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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The Dayton Chapter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s Year of the Boar celebration took place on February 
3, at Fairhaven Church in Kettering. Families enjoyed a Chinese buffet dinner. A photographer was on hand to photograph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ir New Years costumes. Children were provided craft projects and hong bao with chocolate 
coins. The highlight was the entertainment which included dance groups from both the Greater Dayton Chinese School 
and the Day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FCC children attend both schools. We also enjoyed performances by the 
Youth Violin Ensemble directed by Hong Cheng. Ming Min Yen was also on hand with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FCC is 
grateful to the Dayton Chinese community for sharing thei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Mr. and Mrs. Co x (FCC president) and Carol Justice (the event organizer)  
 

 

Parents taking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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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 Dance, A Finale of the Celebration 
  

FCC is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med to link families who have adopted children from China for information-sharing 
and mutual fellowship and support.  The Dayton Chapter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 has 142 member 
families.  Approximately 500 people attended this year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group's largest annual 
ev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CC, contact Pam & Steve Cox (userpamcc@aol.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CC（收養中國兒童家庭協會.代頓分會）中國新年聯歡會  

 

FCC 於臘月十六日（2/03/2007）在 Fairhaven Church in Kettering 舉行中國新年聯歡會。代頓地區收

養中國兒童的家庭歡聚在一起，穿中國衣，吃中國飯，寫中國字，聽中國歌，看中國舞，每個兒童還收

到了一個紅包，里面裝有壓歲錢—巧克力金幣。 

 
       陳紅指導的年輕小提琴樂隊 

收養中國兒童家庭協會-代頓分會有 142 個家庭參加。這次中國新年聯歡會共有 500 人參加，是 FCC
每年最大的活動。 

聯係人：Pam & Steve Cox (userpamcc@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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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里姻缘＂因善＂牵 

张辉林 2006/11/02 写于天津开发区 

志愿者协会从 2004 年 1 月 16 日成立以来, 我们到医院、图书馆、养老院及社区去做了一连串无酬又
无偿助孤、助学、爱老睦邻…等等的服务. 由于我们协会行的正, 做的好, 参与我们的爱心人士越来越
多, 我们服务的项目和范围也越推越广, 还越做越杂. 信不信由你, 连婚姻大事都一手包办了!!  

这段异国婚姻因女主角的善行而起, 由心怀善念的志愿者们大力促成, 其中的奥妙、曲折、有趣与热
闹, 值得我这肇始者在此大书特书一番, 以飨读者. 

2004 年的 9月, 我们志愿者协会在泰达图书馆举办了第一届的孙鼎朴紫砂作品义卖展. 义卖前, 当
时在华纳高尔夫球俱乐部担任总监的马来妹-蓝云翠小姐(现已升为副总)跑来跟我说:＂妈咪, 我要帮
妳忙!＂＂来现场服务?＂＂不但服务, 还要义购一套壶.＂＂一套壶售价五万元, 妳还买?＂＂对, 不过
请允许我分期付款!＂她说到做到, 给我们一万元首付后, 休息日便到义卖现场来帮忙, 她使出浑身解
数, 不仅帮我们热销展品, 还指导义工们她特有的高效推销术, 有她在场, 当天的销售业绩超级的棒, 
会场也热闹无比, 她是我们的开心果! 感动于她发自内心的慷慨和热心, 一个夜晚, 我俩单独吃饭时, 
我问她想要我给她什么东西作酬谢? 

“给我找一个 husband!＂ 

“什么? 找个丈夫? 这很不容易, 让我送别的行不?＂ 

“我什么都不缺, 就缺丈夫,  拜托了!!＂ 

啊, 这真为难我了. 我知道蓝小姐学问好, 人品也不错, 还多金又多情, 是男人想要娶进门的好对象, 
但是她三高(职位、薪水、年龄)的条件有多少人能搭配呀? 我把这事告诉了我们协会的秘书陈继红, 说
热心的蓝小姐丢给我一个烫山竽, 咋办? 她这个没救的乐天派竟敢对我说:＂您甭挂心, 这事就包给我
吧!＂ 这以后, 我看继红逢人就问您在商界或什么界认得的人多, 有好的男士给我们介绍介绍? 或您家
儿子要找对象吗? 我这儿有一个很棒的人选! 或…一年来还真有不少人郑重给于推介, 总因条件不合而
作罢. 时间长了, 委托人蓝小姐每回见到我都会有意无意地问一声:＂妈咪, 我的丈夫呢?＂ “缘分到
了就会来, 耐心点!＂  唉, 缘分这玩意儿, 古今中外, 从来都是强求不得的, 我除了叫她继续等待之
外, 余下的就要靠她自己向上天去祈求祷告了! 

 俗话说的好 :＂踏破铁鞋无处觅, 得来全不费工夫＂.  2005 年初春的某一天, 志愿者协会的办公室
来了一位刘女士, 她手执一面 ＂拾金不昧＂ 的锦旗, 兴冲冲地进门就问哪位是陈继红?  ＂还没到, 有
事?＂ “我要感谢她拾到我的银行存折!＂ 啊, 这真是一件好事, 我的好奇心立时被她勾起了, 趁着等
待继红到来的时段, 我请刘凤杰女士坐下说说遗失存折的经过. 她说前几天她去泰丰家园四期看房子时, 
不慎遗失要购房的両本银行存折, 先以为落在家中, 回家猛找不着之后去银行挂失, 银行职员告诉她去
泰丰家园居委会找杨阿姨, 両本折子都在她那儿. 刘凤杰赶到丰家园, 要请杨阿姨吃饭, 杨阿姨说不用
了, 妳去谢谢志愿者协会的陈继红吧, 是她捡到的!  

 “ 我好感动, 于是就去定了两面锦旗, 一面送给了杨阿姨, 这一面就来送给陈继红….＂  

刘女士才说完, 陈继红进门了, 我赶快请她取出相机, 要为她和刘女士跟拾金不昧的锦旗一块儿留下
美好的纪念. 照完像, 我急着问继红她是怎么拾到存折的?  

 “我匆匆忙忙经过泰丰家园前面的草地, 看到有人对着地面的东西猛瞧之后走开了, 我走上前去, 看
到地上躺着両本存折, 拾起一看, 里边的金额都很高, 相信遗失的人一定十分焦急, 由于我自己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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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要去心血管病医院送协会捐款给北京来的宋庆龄基金会, 于是拿去泰丰家园居委会委托杨玉筠阿
姨帮我去寻找失主…啊, 她找到了,您就是失主呀! ＂  

虽然继红一生做过许多助人的好事, 但这是她第一次收到给她个人的锦旗, 心情相当激动;  刘女感
恩而能及时图报也十分感人, 我为她俩的行为感到高兴而骄傲, 这是多么好的公民示范楷模呀! 感动过
后, 刘女士问我们是干什么的? “我们这儿是志愿者协会, 我们的会员都做公益事宜, 欢迎妳加入我们
的阵营.＂ 由于她做生意忙碌无比, 没能和我们一样天天来做义工, 于是继红就拿出她红娘的本色:＂
您啥也不用做, 给您一桩简单的好差事, 就帮我们刚上任的华纳国际义工团的副团长蓝小姐找个丈夫就
行了!＂ 继红把我的烫山竽顺手丢了出去. 

 “哇, 这容易吗?＂ 刘凤杰面有难色, 可我们继红紧迫钉人的本事还真大 

:＂您认识的人多, 留心点儿就行!＂  

“妳说的倒容易, 我到哪儿去给找对象呀, 妳又不是不知道, 咱塘沽和开发区最缺的就是适婚的男
人!＂ 刘凤杰事后坦白告诉我们, 当初她认为这份请托是强她所难, 是不抱希望的. 我们也深深了解她
的难处, 但多一个人努力就多一份成功的希望, 不是吗?  

人算不如天算, 有一天, 机会还真来了! 刘凤杰的朋友王艺玲(也是我们资深义工)请她一起去朋友家
吃饭. 席间, 女主人郑女士拜托両位客人帮她弟弟找个女朋友, 省得她年迈的父母穷挂心. 这时刘凤杰
突然想起拾她存折的恩人陈继红的托付来了, 说咱开发区就有一位现成的女孩子, 想见吗?   

“想!＂ 郑家姐姐热烈地回应. 

回家后刘凤杰兴奋地问继红在哪儿见?  “辉林会长家最合适!＂ 继红知我个性也就不管三七二十一
先斩后奏决定把我家作为男女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所了. 她们选了一个周六的晚上, 蓝小姐和郑先生, 媒
婆-陈继红、王艺玲和我 (可惜那天刘凤杰回东北老家去了) , 加上几名志愿者在我家吃了象征长长久
久的 ＂张家牛肉面＂. 食物虽然简单, 可那个相亲的夜晚, 气氛可浓郁热烈 ＂high＂ 的不得了, 人
人都陶醉在喜悦和温馨的友情里(志愿者们亲如家人), 我们这群已婚的媒婆和志愿者们快乐的过了一
夜, 那对初识的新人可是一见钟情了! 这之后, 大家各忙各的, 一直没有蓝小姐和郑先生交往的进一步
消息, 只知道他俩还在联系中, 我们也就顺其自然, 不曾打扰! 

去年的春节前, 蓝小姐跑来告诉我, 她已见过郑的家人, 他们都喜欢她; 若春节同去马来西亚也得父
母首肯, 他们将在狗年的秋季举行婚礼. 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们四位媒人一致要求他俩请客. 在餐会上, 
我们四人从蓝小姐要我找丈夫, 继红检到存折, 刘凤杰来送锦旗, 王艺玲带刘去郑姐姐家吃饭, 再到我
们家相亲….我们边吃边聊, 像接力赛般地妳一言, 我一语, 把做媒的经过四人重头演译一遍, 说到兴
头上, 我们旁若无人, 笑声响彻整座的餐厅, 众人莫名其妙地看着四个女疯子乐得不成人形, 却让同桌
的两位男女主角尴尬地坐着! 朋友, 您若是我们, 能不激动快乐吗? 成就一桩婚姻而且是异国婚姻岂是
容易? 您说说看, 这对有情人若少了我们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她们的情缘能够从美好的开始, 延续到
终成眷属? 这不是天作之合是什么?  

谈了一年多的恋爱, 新人终于宣布要结婚了!  定在 2006 年金秋国庆佳节的 10 月 7 日, 地点就在咱
住的开发区. 

我们这群因义卖而结识的热心志愿者们知道以后, 立刻成立了一个婚庆委员会, 由我挂名做总召集人
(很不巧, 婚礼时我缺席去了欧洲 ), 陈继红和她的先生张新春当总管, 儿子张志棋当花童; 马珍、彭茗、
彭薇、和周志斌四人当接待; 马珍的先生当主持人. 由于我们决定要为我们一手撮成的婚姻办一个中西
合璧, 品味高雅和时下不太一样的婚礼, 我们这群志愿者们可绞尽了脑汁, 献计又献策, 光是婚礼筹备
会议就开了有六、七次之多, 像办义卖展一样设计得详细又周到, 简直到了巨细靡遗的程度. 十一的国
庆长假, 这些主事的”委员”们全体放弃难得的休假, 密锣紧鼓又马不停蹄地为郑、蓝俩家的婚事日夜张
罗忙碌. 我人虽不在天津, 可给她的帮助还是不曾缺少: 我推荐我们志愿者协会年轻美丽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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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钱堃做伴娘; 副秘书长陈继红和他的丈夫张新春做总招待, 她们的儿子张志祺做花童;  理事马珍
做联络, 她的丈夫王健做主持;  俊男周志斌和彭茗、彭薇俩姊妹花则做招待; 会长王学伟和他的爱女
亲临出席做特别来宾…. 另外, 我还把我的住房提供给新嫁娘作出阁时的化妆间和她远方亲友们住宿的
招待所, 连我家阿姨的服务也一并奉送! 总之, 我们志愿者协会主办了一次空前但不会是绝后的世纪婚
礼, 至今一百多天过了, 这群参与者还在回味, 仍津津乐道呢! . 

远游回津, 从他们录制的婚礼磁带上, 我看到婚礼进行得旣庄严又热闹还非常地有秩序. 会场布置得
雅致又美丽, 来宾们各个喜形于色, 新郎加上我们的俊男志愿者人人西装革履, 英俊潇洒; 新娘和我
们美丽的志愿者在彩色鲜艳的马来沙龙的包裹下, 人人出落的如同仙女下凡来! 远自马来西亚的蓝家
和我们天津籍的郑家, 在志愿者们的成就帮忙下, 结了秦晋之合, 让这对有情人终于成了眷属, 还为
我们志愿者协会谱下了一曲成人之美的隽永乐章!  

这次的婚礼, 可把我们志愿者们忙坏了. 但是圆满结束之后的晚上, 当他们这群人带着疲累的身躯, 
疼痛的双脚前去足疗馆泡脚聊天时, 已婚的都认为办得比他们当年自己结婚时要好, 还要乐, 还开心; 
未婚的有了这次实战的经验之后, 对自已未来的婚礼算是有了新的概念, 规划起来就容易而不至于茫茫
然了!  由于婚礼办的有声有色, 听他们说婚礼进入尾声之时, 有许多来宾开始向我们预约, 将来他们
子女或朋友结婚时要请我们志愿者的婚庆团队去为他们服务, 还打听出场费是多少? 我们超专业的主持
人王健幽默地说:＇＇ 这第一次是免费服务的, 下次可要收 100 万了!＂  “哇, 好贵呀!＂ 朋友, 您
说像我们这样贴心、细致、周到、高水平、好过专业的服务, 收费能不贵吗? 我们正缺善款去作许多的
公益项目呢! 

蓝小姐因善结缘, 也因善得福, 我们祝福她和夫婿白头偕老, 恩爱恒逾!   

＊＊＊＊＊＊＊＊＊＊＊＊＊＊＊＊＊＊＊＊＊＊＊ 

春節聯歡會會場地址 （Chinese New Year Party Location） 

 

箭頭指會場  (Arrow pointing to the party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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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话养生  

（根據中國電視台節目改編） 

  在经历了冬季饮食的超量，生活起居的劳顿与不规律之后，春天来到时赶紧行动起来，盘整身

心，为新的一年储备能量，应付挑战。健康一整年，是可以期待的。  

  1、起居规律  

  在春天到来之时，人体阳气渐趋于表，皮肤舒展，末梢血液供应增多，汗腺分泌也增多，身体

各器官负荷加大，而中枢神经系统却发生一种镇静、催眠作用，肢体感觉困倦。这时千万不可贪图

睡懒觉，它不利于阳气升发。为了适应这种气候转变，在起居上应早睡早起，经常到室外、林阴小

道、树林中去散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春天气候多变，时寒时暖，同时人体皮表疏松，对外邪抵抗能力减弱，所以春天到来之时不要

一下子就脱去厚衣服，尤其是老年人和体质虚弱者。  

  2、饮食调养  

  依据食物的五味及季节不同来进行调配。春季人体新陈代谢也开始旺盛，饮食宜选用辛、甘、

微温之品。  

  春季饮食应避免吃油腻生冷之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B的食物和新鲜蔬菜。现代医学研究认为，

饮食过量、缺少维生素 B是引起春天发困的原因之一。  

  春天是肝旺之时，多食酸性食物会使肝火更旺，损伤脾胃。应多吃一些性味甘平，且富含蛋白

质、糖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瘦肉、禽蛋、牛奶、蜂蜜、豆制品、新鲜蔬菜、水果等。  

  3、养足精神  

  人的精神活动必须顺应气候的变化。人体受季节影响最大的时候是过渡季节，尤其是冬春之交

的春天。有些人对春天气候的变化无法适应，易引发精神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不良的情绪易导

致肝气郁滞不畅，使神经内分泌系统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下降，容易引发精神病、肝病、心脑血管

病、感染性疾病。因此，春天应注意情志养生，保持乐观开朗的情绪，以使肝气顺达，起到防病保

健的作用。  

  阳春三月是万物始生的季节，此时要力戒动怒，更不要心情抑郁，要做到心胸宽阔，豁达乐观；

身体要放松，要舒坦自然，充满生机。  

  4、运动养护  

  入春以后要适应阳气升发的特点，加强运动锻炼，可以到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去跑步、打拳、

做操、散步、打球、放风筝，让机体吐故纳新，使筋骨得到舒展，为一年的工作学习打下良好的基

础。实践证明，春季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抗病能力强、思想敏捷、不易疲劳、办事效率高。  

  5、保暖防病  

  春天到来，天气转暖，致病的细菌、病毒等随之生长繁殖，因而流行性感冒、麻疹、流行性脑

膜炎、猩红、肺炎等传染病最容易发生。“春捂秋冻＂就是顺应气候的养生保健经验。因为春季气

候变化无常，忽冷忽热，加上人们用冬衣捂了一冬，代谢功能较弱，不能迅速调节体温。如果衣着

单薄，稍有疏忽就易感染疾病，危及健康。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中老年人，更应注意防寒保暖，

以预防中风、心肌梗塞等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