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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学年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理事会于 1 月 6 日开会， 决定爱迪

生分校将于 2 月 3 日举办春节晚会。 

时间：2019 年 2 月 3 日 周日下午 

地点：爱迪生高中  

            50 Blvd of Eagles, Edison, NJ 08817 
 

具体安排： 

本周无文化课 

1:00-1:50pm: 一到三年级中文课 

2:00-2:50pm: 四年级以上中文课 

3:30-5:30pm: 文艺演出 抽奖 

除此之外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 

12:00-1:30 舞台布置 

1:00-6:30pm: 赞助商 Booth, 纪念礼品售卖 

12:30-3:15pm: 咖啡厅美食 带美食的发五张抽奖券 

1:00-3:15pm: 咖啡厅手工，才艺展示 

2:00-5:00pm: gym carnival，儿童游乐场 

请大家预留时间提早安排。1/6 起在 cafeteria 售票。大人$5

含抽奖卷一张，小孩$3 含 Pizza 两块水一瓶，额外购买抽奖

卷一张$2。抽奖价值：特等奖 1 个$200 一等奖 2 个$100 二

等奖 4 个$50 三等奖 6 个$25 

 

我校举办图书交换活动 

 

我校于 12 月 16 日周日两点到五点在餐厅举办图书交换活

动。成人书小孩书中英文都有。捐书者领买一送一的折扣

卷。成人书一元一本，小孩书一元两本，所得收入捐给学

校。Nonperishable Food Items。学校收集后捐给本地的

Food Pantry。很多学生及家长，还有义工参加。 

我校春季学期将于 1 月 27 日第一次上课 

 

我校春季学期注册已开通， 将于 1 月 27 日第一次上课。 

http://www.hxedison.org/Registration/Login.aspx. 

吴强校长于 2019 新年前夕发表新年展望 

 

各位华夏老师，同学，家长，义工们， 

 

2018 年是辛苦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中文学习上我们小

朋友们学习进步，毕业生们全部通过了 HSK 考试。体育上在

总校运动会上勇夺第一。向大家表示由衷的祝贺。 

 

展望 2019， 我们信心满满，期盼更多的收获。祝福每一位华

夏人，感恩所有老师义工的无私奉献，感恩所有支持我们的

捐助者， 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 

 

愿欢乐天天伴随着你。猪年吉祥，大吉大利！ 

 

吴强 

吴强校长呼吁大家支持为保护同学而英勇献身的 

15 岁弗罗里达华裔中学生 Peter Wang  

 
让为了保护同学而英勇献身的 15 岁华裔中学生 Peter Wang 

能得到总统自由奖章：为保护别人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对华人

形象的提升不是一般学术或经济成就所能替代的。 

Peter Wang 在 18 年的情人节, 弗罗里达高中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S 的枪杀案中为了让同学尽快离开现场

顶住门而牺牲。年仅十五岁。今天(18 年的感恩节)，这场枪

杀案的幸存者 Peter 生前的同学 Kyle Kashuv (非华裔)向白宫

发起请愿请求川甫总统为 Peter Wang 追颁总统自由奖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我们全美华裔更要积极响应, 

请上白宫官网签名并转发。谢谢大家。（签名以后要去 email

里确认才完成。)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ward-presidential-
medal-freedom-parkland-shooting-hero-and-victim-peter-
wang-who-died-saving-others 

爱迪生市新学委陈云霞宣誓就职。 

 

陈云霞女士 2018 年勇敢参选爱迪生市学区委员，经过激励角

逐，成功当选。2019 年 1 月 2 日，爱迪生市新学委陈云霞宣

誓就职。 

http://www.hxedison.org/
http://www.hxedison.org/Registration/Login.aspx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ward-presidential-medal-freedom-parkland-shooting-hero-and-victim-peter-wang-who-died-saving-others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ward-presidential-medal-freedom-parkland-shooting-hero-and-victim-peter-wang-who-died-saving-others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award-presidential-medal-freedom-parkland-shooting-hero-and-victim-peter-wang-who-died-saving-others


 
 
 

新泽西交响乐团将首次在 NJPAC 举办大型春节音乐会 

 

新年将至。为了庆祝华人的传统佳节，2 月 2 日晚 7:30，新

泽西交响乐团将首次在 NJPAC 举办大型春节音乐会《2019 

Chinese New Year Concert》，由著名华人指挥家张弦担任

指挥。 

 

这将是一场东西方音乐交融的视听盛宴，大师云集，名曲绕

梁。与《春节序曲》，谭盾的《The Triple Resurrection》贝

多芬《合唱幻想曲》等同登音乐殿堂的还有我们的星韵儿童

合唱团。经过半年多精心准备，孩子们将用清澈的童音为您

献上《茉莉花》等等耳熟能详的曲目，在思念的日子里拨动

您的心弦，在寒流中驱散阴霾，等待明媚的春光重新洒满北

美大地。 

演出只有一场。因为意义非凡，必将一票难求。作为晚会重

要参与方，东方文化艺术交流协会(ECEA)申请到了额外的

30% off 的 discount (除了$20 的票均可使用，同时免除每张

票 $3 的手续费)。Code: ECEA 

 

音乐会曲目及订票请登陆官网： 

https://www.njsymphony.org/events/detail/chinese-new-year-
celebration 
 

电话购票：1-800-255-3476 

 

如用手机购买，点开上面链接进入网页后，屏幕下方会出现

Buy Tickets 红色字样，点开后可见屏幕右上角有三条横线，

点击后可见 promotions 字样，输入 code ECEA，再点开座位

图即可看见免除手续费的折扣票价。如用电脑登陆，找到输

code 的地方输入 ECEA 即可。 

 

“四海同春”艺术团慰侨演出 

 

由国内知名文艺团体组成的“四海同春”艺术团慰侨演出即将在

纽约举办。 

时间：2 月 18 日（正月十四，周一）晚， 

地点：曼哈顿 8、9 马路间西 34 街的一家剧院。 

欢迎大家参加 

2 月 3 日美食活动 

 

2018 年春节即将来临，为庆祝这个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华夏

中文学校将在 2 月 3 日为大家献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和精彩纷呈的演出节目以及【美食品尝分享】等一系列精彩

的庆祝活动。 

 

还记得上一届迎新春美食分享活动，我们的美食达人们为大

家带来了自家的拿手菜，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希望今年大家

继续踊跃报名，菜式不限。报名带菜的美食达人可领取 5 张

抽奖券参加学校抽奖活动。欢迎报名。 

 

学生习作 

 

中国的城市和美国山的城市 

 

张子涵 

 

两年前，我去中国旅行，住了一个月。我呆在中国的时候，

发现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有很多的区别。 

一、中国城市夜生活比较多。在美国，大家一般都是六点钟

回家。八点钟，九点钟的时候，街上快没人了。但是，在中

国城市里，半夜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路上走，在店里买东

西，或者在工作。晚上有很多店还开着，也有很多活动。很

多人是晚上工作的。 

 

二、中国城市的小店和路边的店比美国城市多。你逛一逛中

国城市，就能看见很多很多路边的小店和小摊档。这些小店

很方便，你可以买饭，水果，鞋子和任何东西。在美国的城

市，你可能要走很远才买到你要的东西。 

 

三、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都交通繁忙。可是，中国和美国的

交通系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美国城市的交通主要是靠汽车

和步行。路边偶尔会有一辆自行车。中国城市的路上也有很

多汽车和行人。但是，路上有非常多的自行车。如果你出去

走一会儿，就会看见很多辆自行车冲过去。有些路上全都是

自行车，一辆汽车都没有！ 

 

中国交通工具不但有很多自行车，还有很多小货车。在美国

城市，产品一般都是卡车送过来的。可是，在中国城市，商

店多数都挺小，路上有很多自行车拉的小拖车，都在运送产

品。 

 

虽然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它们也有很

大的区别。 

 

 

一次回中国的经历 

 

平川 

2013 年我去了一次中国。 

 

一到中国，就可以看见很多的人。我们先到的北京，在姥姥

姥爷家里住。第二天我们老早就起来了，要去天安门。天安

门很大。我们在这儿转了一天。晚饭我们去吃了北京烤鸭。

第二天，我们去了颐和园。颐和园又大又好看。我们也在这

儿玩了一天。晚饭我们去了一个很近的饭店吃了面条。第三

天，我们离开北京去河南，坐了很长的火车。在火车上，我

看见了有很多的包间。我们的包间里有四个床。一个给爸

爸，一个给妈妈，一个给妹妹，一个给我。在火车上睡了一

夜，就到了。这里是我爸爸的老家，有很多亲人。我们住在

姑姑的家里，还去了很多的好看的和好玩儿的地方。三天后

我们回到了北京，去了长城。这是我和我妹妹第一次去长

城。长城真的很长，我们只走了一部分。这里风景是世界上

最好的，可以看见狠远很远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去的

最后一个地方。 

 

中国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期待再次回中国。 

https://www.njsymphony.org/events/detail/chinese-new-year-celebration
https://www.njsymphony.org/events/detail/chinese-new-year-celeb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