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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Lankey 的爱迪生市市长竞选团队 

同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家长举行见面座谈会 

 

六月十六下午，爱迪生市市长候选人 Tom Lankey 和市议

员候选人 Sapana Shah 及 Alvaro Gomez，在市教委委员 Lora 

Fong 的陪同下，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歺厅同家长们见面恳

谈。学校为了表示对竞选团队到来的重视，校长丁燕波特邀前

副校长施景渭作主持嘉宾，并陪同参观学校。前爱迪生巿敎委

委员王朝勃从百忙中也抽空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中市长候选

人 Tom Lankey 阐述了他们若当选对爱迪生市施政的理念，并回

答了家长们提出的问题。市长候选人 Tom Lankey 是现任市议

员。市议员候选人 Sapana Shah 是现任教委委员。另一位巿议

员 Alvaro Gomez 准备寻求连任。 

 

   Tom Lankey 首先介绍了他的参选背景。他住在爱迪生市已经

很多年，几个孩子也是在这里长大。强调他担任市议员的经验

对未来的市长工作会有很大帮助。随后他和其它参选人回答了

大家的提问。问题涉及怎样控制地产税增长，爱市警察队伍的

管理改进和增进巿府与不同族裔的沟通。对于地产税增长的控

制，希望通过和周边市镇增加资源共享的办法来减少支出，达

到控制地产税增长的目的。关于警察队伍，他希望通过对话来

增进队伍的团结，并提高巡警的人数。 

 

   参选团队希望在座的居民积极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实，

并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踊跃投票。 

 

   教委委员 Lora 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新学年爱市高中将

增设 AP 中文课。这也是大家这几年积极参与教委选举的成果。 

 

   最后，市长竞选团队还参观了孩子们上中文课的情形。 

                   （叶胜年报道) 

 

2013 年“金门杯”新州象棋快棋赛园满结束 
李广华 

 

  由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和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3 年“金门杯”新州象棋快棋公开赛于日前园满结束。经过七

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新州棋坛诞生一位“快棋王”---名不见经

传的新州高地公园棋手马成, 俨然一匹“黑马”，他以五胜一和

一负的战绩力压群雄夺冠卫冕冠军。新州胡全和纽约名手彭佳文

分获亚军和季军。王能家、严哲鹏和李海山分列第四至六名。少

儿组前三名由普林斯顿中文学校的蔡尹诚（Lawrence Tsai）、

梅山中文学校的林维德(Victor Lin) 和纽泽西中部中文学校的

Joshua Huang 获得。 

  本届比赛高手云集，竞争十分激烈。纽约彭佳文是前年北美

洲锦标赛卫冕冠军。新州胡全刚在纽约八大名手争霸赛中获亚

军。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严哲鹏曾在

去年特级大师应众车轮战表演赛中逼和过胡荣华特级大师。从

2007 年第一届新州象棋个人赛就出现于新州棋坛的马成，虽然棋

力不弱，但始终未进入过前六名。是什么原因令他的棋艺进步如

此神速？“新科状元”分享成功秘诀：首先是对象棋艺术的热爱

和执着追求。其次是系统性地多看网上大师讲棋的视频和结合象

棋软件进行科学的训练。所谓“知耻而后勇”，过去多次与前六

名擦肩而过的遗憾化成近年“卧薪尝胆”的动力，但更值得高兴

的是努力之后棋艺达到了新的境界。马成谦逊地表示本次夺冠运

气较好，亦可能是众高手对自己未够重视。他希望在今年十月的

“知宇杯”新州象棋公开赛中能下得更好，和新州各位象棋爱好

者共同提高棋艺，迎接明年将要在新州举办的北美洲象棋锦标

赛。 

   举办本届金门杯新州象棋快棋公开赛取得圆满成功，华夏爱

迪生中文学校 (www.hxedison.org)和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衷心

感谢广大象棋爱好者和位于爱迪生市 1号公路旁独家赞助本届比

赛的“金门”超市的大力支持。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推广象

棋，新州象棋协会为大家策划了不少活动，包括每年春季的“金

门杯”新州象棋快棋赛，秋季的“知宇杯”新州象棋(慢棋)公开

赛和“美东超市杯”新州少儿象棋赛。象棋协会每月在华夏爱迪

生中文学校内举办象棋讲座和设象棋擂台，并免费给青少年和儿

童棋手下辅导棋。欢迎象棋爱好者们免费攻擂，凡攻擂获胜者均

会获得象棋协会的奖品一份。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网址：

www.njxiangqi.org 联系人：李广华 

NJCChess@yahoo.com 或（908)656-0966（请留言）。 

 

(注：李广华是 2012-2013 年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理事长，是我

校智力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也是新州中国象棋协会的负责人之

一，由于对协会的突出贡献，象棋协会授予他 2012 NJXA 

President Award 奖。) 

 

  

 

 

 

 

 

 
公开组获奖棋手: 左起王能家，彭佳文，马成，胡全和李海山 

 
少儿组获奖棋手:左起林维德，蔡尹诚和 Joshua Huang 

http://www.hxedison.org/
http://
http://
http://www.njxiangqi.org联系人：李广华
mailto:NJCChess@yahoo.xn--com(908-jf7n


结业典礼 

    6 月 16 日下午，在我校礼堂举行了 2013 届结业典礼。典

礼以放幻灯的形式开始，幻灯片是基于今年的年鉴制作而成，

目的是彰显老师们在课堂上的风采，让广大学生家长认识我们

的老师，促进老师与学生、老师与家长的交流，让华夏爱迪生

成为真正的大家庭。校长首先祝贺 28 位毕业生全部通过国家

汉办 HSK 四级考试，获得了华夏中文学校 2013 届毕业证书。

并祝贺 56 位同学获得校级优秀奖。当 28 位毕业生依次从校长

丁燕波手里接过毕业证时，全校学生家长油然而生对老师的敬

意和爱戴，对同学们坚持不懈的钦佩。九年的光阴恍若弹指一

挥间，却是同学们成长的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同学们一路走来

有成长的痛苦；有友情相伴的喜悦；有辛勤的付出；更有老师

细心的栽培。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可以骄傲

地说：华夏爱迪生见证了每一位同学的成长！接下来理事长李

广华宣布了选举结果,并向各位当选人表示祝贺。 校长为 56

位校级优秀学生颁发了奖杯。副校长林胜天又为学生志愿者颁

发了志愿者证书。今年学生志愿者数目达 75 位，再加上成人

志愿者总数超过 80 位，大大超过往年。 在此，学校对所有的

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 

   当毕业生即将踏上新的征途之际，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

祝同学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探索，勇于进取，努力挖掘自身

的潜力，用自己的创造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感谢前任校长刘建用送鸡毛信的速度将奖杯从总校会场搬回

本校礼堂，使我校毕业生和获总校奖的同学们能够及时在结业

典礼上拿到奖杯. 

 

. 

 

 

 

 

 

吕建安和妻子王小平 
 

   吕建安先生自建校以来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华夏爱迪生

的学生家长们服务，从放电影、

幻灯到舞台音响，任何需要 DJ

的场合都有他的身影。他这种黙

黙奉献的精神感染了一批又一批

的学生和家长，激励他们为中文

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吕建安先

生是我校众多志愿者中的一个典

型代表，我校特授予他特殊贡献

奖，以资鼓励和肯定。 

(照片来源：唐坚) 

 
 

 

新、老理事会成员 

左起：丁燕波、李广华、林胜天、魏东、吴强、叶胜年、 

      杭伟、胡涛、曹为、姚素琴、刘元 

(结业典礼照片由刘建提供) 

 
2013 届毕业生 

 
 

 
2013 校级优秀生 

 
 

 
2012-2013 志愿者 

 
 



 

汇报演出 

 6 月 2 日下午，在学校歺厅两个学前舞蹈小班的小朋友们为家长作了期末汇报演出。演出节目：王青老师指导的（大苹果和小花

猫）和陈瑜老师指导的（欢乐一起来）。随着欢快的乐曲小朋友们翩翩起舞，大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许多家长被小朋友们吸引

也围拢伫足观看。演出即将结束时王青老师带领小朋友们一起跳起了最流行的舞蹈＂江南 style"，为汇报演出划上园满句号。 

 

 
 

 

 
 

 
 

 

 
 

给舅舅的一封信 
六册一班 冯冰洋    指导老师 谷代芳 

 

亲愛的舅舅： 

    您好！很长时间没有给您写信，您工作很忙吗？不要再喝

酒了，这样对身体不好。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一起回到中国，住在您的家里，我觉

的很好玩， 也很有意思，但是给您带來了很多麻烦，我还经

常和妹妹吵架，现在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我还想起今年夏天，

你带我去海边玩的事情。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开快艇，还找到

了许多好看的贝壳。这些贝壳到现在还放在我的桌子上呢！ 

   妹妹学习怎么样？还是总考第一名吗？我很想和她一样。

我也在努力学习。 

   明年夏天我还想回中国玩。但是我不会和妹妹吵架了。希

望早点见到你们。 

  祝您工作顺利！ 

   冯冰洋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游野生动物园 
五年级二班 丁禹    指导老师 郭小川 

 

     2011 年，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和爸爸去野生动物园玩。

一路上，爸爸开車，我在后面一会儿睡觉，一会儿看外面的风

景，一个小时的路程很快就到了。在门口交钱后，我们就开车

进了野生动物园。 

     一进门，一群驼鹿慢慢地朝我们的车走来。我看见驼鹿

有两个巨大的角，它们的眼睛像两个黑珠子又黑又亮，它们的

个头很高像我们的车一样，它们的腿又细又长。我从没有这么

近看过驼鹿，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它们。 

     我们开车继续向前，最后来到大象的地方。一头大象正

在用它的长长的鼻子吸水，然后又将水喷出来。有些大象坐在

树荫下休息；有些在吃水果。它们巨大的身体好像会压扁我们

的车。看大象玩真有趣！ 

     这次开车游野生动物园，我除了看见驼鹿和大象外，还

看见猴子、熊和老虎等。这么近距离地看这么多的动物，我太

开心了！这是我第一次游野生动物园，我和爸爸决定以后还要

来玩。 
 

 

 

       

   

一次难忘的运动会 
五年级二班 廖小雨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去年五月初，我参加了由华夏中文总校举办的运动会。运

动会在东布朗士维克高中举行。 

    那天一早，爸爸就开着车带我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一场运动会，心里特别紧张。当我们到达比赛地点时，我看见

许多我认识的中文学校的同学也在那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许

多。 

    首先，我参加了跳绳比赛。我尽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每分

钟 96 个的成绩。虽然我没有得到名次，但是心里很高兴。接

下来我参加四乘一百米接力赛。第一棒跑完了，第二棒就是

我。我紧紧地抓住手里的接力棒，拼命向前跑。这时候，我们

组开始领先了，暂时排在第一。接下来的第三棒是个男同学，

他跑得飞快，这样我们组仍然保持在第一。第四棒在我们组领

先其他组很多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组获得了第一名，为华夏

爱迪生中文学校赢得了一块金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运动会，也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次运动

会。 

 

 
 

我的家 
六年级一班 蒋沁颖    指导老师 谷代芳 

    我的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和哥哥非常

不同。他喜欢玩笔记本电脑、iphone.我喜欢到外面与动物玩

耍。为了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父母每天努力工作。我妈

妈每天除了工作还要給我们做饭，她做的饭很好吃。自从我上

了六年级，妈妈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并帮助我做功课。我爸爸

有一份全职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尽管他很忙，但还是常常检

查我们的功课，教我们如何解答问题。我的父母也一直在努力

教给我们新的东西，还常常鼓励我们在学习中取得成功。我们

的家庭活动，包括钓鱼，旅游，读书，看电视。我们还拥有宠

物寄居蟹，我负责给它充足的食物和水，我们的寄居蟹住得很

豪华！而且每天保持快乐。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即使我们有时

会有争吵，但是我们永远爱对方，毕竟爱能让人们团结在一

起。 

 
 

学生作文选 

 

 



                 我的钢琴老师 
八年级二班 庄嘉伟    指导老师 宋颖杰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巴

赫、肖邦、李斯特、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等著名作曲家的名曲

从小就一直伴随着我。我是从七岁开始学习钢琴的。刚开始

是跟一个俄国老师学习，他是一位和蔼的钢琴家，他人很

好，不会对学生凶，即使你弹得不好也不会挨骂。我因此很

喜欢学弹钢琴。 

    三年很快过去了。一次我爸爸带我去听了我们朋友的音

乐专场，这位朋友的钢琴弹得非常好，他的钢琴老师是一个

名叫智子原田夫人的日本钢琴家。这位老师后来就成了我的

新钢琴老师。原田夫人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要是没好好练

琴，我就会被她骂得狗血喷头，连妈妈也被叫进琴房，说如

果连续三次不好好练，她就不要我当她的学生了。刚开始我

不习惯这老师的教学方法，很担心原田夫人不要我了。其实

老师也很关心学生的进步，她给我一些应该怎样正确练琴的

材料，常告诉我要合理地安排好时间，我练琴有进步时她会

很高兴地表扬我。老师还常让她的学生们在一起表演, 互相

评论每个学生的表演(workshop)。 

    经过三年的学习，我的钢琴水平有了不少的提高。原田

夫人不仅教了我怎么弹好琴，而且使我懂得了要做好一件事

一定要认真努力，持之以恒。 

 

 

 

我爱我家 
六年级一班 江欣然    指导老师 谷代芳 

 
我的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 

我爸爸叫江建军，十六年以前来自中国上海，现在在华

尔街工作，早出晚归很辛苦，但一到周末，他就带我和姐姐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如足球，游泳，中文学校，等等。 

我妈妈叫朱飞舟，二十多年前来自浙江省。妈妈是会计师。

每到周末就烧一大桌好菜。我和姐姐总是一过完这个周末，

就盼着下一个周末快点到来，好吃妈妈烧的菜。 

    我姐姐叫江欣纯，读八年级，她喜欢音乐、体育、弹钢

琴，长跑是她的特长，它的中文也学得很棒。 

我叫江欣然，今年十一岁。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踢足球和长

跑，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和科学，长大以后想当个科学

家。 

    我爱我爸爸、妈妈和姐姐。我爱我家。 

 

 我美丽的家 
       六年级一班 邢沛扬    指导老师 谷代芳 

 

    我家住在新泽西州中部 Westfield，这是一幢蓝色的房

子，很宽敞，住着四口人，有妈妈、爸爸、妹妹还有我。妈

妈，爸爸是从中国来的，我和妹妹是在美国生的。  

   我们都喜欢玩电子游戏，打麻将，我们也打网球、羽毛

球、篮球、棒球和游泳。  

   我家没有狗和猫， 但是有很多条鱼， 有红色、蓝色、

白色、黑色、黄色。 我和妹妹都有自己的小鱼缸。 爸爸有

一个非常大的鱼缸， 里面有水草和假山。 小鱼们在水里快

活地游来游去，我们每天都要去给它们喂食，清洁。  

   这就是我的美丽的家。 

 

 
 

一场铅球比赛 
六年级一班 林英泽    指导老师 谷代芳 

 

    您看过奥运会的铅球比赛吗？如果您想体会一下比赛的

激烈场面，就让我来说说我亲身比赛的经历吧。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一年一度的华夏中文学校

运动会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运动场举行了。赛场上彩旗飘扬，

运动员们你追我赶，欢呼呐喊，人声鼎沸，加油声、叫好声

此起彼伏，比赛一个比一个激烈，场面一个比一个精彩。广

播里不时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成绩。那场面真让人无比激动。 

    我参加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一项是掷铅球。参加这个项

目的共有二十多个同学。他们都比我大而且比我有经验。随

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前面的参赛者一个接一个

扔出了九米、十米的好成绩，场上传来叫好声和掌声，我的

一个好朋友还扔出了十二米八的好成绩，我是最后一个，心

理压力很大，不断对自己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扔出好成

绩。终于轮到我了! 我拿起铅球，走到掷球线前，裁判员举

旗后一声令下，我轻轻地把球放在肩上，弯腰、跃步、快转

身，挺腰、昂首、猛伸臂，再使劲一推，铅球落在十一米线

和十二米线间，随着热烈的掌声，我接着投了第二次、第三

次。最后那一掷，我在把铅球推出的最后一瞬间，特别调整

了铅球向上推行的方向，使出了全身的劲，大吼一声，终

于，铅球落在了十二米以外。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最后裁判

公布结果，我的成绩是十二米三，排名第二。虽然我没有得

到冠军，但我对自己的临场发挥很满意，因为我是第一次参

加比赛，而且年龄最小。 

    广播里传来了铅球比赛的最后成绩和嘹亮的运动员进行

曲。我站在奖台上，胸前挂着银牌奖章，您知道我有多高兴

吗？明年我一定会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我家的后院 
           六册一班 潘羽洁    指导老师 谷代芳  

       

    我住在爱迪生，我家的房子是一个很大的蓝色的房子，

房子后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我家的后院非常好看，有

花、有菜、有树，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和夏天，五颜六

色的花竞相开放，有三色花、一串红、丁香花、茉莉花还有

大理花。 

    我姥姥和姥爷在后院里种了很多蔬菜。他们种丝瓜、黄

瓜、冬瓜、辣椒、西红柿、甜菜、豆角、扁豆、茄子和葱。

因为我家的后院靠近树林，秋天到来的时候，很多彩色的叶

子掉在草地上，有红色，黄色，橙色，绿色还有褐色。我和

我妹妹有时候会把树叶堆起来，玩游戏。 

    树林里也有许多兔子和梅花鹿。它们经常偷吃我们种的

花和菜。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带我的两个妹妹到外面去打

雪仗和搭雪人。 

    我家的后院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喜欢我家的后院。 

 

 

 
 



 

 

我最喜欢的节日—圣诞节 

 

八年级二班 梁小雪    指导老师 宋颖杰 

 

    我喜欢很多节日，可是如果你问我哪一个是我最喜欢

的，那肯定是圣诞节了。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也很

喜欢圣诞节。每年的圣诞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也是人们

交换礼物的时候。另外，五颜六色的彩灯把家家户户都装

饰得格外漂亮。 

    圣诞节是团圆的日子。学校放假了，爸爸妈妈也不用

去上班了。我在波士顿（Boston）工作的哥哥也会回家团

聚。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见不到我哥哥，只能打电话或者

通过 skype说说话。我很想念我的哥哥。圣诞节期间，我

和哥哥在一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特别喜欢我们一家人

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买东西，一起唱卡拉 OK，一起看电视看

电影，一起打游戏机。爸爸和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我们

还会去很多朋友家聚会，会见到许多朋友。 

    我喜欢圣诞节，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能收到很多礼

物，都是我想要的东西。我的好朋友会和我交换礼物，我

今年收到的礼物是我的朋友 Marie-Elena送给我的。因为

她知道我喜欢游泳，所以她专门为我做了一只“游泳

熊”。这只棕色熊身穿游泳衣，头戴游泳帽，手里拿着一

条白毛巾，脖子上还挂着一块金牌，太可爱了！我真的非

常喜欢！我哥哥送给我的 iPod touch 更让我惊喜不已！我

最喜欢的款式，我最喜欢的白色，太漂亮了！我高兴地跳

了起来！ 

    我还特别喜欢“雪白”的圣诞节。雪花轻轻地飘着，

大地像盖上了一块雪白的地毯。孩子们在外面尽情地玩

耍。有的在堆雪人，有的在打雪仗，还有的在滑冰。大人

们围坐在壁炉前，坐在美丽的圣诞树旁，喝着热乎乎的巧

克力奶，听着好听的圣诞歌。真是太美好了！ 

    总之，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喜欢全家欢聚的

日子，喜欢打开礼物的惊喜，也喜欢五颜六色的彩灯和洁

白的雪花。圣诞节刚刚过去，我又盼望着下一个圣诞节的

到来！ 

 

 

 

我最喜欢的节日 

 
八年级二班 欧阳文漪    指导老师 宋颖杰 

 

    中国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虽然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生活在美国，春节并不是法定的节日，我的学校和爸爸妈

妈的单位也不放假，我们一家还是会在临近春节的一个周

末庆祝春节。 

春节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和美国的新年不同，中国的

新年是按照月亮的运转计算的，所以总是会晚一点，在阳

历一、二月之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有很

多传统的习俗，贴春联和年画是其中之一。春联和年画贴

在门上、墙上，既是装饰，又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春节人们还会在大门上贴上

“福”字，“福”字指福气，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

来贴，表示“福气已经到了”。春节还少不了全家团聚在

一起，吃年夜饭。北方人年夜饭吃饺子，南方人的年夜饭

更丰富，会有鸡鸭鱼肉做的很多菜，鱼是必不可少的，这

是因为“鱼”代表“余”，中国人都希望能“年年有

余”。新年大家还会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

氛。所有的这些习俗我都喜欢，特别是我很喜欢吃饺子，

但我最喜欢的是春节的拜年和得红包。大年初一一大早，

我就打电话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姑叔叔拜年，他们

总会寄给我一个很大的红包。我可以用这些钱买很多我喜

欢的东西。 

今年的春节又快到了，而且正好是星期天，我和爸爸

妈妈会好好地庆祝一下。我也希望能收到很多红包。我都

等不及了！ 

 
 

 

    最后，感谢这一年来给我大力支持的全校师生、家长和校务人员们，以及与我配合默契的家长会、理

事会的成员们，和或建言献策或身体力行的各位前任们，希望大家在新学年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新当选的领

导班子，让我校的优良传统届届相传，传承不息! 

                                                 ---丁燕波 

 

祝大家暑假愉快！九月八日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