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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郡中文学校的新学期定于 9 月 12 日开课。恰逢中国的教师节
之际。经过学校与华人协会商议，我们准备小 规模庆祝一下这个节
日，既符合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也借此机会对辛勤奉献的
中文学校老师们表达最真挚的谢意！
随着课间休息的铃声，各年级学生鱼贯而入学校大餐厅内，欢

快的笑声此起彼伏，家长们一边忙碌登记注册，一边互相寒暄。当所有老师都来到大家面前时，副校长 Ken Chan 以洪亮的嗓
音向大家宣布要共同庆祝中国的教师节的决定。校长史秀全介绍了庆祝这个重要节日的目的与意义：橙郡中文学校自开办 30
年来，秉承自力更生，群策群力一贯做法，在教学实践中积极稳妥的摸索并开创自身独有的成长模式，充分利用中文学校、华
人协会和华人群体性组织的精诚团结和资源共享与互助，以此为基础，虽然学生毕业离开，新生加入，我们的老师也来来往
往，但是，学校一直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在中国庆祝教师节之际，中文学校全体通过《给老师们的感谢信》表达了对所有任
教老师和代课老师的感谢和良好祝愿！也正是老师们的严肃认真，不辞辛苦以及言传身教才激发了学生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热情，在他们今后学习以至过程中更加丰富多彩！他还盛情邀请协会会长吴康健为每一位教师颁发感谢
信和专门为老师准备的纪念品。在集体拍照的时候，气氛到达高潮，老师们面带微笑，学生和家长们鼓掌庆祝！镜头记录了这
个值得记忆的时刻！这个时刻代表着老师们默默奉献与付出，代表着大家对辛勤园丁的感谢与祝福！我们这个大家庭和谐奋进
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人！

在新的学期开始之际，我们也逢中国的教师节！无论海内
外的炎黄子孙都是以尊师重教为传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各
位老师肩负中文教学，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承担中国文
字、文化保持与传承，交流与传播的重任。你们的言传身教会带
动孩子们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他们将来就是东西方
交流的火种与推动力！

皓月当空，月华流泻，满地如霜。值此中秋节来临之际，华
人协会向全体会员、家人及朋友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和最真挚的
问候，祝大家中秋快乐！合家幸福！万事如意！
协会诚挚的感谢大家对协会各项工作的真切关爱、诚挚帮
助，无私奉献，以及大家真诚的信任和鼎立的支持。

我们也许看不到你们为了准备教学而付出的辛苦：你们需
要提前备课，熟悉内容，安排时间，布置作业，检查作业与批
改；你们需要提前开车抵达学校，你们也许还要照顾自己的子女
和家庭，你们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需要花精力完成；你们也许为
了一些孩子们课堂简单的提问而去寻找答案，为了丰富课堂知识
而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以上这些，我们可能不知道，不了解，但
是你们都已经在做着！

月是中秋明，情是中秋浓。在这象征着收获、团圆和喜庆的
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祝愿橙郡华人协会 / 中文学校明天更美好！

你们也许可以意识到，你们的一句褒奖，可以让孩子欢欣
鼓舞而兴趣盎然！你们的点评和引领，可以让孩子们少走好多弯
路而获得宝贵的知识！你们的积极态度和言传身教会影响他们现
在以至于将来的很多很多！
今天，我们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点滴付出都反映在孩子
们孜孜以求的专注神情中，都洋溢在父母欣慰的笑脸上！ 真诚的
道一声： 谢谢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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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郡华人协会及中文学校志愿者群像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开学首日，新老学生报道、会员登记注册、教材发放；教室、教师、班级调整纷纷进行。然而，当
天并未出现以往纷繁嘈杂的情景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切按部就班，平稳进行。看似简单的过程，背后都有我们志愿者的大量劳动
与付出。
新生入学与老生离开，人员变动大，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时更新了协会网站的学校页面，将新学期校历，修改后的注册登
记表格发送道网站，一目了然。财务负责人提前将既往学生及家长信息预先填写注册登记表格，分门别类标注顺序，让在册的学生
根据登记信息快速查找个人的登记档案，缴费额度一清二楚。另外，还专门安排志愿者专门提供快速服务，同时也对新生注册填表
给予信息支持，让整个过程便捷有序！
配合教学任务的是教材，学校参考以往经验和目前学生实际情况，充分准备了各年级的教材供老师们选用。而且还在开学当
天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教材统计、发放、收费等事项，既满足教学使用，也使环节精简而有效。
为了庆祝教师节，中文学校会同协会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活动，我们准备了给老师的感谢信，也准备了小的纪念品，礼轻情意
重。也凝聚了我们这个集体对老师的尊重与感谢！
开学准备活动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有我们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的热心与关爱，查缺补漏，众志成城，这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正常进
行。请给予关注，请给予支持，无论新人故交，年幼年长，朋友们相聚一起，为了这些代表未来的孩子，为了我们协会的健康发
展，我们共同努力吧！

各位家长(To Parents)：
在新学年到来之际，中文学校全体老师和志愿者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开学首日，为了注册登记的顺利进行，请您
仔细阅读本须知并按照规定的流程办理注册、缴费等事项。 已经在中文学校就读的学生（For OCCS Students）： 请家长直接到
财务（Robert）张贴的学生名单内按照自己孩子的姓名或者家长的姓名或者老师的姓名找到学生的编号，之后向财务报出找到的号
码，志愿者工作人员会迅速找出您的登记表格，请您确认各项信息准确无误后，缴纳费用，领取收据。
新报道注册的学生： 请直接到财务索取空白登记表格，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准确填写各项信息并缴纳费用。
其他注意事项：
1、关于购买课本： 请家长在课间休息时或者课程结束后，根据学生所在班级老师的通知，签字后，到负责书籍的志愿者处购买
（我们只接受支票或现金）。
2、关于课后活动：今年新增武术练习班，请参考张贴的海报。我们继续开办：趣味折纸、中国文化与图画培训等课后班。所有课
后活动都在 9 月 26 日课后开始，请家长帮助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3：新注册学生，没有中文基础的请询问工作人员解决。有中文基础的，按照水平插班进入相应班级。
请记录我们的联系方式：
校长：史秀全 电话：631－482－2448 电子邮件：xiuquanshi25@gmail.com 微信（wechat:petershi2006）
副校长：Kenneth Chan kenchanjr1972@yahoo.com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performed a safety fire drill for the fall 2015. All students, faculty
members and parents followed the drill completely and satisfactory.
The drill was assisted through the lead custodian, Brian Dietz and several volunteers (Ken Chan, Xiuquan
Shi, Jimmy Cheung, Xiaodong Peng, Mary Ann, and Kangjian Wu) from the school.
Please report the drill to ou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
2 board of the OCCA.
We need more active volunteers for the school and the association. (By Mr. Ke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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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y Summer Break>> by Andy Wang

<< Arts>> by Mrs. Ping Moroney

<< 秋韵 >>
<<I had a relax summer break>>
by Kristi Cheung



饶蕾

葱郁的绿林 悄悄地 调淡了浓妆。
星星点点的亮黄 拨开枝叶 向外张望。
一抹抹嫣红 或翘首枝头，或沿着树干攀援而上，
是微绽的红唇？还是欲舞的霓裳？

秋风习习，蓝天流动着怡人的清爽，
心灵和色彩一唱一和，舞姿溢透红澄绿黄。
成熟的果子，打着节拍，写就秋天的诗眼，
愈演愈烈的秋韵，在漫无边际的群山中，
一瓣儿一瓣儿地 绽放……
<< Summer Break>> by Ruiji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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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中秋节，年年岁岁略不同。橙郡中
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上午利用课间休息，
简短而欢快的庆祝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无
论是临近高中毕业的同学，还是新近入学的低龄
儿童，无论是中国家庭长大的华人子弟，还是西
方家庭出生的美国学生，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倾听
许平老师关于中秋节来历的传说和简要介绍，特
别是关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南方月饼馅料丰
富，肉蛋皆可入馅；北方月饼鲜甜可口，果料点
缀其间，别有风味。今天孩子们手中的是莲蓉双
黄月饼，切开来，仿佛一轮明月水面初升。看着
孩子们欢快交流，享受的表情，父母们，老师们
也都十分开心！ 也许这只是中文学校的一个瞬
间，但是这分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继承的
永恒记忆！ 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
字只是一个侧面，而更多的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则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也许，一次两次并不明
显，但是长期坚持，日积月累，一定会有长足进
步与改变。在中秋佳节之际，中文学校全体老师
向各位学生的家庭、我们协会的会员、向关心我
们成长的朋友们道一声：中秋快乐！

中 秋 专 题

二零一五年九月
----------

The morning of a crisp autumn day, students at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School (OCCS) had just finished the first half of their Mandarin Chinese classes and
were leaving their classrooms for a brief snack break. Upon entering the cafeteria,
however, a rare sight greeted the students: mooncake!
On Saturday, September 26th, the Orange County Chinese Association
(OCCA) took the time to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y slicing and
distributing mooncake to its students and faculty. As everyone was enjoying the sweet
pastry, the students were also learning about the rich history of the holiday.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lso known simply as the Moon Festival due to the full moon on this
night, is a long-celebrated Chinese tradition dated as far back as the Shang Dynasty
over 3,000 years ago. It was believed that worshipping the Harvest Moon during midautumn would bring plentiful harvests the following year. There are many legends
abou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such as Chang E flying to the moon and Jade Rabbit
that lives on the moon. Today, people usually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y
eating a Chinese pastry called mooncake and sharing i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t is a
time where families reunite, eat mooncake, and enjoy the full moon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moon cake consists of a lotus seed filling and may contain red bean paste or
an egg yolk, which symbolizes the moon, as well as a special design stamped onto the
crus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always held on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which falls on September 27th in 2015. Why not enjoy a delicious mooncake
with your loved ones as you gaze upon the autumn full moon?

中文学校新学期开始第二周，课后活动陆续展开。 今天的多彩中文书签模画真是色彩绚丽、栩栩如
生。 孩子们期待的课后动手活动今天在许平老师的带领下正式展开了。 一碟碟的调色盘，一张张精美的书签原版，一双双灵巧的小手，一笔一
笔稍带稚嫩的描摹，转瞬间，出自孩子们双手的书签就完成了。学生们自然爱不释手。大一些的孩子，在模型图案的空白处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填充色彩和勾画内心对中文的理解。妈妈们手捧墨迹未干的作品欣喜异常！ 这就是亲自动手的体验，创造与收获的快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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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 专 题 / 社 区

二零一五年九月
见 闻

----------

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
见中秋月。——（明）徐有贞《中秋月》
曾经，中秋之于我，是年复一年，祖母特意留出来的半个蛋黄月饼，小木屋地板上柚子树梢的参差剪影，暑热未消的空
气里逡巡不去的桂花香，以及祖父手中大蒲扇的摇动间滚落的诗句：莫辞达曙殷勤望，一堕西岩又隔年。
漂洋过海之后，起初真不知何日是归年。异国的芳草，渐行渐远犹生，中秋成为提着那些记忆，向故国家园不断回望，
不断追想的惆怅，将轮彩镜光都斑驳起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等到子午线上的往返终于变得随心所欲，整整一个太平洋的阻隔终于不再蛮横霸道，那种无处安放的焦虑便也随即松了一口
气，乡情与乡思不再愁肠百结。到如今，中秋之于我，是一年一度，用月饼、用故事、用音乐、用清茶，去为我的孩子我的
学生们营建的一种情境，属于嫦娥与吴刚，属于玉兔与蟾蜍，属于中华民族千百年集体记忆的情境。
秋空里亘古存在的那一轮明月，东半球在看，西半球也在看。地球两端的万户千家在不同的时空里仰头，携带着各自的
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话语氛围，一样的月光流转在不一样的视线里，投射出主观情感完全不同的意涵。
“银汉无声转玉盘”之际，我的孩子和学生们不会有“千里共婵娟”的祈愿，也不会有“添愁益恨绕天涯”的怅惘。在他们文化
记忆的信息库里，“Full moon”不是冰轮、玉盘或飞境，而只是反射着太阳光的一团幽冷阴暗而已，成为指向 Moonhead
（傻瓜），moonshine（妄想），moonstruck（发狂的）……等等荒谬、错乱与虚妄的不详根源，充斥着狼人的畸形、吸血
鬼的疯狂以及一切妖魔与冤魂的窥视。那遥远的，诡秘阴森的天体，既不可能有琼楼玉宇的精致于其上，更不可能有牵连红
线的老人于其下，只带来恐惧与悲情，带来让警察救急热线和医院急诊室格外繁忙的事故、病变与刑事案件。
惟其如此，他们才更需要被引导进入另一种具有鲜明异构性的文化思维模式，去看看东方皓月的圆满与和睦，画意与诗
情。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诗人克莱默-班就赞叹过，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典型印记的那些物象，比如月亮，以有限形体与无
限想象的交织叠加，营造出了更广阔也更丰富的审美意涵。
但克莱默-班毕竟从来没经历过“人间此夜管弦多”的气氛，没尝到过“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滋味，难以真正体会到“万里
此情同皎洁”的感怀。由他以及和他一样仰慕东方文化元素的先行者们带入西方文化语境的广寒宫，就不免少了一点贴身
的、原生态的情味。
而这一点情味，恰恰是和我们肉身一道被连根移植到异质文化土壤里来的。于是我们对“吟赏倍牵情”的主动叙说，就有
了更加生动，更加真实可感的内容。当我们在异域的天空下确认，月亮真的可以代表我的心，狭隘地理意义上的乡愁就转化
成对母文化情有独钟的回望。不说悲欢离合，不说阴晴圆缺，只让传承在血液里的那些元素，随我们自己的生命一起开枝散
叶，去建构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新融合、新认同。
且喜人间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OCCCC Received Final Approval from the Town of
Goshen (Goshen 正式批准教會申請議案)

OCCA/S Education Seminar in Oct 2015

OCCA Board meeting on 03-Oct-2015
OCCA 2015 Fall Hiking in Oc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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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S Kung-Fu Class Starting on 03-Oct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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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 Members 1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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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