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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教材是我校今年的重点工作

之一。从下一学年开始，我们将大范

围地试用《轻松学中文》。与此同

时，《标准中文》仍在小范围内使

用。一、二、三年级学生继续使用 

《新启蒙》，四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参

与《轻松学中文》的试用。我们认识

到《标准中文》的文化、育人内涵，

也意识到中文有别于其它语种──象 

形性文字，有助于培养形象思维能

力，应该有别于英语语言教学。另

外，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小孩，应当有

培养的内涵。为此，我们仍保留《标

准中文》，直至发现相当的教材。当

然，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备

课。不过，我们很多教师已传授该教

材多年，积累了经验。我们将会鼓励

这些老师来担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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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州中文学校将大范围试用南康州中文学校将大范围试用南康州中文学校将大范围试用南康州中文学校将大范围试用《《《《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 
孙金华 

 

 

我校与南康州立大学的春节我校与南康州立大学的春节我校与南康州立大学的春节我校与南康州立大学的春节

联欢活动联欢活动联欢活动联欢活动 

赵立平 
 

        今年 2月 16日下午 4时到 6时，南
康中文学校与南康州立大学举办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活动，地点在我们

上中文课的一层楼。我们准备了各种中

国风味小吃，同时还有快速学中文，用

毛笔给美国学生写中文名字，及武术表

演等活动。南康大学的亚洲俱乐部还带

来了熊猫表演，气氛非常热烈。4-6 点
正好是南康学生下课的时间。他们通过

品尝中国小吃及参加活动，对中国春节

有了一点了解，同时也对我们中文学校

加深了印象。南康大学有三位副校长到

场参与活动，他们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

极大的支持和充分肯定，希望我们每年

在春节之际，都能为他们学生举办这样

的活动。这次活动既丰富了他们学生的

校园生活，同时也扩大了我们中文学校

在南康大学的影响，真正做到了花钱

少，效果好。作为组织者，我们感谢各

位参与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提供小吃的

餐馆。 

 

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孙金华 

        南康州中文学校已经生存 16
年。我们的老师辛勤劳动，有的坚

守这个岗位十几年。教师是本校的

宝贵财富。为了弘扬老师的敬业精

神，我校将首次表彰下列为南康州

中文学校服务五年以上的在任中文

教师： 
 
        范晓宁范晓宁范晓宁范晓宁    (15 (15 (15 (15 年年年年))))    

王宗媛王宗媛王宗媛王宗媛        (13 (13 (13 (13 年年年年))))    

聂形铁聂形铁聂形铁聂形铁        (11 (11 (11 (11 年年年年))))    

逯逯逯逯        彬彬彬彬        (11 (11 (11 (11 年年年年))))    

刘书筠刘书筠刘书筠刘书筠    (9 (9 (9 (9 年年年年))))    

杜杜杜杜        欣欣欣欣        (7 (7 (7 (7 年年年年))))    

赵赵赵赵        椿椿椿椿    (5 (5 (5 (5 年年年年))))    

钟钟钟钟        梅梅梅梅    (5 (5 (5 (5 年年年年))))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

和积极性，我校设立了高年级（8
到 10 年级）奖励制度。2010-2011
年度以下学生获得奖励。 

(下转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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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中文学校中文学校中文学校 2011年春节联欢记实年春节联欢记实年春节联欢记实年春节联欢记实 

王宏，黄焰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是中

国人最激动最高兴的节日。全世界的

中国人都庆祝春节。我们中文学校也

不例外。我们的家长、老师和理事会

从 2010年的十二月就开始酝酿。由

于今年的经费紧张，我们的庆祝活动

采取了自编自演的方法。这样既节约

开支，又能让我们的孩子更充分地显

示才华。为了让庆祝活动丰富多彩，

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我们还增加了游

艺活动、中国传统文化装饰、图书展

销以及品尝中国饭的聚餐活动。  

        为了编导一台具有南康中文学校

特色而且显示中国文化的演出，我们

在自己的社区中选拔精英。我们有

300多 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

天赋，这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由

于开学晚，我们只有两到三周时间进

行节目报名及筛选。报名广告一发

出，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老

师、学生就争先恐后来报名。我们小

小的中文学校蕴藏着很多未来的舞蹈

家、歌唱家、演奏家、朗诵家、武术

家、魔术师等等。 老师们发挥自己

班级的特点，编导了与课本相关的小

品、歌曲。太多优秀的节目使得我们

评委难以割舍。由于演出时间限定

1.5 小时，我们只得严格限制每个节

目不能超出 3 分钟，但还是有部分节

目没能上场。虽然只有两周的排练时

间，学生、老师及父母显示了团队精

神，齐心协力。更让我们惊喜的是节

目主持人团队。在和雨老师的指导

下，他们仅用 2到 3天时间就记住了

和老师编写的优美又不乏幽默的台

词。这些主持人最小的才六岁。他们

没有机会进行一次现场彩排，不仅需

要记忆台词，还要应付话筒位置等临

时情况，但他们的出色表现让每一个

节目都令人难忘。节目单排版更是集

中了我们学校春节联欢会组委的团队

精神。 一稿、二稿、三稿……， 节
目顺序做了多次的调整，为了使各类

型节目交叉表演有序，还要照顾学生

后台服装的更换。最后的定稿可以说

非常完美，为成功的演出做了铺垫。

成功的背后总是 有很多无名英雄不

记名利的贡献。臧老师指挥的舞台监

督团队，在两小时的彩排中，将每个

节目的时间与音乐做到准确连接。音

乐编导丁竣其用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 
间根据节目排序来剪辑出音乐片段，

保证了整场节目在 2小时内完成。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参加参加参加参加春节联欢游艺活动春节联欢游艺活动春节联欢游艺活动春节联欢游艺活动 

 
七个家庭合唱七个家庭合唱七个家庭合唱七个家庭合唱《《《《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傣族舞表演傣族舞表演傣族舞表演傣族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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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乐喜庆的狮子舞和彩绸舞

“欢乐中国年”的乐曲声中，南康中文

学校 2011 年春节文艺演出拉开了序

幕。孙金华校长、特邀嘉宾南康州立

大学 Dr. Selase Williams和李昌钰博
士为大会致辞。应邀前来的还有

Williams 夫人、李昌钰博士的夫人以

及康州中部几所中文学校的管理者。

参加演出的所有演员、司仪、后台工

作成员都是中文学校的学生、学生家

长、老师。从幼儿班的弟弟妹妹，到

毕业班十年级的哥哥姐姐，大家用歌

声、舞蹈、诗 歌、武术和乐器等各

种形式，展示自己的才艺，颂扬中华

文化。王影老师带领幼儿班的小朋友

首先为大家献上歌曲“ 我爱我的家”
和“恭喜歌”；刘霞老师的三个舞蹈班

的同学们表演精彩纷呈的舞蹈“螃蟹
舞 ” 、 “ 小姑娘和猴子们 ” 、 “ 数蛤
蟆”。一年级五班的同学们在祁慧霖

老师的带领下朗诵了儿歌“小白兔”，
还以一曲“新年好”祝大家兔年快乐。

一年级一班的同学们在刘书筠老师的

口琴伴奏声中表演了合唱“永远是好

娃娃”。三年级二班的同学手持鲜花

为大家表演了歌舞“春天在哪里”。四

年级二班的同学们分作两队进行了古

诗比赛，指导老师林泽宇担任裁判。

五年级的同学们在章燕、白亚来两位

老师的指导下改编了歌曲 “两只老

虎”，表达了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对中

文学校的热爱。学生代表们还给老师

们献上玫瑰花 ，感谢老师们多年来

的辛勤培育。十年级毕业班的同学们

合唱了一曲“故乡的云”，替父母们表

达了对祖国家乡的思念。武术班的小

同学和指导老师张兆勋表演了武术太

极拳，体现了中华武术的活力和魅

力。除了班级的表演，从许多优秀的

个人才艺展示中筛选出的节目也让大

家耳目一新。党傲寒同学为大家带来

一曲小提琴独奏“新春乐”。小钢琴家

屠旋银表演了独奏 “ 欢欢喜喜过个

年”。王熙舞蹈团的小姑娘们表演了

优美舒缓的傣族舞。几位同学和他们

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一同登场，演

唱了大家熟知的歌曲 “ 外婆的澎湖

湾”，其乐融融。李鑫荃 、林家怡为

大家献上了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
丁昊和程小娅表演了精彩的民歌对唱

“刘海砍樵”。由中文学校老师组成的

女声小合唱，为大家献上了高水准的

压轴曲“向往西藏”。最后由程小娅一

家领唱，全体演员一同演唱了“难忘
今宵”，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除了舞台上的文艺演出，我们的

游艺活动中心更为学生提拱了开心天

地。在程度团队的带领下，很多家长

及高年级学生主动担任不同活动的负

责人。他们认真负责，有的同学午餐

也没来得及吃，一直指导着源源不断

的游客，充分显示他们的领导才能。

我们开设了 12个 摊位的游戏，有钓

鱼、贴鼻、投球、保铃球、投标、套

圈、拖球走、夹玻璃球等等，吸引了

几百个孩子。他们为了能赢到自己喜

爱的奖品，全神关注地操作。 拿到

奖品那高兴的样子就别提了。让孩子

们更感惊喜的是，今年每人还拿到了

红包。相信这个具有中国传统的红包

来年会给他们带来运气。  

        过年了，中国人都要吃年饭，中

文学校家长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聚餐

活动。 翟广志和范老师从老四川等

饭店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套餐作为午

餐，义务家长们井井有条地分餐给大

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与孩子

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学校的 领导与

部分家长、老师、学生还去饭馆共进

晚餐，庆祝联欢会的成功。

 
 
 

 
 
 
 

 
 
 
 

 

 

 

十年级学生演唱十年级学生演唱十年级学生演唱十年级学生演唱《《《《故乡的云故乡的云故乡的云故乡的云》》》》 

全体演员合唱全体演员合唱全体演员合唱全体演员合唱《《《《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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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老师给毕业生的寄语毕业班老师给毕业生的寄语毕业班老师给毕业生的寄语毕业班老师给毕业生的寄语 
郑坚瑜 

 
        亲爱的同学们：首先祝贺你们顺

利完成中文学校的学业！其次，向你

们的家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十

年，你们从天真烂漫的儿童成长为有

知识、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少年。十

年来，你们的家长为你们的成长尽心

竭力。他们风雨无阻按时接送，时时

刻刻鼓励你们好好学习。请同学们回

家后向父母说一声“谢谢！”并和家长

分享你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毕业班的任课老师，我对你

们的期望只有一句话：坚持学习中

文。中文是其他美国人无法和你竞争

的优势。同时，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多

了一种工具和生活技能。能掌握一种

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使用的语言会

使你的生活丰富多彩、获益无限。 
        最后，请同学们多回母校看看，

中文学校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我家所在的城镇：Bethany  我平常去的学校：Amity High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肯定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打冰球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科学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一年级时，我赢了一个风筝。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中文老师 

 
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 

 

我家所在的城镇：Branford  我平常去的学校：Branford High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 我想再学中文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游泳、拉小提琴和吹黑管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我最喜欢生物学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唱“北京欢迎你！”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科学家 

 
金翔金翔金翔金翔 

我家所在的城镇：North Haven   
我平常去的学校： Hamden Hall Country Day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 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 :想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我喜欢吹笛子，画画，打网球、和打排球。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我喜欢化学、生物学和数学。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跟我的中文学校朋友一起聊天。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医生。 

 
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 

我家所在的城镇：West Haven  我平常去的学校：Platt Tech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想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画画、跑步、打排球/羽毛球和学语言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数学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交新朋友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建筑设计师 

 
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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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所在的城镇：Woodbridge  我平常去的学校：Amity High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是。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游泳和照相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数学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五年级，中文学校春节 snow white 表演。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中文老师 

我家所在的城镇：Cheshire  我平常去的学校：Cheshire High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八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肯定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游泳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西班牙语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药剂师 

。 

 
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 

 
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 

我家所在的城镇：North Haven  我平常去的学校：North Haven High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毕业后想继续学中文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画画、唱歌和弹琴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英文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在台上唱歌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医生 

 
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 

我家所在的城镇： Woodbridge  我平常去的学校： Amity 高中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我会继续努力的学中文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旅游，听音乐，还有吹黑管。我也喜欢看中文电视连续剧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是科学还有历史。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在耶鲁大学跟朋友一起玩儿捉迷藏。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可能是医生 

 
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 

我家所在的城镇：West Haven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十年 
我平常去的学校：Metropolitan Business Academy 
从 SCCS毕业后还想继续学中文吗？:想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看书、跑步、听音乐和打电脑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历史 
我在中文学校印象最深的记忆：中文学校表演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做生意 

 
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 

我家所在的城镇：New Haven 
我平常去的学校：Worthington Hooker School 
在 SCCS中文学校的年数：一年 
我的业余爱好和特长：电脑和音乐 
我最喜欢的学习科目：科学 
我最喜欢的书 , 音乐，电影， 电视节目 ：电影“Hangover” 
二十年后，我的职业可能是：FBI 

 
曹景曹景曹景曹景喆喆喆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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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关于中关于中关于中文学校教学文学校教学文学校教学文学校教学、、、、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管理的看法管理的看法管理的看法管理的看法 

九年级学生    邓得榕 
 

        我还记得九年前被父母拉到耶鲁

的 Harkness Hall 去上中文课。现

在回头看，我觉得能够坚持学中文到

今天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先后在

五位老师的指导下读过书，我认为教

我的老师越来越有经验，总的来说，

教 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在南康的 

Engleman Hall 学 比 在 耶 鲁 的 

Harkness Hall 好多了。这所学校的

管理这几年也有很大的进步。每年学

校开办的中国文化课和其他课外活动

越来越丰富，而且学校的新事务（比

如计点制度、校刊、为家长开的研 

讨会等）都表现出学校的发展。  

  

     经过九年《标准中文》的教

育，我学了很多古代题材的课文。光

在我们正在学的第二级第三册里就有

许多这类的课，比如：《每逢佳节倍

思亲》、《寓言 两则》、《田忌赛

马》、《捞铁牛》、《李广射虎》、

《完璧归赵》。这些课全都是今年学

的，前几年学的更多，所以我就不继

续列出来了。在今年学的古代故事 

中，我最喜欢的是《寓言两则》，尤

其是“亡羊补牢”。这篇课文又短又

简洁，课里的道德和成语都很知名。

我最不喜欢的课是《捞铁牛》。这篇

课文又长又难念，过 了两个星期我

就把课里的生字全都忘掉了。学完这

些古代故事，虽然我知道怀丙是怎样

把铁牛捞出来的，虽然我现在能用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来炫耀我

的知识， 但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

用中文跟外界打交道、办事。如果我

们班选择换教材，我仍然 愿意每一

两个月学一篇像《寓言两则》这样的

课文，这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成语有

更深的理解。不过，总的来说，我觉

得对我们这样年龄的学生，学习写通

知、评论 比写故事、散文更重要、

更实用。  

  

    我对老师有几个建议。第一，我

觉得学生上课时中文讲得不够多。我

认为我们新的教材可能会用“小组讨

论” 和“面试同桌”这样的练习来

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我觉得我能肯

定地说如果课上的活动更好玩、更互

动，许多我的同学会对课上学的知识

更感兴趣而且他们对学的 材料的印

象会更深。比如，我的西班牙语班最

喜欢的课上活动是玩 Jeopardy（一

个琐事游戏）。西班牙语老师用我们

刚学的生字、生词作为游戏的题目。

用 这样一个游戏，我们一边玩一边

学西班牙文的字、语法、文化，感到

很轻松很有趣。 

 

《《《《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轻松学中文》》》》体会体会体会体会 

五年级老师    张晓光 

 

     作为《轻松学中文》试点班的

老师，我想把有关这套教材的试用体

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五年级一班是从

去年九月开始试用《轻松学中文》第

四册的。学生是以自动报名的方式进

入这个班的。学生的年龄从 9－13

岁，但都在我们中文学校学习了至少

四年。这一年我们一共学了以下内

容：长相、职业、性格、日常起居、

家务、宠物、学校、考试、学校活

动、美食、节日、及外出就餐等。学

生目前对以上这些内容在口头和书面

表达上都达到了这套教材的教学要

求。 

 

   通过这一年的学习，同学们的阅

读和写作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很

多家长都发现孩子们认识和会用的字

多了很多。由于所学的内容都是同学

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学生的

学习兴趣都很高，课堂上发言也非常

踊跃。如今同学们能够在短文中清楚

地描述一个人的长相、性格、及职

业；讲述自己的日常起居；介绍学校

的课程和设施；记录个人外出就餐的

经历等等。我个人认为这套教材为我

们的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学中文的兴趣

和希望。 

 

    从课本的编排来看，《轻松学中

文》是以大量的重复和螺旋式上升的

方式来帮助学生不断的提高和巩固所

学内容的。学生不会出现学了前面忘

了后面的现象。课本除了生字和课文

之外，所有的提问及练习都不注拼

音。在课堂上，《轻松学中文》是以

简单的课文入手，通过相关的图画及

问答来引导学生用口语的方式结合自

身的经历来表达所学的内容，同时也

配合听力问答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课

文和生词的理解。当然，学好这些只

靠课堂上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套教材

的练习册编写的也非常好。每堂课后

的练习不仅安排了与这节课的内容相

关的问题，同时还把前几册相关的内

容与之联系起来，这样在学习新课的

同时又复习了前几册的内容。由于我

们没有学 1－3 册，刚开始同学们觉

得作业很多而且不能独立完成，但是

大多数同学在家长的帮助下都能按时

完成作业。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班的同

学和家长们，没有同学们的努力和家

长的帮助，我们是不能看到现在的成

绩的。 

 

(上接第一页) 

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学校表彰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八年级 

中文学习优秀奖 
赵宇洁赵宇洁赵宇洁赵宇洁   孔冠熹孔冠熹孔冠熹孔冠熹   罗林罗林罗林罗林 

 
中文学习进步奖 

冯理白冯理白冯理白冯理白    赵明熙赵明熙赵明熙赵明熙    王曦王曦王曦王曦 
 

优秀作文奖 
卞欢欢卞欢欢卞欢欢卞欢欢    李鑫荃李鑫荃李鑫荃李鑫荃 

 
全勤奖 

赵宇洁赵宇洁赵宇洁赵宇洁     王之寒王之寒王之寒王之寒     杨雨辰杨雨辰杨雨辰杨雨辰 
 

中文学习坚持奖 
杨锦华杨锦华杨锦华杨锦华     王亮王亮王亮王亮     孙清林孙清林孙清林孙清林 

    

九年级 
中文学习优秀奖 

邓得榕邓得榕邓得榕邓得榕  张璇张璇张璇张璇   曹依兰曹依兰曹依兰曹依兰   霍俊宇霍俊宇霍俊宇霍俊宇   
 

中文学习进步奖 
张媛张媛张媛张媛   杨业婧杨业婧杨业婧杨业婧   张婷张婷张婷张婷   程安子程安子程安子程安子   张其杰张其杰张其杰张其杰 

 
优秀作文奖 

邓得榕邓得榕邓得榕邓得榕   王盛妍王盛妍王盛妍王盛妍   霍俊宇霍俊宇霍俊宇霍俊宇   曹依兰曹依兰曹依兰曹依兰 
 

全勤奖 
王盛妍王盛妍王盛妍王盛妍   郑炳恩郑炳恩郑炳恩郑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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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级   
中文学习优秀奖 

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   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   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 
 

中文学习进步奖 
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   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   金翔金翔金翔金翔   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 

 
优秀作文奖 

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郑秋怡   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李冉冉   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赵睿文   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 
 

全勤奖 
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   金翔金翔金翔金翔   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郑香怡 

 
中文学习坚持奖 

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王晶琳   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刘章奥   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路安娜   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王奕偲 
 
 

 
 

 

 

 

 

 

 

 

 

 

 

 

 

 

 

 

 

 

 

 

 

 

 

 

 

 

 

 

 

 

 

 

 

 

 

 

 

 

 

 

 

 

 

 

 

 

 

 

 

 

 

 

 

 

 

 

 

 

 

 

 

 

 

 

 

 

 

 

 

 

 

 

 

 

 

 

 

 

 

 

 

 

 

 

 

 

 

 

 

 

 

 

 

 

 

 

 

 

 

 

 

 

 
 

奥数竞赛奖奥数竞赛奖奥数竞赛奖奥数竞赛奖 
Helen Tsai 

 
小学和中学的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是一系列五次的比

赛。 在每年十一月开始，每

月一次至第二年的二月。 每
场比赛有 5个问题，主题范围

包括： 基本准代数，简单的

几何图形，数论，基本概率

和统计。 
         

        今年，南康中文学校小

学和中学两个队共 51 名学生

参加了奥数比赛。他们所获

得的奖项如右表所示： 

 

 

 
 

 

2011 年南康中文学校毕业生年南康中文学校毕业生年南康中文学校毕业生年南康中文学校毕业生和老师和老师和老师和老师合影合影合影合影 

Awards Division Elementary 

(3th-6th) 
Division Middle School 

(6th-8th) 
Certificates  (Participants) Lian Bourret 

Francine Cai 
Michelle Cheng 
Bonnie Chin 
Eva Hu 
Kathleen Jiang 
Sophia Pan 
Alex Zhang 
Danny Zhang 

Andre Cai 
Peter Cao 
Alex Li 
Helen Liu 
Victoria Liu 
Yiheng Li 

Felt Patch (Top 50 %) Rosie Du 
David Hu 
Dexin Huang 
Audrey Ruan 
Angelina Song 
Sally Thach 
Annie Wang 
George Wang 
Jake Wang 
Connie Xiao 
Yuchen Yang 
Kevin Zhao 
Michael Zhou 

Sharon Bian 
Evan Cheng 
Richard Hu 
Eric Kong 
Luke Li 
Darius Mostaghimi 
Max Wang 
Sharon Wang 
Annie Wu 
Alyssa Zhou 
Bryan Zhou 
Claire Zhao 
Kevin Zhao 

Silver Pin (Next 8%) Emma Boey 
Howard Ding 
Weixin Du 
James Engmann 
George Liang 
Alyssa Zhou 

Aohan Dang 
Jeffrey Wang 
William Wang 

Gold Pin (Top 2%) -- Lynn Liu     Lily Zhao 
Total 2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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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感言毕业感言毕业感言毕业感言    
十年级  赵睿文 

 

     你们可能都不记得中文学校在

耶鲁大学的时候。 现在，我记得也

不太多了，但是我还可以清清楚楚地

记得跟其它同学一起玩儿捉迷藏。现

在我都快从中文学校毕业了，但是我

还不太能相信从今天开始，每个星期

天我都可以睡懒觉了！在中文学校，

我交了很多朋友， 也学了很多中国

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

为在这十年来，我交了很好的朋友，

也看到他们成长为又聪明又优秀的

人。我会永远记住我在中文学校的经

历。同学们，老师们，我很感谢你们

的耐心和努力， 大家继续用功吧！

我的老师也帮我了解自己，也鼓励我

总是尽我所能。为此，我得感谢你

们。虽然我快从中文学校毕业了，我

可以保证我会回来看大家！祝大家好

运气! 

 
 

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学习中文的重要性学习中文的重要性    
2009 届毕业生  张停云 

 

我叫张停云, 我在这所中文学

校学了十年的中文。上中文学校时我

有时候也想放弃学习中文, 因为学习

中文的确十分辛苦。可是我上大学以

后就发现学习中文非常重要, 在大学

我看见有许多外国人都在学中文。据

说, 世界上大概有四千万老外高中生

和大学生正在学习中文, 这是因为他

们也意识到中文的重要性。由于中国

的高速发展, 许多工作领域都要求有

汉语基础, 比如新闻、金融,、通

讯、和旅游业等, 更多的机会则是教

授中文。我到波士顿大学后找到的第

一个工作就是辅导美国国防生的中文

和中国文化, 我大学一年级就有这种

工作机会, 正是因为我较强的中文语

言和文化背景。我希望大家现在努力

学中文, 以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也

会增加未来的就业机会。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    
十年级   郑秋怡 

 

春天来了！ 到了春天，清清的

河水哗哗地流着，可以听出很美的春

曲。河里的小鸭子们都开开心心地游

来游去。美丽的小花儿都张开了，就

像走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花园，看到

很多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大树绽

出了绿绿的叶子。那些绿绿的叶子，

在春风的吹动下，在空中轻轻地动

着，远远望去像一把随风撑开的绿

伞。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几只燕子

会从空中飞来。春天的细雨滴滴嗒嗒

地下着。雨后，太阳出来了，出现了

一道美丽的彩虹！ 

 

 
 

 

 

 

 

 

 

     水族馆水族馆水族馆水族馆 
十年级  李冉冉 

 

今年在中国南京度假的时候，妈

妈带我和弟弟到水族馆参观了一上

午。水族馆里有各种各样的鱼。有海

龟、鲨鱼、龙虾、海马、企鹅等等。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海狮馆。海狮在水

里游来游去，有的甚至会过来看你。

参观的人们是从上面往下看，人们可

以喂鱼片给海狮吃。工作人员会把一

块鱼夹在一根棍子上，然后把棍子伸

到水池的上空。海狮要吃鱼，它们就

会出奇不意地从水中窜出来，刹那

间，海狮就会把鱼片从棍子上咬下来

吃掉了。水池里一共有五六条海狮。

有的时候，它们会抢鱼吃。令人沮丧

的是最大的总会赢。我特别喜欢最小

的那个，它跳得不那么高，但他的脸

很可爱。我把鱼全部都给它吃了。水

族馆的动物很有趣，我们那天在水族

馆里过得很快活。虽然我们不能到真

正的海洋里去了解海洋里的动物，但

我们却在水族馆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海

洋动物的知识 

 

小虫和小鸟小虫和小鸟小虫和小鸟小虫和小鸟    
四年级   郭丫丫 

 

雨停了。一只小虫子从土地里探

出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兴奋

地叫道：“啊！没有什么比新鲜的空

气更好了！”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当然有比新鲜空气更好的东西啦！

那就是你,小虫子！”小虫子吃惊地

抬起头来，看见一只小鸟正看着自

己，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小虫子吓坏

了！它大声叫：“请你不要吃我！”

小鸟说：“为什么？你是我的美食

啊。”小虫子飞快地想了一个主意，

它说：“你可以吃祠料瓶里的种子

吗？”小鸟问：“种子在哪里？”小

虫子说：”种子在房子的后面。“小

鸟听了，就向房子后方飞去。但是它

什么也没有找到。当它气冲冲地飞回

找小虫子时，可小虫子已经不见了。 

真是一只聪明的小虫子啊！ 

 

 
 

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 
四年级  任天娇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

峰。有两万九千二十八英尺高，相当

于二十个帝国大厦的高度！它位于亚

洲，有六百万岁。 

一共有四千多人爬过珠穆朗玛

峰。六百六十个人爬到了最上面。

Edmund Hillary 和 Tenzing Norgay 

两个人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第

一次爬上顶峰。Junko Tabei 是一九

七五年四月十六日登顶的。她是第一

个爬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还有一百

四十人试图登上这座山，但他们不幸

牺牲在途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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