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迪生通讯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校刊 第 214 期 2015 年 6 月 13 日 

Hua 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本期 3 页 

学校网址：www.hxedison.org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举行换届选举 
 

春去夏来，又一个学年即将结束，新的学年快要开始了。

2015 年 6 月 7日(星期日)，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在爱迪

生高中餐厅举行了换届选举。候选人于下午 2点与家长们见

面，各自做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尽全力把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的决心。选举结果为现任副校长魏东、家长会会长吴强以及

热心家长王旭涛分别当选为 2015-2016 学年校长、副校长和

家长会会长。朱海洋，陈华，周旋以及钱晓红当选理事会理

事。在此要特别感谢即将离任的林胜天校长。林校长作为过

去两年的中文学校校长，为学校运作和发展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所有的家长和学生有目共赌。在林校长的领导下，学

校得以健康稳定的成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近两年的华

夏智力运动会、运动会、演讲比赛等各项比赛中都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学校举办的其他活动如春节晚会、秋游、毕业典

礼等也都非常成功。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家长、

学生和志愿者的热心参与，也离不开以林校长为首的所有学

校管理人员的筹划实施和无私付出。这次林校长因任满离开

校长职位，很多家长都表达了殷切的挽留之情。这是对林校

长两年来无数个日日夜夜辛劳工作最好的肯定。另外也要感

谢这次离任的理事会成员叶胜年（2014-2015 学年理事会主

席）、杭伟（2013-2014 学年理事会主席）、胡涛、张莉。他

们都是在加入理事会之前就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无私奉献，加入理事会后更是辛勤工作，一边为学校的发展

献计献策，一边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活动。华夏爱迪生中文

学校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一批又一批校务人员、理

事会、热心家长和学生志愿者的辛勤耕耘下，已经成为新泽

西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中文学校之一。在此希望有更多

家长和志愿者加入到学校的管理和各项工作中，把爱迪生中

文学校办得更好！ 

                                          曹国梁报道 

2014－2015 学年结业典礼 
 

我校的结业典礼将于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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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结业典礼上一起登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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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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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为一展华夏爱迪生毕业生风貌，我校

第一次为毕业生配备了毕业礼服，毕业生们将身穿毕业礼

服，在毕业典礼上盛装亮相，为这次毕业典礼平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2014-2015 学年结业典礼程序： 
 

地点：学校剧场 

时间：3:45-5:30p 
 

1. 校长林胜天致开幕词 

2. 理事长叶胜年宣布选举结果 

3. 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4. 表彰中文写作大赛获奖学生 

5. 表彰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 

6. 表彰华夏田径运动会获奖学生 

7. 表彰华夏演讲比赛获奖学生 

8. 表彰华夏辩论比赛获奖学生 

9. 表彰才艺表演优秀学生 

10．表彰志愿者代表 

11．表彰学生志愿者 

12．表彰校级优秀学生 

13．下任校长魏东致闭幕词 

2015－2016 学年我校选举结果 
 

根据学校章程，我校于 6月 7 日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并举行了

2015 年选举。共收到有效选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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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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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东          副校长：吴  强； 

家长会会长： 王旭涛； 

理事会理事： 朱海洋、周  旋、陈  华、钱晓红。 

我们向各位当选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现任校长林胜天，理事会会长叶胜年，理事杭伟、胡涛及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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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毕业生名单 (39 人) 
 

沈江帅 赵尔文 陈安妮 陆翔宇 李浩升 田荷韵 林英泽 

潘羽洁 杨劼睿 毛亦超 罗小晶 梁芙怡 秦  锐 胡彦婷 

唐睿璎 解陆亿 刘韶明 黄怡然 徐  瑞 
 

余浩然 郑义驰 郭良鹤 李风华 顾  婧 杨  杰 孟草明  

包凯仁 田  甜 缪睿能 刘智锐 刘晓龙 张宗博 郑瀚雯  

唐程亮 李小冰 罗乐乐 昂  霄 赉  威 刘歌蕊 

 

中文写作大赛获奖学生名单 
 

李从心 梁雪儿 叶  霖 王  业 林英泽 杭千里 刘晓龙  

林  行 赵明玉 姚恺恩 姚恺旋 魏青昀 
 

才艺表演获奖学生名单 
 

李粤麒 魏欧文 赵明玉 王博文 王思怡 李佳辰 王思悦 

李浩文 李宇涵 孙艺琳 王艺诺 王晗溥 

华夏演讲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王晗溥 李浩文 王欣宇 沈旻萱 蔡周周 郑博文 韩乐怡 

王艺诺 余木木 

华夏辩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林  行 林英泽 杭千里         黄孔俊 王  业 周纪轩 

赵明玉 吴凌博 魏青昀         吴楚萱 王晗溥 刘良瑞 



 
2014－15 学年一年级至三年级各班级优秀学生名单 

 

一年级(1) 班    黄镁 
鲍宸宸 陈子瑞 冯诗晴 侯芊妮 黄纯彦 林恩彤 李浩文 

李宇涵 陈  芃 孙艺琳 吴乐涛 谢平怡 张娇 Isaac Zhang  
郑齐轩 周恩泽 曹天乐 郑君豪 卓芷清 卓梓峰 潘逸生 
 

一年级(2) 班    谢玉伶 
张梦婷 忻瑞雪 王兮远 姜恺怡 杜子安 解立平 刘尚臾 

陈奕明 王子涵 刘宛晴 Angela Liang   Natalie Wu 
Leo Chen       Michelle Huang        Jimi Huang 

Oliver Chen    Tim Kou        Rachel Kou     季幸儿 
 

二年级(1) 班   王露萍 
王昊天 郑凯升 陈卫迪 蔡周周 李俊贤 陈伦瑞 黄小冬 

雷杨昕 朱浩妍 彭敏学 李凯琳 郑小美 程  宁 吴忆冉 

马云舒 Lenny Lim   Justin Hou   David Liu   雷宇飞 
 

二年级(2) 班   毛佩敏 
周一诺 李宗翰 黄明雅 朱博子 李凌枫 郑博文 周汉麟 

孙嘉明 吴晓彤 于  可 王嘉豪 Dina Blachman   
Daniel Guan    Philip Guan    Audrey Feng     

Jessica Ho     Ethan Chan     Zachary Liu 
 

三年级(1) 班    席小兰 
林泊睿 陈家腾 叶金怡 于笑嫣 张呼呼 陈嘉飞 黄天爱 

俞亦晟 张爱瑪 陈泊岩 吴乐洋 胡思文 高文静 付晨希 

Nathan Zhang   Harold Kreis   邹雨石  Heidi Hu 
 

三年级(2) 班   陈洁 
徐安迪 王晗溥 王艺诺 余木木 曹怀逸 李风帆 刘  美 

杨博雅 高婕妮 平  月 孟秋辰 钟宝晴 Gina Yip 
张钰儿 陆晶晶 刘安妮 徐浩文 姚  森 
 

马立平一级(1)班   曹承瑛 
沈旻萱 余阳阳 余牛牛 谭  乐 杨智奥 唐一平 唐一鸣  

邱悦彤 张钰沛 Eva Nilsson    李元正 周楚尧 熊雨杰 

熊仕泊 林瀚隽 王博文 杨轩泽 
 

马立平二级(1)班  李颖 
高艾诗 杨紫薇 熊雨成 曹  显 缪睿杰 李  韬 孙  晴 

韩乐怡 苏奕璐 熊仕堃 
 

马立平二级(2)班  王立阳 
韩一畅 谢语瞳 唐敏珊 Ashely Leung 
Alexander Qiu Primavera       Victoria Zhang 

Brandon Eng    姜立   张时嫣 乔安妮 
 

马立平三级(1)班 刘昌贇 
秦健宁 赵得然 陈蜜雅 陈子凯 唐诗棋 杭雁飞 夏圣晟 

关业轩 欧子乐 金言华 贾鹰飞 王婉雯  Andrey Yan    

Laura Chen     马湙晨 

 

2014－15 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四年级(1)班 耿力老师 
校级 卫中元 邱栋晟 韩雨歆 张汉森  

班级 刘欣欣 潘雨佳 杜文凯 关敏琪 王圆圆 
 

四年级(2)班 刘皖老师 
校级 Rebecca 赵    张  洲 李若水  

班级 魏欧文 宋心怡 陆旖兰 商宝麟 
 

五年级(1)班 胡志斌老师 
校级 魏青昀 张屹冰 赵祚云 闫亦忻  

班级 李清心 平  川 姚恺旋 倪雪茵 
 

五年级(2)班 郭小川老师 
校级 陶佳希 周文璐 谢家轩  

班级 郑灵涓 忻鼎源 黄俊翰 
 

六年级(1)班 胡恽涵老师 
校级 黄玉婷 姚恺恩 胡晨涛  

班级 谢平恺 张宇驰 潘雨桐 宋英杰 
 

六年级(2)班 张孝兰老师 
校级 陆旖平 秦邦宁 王新颍 杨  乐 薛蕴宁  

班级 常如彬 赵睿松 陈元阳 姚恺丽 费豆豆 
 

七年级(1)班 吕艾刚老师 
校级 朱亦文 周纪桐 昂  骏 方慈心 曹心田  

班级 谢家骏 杨宇峰 刘婉茹 于欣然 王欣然 陈茹兰 
 

七年级(2)班 李萍老师 
校级 Tim O'reilly  全爱玲 黄可任 陆心雅  

班级 卢加虹 
 

八年级(1)班 宋颖杰老师 
校级 江欣然 周  浩 赵智恺 李鹿鸣  

班级 杨成祺 沈乐乐 丁  禹 吴楚萱 
 

八年级(2)班 忻苏婷老师 
校级 魏安琪 谭若昕 林  行 刘凯丽 陈奕绮  

班级 曹海鹏 苏畅 
 

九年级(1)班 窦泽和老师 
校级 田荷韵 杨劼睿 唐睿璎 解陆亿 梁芙怡 林英泽  

班级 陈安妮 黄怡然 李浩升 胡彦婷 
 

九年级(2)班 解庆伟老师 
校级 繆睿能 孟草明 刘歌蕊 昂  霄 杨  杰  

班级 田  甜 郑义驰 刘晓龙 郑瀚文 顾  婧 余浩然 

 

马立平中文四级(1)班 胡筱榕老师 
校级 王加栋 刘安丽 刘银梦 陈久久  

班级 张恬恬 陈  晨 上官安平     陈佳胜 刘良瑞 
 

马立平中文五级(1)班 刘凡老师 
校级 李佳辰 沈昊源 陈嘉逸  

班级 顾安妮 张子涵 王  铭 

 

马立平中文六级(1)班 于长游老师 
校级 何科睿 赵明玉 陈  昊 唐佳欣  

班级 刘银涛 王加森 赵若兰 赵博阳 

2015－2016 学年注册注意事项 
1. 新学年网上注册已于今年 5/15 开通。请参照下列 2015－

2016 学年注册有关规定 
http://www.hxedison.org/Registration/schoolpolicy.htm 
 

2. 请参见如下爱迪生中文学校 2015-2016 招生广告链接，和

家长朋友们分享: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15206377455832191412/201402?no
redirect=1#6016206992058826194 



 
 
 

华夏智力运动会获奖学生名单 
运动员 项目 名次 

熊仕堃 

（Daniel Xiong） 

国际跳棋  

(Student checker) 

 

冠军 

黄皓辉  

(Frank Huang) 

围棋中级  

(Go Kyu) 

 

冠军 

孙嘉明 

（Jacob Sun） 

中国象棋  

(Student Xiangqi) 

 

冠军 

杨杰 

（Jeffrey Yang） 

学生数独  

(Student Sudoku) 

 

冠军 

黄可任 

（Keren Huang） 

少年五子棋 

(Teenage Wuziqi) 

 

冠军 

刘洋 

（Amy Wang） 

围棋段级 

(Go Dan) 

 

亚军 

林英泽 

（Anthony Lin） 

少年五子棋 

(Teenage Wuziqi) 

 

亚军 

赵睿松 

（David Zhao） 

儿童国际象棋 

( Chess Grade 5-6) 

 

亚军 

姚恺旋 

（Keith Yao） 

学生数独 

(Student Sudoku) 

 

亚军 

刘凯丽 

 (Kelly Liu) 

围棋中级 

(Go Kyu) 

 

亚军 

张耀文 

（Nick Chang） 

围棋初级 

(Go 9x9) 

 

亚军 

姚恺恩 

（Kenneth Yao） 

围棋初级 

(Go 9x9) 

 

季军 

郑凯升 

（Kevin Zheng） 

儿童国际象棋  

(Chess Grade 1-4) 

 

季军 

刘美 

（Sophia Wang）  

围棋中级 

(Go Kyu) 

季军 

曹心田 

（Melissa Cao） 

围棋中级 

(Go Kyu) 

第四名 

黄皓琛 

（Richard Huang） 

围棋初级 

(Go 9x9) 

第四名 

杨宇峰 

（Thomas Yang） 

儿童五子棋 

(Wuziqi kids) 

第四名 

余祐安 

（Jouan Yu） 

儿童国际象棋 

( Chess Grade 5-6) 

第五名 

陈恩宇 

（Joshua Chen） 

少年国际象棋 

(Chess Teenage) 

第六名 

 

热烈祝贺我校在华夏总校智力运动会上夺冠 

分校 名次 总分 金牌 银牌 铜牌 

爱迪生 1 200 10 7 4 

普兰斯堡 2 102 3 8 3 

东部分校 3 44 2 1 2 

樱桃山 4 22 1 1 0 

里海谷 5 18 1 0 1 

桥水 6 16 0 1 1 

李文斯顿 7 15 0 0 2 

蒙哥马利 8 6 0 0 0 

南部分校 9 5 0 0 1 

史泰登岛分校 10 2 0 0 0 

 

华夏田径运动会获奖学生名单 
运动员 项目 名次 成绩 

爱迪生分校 – 1 

黄怡然 (Joyce Huang)  

刘秭萱（Joy Liu） 

全爱玲 (Irene Quan) 

朱亦文 (Amanda Zhu) 

少年一组女子 4x100

接力 

冠军 61.03 

黄怡然 (Joyce Huang) 少年二组女子 100 米 冠军 14.07 

 少年二组女子跳远 冠军 4.07 

唐程亮 (Steven Tang) 少年二组男子 1500 米 冠军 290.12 

爱迪生分校 – 1 

刘韶明（Matthew Liu） 

林景华 

（Christopher Lin） 

林英泽（Anthony Lin） 

林智华（Justin Lin） 

少年二组男子 4x100

接力 

亚军 56.66 

林景华（Christopher Lin） 少年一组男子 100 米 亚军 13.62 

黄可任（Keren Huang） 少年一组男子 400 米 亚军 73.43 

 少年一组男子 100 米 第五名 15.75 

全爱玲 (Irene Quan) 少年一组女子 100 米 亚军 14.63 

 少年一组女子 400 米 季军 76.62 

刘韶明（Matthew Liu） 少年二组男子跳远 亚军 4.85 

 少年二组男子 400 米 第五名 68.31 

朱亦文（Amanda Zhu） 少年一组女子 100 米 季军 15.19 

 少年一组女子 400 米 第四名 79.25 

黄孔俊（Victor Huang） 少年二组男子铅球 季军 10.87 

刘秭萱（Joy Liu） 少年二组女子 100 米 季军 15.31 

 少年二组女子跳远 第五名 3.65 

何科睿 (Corey He) 少年一组男子跳远 第四名 3.6 

 少年一组男子 400 米 第五名 77.25 

爱迪生分校 - 1 少年一组男子 4x100 第六名 69.91 

杨逸飞（Kevin Yang） 少年二组男子铅球 第六名 9.32 
 

热烈祝贺我校在华夏总校田径运动会上摘银 

分校 总分 

普兰斯堡分校 257 

爱迪生分校 181 

大费城分校 165 

博根分校 63 

桥水分校 57 

樱桃山分校 55 

中部分校 48 

南部分校 46 

东部分校 43 
 

国际象棋班级比赛各班前四名获奖学生名单（班级奖） 
国际象棋小(1)班， 指导老师：Peter Sajonz， 时段：4:30-5:20PM 

     1. Wen Jing Gao 高文静;   2. Jason Ma 马湙晨;  

     3. Chris Wu 吴乐洋;       4. Vincent Cao 曹怀逸 

国际象棋小初级班，指导老师：Peter Sajonz， 时段：3:30-4:20PM 

     1. Alex Ren；             2. Alvin Li 李浩文；  

     3. Jeffrey Chen；         4. Isaac Zhang 

国际象棋小中级班，指导老师：Fred Ivens，   时段：3:30-4:20PM 

     1. Nathan Zhang；         2. Eric Li；  

     3. Kevin Zheng 郑凯升；   4. Anthony Guan 

国际象棋大班初级，指导老师：Fred Ivens，   时段：2:30-3:20PM 

     1. Corey He 何科睿；      2. Sunny Chen 陈元阳；  

     3. Gilbert Teng 滕宗盛；  4. Alan Shi 

国际象棋大班中级，指导老师：Fred Ivens，   时段：1:30-2:20PM 

     1. Richard Cao 曹天源；   2. David Zhao；  

     3. Christopher Li 李佳辰; 4. Kevin Song 宋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