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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学年是紧张充实又丰富多彩的
一年。南康中文学校在过去的一年中继续成长
壮大。 目前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548人, 教
师人数也已达到50人。学校在本地区的影响
力也在不断扩大 -- 今年我们的学生来自康州的
44个市镇，比上一年增加了7个。高质量的教
学，多样化的课程设置, 安全良好的授课环境, 
以及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我校得以吸引越来越
多的华裔及非华裔的家庭。今年也有更多的非
华裔老师加入到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来。（下转
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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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日,百花与艳阳争
辉。南康中文学校的毕业典礼暨年度颁奖大
会在程贺南执行校长主持下隆重举行。今年
的特邀演讲嘉宾是康州教育厅负责多元文化
教育的专家William Howe (李伟林)博士。
         六年来累积学校已有六十名学生正式
毕业。今年十四人毕业创下学校一年毕业人
数新高。同学们在各自的日常学校中是九到

十二年级的学生，学习繁重，生活紧张。
但大家克服困难，坚持到了走上毕业典礼
这一刻。
        胡恒瑞同学代表全班发言。六位同学
演出了根据课本改编的古代小品。其中两位
同学还朗诵了告别词。八位同学演奏了“送
别”、“同一首歌”。到场的众多家长们表
示很感动！

              
    理事会的一年  

                      党长久（理事长）

              
     2014-2015学年校务工作总结 

                   程贺南博士 （执行校长）
      
       中文学校是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中文
并快乐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个享受为人
父母的乐趣并为此而努力奉献服务的平
台。我们中文学校又经历了一年。这一
年非常不平凡。 理事会的理事们这一年
也一直在忙碌。其中包括组织了下列比
较大的活动。去年夏天完成了我校的第
一次财务审计。去年秋季组建了财务委
员会和公共事务委员会，并已经开始运
作。 （下转第三页）

        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我
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教师
培训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
重要环节，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保证。这个学年开学
伊始，学校教务部门即召开
会议，商讨如何加强教师培
训、强化教学管理、以及增
加与其它中文学校的教学 强
化教学管理、以及增加与其
它中文学校的教学交流和合
作。具体举措和活动如下：
 (转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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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年度毕业典礼暨年度颁奖大会  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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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一页 “校务工作总结”）多元化的氛围使我们的社
区更加富有活力, 也同时 为同学们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开阔
眼界, 互相学习, 博采各家之长。 

在2014-2015学年里,校务管理团队侧重开展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首先, 我校继续努力加强团队建设，巩固去年以
来开始实施的教师聘任和管理制度，完善教师守则。将教
师和员工的管理进一步正规化，制度化和透明化。同时, 
学校还在不断地积极招纳贤才，并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负
责新教师的聘用和考核。

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学校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学校定期
召集老师们进行中文教学研讨和培训（详细的内容请见梁
宁辉教务长的报告）。另一方面, 校长及负责教学的校领
导还定期听课并及时给予反馈以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学校
还以填写期末教师评估表的方式来邀请学生和家长参与到
提高教学的环节中来。今后，我们还将与孔子学院及其它
的兄弟学校合作，更多地为老师们提供有关教学内容和方
法的培训机会。

学校今年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社区建设以及为同学们提供
更多课堂之外的学习交流的机会。为了激发同学们学中文
的积极性，我们特意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生动有趣的课
堂外的活动，包括“我的夏日足迹”，“欢歌诗语”，“

中文角”等。在调动同学们学习积极性的同时， 我们也
积极探索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调动家长们的参与和社区服务
的意识。在过去的一年里,成功地为家长举办了一系列与子
女教育，健康，以及文化交流相关的活动, 如知名教授蔡
美儿关于家庭教育的讲座，大学升学讲座，音乐教育的讲
座，和最近的健康知识讲座。这些活动获得了广大家长们
的好评和欢迎，也增加了家长之间的凝聚力。

与往年相比，我校在对外宣传和联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
步。我们继续加强和南康州立大学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
邀请南康的新任校领导们参加我校的春节联欢活动和其它
重要活动之外，我们还积极支持并参加南康举办的各种文
化及学术交流活动。在保持同南康的合作之外，我们还积
极与本地的文化教育机构合作推广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雅礼协会，耶鲁大学东
亚委员会，纽黑文图书馆，Woodbridge Beecher Road 小
学，佩斯大学孔子学院等。今后我们还将更深入地与这些
合作伙伴开展各种教育文化项目。

我们期望今后南康中文学校不仅仅
局限为一个语言学校，更希望它能
够成为一个社区的学校，一个共同
的精神家园。期待大家共同努力将
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校办得更好!

  

（续第一页 “加强教师培训的系列
活动”）由校长程贺南、副校长周菡
和教务长梁宁辉组成的教师考核小

组，对学校老师进行听课考评，并填写非常详细的意见反
馈表，对老师的教学提出客观中肯的建议。

2014年10月，中文教师傅乙光，Marilyn Guerrera以及校
长程贺南一行三人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参加了海外
中文教学的培训活动。11月8号，我校中文老师三十多人在
耶鲁医学院小礼堂，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培训会。老师
们按相近年级分成六个组，依次进行了教学经验的介绍或
教学活动的演示。这次培训会促进了老师之间的合作，加
深了相互了解和经验交流。

今年3月28日耶鲁中文部的资深老师沈建华、李戎真应邀和
我校教务长梁宁辉一同给全体中文老师进行了精彩纷呈的

讲座，通过模拟教学和实例教学介绍了具体的、实际可用
的教学方法和技巧。老师们深受启发，表示会在日后教学
中尽力强化口语教学，让我们的中文课堂更加生动
活泼起来。

今年5月2日，我校谢宁、高兴和冉冉老师积极参加了在纽
约举行的第13届纽约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开阔了眼界，
收获颇丰。她们将会在下学期给全体老师介绍会议的主要
议题。

在家长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去年10月和11月间，五年级老
师白亚来、钟梅和章艳老师分别面向全校老师举行了教学
公开课。今年3－4月间，六年级老师翟蕾 、王宗媛、郑红
也举行了教学公开课。几次公开课，吸引了很多教师积极
参加，大家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互相学习的机会，受益匪
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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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一页“理事会的一年”）财务审计：根据我校颁布的
财务条例，与校财务部门合作，校理事会于去年夏天组织了
我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务审计。财务审计的目的是保证我校
的财务运行符合条例、健康透明。财务审计包括有我校家长
参与的审计（内部审计）和从外部邀请专业会计师进行的审
计（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小组包括家长代表（夏泽华、吴
敏，李婧彤）和理事代表（何颂文和党长久）。外部审计由
负责财务方面的理事李立邦组织。这次审计第一次使我们对
我校的财务和管理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并为以后财
务运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性意见。

财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由校财务人员（王滨、彭丽萍）、
理事代表（李立邦，后转交至陈昕）和志愿家长代表（翟广
志、Lingdi Pierce、王玮、吕歆仪）共同组成。校长（程贺
南）、理事长（党长久）是当然会员。该委员会由王滨领
导。财务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管我校财务部门按财务条例运
行、听取财务报告、帮助规划学校预算等。

公共事务委员会：公共事务委员会由理事（党长久、刘岩
斌）、校行政团队人员（程贺南、周菡）、家长代表（丁俊
琪、王英姿、Joyce Shavers）组成。该委员会由党长久领
导后移交至刘岩斌。其职能是负责协助相关法律人士为学校
提供法律咨询，与学校其它管理团队共同处理和法律相关的
事务，负责我校的对外宣传和筹款活动以及协助处理可能的
突发事件。

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由理事会代表（党长久、卢俊），
学校行政团队代表（程贺南、周菡、梁宁辉），教师代表
（李方勇、王海颖、杨如华、徐旭明）和家长代表（牛卫
华）组成。该委员会由卢俊领导。其职能是在教育方面向学
校理事会和学校行政团队提出改进策略和意见，促进学生及
家长、教师、理事会和学校行政团队之间的沟通，协助学校
行政团队举办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活动。

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也是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
正在组建中。现由下列人员组成：理事会（赵倩）、家长会
（方遒、李雅湘）和志愿家长们（许建军、罗宇茜、赵滨）
。校长（程贺南) 、 理事长（党长久）、家长会主席（何颂
文）是当然会员。该委员会由赵倩和方遒共同领导。
该委员会的职能是帮助增强中文学校的安全环境、降低事故
可能性、建立改正措施来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的安全检
查、监督和促进安全培训。

理事值班制度：为了和学校工作人员和家长老师们的更好合
作和沟通，理事会从本学年末开始试行理事值班制度。在
没有召开理事会的开学日，理事们轮流在学校办公室值班
（1:20-3:10或3:00-4:50）。这样，每位有需求的学校会员
在每个开学日都有机会和理事会沟通。

希望这些活动的开展能为我校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们参与到这所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建
设中来。

                                      南康中文学校 2015毕业典礼暨年度颁奖大会

这个学年又飞快地过去了， 希望我们
的学生在学习拼音和中国文化历史的
同时， 也参与了各种教育性和娱乐性
的活动。 一如往年，每年家长会最重
要的活动春节联欢晚会 ，也于2月中
在Lyman Center 举行了。在大家的
努力下， 节目进行得非常顺利，狂风
暴雪中依然有满座的观众支持。 两个
半小时的表演中，学生们的热情给观
众和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也
在去年底首度举办了才艺表演，并且
大获成功，所以我们将在本学期末举
办第二次的才艺表演。这些活动的主
要目的，都是希望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练习中文，尤其是练习在众多的观众
面前表演， 更是培养领导才能的好方
法。

四月底，在许多烘培班的家长的帮忙
下，我们也举办了一次成功的糕点募
款拍卖。 所有精美的糕点都在数分钟
内抢购一空，募得的款项将用在第二
次的才艺表演。 许多家长都在期待中

文学校暑假的到来， 但也请不要忘了
我们一年一度的夏日野餐聚会，希望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有许多美食和户
外游戏的活动。

在我们一周只能见一次面的情况下，
还能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完全是依靠
热情的家长和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
无法一一感谢，谨在此致上我们最高
的谢意， 谢谢所有热心的家长和志
愿人员，希望大家对家长会将来的活
动，继续给予你们的意见和支持。

             谢谢！
 
             南康中文学校家长会
              何颂文    方猷    李雅湘

                                         PTA活动汇报

表彰老师

从事教学15周年服务奖
        聂型铁  张小安 

从事教学5周年服务奖
    王謦  王影  何英姿 章艳               
     郑红  Lingdi Pierce     
     邬永金 严恒林   

杰出贡献奖 丁俊琪博士 
     (Dr. Junqi Ding）
社区服务奖
   家长志愿者
        赵倩  王效戎   王敏熙
   学生志愿者:
         曹依兰    孙圆圆  

                                                   

2014-15学年
为学校服务的优秀志愿者
      Howard Ding, 
      Austin Han,   Julian He,   
      Marea Li,   Jenna Lu, 
      Joy Qiang, 
      Audrey Ruan, 
      Sally Thach, 
      Lily Tong, 

    Charles Wang,               
    Hanna Wang, 
    Zachary Wang, 
    Eric Xia,
    Angela Zhang, 
    Steven Zhang, 
    Janet Zheng, 
    Michael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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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  
     五年级:    吉远旻(Lauren Ji)
      六年级： 杨允瑞（Ryan Yang）      
                       Katherine Mao

                            金徽
                       David Zhang

          Steven Zhang （张睿）

银徽

     小学部： Grace Liu，   Olivia Duan (段小未， Michele Connors， Aaron Kaiser
                       Jane Ding (丁洁）， Yanli Muhs
                       Adam Ma， Jonathan Wang(王贝贝）， Lauren Guo(郭良帅）
                       Charles Wang(王闻哲），Eric Song (宋淼帆），Carolyn Yang
     中学部：  Christopher Wu， Rosie Du

八年级 九年级 十年级

中文学习优秀奖

优秀作文奖

阮辰玥杜炜昕
吉远雯 胡婷娜 

阮辰玥 路佳娜
吉远雯 梁景昭
郭恺林 

胡恒瑞 
夏昱普
丁浩 

胡恒瑞 
夏昱普
丁浩 
郝临风

秦卷舒  蕾蕾  王忆杉 童莞睿 王小珊  
高嘉辰 杜若 王欢欢 王乐乐李凯文 
郭常馨 宋伯韬 郭良帅 张宇平 方荩达

王欢欢  王乐乐  李凯文  
张宇平 宋伯韬  张梦研
郭常馨 高嘉辰 杜若

  
SCCS Math Olympaid Elementary Team is awarded “Highest  Achievement Team”， the top 10% among 3874 teams worldwide. 

奥数竞赛奖

我的朋友迈克尔
十年级 夏昱普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迈克
尔。我四年级搬家，从Boston搬到Madison 的
时候，我特别害怕。我不熟悉这个地方，也特
别想念我以前的家。刚来的时候，我谁也不认
识，一个朋友也没有。但是迈克尔马上就走过
来和我说话。我们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
       我和迈克尔的关系非常好。我要是有什么
问题，迈克尔毫无疑问会帮助我。在学校，我
们会一起做作业，一起考试之前复习学过的内

容。
另外，我们喜欢的东西很多是一样的。 我们经
常会一起出去玩，看电视，玩游戏，学习等等。
我们喜欢玩的体育运动也都一样。我们都爱跑
步，打篮球，踢足球，还有玩橄榄球。我们都在
我们高中的体育队里面。
        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在家特别不高
兴，非常失望。但是迈克尔带我去游乐园玩了一
天，让我忘记了这件事。迈克尔总是能让我的心
情非常好。我不高兴的时候也能让我笑。迈克尔
的确是我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朋友

快乐的看门老头
十年级 丁浩

        每年暑假，我都盼望能见到那一位夏令营里快
乐的看门老头。他六十岁左右，岁月把他的头发染
白了，但是他却有一颗童心，灿烂的笑容总是挂在
他那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
       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在学校的入
口处，你可以看到快乐的看门老头坐在那个小丘的
樱桃树下，把他的快乐带给每一位参加夏令营的朋
友。有时，你可以看到他戴着高高的红白相间的礼
帽，装扮成 Dr.Seuss 笔下活泼的小猫；有时，你可
以看到他坐在独木舟上，手里划着双桨；还有时他
装扮成救生员，身边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救生圈，向
经过的车辆和行人招手：早安！注意安全。在那颗
樱桃树上常常挂着不同的标语。这是我们每天夏令
营生活快乐的开始。
       我感谢这位快乐的看门老头给我们带来的欢
乐；我盼望着明年夏令营还能再见到他。

 人生的意义
十年级 郝临风

      人生的意义在于要有成就又要有幸福。要有幸
福就要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东西，要成功就要努力奋
斗。
      小的时候，我知道我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我
特别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弹
钢琴。我跟着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学习了几年。我
跟着他学了很多很多曲子， 还和别的小孩一起演
出。到了七年级，我又开始学习爵士乐。我很喜欢
弹这样的音乐，因为可以用自己的自由发挥，这比
古典音乐更好玩儿。所以我参加了地区选拔，被选
上了！我跟很多同样爱音乐的小孩一起到州里演
出。我们上舞台的时候，台下观众有三百多人，我
有一点儿紧张。可是，当演出开始了以后，我就忘
记了有这么多人看，只是沉浸在音乐里，一点也不
紧张了。我特别喜欢弹钢琴，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
的名曲。
       就这样做你最喜欢的东西，让你自己很开心，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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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乐乐

我的名字叫卞乐乐。我在Branford, CT长大。当我
十三岁时，我们搬到Cheshire，
CT。 我现在十五岁，在Cheshire
高中上高二。我参加一些课外
活动，比如拉小提琴，弹钢琴，
练习体操。我热爱音乐，拉了七
年的小提琴，弹了八年的钢琴。
虽然现在我不再去上钢琴课，我
还经常自学新的曲子。我从六岁
就开始学体操，最近五年我在很
有竞争力的体操队里，每星期去
参加两次排练。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中文，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就要毕业了。学中文虽然非常
困难，但我学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同时
我还交了许多朋友。我已经发现学会中文有些好处，比如
说，我可以用中文跟中国的亲戚和朋友聊天。

蔡明安

您好！我叫蔡明安，但大多数人都叫我的昵称“明”。我2
岁起开始学中文，七岁开始上南康中文学校。在我学习中
文的过程中，我掌握了拼音和数百个汉字。开始我学习比
较慢，因为我不得不单独记忆和书写每一个字，但随着我
掌握的汉字越来越多，我增进了学习进度。因为我的中文
进步很快，所以我能跳过9年级直
接进入10年级。

在我的空闲时间，我喜欢阅读非
小说类教科书，儿童漫画，还玩
儿电子游戏。我还喜欢弹钢琴，
我学习弹琴的历史比在中文学校
学习的年份都长。今后，我打算
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程序员和钢
琴家，还有我的梦想目标是创建
一个成功的动画系列。

丁浩

大家好！我是丁浩，今年就要从南康中文学校毕业啦！当
我面对着电脑用中文写毕业感言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

回想学习中文的十个春夏秋冬，从a、o、e、i，到能用拼音
输入写作文；从学习《标准中文》、《轻松学中文》到《
中文》课本；从报考汉语水平考试YCT到HSK；从学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到“滚滚长江东逝水；从短剧《三只
小猪》的演出到《灰姑娘》；从参展首届“文化艺术节”

到“我的夏日足迹”作文展；从演奏民族乐器葫芦丝到巴

郭智泓

大家好，我叫郭智泓，今年十六岁
了。我住在 North Haven，今年读高
三。我有许多爱好，比如，我喜欢跑
步和打篮球，我还喜欢看电视和朋
友聊天。在学校，我参加跑步，乐
队，玩极限飞盘。在乐队中，我吹
中音萨克斯。高中以后，我想当软件
工程师。

我在南康中文学校已经读了十年了。
在南康中文学校读书是一个很难忘
的经历。我在这里交了许多朋友，还学了许多东西。我的
中文进步了很多，现在我可以用中文聊天了，如果别人用
中文跟我聊天，我也会听得懂他们说的话。现在我快毕业
了，我要把在中文学校读的东西用下去。

郝临风

我的名字叫郝临风，住在康州的
Guilford。从小我就觉得中文很有意
思，但是却很难学。我六七岁开始
上中文学校，很喜欢听别人说话。
自己会说一点儿的时候，一有机
会，我就用普通话说。我对爸爸、
妈妈，和小朋友们都说中文。小朋
友们不明白我说什么，这让我觉得
很好玩儿。

 每隔几年，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弟弟回中国旅游一次。这
时候，我的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并且我慢慢地开始欣赏
中国文化。我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但我觉得中国最著
名的地方还是长城。长城上人特别多，我跟着爸爸爬到了
最高的地方。我在石头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站在长城之
巅，我好像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乌；从表演“刘海砍樵”到“煮酒论英雄”⋯⋯ 我了解了
中国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认识了中华
民族的勤劳和智慧；充满了对中国的
热爱和向往。我为自己坚持学习中文
的执著感到骄傲，也为十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而自豪。同时，我深深地感谢
中文学校、感谢我的老师和父母给了
我学习中文的机会。

今天，中文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
学习中文的道路上我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今后我会更加
努力地继续走下去。

二零一五届毕业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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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克

      你好，我的名字叫王在克，今年
十五岁。我喜欢的食物是饺子。我在
吉尔福德高中读一年级。我喜欢足球
和篮球，也喜欢与朋友交谈，玩视频
游戏。我在学校乐队拉大提琴。

        作为一名高中学生，我的梦想是
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毕业后做自
己喜欢的与工程有关的专业。

        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后裔，我很幸运有学习中文的机会，
每星期日去中文学校。其实，我很喜欢中文，可是我学习不
够认真，所以我的中文很不好。但我坚持了十年。想想今年
马上就要毕业了，除了对自己没有学好中文感到遗憾，更多
的是想对教过我中文的老师们表示感谢。谢谢老师们！你们
辛苦了！

夏昱普

     我的名字叫夏昱普。我住在 
Madison, 今年在 Daniel Hand 高中
上十年级。
在学校，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和
科学。最近我也比较喜欢世界历
史。不过，我还是特别喜欢生物学
和化学，因为我觉得它们是最有趣
的两门课。即使在校外，我也会读
科学文章和杂志。夏天我在耶鲁
医院做过志愿者。我知道文化和
学   问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会努力
学习，努力地追求我的目标和我的

梦想。
       在课外，我喜欢参加体育运动。我参加许多俱乐部，
比如说数学团队，科学奥林匹克俱乐部，学生会，学生报
纸，还有辩论队。而且，我也喜欢打篮球和跑步。在我有
空的时候，我喜欢读“纽约客”或“科普”的社论。我也
喜欢看篮球赛或者“权力的游戏”这类电视剧。

我出生在北京，也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说中文没
有问题。但是，我搬到美国的时候，我的阅读和写作还是
比较差。在美国住着，我知道的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少。在
南康中文学校学习的五年当中，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
我提高了中文水平，了解了中国文化。我非常感谢他们教
我那么多的无价知识。中国越来越强大，中文也越来越有
用了。我感到很幸运我可以说中文。我毫无疑问会继续学
习，继续提高我的中文水平，了解中国文化。我永远不会
忘记这个重要的语言，不会忘记这个伟大的民族。

杨长麟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长麟。我在1997年出生，今年十
七岁。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我。今年我在
Platt Tech高中上十一年级。
        每个季节我都在学校踢足球、打网球、跑步。我在学校
得了高等荣誉（High Honors）。每个星期六，我和表哥到我
们爸爸的公司去帮忙打扫卫生，还学习设计。有很多人在那
儿工作。
            星期天我上中文学校，今年读十年级。从二年级开

始学习，我一点儿中文都不会说，写
不出我自已的名字！一年一年慢慢过
去，我渐渐地学了如何说和写中文。
到了现在，我都知道怎么看一些报纸
了！我在这个中文学校八年了，学了
很多中文历史、小说、诗词，我也交
了很多朋友。

       在这个学校，我学了很多中文。有
些人可能会说这就完成了中文学习，
但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杨琴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琴。我今年十六
岁。虽然从三年级才开始上SCCS，我跟
多老师和同学们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
学到了很多知识和中国历史。这些有趣的
课，帮我接近了我的中国文化。
     我目前在New Haven 的 Metropolitan 
Business Academy 上高二。我最喜欢的课
程大多是科学相关的，如健康科学和法医
学。
       我从小是一个很害羞的人。通过提高
我的自信，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外向一点。
现在在学校，我和一些朋友做烘烤销售和捐赠衣物。我还打算
明年搞一个音乐俱乐部。我的课外活动包括：游泳，陶器，高
尔夫球，弹钢琴。我所学到的一切一定会对我未来的职业有很
大的帮助。

张先智

    我叫张先智。今年16岁，在Amity高中上第二年。
我是四年级时来中文学校的，从中文学校的三年级开始。我本
来恨死中文学校。
     每次一到星期天爸爸妈妈需要催我、骂我才能把我送到中文
学校。可是呢，我现
     在上了中文学校的十年级班，我终于对中文有点感情了。

     中文学校不只是教了我中文。中文学校
还教了我怎么能对中文历史、文化等有点
     感性。我是通过这个感性才意识到我过
去一直都不是中国人，因为我从来都不懂
     得尊重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等。现
在，我在中文学校学到了并且开始欣赏中国
的语言、文化、历史。通过这样的过程我才
能真正地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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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将要到中国参加志愿者活动，我很高兴能利用我
在这里学到的中文为中国学生讲美国学生的生活。我从小对
科学感兴趣，将来准备学习神经科学并成为一名医生。

2008年我跟着爸爸去看了北京奥运会，和爷爷奶奶一起住了
一个月。这是全世界的盛会，非常热闹。我们去现场看了跳
水、网球、沙滩排球还有乒乓球的比赛。
最喜欢看的还是跳水。人在空中可以做这么多漂亮的动作，
很激动人心。

在学校里我很喜欢打高尔夫球，而且进了我们高中的校队。
我也喜欢弹钢琴，吹大号，打篮球。今年我就要从中文学校
毕业了，但我还会继续学中文的。

雷浩宜

我叫雷浩宜，现在Guilford高中上九
年级。我出生在北京，一岁时和爸
爸妈妈来到加拿大，六岁来到美
国。我喜欢读书，拉小提琴，弹钢
琴，滑冰，击剑，踢足球。我二年
级的时候开始在SCCS学中文。

我今年要毕业了，也越来越意识到中
文学习的重要性。小的时候，中文学    校
只是我父母说我应该去学习中文的地方， 可是现

在我真的喜欢上了中文学校。我非常喜欢学中国的文化，
特别是历史 和地理。中文学校提高了我的中文水平，帮我
更容易地和家人及中国的朋友 交流。我在中文学校交了很
多新朋友。今年离开中文学校后，我肯定会想他们。我会
想念每个星期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日子。我非常感谢所
有帮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我肯定会继续学习中文。

今年夏天我将要到中国参加志愿者活动，我很高兴能利用
我在这里学到的中文为中国学生讲美国学生的生活。我从
小对科学感兴趣，将来准备学习神经科学并成为一名医
生。

胡恒瑞

我叫胡恒瑞，刚满了15岁。
我在Southbury的Pomperaug
高中上学。我这个学生
的特点是，本性很懒、很
弱，所以做事就喜欢尽量简
单。我认识到我自己的局限
性，所以我一直都有明确而
有效率的目标。固定模式
让我迷茫、陈词滥调让我厌
恶，因
为我从来都相信我能找到更
好更简便的办法。这种性格
很重要，特别是在学习、弹
琴、游泳这三项活动中，因
为自己的领悟而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特别是游泳和钢琴
现在已成了我的爱好，当然
这也是全美国华人一半人的
爱好......

可是在中文学校，我这个特
点却成了大问题。因为从小
写作文就是我最难把握的作
业。日常用的汉语的独特性
在于它的不独特；陈词滥调
如成语，却受着欢迎。而且

大家都相信最好的写作文的
模式肯定在中国的“五千
年”里已经被找到过了。
这样在写作里，我的个性
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不过，我在中文学校学习
了多年之后，在这方面已
经取得了很大进步。SCCS
让我学了很多成语故事、
标准作文、小云和大卫的
对话，等等。我思考着这
些，然后我意识到它们不
仅在以 前使我
的性 格进

步， 而且
将来还 会给我
打开工作、学习、生活的
大门。

连汝佳

大家好，我是连汝佳。我和我的父母还有一只可爱的狗一
起住在Cheshire。我今年17岁。我喜欢读书，跳舞，滑冰，
游行乐队，交朋友。夏天高中毕业以后准备上UCONN ，
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了。

中文在我的生活里面一直是很重要的
一部分。因为我出生在中国山西省
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所以
我对中国有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很
怀念那个时候。我在那里的亲人
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两个堂
姐，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度过了很
多美好的时光。今年春节，我非常
幸运地和他们团聚，共度春节，唤起
了我对以前的很多美好记忆。我小时 候
最喜欢的电视剧是《还珠格格》。有趣的 是，
我最近在网上搜到了新版的还珠格格，我在10 年后还在看
同样的电视剧。真奇怪，那时的我怎么看懂的？

郑鸿宇

你们好，我叫郑鸿宇，今年
十七岁。我住在纽黑文。再
过一个月多我就会从 Coop-
erative Arts and Humanities 
高中毕业，然后准备去我申
请的大学上暑期
课程。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学中文。我们学校现在在 
SCSU，但我开始学的时候
学校在Yale 大学，我忘记什
么时候我们搬到 SCSU。

我的爱好妈？我喜欢看动
漫，吹黑管，钓鱼，还有爬
山。说真的其实我很喜欢
中文的历史和食物。

我学中文的时候常在自己的
头脑里在想这个字怎么念，
英文的翻译是什么，怎么
用，等等。我学的很慢，学
什么都要学几遍才能看懂其
中的意思。我想将来中文在
我的
生命
里会
很有
用。
我去
了大
学
后，
可能
有中
国人在那里，我就可以很快
交朋友了。我一定不会忘记
我在中文学校学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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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快讯   
    高兴      
2015年5月2日，我校谢宁、冉冉和高兴三位老师
作为南康中文学校代表参加了在纽约佩斯大学举
办的第13届纽约国际中文教学研讨会该研讨会由
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佩斯大学孔子学院、
南京大学联合主办，有来自美国中国、英国、匈
牙利等地的近240名专家学者出席。

        
        
大会共有97位专家学者做了79个主题发言，我校
三位老师认真听取了部分主题的报告，并踊跃提
问，同与会专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解了世界各
地汉语教学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方向，收获良多。

中文角活动
                   傅乙光

在一些家长的倡议下，这学
期，南康中文学校新开办了
一个中文角活动，提供同学
们在课堂之外练习中文口语
的机会，同时介绍中国传统
的毛笔书法、折纸、剪纸
等项目。每周日下午2:15-

3:45在学校餐厅举行的这
项活动，不仅吸引了华裔孩
子们，还引起了一些非华裔

孩子和家长们的极大兴趣，
有一家非华裔的姐妹俩和祖
父母每次必到。除了口语练
习，孩子们很喜欢折纸、剪
纸等手工，尤其对毛笔书法
非常着迷，很多家长都在打
听从哪里可以买到练习书法
的材料。 热心的老师们如
傅乙光、高兴、黄翡、杜
欣、刘书筠等，和一些学生

志愿者孙圆圆、路佳娜以及
部分家长常常志愿来中文角
指导学生，保障了这项活动
顺利有效的进行。

    校刊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梁宁辉  
     责任编辑: 和雨 李品俠
     助理编辑：孙圆圆

     校刊指导委员会
   
      理事代表： 党长久     
      教师代表： 刘霞 王海颖

     欢迎投稿！来稿请寄：

 newsletter@ynhchinese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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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出演南康文化节
                                                    舞蹈班老师 刘霞

 4月29日我校舞蹈班的四位同学参加了南康州立大学
的文化节表演。这天天气晴朗，南康州立大学内充满
了生机，一片春天的景象。四位同学在家长们的陪同
下利用学校中午，午餐休息时间来到南康大学参加表
演。她们表演了舞蹈《小苹果》和《好运来》，应
邀参加表演的还有专业独唱演员郝音，她演唱了歌曲
《好运来》和《我爱你中国》，同时彩蝶舞蹈团的两
位演员也表演了舞蹈《秀色》，她们是我校学生的妈
妈们。参加文化节表演的还有南康州立大学美国非洲
学生团体和拉丁美洲学生团体。各团体的表演都很精
彩。我们南康中文学校的表演更是受到观众的欢迎和
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