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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 NEWSLETTER  August 31, 2020 

 

, 2014 

  

  

RE: OCCS Update - Fall Semester, 
Date: 21-August-2020 
 
Dear Students and Parents of the OCCS, 
Our school was informed by the Monroe-Woodbury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on a decision to not allow permits to be 
issued for their indoor facilities (buildings such as Central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this fall.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will operate on a 
continued plan for a school opening on 12-September, as 
an 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model only. 
A finalized full school year calendar will be forth coming, 
along with a digital registration process to register 
students for online learning. 
The 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will allow the school to offer 
18 classes for the fall semester—from September through 
January. This is very exciting and will allow for as much 
class time as we have had going to an in-person model. 
 
I do wish that you will elect to sign up for online Chinese 
School classes this fall semester. 
 
Thank you. 
Ken Chan (cell: 845-636-9634) 

OCCS Faculty ZOOM Meeting (August 25, 2020) 
Ms. Juan Li’s class (cont. on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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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的野百合》by 曹方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二零年八月 

现在我的花园大约有一亩地大。花

园里有大约一百多种花色。这些都是

20 几年来，一点一点种下去的。 

我们 1995 年买房的时候，前院，

后院都是草地。后来岳父岳母来我家小

住过两次。 

岳父喜欢种花。在北京的时候，志

愿服务，岳父侍弄单位家属院里的花

坛。那个花坛很漂亮，许多人在那里照

相。 

岳父岳母勤快一生。住在我家，他

们闲不住，一定要为女儿女婿做一点事

情。太太在后院，堆了几块石头，种了

几颗小花，弄了一个“花坛”。岳父建议

在小石堆的前面建一个喷泉。岳父是花

坛高手，我们尊重岳父的建议。在建材

市场，我们买来一套喷泉（两个塑料水

盆，一个水泵和两个喷嘴）。很快喷泉

就安装好了。有一天岳父岳母走路锻炼

身体的时候，看到路旁有一大片金黄色

的野百合。在纽约上州，这种野百合很

常见。它细长的花苞，采下，晾干就是

黄花菜。岳父拔了几颗野百合带回家，

把它们种在喷泉旁边。这就是我们小花

园的雏形。 

太太继承了岳父的基因。她也特别

喜欢侍弄花园。买花，种花，拔草… 乐

此不疲。小花园逐年增大。纽约上州野

鹿多，野兔等小动物也多。我在太太的

花园周围建设高高的防鹿围栏（野鹿可

以跳过 6 尺高的障碍物）。围栏下面挂

防兔网。20 几年来，围栏扩大了 3

次。 

太太爱逛花店，隔三差五去一趟。

有时空手而回，有时她有斩获。我问

她：你看呀看，挑呀挑，你的标准是什

么？回答：第一个条件是我没有的花。

第二是划算。花园里有什么花，她如数

家珍。 

现在我们的花园漂亮极了。从春天

到秋天鲜花不断地盛开。洋水仙，郁金

香，芝樱，杜鹃，铁线莲，牡丹，芍

药，紫藤花，玫瑰，金银花，罂粟花，

气球花，鸢尾兰，薰衣草，绣球花，百

合花……还有许多（太太告诉我多次）

我记不住的花。 

如果问我，你太太最喜欢哪种花？ 

那一定是那丛野百合。她特别喜欢那丛

野百合。每年，她都会在花园里，指着

野百合，告诉我：你记得吗？那是咱爸

种下的。 

岳父已经去世 12 年了。每年的夏

天我们都能在花园里看到那丛金黄色的

野百合盛开。它们在微风中摇曳，也轻

轻地拨动着太太对父亲的思念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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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別了我親愛的母親》—— 赵太生                                                         
    2020 年 7 月 13 日凌晨 24 分於香港 

蒼天流淚，大地鳴咽。媽媽，我

親愛的媽媽，今天是您離開人世的不

幸的日子，這突如其來的重擊與悲

痛，使得兒子太娃淚如雨下，肝腸寸

斷！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尤其是在這疫情期間還不能親自

回家鄉去送您這最後一程，我親愛的

媽媽，您能原諒孩兒的不孝嗎？您在

天堂能看見孩兒的淚水嗎？雖然我知

道您會一如既往地原諒我和疼愛我，

可是媽媽我是多麽希望再一次能親耳

聽到您呼喚我一聲“太娃”啊！我親愛的

媽媽，我再也見不着的媽媽！雖然您

老人家就這樣不得不安詳地走了，可

是您音容宛在，此刻您彷彿就在我的

身邊。您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給我

們做兒女的留下了無盡的思念與美好

的回憶。 

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您

和父親在那困苦的年代生育了我們姐弟

仨，並含辛茹苦把我們撫養成人。雖然

我們少兒時代正處中國最困難的時期，

當時食物供應奇缺，但是您總是竭盡全

力，想方設法地給我們做好吃的。記得

有一次我和哥哥去河裏抓了幾條小魚回

來，您精心地給我們小哥倆烹製成了漁

湯。媽媽你知道嗎？那鮮美的魚湯我敢

說是全天下最令人回味無窮的美味，即

使現在多少山珍海味也遠遠不及您悉心

烹調的這一頓漁湯！您當時還謊稱說喝

不慣魚湯，年幼天真的哥哥和我就信以

為真，最後把魚湯全吃光了，沒給您留

一口嚐嚐。那時候我們真傻呀！為了讓

我們穿得光彩體面，您年復一年，不辭

辛苦地親自織布和染布，心靈手巧地給

我們做新年的漂亮衣服。兒時的我們，

在每年過年時都是最興高采烈的，在年

三十的晚上睡覺之前，我們就興奮得把

您親手縫製的新衣服穿上，為的是好在

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出去給親朋好友們拜

年。媽媽的新衣穿在我們的身上暖洋洋

的，而且我們的心也被媽媽濃濃的愛溫

暖著。 

為了操持我們這個家，親愛的媽

媽您一生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無怨

無悔。在過去那個縫縫補補的年代，

您把自己的生活艱辛深深地埋藏在心

裡，不讓我們擔心。還記得在一個寒

冬的深夜裡，我早早地就鑽進您給我

們暖好的被子裏，而您卻在我的床邊

挑燈紡線。睡夢中我突然被您搖醒，

您指著您的喉嚨給我看。我睡眼惺忪

地順著您指的地方仔細一瞧，原來您

的喉嚨裡起了一個血泡，我知道那是

您因為勞累而上火了。您鎮靜地指揮

我把縫衣針燒一下消毒，再幫您捅破

血泡，然後您強忍著疼痛，又繼續熬

夜紡線。 

小的時候有一次我發燒了，於是您

就焦急地帶著我去衛生院打針。由於那

位醫生打針時注射得太快了，我的臀部

馬上起了一個大包，痛得我撕心裂肺地

大哭起來。您當時心疼地流著眼淚把我

背回了家，還給我做了碗我最愛吃的蔥

花面條安撫我。我來不及擦乾委屈的淚

水，大口地吃了起來。我吃得那個香

呀，真是令人終生難忘啊！ 

媽媽，您還記得嗎？我小時候特膽

小，尤其是夜幕降臨的時候，即使是在

家裏，也是您走哪我跟哪兒。有一次不

小心，我被滾燙的開水燙傷了，您難過

地一邊哭一邊馬上撕開我的衣服用涼水

幫我快速降溫。被開水燙傷的我，在床

上一躺就是半個多月。因為我父親的職 

業是醫生，當時出診不在家，於是第二

天一早您就萬分著急地去郵局給父親打

電話，父親聽到消息後很快地就帶著燙

傷藥回來給我療傷了。                 

還有，小時候我們當地的學校組

織文藝隊，有著音樂天賦的我很幸運

地被選上了。打那一刻起，您總是很

開心地坐在我旁邊安靜地聽著我練琴

。盡管那時我還只是一名初學者，彈

出來的曲子不一定十分動聽，但是您

永遠都是很高興地 誇講我彈得好聽。

也就是因為有您的大力的支持和不斷

的鼓勵，我無論是學習和演奏樂器都

進步得非常快。少年時代的我不光學

會了演奏多種樂器，而且還跟隨著文

藝隊去省城匯演。見證了兒子的成長

與收穫，您當時特別為我感到驕傲和

自豪，總是變著花樣地給我做好吃的

食物。尤其是我第一次作為學生代表

在全校師生大會上發言，咱們全家快

樂地就像過節一樣。那天父親還破天

荒地點了一道紅燒魚的菜為我慶祝所

取得的成就，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

機會品嚐到了真正飯店裏的烹調的紅

燒魚。 

我親愛的媽媽，在兒子腦海深處，

珍藏著點點滴滴的兒時記憶，就像電影

畫面一樣清晰可見。記得那時候村里實

行記工分，您為了能多掙一點工分，早

上要去地裏幹活，中午得趕回家給我們

做午飯。然後您還來不及喘口氣就又去

地裏幹活去了，直到傍晚才能回來，就

是為了能多掙幾個工分好給我們換糧

食。我親愛的媽媽，您用您瘦弱的身體

為我們支撐起了一個貧困而溫暖的家，

用您的心血默默的承受著生活中的各種

磨難，辛辛苦苦地把我們一點點兒地拉

扯養大。 

親愛的媽媽，您一定還記得吧？ 

由於某些原因使我經歷了三次高考才如

願以償考上了中國，乃至世界最富有盛

名的音樂學院。在那些落榜的灰色日子

裏，您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埋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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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畫明年清明節再把您二位

的家裝飾一下，我們準備給您們建門

樓，立碑，讓我們及我們的子孫後代

永遠銘記您們，永遠緬懷您們。 

我再也見不到的親愛的媽媽了！

不孝兒子在這裏寫再多也不能使您穿

越重生再叫我一聲“太娃”了！有媽媽您

牽掛著我，疼愛著我是多麼幸福的一

件事啊，可惜再也沒有了。我也知道

，萬家燈火裡我沒有媽了，沒有家了…

…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天堂裡再也沒有艱辛與痛苦了。願母

親大人含笑九天，安息千古！ 

永別了，我那再也無法擁抱的慈

母！ 

 

(注 “太娃”是作者乳名) 

 

那備戰高考的三年，對我來說是何等艱

苦的三年啊！親愛的媽媽您完全理解您

兒子的心願，每年都是早早地為我準備

好了全國糧票和路費去參加高考。正是

因為您和父親如山似海的厚愛，激勵著

兒子發奮圖強，下定決心絕不辜負您和

父親對我的期望。常言道：有志者，事

竟成。在我有一次下鄉演出中，父親騎

著自行車辛苦地奔波了幾十裏地找到

我。他見了我的面以後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只是淚流滿面地看著我。看到父親

欲言又止的模樣，我一下就明白是我的

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當時我們父子倆

在自行車旁抱頭痛哭起來，多年的夢想

終於實現了！而媽媽您也是天天喜上眉

梢，笑逐顏開，經常自豪地逢人就與人

分享分享我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喜

悅。 

暗中時滴思親淚，只恐思兒淚更

多。我親愛的媽媽，隨著兒子工作的變

化，您的年齡也越來越大了。雖然您早

已步入老年，但不孝兒因為事業卻搬得

離您越來越遠。尤其是近五、六年來，

您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可是在您最需

要兒的時候我卻忠孝不能兩全，沒能時

時膝下盡孝。此時此刻兒子才深刻體會

到“父母在，不遠遊”這句話對我來說是

多麽刻骨銘心的感受呀！百善孝為先，

我親愛的媽媽，請原諒孩兒的不孝吧，

但願來生還做您的兒子，我一定會彌補

今生的不孝與遺憾，讓您永遠健康快

樂，安渡晚年。 

我親愛的媽媽，從今以後，我們母

子只能在夢裏相見了。慈母倚門情，遊

子行路苦。兒子是多麽還想吃一碗您撖

的面條，多麽還想吃一塊您饹的蔥餅，

多麽還想吃一個您包的餃子呀……！ 我

的媽媽，我再也吃不著了，這些美食只

能變成我這不孝兒子終生難忘的回憶。

媽媽我好想您啊！兒子含淚祈求我們母

子能在夢中多相聚幾次，讓我這不孝兒

能在夢裡再多喊您幾聲“媽媽”！ 

我親愛的媽媽，今天您就會跟我爸

永遠團聚在一起了。我、我姐和我哥重

新給您們找了一個新家，這個新家比我

爸原來那個更大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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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可真是美好啊！去年暑假我和爸

爸，奶奶一起去华盛顿，白宫，尼亚加拉

瀑布，巧克力工厂还有康宁玻璃工厂参观

旅游多么开心。 

可是 2020 年暑期是个非常时期，由

于病毒。我们都被关在家里，至今已经有

5 个多月了，这个病毒也太没有时间观念

了，来了就赶紧走嘛！我很想制造出赶走

病毒的鞭子打死病毒。 

我们不难过，今年暑期我们中文学校

的李娟老师带领我们剧目班小朋友们一起

在 Zoom 上排练“伊索寓言”。我扮演了“狼”

和“小男孩”两个角色。Claire 扮演狐狸，

Alyssa 扮演乌鸦， Jessie 扮演乌龟，

Samantha 扮演兔子。狼和小男孩是完全不

一样的角色，狼：心狠手辣，心怀鬼胎，

与狐狸狼狈为奸。可小男孩是有责任、有

智慧、勇敢。 

语言，声音，心理，肢体语言都不

同。在李娟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剧目班的

小朋友们都很开心，表演的很成功！多谢

李老师使我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暑期！ 

 

Kevin Jin （金郅渊） 

8/26/2020 

暑假剧目班《伊索寓言》 

又一次迎来了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国际公益儿童画展，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活动，去年咱们艺术团的孩子们都参加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

于在海外生活的孩子们来说，接触这些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较少，

而今年主题是故宫，参加活动后在孩子们寻找素材资料的时候也会很好的学

习啦很多相关知识，发挥想象力，画出了一幅幅孩子们眼中的非遗、画出孩

子们眼里的故宫且与之相关的一切！ 

非常开心、同时也祝贺孩子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高郡聪 Jessie Gao 6 岁 （美国）《故宫城墙外的美好生活》橙郡中文学校 

刘雨橙 Samantha Liu 7 岁（美国）《故宫》橙郡中文学校 

金郅渊 Kevin Jin 8 岁（美国）《我和故宫一同成长》橙郡中文学校 

Alyssa Chen 8 岁（美国）《故宫的早晨》橙郡中文学校 

Claire Zhang 8 岁（美国）《我梦中的故宫》橙郡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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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ASSOCIATION (OCC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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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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