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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选举结果 

 
   根据学校章程，我校于6月2日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并举行

了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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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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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胜天； 副校长：魏东

；家长会会长：吴强；理事会理事： 胡涛, 叶胜年, 杭伟

。我们向各位当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现任校长丁燕波即将卸任，理事会理事李广华,刘元,孙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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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的结业典礼将于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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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名毕业生全部顺利通过。我们对他们取得的好

成绩表示祝贺。 

 

2013年结业典礼程序 

 

1． 校长丁燕波致开幕词 

2． 理事长李广华宣布选举结果 

3． 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4． 表彰志愿者代表 

5． 表彰学生志愿者 

6． 表彰校级优学生 

7． 下任校长林胜天致闭幕词 

 

 

 

2012-13 学年  优秀学生名单 
  

四年级(1) 班 耿力老师 

校级 曹心田 胡晨涛 薛雯琳 王新颖 潘欣然  

班级 常如彬 姚凯恩 宗苏诚 费豆豆 陆旖平  
  

四年级(2) 班 刘皖老师 

校级 黄玉婷 陆心雅     

班级 程 安 David 赵 余欣然 黄天贻 姚凯丽 张悠祥 
       

五年级(1) 班 胡志斌老师 

校级 全爱玲 熊雨欣 杨宇峰 林行   
班级 朱亦文 刘凯丽 刘宛盈 崔天雪 赵智恺  
       

五年级(2) 班 郭小川老师 

校级 王欣然 廖小雨 周纪桐 陈思学   

班级 丁禹 Tim O'reilly 方慈心 陈乐平  
      

六年级(1) 班 谷代芳老师 
校级 林英泽 曹海鹏 江欣然 陈安妮 刘旸荷  

班级 沈乐乐 李浩昇 杨成祺 陈桐桐   

 李鹿鸣 李佳慧 陈悦蒙    
       

六年级(2) 班 庄德铭老师 
校级 魏安琪 周浩 陈奕绮 伍灏霆 李安 谭若昕 

班级 曹佳琪 金成志 Grace Chen 曾启航 邹安宜 
      

七年级(1) 班 吕艾刚老师 
校级 杨劼睿 田荷韻 刘歌蕊 陆翔宇 田甜 冯冰洋 

班级 王杰夫 朱博龙 潘羽洁 谢陆亿 毛逸超 郑翰雯 
       

七年级(2) 班 李萍老师 

校级 叶瑞奇 黄怡然 缪睿能    

班级 郭子敬 胡妍婷     
       

七年级(3) 班 张孝兰老师 
校级 刘晓龙 成克谐 李毅龙 杨杰 顾婧  

班级 丘汶勋 郭良鹤 曹悦 郭子安 杨蔚雯  
       

八年级(1) 班 商乐维老师 

校级 叶霖 周文琪 丁守恬    
班级 朱寅 江欣纯 王佳音    
       

八年级(2) 班 宋颖杰老师 

校级 梁小雪 欧阳文漪 庄嘉伟 曹沅  

班级 高韵 贾伽 廖琳 彭玄   
       

九年级(1) 班 窦泽和老师 

校级 梁雪儿 华怡怡 李维杰    
班级 常逸森 毛亦伟 刘慜    
       

九年级(2) 班 解庆伟老师 

校级 陈月青 张思雅 王业    
班级 范瑞光 方慈安 田大伟 杨晓宁 李妍  
       

马立平四级(1)班 刘凡老师 
校级 赵明玉 陈昊 何科睿    

班级 孙凯文 王烨 张信婕 刘银涛   

 

 

 

 

2013 年毕业生名单 

庄慧文 梁雪儿 华怡怡 周殷润 李维杰 

吴孟霆 朱博虎 常逸森 毛亦伟 周达理 

刘  慜 朱景瑞 朱景恒 焦怡昕 张思雅 

俞凯丽 陈沁雅 陈月青 李 妍 杨晓宁 

田大伟 范瑞光 王 业 童 慧 张钰珊 

顾安娜 薛雯娜 方慈安   

 

http://www.hxedison.org/


 
 

 

 

 

 

 

                  

 
 

 

 

应届高中毕业生回华夏爱迪生传授经验 

 
   2013 年 6 月 9 日是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2012-2013学年期末

考试的一天，学校里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子女教育讲座的通

知把几十位家长和学生吸引到 108 教室。五名今年刚被大学录

取并曾在华夏爱迪生就读过的高中毕业生要在这里和大家座谈

，分享他们申请大学的经验和在高中的经历。这是华夏爱迪生

连续三年举办这一活动了。 

  前副校长施景渭极为自豪地介绍了曾在中文学校学习和做过

多年义工的这五名学生。David Zhou, Catherine Wu,  

Connie Yu, Frank Jiang, Billy Tong. 他们都是从爱迪生市

J.P. Stevens 高中毕业。 其中 David 和 Catherine 是 JP

高中今年的第一和第二名。这五名同学分别被 Duke, 

Princeton,  UPenn, UNC 和 Carnegie Mellon 录取。这些毕业生

有学理科也有学文科的。他们是在座的很多家长看着长大的孩

子。他们申请的经验也各具特色。五人十二年寒窗的经历是学

生及家长们急切想知道和学习的。 

   自由提问刚一开始，家长们就围绕着大学的申请信、课外

活动是否重要等问题踊跃提问。五位学生不厌其烦地用他们切

身的经历一一为家长们解答。有家长担心课外活动影响学习，

关心怎样合理安排高中的时间。学生们都认为课外活动不但不

影响学习，反而让他们学会了抽空学习更合理地安排时间。

David 告诉家长们，他在一年中最忙的 marching band 赛季

里学习最有效。Frank 和 Billy 以自己高一高二的经历告诉

家长们，孩子在早期敎育阶段应该尽量让他们接触课外活动

, 并尽早确定在一两样课外活动上。不要多但要精, 而且要

做到最好。Catherin 和 Connie 还给大家讲了做义工固然重要

，但不应该为了要写简历才做，一定要孩子自己愿意去做，家

长尽量少代办。申请信要越早开始准备越好，别等到最后。因

为在写申请信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孩子们去回答，譬如自

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性格特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

等等。如果开始太晚，孩子们在短时间內很难把这些问题想清

楚并写出漂亮的文章。写申请信一定要孩子自己写，写出真实

的自己，不要只写你认为学校录取人员喜欢看的。假设在校車

上把申请信弄丢了，其他人通过阅读拾到的申请信能知道是谁

丢的，那就写得有水平。老师的推荐信非常重要，最好九月份

就要与老师商量，把写推荐信的事定下来。为了让老师平时多

了解你，一下课别急急忙忙就走，要和老师多交流，让他（她

）们除了课堂上了解你以外也知道你课外的一些情况。对于申

请大学时家长的参与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回答是如果平时家长

就参与很多，真正知道该做什么，这样的家长可以参与，否则

反而让孩子们反感。特别不要用网上查来的大学申请大全，尤

其是那些中文网上的，去和孩子们讲，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如

果你的孩子不是瞎混的，他们会通过同学之间和与高年级同学

的交流中知道该怎么做。在谈到中文教育，五位学生都为他们

当时没好好在中文上下更多功夫而感到惋惜，但还是感激家长

常年的坚持。他们鼓励家长们要继续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学中文

，不要轻易放弃，等孩子到了他们这样的年龄就会感激家长们

的。 

  整个提问和回答过程中场面热烈， 精彩纷呈。不时伴随

着阵阵笑声。这些学生们还把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留给了家长

，学弟学妹们。难得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这些毕业生，一个半小

时的座谈会让家长学生们意犹未尽。会后，很多家长仍留下继

续取经。看到这些在中文学校长大的学生，一个个都可以侃侃

而谈而且充满了自信，真为他们高兴。雏燕就要起飞，小船即

将启航。带着中文学校的深深祝福，相信这些同学们在大学的

新天地里会有更大的发展和作为。(方仁) 

 

我校男子排球队荣获 2013年华夏杯排球赛冠军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排球赛于 5月 18 日在 Powerzone 排

球中心圆满结束。共有 7所分校 Edison、Plainsboro、

Bridgewater、Livingston、New York、Hillsboro

和 Montgomery 报名参赛，各分校参赛球队包括男子、

女子、少年和混和队。我校男子排球队由于兩位高中生的

加入克服了部分主力选手受伤等的不利因素，在比赛中不

畏强手，团结一致，最后取得了全胜的好成绩, 捧回了此

次比赛的冠军奨杯。 

    为鼓励更多选手参赛,借此机会我们欢迎对排球有兴

趣的学生参加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排球课训练。希望不久

的将来爱迪生少年队也能取得好成績。具体事宜请与华夏

爱迪生排球队教师李宏舉联系。电

邮: hongjuli01@yahoo.com 电话：848-219-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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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华夏总校运动会 
 

   五月五日，风和日丽，2013 华夏总校运动会在东布

朗什维克市高中举行，共十所分校参加了此次运动会。

这是一次集体育竞技、野歺聚会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盛

会。如果您是第一次去东布髙中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

觉，那就是当你一开车进入东布高中，就会被眼前静

谧、宽阔和绿树环绕宛如公园的景色所吸引，十所分校

五颜六色的帐蓬在树荫下沿标准 400 米跑道一字排开，

刹是好看！直叹真是一处运动比赛的好去处，选对了地

方。 

 

   我校共有 76 位家长和学生报名参赛，运动健儿们身

着整齐的浅兰色校服，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我校

方队一出场便吸引了全场目光。伴随嘹亮的国歌和各分

校催人奋进激励短文的播放，一个个方队经过主席台接

受检阅。运动会在中国驻纽约大使代表周茂义领事、东

布市巿长 David Stahl 和东部分校校长王海林先后致开

幕词后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运动会有多项运动项目供运动健儿们选择。上

午主要以投掷网球、跳绳、跳远、铅球、60 米、100

米、200 米短跑等为主，下午主要以拨河、400 米、800

米、1500 米中长跑以及 4x100 米接力为主。运动场上各

项比赛同时展开，呐喊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热闹非凡，一波又一波的欢笑声浪让运动场变成了欢乐

的海洋。我校运动员参与的项目多集中在上午，下午相

对较少，特别是参加成人中长跑的人数很少，而大费城

分校参加人数则巨，他们在这些项目上斩获不小。我校

个人项目获金、银和铜牌总数是一枚金牌、二枚银牌、

四枚铜牌。韩燕勇于夺冠获得本次运动会铅球金牌，为

我校赢得了唯一一枚个人项目金牌；Minyan 

Xiong(Sonia)获成年女子 400 米银牌；飞毛腿郭誌謥获

少年二组男子 400 米银牌，并获短跑 100 米和 200 米两

枚铜牌；朱亦文、朱千文姐妹俩双双获短跑（60 米、

100 米）铜牌。集体项目共获三枚金牌（儿童二组 6x30

米穿梭、成年男子 4x100 接力和拨河），一枚铜牌（少

年一组男子 4x100 接力)。邓巧临、Sonia 和其它两位妈

妈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況下临时组队参与 4x100 米接力

跑，精神可嘉，获第四名，为学校多添一枚奖牌。 

 

   最让大家欢呼躍跃的项目是拔河，我校在初赛中相

継击败北部分校、李文斯顿分校、和奔腾分校，在初赛

中胜出进入决赛。在总决赛中我校和南部分校均摆出一

幅决一死战的劲头，吕敏伟一声哨响，较量开始，双方

的啦啦队员们使出了吃奶的劲为本校队员摇旗呐喊，仿

佛比实战队员还着急。虽对方私下里被授机密：＂屁股

往后蹲＂，也奈何不了我方强大的实力，虽说不上轻而

易举，但僵持没有多久，我方即获全胜，夺得了本次运

动会拔河冠军。这次拨河比赛我们是打了一场有准备之

仗，运动会前早已料到这将是一场比实力、比技巧的硬

仗，所以特邀本校蓝球、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加盟。这些

身强力壮的＂老＂小伙们的加入，使我队实力大增，一

改过去随机上阵的方式和大家齐上的局面，这也是此次

运动会获取的保贵经验之一，以后的运动会可以借鉴。 

 
 

 

   这次华夏总校运动会中，受人瞩目又很辛苦的角色是我们

的裁判，由于家长们踊跃参与，我校共为总校提供了九个裁

判，是参赛学校中提供裁判最多的学校之一。这些裁判是刘

建、魏东、胡涛、Gary Gu、Haoyang Yuan、James Zhu、Quan 

Li、Hua Cheng 和 Qiang Wu。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身就是运动

员，熟悉比赛规则，为这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巨大贡

献。 

  

   每次像运动会这样的大型活动我们的家长会、理事会都起

到积极的带头作用如魏东、赵軍和姚素琴，他们和志愿者洪学

宁、Sonia 等一直坚持到运动会结束，一起拆卸帐篷，并将帐

篷和其它物品搬上车，清理完场地才最后离开。这次运动会中

两位志愿者表现突出，洪学宁除了运动会中间以主力队员的身

份加入拨河比赛外，一直坚守岗位，看守帐篷,为大家分发衣

服，和其它志愿者如邓巧临、陈燕等一起分发食品。另一位是

Sonia 她既是后勤的服务人员、又是运动员，一人独揽三枚奖

牌（400 米银牌、800 米第六名和成人女子 4x100 米接力第四

名），为爱迪生中文学校立下汉马功劳。刘建一家三人参赛，

人人获奖，可喜可贺。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此次盛会的每一个

家庭和个人，希望来年运动场上再见。宋湘、林胜天为运动会

拍摄了大量优质照片，在此一并感谢！ (校长丁燕波/但居丁

报道） 

 

 

 

 

各分校名次 

 
1 - 大费城分校 6 - 爱迪生分校 

2 - 桥水分校 7 - 中部分校 

3 - 普兰斯堡分校 8 - 南部分校 

4 - 樱桃山分校 9 - 东部分校 

5 - 奔腾分校 10 - 北部分校 

 11 - 李文斯顿分校 

 
 

 

 

 

 
 



 

 
 
 
 
 
 
 
 
 
 
 

 
 

 
 
 
 
 
 
 
 
 
 
 
 
 
 

 
 
 
 
 
 
 
 
 
 
 
 
 
       

                      
 
 
 
 
 
 
 

                 
 

 

 
 
 
 
 
 
 

 
 

 

 

 

 

 

 

 

 

 

 

获奖名单 
 

 姓名 项目 

第一名  韩燕 

儿童二组-2 

成年男子-1 

本校 

成年女子铅球 

儿童二组 6x30 米穿梭 

成年男子 4x100 接力 

拨河 

第二名  郭誌謥 

Minyan Xiong 

少年二组男子 400 米 

成年女子 400 米 

第三名 朱亦文 

朱千文 

郭誌謥 

郭誌謥 

少年一组-1 

儿童二组 60 米赛跑 

少年二组女子 100 米 

少年二组男子 100 米 

少年二组男子 200 米 

少年一组男子 4x100 接力 

第四名  朱千文 

儿童二组-1 

成年女子-1 

少年二组女子 200 米 

儿童二组 6x30 米穿梭 

成年女子 4x100 接力 

第六名 郭誌华 

陈昊 

刘韶明 

刘韶明 

Minyan Xiong 

儿童二组 60 米赛跑 

儿童二组五级连跳 

少年一组男子 100 米 

少年一组男子跳远 

成年女子 800 米 

 

 

 

   

   

   
 

 

 

 

 
 

  

  

  
 

 
 

 
 

 

 

 

儿童二组-2: 宋英杰、赵博阳、   

            Patrick Xin、 

            朱亦文、Matt & Tom 

 

儿童二组-1:  ? 

 

少年一组-1: 刘韶明、林英泽、 

            沈江帅、Mike  

 

成年女子-1: 邓巧临、Minyan Xiong、 

            黄春丽、Maggie Jiang 

 

成年男子-1: 刘建等 

 

*照片按获奖顺序（先个人后团体)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