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1 

 

年刊编辑 

总编： 许佩珍 

编辑： 肖玲、张煜（Aaron Zhang） 

摄影： 许佩珍、徐民风、汪凯文（Kevin Wang） 

封面封底设计：彭伟克（Victor Peng)、段遐 

校对：陈安婕（Jessica Stark）董刚 

目录 

行政 

语言班 
学前一班 
学前二班 

中文一年级一班 

中文一年级二班 
中文一年级三班 

中文二年级一班 

中文二年级二班 

中文三年级一班 

中文三年级二班 

中文三年级三班 

中文四年级一班 

中文四年级二班 

中文四年级三班 

中文五年级一班 

中文五年级二班 

中文六年级 

中文七年级一班 

中文七年级二班 

中文年级一班 

中文八年级二班 

中文九年级 

中文十年级 

黄宝珍 14 
肖  玲  15-16 

冯  静 17 

高  晖 18 
陆俭恩 19 

何 薇  陈雁飞 20 

李  方 21 

孙宏悦 22-23 

周  淼 24 

李莉 25-26 

褚亚丹 27-28 

丁志梅 29 

高  杰 30 

翟文怡 31 

李芳冰 32-33 

吴全喜 34 

孙东宁 李 曦 35 

何沈文 36-37 

任小波 38-40 

缪薇薇 41 

冯晋哲 42 

陈爱萍 43 

CC
C 

CH
INES

E 
SC

HOOL
 2

01
2
-20

1
3
 Y

EAR 
BO

OK
 

校务人员名单 3 

董事会`成员名单 4 

中文学校稳步发展——钱涛 5 

年刊里面话今年——费国平 6-7 

PTA一年回顾——陈慷果 8 

历年校务人员名单 9 

历年中文学校杰出贡献奖得 10 

本年度中文学校奖 11 

2012届毕业生 12 

华社青年服务队 13 

https://plus.google.com/u/0/101464034504710395221?prsrc=4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2 

文化课 

 

成人中文一班 张 伟 44 

成人中文二班 董  音 45 

儿童中文一班 陈  泉 46-47 

儿童中文二班 周岚竹 48 

儿童中文三班 季  颖 黄如春 49 

儿童中文四班 江 淼 50 

成人英语初级班 Jeannette Hill 51 

成人英语中级班 Martha Harausz 51 

成人英语班4 宋慕浩 52 

电脑班 

象棋初级班 

儿童绘画班 

儿童绘画中级班 

素描初级班 

素描中级班 

美术手工 

基础键盘音乐 

中国武术功夫班 

舞蹈一班 

舞蹈二班 

舞蹈三班 

舞蹈四班 

数学一班 

数学二班 

数学三班 

数学四班 

羽毛球 

乒乓球一班 

乒乓球二班 

陈伟青 53 

池明浩 54 

吴全喜 55 

刘安平 56 

徐丽亚 57 

张  伟 58 

陈爱萍 59 

尹德全 60 

鲁  克 61 

陆俭恩 62 

黄宝珍 63 

李新华 64 

张春园 65 

陆  群 66 

曹光华 67 

董子青 68 

孙文杰 69 

杨晓东 70 

徐民风 唐军农  71 

郭 涛  方 飙 72 

成人舞蹈班 

华社腰鼓队 

成人羽毛球俱乐部 

成人篮球俱乐部 

张春园 73 

宋任华  李新华 74 

李  锺 75 

Kirk Huang 76 

文化班 

CC
C 

CH
INES

E 
SC

HOOL
 2

01
2
-20

1
3
 Y

EAR 
BO

OK
 

其他 2012年华社中文学校讲故事比赛获奖名单 77-78 

世界海外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79-80 

2013 中文学校学生画展  81 

2013纽约首府华社暑期语言文化培训班 82 

http://dreamschool.com/albany/node/225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3 

Title Name 姓名 E-mail 

Principal 校 长 Guoping Fei 费国平 principal@albanychineseschool.org 

Council Chair 校董事会主席 Tao Qian 钱涛 qian06@yahoo.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Gang Dong 董刚 donggang36@gmail.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Xiaoqing Zhang 张晓清 qingagency@yahoo.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Aiping Chen 陈爱萍 achen9@gmail.com 

Treasurer 财 务 Wencui Zhao 

Frank Li 

Xia Li 

赵文翠 

李发展 

李霞 

craigs27104@gmail.com 

frankli.email@yahoo.com 

purplelee88@gmail.com 

Registration & Database Manager  

注册及资料库主管 

Jianhua Chen 陈建华 Jchen_9898@verizon.net 

Webmaster 网站主管 Beryl Hsia 许佩珍 berylh8@gmail.com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长会 

PTA   家长会主席 Kangguo Cheng 程慷果 kangguo.cheng@gmail.com 

PTA   家长会代表 Wenjun Shao 邵文君 Shaowj@gmail.com 

PTA   家长会代表 Zhuo Ma 马 卓 zhuo_ma@hotmail.com 

PTA   家长会代表 Jin Abrams 刘 瑾 jinliusf@hotmail.com 

PTA   家长会表 Jian Xu  徐 健 jxuonline@gmail.com 

 School Administration 2012-2013 School Year 华社中文学校校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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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首府中文学校董事会成员名单                                                                                                                                                                    

CCC Chinese School Council                                                                                                                                                      

2012-2013 School Year 

 

Title Name 姓名 E-mail 

Council Chair 

校董事会主席 
Tao Qian 钱  涛 qian06@yahoo.com 

Principal  校长 Guoping Fei 费国平 laofei@aol.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Gang Dong 董   刚 donggang36@gmail.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Aiping Chen 陈爱萍 achen9@gmail.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Xiaoqing Zhang 张晓清 qingagency@yahoo.com 

Treasurer 财务主任 Wencui Zhao 赵文翠 craigs27104@gmail.com 

Teacher Rep. 教师代表 Wenyi Zhai 翟文怡 wangzhai11@aol.com 

Teacher Rep. 教师代表 Xiaobo Ren 任小波 xulujia@gmail.com 

Teacher Rep. 教师代表 Shenwen He 何沈文 shenwen@hotmail.com 

PTA 家长会主席 Kangguo Cheng 程慷果 kangguo.cheng@gmail.com 

PTA家长会代表 Wenjun Shao 邵文君 Shaowj@gmail.com 

PTA家长会代表  Jian Xu 徐  健 jxuonline@gmail.com 

PTA家长会代表 Zhuo Ma 马  卓 zhuo_ma@hotmail.com 

PTA家长会代表 Jin Abrams 刘  瑾 jinliusf@hotmail.com 

Past Council Chair 

前任校董事会主席 
Xiaodong Yang 杨晓东 kxy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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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稳步发展 

钱涛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学校董事长 2012-2013 

时间流逝，在不知不觉之中， 2012-2013学年已经悄然接近尾声。在这一

年里，中文学校各项工作进展进然有序，注册学生人数稳步上升，教师队伍不断

壮大，学校的财务状况也明显好转。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我代表学校董事会，感

谢中文学校的所有教师，家长会代表和学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全体成员，感谢大家

为学校发展付出的努力和无私奉献。  

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我们中文学校的支柱。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中文学校有一大批资深望重的老师， 

多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教学和学校的管理工作。其中，董音老师是我们的表率。董老师已经在我们学校连续教了15

年中文， 她自己编写中文教材，带领新教师一起实践，让成人中文二外班的课程 系统化，系列化。任小波老师

每年组织学生参加海外中文作文比赛，为每个学生的作文写推荐。刘安平老师执教的儿童绘画课，一直深受学生

们的喜爱。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优秀的老师是中文学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石，组成了我们的铁营

盘。  

众所周知，中文学校的管理工作是繁琐而且辛苦。今年，在校长费国平的带领下，副校长董刚，张晓清，

陈爱萍，和财务赵文翠通力合作，任劳任怨，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费校长每周编写的学校通讯，不仅明确地

传达了学校工作任务和进展，还充满了诙谐的幽默短文。2013年初，校长费国平和财务赵文翠在华社财务的协助

下，重新整理了学校的记账系统，新账目整理得非常明晰。当费校长在董事会汇报学校收支状况时，他同时能够

提供相应的银行清单，使大家对学校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值得指出的是，在开学之初，学校董事会通过了学校运

行财政预算，准许学校出现财政赤字（赤字主要来源是最近提高的场地租金）。由于校长勤俭持家，在学年初就

主动消减开支，包括控制培训计划，减少设备购买等，在最近的董事会上，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今年的赤字额会

很小，甚至消失，达到收支平衡。 

近几年来，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发展非常顺利，来中文学校学习的学生每年都稳定增加。 这里面的原

因，除了首府地区的华人日益增多，学习中文的热情日渐高涨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中文学校的有效办学方式。

在教师任教的安排方面，学校合理安排，在尊重老师选择的同时，也参考老师的教学经验。比如，中文学校特意

安排有幼儿教学学历和经历的黄宝珍老师和肖玲老师执教学前班。同时，中文学校的老师可以跟班教学，连续几

年教同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一点很类似Montessori学校的特点，一个教师一般会跟随学生两年以上。从长期而言，

如果中文学校的教师队伍稳定，学校可以采取教师跟班2至3年，然后循环的制度。 

中文学校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成为纽约首府的华人和喜爱中国文化的友人前来学习中国语言和传统

文化的最佳平台。我们相信，在所有老师，学生，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文学校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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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里面话今年 
 献给大家这本精美雅致的年刊，它凝聚着我们一年的辛勤劳作，一年的累累硕

果；它记载着孩子对知识的渴望追求，老师对教学的敬业奉献。翻开这本年刊，您会发

现，每一页都叙述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让您回味无穷；每一页都镶嵌着一朵灿烂的笑

容，让您铭记不忘。在此，我要感谢本刊的三位编辑（许佩珍，肖玲，张煜），是你们

的出色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份期末大礼；我要感谢广大的家长，是你们的执着，给学校

这片热土带来了人气兴旺；我要感谢广大的老师，是你们的辛勤浇灌，换来春天的姹紫

嫣红；我要感谢家长会代表（程慷果，邵文君，马卓，刘瑾，徐健），是你们事无巨细

的后勤工作，给学校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我还要感谢一群可爱的青少年义工，是你们

的热情，渲染了学校的气氛，吸引了众多的小粉丝，他们今后会步你们的后尘，热心参

与学校的活动； 我更要感谢学校的行政人员，这批做事毫不含糊的铁杆哥们（钱涛，董刚，张晓清，陈爱萍，赵文

翠，陈建华，李发展，李霞，许佩珍）,你们的全心投入，搭起了学校的舞台,为传承中国文化，开拓一片广阔的天地。 

 今年的教学：今年我们开设了31个语言班（包括2个英语班），注册学生达360人。汉语教学分为两条主线：

（1）中文作为继承语（Chinese as Heritage Language）和 (2)中文作为第二语言（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约310名学生接受中文继承语教育，50名学生接受中文第二语言教育。就中文继承语教学而言，去年根据任小波老师及

部分资深老师对历年教学的总结，制定出教学大纲，广大教师按照大纲的要求，将教案公布于学校的注册网站，及时与

家长沟通信息，确保教学质量。我们对中文继承语的教学，制定了两项评估标准。（一）YCT Level IV Test：学生在

五年级至七年级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国家汉办“少年汉语水平四级考试”，通过这项考试的学生，其汉语水平相当于

中国教育部对外汉语水平考试的第三级（共六级）。意味着学生已掌握600词汇，有能力运用汉语来完成生活、学习中

的基本交际任务。学校会每三年组织一次YCT考试。（二）：SAT II Chinese with Listening (Mock Test)： 学生进

入九年级以后，参加 SAT II 中文模拟考试，该考试相当于美国大学理事会的SAT汉语考试水平，取得较好成绩的学

生具备了汉语阅读和理解的基本能力。我们把这项考试作为学生毕业的审核标准，鼓励学生提高汉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长期以来，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一直处于探索之中，随着学习汉语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汉语系统教学成了当务之

急。为此，学校在晓清副校长的组织下，召集老师探讨了中文第二语言的五年教学大纲，由陈泉老师参照“轻松学汉语

（少儿版）”的课程拟定初稿，供学校审阅，明年秋季实行。在这同时，学校还会推出相应的教学评估标准。 

 今年短短的27周里，学生们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成绩斐然，表现如下：（1）秋季董刚副校长组织的《我们的

文化，我们的故事》故事比赛，一如往年，办得红红火火。最大特点是吸引了中文第二语言班的小学生前来参加，阵容

之强大，可谓无出其右。(2) 今年又有五十多篇作文参加第十四届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正如任小波老师在参赛的总结中

所提：我校这次推荐的习作，呈现两个特点：（一）题材广阔，有生活趣闻，旅游感受，文化认知，以及思想评论；

（二）低年级学生积极参与，小学生也加入参赛队伍，让人惊喜和欣慰。我们希望这个优良传统永远保留下去，成为我

校教育的一大特色。（3）今年有21位同学参加SAT II中文模拟考试，多数同学首次参加，普遍的感觉是应付第一 ，

第二部分的考题绰绰有余，这也反映出学生良好的语感，就像从小练功的高手，底子厚着呢。当然，SAT考试也反映出

我们教学中的困惑。学生往往会在一些十分简单的题目上犯错误。为此，校方和高年级老师（任小波，陈爱萍，冯晋

哲，缪薇薇）相互交流，拟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主要包括SAT II 考试中的阅读）。初步计

划，由任小波老师牵头，在网上开设一门SAT阅读复习课，让学生免费注册，老师从暑假开始，每周布置习题，学生自

由选择参加，希望家长督促学生踊跃报名。当然效果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文学校校长 费国平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7 

除了语言班以外，学校还开设了18个文化兴趣班，包括武术，羽毛球，乒乓球，舞蹈，绘画，象棋，数学和电脑班，

其内容之丰富，吸引了近200个学生。最夺人眼球的是4个数学班，学的都是奥数，四个教室坐了一屋子的数学天才，

满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数学脑袋。看来在华人社区和中文学校，子承父业，基因遗传尤为明显。这里要感谢陆群老

师多年来率先探索，创办了数学教育系列，让我们的孩子得以赢在起跑线上。根据现有的学生规模和需求，学校明年

将开设5个数学班。  

 学校管理和财务状况：一年来，我由衷地感谢一批尽职尽力，无私奉献，让大家引以为豪的学校管理团队。

董刚副校长任职三年，总管学校的后勤，包括购买学生教材，器材，纸张油墨，缺什么都得找他。此外，他还主管学

校活动，筹划并组织故事会，期末联欢，画展等。其憨厚的性格，平和友善的工作风格颇得大家的热爱。如果说董刚

是幕后主管的话，那么张晓清副校长便是前台声声不绝的女主角了，这位曾经的家长会主席办事风风火火，雷厉风

行。今年新官上任，主管教学和学校次序，也许是职业的本能或是个性使然，晓清成了学校的业余公关主任，应付疑

难杂事，三教九流，易如反掌。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今年二月，晓清，文萃和我三人与North Colonie 学区主管就明年

租赁合约的一次谈判，谈判桌上，晓清声情并茂，晓之以理，用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对方，把明年的场租费减去

$1700（原来要涨价$700），哇塞！两年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场地租金从2011年的$22500降到明年的

$17600。在此晓清功不可没。 除了两位副校长外，陈建华（注册和数据库主管）和许佩珍（网站主管）也是兢兢业

业地维持着学校的信息平台。每周的信息，注册统计等日常运作，在建华的维护下未出现任何瑕疵。 

 财务是学校的运转中心，掌管着全部家产。热心的赵文翠女士（有时也称她赵小姐），初来乍到，保留着哈

尔滨人的直爽性格，欣然承担起这项繁重的工作。北大毕业的文翠，天资聪慧，工作细致，把学校的预算和开支，家

长的付款退款等繁琐事项，打理得井然有序。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和银行的谈判艺术。大家有所不知，中文学校有15万

的储备基金分别以各种CD形式，以历届财务的名字存入三个银行，几年来，有些财务已离开此地，这笔基金无人问

津，更无法过户。去年华社和学校曾试图追回这笔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文萃凭她曾在JP Morgan 的工作经

验，与三个银行多次的谈判交涉，终于追回了5张CD（供15万），存入了我们的名下，现在我们有钱啦，哈哈！ 

 提起财务状况，今年的学校收入（包括华社会费）共12万。开支方面：老师和校务人员工资和班费计7万，租

金2万，保险/税务/印刷/教师培训计1万，上缴会费1万4千。总体来说，收支平衡，略有盈余。今年学校和华社合作，

购买了Quickbooks Online Version. 在转移数据的过程中，赵文翠，李发展，李霞（新来的出纳）三人，通力合作，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核查数以千计的收入支出项目，以确保今年的每一项收入和开支都有据可查。使用

Quickbook Online，同时也提高了学校财务的透明度，华社和学校的财务小组共六人，可随时上网审查，监督学校的

开支。此外，学校董事会在钱涛主席的领导下，也积极参与学校的预算和审核工作，明确规定，购买超过$500元以上

的财产，须事先通报董事会。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家长会的通力合作。程慷果领衔各班家长组织学校的活动，邵文君每周联系家长安排值

日，马卓每周“老忠实”地扛着沉甸甸的瓶装水准时到校，刘瑾负责销售和采购礼品，徐健负责修理器具等等，各尽

其职，配合默契。青少年义工团今年特别活跃，每次华社或学校活动，包括故事会，学校联欢，春节，期末活动，和

Food Bank，都有他们的音容笑貌。不信的话，年刊上有照为证。  

 各位读者，今天我们献上的这本年刊，它是我们用晚秋的色彩，冬日的白雪和初春的甘露，涂上的美丽水

彩，记录着我们又一个生机勃勃的花样年华。翻开这本年刊，我们已走进五月的春天，沐浴在明媚阳光之下，和煦惠

风之中。我们在此画上今年完美的句号，憧憬未来，再会于金色的九月。 

 籍此感谢为学校慷慨捐助的四位朋友：谭玉子，唐军农，李春花，陈建华；也感谢所有翻看这本年刊，关心

中文学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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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主席：程慷果 

本届PTA于本学年初成立，能够顺利地为中文学校服务，多亏了各位PTA成员认真工作，无私

奉献。我们的Warrior (Water Carrier) 马卓坚持每周为中文学校送水，以使老师和工作人员们

在教学和工作之余不至于口干舌燥。邵文君将家长值班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每周不仅提前给值

班家长们友情提示，而且值班后准时发放值班费。刘堇负责给故事比赛买来物美价廉的奖品，

并勇于当“卖Candy姑娘”为中文学校Fund Raising服务。当PTA人手不够时，徐健火线入

伍。他和各班的PTA精诚合作，完成Yearbook 的统计收费工作。学期末的聚餐，从购买饮料

餐具到安排桌子，PTA协调分工，上界PTA也鼎立协助，不仅“扶上马”，而且“送一程”，

使得大家吃得开心。当然本届PTA毕竟是新手上路，服务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海涵

并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以便PTA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左起：邵文君 、马卓、徐建、 程慷果、刘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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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董 事 长 (instituted in 1995) 

1995-96 王正园  1996-97 王正园  1997-98 王正园  1998-99马泉山 

1999-00 赵培生  2000-01 赵培生  2001-02 乔焕程  2002-03乔焕程 

2003-04 丁  明  2004-05 丁  明  2005-06 许  明  2006-07陈伟青 

2007-08赵培生  2008-09林  梢  2009-10费 国 平  2010-12杨晓东 

                    2012-213钱 涛  

 

校 长  
1973-74 虞  毅  1974-75 陈梅丽  1975-76 王汝梁  1976-77 王汝梁 

1977-78 王汝梁  1978-79 林  南  1979-80 柳和刚  1980-81 李大年 

1981-82 李大年  1981-82 杨国雄  1982-83 黄念祖  1982-83 钮廷肯 

1983-84 钮廷肯  1984-85 钮廷肯  1985-86 刘圣同  1986-87 刘容生 

1987-88 谢胜安  1988-89 宋慕浩  1989-90 汪  葳  1990-91 王亭亭 

1991-92 李世英  1992-93 王国庆  1993-94 叶佩浓  1994-95 张雪蓉 

1995-96 宋宗德  1996-97 马泉山  1997-98 马泉山  1998-99 赵培生 

1999-00 乔焕程  2000-01 乔焕程  2001-02 丁  明  2002-03 丁  明 

2003-04 胡忠志  2004-05 许  明  2005-06 陈伟青  2006-07赵培生 

2007-08林  梢  2008-09唐建中  2009-10唐建中  2010-11唐建中 

          2011-13费国平 

 

副 校 长 
1995-96 马泉山  1995-96 徐依协  1996-97 徐依协  1996-97 赵伟昌  

1997-98 赵培生  1997-98 戴行道  1997-98 周林善卿 1998-99 乔焕程  

1998-99 周林善卿 1998-99 汤恒苑  1999-00 熊哲超  1999-00 戴行道  

2000-01 丁  明  2000-01 戴行道  2001-02 陈伟青  2001-02 钱秉渝  

2002-03 胡忠志  2002-03 钱秉渝  2003-04 许  明  2003-04 钱秉渝  

2004-05 周  民  2004-05 钱秉渝  2005-06 林  梢  2005-06 费国平  

2005-06 钱秉渝  2006-07 林  梢  2006-07 费国平  2007-08严  彬 

2007-08 戴  耘  2008-09杨晓东  2008-09 杜  斌  2009-10杨晓东 

2009-10 杜  斌  2009-10钱  涛  2010-11 钱  涛  2010-11董  刚 

2010-11 陈爱平  2011-13董  刚    2011-12 张  菁  2011-13 陈爱平 

          2012-13张晓清 

 
财 务 

1991-92 叶佩浓  1992-93 叶佩浓  1993-94 田肇娴  1994-95 田肇娴 

1995-96 卢凌莉  1996-97 钱秉渝  1997-98 钱秉渝  1998-99 谭培佳 

1999-00 王  瑾  2000-01 王  瑾  2001-02 陈  怡  2002-03 陈  怡 

2003-04 于淑贤  2004-05 于淑贤  2005-06 于淑贤  2006-07 龙芙蓉 

2007-08耿淑坤  2008-09耿淑坤  2009-10郭早枝  2010-11张  一 

          2011-12 赵 钧         2012-13赵文翠 

资料库主管 

2007-2013 陈建华 
 

网站主管 

2001-2013 许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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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中文学校杰出贡献奖得主 

2000  -  2001 赵培生  

2001  -  2002 刑献郁  

2002  -  2003 陈  怡  王明侠  

2003  -  2004 许佩珍  乔焕程  

2004  -  2005 丁  明  于淑贤  董 音  

2005  -  2006 许  明  张沪秋  

2006  -  2007 陈伟青  费国平  孙玉萍  

2007  -  2008 赵培生  耿淑坤  

2008  -  2009 林 梢   张晓清  谢 云  

2009  -  2010  陈建华  朱景华  

2010  -  2011  唐建中  任小波  朱宁  

2011  -  2012 杨晓东   褚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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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2012 杰出贡献奖得主 

杨晓东  褚亚丹 

中文学校2012年 奖学金得主 

周爱琳 

中文学校2012年优秀教师奖得主 

吴全喜  冯晋哲 

中文学校教师服务奉献奖 

五年以上: 

陈爱萍  褚亚丹  何沈文  刘安平   

  任小波  张春园  翟文怡  

十年以上 

季颖 

十五年以上: 

刘新华  董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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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文学校毕业生 

徐利亚 

余佩馨  

俞安迪  

李天灵  

周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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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青年服务队的小义工 

活跃在社区的各项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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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学前一班   
教师:黄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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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演出  

讲故事：获得集体二等奖 

简体学前二班  教师: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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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 

王能杰  

陈允翰 

李瑾珩  

曹矗  

孙睿达   

XQ
-2

  

Bemard Peng   

Hainuo Hodgkins  

五朵金花： Jing Carter  

           陆芯洋 

           林嘉欣 

           Isabella Peng   

             Elizabeth Peng   

 

余思成 

殷成剑  

苗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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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一年级一班  
教师: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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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一年级二班  
教师: 高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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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一年级三班  
教师: 陆俭恩  

学中文， 

认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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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二年级一班 教师: 何薇 

      代课教师: 陈雁飞，助教：李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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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第一排：倪可儿，江万娜，王漠霖，曹冬冬，张焜 

          第二排：殷成迪，郑运纬，李康龙，林益凡 

          第三排：李舒婷，李方，左俊恩，刘睿恩，李程颢  

简体二年级二班  
教师: 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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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三年级一班    教师：孙宏悦 

 三年级上半学期，同学们系统地学习了拼音规则，准确掌握了声母，韵母及标准四声。同

时，老师还努力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指导学生理解词句的含义，分析比较复杂的句型，学习语法。

并逐步训练学生准确地运用词汇表达完整的句意，为下一学年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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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三年级一班    教师：孙宏悦 

张天悦获讲故事比赛三年级以

上组个人二等奖 

Max 参加讲个人故事比赛  

讲故事比赛获三年级以上组集体一等奖 

    同学们积极参加中文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在讲故事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Darren 参加讲个人故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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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三年级二班 教师: 周淼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25 

张粲羽 

  

我 们 是 林 中 的 两 棵 树 , 

你是小树, 

我是大树. 

我们有缘站在了一起, 

在成长中欢笑, 

在欢笑中成长. 

张倩 

黄隽菲 

孙雨桐 

贝小雅 

孙芷珊 

崔永茜 

李康凤 

刘蔼媛 

简体三年级三班 李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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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级 三班     

排字练习 

《公鸡蛋》  从课文中我们学习了甘罗聪明

和勇敢的个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说服和改变了皇帝的命令，挽救了爷爷的故

事。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了如果你是甘罗，你

会怎么办？《公鸡蛋》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穷和尚和富和尚》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个

道理，就是＂有志者，事竟成＂。  

Whenever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  找4种天然的指南

针：太阳，大树，雪和北极星；  大家都不

约而同地说找警察,记住父母的手机号码等。  

《找骆驼》  如果是你要怎么去找丢失了的骆

驼? 本篇课文告诉我们要善于培养仔细观察与认

真思考的习惯。只要用心观察，认真思考，就

会有所发现的道理。 

《岳飞学写字》   我们学习的课文中的岳飞是

一个好学，聪明,又懂事的孩子,在艰难的环境中

还能够想方设法学习写字，我们在课堂上比较

和讨论了岳飞所处的学习环境和我们现在所处

的学习环境,大家都认同简直没法比。 

《光阴一去不复返》  着重学习了“一寸光阴一

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为什么时间总是

走得无声无息，偷偷溜走？”  

讨论怎么理解“时间是金子，是生命， 是知

识”，“浪 费 别 人 的 时 间 等 于 谋 财 害

命”。。。 

课堂 学习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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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欣 

崔瑞琦 韩至俊 

简体四年级一班 教师: 褚亚丹 

张若曦  

余美馨  徐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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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四年级一班 教师: 褚亚丹 

陈旭之 

李浩伦  

郑臣森  
黄晨峰  

王厚今  

赖维鑫  

杨锦添  

吴安娜  

唐悦  

李浩伦  

谢佳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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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一年的中文学习又快结束了.   这一年, 我们四年级二班的同学在中文学习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学生们通过学习, 知道了很多中国古代科学家, 像蔡伦, 毕升, 张恒, 扁鹊,听到了一些中国经典小故事, 比如

“望梅止渴”“刻舟求剑”“田忌赛马”“此地无银三百俩”等等. 

    四二班同学参加了讲故事比赛, 大家背诵了课文“蔡伦造纸”, 并获得三等奖.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一些同

学以前很怕上台表演, 但这次可以上舞台在几十人面前背诵. 想想可能是孩子长大了, 胆子也大了. 很感谢

学校提供的机会. 

    我班大部分同学坚持完成每周中文作业.  我们每堂课坚持按马立平教材听写字和句字. 我相信只要我

们坚持下去, 中文一定会有很好提高. 

简体四年级二班  

      教师: 丁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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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四年级三班 教师：高杰  

     学好中文难，教好

中文也不容易。如果能

够燃起你们对中国语言

文化的一点兴趣，那么

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前途是光明的，道

路是曲折的，四三班的

姑娘小伙儿，让我们一

起加油……. 

 

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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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五年级一班  
教师: 翟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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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过去了，孩子们又长大了一岁，又学了一年中文。每个

学年，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每个学期，都有新的进步。只要有努

力，就会有收获。除了学中文以外，我们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

动，让孩子们感受着中国文化，有的也融着西方文化的美好。 

    希望孩子们学中文学得越来越好，学

得开心，也希望中文学校能给孩子们的童

年留下美好回忆。 

简体五年级二班  教师: 李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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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 

五年级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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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六年级一班  

我是谢高华。我

今年读八年级。 

我叫邹维达。我

喜欢打篮球，玩

垒球和弹钢琴。 

我是魏雨！我现

在读五年级。我

喜欢吹长笛，打

网球和滑冰。 

我 的 名 字 是 张

曦。我喜欢弹钢

琴和玩游戏。 

大家好！我的名

字是李倩林。我

今年十一岁。我

喜欢拉小提琴和

画画；特别是卡

通画。 

我的名字是钱雅

兰。我今年十一

岁。我喜欢读书

和拉小提琴。 

大家好！我是杨澹

宁。我今年读初中

二年级。我喜欢打

网球和画画。我在

Empire State Reper-

tory Orchestra拉小

提琴. 

我的名字是梁智

恒。我 喜 欢 玩 游

戏，弹 钢 琴 和 吉

他。我还喜欢听 

音乐。 

大家 好！我叫 郭

甜甜。我 今年 在

读初 一。我喜 欢

画画。我在Empire 

State String Ensem-

ble 拉小提琴。 

我的名字是高子 

奇。我今年读五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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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七年级一班 
    教师: 孙东宁 李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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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七年级二班     教师：何沈文 

教师：何沈文 

朱梨晨  

隋艳珠 

    我小的时候，我奶奶送给我一个项链。

我的项链有个绿色的玉坠，上面系着绿线

编的绳子。     

    我的项链很漂亮。玉坠亮闪闪地，就

像是星星跟我眨眼睛。玉坠是一个薄薄的

八 边形 珠子。珠子 一 边 写着“快 乐女

孩”，另一边有两个心和一个剑。玉坠的

上面有一个小珠子。小珠子的颜色比玉坠

的颜色浅。小珠子上没有图案。有两条褐

色绳子从玉坠上系下来。绳子的末端有两

个黑溜溜的小珠子，就像两个小眼睛。 孙佳妮 

黄霄 张天阳 

高妮娜 

    我第一次看见的一朵真的菊花，我差一

点都认不出来是菊花, 因为那朵菊花太漂

亮了！那朵菊花有好漂亮的小白花朵，我

在茶里面看到的小菊花样子是黑黑的，比

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可是我闻一下，闻到

那股香，觉得全身都很舒服, 就知道是菊

花！ 

助教 ：Laura Tang 

有时，我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小草，仿佛梦见自

己变成了一根小草。我摇着摇着头，把风吹来

的虫子都甩跑了。躺在大地上，往上望着蓝色

的天空，多么美啊！几只蜜蜂飞过来，告诉我

今天的好消息。小鹿跑过来，跟我说早上好。

大树的枝叶向我招手。阳光照在我绿色的身体

上，把我全身晒得暖暖和和的。我舒舒服服地

躺着，享受着这幸福的时刻。过了一会儿，大

风把我吹得飘起来了，我跳着舞蹈，往上飞，

和树叶一样高。树叶笑眯眯地跟我说他们今天

做什么了。夜里圆圆的月亮和眨着眼睛的星

星，在天上望着我。我轻轻地飘回了地面，想

着今天的快乐，慢慢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我有两个“小壁虎”。两个壁虎虽然不

是活的会跑的壁虎，但还是给我和我的妹妹

带来了欢乐。有一个是蓝蓝的，是几年前我

和妹妹从一个要被拆掉的教堂得到的。另一

个是浅蓝的，有黄色的斑点。那是我们去波

士顿的时候，爸爸给我买的礼物。我的妹妹

也有一些壁虎。她有一个粉红色的壁虎，上

边有桔黄的斑点。她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壁

虎是绿色的，有黄色斑点，叫“Kia” 

    我最喜欢一种花叫Cyclamen。这植物

冬天开花。他冬天开花, 但是夏天睡觉。

他的叶子很特别。 叶子 很像心, 是绿色

的心。每个叶子上在中央有一个花茎, 有

三个花茎。在花茎之间，有十个白色的花

斑，他们连在一起就像心一样。这个植物

的花也有特点。这个花是像一个小手。有

五片花瓣，像五个手指。很多的花在一起

像很多手伸出来向客人们招手，欢迎大家

来我们家坐客。 

    夏天的太阳照在植物的叶子和花瓣上，亮

晶晶的。花圃中间的小树被风吹着，紫色的叶

子摆来摆去。玫瑰花的香味传过来，它的花瓣

鲜红的。我蹲在郁金香的旁边，欣赏它的美

妙。它的花瓣展开了，像一个杯子似的。它们

朝上弯着，像在享受照下来的阳光。“杯子”

底下有个黄色的星形，周围嫩红色的。它看起

来真易碎，但是它的干子粗粗的，他的叶子碧

绿的，我就知道它长得很壮，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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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企
鹅。我觉得企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动
物。它们看起来也非常可爱。 
    企鹅是一种鸟类，可是它们不会
飞。但是，企鹅游泳游的非常好。一般
的鸟的骨头很轻，可是企鹅的骨头非常
重。企鹅能长到三点六尺高。它们潜水
的时候，能游到每小时七英里的速度。
企鹅只住在南方。企鹅的皮肤是黑色和
白色的。这是一种保护色，它可以帮助
企鹅在海里的时候不被其它的动物发
现。 
    好多企鹅都能四个月不吃饭。一个
企鹅最多能下两个蛋。 

 

陈博文 杜恺文 

     

    我用iPod玩游戏， 有体育游戏，

射击游戏，解谜游戏，动作游戏，教育

游戏，还有很多呢！除了玩游戏，如果

有Wi-Fi，我也可以上互联网查天气，

给朋友发短信，也会看新闻。这两件事

情 是 我 经 常 做 的。另 外 我 还 会 上

YouTube，听音乐，查电子邮件，也会

用iPod的闹钟。我想iPod还有更多的功

能等着我去发现呢。 

李宏瑞 

     
春天的时候我家前院大树的树叶开
始长。树上的叶子都是很茂盛。下
完雨以后，树上的树叶滴着水，掉
到底下去了。夏天的时候，树叶子
都长上去了。树底下很凉爽。要是
天气很热，我就喜欢在树荫下坐
着。我也会爬到树上，看着那一
个 个 小蚂蚁慢慢地爬着，爬着，
一直爬到树枝上。一天，天气慢慢
地变冷了，天变得更短了。秋天来
了。树上的树叶子的颜色变得更漂
亮了。叶子一个一个掉下了。我有
时 把几个树叶拿走喜欢看着 她们
的美丽的颜色。冬天的时候，树叶
都落没了。树枝的上面就有雪了。
我和我弟弟在树的旁边做一个很大
的雪人。这棵大树现在可以和我们
做的雪人当朋友，他们可以做伴。  

康庆超 

    

     一天下午，我去我的后院看草。

我的后院有很多很多的草。我很喜欢这

个植物，草。 

    草是个很光明的绿颜色。绿色是我

最喜欢的颜色。从很远望，草就像是个

绿的很大和宽的波浪在风里摇摆。如果

你趴在草上的话，你会看到草是个小绿

直刀。如果草真的是小刀的话，我们都

惨了因为哪里都有草。可是草不是小

刀。草是个植物。 余佳伟 

     
    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一个
Thomas的小玩具木头火车，是我妈
妈送给我的。那时候我五岁大。我
得到了这个小玩具非常高兴。 
    这个小火车是木头做的，车厢
的两头各有一个小磁铁。我的小火
车有两个圆圆的明亮的眼睛。他的
脸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可爱。我的
小火车是浅蓝色，边上还有一个 大
“一”字。我觉得我的小火车非常
非常地漂亮。我的小火车脸上带着
那副调皮的表情，像是要捣乱。 

钟驰远 

     
    仙人掌，多么漂亮的植物。可以
高， 可以矮， 不管怎样， 都漂亮。 
绿绿的，红粉色的花从一堆刺里冒出
来。一点又一点的黑刺，看起来不可
怕，摸起来却好痛。 
    仙人掌还有水呢！中间白白的，
空的，一切开，一碗水 就出来了。很
多动物，需要水就找个仙人掌吃。很
多人看见仙人掌不注意，可是如果他
们仔细看一看，就能发现仙人掌的美
丽。 
    仙人掌啊仙人掌，美丽而庄严。
仙人掌啊仙人掌，真是好漂亮。 

黄文熹 

     

    我很爱一个纸牌游戏叫“游戏

王”。我的最喜欢的纸牌叫“蓝眼

睛的白色龙”。我先拿了一个“蓝

眼睛的白色龙” 在一个“结构甲

板”叫“龙碰撞”。我现在有两个

蓝眼睛的白色龙。 

    我很爱这个纸牌因为他是一个

很有魔力的,和我很喜欢他的画。他

的力量是三千。很多游戏王纸牌是

一千到二千力量,可是蓝眼睛的白色

龙是一个很有力的纸牌。 

方灏辰 

     

     我最喜欢植物是玫瑰花。大部
分玫瑰花是红色的。但是也有白，
粉，黄橙等颜色。玫瑰花虽然是一
种花，但是有的部分能吃。玫瑰花
的瓣有很多营养成分，所以玫瑰花
可以用来做药。 

    我为什么喜欢玫瑰花有很多原
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大学橄榄球
里有个比赛叫做玫瑰球。每年玫瑰
球是大十会议的冠军比太平十二的
冠军。玫瑰球是在加州的玫瑰球球
场比的。二零一三年的玫瑰球里，
太平十二的冠军斯坦福大学打败了
大十会议的冠军威斯康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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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任小波  

赛飞闲(Robert)： 

我会直飞去马达加斯

加看那儿的长颈鹿。

我想摸一摸它的长

颈，量一量，看它到

底有多长。然后我会

去南极看一看，摸一

摸企鹅的毛。如果还

有时间的话，我就会

飞上月球去摸一摸月

亮上的石头！ 

丁燕韵(Tiffany)： 

一 个 人 可 以 是 最 聪

明、最能干的人，但

如果他没有品德，他

就比最傻但是有品德

的人还要差。没有品

德的人可以用他的学

识和技能干坏事。他

过的生活跟有品德的

人比会很不一样。 

池明浩(Patrick)： 

在 这 三 天 中，我 还 想

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

西。我 想 吃 墨 西 哥 的

塔 科、意 大 利 的 比

萨、中 国 的 北 京 烤 鸭

和 很 多 很 多 别 的 东

西。每 一 顿，我 都 会

吃到肚子要快爆炸的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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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恺奕(Kevin)： 

故事讲的是：在一个很

冷 的 地 方 , 有 一 个 小 女

孩……冻 死 在 雪 地 里

了。冬冬听了这故事哭

了。奶奶要她学会关心

别人、帮助别人，就从

身边最小的事情做起。 

许璐佳(Lucie)： 

在上辩论课的时候，我

的老师总是会先讲一下

她的几个观点，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我

们大家的高论。 

余佩馨(Michelle)： 

你的品德要是好的话，你

就会想把事情做好。做好

事情需要知识和技能。你

就会努力工作和学习。在

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你就

会 增 加 你 的 知 识，技 能，

还会培养你的品德。 

周博远(Brian)： 

音乐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

对自己的丰富和提高。面

对一个看似很难的曲子，

通过不懈的努力，顽强地

练下去就挺过来了……就

像音乐有高潮和低谷，只

要我坚持努力，我的高潮

就会来到。 

刘之筠(Christina)： 

我想学识的增长是最重要

的增长。如果你要做好伟

大的事情、要有伟大的成

就，就 要 有 极 多 的 知

识……才能有想像力和智

慧，才能知道怎么把事情

做好，才能有机会想其他

的东西。 

吕芳(Angela)： 

我一边讲故事，一边哭，我

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到难

过，也更加懂得我是多么的

幸福。……我想，我如果不

乱用我的零用钱，拿去帮助

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更有

意义吗？……我会是一个真

正的既幸福又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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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华(Alex)： 

世界上有七亿多人，每个

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

缺点。但是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在成长的时候，都

要经历三种成长：技能、

学识和品德……我想最重

要的应该是品德的成长。 

梁美心(Meixin )：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当 你 看 到 这 世 界 有 了 生

物，你会觉得这世界有了

生命，有了希望……人类

要分秒必争，使知识日有

进境，不息不止。这才是

个充实的生命。 

董玥华(Kimberly)： 

时间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一眨眼它就会不见了，一不

小心它就飞走了。所以呢，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人们就

要学会怎么好好利用时间。

但是，长大以后还会关心抓

紧时间吗? 

刘之牧（Nick)： 

我们从这里学到：我们

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帮助别人，我们会

感到很快乐。 

张煜(Aaron)： 

在最后一天我会到中国的

花果山去看孙悟空住过的

地 方，吃 一 个 新 鲜 的 桃

子……真能看到孙悟空呢

就更好了，我会和他成为

好朋友！ 

邵嘉瑜(Jiajia)： 

做人总是要想着怎么

样 能 够 帮 助 别 人，这

样才能活得有意义。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41 

 

 

去中文学校，不但学会了 

一种语言可以用它和别人 

交流，还了解了一种文化 

和思维方式。 —侯文远 

中文很难学。  

 —杜明德 

“世上无难事，只

要有心人”。   

                      —郭岩 

“人无 远虑，必有

近 忧”。    

                     —-朱粲 

 

中文学校很有意思，  

我们学很多词语和文 

法。    — 文智厚 

我喜欢来学中文。 

 —李天灵 

“滴水穿石。” 

         —潘如冰 

 

 

               

简体八年级二班      
教师: 缪薇薇  

我喜欢上中文学校， 

中文学校又好玩又有

趣。       —黄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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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班是一个精英班。同学们对

中文的热爱，促使他们自觉学习中文，按时完成作业。他

们不但全部都参加了作文比赛和SAT考试，而且还积极参

与中文学校的Youth Team，组织和参与了中文学校各种活

动，包括年终联欢会和午餐会，华社的中秋联欢会和春节

联欢会。他们还与Youth Team一起去当地Food Bank做义

工。他们在各自的学校里也都是优秀学生。他们让我们坚

信中文学习会让学生们更优秀。 

冯晋哲（老师） 杨镇远  黄晨洋  董子青  高健乐  

简体九年级   教师: 冯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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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十年级 教师：陈爱萍 

从左至右：陈毅彤、曹盈、陈爱萍（老师）、周欣、 

闵佳丽、孙文杰、唐贞妮、和俞安迪。注：周爱琳（缺席）。 

节目主持人（从左至右：孙

文杰、曹盈和闵佳丽） 

快乐的数学小老师孙文杰（站立者） 

周爱琳同学（左起第二人）荣获

2012年中文学校优秀学生奖 

看，站在义工队伍中的周欣（左

起第八）和闵佳丽（右起第八）

笑得多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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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张伟 

未上镜学生名单： Guanyao Zheng,    Miantao Zheng,   Anna Zheng,     

                                 Reice King,  Mianjing Zheng 

Michael Smingler  

Jason Lin林智森  

Richard Mathieu           

Lucy Zhu 朱小溪 

Christina Lin林嘉怡  

Kirstiana Bir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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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we focused on learning basic Chinese sentence patterns, and 

so far we have gone  through about 60 of them. All the students have 

been working enthusiastically, and made impressive progresses.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all feel the classes are interesting and reward-

ing.       

                                                                    Teacher:  Dong Yin 

          今年，我们重点学习汉语基本句型。至今我们学习了大约60 种句型。学生们 

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师生们都觉得课堂教学既有趣又有收获。 

      教师：董音 

成人中文二班CFL -A2 

        资深教师：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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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文二班 CFL-C2  
教师: 周岚竹  

天天学习，天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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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文三班 CFL-C3  
教师: 黄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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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江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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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英语班       
Teacher:  Martha  Harausz 

               Jeannett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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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4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Mu Hao Sung Wang) 

Photos by L.K.Wang 

Above Photo :  ESL-4 Class at the Semester End Christmas Party in 2012  

(From left to right:  You Xing Wu; Da Mei Zuo; Carey Feng; Teacher Mu Hao Sung; Anna Zhang and 

Sihong Fu.  Students missing in the above photo:  Jinyan Ou; Andrew Lee and Ruen Xia) 

Above photo : ESL-4 Class with other ESL Class teacher and students 

During this year we have learned daily English conversation related to topics on : (1) Making an Ap-

pointment; (2) In the Post Office; (3) At the Barbershop [Beauty Salon]; (4) Talking about Shopping; (5) Do It 

Yourself Items;  (6) Going to the Train Station; (7) Rooms for Rent; (8) Talking about Weather; (9)  Introduc-

ing 12 Major Celebration Event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to American Friends; and (10) Major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U.S. (Concentrated on 15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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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cience for Beginners  

老师：陈伟青 

This is an enrichment course to help beginning students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fast de-

veloping fields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beginning leve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programming, 

beginning level of web applica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asics of useful applications available today, 

Power Point, Excel, etc., increas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knowledge in what is actually behind the game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etc.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take more advanced computer classes and to take 
AP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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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池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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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画班 Art 1B 

老师：吴全喜 

    儿童画2班现有的14名学生.他们4—9岁,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干劲

大，热情高，喜欢画画。他们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经过短短半年时

间的学习，已有同学能画出很好的蜡笔画。同学们在勾画轮廓，着

色，比例分配，透视，均衡，对比等方面提高很快，祝同学们取得更

大进步，用你们的笔，描绘出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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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画中级班 老师：刘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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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Audrey Savanna 

老师：Lydia Liu (徐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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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s one-

year course will en-

hance drawing skills in 

aspects of line and 

tone, perspective and  

proportion, sketching 

and composition to re-

sult in realistic drawing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address some fundamentals for future color 

studies such as painting in watercolor, acrylic 

and oil. For more selected art works, please visit 

my face book page to view albums which is 

ART 4B 

老师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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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陈爱萍  助教：Michelle Li  and Linda Li 

学生：Melody、Catherine And 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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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尹德全 

基础键盘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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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Lucas G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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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一 

班  

老 

师 

 

陆 

俭 

恩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63 

老师：黄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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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李 

新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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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张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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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陆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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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曹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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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董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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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孙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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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杨 

晓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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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徐民风  唐军农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72 

老师：郭涛,方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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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张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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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宋任华，李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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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李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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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Kirk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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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班 集体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学前一班 大苹果，静夜思 黄宝珍 

二等奖 学前二班 儿歌联唱 肖玲 

  

学前班 个人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Keyla Xu，Kelly Xu 聪明的小羊 黄宝珍 

二等奖 何明非 龟兔赛跑 黄宝珍 

三等奖 张天奕 咕咚来了 黄宝珍 

一和二年级 集体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一年级三班 甜蜜蜜的葡萄 陆俭恩 

二等奖 一年级二班 后羿射日 高晖 

三等奖 二年级一班 捞月亮 何薇 

  

一和二年级 个人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申云开(并列) 种树的故事 何薇 

石问坤(并列) 盲人摸象 高晖 

二等奖 

齐临 狼和七只小羊 何薇 

吕瑞霖 猪八戒吃西瓜 陆俭恩 

三等奖 

薛东昊 小红母鸡 冯静 

张睿钰 龟兔赛跑 高晖 

吴姿谕 自相矛盾 何薇 

2012年华社中文学校讲故事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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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参与奖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Jordan,Juliet,Kae-lin, Ma-

kayla,Sophia 
小星星 陈泉 

二等奖 

Sara,Stephanie,Hazel, 

Ju-lie,Lily,Katie,Ayala, 

Christian,Jai,Maxine,Lida 

小兔子乖乖 陈泉 

三等奖 志卫 我的理想 江淼 

三年级以上 集体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三年级一班 对歌，比耳朵 孙宏悦 

二等奖 谢佳杉，杨锦添，唐悦 万圣节之夜 褚亚丹 

三等奖 四年级二班 拍手歌，蔡伦造纸 丁志梅 

  

三年级以上 个人 

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一等奖 谢佳杉 钓熟鱼 褚亚丹 

二等奖 

孙芷珊(并列) 木兰辞 李莉 

张思齐(并列) 小马过河 周淼 

张天悦 塞翁失马 孙宏悦 

三等奖 

齐杰 晏子使楚 李芳冰 

黄奕程 鼠牛争第一 高杰 

张若曦(并列) 月亮姑娘做衣裳 褚亚丹 

王雅欣(并列) 龟兔赛跑新编 褚亚丹 

2012年华社中文学校讲故事比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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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次 姓 名 题 目 辅导教师 

一 余佩馨 跟海浪抗争 任小波 

三 丁燕韵 我爬高绳的故事 任小波 

二 董玥华 第一次骑自由奔跑的马 任小波 

三 黄恺奕 我的弟弟 任小波 

三 吕芳 报警器 任小波 

二 周博远 爸爸翻船了！ 任小波 

二 侯文远 我喜欢读书 缪薇薇 

三 朱粲 我心爱的手机 缪薇薇 

二 王雅欣 我读书，我快乐 褚亚丹 

三 张若曦 我的妹妹 褚亚丹 

三 尚进 企鹅 孙东宁 

三 徐凯丽 我的小仓鼠--贝拉 孙东宁 

三 吕成 我爱中文，我爱中文学校 李莉 

二 郭恬恬 牦牛 吴全喜 

三 陈毅彤 责任心的一次测试 陈爱萍 

三 周昕 我爱读书 陈爱萍 

三 张天阳 2012年，迪斯尼 何沈文 

二 周辰丰 杨树 孙东宁 

第十三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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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名单 

 奖次 姓 名 题 目 辅导教师 

一 董玥华 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变化 任小波 

一 周爱琳 学中文的骄傲 陈爱萍 

一 杨澹宁  早春 吴全喜 

二 董子青 难忘的农家饭 冯晋哲 

二 侯文远  里约，我的猫  缪薇薇 

二 周博远  音乐伴随我成长  任小波 

二 杨镇远  洛奇 冯晋哲 

三 粱智恒  我 吴全喜 

三 齐杰  美丽的夏威夷 李芳冰 

三 钟驰远  缅因之游 何沈文 

三 齐临  心爱的南瓜灯 何微 

三 冉庆  风  孙东宁 

三 尚进  雪  孙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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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文学校学生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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