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录   Content 

海滩烧烤, Outreach  Events                 P1 

中文学校 (OCCS Registration)     P2 

芳草地                       P3 

社区消息                                   P4 
Upcoming Events             P4 

广而告之                              P5 

OCCA NEWSLETTER  August 29, 2015 

 

, 2014 

大伙在欢声笑语中结束的丰盛的午餐后，又一起转站面向大西洋的 4 号海滩，这里直面辽阔的大海，海风携带着

海浪一阵阵的打来，孩子们像一只只欢快的海豚，在浪里川梭跳跃，尽兴玩耍。真是一场难忘的活动。 

 

 

8 月 15 日，又是一个晴朗的夏日，OCCA 暑假的传统项目如期在

纽约长岛的 Jones Beach 举行。十几家会员驱车先来到 10 号海滩

集合。这里是内港湾，海水相对平静，长长的栈桥下面是螃蟹和

鱼儿乐园。小朋友们在家长的看顾下，急不可耐的放下蟹笼，不

一会儿惊喜的声音此起彼伏，收获颇丰。场地的另一边中文学校

校长史秀全和会长吴康健点起的烧烤炉子，牛肉，香肠，鲜虾，

鸡肉的香味很快就飘散开来。 

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五年八月 

 

        橙郡華人基督教會每年都舉行福音佈道會. 今年的

佈道會用音樂見証方式加上福音証道, 在八月十六日星

期日舉行.  內容包括兒童詩班樂隊, 青少年音樂團契, 和

成人詩班,  個人獻詩和見証, 陳品真弟兄的証道. 會後有

晚餐餘興分享.   參與人數成百. 橙郡華人協會亦有多人

參加.          (By Mr. Pak Leung) 

 OCCA/S  thank all volunteers for their hard work & support, 
especially Qingping, Chenghuan, Richard D., Jingfang, Lifang, Wei, 
Bin & family, Lei Hu & family, Guiying & family, Kevin, Xiuqua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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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暑假就要结束，我们中文学校迎来了新的学年！ 9 月 12 日上午 9：30，在 CENTRAL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协会董事会成员、各位志愿者将欢迎新老同学的到来！ 经过漫长而丰富多彩的暑假，

家长与同学们都各自安排相应活动，或外出旅行，或学习充电，或探亲访友，或利用暑期忙于各自事业。金秋时节，

收获满满，带着意犹未尽的喜悦，带着新学期雄心勃勃的想法与计划，我们又都聚集在一起。我们的老师们早已开

始精心备课，所有开课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展开并逐步就绪。希望所有学生和家长，关心中文学校的各位朋友，随时

访问中文学校的网页，随时注意我们发送的通知，在开学注册、班级分配、教室安排等诸多环节和细节我们都会陆

续通知到位。课外活动也会逐步展开，注意在注册当天查看有关信息。在报道注册的当天，我们会在 9：00 前准备

妥当所有填表、注册登记、缴费等过程的服务人员后的通知准备支票、现金，保证注册顺利完成，学生迅速进入相

应班级学习！如果是新入学的同学，可以随时咨询我们在报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以饱满的热情为每一位同学

和家长服务！多谢各位的关注与积极的配合！ ( 校长 史秀全)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will be scheduled for Saturday, 9/12/15 starting at 9:30 AM. Parents are asked to 
register your children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or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school on 9/12/15. The tuition fee 
will be for a student $155 for the single semester. The tuition included a $10 fee for snacks during 
break.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ing in Kong-Fu afterschool program, an additional tuition of $50 / 
student will be added. For more detail please contact Principal Mr. Peter Shi (xiuquanshi25@gmail.com) or 

assistant Principal Mr. Ken Chan (kenchanjr1972@yahoo.com),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occany.org. 

mailto:xiuquanshi25@gmail.com
mailto:kenchanjr1972@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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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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eless>> 

<<Flower in Chinese Character>> 

<< Daddy is #1 >> 

Subjects by Mrs. Ping Moroney’s Students 

 
<<Best Wish>> << Three Girls>> 

                                《鹤胡天.苍鹰》－期末考试自勉        

by 猫猫 (Mao Mao) 

  天远山高不可量，苍鹰忽起向牛郎。少年应得凌云志，理想方可不渺茫。 

  休徒倚，莫彷徨；青春之际必張狂，建功立业扬风釆，再谱中华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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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见 闻---------- 

 

    8月 12日下午，在纽约上州橙郡的 Cornwell小镇上，典型美国当地风格的画廊餐馆“Painter’

s”里，橙郡华人协会（OCCA）的主要负责人员，迎来了纽约总领馆侨务组的杨泽瑞和马超、王军三位

领事的造访。 

    杨泽瑞领事提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总领馆侨务组的工作中心比较集中于领区内的几个大都市，比

如纽约、费城和波士顿。但随着侨民的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居住地域也较过去更分散，大都市周边的侨

民以及侨社日渐增多。侨务组长期以来一组与二组的人手既有限，分工也不是特别明确。为适应新形势

下侨务工作的需要，侨务组近期进行了分工调整。一组主要负责纽约市的侨务工作，二组负责纽约市以

外的领区侨务和领保工作，目的是加强领区内更广泛的联系，以适应新的形势，为大都市以外各地的广

大侨胞提供更好的服务。 

    分工调整之后，侨务二组更多地走出去，了解各地侨社，联络侨胞的活动，第一站便来到了橙郡。

橙郡华人协会（OCCA）是已有二十余年历史的非营利华人社团，与橙郡中文学校、基督教会互为依托，

在团结当地华人同胞，联谊互助的同时，也为在当地社区弘扬中华文化不遗余力。当晚，现任会长吴康 

 

 

 OCCS 2015 Fall 
Semester starts on 
12Sep2015 
 

 OCCS 2015-2016 
Calendar: please see 
the first page of 
OCCA website at 
www.occany.org 
  

 OOCCS after-school 
new program: Kong-
Fu class (45 min per 
lesson, putative 
tuition $ 50/10 
lessons, led by 
Kong-Fu master Mr. 
Steve Siew). 

 

 The 5K run fund-
raiser project has 
been initiated and 
volunteers are 
needed. 
 

 
 

健先生向领事们介绍了中文学校的办学情况，以及历年来协会加强

当地华人团结联谊、坚持举办中国春节庆祝晚会、积极参与社区各

项活动、到公立图书馆宣传中华文化，并得到当地政府与媒体的肯

定与支持等一系列情况。也提出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希望得到总领

馆更多支持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听取汇报之后，杨泽瑞领事对橙郡华人协会已经取得的工作成

绩表示赞赏，同时表明了今后将加大力度支持、协助相关工作，增

加华人协会和中文学校的能见度，也增强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 (by Dr. La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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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五年八月 

 

O
C

C
A

 M
e

m
b

e
rs 1

0
%

 O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