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迪生通讯

夕阳红活动
十几年来学校免费为新洲闻名的华夏夕阳红俱乐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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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于 9 月 10 日正式开学
2017 年 9 月 10 日下午，坐落在爱迪生高中的华夏爱迪
生中文学校，以崭新的面貌欣悦地迎来全体新老师生及家
长，隆重拉开了 2017-2018 新学年的序幕。
精心准备

活动场地。这个老年人俱乐部以参与人数多、活动内容丰富
而在新洲华人社区享有盛名。学校还免费为他们提供英语会
话课和英语入籍考试课。在陪伴孙辈们学习中文的同时，老
人们在俱乐部度过愉快的一天。
展望新学年
中华文明的基因，流淌在海外华人华裔及热爱中文人们
的血液里。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就是传承这样基因的一条小
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她都将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载着
希望载着重担，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困难与挑战中创造

12 点钟，新任校长吴强、副校长王旭涛、家长会会长钱

更大的辉煌。

昆和教务长王大进就到达工作岗位，为开学的各项工作做最
后的准备。之后家长会副会长曹中、新任理事、前校长刘健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学生义工秦楚玉

和前家长会会长及前理事、家长志愿者和学生义工也各就各
位，一如既往地在学校重要活动中给予学校最大限度的支
持。过了 1 点钟，全校新老学生陆陆续续进入校园。同学们
或带着新鲜带着好奇，或带着回归集体的喜悦和渴望。走进
教室，让人感觉，能来这里学习中文是一件快乐和自豪的事
情。
课程新颖

2017-2018 学年管理层换届选举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理事会于 9 月 9 日开会，认可了上
一届校长，副校长的工作，并投票选举吴强，王旭东分别任
新一届校长，副校长，任期一年。钱昆，蒋晓红分别当选家
长会会长及理事会理事长。周旋连任理事会秘书。
9 月 11 日晚，新一届校长，副校长，及理事会全体成员与新
老教师欢聚一堂，共贺教师节。吴强校长，王旭东副校长，
教师代表王大进分别讲话，畅谈新学年的展望。

学校一贯重视中文教学和文体课程。中文课包括标准中
文，马立平中文，双语（CSL)，AP 中文，中文辩论。为了丰
富学生们的学习内容，满足孩子们的兴趣爱好需求，学校还
开设了舞蹈、篮球、排球、武术、绘画、古筝、吉他、国际
象期等兴趣课。这些既实用又快乐的兴趣课深深地吸引了不
同年龄的孩子们，都纷纷要求报名参加兴趣班。

2017-2018 学年秋游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理事会于 9 月 17 日开会，决定
2017-2018 学年秋游将于 10 月 7 日举行，地点在罗斯福公园
（Roosevelt Park，Edison）
2017 爱迪生网球队成功卫冕华夏杯网球赛

新鲜血液
学校今年吸收了几位年轻有活力的老师，作为新鲜血液
加入学校教职队伍。她们凭着爱孩子、爱教育、爱中文的心
走到一起。她们在教学中善于启蒙，善于引导，思维活跃，
勇于创新，她们的加入让学校教职员工的集体更富有活力和
生机。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网球赛于九月九日在 New Brunswick 的
Buccleuch 公园的网球场举行。今年是华夏杯网球赛事的第
八个年头了。
比赛依然如去年，每队由三个男双，一个女双，一个混双组
成。这次共有八个队参赛，是历年来参赛球队最多的一届。
八支球队分两组，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在这八支队伍
中，爱迪生队和博根队是两支劲旅，而首次参赛的史坦顿岛
队此次聚集了纽约和新泽西的几位高手，因此夺魁呼声甚
高。

去年屈居亚军的博根队也请来了几位新州名将，卯足了劲儿要
“报去年的一剑之仇”。
赛前抽签结果，爱迪生和博根分在 A 组。分在 B 组的史坦顿岛
队轻松拿下小组三场比赛，进入半决赛。A 组的爱迪生队和博
根队谁能获得小组第一，能在半决赛中避开实力强大的史坦顿
岛队成为小组赛的焦点。博根队果然实力雄厚，3:2 险胜了爱
迪生队。爱迪生队的形势骤然变得险峻。半决赛与史坦顿岛队
的比赛成为一场“恶战”，胜者晋级，败者“收拾铺盖卷回
家”。每一场比赛都异常地紧张，胶着。经过苦战，爱迪生队
不负众望，3:2 战胜了史坦顿岛队，进入决赛。

北美新天地电视 2017 第四届“我的大舞台”
电视才艺大赛比赛和报名须知
(1) 2017 第四届“我的大舞台”- 电视才艺大赛有两个部分组成:
1. 才艺大赛 – Talent Competition
2. 2017-2018 音乐艺术节 Music Arts Festival
(2) 2017 第四届“我的大舞台”- 电视才艺大赛才艺大赛 – Talent
Competition 分青少年组和成年人组. 比赛和 打分一起进行,
名次和排名分开统计. 发奖也是分开颁发.
(3) 青少年组的年龄是 5 – 17 岁; 成年人组的年龄是 18 岁以上.

爱迪生队与博根队算是宿敌了。这次的决赛，既是小组赛的重
演，又是去年比赛的冠亚军赛再现，而比赛的结果更是决定了
这一年谁是华夏网坛的“霸主”。比赛还未开始，气氛已紧张
的让人似乎“透不过气来”。五个场地同时开打。四十分钟下
来，两队 2:2 战平。剩下了一场女双，成为了全场瞩目，决定
冠亚军结果的悬念赛。爱迪生队的许广云(Serena Xu)和
Janet Chen 以 5:2 的双破发优势领先，只差一局就赢下来
了。此时也许博根队队员的心理压力小了，开始敢打敢抽，球
路越来越刁钻，直接得分或造成爱迪生队队员受迫性失误，将
比分追成 5:5，6:6。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抢 7”阶段。虽然
爱迪生队在抢 7 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也只是微弱
的领先，在随时都可能风云突变的结果难料的抢 7 中，这点领
先实在是不能给人任何安慰。博根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
不放弃，爱迪生队员在比分差距忽近忽远时依然保持冷静不
慌，最终以 7:5 险胜对手，为爱迪生队成功卫冕。这是一场高
水平的精彩的比赛。撇开结果不谈，它彰显了网球运动的魅力
和精神，再次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这项运动。
本次比赛的八支球队是博根队，奔腾队，桥水队，东布朗士
队，爱迪生队，费城队，蒙哥马利队，史坦顿岛队。除了上面
提到的史坦顿岛队，蒙哥马利队也是首次参加华夏杯网球赛。
在此，我们感谢八年来一直辛苦为大家组织安排比赛的任致远
和商志刚(Ronald Ren and Jeff Shang)。我们期待明年的比
赛，期待更多的优秀球员加入到华夏网球中来。
杨朝晖
爱迪生队

(4) 2017 第四届“我的大舞台”- 电视才艺大赛才艺大赛的比赛项
目有 7 项. 这 7 项是: Singing 歌唱 (Code: Singing); Acting 演
技 (Code: Acting); Model 模特(Code: Model); Instrument 器乐
(Code: Instrument); Dance 舞蹈(Code: Dance); Stage 舞台表
演(Code: Stage); Cooking 烹饪(Code: Cooking).
(5) Stage 舞台表演项目包括: Comedy 喜剧; Chinese Opera 戏
曲; Gymnastic Art 艺术体操; Magic 魔术.
(6) 所有比赛除了”Cooking 烹饪”以外, 都在指定的场地进行. 录
像后网上公开播放, 评委网上评分. “Cooking 烹饪”项目是自己拍
摄 (Self-tape), 自己剪辑后上传, 然后网上播放, 评委网上评分.
(7) 所有比赛项目的比赛技术要求和评委打分标准请参看 “2017
第四届才艺大赛比赛指导书”(比赛指导). 比赛 指导在收到报名表
和付款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过来.
(8) 2017 第四届“我的大舞台”- 电视才艺大赛才艺大赛的比赛分
初赛和决赛两次. 初赛后所有选手不淘汰, 但公布所有排名. 决赛
成绩也是单独排列, 总成绩是初赛成绩和决赛成绩的平均. 最终
名次和获奖成绩按总成绩算.
注: 注册费–Registration Fee: 参加本届才艺大赛的选手, 除了参
赛费之外还需要购买发奖宴会演出的入场券, 即 注册费–
Registration Fee. 18 岁以下的选手必须购买家长套票.
(9) 几个重要的日期:
2017 年 10 月 31 日 – 报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11 月 12 日 - 选手 check-in, 领取选手号和相关文件,
信息, 礼品等. 报名参加圣诞节 音乐会选手 Audition
2017 年 12 月 17 日 – 圣诞节音乐会 Rutgers Church
2018 年 1 月 14 日 - 才艺大赛初赛 A 场: Singing, Dance,
Acting, Stage; Cooking Submission
2018 年 1 月 20 日 - 才艺大赛初赛 B 场: Acting, Instrument
2018 年 2 月 11 日 - 才艺大赛决赛 A 场: Singing, Dance,
Acting, Stage; Cooking Submission
2018 年 2 月 17 日 - 才艺大赛决赛 B 场: Acting, Instrument
2018 年 3 月 11 日 – 红地毯入场, 发奖晚会,才艺大赛特刊:
Red Carpet Ceremony, Award Night Celebration
(10) 联系我们:
北美新天地电视 – ICEPN TV
Mailing address: P.O. Box 45, Edison, NJ 08818
Tel: 732 508-3233
E-mail: Events@icep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