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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截至《夕阳红十周年特刊》2010 年

3 月出版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有十报

一刊共发表 108 篇文章报道夕阳红活动站的活

动情况。

 

文章标题     报刊名称  刊登时间 撰稿人/摄 影 

 老年朋友的家 夕阳红活动站成立  世界日报  01/03/29  唐嘉丽 文/图 

 九九夕阳火样红    波士顿记事报  01/11/08  朱振中 

 夕阳红活动站满周岁举办回顾展  世界日报  02/03/29 杨雨青 文/图 

 夕阳红活动站一周年欢庆活动  波士顿记事报  02/03/29  杨维善 

 多少情爱献给夕阳红   波士顿记事报  02/05/01 杨  奕 

 夕阳红一周年有感 夕阳红活动站  世界日报  02/05/14 唐嘉丽 文/图 

 湖畔野餐乐融融 喜气洋洋闹元宵  波士顿记事报  03/02/28 朱振中 

 夕阳红活动站欢庆两岁生日   世界日报  03/03/26 唐嘉丽 文/图 

 数据几何 情爱几多 夕阳红成立两周年 波士顿记事报  03/04/04 杨  奕 

 夕阳红母亲节 会员展绝活   世界日报  03/05/06 杨雨青 文/图 

 夕阳红度中秋 五十余长者同乐  世界日报  03/09/11 唐嘉丽 文/图 

 夕阳红无限美 他乡遇故知   中国老年报  03/10/24 汤群英 

 深情颂祖国 祝福贺新年   剑桥园地  04/01/24 王开成 

 夕阳红活动站三周年 欢声笑语  世界日报  04/04/02 唐嘉丽 文/图 

 八十多位老人欢聚一堂庆祝夕阳红成立三周年 美洲时报      04/04/09 本报记者      

 夕阳无限美 何不潇洒走一回   美洲时报  04/04/15 杨  奕 

 冰消雪融又一春 遥望夕阳更喜人  波士顿记事报  05/03/17 朱振中 

 夕阳红活动站庆四周年 欢声笑语  世界日报  05/03/29 赵  燁 文/图 

 夕阳红三周年抒怀    中华工商时报  05/04/12 王开成 

 夕阳红庆生日 巧和老友喜相逢  美洲时报  05/04/22 赵锺英 

 夕阳红迎新年 耆老开心   世界日报  06/01/16 唐嘉丽 文/图 

 欢聚新年 夕阳无限美   波士顿记事报  06/01/17 杨  奕  

 夕阳红活动站 新春联欢   世界日报  06/02/18 赵  燁 文/图 

 甜美的元宵火红的夕阳   侨报周刊  06/03/03 朱振中 

 庆夕阳红成立五周年   波士顿记事报  06/03/23 方  慧 林川守 

 祝贺夕阳红五周年生日   波士顿记事报  06/03/23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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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不过夕阳红    侨报周刊  06/04/09 王晓梅 文/图 

 夕阳红礼赞     波士顿记事报  06/03/03 朱振中 林川守 

 老人学习玩电脑 虚心学习兴致高  剑桥园地  06/04/01 王开成 

 春潮涌 人气旺 夕阳红   波士顿记事报  06/04/20 朱振中 林川守 

 雪衬腊梅赛春花 云伴夕阳比朝霞  波士顿记事报  06/11/30 朱振中 林川守 

 老人时装秀 夕阳红头一遭   世界日报  06/11/22 唐嘉丽 文/图 

 波士顿有个夕阳红活动站   人民日报 海外版 07/08/01 汤群英 

 无限风光在《夕阳红》   波士顿记事报  06/03/23 杨  奕 

 夕阳红成立五周年    波士顿记事报  06/03/23 方  慧 

 最年长的会员—— 我们敬爱的王平大姐 剑桥园地  06/04/01 杜之光 

 交流交友益智健身    剑桥园地  06/04/01 王   华 

 夕阳红礼赞     剑桥园地  06/04/01 朱振中 李培民 

 夕阳红活动站是我们的家   剑桥园地  06/04/01 徐丽芷 

 夕阳红五周年 耆老献艺   世界日报  06/04/03 唐嘉丽 文/图 

 欢庆夕阳红五周年    世界日报  06/04/09 李静雯 

 竞赛游戏老还少 耆老个个乐淘淘  波士顿记事报  06/06/25 朱振中 林川守 

 乡音乡情佐美馐 虽无琼浆也醉心  波士顿记事报  07/02/02 朱振中 林川守 

 夕阳无限好（诗四首）   剑桥园地  07/02/01 王开成 

 开 PARTY 贺春节    波士顿记事报  07/02/23 祝泽民 

 夕阳红老少热闹度元宵   世界日报  07/03/16 唐嘉丽 文/图 

 四世同堂大联欢 老中青幼笑开颜  波士顿记事报  07/03/23 朱振中 

 夕阳红 欢庆 6 岁生日   世界日报  07/04/03 赵  燁 文/图 

 我歌我们的家    波士顿记事报  07/04/17 祝泽民 

 阳春三月绘夕阳 老少同乐笑满堂  波士顿记事报  07/04/26 朱振中 林川守 

 夕阳红真情实感应奥运   世界日报  07/09/27 李静雯 文/图 

 其乐融融过“双节”激情满怀迎奥运  波士顿记事报  07/09/28 欧阳成  

 欢庆十一侨界齐聚升旗   世界日报  07/10/02 赵  燁 文/图 

 金秋晒月庆双节 诗词歌舞抒情怀  波士顿记事报  07/16/20 朱振中 林守川 

 一次别开生面的游戏活动   剑桥园地  07 年度  朱振中 林川守 

 银发登台时装秀 赏心悦目俏夕阳  剑桥园地  07 年度  朱振中 

 金秋十月庆金婚 爱到此时情更深  波士顿记事报  07/10/26 朱振中 林守川 

 创新和谐又一年    剑桥园地  13 期  王开成 

 弹指十年 中国国旗再升市府广场  侨报周刊  07/10/05 李  琳 文/图 

 欢乐和谐又一年    剑桥园地  08/02/01 王开成 

 喜庆节日百人宴 欢欢喜喜过大年  波士顿记事报  08/02/08 朱振中 林川守 

 银发王平女士与夕阳红活动站  波士顿记事报  08/03/29 杜之光 

 美国相聚今生缘 中华情深永相连  波士顿记事报  08/04/17 方  慧 

 多喜之秋     侨报周刊  08 年度  朱振中 林川守 

 春风化雨夕阳红 喜庆生日情更浓  波士顿记事报  08/04/17 朱振中 

 欢庆十一     世界日报  08/10/01 唐嘉丽 文/图 

 中美友好世代相传 五星红旗迎风升起 明 报    08/10/02 徐佩蒂 文/图 

 金风送爽枫红菊黄  吟诗颂词感情激扬 波士顿记事报  08/10/30 朱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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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红活动站迎新年聚餐   世界日报  08/12/15 唐嘉丽 文/图 

 百人聚餐迎三节 浓浓乡情人心悦  波士顿记事报  08/12/19 朱振中 文/图 

 李海峰访夕阳红    世界日报  09/02/03 唐嘉丽 文/图 

 高歌夕阳红     世界日报  08/04/01 唐嘉丽 文/图 

 夕阳红活动站百人联欢   世界日报  09/04/03 唐嘉丽 文/图 

 有缘相聚在春天 轻歌曼舞大联欢  波士顿记事报  09/04/10 朱振中 章 兴 

 夕阳红卡拉 OK 赛圆满成功   世界日报  09/04/16 唐嘉丽 文/图 

 耆老卡拉 OK 赛歌手竞相展风采  侨报周刊  09/04/30 朱振中 

 夕阳红歌舞吟诗 欢庆八周年   麻州渥森市报  09/05/05 唐嘉丽 文/图 

 五月夕阳更催促    波士顿记事报  09/06/04 朱振中 林川守 

 夕阳红歌舞吟诗庆八周年   世界日报  09/05/05 唐嘉丽 文/图 

 歌颂父爱 长者真情流露   世界日报  09/06/30 唐嘉丽 文/图  

 波士顿侨桥学各界 市府广场庆祝十一 波士顿记事报  09/10/09 

 庆十一 夕阳红诗歌舞颂赞   世界日报  09/10/07 唐嘉丽 文/图 

 喜庆双节大联欢 歌舞弄清怀故园  波士顿记事报  09/10/14 朱振中 林川守 

 青春舞曲 老人又唱又跳    世界日报  09/10/30 唐嘉丽 文/图 

 夕阳红歌舞演出 与贝尔芒老人同乐  世界日报  09/11/01 唐嘉丽 摄影 

 联谊结友情 满室中国风   波士顿记事报  09/11/06 朱振中 林川守 

 夕阳美如画 银发添新家   波士顿记事报  09/11/19  杨  奕 

 隆冬夕阳别样红    波士顿记事报  10/01/08 朱振中 林川守 

 歌如美酒醉人心 虎年盛宴庆新春  波士顿记事报  10/02/12 朱振中 林川守 

 绵绵年味绕人心  巡回演出慰亲人  波士顿记事报  10/03/18 朱振中 林川守 

 勒星顿耆老庆新年 夕阳红演出助兴  世界日报  10/02/27 唐嘉丽 文/图 

 学习在浩瀚的 网络世界里遨游   剑桥园地  10 年 2 月 方  慧 

 夕阳红活动站才艺群星谱   剑桥园地  10 年 2 月 朱振中 

 三月里来沐春风 九九双庆夕阳红  波士顿记事报  10/04/01 朱振中 曹仲宜 

 夕阳红九九双庆    世界日报  10/03/26 唐嘉丽 文/图 

 歌舞洒泪倾真情 心系玉树献爱心  波士顿记事报  10/05/06 方  慧、朱振中 

 长木公园胜景如画 夕阳银友心境似花 波士顿记事报  10/06/11 杨  奕    

 五指山刮来中国风 万泉河流来中国情 波士顿记事报  10/06/24 朱振中   

 夕阳红活动站听戏忆奚啸伯   世界日报  10/09/23 唐嘉丽 

 月满人圆中秋节 京韵歌舞乡愁解  侨报周刊  10/09/18 朱振中 文/图 

 金秋夕阳 璀璨夺目    侨报周刊  10/10/30 朱振中   

 夕阳多彩 生命增光    侨报周刊  10/11/20 朱振中 

 中国侨办李海峰主任到访波士顿社区        中国新闻网           09/02/02       魏  晞  文/图 

 欢乐之家处处春 

 记《夕阳红》10 年精彩活动               剑桥园地              11/02         王开成 

 探索是一种乐趣 

 奉献是一种幸福                         剑桥园地              11/02        朱振中 

 记华人前进会 

 夕阳红活动站新年联欢会                 博士顿记事报          11/02/25      朱振中  图/董福根 

 华人前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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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红活动站同庆新春                   世界日报               11/02/21     唐嘉丽  文/图  

 华人前进会和 

 《夕阳红》兔年春节联欢                 星岛日报               11/02/21      菊  子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