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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个栏目是会员们用自己心声抒发了参加夕阳红活动站以后的感受。文章依姓氏笔画顺序编排。 

 

 

            

我来美国突出的感受有几条。第一个是发现子女都非常得忙碌。我住在女儿家。他们早出晚

归，除了周末，一天当中我和他们见不了几个小时。平常我在家里照顾小外孙女，很容易感到孤

单寂寞。 第二个是这里自然环境很好，绿化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我很喜欢每天出去锻练 50 分

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打打拳，锻炼身体。 第三个，也是感受最深的一个，是来到这里竟然找

到了像夕阳红活动站这样的组织，能够参加很多有意义的活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方老师，她非

常和蔼可亲，详细向我介绍夕阳红活动站的活动情况和建站经过，语调热情，待人真诚。自那以

后，参加夕阳红活动站的活动就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大：波士顿

距离祖国有一万一千多公里， 时间相差整整 12 个小时；又觉得这个世界真小，到哪里都能碰见

热心的中国人。 

    我是一个热心喜欢交朋友的人。我发现如果抱着一个乐观的心情，积极的态度，在加上拥有

作为夕阳红会员能够享受到的像家一样的温暖，在美国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比较愉快，比较开

心。吃不惯西餐，我可以在子女家里自己做，自己享受；语言不通，我可以读中文报纸，看中文

电视，同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代沟也罢，语言障碍也罢，夕阳红活动站能帮助我克服它们。 

夕阳红带给了我欢乐，也带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力量。每星期六参加完活动，我一个星期都精

力充沛，精神愉快。在这里我要感谢夕阳红活动站，感谢方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友谊。让我们一

起争取 70岁前不生病，80岁前不显老，高高兴兴 90岁，健康快乐 100 岁！ 

                          

我参加夕阳红活动站已经九年了，九年来，我深切 感到如果没有义工们的无私奉獻，就没有

“夕阳红”的美丽璀璨。义工们都是从会员中产生出来的， 他们没有报酬，只有辛劳的付出和无

私的奉献。他们劳神费心地策划活动项目，参与节目的排练和演出，用智慧和才艺给老朋友们带

来了欢乐和幸福。义工们是“夕阳红”的“老黄牛”，有了他们的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才有这个

老年人欢乐的家园。值此夕阳红活动站成立十周年之际，让我们诚挚地道一声：义工朋友们，你

们辛苦啦，。让我们继续共同努力，使欢乐家园，永远春色满园，欢乐无限。 



 - 15 - 

                    

我于 2002 年同老伴一起来美探亲。来美之后，总有一种孤独感。有一天同老伴一起散步，遇

见一位老人，也是由中国来的，我们聊起来美探亲的感受，都有同感，不过他说:“这问题好解

决。现在《剑桥中国文化中心》有一个华人群众组织---《夕阳红活动站》,专门组织来美的中国

老人进行活动的，有英文班、电脑班、太极拳队、乒乓球队、舞蹈队、歌咏队。还有游戏 、下象

棋、玩扑克、打麻将、画画与书法等活动；逢到重大的节日举行联欢和聚餐；遇有高龄老人生日

还举办庆祝会；有时举办讲座向大家介绍美国对老人的福利待遇和风土人情等等。现在还正在筹

备一个服务处。”我听了他的介绍后，认为这个组织太好了。从此 我俩就积极参与《夕阳红》的

一切活动，并尽我的能力参与活动站的各项工作。 

八年多来，《夕阳红》的活动，我从未间断过。心情特别舒畅。我还积极为活动站服务，如

帮买跳绳，飞标，乒乓球拍。只要有人向我求助，我就想方设法帮助去解决问题。现在，夕阳红

活动站的兄弟姐妹，亲如一家，互相学习，发挥所长。我更加热爱这个快乐的大家庭。我也是这

个组织的义工了，今后要全心全意为大家更好地服务     

                                                            

 

       

 

 

   十年异乡结情缘， 十年常相结伴游。 

新朋旧友相聚欢， 美景奇观润心田。 

十年太极练筋骨， 十年节庆大团聚。 

歌舞表演众人观， 齐赞欢乐好家园。 

十年众星献才艺， 十年生命放光彩。 

中国文化友邦传， 夕阳红霞映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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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们探亲来美，因为环境陌生，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所以准备回国，后来经朋

友介绍参加了夕阳红活动站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感觉在这里如同在祖国一样，有熟悉的面孔，

有悦耳的乡音，有朋友的友谊，有兄弟姐妹的亲情，所以我们就这样留下了。如果没有夕阳红活

动站这个大家庭，我们可能早就回国了。 

     

1999 年我来美国探亲住在儿子家里，每天除了做些简单的家务就是伏案学点英语、看看小

说。到了周末陪同儿子、儿媳和孙子到中文学校遇见一些中国人点头致意，寒暄几句。平时往往

是一人独处，生活单调乏味、孤寂难耐，犹如自我“软禁”。 

后来有位朋友介绍我参加了一次由夕阳红活动站组织的参观纽约西点军校的活动，通过这次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从此我成了夕阳红的会员，经常参加活动站组织的有益于身心

健康的活动，让我这个原来如同“软禁”起来的老人，成了一个青春焕发的耆老。 

我在这个大家庭中经常和老年朋友么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游戏。最令我开心的是我还

参加了一些演出活动。我原来是广东人，在演出中我给观众演唱粤语歌曲和粤剧唱段，受到观众

热情掌声的欢迎。对此我感到了无限的欢欣。 

今后我要协同夕阳红的义工们尽力把夕阳红活动站的各项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让旅居在这

里的一些华人朋友感到天涯海角有亲人。 

       

朱振中     

建站十年，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活动项目，大力扩展，面向多数，应为重点； 

才艺小组，认真演练，提高技艺，星光耀眼； 

发力增强，服务观念，多为老人，排忧解难； 

老年大学，构思兴办，老有所学，生命保鲜； 

办老年报，立项论辩，务实求真，力争实现； 

巧妻无米，灶断炊烟，谋划创收，大事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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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各出高见，八方求援，攻克难关； 

义工朋友，携手并肩，锐意创新，做出贡献。 

华夏夕阳，波城景观，凝眸遥望，绚丽灿烂。 

 

    

夕阳红活动站成立十年来,为广大来自祖国的老年朋友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朋友们所说的

“夕阳红”是我们老年朋友之家。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们互帮互学,互吐心声,排忧解难,而

更可贵的是“夕阳红”给了我们那么多宝贵知识和生活情趣，使我们开阔了眼界，丰实了生活乐

趣，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安心居住下来。 

夕阳红活动站，由于筹建人之一方慧女士带领义工团队全心全意地为老人服务，千方百计地

排除困难,精心地策划活动项目，所以不仅活动站不断地发展壮大，而且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

活动。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太极班、英语班、乒乓室。另外还经常有一些老年朋友一边下

棋、打麻將.一边聊天,谈笑.幽闲自在,自得其乐。活动站也经常组织大家参观访问活动,如参观军

事学校、波士顿众多的<第一>及沙雕等等。每次参观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夕阳红活动站人才荟萃,这里有来自祖的名牌教授,学者.也有来自祖国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的

教授,学者.更有来各地方编歌写曲及书写绘画的专业人员。因为有这么多英才,才使得夕阳红活动

站越办越火红.  

此外,逢年过节夕阳红活动站还组织人到高龄会员和病弱体衰的会员家里进行探望慰问,使老

人及其家属深受感动。尤其是这些年也曾为去世的老人料理后事，帮助其家属排忧解难。得到了

家属的称赞。 

我希望夕阳红活动站越办越红火，并衷心祝愿夕阳红活动站的老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回想几年来，我在夕阳红活动站认识不少朋友，是我人生中的幸事。我忘不了，为救助汶川

大地震灾民，夕阳红活动站发动大家搞义卖。我突击做布艺花义卖了 57 美元，当场全部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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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忘不了夕阳红活动站每年组织大家参加 10 月 1 日的升旗仪式。当我看着冉冉升起的国

旗，激动得热泪盈眶，想到祖国繁荣强盛兴旺发达，我们海外同胞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永远忘不了“夕阳红”这些年组织老人参加的各项活动，提高了老人们的社会质量；了解美

国的风土人情，开阔了眼界，使大家不感寂黙。活动站夕阳红真正成了老人们温馨快乐的家园。 

我祝愿夕阳红活动站在新的十年里越办越好，越来越红火!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离开波士顿随女儿到康州居住了，但是还是经常怀念波士顿的“夕

阳红”，因为“夕阳红”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不管刮风下雨，每逢星期六上，我都会参加“夕阳红”活动。我是舞蹈

队的队员，不仅在正常活动时间排练舞蹈，有时还加班加点。我们的舞蹈《山路十八弯》参加了

在波士顿市政府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大庆的演出。在“大爱无疆”支援青

海玉树赈災义演中，我们的表演唱《与你同在》和《走进西藏》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每逢节日，

我们“夕阳红”文艺演出队到波士顿的一些老年中心和老年公寓，表演文艺节目，给老年朋友送

去节日的快乐和祝福。 

有一次，我刚跳完傣族舞给观众谢幕时，一位美国朋友拉着我的双手，含着激动的泪花对我

说“你的舞跳得真好，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太感谢你们了！”不仅不少美国朋友称赞

我，许多中国老朋友也夸奖我。他们问我：“你以前是搞文艺工作的吗？你的舞跳得很专业哦”

他们说我跳起舞来像个姑娘，身材好、动作美，表情也好。听了他们的夸奖，我好像又变成了 20

几岁的姑娘了，心里美滋滋的。我高兴跳舞，又给许多老人带去了快乐，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

事啊。 

我非常感谢“夕阳红”的负责人方慧、王开成、丘陵、王子云、朱振中、张广英等朋友们。

他们把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中国老人们组织起来，开展各项活动，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生活丰富多彩。 

       

方慧：你好。 

值此波士顿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夕阳红活动站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向旅美华

裔老人的家——夕阳红活动站表示祝贺。祝贺我们夕阳红越辨越好，祝我们的老伙伴们身体健

康，越活越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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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夕阳红活动站成立之时参加了这个老人组织的。我把她当成家。我们这个家,很温馨，

很活跃，很和谐。 

想当年，初来美国，因语言不通，不敢上街，不会乘公共汽车和地铁，那里都去不了，感到

在美国生活很没意思，就想早点回国。是朱振中先生介绍我和我的先生加入了夕阳红活动站这个

老年之家让们得以居住下来。 

自从参加了夕阳红活动站以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排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我能在美国

住了近十年，就是因为有《夕阳红》这个组织，尤其是许多兄弟姐妹们对我的热情帮助，让我铭

记在心。 

我在夕阳红的英语班学会了一点英语，特别是周教授不但教我们英语基础知识，还教我们如

何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 

王建馨，薛兰英，杨丽仙等老朋友帮我熟悉环境，薛兰英的脚扭伤了，还带病陪我逛街，买

东西，辨理老人证。我的丈夫老苏患病住进医院，郭志弘先生主动陪护，给老苏端饭，接尿。在

我做肠镜检查和直肠手朮时，王建馨一直陪着我。方慧老师还组织了一些老伙伴们，准备到我家

轮流照顾我。这些朋友，都是 70 多岁的人，我不忍心让她们劳累，朮后回到儿子家。但是，这份

情谊, 我永生难忘。 

在老苏最后的日子，夕阳红的老朋友们都来送他，特别是王开成写的那副挽联，是对苏永贵

一生的总结。在美国的十年，我虽然失去了亲人（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我收获了友

谊，获得了千金难买到的友情。我再一次祝愿我的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夕阳

红》这个大家庭日益兴旺，深深的扎根在北美洲。 

 夕阳红活动站老会员    张   力  2011年元月 10日于吉林长春 

 

祝泽民,郎群英 

夕阳红活动站，   夕阳红活动站， 

是真诚的矿源；   是快乐的憩园； 

我们相知如耀眼星光，  新老朋友济济一堂， 

心儿从此紧紧相连。  共同享有健康的甘甜。 

 

夕阳红活动站，   夕阳红活动站， 

是友谊的绿原；   是智慧的堂殿；     

我们来自不同地方，  我们汲取最新知识， 

一见面就契若金兰。  跋涉在时代的峰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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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红活动站，   夕阳红活动站， 

如朝气蓬勃的春天   是我们可爱的家园； 

我们偎在祖国的怀抱里   兄弟姐妹欢聚在这里，  

愉快的歌声响彻蓝天，  享受着幸福和温暖。 
 

（这首诗的作者是夕阳红活动站的早期会员现移居加州） 

 

张广瑛 

每个周六活跃在剑桥中国文化中心的一群老人，不怕困难至今已坚持了十年之久。 

首先我深深感到这里义工团队的所有成员，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这个集体着想，有爱

心，有耐心，不辞辛苦，奉献智慧和力量。由于夕阳红活动站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不少老人趁

回国探亲之机，带来服装、道具、饰品、条幅、旗子等等物品，奉献给夕阳红活动站    

2010 年春节，我们夕阳红活动站的表演队带着排练的舞蹈，表演唱、独唱、戏剧、太极扇、

太极剑、时装秀等等，极具中国文化艺术特色的优秀节目走向社会，仅在一个月内就在几个社区

演出十余场，到处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城的统一楼的演出受到中、外老年朋友的热烈欢

迎和鼓励，当场就有老人捐钱给活动站，场面十分感人。春节期间正值严冬季节，冰天雪地，每

个演员还要带上自己的服装、道具巡回演出，有时还要都要转车数次才能到达演出场地，从无一

人提出个人的困难，留在 每个参于者脸上灿烂的笑容，说明每个人都无比珍惜这服务于他人的机

会，给他人送去欢乐和祝福。 

夕阳红活动站是我们中国老人在异国他乡的“大家庭”，不但服务了老人，也成了中国文化

艺术的传播者，让不少的美国老人看到中国文化艺术是这么的高尚、这么的优美，从而产生浓厚

的兴趣。 

我和“夕阳红”的老年朋友们能有机会在其中服务而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这也是“夕阳

红”吸引中国老人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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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中  

近几年，我年纪大了，去不了祖籍国——中国了。夕阳红活动站成立后，我经常到站

里参加活动，因为我把活动站当做祖籍国了。现在行动不便了，特致信祝贺夕阳红活动站

更加兴旺，越办越好。 

 

  

张宗仁 

我在国内就听说 BOSTON 有个老年活动中心叫夕阳红活动站。来到美国之后，儿子和儿媳怕

我在家寂寞，就劝我到夕阳红活动站看看，就是参加一次社交活动也好。我到夕阳红活动站以

后，就感受到了这里的快乐气氛。众多的老年朋友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亲亲热热地谈祖国。

说故乡，建立友谊，互通信息，让我觉得如同在国内一样。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朋

友告诉我，温家宝总理通过驻美大使馆送来了中秋月饼，夕阳红活动站也分到一些，让大家分

享。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次庆中秋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品尝国家领导人送的月饼，情不自禁的喊

起了“祖国万岁！”夕阳红活动站经常开展体育和娱乐活动，有时还演出歌曲和舞蹈，有时举行

趣味运动会。让大家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现在我也经常到这里参加活动了。夕阳红活动站真是

老年人的乐园。希望它越办越好。 

 

 

 

张保林 

大约七年前，经朋友的介绍，我来到“夕阳红”活动站，一到活动站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住

了。这里的活动丰富多彩，唱歌跳舞，谈天说地，下棋绘画，室内趣味运动会等等；活动站还组

织歌唱队，舞蹈队为社区老人慰问演出；更有趣的是，活动站还不断组织大家外出旅游。比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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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我们乘船去麻州的鳕鱼角，报名的朋友特别踊跃，共有 75 人参加，有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

年龄最大的超过 90 岁，最小的只有 9 个月，甚至还有美国人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如今的“夕阳

红”活动站在大波士顿地区是小有名气的老人组织。 

“夕阳红”活动站为什么办得如此红火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批以方慧，王开

成等人为首的义工团队。她（他）们乐于无私奉献，肯动脑筋，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能团结

老年朋友。老年朋友们经过一周为儿孙们的操劳，星期六来到夕阳红活动站，高高兴兴的度过一

个周末，好像人都变年轻了。 

我作为一个“夕阳红”活动站的老会员，很愿意为活动站做一些工作。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

我见到的老年朋友推荐“夕阳红”活动站。经我推荐参加“夕阳红”活动站的活动的老年朋友在

二十人以上。今后，只要“夕阳红“活动站需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一定尽力去作。 

祝愿”夕阳红“活动站越办越好，祝愿老人们快乐健康，安度晚年！ 

      

张勇  

我感谢夕阳红活动站创建者都有一颗赤诚的心，一心一意为老年服务，十年耕耘，硕果累

累，光焰照人，灿灿生辉。我感谢剑桥中国文化中心董事会关爱老年人，为夕阳红活动站提供了

大量的帮助，让老人有一个幸福的乐园。我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者，像天上闪烁的星，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让这个欢乐的群体在宇宙中闪亮。 

 

赵乃扬 

记得我们刚到美国时，差不多都经历了一段艰难坎坷的日子。看不懂美国的电视电影，读不

懂英文报纸杂志，精神生活非常匮乏苦闷。原来的老同志，老朋友天各一方，长期交往的友情都

中断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太多，很不适应。夕阳红的成立，使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情绪得到舒

缓，新的友情得到发展。我们每周都可以相聚一堂，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等。有时还外出旅

游，看海，参观美国名校及博物馆，这些都使我们快乐健康起来。夕阳红真真实实成了老年人的

精神乐园。 

我们要感谢创始夕阳红的元老们！感谢多位十年来的许多义工的努力。 

希望下一个十年，夕阳红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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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夕阳红活动站常有优美的琴声和欢乐的歌声萦绕耳边、留存心底。银发族

朋友情不自禁地到那里渡过愉快的周末。那里教唱认真，歌友热情，美食丰盛，倍感温馨。 

教唱认真。音乐指导张老师教歌练声，诲人不倦，耐心认真。对如何饮水，室温调整保护嗓

音等，都一一地耐心说明。歌友们说：去活动一次虽费时间、冒严寒、行路难，但是为欢歌也甘

心情愿。朱、王二位先生还创作歌曲《夕阳乐》以抒发银发族的愉悦情感。慧妹为选歌、练唱、

服装、道具、刻光盘、印歌页、找场地等等事宜，操心劳累，无怨无悔。男声合唱队长程先生选

歌，联系场地，带领男士歌友们练歌，并让女儿驾车接送歌友。歌友们对他的盛情纷纷赞颂。女

声合唱队长潘旭华不仅经常声情并茂地独唱还带领她的小组刻苦地练唱，激情演唱，所以在几次

唱歌比赛中均获最佳成绩。正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接待热情。练唱基本上在夕阳红活动站，但是有时也在一些歌友所在的公寓练唱，而这些公

寓的歌友和其他朋友都十分热情。每次去练唱时，他们都带路迎送。尤其是在零下十多度的数九

寒天，他们顶风冒雪，险走冰雪小道对歌友迎来送往。如几次到程先生的公寓练歌时，他的太太

刘女士和该公寓的朋友们，认真打扫练歌场地，清洁钢琴和餐具。如邓大姐和焦大姐虽不参加联

唱，但也是帮着忙前忙后，显现出一片亲情。 

美食丰盛。合唱队有时是在歌友们的公寓练歌，适逢午餐。公寓的朋友们便提前准备了丰盛

的美味食品。其中有甜的、咸的、西式的、中式的、水果、饮料，样样都有，供歌友们享用。尤

其是有一次程先生的老伴刘大姐特意到女儿家菜地里割韭菜，然后赶回公寓为大家做家乡的美味

食品，让大家美美地美餐一顿。歌友们对该公寓的朋友们这种热情好客的情谊实在难以忘怀。 

倍感温馨。张老师常常是带病弹琴教唱。尽管两腿有病，还常常驾车接送歌友。慧妹为合唱

队诸多事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对歌友们的深切关照更是难以言表，永远铭记。张先生虽不参加

练歌，但是每次都赶来驾车接送歌友，有时竟达十多次来回，并且是汽油自费，奉献真情。王先

生为了送一张歌页，一大早，先乘红线地铁车再转 BUS，然后又步行赶到活动站。他真是个热心

人。 

夕阳红活动站的美妙歌声，厚谊深情，让歌友倍感温馨。 

 

  梁承娱 

 我是 2008 年持绿卡来美国的。到波士顿的第二天，正巧碰上“夕阳红”活动站庆贺中秋的

活动。那么多头发花白的华裔老人欢聚一堂，自娱自乐的表演节目、或聚首交谈，真是喜气洋

洋。从此我爱上了这个温暖的集体。只要周六没有特殊情况，我和我的老伴会一起到“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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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活动站根据老人的特点，按照不同的季节及中西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各项活

动，十分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活动站的领导，以身作则，积极带头，群策群力，爱站如家，

满腔热情地组织老人的活动。会员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才，他们的才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活动站还是一个交友和信息交流的平台。我到美国仅两年多得时间，就结识了很多知心的朋

友，并了解到不少极为有用的信息。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我感到生活很充实，学英语、学唱

歌，常游泳和旅游，身心健康，精神舒畅。 

每周六上午，我到“夕阳红”来回需步行约一小时，但我感到十分值得。今后，我会一如既

往，积极参加活动站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地支持站领导的工作。在欢庆“夕阳红”活动站成立

十周年之际，我衷心地祝福她越办越红火，她真的是华裔老人的欢乐之家。 

 

 

 

 

    
 

 
夕阳红活动站的十岁生日到了，回忆当初成立时只有几十个老年人，我是其中之一。大家相

聚时虽不相识，但心里感觉如见久别的亲人。 

我热爱夕阳红活动站，我经常到活动站学唱歌，学太极，学英语。每次来到这里总是满堂的

欢声笑语，一阵阵的歌声，一场场的舞蹈，让我忘掉了烦恼和苦闷，让快乐和幸福留在了心中。 

夕阳红活动站能发展壮大这么快，是因为有许多热心服务的义工。如方慧女士团结义工们劳

神费心，忘我工作。王建馨女士和其先生在建站初期经常为大家提供免费的食品并做好后勤工

作。王开成先生精心筹划活动项目。朱振中先生及时报道大型活动的盛况。林守川先生任劳任怨

地主动做好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徐丽芷患病还组织排练女声小合唱。会计王琪乡也是抱病还坚

持做好账目的移交工作。这些无私奉献的朋友，都是夕阳红活动站最可爱的人。 

我在夕阳红活动站结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朋友，“夕阳红”在我心中，朋友们在我心中。我

热爱爱您——“夕阳红”，祝福您——“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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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金渊 

我于 2004 年参加夕阳红活动站以后，感到又多了一个家。每参加一次活动，除了获得不少的

知识，还感到格外温暖。尤其在这里所享受到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谊，是在女

儿家里是得不到的。活动站所组织的参观活动更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如参观属世界第一的

哈佛大学艺术馆里的玻璃花工艺品，去哈佛植物园，观看奇花异草，所看到的紫薇花品种之多也

属世界第一。这都令人大饱眼福。 

无论在室内开联欢会，或是乘车到外地景点旅游和坐船到大西洋游岛屿，大家都是欢天喜

地，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因为都是耄老，情趣相同，话语投机、气氛欢乐，情感融洽。斯时斯

地，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油、盐、酱、醋、茶 等等家务杂事。每一次活动，都有一些老朋友们自

告奋勇，任劳任怨，热情地为大家服务。如旅游时，联系交通，熟悉情况，安排食宿；室内联欢

时，有的布置会场。有的负责排练节目，给大家表演；还有的有才艺的义工自付交通费到一些社

区演出，更让我感动的，有时参加活动还有一些义工朋友主动地照顾我，用专车送我回家。我是

在享受太多而付出太少了。 

我要感谢夕阳红活动站，在这七八年中，我的生命的活力可以说一半是“夕阳红”给予的。

但愿“夕阳红活动站今后越办越好。 

                                                               

 

   
 

  《夕阳红》活动站老人们的子女，为夕阳红各种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驾车接送 

银发老人们，很喜欢去周末乐园——夕阳红。但行路有难，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冬

季，更是难上加难。不少子女，在繁忙的周末，驾车接送老人，给老人们带来很多方便。

特别是程峻宇先生的女儿程文洁，常常开着 7人座车，除接送父母外，还接送其他老人。

有时，还专程绕道送夕阳红的老人至家门口。 

 

捐款赠物 

苏成惠的儿子范斌，首先倡议子女捐款，并带头做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仅为《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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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红》十周年庆祝活动捐款的就有 11人，计一千五百多元。尤其是邓素萍女士的女儿王

健健，在有限的回国探亲的日子里，四处寻觅购买到了八套漂亮的演出服装，赠送给夕阳

红，为春节的演出增添光彩。 

 

热心服务 

为庆《夕阳红》成立十周年，我们拟出专刊。丘陵女士的儿子卢小平，积极主动地承

担了封面设计和电脑排版的重任，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为《夕阳红》解决了很大

的困难。他还多次捐钱并热心支持夕阳红的工作，受到银发友的赞扬。还有不少的子女，

在老人还没有到达美国的情况下，就通过 email或电话询问怎样送老人来夕阳红活动，关

爱老人，真是情深意切。 

 

  《夕阳红》的子女们，关爱父母、支持夕阳红活动的事例举不胜举、倍感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