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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结业典礼节目单  

1． 校长刘建致开幕词  

2． 理事长刘晚生宣布选举结果 

3． 文艺演出 （见文艺演出节目单）  

4． 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5． 表彰华夏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  

6． 表彰学生志愿者  

7． 表彰校级优学生  

8． 下任校长丁燕波致闭幕词  

 

文艺演出节目单  

节目主持人：周文琪    周纪轩 

1. 歌咏小班－小螺號 ,  踏浪, 送別  指导老师：吕彬 

2. 舞蹈大班－ 彩带舞--绽放  指导老师：闵雪燕 

3. 午蹈小班(1)－茉莉花  指导老师：陈瑜 

4. 拉丁小班－MERENGUE  指导老师：Kelly Wu 

5. 夕阳红- 玫瑰玫瑰我爱你 

6. 儿童戏剧班 - 三只小猪  指导老师：贾永红  

7. 舞蹈小班(2)－铃鼓舞  指导老师：陈瑜 

8. 拉丁大班－MAMBO   指导老师：Kelly Wu 

9. 成人舞蹈班－竹林雨   指导老师：陈燕  

10. 武术班 - 武术   指导老师：张锦鹏 

11. 太级班－太级拳    指导老师：张锦鹏 

12. 舞蹈小班－哆唻咪    指导老师：王青 

13. 成人舞蹈班－茉莉花   指导老师：陈燕  

 

 

2011-2012 学年优秀学生  

四年级(1) 班 （耿力老师）  

校级：丁禹，刘凯丽，杨宇峰，林行，方慈心 

班级：李粤麒，辛洪泽，苏畅，黄可任，王世卓 

四年级(2) 班 （刘皖老师）  

校级：Tim O'Reilly，全爱玲，陈思学 

班级：丁杰深，刘宛盈，Alex Chen 

马立平四级(1)班 (钟云老师)  

校级：王欣然，李安，魏安琪 

班级：朱亦文，廖小雨，沈乐乐，周纪桐 

五年级(1) 班 （胡志斌老师）  

校级：陈安妮，江欣然，曹海鹏，解陆陆 

班级：伍颢霆，林英泽，李鹿鸣，金成志 

五年级(2) 班 (张孝兰老师)  

校级：刘旸荷，曹佳琪，谭若昕，邓凯文 

班级：Grace Chen，刘小梦，邹安宜，李佳慧 

五年级(3) 班 (郭小川老师)  

校级：周浩，周齐家，陈奕绮，刘晓龙 

班级：余浩然，李士纬，曾启航，梁杰斌 

六年级(1) 班 (谷代芳老师)  

校级：冯冰洋，田荷韵，杨劼睿，郭子敬 

班级：邓夏，潘羽洁，陆翔宇，毛亦超，邢瑞杨  

           黄怡然，赵尔文，刘韶明 

六年级(2) 班 (庄德铭老师)  

校级：田甜，刘歌蕊，杨杰，叶瑞奇 

班级：许天恩，郭子安，李天慈，李天卓，包凯仁 

 

2012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的结业典礼将于6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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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优

秀生将在上课班级获得奖杯，典礼上一起上台留影。 

今年华夏中文学校采用汉语标准中文考试四级作为毕业考

试，我校27名毕业生顺利通过。我们对他们取得的好成绩表

示祝贺。 

2012 年毕业生名单  

包蓓莉，陈恺棋，陈怡彬，陳奕君，陈 翔，冯青青，何倩，

胡雪磊，胡婷，华逸伟，李风霖，李从愿，林安然，陆婷

婷，陆薇薇，裘之婷，谭韵涵，刘洋，王婧，王德萱，王

易，武浩亮，谢琪琪，杨晓宇，俞唯智，周扬洋，朱千文，

胡鹏飞，柳文婷 

 

 

 2012 年选举结果  

根据学校章程，我校于6月3日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并举行了

2012年选举。共收到有效选票138 张，超过要求的10%家庭数

的最低限，选举结果有效，所有候选人都以高票当选。选出了

2012-2013 学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以及理事会四位

理事。选举结果如下: 校长：丁燕波； 副校长：林胜天；家长

会会长： 魏东；理事会理事：刘元，曹为，潘硕，姚素琴。

我们向各位当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现任校长刘建任职两年后即将卸任. 家长会会长陈文华，理事

会理事刘晚生，李静，丁威也将完成任期后卸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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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能像他们一样多为学校服务。 

华夏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 

第二届华夏智力运动会，我校又一次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二的

好成绩。祝贺获得优异成绩的同学： 

凌雪晶，杨宇峰，Tyler Wu，许鑫，黄浩辉，许洋 

http://www.hxedison.org/


 

六年级(3) 班 (刘凡老师)  

校级：李毅龙，胡贝贝，刘东兰 

班级：成克谐，顾婧，杨尉雯 

七年级(1) 班 (吕爱刚老师)  

校级：丁守恬，庄嘉伟，叶琳，江欣纯，周纪轩 

班级：田大卫，方慈安，罗加，高韵，颜素菲，曾鑫煜 

七年级(2) 班 (李萍老师)  

校级：梁小雪，张思雅，余凯丽，周文祺 

班级：曹元，欧阳文漪，向舒锦，李文蒂 

八年级(1) 班 (商乐维老师)  

校级: 梁雪儿，徐念冬 

班级：华怡怡，曾希，毛亦伟 

八年级(2) 班 (宋颖杰老师)  

校级: 梁乐舒，童 慧 

班级：陈月青，李维杰，朱博虎 

九年级(1) 班 (窦泽和老师)  

校级: 朱千文，胡婷，王婧 

班级：李从愿，谢琪琪，王易，冯青青 

九年级(2) 班 (解庆伟老师)  

校级: 裘之婷，杨晓宇，陆婷婷，王德萱 

班级：武浩亮，陳奕君，刘洋，何倩 

双语班三级 (廖山漫老师)  

校级: Josef Sajonz，Johann Sajonz 

 

 

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安全的暑假。 
九月九日秋季开学爱迪生高中再见。 

学生短文节选 

一次难忘的停电 
六年级（1）班：杨劼睿， 指导老师：谷代芳 
       2011 年十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天上下着大
雪。我从窗户看出去，路上、房子上、车上、树上到处都覆盖
着白雪。雪积在树叶上太重了，树枝被压弯了腰，只听见，哗
啦! 哗啦的声音，一根根树枝被压断了，掉在我家后院的地
上。 
   吃完晚饭后，我和爸爸妈妈玩了一会儿游戏，玩得正高兴
时。突然，唰！电没了。黑暗吞没了我们的家。灯开不开，电
视也开不开，屋里漆黑一片，停电了！我好害怕。爸爸、妈妈
点起了蜡烛，烛光很暗，我觉得很不习惯。 
   第二天早晨，家里还是没电， 屋里暗暗的，也没有暖气，
只觉得浑身好冷，我感觉正在经受一场灾难。微波炉也不可以
用，我们要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才可以吃。几个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电，家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我们都快要被冻死了。 
又一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来电，我很想去上学，我知道那里会
很暖和。可是我现在只能呆在这个暗的屋子里，在这个屋子里
我觉得我像一位七老八十的老人，什么事情也无法做。 

第三天，万圣节到来了，我终于去上学了，我好高兴。
家里仍然没有电，可是我还是想出去要糖，因为一年只有一次
万圣节，断电都不能阻挡我去要糖。那天回到家里后，我睡得
很香。半夜我去上厠所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来电了！我
特高兴，光明终于来了。 

我会永远记住这次停电的经历，我现在真正懂得了电对
我们很重要。 
 

我和安娜 
八年级（1）班, 梁雪儿   指导老师:商乐维 
      七年前的四月，我和爸爸妈妈搬了家，从一个窄小的的公
寓到了新买的大房子。那一日，乌云遮天，阴凉的景色使我不
由得把小棉袄拉得紧了一点。我在我新家的草坪上转来转去，
一会儿踢踢石头，一会儿踩踩土地。突然，我看见一个中国妇
人和她的女儿走到我身前。我妈妈和那个阿姨开始聊天，她介
绍了站在身旁的女孩。原来那个女孩是我们的邻居，名字叫安
娜，比我大一岁，一直躲在她妈妈的背后。我想认识她，就随
口说道：“ 你看，路边的石头真象从火星上掉下来的！” 她笑
了笑，告诉我，“ 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从此我们就成了
好朋友了。 
      认识安娜之后，我发现她有时喜欢装害羞，但她其实是一
个开朗的女孩。她和我经常走过马路到对方家去玩。我们一起
画画，写故事，有时还给对方写信。有一次我到她家，发现了
安娜桌子上的一个小玩具狗。它做得很精致，用珍珠和一条细
丝编成。安娜看见我投入的神态，问我想不想要。本来，我的
爸爸妈妈不许我要别人的东西，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礼物。到
今天，我仍然很珍惜这只小狗。 
       时间长了，我渐渐更了解安娜。她很喜欢音乐，常常到我
们家弹弹我的钢琴，后来在学校乐队吹长笛。她还有一点我本
来不知道-她很爱玩游戏，有一颗顽皮的心。一个阳光明媚的
夏日，我的妈妈决定浇一浇草，正好安娜来玩。我不小心跑到
水底下，凉爽的水珠恰巧落在我的手臂上，很舒服。我和安娜
看看对方，突然同时跑进了喷水器，欢呼着躲避酷热的太阳。
我们那一天虽然要回家洗澡，但是我永远记住了这一天。 
       有一年我回中国，我没有忘记安娜。她给了我一只玩具小
狗，我也一定要给她找一个礼物。在武汉的大商场里，我和妈
妈在逛街。突然，我看到了一对可爱的小兔子毛绒动物。它们
有咪咪的眼睛，小小的耳朵，软绵绵的帽子，非常使人喜欢。
营业员解释了，这是一对刚流行的流氓兔。我买了这两只兔
子，把它们带回美国。树叶刚刚开始落下，我去了一趟安娜
家，把带蓝色帽子的小玩具送给了她。我们有时玩一玩兔子，
后来还给它们造了一间纸板屋子。 
      可是过了一年，我和安娜不再上同一所学校了。她开始上
中学，我最后一年上小学。我们开始忙得不跟对方联系了，不
到草地上玩了。有时我见到她会招一招手，但很少有机会跟安
娜正面说话。过了一年，我跟她同时上中学了，甚至坐同一辆
校车，但打招呼时突然觉得很陌生。她的耳朵里带着 MP3，
眼睛只朝正前方看，我都不敢跟她说话，生怕打扰了她。过了
几个月，安娜的妈妈按了我们家的门铃。她带了一个大笼子，
跟安娜一起抬了进来。笼子里面是两只小鸟。安娜的妈妈说她
们家要出差，没人在家养鸟，所以问我可不可以照顾鸟儿。安
娜只是尴尬地站着，有时指出一点怎么养鸟的方法。我按照她
的要求，顺利的养了一个多星期，但我至今还没跟她长久地说
话。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安娜，还记得她跟我玩耍的各种
经历。我希望哪一天，我能鼓起勇气，对她说：“ 你看，这块
石头真象是从火星来的！” 然后再次跟她慢慢地聊天，开心地
玩乐。 
 
 6月 17日学校活动 

本周日 6 月 17 日下午 1：30 至 3：30pm，四位爱迪生市 JP 

Steven 高中的毕业生，Andy Shi， Elmer Tan， Jasmine 

Yan 和 John Su 将在图书馆和学生家长们座谈，讨论他们如

何成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这四位学生都曾是华夏爱迪生中文

学校的学生，并在中文学校当过义工，他们是我们华夏爱迪生

中文学校的骄傲。欢迎家长们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