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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结业典礼节目单  

1． 校长刘建致开幕词  

2． 理事长丁如雷宣布选举结果。  

3． 文艺演出 （见文艺演出节目单）  

4． 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5． 表彰华夏之星表演学生  

6． 表彰学生志愿者  

7． 表彰校级优学生  

8． 校长刘建致闭幕词  

 

文艺演出节目单  

1. 舞蹈大班 –  扇子舞    指导老师：陈燕 

2. 二年级一班－唐诗《游子吟》  指导老师：卢叆仪 

3. 舞蹈小班－小水车   指导老师：王青  

4. 拉丁大班－Samba    指导老师：Kelly 

Wu  

5. 舞蹈小班－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指导老师：陈瑜  

6. 成人健美班－伞和雨   指导老师：闻雪燕  

7. 拉丁小班－Cha Cha Cha   指导老师：Kelly Wu 

8. 成人声乐班－草原在哪里   指导老师：吕斌  

9. 儿童声乐班－歌声与微笑   指导老师：吕斌 

10. 成人舞蹈班－茉莉花   指导老师：陈燕  

 

2011 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的结业典礼将于六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3：45 在大礼堂

举行。 届时将为毕业生发放证书，为优秀生发放奖杯。  

今年的优秀生评选与以往有所改变，一到三年级不再评选。  

我校今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是我校有史以来最多的。共有

四十七名。 所有考生全部通过了华夏总校的毕业考试，创下

了记录。我们对他们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 

2011 年毕业生名单  

陈嘉伟，江艾雪，殷逸伟，卢永祥，全墨情，蔡文轩，蔡文

庭，蔡依莹，刘凯蒂，赵梦洁，胡叡陞，马志颖，王墩墩，

阳雪璘，钟宜伸，韩 越，杭艾瑞，王德宜，文圆圆，莊慧

敏，施慧荻，王 晏，董儒飞，顾滢滢，童 欣，刁元元，王 

雪，李华芬，李可芯，谢佳佳，邹 嘉，刘 慧，王文倩，谢思

原，朱安敏，范瑞秋，符希羽，刘安琪，丁守怡，董子莹，

刘韶洁，裘明铭，李德然，阎玮玮，程文宣，凌晨韵，王慧

颖 

 2011 年选举结果  

根据学校章程我校于六月五日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共收到有

效选票108 张。 选出了2011-2012 学年的校长，副校长，家

长会会长以及理事会三位理事。选举结果如下: 校长： 刘建； 

副校长：丁燕波；家长会会长： 陈文华；理事会理事：丁

崴，李广华，孙康。 投票人数超过学校选民总数的10%。选

举结果有效。 我们向各位当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施景渭任职副校长一年后即将卸任. 李东任职家长会会长, 丁如

雷， 李宏举， 胡克平担任校理事会理事两年后也将卸任。 我

们向他们对学校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希望更

多的家长们能象他们一样多为学校服务。 

班级国际象棋比赛  

我校开办的国际象棋班一直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为了

进一步提高孩子们下棋的乐趣，今年在各个班级组织了一次象

棋比赛。孩子们通过激烈的比赛发现了不足。表示下学期和暑

假会继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各自的棋艺。  

以下是各班优胜学生的名单。  

小初级班: 何科睿，吴楚萱， Matthew Kwok， 邹乐  

小中级班: 昂骏， Patrick Xin， Keren Huang， Patrick Zong  

大班初级: 黄孔骏， 郭良鹤， 杨楚萌， Alex Xie  

大班中级: Willis Huang， 林博伦， 潘烁宇， 朱文晟 

华夏辩论比赛  

我校的辩论队在江岚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获得了华夏总校辩论

比赛的第三名。梁雪儿同学还获得了个人辩论的第一名。我

们向江老师和她带领的辩论队表示祝贺。   

7-9 年级: 刘慧, 程文宣, 王德萱, 梁雪儿, 刘敏, 华仪仪  

4-6 年级: 庄嘉伟, 吴东红, 高韵, 叶霖, 高露/周继轩, 张笑冉 

演讲比赛  

为了提高低年级同学学习中文的兴趣我校举办了演讲比赛。同

学们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以下是获奖同学的名单。  

一年级: 魏青昀，周蔡蔡，于笑涵  

二年级: 赵明玉，黄玉婷，姚凯恩  

三年级:李屹超，Timmy O’ Reilly，鲁昭阳 

华夏之星－爱迪生之星  

我校以下二年级的部分同学，在卢叆仪老师的精心指导下，代

表我校参加了华夏总校的华夏之星晚会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我

们向卢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为我们爱迪生的小明星们取得的

好成绩表示祝贺。  

Patrick Behan， Timmy O'Reilly ，何科睿， 刘凯丽， 杨宇峰， 

张懿晨， 辛洪泽，黄玉婷， 上官逸群， 张懿捷 ，陈昊 。 

http://www.hxedison.org/


 
2010-2011 学年优秀学生  

四年级(1) 班 （耿力老师）  

校级：林英泽， 杨成祺， 江欣然， 陈安妮  

班级：曹海鹏， 刘旸荷， 刘小梦  

四年级(2) 班 （刘皖老师）  

校级：陈桐桐， 曾启航， 刘天楚， 邹安宜  

班级：秦锐， 曹佳琪， 谭若昕， 郭良鹤， 邓凯文  

四年级(3) 班 （王露平老师）  

校级：笑 笑， 余浩然  

班级：谢陆陆， 刘晓龙， 李鹿鸣  

五年级(1) 班 （胡志斌老师）  

校级：赵凤仪， 冯冰洋， 邓夏， 朱博龙  

班级：毛亦超， 郑博闻， 缪睿能， 潘羽洁  

五年级(2) 班 (胡筱榕老师)  

校级：郑义驰, 田甜, 刘歌蕊, 田荷韵  

班级：李天卓, 李天磁, 包凯仁, 吴孟庭  

五年级(3) 班 (郭小川老师)  

校级：李毅龙, 吴仰玥, 李小雪 ,叶瑞奇  

班级：顾婧, 杨蔚雯, 宋辰, 李小冰  

五年级(4) 班 (张孝兰老师)  

校级：叶霖, 胡贝贝, 成克谐, 汪华阳, 颜素菲  

班级：丁杰夫, 郭子安, 郭子敬 

六年级(1) 班 (谷代芳老师)  

校级：丁守恬, 高韵, 周纪轩, 庄嘉伟, 王佳音, 周文琪  

班级：江欣纯, 唐亮亮, 方慈安, 曾思, 何瑞秋, 田大伟, 曾鑫

煜 ,宋杰西  

 

六年级(2) 班 (庄德铭老师)  

校级：梁小雪, 董懿明, 向舒锦, 欧阳文漪 

班级：余凯丽, 贾伽, 李温蒂, 马宇初  

七年级(1) 班 (吕爱刚老师)  

校级：梁雪儿, 常逸森, 毛亦伟, 刘敏, 曾希  

班级：武浩亮, 杨晓宁, 王 靖, 周蕾, 何怡怡  

七年级(2) 班 (李萍老师)  

校级：陈月清, 陈沁雅, 李妍  

班级：陈奕君, 朱博虎, 李维杰 ,范瑞光, 童慧  

八年级(1) 班 (商乐维老师)  

校级:王雨 谢琪琪 胡婷  

班级：朱千文, 胡学磊, 王易  

八年级(2) 班 (何旭老师)  

校级: 陆婷婷, 裘之婷, 汪华琛, 杨晓宇  

班级：俞唯智, 王德萱, 何倩, 林安然  

九年级(1) 班 (窦泽和老师)  

校级: 凌晨韵, 李可芯, 邹嘉 ,丁守怡, 董子莹  

班级：阎玮玮, 朱安敏 ,王墩墩, 王雪, 刁元元  

九年级(2) 班 (解庆伟老师)  

校级: 李华芬, 刘 慧, 范瑞秋, 刘韶洁, 刘安琪  

班级：程文宣, 裘明铭, 李德然, 王文倩, 施慧荻, 顾滢滢  

马立平四级(1)班 (李旭老师)  

校级: 杨颉睿， 张思雅  

班级：盛骏， 李士纬， 陈奕琦  

双语班二级 (胡林林老师)  

校级: Nikita Dave, Esther An  

班级：Jessica Shih, Sarah An 

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暑假。 

九月十一日开学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