 for the 2016 
school year at the Central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Welcome back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Mr. 
Peter Shi, principal of the Chinese School, greeted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at the entrance. “I'm 
proud of all the progress you've made and am excited to see what the new school year will bring." 
“I love to come to Chinese School”, Tia, a Level 2 class student talked with her classmate during the 

recess, “I love learning about Chinese traditions. They're very interesting”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provides Mandarin courses to students of all ages in the Hudson 

Valley region. I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 to learn Chinese culture and group lessons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sharpen their skills in th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s or prep for the SATs and SAT 

Subject Tests.  The Chinese School follows the Monroe Woodbury School District schedule. 

Classes are on Saturdays from 9:30 a.m. to 12:30 p.m. with language classes running from 9:30 to 11:30 

a.m. and cultural classes running from 11:40 a.m. to 12:30 p.m. (By Zongyuan (Derek) Li)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六年二月 

 

 
Please visit WWW.FACEBOOK.COM/OCCANY for more photos 

http://www.facebook.com/OCC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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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区      见   闻  ---------- 

 

 

 

 

 OCCS Math Interest Class《橙郡中文学校数学兴趣实验班》招生启示。数

学兴趣班拟聘请阳杨博士主讲。 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提高对数学学习的兴

趣，如果您想让孩子更关注数学符号背后的道理与奥妙，如果您也想同时了

解孩子们学习数学的状态是怎样的，请您为您的孩子注册《数学兴趣实验

班》。 
 

 OCCA Vocal Interest Class《OCCA声乐学习班及合唱兴趣小组》开课启示:        

为活跃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协会拟聘请 朱丽娅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毕业的朱

海鸥先生在中文学校开办声乐学习班和合唱兴趣小组。上课时间和地点：毎

周六 9：30 am - noon in OCCS. 费用: 声乐班 $15/人/次， 约 10-14次/

学期; 合唱兴趣小组(＄20/人/学期，$10 discount for OCCA member，合

唱小组所交纳的费用将全部用于合唱隊活动经费)。开课时间:拟定 3月 5日

(周六)。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Description Deng’s China Film Date: 24-Feb-2016 

Wednesday @ 5:30pm 

Film: "Everlasting Regret" (长恨歌), Dir. Stanley 

Kwan, 2006 

Topics: Critiquing Modernity and the Notion of Post-

Socialism: 1947-1982 

 

  

The Karpeles Manuscript Library Museum presents:  

Meditation and Exploration:  

 
Friday, March 4 –Sunday, April 30, 2016 

94 Broadway, Newburgh, NY 12550 

(845) 569-4997 or KmuseumNBG@aol.com 

 

 

Please visit WWW.FACEBOOK.COM/OCCANY for mor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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