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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 Fall 2019 Bear Mountain Hiking Trip 
by Andy Wang & Angela Qiu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Association (OCCA) held 

the biannual Bear Mountain picnic and hike on Saturday, 

October 26th, 2019 at 12:00 PM. OCCA also arranged the 

Second Annual Bake Sale at Bear Mountain State Park, hosted 

and carefully organized by members of the OCCS Student 

Government. (cont. on page 3) 

《哈德森河，东西流》by 江岚 

“枫”华正好的十月，到哈

德森河的小游船上去聚一聚，

无疑是渡过一个周末的最好方

式。10 月 12 日的这个星期六

下午，橙郡华人协会的朋友们

相约登上了“水玫瑰”（River 

Rose）号小游轮。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

“水玫瑰”顺流而下，朋友们

说，江面没有南京段的长江宽

阔。我说，比我见到的宁夏黄 

 

河段宽多了——我们都知道，

这一条浩浩汤汤，纽约州的母

亲河，不是长江，也不是黄

河。可四百年前的那个名叫亨

利·哈德森（Henry Hudson）

的航海家并不知道。当他和他

的船员们沿着北大西洋海岸航

行 ， 被 涨 潮 的 海 水 推 到

Newburgh，他们以为找到了

一条捷径，已经抵达了他们的

目的地，中国。(cont. on next page) 

 

A Special Customer: OCCS Student Government officers met with Mrs. Audrey 

Osofsky（关惠莲老校长）, the first OCCS principal from 198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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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First: OCCS held a practice fire drill on Saturday, October 12, 2019. 

A Ride Along the River: OCCA members pose for a group photo outside the River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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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年。哈德森和他的近 20

名船员驾驶着 “半月号 ”（ Half 

Moon），从这里继续兴奋地北

上，一直到了奥巴尼附近河段，才

终于醒悟，这一片蛮荒的“新大陆”

不是他们受命寻找的，遍布陶瓷，

丝绸与茶叶的古老中国。其实，如

果哈德森当时不那么兴奋，在

Newburgh 河段上再多停留一时半

刻，他就能更早发现自己判断的错

误：中国所有的河流都只有一个流

向，可这条河在这一段却每天出现

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每一轮涨落

超过 6 英尺水位，河水的流向在水

位的上升和下降之间改变流向。他

只要多停留半小时，“半月”号恐怕

会被涨潮的逆流推回到大西洋。 

没有找到中国的哈德森和“半

月”号，受雇于荷兰的东印度公

司，于是他的这一次不算成功的远

航探索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这条

大河的两岸首先成为荷兰移民定居

的地方，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十

七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强势进

入，要把这片地区变成大不列颠皇

帝的属地，才将这条河改名为“哈

德森”河——因为亨利·哈德森是英

国人——周边的大城镇也因此更名

为“新约克（New York）”，有了我

们现在看到的名字。 

四百年后，我们这一群中国人

乘坐着“水玫瑰”号，经过这一段曾

经被荷兰水手们称为“世界末日”的

魔鬼河段，两岸早已不是史书里描

述的荒凉，野蛮，毒蛇猛兽随时出

没。依然绵延的山脉丘陵，依然茂

密的大森林，也再不会“因太密集

而无法穿越”。秋日里的这条大河

在阳光下看起来温和平静。坐在船

舱里河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看

两岸美景喝孩子们嬉笑，不免感慨

在物换星移的岁月里，大自然的不

动声色，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顽强

力量。 

“水玫瑰”号的船长 John，是个

有意思的人。游船行驶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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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from page 1 - 《哈德森河，东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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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路讲述两岸的故事。哈德森河

谷之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华

盛顿将军当年如何如何”了。美国

独立战争爆发之后，1782 年，华

盛 顿 将 他 的 总 指 挥 部 迁 至

Newburgh，并在这里一直待到战

争结束。也正是因为在这场战争

中，华盛顿看到缺乏正规训练的军

官对作战的不利影响，后来才恳请

新组建的政府建立一所军事学院，

专门培养军官。当如今座落在我们

游轮前方的西点军校，于 1802 年

在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领导下正式

建校，华盛顿已经去世。作为一名

军事家，政治家，华盛顿的卓越或

许不见得举世罕有，而作为一名身

负开国之首功的名将，他最后的退

不居功之举，实在是超越寻常人性

的伟大选择，堪称前无古人，以后

也恐怕难有后来者。若没有他的退

隐，当年新生的“美国”的政体不知

将会是一种什么模式？ 

船长 John 讲“大铁链”的遗

迹，讲周边地区在美国历史上的重

要性，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他本

人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说，他的

一生都围绕在船边，从小喜欢修复

残破的船只。某天他梦见一艘大型

的“派对船”，好多人在船上伴着音

乐跳舞，痛饮，而他自己，穿着船

长的服装，看着欢乐的人们，掌舵

微笑。梦醒之后，这幅场景再没离

开过他的脑海。2000 年，当他一

眼看到这一艘漂亮的新奥尔良大型

桨轮在“待售”，立刻决定把它买下

来，将原来行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

小型赌场船，变成了现在的“水玫

瑰”号。 

而今天，我们这一群来自中国

的新移民，乘坐着船长梦想成真的

游轮，畅游在四百多年前被当成中

国的哈德森河谷。所有的欢声笑语

都让这个初秋周末下午的相聚多了

一份属于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与历

史的，现实与梦想的，东来西往，

双向涨落流动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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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from page 1 – “Bear Mountain Fall 2019 Hiking Trip”) 

Our primary aim was to fundraise money for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by selling goods to hikers 

and visitors at Bear Mountain, as well as promote 

recognition for our school. During the picnic, 

people brought pizza and various Chinese cuisine. 

After we had eaten, the members of the student 

government began the bake sale, which included 

many homemade and store-bought treats donated 

by members of the OCCA. We sol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coconut biscuits, cowboy cookies, 

pumpkin and white chocolate cookies, 

Halloween-themed frosted sugar cookies, 

shortcake, potato chips, and bottled water to 

passersby. The sale lasted for about 3 and a half 

hours. We ended at about 4:00 in the afternoon. 

In total, we raised $151.14 from the bake sale. 

Children also had fun at the park, playing tug of 

war and other various sports. Other members 

(mostly adults) went hiking up the beautiful 

mountain or on boat rides through the deep blue 

lake.  It was a perfect day for this event – not too 

cold and quite sunny, with beautiful red, yellow, 

orange and brown leaves covering the trees and 

ground, indicating that autumn had ar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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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 40 周年 - 图⽚展及 2019⾦秋⾳乐会》by 李娟 

2019 年 10⽉27⽇，由

新泽⻄华⼈社团联席 会主

办，庆祝国庆 70 周年暨中

美建交 40 周年图⽚ 展座谈

会 和《⾦秋⾳乐会》 在

Nicholas Music Center 举

⾏，出席论坛嘉宾有新泽⻄

华⼈社团联 席会主席骆光

伟，纽约总领馆领事代表，

橙郡 华⼈协会理事李娟，知

宇律师事务所胡知宇律 师，

Englewood Cliffs 前市议员

梁智，哈⾥森华 联会舒戎

⻜，上海海事⼤学北美校友

会徐明，以及浙江商会，书

法家协会，⻢市副市⻓，⻄

温沙 市议员，市学委，纽约

⼈寿等团队代表。座谈会

上，各代表都对中美建交 40

周年表诉出各⾃的感 慨，及

对此次活动表示祝贺。40 年

来，中美关系 虽历经曲折，

但滚滚向前的⼤势不曾改

变。橙郡 华⼈协会李娟也对

此次活动表示祝贺，并对于

橙 郡华⼈协会如何帮助⻘少

年发展，以及在公共图书馆

播放中国传统⽂化电影的

culture outreach 做简单 阐

述。座谈会结束后观看了由

乡⾳合唱团和爱迪 ⽣爱乐乐

团，以及戏剧⼥⾼⾳歌唱家

Marsha Thompson，男⾼⾳

歌唱家向⼦⽂，⻘年男中⾳ 

歌唱家万雪峰等艺术家带来

的艺术盛典⾳乐晚会，最后

最后在优美的⾳乐中给此次

活动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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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人阶段，事半功倍》by 曹方 

刚出生的 Baby 大脑一片空

白，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

时的父母是 Baby 认识世界的途

径。从出生 0 岁到 6 岁，Baby 特

别粘父母，也特别听父母的话。

对于 Baby，这时父母说的话都是

金科玉律。这时如果没有大人的

足够关注，Baby 就会用哭闹要关

注。有足够关注的 Baby 就平静爱

笑，他会养成良好的性格。同

时，在 Baby 最需要父母的时候，

如果他能得到父母满满的爱，就

会形成强有力的生物健。等父母

老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来自

孩子心底的爱，深深地感动。父

母一定会感叹：养育孩子是人生

最幸福的事。 

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趁着

头骨还软，我采用西方人的方

式，让女儿趴着睡，单日左脸在

下，双日右脸在下。6 个月后头

骨硬的时候，女儿睡成了长脸

儿。带女儿打疫苗的时候，我们

也听医生的建议，我抱着女儿打

针。打完之后，我立即把女儿放

到太太的怀里，女儿刚哭一声，

太太轻轻一哄，女儿就不哭了。

医生说，Baby 认为母亲的怀里最

安全。如果破坏了最安全的地

方，Baby 就会哭很久。回到最安

全的地方，Baby就不哭了。 

 女儿上小学之前，太太

不上班，在家带 Baby。每天早

晨，女儿一睁眼就看到妈妈。虽

然女儿还不会讲话，太太还是会

跟她讲话：“妞妞醒啦，妞妞真

乖……妈妈漂亮吗？” 目光对视的

时候，女儿就会笑，还兴奋地蹬

腿。为了避免养成被抱的习惯，

太太总是把女儿放在她的小篮子

里。她打扫卫生的时候，把小篮

子放在地上，一边做事一边和

Baby 说话，这也是在帮助 Baby

发育大脑。 一会儿和 Baby 目光

对视一下，一会儿再和 Baby 目光

对视一下，每次对视 Baby 都会笑

一下。因为不断得到关注，Baby

很高兴。 

太太去超市购物时，她把

Baby 的小篮子放在购物车里。 

 

她一边挑选物品一边和 Baby 说

话：这个好看吗？这个衣服真好

看，哎，太贵了……。Baby 在学习

语言，语言帮助大脑发育。 

做饭的时候，太太把 Baby

的小篮子放在对面的桌子上。

Baby 可以看到她做饭，太太还是

慢悠悠地和 Baby 说话，时不时地

对视一下，逗 Baby 笑。放学回家

后，儿子可以帮妈妈一下，他和

妹妹玩一会儿。我下班后，接过

Baby，逗女儿玩。 

在这样的生活里，Baby 被满

满的爱包裹着，她不哭不闹，总

是笑啊笑，性格很好。同时她也

学到生活的知识和对错标准。 

2 岁多，女儿刚会说话不

久，有一天太太兴奋地告诉我：

“今天早上妞妞一睁眼，就对我

说，今天妈妈真漂亮！” 她小嘴真

甜，好可爱呀！ 

有一次我陪她们在超市购

物，太太推着购物车转去了。我

看着女儿在卖儿童玩具的地方等

待。挑了一个芭比娃娃，女儿走

到我跟前，举着娃娃问：Daddy 

它贵吗？我看了一下标签，然后

说：太贵了！听后，女儿转过

身，一边走一边说：“太贵了”，

“太贵了”，她把娃娃放回原处。一

会儿，她又举着一本书过来问

我：“它贵吗？”  我看了一下标

签，说：“不贵”。女儿高兴地说：

“我想要！” 

遇到生活中的问题，我和太

太商量对策的时候，孩子们都在

听。我讲电话的时候，孩子们也

在听。我和太太聊天说笑话的时

候，孩子们还在听。这都是孩子

在自动地学习和认识这个世界。 

大一点的 Baby 喜欢看电视

了，他们喜欢看儿童节目。睡前

还喜欢妈妈给她念童话故事。这

些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一定

要利用这个机会给她建立对错标

准。偶尔我也给女儿睡前讲故

事。我可以一边编一边讲，有声

有色，把我的理念藏在故事里，

要勇敢，要想办法克服困难，爱

学习，爱劳动，爱小朋友…… 

和女儿玩的时候，我还编出

许多游戏，培养她的体育素质。

比如女儿有一块拼图的塑胶地

板，每个方块里都有一个小动物

的图形。利用它，我训练女儿的

弹跳力。“跳到小青蛙家吧”，隔着

一个格子，女儿跳过去。“跳到米

老鼠家吧”，隔着两个格子，女儿

又跳过去。“好久没去小狗家了，

小狗都想妞妞了”，隔着 3 个格

子，女儿用尽全力一跳，没跳进

去，一个屁墩儿，她坐在地板上

了。“没关系，你可以走进去”…… 

唱歌，背童谣，等，帮助孩

子智力发育的活动也可以编在游

戏里。比如把女儿的毛绒玩偶摆

成一排，请妞妞给“小朋友”们背童

瑶。然后我再把毛绒小熊举在 

 

脸前，用卡通的声音，也表演一

个童谣…… 

那段时间，女儿很乖，很配

合。我把很多理念都趁着玩耍的

机会悄悄地灌输给她。后来随着

女儿长大，她不粘父母，灌输也

变得困难了。这时，父母就可以

放手了，及时改变养育方式。到

了 Teenage 的时候，什么都灌输

不进去了，也可以让大孩子自由

成长了。 

Teenage 的时候，女儿常常

驼背，我需要常常提醒她，“不要

驼背”。每次提醒时，她都会生气

地直起背，然后说：“我知道！不

用你管！”。 这时我思考，在她还

是 Baby 的时候，如果我编个“服

装秀”的游戏。告诉女儿要站直，

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提着

头。女儿一定会听我的，她一定

会努力站直。甚至，我真的可以

用一根线提着她的小辫子。然后

我再夸张地夸奖她好漂亮。在她

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时不时

地夸她，“好直啊”，“像有一根看

不见的绳子提着似的”，“妞妞真

漂亮！” 防止驼背，在她小时候，

那是很容易培养的好习惯。可惜

当年我没有想到，等到女儿大

了，补救起来可费了大力气了！

虽然惹了她很多气，女儿终于没

有驼背。 

Baby 粘父母的时候，就是

上帝赐给父母教育孩子的最佳时

期，巧妙地培育出好性格，好习

惯，好素质的孩子，父母和孩子

都欢乐愉快，事半功倍。 

以前下班后，看到可爱的

Baby，无论多累，我都会热情地

逗他（她）玩。Baby 在父母温暖

的关心爱护中长大。现在我 62

岁。虽然“空巢”了，但是从电话

中和假日团聚的小事中，我可以

感受到儿子和女儿已经和我角色

互换，他们开始照顾我们。父母

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纯洁，美

好，温馨，感人。养育儿女，在

他们最“粘”我的时候，我努力爱

护他们。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幸

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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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入校四十年再相会，当年如花拟玉的女

同学不少成了外婆，言谈中藏不住对外孙的喜

和爱，这也勾起了我对我外婆的思念。） 

小时候常住外婆家，再大一点，去外婆

家更是最为幸福的一件事，因为每次去外婆

家，外婆都要生把火，为我炒个鸡蛋 - 炒鸡

蛋，在我家是吃不到的，一是人口众多，二是

我家规姖严，小孩子是没有资格吃鸡蛋的。外

婆对我的爱直到她老人家临终。我长大了，成

人了，甚至到了澳洲，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我

们老家要祭灶，祭灶要烙祭灶餅，每次外婆都

要为我留一张。后来我到了美国，在第十一个

年头时，外婆处于湖涂状态，但她老人家在她

人生的最后一个腊月二十三，也不忘交待我小

姨：给学伟留一张，学伟爱吃祭灶餅。           

我的外公因政治原因，在我一岁时含冤

离世，所以外婆是中年丧夫，一个人带大了四

个孩子，又嫁女又娶媳，可知她老人家的含

薪。小时候和外婆走在村子里，年龄大的，辈

分比她长的亲切地称她老八 （我外公在族兄

弟中排行老八），年龄小的，辈份晚的则尊敬

地称她八婶或者八奶，我跟在㚈婆后边，小小

的我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想着我长大也要做外

婆这样的人，受人爱戴。外婆一辈子度量如

海，待人和善，以至她老人家过世时，方园百

里，送挽扶帳，借以悼念她老人家！ 

我的外婆好，好的老天爷让她高寿九十

有四！我的外婆好，好的让我永远怀念...... 

《点点滴滴忆㚈婆》by 学伟 

《上天赐给我的礼物》by 曹方 

真巧。我的生日在女儿生

日的前一天。朋友们都说，女儿

是我的生日礼物。 

女儿出生时，我们生活拮

据，没有请人帮太太坐月子。幸

好女儿很乖，她总在睡觉，甚至

吃奶的时候，也闭着眼睛。家里

人说话，电视的声音，都吵不醒

她。所以，太太才能够充分休息

和恢复体力。 

小时候，女儿很听话，不

爱哭，总是笑嘻嘻的表情，惹人

喜爱。上小学后，有一次我到学

校，在走廊里等她的时候，看到

墙上贴着她们班小朋友写的“作

文”。其中也有我女儿的作文，

文中的一句话让我观察到了她天

使般的内心世界：“I always want 

to please my parents.”（我总是想

让我的父母高兴）。 

每次她带回家的成绩单，

我都要仔细看，一边看一边喊，

“兴高采烈”。每次看她游泳比

赛，我都要在池边“大呼小叫”。

她当选学生会主席，我也与她击

掌庆祝。 我们越高兴，女儿越

努力。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我们

把女儿养大了。 

现在女儿在 Yankees 棒球队

工作。因为知道我喜欢看网球比

赛，女儿送给我们两张票，美国

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昨天我和

太太去看球赛。我们刚刚进入比

赛场馆，太太就给女儿发了场地

照片，告诉她我们到了。比赛结

束后，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太

太给女儿打电话，聊比赛过程的

趣事……，还告诉女儿许多琐碎

的小事：Daddy 喝了冰茶，他还

吃了 Pizza，他还喝了啤酒…。女

儿知道我爱喝酒，感受到我们这

么享受比赛，她高兴极了！ 

女儿真可爱！她是上天赐

给我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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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turday, October 19, 2019, the land use planning committee visited the new church site. 

On Friday, October 4, 2019, OCCCC members attended the baptism of 陈春煌 at Ridgecrest Baptist Church 

in New Windsor, NY.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九年十月 

OCCA Youth Internship Report 
by Derek Li 

 

From August 12th to August 16th, I had the privilege 

and pleasure of joining a team of approachable and yet, 

result-driven staff thanks to my internship with Senator 

James Skoufis. The goal of the internship was to teach 

young minds like us what a Senator does, and how his 

office functions on a daily basis. Moreover, it gave us an 

insider’s peek on how our politicians are working to make 

our community a safer and better place. 

Although one week is not a lot of time, I benefited 

copiously. From mundane tasks such as decorating the 

office and examining newspapers for potential projects, to 

engaging activities, which includes creating awards and 

drafting community letters, I learned that it’s crucial as a 

leader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care. The most treasured 

experience during my internship had to be when I was able 

to sit in and take notes on one of Senator Skoufis’ meetings 

with the Hudson Valley 10-13, a local retired/active police 

officer association with around 900 members. They came to 

ask for Senator Skoufis’ vote on bills that would ultimately 

avail police officers, such as better healthcare. Hearing them 

discuss relevant issues was captivating and display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keen conversational skills. Water 

pollution near the Stew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fair 

housing conditions are also obstacles that Senator Skoufis is 

currently investigating and working hard to solve. 
I specifically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and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Mr. Wu for introducing me to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I am profoundly changed and 

motivated by Senator Skoufis’ administration to further my 

leadership skills. 
 

Congratulations to Ms. Lei Rao for the October release of her new 

book, a collection of poems titled,《輪迴》! 

恭贺饶蕾女士的新诗集《輪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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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recent graduates or current students from top colleges who wish to share our knowledge with you. Through 
our training and guidance, we hope that you will become inspired to work hard and get accepted to your dream school. 
 
We offer the following 5-student online Group Lessons: We offer One-to-One online tutoring service 

• English Writing                                         in all academic subjects. 

• Life Coaching                             http://www.ilearnworld.com/ 

• AMC8                          Email: ilearnworld.english@gmail.com WeChat: ilearnworld 

Advertisements 广而告之 (2019) 
 

 

 

 

 

 

 

 

 

 

 

  

 

 

 

 

 

 

 

 

 

 

 
 
 

 
OCCA Members 10% Off (Cash Only) 

Many discounts available in-store! 

OCCA Members 10% Off with OCCA 2019 Membership ID 

OCCA Members 10% Off with OCCA 2019 Membership ID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九年十月 

http://www.ilearnworld.com/
http://www.ilearnworld.com/
mailto:ilearnworld.english@gmail.com
mailto:ilearnworld.englis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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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ASSOCIATION (OCC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33 YEARS OF 

HISTORY. OCCA’S MISSION IS TO PROVID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PROGRAMS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WHILE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FE WITHIN OUR COMMUNITY. 

THIS IS CARRIED OUT THROUGH OCCA’S COMMUNITY ACTIVITY PROGRAMS AND ITS SUBSIDIARY,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OCCS). OCCA BELONGS TO EVERYONE, INCLUDING ITS MEMBERS, FRIENDS, AND THOSE WHO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US AT WWW.OCCANY.ORG OR WWW.FACEBOOK.COM/OCCANY/. THANK YOU!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九年十月 

OCCA 感谢 

RossMedia 公司 

多年来的支持！ 

OCCA Members 10% Off with OCCA 2019 Membership ID 

OCCA Members 10% Off with OCCA 2019 Membership ID 

OCCA Members 10% Off with OCCA 2019 Membership ID 

http://www.occany.org/
http://www.occany.org/
http://www.facebook.com/OCCANY/
http://www.facebook.com/OCC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