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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Qian He Received “Outstanding Oversea
Chinese Teacher Award” From China
Congratulations to Ms. Qian He! The Orange
Country Chinese teacher has recently received
the “Outstanding Oversea Chinese Teacher
Award”. The award was presen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ian was rewarded for her high achievements
and commitments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Ms. Qian He

Qian He started her career in teaching Mandarin as an adjunct lecturer in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a in 1983. Currently she is a New York State
certified and tenured Mandarin teacher at Orange-Ulster BOCES. Also, Qian
He has been teaching Mandarin on Saturdays as a volunteer teacher at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for eighteen years.
“Qian always provides high-quality Chinese language lessons via classical
methodology and modern education techniques for both native and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Mr. Kangjian Wu, the President of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Association stated, “Qian helps her students gain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rough teaching.”
Qian is not only an exceptional teacher, but also an excellent administrator.
She had served as the Chinese School principal for many terms and has
modernized the Chinese school curriculum, expanded the 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tudent enrollment.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has been reformed since her last term as the
principal from 2013-2015.” Peter Shi, the current principal stated. “The
frameworks she planted for our school is the foundation for school’s future
growth. People will never forget 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School and
Chinese community.”
To listen <<OCCA Anthem>>, please visit
http://www.occany.org/occa_song.aspx

Fang Chao, Chenghua Deng, Lan Jiang,
Bin Yi, Guiying Zhang and Kangjiian Wu

Pak Leung, Jinlin Du, Ping Lu, and Qian He

Qian’s Award Ceremony

“I am thrilled to receive the great
honor; this honor is not for me only,
but for the whole Chinese school
community”. Qian said,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serving our
local community are my life. My
family and I are very to be a part of
the Woodbury community.”
(By Jim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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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半年的酝酿和讨论，并经过多次办班目的与方针的调整，这个学期伊始，我们的“数学兴趣实验班”正式于 2 月 27 日开
班了。 当天上午，阳杨博士接受了部分家长的咨询，并就关心的问题逐一解答，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数学知识背景以及教
学用语等等都给予解释。因为开班这个班次的目的不是在于为学生们补课，而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开发智力。几次
课下来，无论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彩票中奖几率”、“鸡兔同笼”还有趣味数字组合与分析，孩子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
纷纷表示一定要下次还来听。也许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紧张的思考，快速的判断，生动的讲解都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印
象。上周，我们的陈伟老师也临时代替阳杨博士，略显身手，给孩子们带来生动的一课。这个只是我们的开始，今后，我们学校
还会逐步设立新的课后兴趣班。欢迎家长积极参与提出建议！ （By 史秀全）

Translated by Mao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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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三月，万物复苏。虽未花枝招展，但却是绿草盈盈，春
意盎然了。橙郡华人协会和中文学校的各项活动都各自展开
了。学校里面数学兴趣班家长与孩子同在一室，提问抢答此
起彼伏；功夫班挥拳踢腿练的是招式与架势，强身健体；声
乐班站姿吐纳，从容淡定，抑扬顿挫的乐音婉转而出；妈妈
舞蹈队坚持经常，举手投足有模有样；特别要提出的是我们
的体育健身俱乐部。俱乐部在协会活动项目负责人邓成华的
带领下，坚持周周开展篮球、网球、羽毛球和排球活动。无
论年岁大与小，上场都生龙活虎，跑跳如飞；下场挥汗如雨
，畅快淋漓！不仅自己训练与锻炼，我们的队员还走出去，
请进来参加比赛与互动。就在上 3 月 19 日，我们还邀请到前
中国女排教练组核心成员江申生先生给与业余排球队现场指
导。江先生宝刀未老，讲解细致，耐心示范。攻防转换，丝
丝入扣。学员们认真领会，现场实践。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
的报道，有机会和可能来到我们中间，请别犹豫！ 橙郡华人
协会就是您的家，这里有您的兄弟姐妹！ （协会 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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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橙郡当地华人唯一的自发性组织，我们在活跃周边社区文
化活动中吸收多方建议，并积极谋划开办了一些活动小组。“
OCCA 声乐学习班及合唱兴趣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协会聘请
了纽约茱莉娅音乐学院声乐专业毕业的朱海鸥先生作为主讲。
从声乐基础知识到演唱基本技巧都给予系统传授。通过学习与
实践，不仅可以帮助有一定声乐基础的会员提高自身水平，也
可以吸引众多感兴趣的会员加入并逐步普及乐理知识和演唱技
巧。欢迎会员积极参加（协会 秀全）

无
论生活在哪里，无论工作性质如何，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最根本
的社会单元－家。 家的概念不仅仅是一幢房子，一个院落。里
面还要有人以及人的生活状态。房子是固定的，家庭的运转是
活跃的。家居的状态体现了主任的生活情趣与内心的追求。我
们无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新兴的国度，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本地人，我们都需要认真审视我们生活的家。让你的生活随着
季节跳动吧：让你的厨房充满锅碗瓢盆的交响乐，无论是特色
菜式还是干果酒馔变得色香味俱全；让你的院落郁郁葱葱花团
锦簇吧；让你的多余物品转化角色充分发挥作用吧，林林总总
，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即将开始的 “趣味家政俱乐部”。你来报
名,记得我们需要准备场地与素材；你来参与，我们给予支持与
鼓励。俱乐部主任，当之无愧的李娜老师！

作者：彤云
近几年的暑期全家旅游，几乎都是带孩子看学校，顺带着游览一下周围景观。今年的旅游计划是东南部 4 所大学。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出游的
人员减少一半。一个妈妈带着一个 17 岁的儿子在一周时间内需要开车二千多英哩，辗转东南十个州，4 所大学，确实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但既然决定了，就只有前行。于是母子俩带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南行的旅程。
第一站：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Washington DC

乔治城建立于 1751 年，比华盛顿特区的成立早了 40 年。乔治城大学的建成也比特区的成立早了二年。乔治城是一个有历史又有时尚的优雅小
镇，整洁漂亮的街道，富有特色的住宅与摆设高雅的临街小店，无不彰显居民的品味。乔治城大学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相当时尚。这里有
着年代久远的教室，有着能看华盛顿全景的 rooftop. 乔治城大学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的国际关系系，历史系等文科系成为最
佳，而其在医学等科学领域也毫不逊色。总之，历史与机会是我们感受到的乔治城大学最大的特色。
第二站：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essee

参观完 Vanderbilt 大学后问了儿子的感受如何，儿子居然笑笑说：nice。只说一个字，对向来“惜字如金”的儿子来说不算什么新闻。但是
对一个顶风冒雨，连夜与妈妈开车 10 个半小时，只睡不足 6 个小时的 17 岁少年来说，能说 nice 是让我吃惊的了。但仔细想来，这个 nice
说得真对。这里的人可真 nice，早晨在旅馆、在街上、在校园里见到的全是笑脸。作学校介绍的南方姑娘语言幽默风趣，逗得半大小孩子们
笑得前仰后合。校园导游是个阳光端庄而漂亮的女孩，介绍学校景点不急不慢，历史趣闻、生活故事、亲身经历皆娓娓道来，一个校园游在不
知不觉中走了二个小时，大家还觉意犹未尽。对儿子来说最 nice 的还是学校学生食堂的饭菜：Vanderbilt 大学的学生伙食多次被评为全美
高校第一，实在名不虚传，色香味都有饭店水平。然而对妈妈来说这个 nice 是带着浓重感情色彩的：我见到了在 Vanderbilt 医学院工作的
，三十年未见面的发小老邻居、老同学。这 Vanderbilt 大学能不 nice 吗？说起 Vanderbilt 所在的城市田纳西州的 Nashville, 许多人都知
道这个城市与音乐有关，特别是美国乡村音乐，为此，Nashville 有音乐城之美称。每年 Nashville 都会举办为期 4 天的 CMA Musical
Festival （乡村音乐节），许多大牌歌星会出现，热闹非凡。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音乐节，但城里的音乐厅前还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原来
是第一届美国偶像比赛冠军、现今美国流行歌坛一姐 Kelly Clarkson 在 Nashville 开演唱会。除了演唱会以外，Nashville 还有许多供游客
娱乐的音乐场所。入夜，Nashville 便成了音乐的天堂。Nashville 城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酒吧，几乎每个酒吧都有驻唱歌手，水平相当不错
，他们唱着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从这些酒吧里走出去的，现在已成大牌歌星的名曲。Nashville 还有许多卖与西部文化与乡村音乐有关礼品
的礼品店，比如乡村音乐歌手的标配装束：牛仔帽和牛仔靴。走在 Nashville 城中心的大街上，听着此起彼伏的歌声乐曲声，人人都陶醉在
4
音乐中，当然包括那位在店门口角落里自弹自唱的歌手... (To be continued
in the next month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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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 OCCA 前会长／OCCS 第一任校长关慧莲女士的摄影展在 The
Karpeles Manuscript Library Museum 开幕并举行开幕式。此次展出
了来自极地、亚洲以及美国等地家庭成员拍摄的珍贵照片，也凝聚了
她们多年的心血与汗水。我会江岚副会长如约参加开幕庆典并代表橙
郡华人协会预祝展出圆满成功!(OCCA）

Description Deng’s China Film Date: 23-March-2016
Wednesday @ 5:30pm
Film: "Chinese Box",(中国盒子) Dir. Wayne Wang, 1997

OCCA 拟开办《趣味家政俱乐部》(See the detail on Page4)
OCCA Board Meeting at OCCS @ 10:00AM on 09April2016
SAT Education Seminar at OCCS at OCCS on 07May2016

Movie Night at Cornwall Public Library 20Apr @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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