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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Name 姓名 E-mail 

Principal 校长 Jianzhong Tang 唐建中 Liu.family1@gmail.com 

Council Chair 校董事会主席 Xiaodong Yang 杨晓东 kxyang@hotmail.com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Qian Tao 钱涛 qian06@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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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Principal 副校长 Aiping Chen 陈 爱 平 achen9@gmail.com 

Treasurer 财务 Yi Zhang 张 一 yizhang12210@yahoo.com 

Data Base Manager 资料库主管 Jianhua Chen 陈建华 jchen_9898@veriz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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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Support 后勤 

School consultant 学校顾问 Guoping Fei 费国平 laofei@aol.com 

Librarian 管理图书员 Shang Xu 徐上 Sx22@hotmail.com 

Librarian 管理图书员 Mei Zhang 张梅 Zhm1558@hotmail.com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长会 

PTA 家长会主席 Xiaoqing Zhang 张晓清 qingagency@yahoo.com 

PTA 家长会代表 Ning Zhu 朱宁 Ning_zhuy@yahoo.com 

PTA 家长会代表 Jinghua Zhu 朱 景 华 feibai_zhu@yahoo.com 

PTA 家长会代表 Ning Gao 高 宁 n_gao@hotmail.com 

PTA 家长会代表 Zhong Li 李踵 zhlih@yahoo.com 

 School Administration 2010-2011 School Year 华社中文学校校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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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董事会主席  

                                        杨晓东 

  

 感谢校董事会全体同仁，是你们的勤奋，智慧，和努力，

换来了又一个硕果累累的学年。这一年，纽约首府中文学校再创

注册学生人数新高。 

 这届董事会通过设立了一个新奖学金，以鼓励在校高年级学生即便在学校功课最紧张

繁忙的最后一年（12年级）也不中断来我们中文学校上学。 

 由于各级联邦和州政府紧缩财政和前些时候的经济萧条，纽约首府地区的许多校区也

遇到了一定的财政困难，我们的房东—North Colonie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已决定从今年9

月开始将大幅度提高场地租金，我们在Shaker Junior High 租金也将被提高数倍。这无疑对我

们学校财务有所冲击，也将学校校址的选定再次变成一个讨论的话题。中文学校是否应该拥

有属于自己的大楼呢？ 

左起：钱涛 朱宁 杨晓东 唐建中 陈建华 许佩珍 程栋  张梅 董刚 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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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奉献 

中文学校校长 唐建中 

春雨润物细无声，万物复苏又一春。 

中文学校全体 师生及行政人员在爱的火炬的传递中，已走过了

三十八年的历史，2010-2011学年只是人类发展历史的短暂的瞬间， 然

而那是灿烂的瞬间，透过这一精美的校刊，折射出蕴藏着的无比深切的

爱的光芒。  

 翻开校刊的每一页， 都会被其中的画面深深的震撼着，无论是充满慈爱的老师， 还是沐浴在爱的

春风里的学生，以及那些夜以继日为学校服务的行政人员、家长代表等等，他们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

心弦的爱的乐章。 

2010-2011是将被作为特殊的学年载入中文学校的史册。各个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几项主要数据

都创下学校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首先是学生人数创下纪录，三百三十五名学生在三十个语言班注册，二

百二十五名学生在二十二个文化活动班注册。学生注册总人数是五百六十人(次)，创历史新高。文化班开

班数也创下纪录。随之增长的是学费收入突破了十一 万。然而，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系列的突破性

的发展都包含着难以估量的爱与奉献。 

今年校行政班子的主要成员有：校董事会主席杨晓东、校长 唐建中, 副校长钱涛、董刚、陈爱萍。校资料

库主管陈建华、校网站主管许佩珍。财务张一`、程栋及家长会主席张晓清、家长会成员朱景华、朱宁、

高宁、李踵，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成员连任了二届、甚至更多。也有少数是去年刚加入的新成员 。每个星

期天，年复一年，他们以博大的胸怀播撒着爱的种子。 

副校长钱涛分管全校三十个语言班、二十二个文化班的教师及助教六十多人的教师队伍的教学工

作。除白天上班外，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每次电话与他联系工作，都有婴儿的声音在电话机旁陪伴

着,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以超人的意志，聪明的才智及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将教学质量的管理、教师

队伍的安排、培训等工作搞得井井有条。这两年来，他为学校准备了一支教师预备队，随时应对补缺一改

以往一旦老师有急事请假, 就束手无册的状况. 

去年刚上任的副校长董刚，公司的工作压力已非同寻常，面临二次裁员危机。但他还是管理着中

文学校的日常琐事，教材及办公用品 的订购、发放，主办一年一度的故事会、绘画比赛及今年新增加的

“学生习作园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中文写作的热情，一年来，共收到作文近两百篇。 同时也推动了

学生参加“第十二届海外小学生作文竞赛的积极性，使得今年参赛作文达五十四篇之多，又创一个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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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去年刚上任的副校长陈爱萍， 分管着华社周末的文化课程，她任劳任怨，精心地安排着

每门课，并集找老师、开新课、联系学生、收款注册于一身。 

资料库主管陈建华义务为学校工作多年，花了难以估量的时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文学校的资

料数据库。使得学校这几年的管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最近他在为学校网络注册和管理努力着, 探索着，

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有新的突破。 

校网站主管许佩珍，长期关注学校发展，收集信息资料，编排新闻往事、展现旧史新貌，营造着

中文学校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达八年之久，默默的为中文学校奉献着赤热的爱心。 

家长会主席张晓清连任三届，以其精明能干、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带领其他成员，为中文学校

当好后勤，确保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最近为解决学校的场地和租金问题奔忙着。 

校董事会主席杨晓东，这些年来一直以身作则，以他宽宏的胸怀，坚忍不拔的毅力，担当起校董

事会的重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全力支持学校的行政工作。还有许许多

多义务奉献的故事让人感佩至深，只是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正因为有这么多无私的奉献者，学校

的发展才会有今天的蓬勃发展的趋势和规模。 

在这条由无私奉献着汇成的爱河中，老师对中华文化及对学生的爱永远是不变的主流。他们用爱

编织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爱的故事。从这本由向景荺主编、肖玲和梁荷为编辑的精美的校刊中，每一页都

闪烁着老师们笑容可掬的爱的光彩。在今年五十三位老师中，有些老师从教甚久，尤其是谢云、董音、

许佩珍、郭莉莉、季颖，他们把智慧和爱心，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海外中文教育事业。任小

波、李莉、肖玲、费国平等老师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支持学校的其他工作，忘我的付出，非常难能

可贵。 

正是这条涓涓流淌的爱河，滋润着我们的学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每年都有优秀学生从中文学校

毕业，并加入美国的高等学府就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五岁就进入中文学校学习，坚持十多年学习中

文。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对我们这些无私奉献者最好的回报。今年有徐临捷、孙文豪、李天昊三位

学生荣获本年度中文学校奖学金。这些奖学金得主与往年许许多多高年级学生一样，没有辜负众人的厚

爱，纷纷以实际行动回报社区：孙文豪同学这些年来担任数学班的义务教员；徐临捷同学取得SATII中文

考试780分的优异成绩，并义务担任手工班老师一年多；李天昊义务担任羽毛球班的助教；姚晔义务担任

CFL的助教； 青年服务队队长许立，除了自己积极投身于社区工作以外，还主动担任了“儿童合唱团 ”的

助教及音乐伴奏。夏紫旭同学多年来为社区和中文学校屡作贡献，这次又代表华社参加本地区国际艺术

节国际小姐的竞选，并以强劲的才艺，摘得桂冠。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期主编向景荺同学，虽进入高中

最繁忙的一年，仍然主动承担起校刊主编的繁重任务，为校刊的编辑作了巨大贡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文学校依然任重道远，希望更多的人做出爱的奉献。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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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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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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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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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库主管 

2007-2011 陈建华 
 

网站主管 
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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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美东中文学校联合会奖 

        

优良教师奖 资深教师奖  荣誉学生奖    海华奖学金得主   

2002-03        董    音 2003-04   十年服务奖     曹德祥 2002-03    乔   劲 2004-05    陈   稚   

                张沪秋                               陈薇薇  曹   超 2005-06    姜怡倩    

2003-04     王明侠  五年服务奖     董   音 2003-04   陈   稚 2006-07    牛小溪   

               许佩珍                            张沪秋  濮方锦  2007-08    黃安倫   

               边馥琴                               朱向毅  顾    琳                     劉開元   

2004-05       孙玉萍                              郭莉莉 2004-05    周博阳 2008-09    金婷婷   

               郭莉莉 2004-05   五年服务奖     王明侠  陈佩雯                     金丽丽   

               朱向毅 2005-06 五年服务奖     刘星华 2005-06    陈一凡                  万江南   

2005-06       夏红原                               何淑芬  段河深    

               曾靖惠 2006-07 五年服务奖     孙玉萍  刘    昊 SAT 中文800分奖   

                   段    遂                               黄伟红 2006-07    张冰伶  2004-05     陈   稚   

2006-07     何沈文 2007-08   五年服务奖     季    穎  陈德庆  2005-06     姜怡倩   

          翟文怡 2007-08   十年服务奖     許佩珍 2007-08    張舒鳴 2007-08      黃安倫   

           林惠正                               董    音  林太雷 2008-09     金丽丽   

2007-08       梅       紅 2008-09 十五年资深     刘新华  林宇帆    

                                 張春圓  五年资深        何沈文 2008-09    陈   鸣    

                                 周嵐竹                              张春园  黄昱伟    

2008-09      任小波                      翟文怡  濮方粼    

                                褚亚丹    谢珈宁    

                                 刘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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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纽约首府中文学校奖 

中文学校优秀教师奖  

费国平  蒋淑君  

肖 玲   冯 静  

中文学校教师 服务奉献奖 

十五年以上  

刘新华 

十年以上  

郭莉莉 谢云 董音   

许佩珍 季颖 

五年以上  

刘安平 夏红原 张春园   

梅红 翟文怡 何沈文  

美东中文学校协会 第三十七届年会获奖者 

资深教师 

五年资深  刘安平 

五年资深  夏红原 

优良老师  

何沈文  曲永嘉  陈爱平 

海华优秀学生  

夏紫旭 

荣誉学生  

孙文豪  韦星宇  王樱洁  姚 晔 

中文SATII 780分  

徐临婕 

中文学校奖学金得主:    

徐临捷  孙文豪  李天昊 

中文学校杰出贡献奖得主:  

陈建华  朱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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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文学校毕业生 

Felix Sun 孙文豪  Linj ie Xu 徐临捷琳  Daniel  Zhou 周辉  

Thomas Li  李天昊  Siyuan Yeung 杨斯媛  Amy Yao 姚晔（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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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次 姓名 题目 辅导教师 

低年级: 集体       

一等奖 王佩涵，辛欣  小猴子下山 褚亚丹 

二等奖 唐悦，张若曦  兔皮帽 禇亚丹 

二等奖 JTMLP2-2 爸爸妈妈唱的歌 丁志梅 

三等奖 JTMLP1-1 手, 萝卜 冯静 

低年级: 个人       

一等奖 谢佳杉 曹冲称象 禇亚丹 

二等奖 陈敏奕 贝多芬的故事 丁志梅 

二等奖 刘子羽 汤姆搬家 刘真文 

三等奖 张思齐 小猫钓鱼 肖玲 

三等奖 Forrest 猴子和鳄鱼 冯静 

三等奖 陈旭之 小猫钓鱼 丁志梅 

高年级: 集体       

一等奖 郭甜甜, 彭伊雯, 杨澹宁 时间老人的好办法   

二等奖 Caroline, Max, Emily, Ben 三句半：中文学校真火爆 翟文怡 

三等奖 Eric, Joyce, Sam,Frederic 三个和尚 翟文怡 

高年级: 个人       

一等奖 张天阳   小白兔写论文  何沈文 

二等奖 齐杰 公鸡蛋 管淑一 

二等奖 李倩琳 小孩是从哪儿来的 吴全喜 

三等奖 高咪咪 老虎拔牙 吴全喜 

三等奖 钱雅兰 三只熊 吴全喜 

三等奖 吴云开 包公审石头 翟文怡 

中文学校2010年度“学中文，讲故事”比赛揭晓 

http://www.flickr.com/photos/ccc_albany/sets/72157625343343678/
http://www.flickr.com/photos/ccc_albany/sets/7215762534334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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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绘画比赛获奖名单 

 
 

 
 

 

年龄组 4 – 7 岁 

名次 姓名 年龄 作品名称 

一等奖 丁加乐 (Michael Ding) 6 我爱我家 

二等奖 齐杰 7 小童与鸟 

二等奖 唐朝朝 (Adam Tang) 6 Flowers 

三等奖 高杰森 6 Landscape 

三等奖 徐凯琳 7 奔马 

三等奖 Arthur 5 Toucan and Fruit 

年龄组 8 – 12 岁 

名次 姓名 年龄 作品名称 

一等奖 郭恬恬 9 龙女 (Dragon Girl) 

二等奖 Linda Li 12 Spring 

二等奖 Tiffany Ding 12 Untitled 

三等奖 高咪咪 9 Sleeping Gypsy 

三等奖 Derek S Liu 10 Purple Flowers 

年龄组 13 岁以上 

名次 姓名 年龄 作品名称 

一等奖 Emily Hartana 15 Double Self-Portrait 

二等奖 曹盈 13 春早 

三等奖 Hanna S Liu 15 Unti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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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一班   
教师: 黄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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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董瑷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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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 刘新华 

舞蹈发辉儿童们天真活泼纯洁浪漫的灵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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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四班 

优秀教师: 张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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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Leader:  

                                Renhua Song   

Teacher:   

                                Xinhua Lee 

Drum and Dance are connected  to Chinese folklore and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people's lif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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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 

教师: 褚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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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crafts Class  Teacher:  Chen 

Students in the Handcrafts class learn how to make origami and 

crafts made out of various materials. This year, we have already 

made several origami crafts, including the Japanese kusudama, or 

flower ball. Just recently, we finished making 3-D beaded rabbits in 

celebration of the Rabbit year. 

All students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taking this class are welcome 

to join! 

Special thanks to Hannah Liu for being the Assistant teacher and to 

all of the parents that have helped our class for their cooperation! 

From left to right: Linjie Xu (Teacher), Darika Thompson, Clara Xin, Michelle Zhu, Lily Neuge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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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一年级甲班 刘安平 (Art-1A) Teacher: Liu Anping  

 祝贺所有的小画家们今年取得的绘画成就！感谢助教徐利亚和替补老师徐晓萍的帮助！ 

 

教学目的：保持和提高学生对绘画的兴趣，在鼓励和激发孩子们绘画兴趣的同时，培养他们初级绘画

基础，掌握一些简单的绘画要领，如比例和角度等等，逐渐增强绘画的准确性。 

 

教学对象：五岁和五岁以上的孩子，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与观察能力配合，是最佳年龄阶段，在课堂

里会有成就感，能通这门课学到最多东西。 

 

教学手段：绘画对象以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动物为主，老师将复杂的动物分割成简单的图形，首先掌握

大体比例，然后一步一步从轮廓到具体，再从局部到整体将全貌画出来。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little artists for your good work this year! Many thanks to TA Lydia Liu 

and Teacher Sherry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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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一年级甲班            Art-1B 

          教师: 吴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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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2A 
 

（Chinese brush painting) 
 

Teacher: 
 
    Jacqueline H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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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二班                                               教师: 梁荷 

松 
下 
问 
童 
子
， 
言 
师 
采 
药 
去
。 

只 
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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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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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不 
知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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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4B 

                                                                                          Teacher:  Elizabeth Alicakos  
A combination of observation and technique is used by the students of Art 4B.  They show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 and are truly great artists.  They master difficult tasks and produce beautiful work that deserves to be dis-

played.  I have seen much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and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inal projects that are 

ahead.  This class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and I love working with these talented children, hoping to push them 

further down their successful path.  

We practice each week recreating still lifes by measurement and lighting techniques.  Different objects are displayed in 

various positions to present new challenges for their drawings.   

These images represent the students growth in learning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when attempting sketching.   They  

are able to connect their natural talent with new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taught each week.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artists and their work has helped them expand their knowledge and further push their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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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Choir  

           教师: 伍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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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kwondo  

         Teacher: Master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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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一班  教师: 陈建华   Badmint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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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minton-2                     羽毛球二班 教师: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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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place winners: Left--Senior Group winner Victor Peng;  

Right--Junior Group winner Henry 

Junior Group 2nd place winner: Ruben Chen 

Senior Group 2nd place winner: Larry Zhang 

Junior Group 3rd place winner: Kevin Lin 

Senior Group 3rd place winner: Philip Sun 

乒乓球班  
指导教师：郭立民/ 龚威 

Front row, left to right: Principal Tang, Henry, Ruben Chen, 

Kevin Lin, Zak Huang, Patrick Dai, Jason Wu, and Mathew. 

Back row, left to right: Limin Guo, Larry Zhang, Victor Peng, 

Philip Sun, Wei Gong, and Minfeng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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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费国平 

学生 

潮隆镐 

丁力  

侯文远  

李天昊 

刘思佳 

邱威伟  

孙文豪 

唐美华 

王捷思 

卫一汀 

熊熙男 

杨智媛  

杨斯媛 

学中文，需要一种团队精神，一点自由空间，才会乐在其中。 

徐
临
捷
，
杨
智
媛
，
在
学
校
的
圣
诞
新
年
联

欢
会
上
当
一
回
节
目
主
持
，
过
一
把
中
文
瘾 

祝
贺
孙
文
豪
，
李
天
昊
，
徐
临
捷
三

位
同
学
，
历
经
十
年
寒
窗
，
含
辛
茹

苦
地
拿
到
了
本
学
年
的
奖
学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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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八年级一班                教师: 陈爱萍 

    自左至右：俞安迪、孙文杰、朱铭媚、陈沛恩、闵佳丽、陈爱萍（老师）、陈佩嘉、周爱琳、曹盈、周昕、陈毅彤 

有 趣 的 课 堂 教 学 

作者：曹 盈 

     这学期，陈老师带领我们班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参观国际艺术节，看小品和魔术录像等。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很有趣的课堂游戏。 

    老师首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很奇怪的“脸”：有耳朵、眉毛、鼻子和嘴巴，就是没有眼睛。然后，老师拿出

一块蒙眼睛的黑布和一支笔，对我们说：“哪位同学愿意上来为这张脸补画眼睛？” 

    闵佳丽自告奋勇地第一个走到黑板前，老师为她蒙上眼睛，并让她在原地转了三圈，然后佳丽拿起笔就画，

好像她能看到似的，两只眼睛都画在了正确的位置上。大家都十分惊讶！佳丽不紧不慢地摘下黑布说：“我能看

到一点儿。”第二个上场的是孙文杰，陈老师这次把黑布叠为双层给他蒙上，同样让他在原地转上三圈，转得不

知东南西北的孙文杰竟把两只眼睛画到另一块黑板上去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轮到我时，我小心奕奕地摸索着

在我认为正确的地方画上了两只眼睛。我摘下黑布一看，结果两只眼睛都没画对，一只画在脸中间，另一只却画

在了脸外面，再次引来了同学们的一阵笑声！ 

    做完这一游戏，同学们都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老师笑着说：“同学们，你们刚刚做完‘画眼睛’的游

戏，想知道怎样描写这一游戏吗？那就让我们把书翻到第二十五页，一起来学习课文‘画眼睛’。”因为我们刚

刚做完同样的游戏，所以大家对课文的理解都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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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中文八年级一班   教师: 陈爱萍 

 

 
    

 《三个和尚》这个故事，不但很有趣，而且

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个道理：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克服

困难，大家才有好日子过。 

                           —— 周    昕 

   我对《三个和尚》这个故事的理解是：一个人懒

不了，只好自己干。但是两个人就有问题了，因为一

个人老想让另一个人干。如果三个人问题就大了，因

为谁都希望别人多干。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公平的规

则，也就是说轮流干活或者分配做事，大家干一样

多。如果故事中的三个和尚有这个规则，他们就不会

没水喝。 

                           —— 孙文杰  

   《三个和尚》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管

做什么事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 朱铭媚                

  “三个和尚”的故事告诉我一个道理：“一个和尚

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 闵佳丽 

     我最喜欢课文《一场篮球赛》。有个

男孩子，不但喜欢打球，而且喜欢看球

赛。学校组织了一场篮球赛，是他所在的

四年级对五年级，比赛紧张激烈，最后四

年级赢了。 

                     —— 陈佩嘉 

     

  我最喜欢看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

“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小品除了幽默有趣外，还告

诉我一个道理：中国农民的生活是今天比昨天好，明

天比今天更好。 

                         —— 周爱琳 

    2010 年10 月24日，星期天，我参加

了在奥本尼蛋形剧场下大厅里举行的一年

一度的国际艺术节。自1972年以来，艺术

节已经办了38届，今年是第39届。举行这

这个艺术节的目的是让各民族的人交流艺

术和文化。我自始自终看完了艺术节上所

有的节目。不同国家的歌舞表演，尤其是

苏格兰和印度的舞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各国的艺术展览展示了不同国家的特

色工艺品，也很好看。总之，这个艺术节

很值得一看，明年我还想去参加。  

                      —— 俞安迪    

    我最喜欢课文《珠穆朗玛峰》。在学习这一课

时，老师让我们在课堂笔记本上先画出喜马拉雅山

脉，然后在这个山脉上画出珠穆朗玛峰。这是一节

有趣的课。 

                         —— 陈沛恩 

    我最喜欢课文《精卫填海》，因为这

个故事讲述的是精卫鸟永不言败的故事，

让人听了深受鼓舞。我是2007 年才来到美

国的。那时，我由于英语基础不好，所以

学校便安排我去上英语补习班。补习班的

老师耐心教我，我也不断地努力，六年级

时，我去补习班的时间就减少了，现在，

我上七年级，已经能与其他同学一道正常

上课了。精卫填海的故事告诉我：坚持就

一定能成功。    

                     —— 陈毅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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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六年级一班 教师: 冯晋哲  

冯晋哲  李小可  张则名  杜德明  唐贞妮 

     简体中文六年级一班是一个特殊的小集体。同学们个个都是

小天才，虽然还属于六年级，可是他们几乎把七年级的课程都要

学完了。做他们的老师可轻松了，因为他们轮着做小老师，从读

课文，到组词造句，都像模像样。在这些“小老师”们的提议

下，课堂内容也丰富多彩。我们学习三字经，观看西游记动画

片...... 中文学习不再枯燥。另外，学好中文还可以得到itunes

和walmart的礼物卡。同学们中文学得可带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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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中国读书.....  魏祁昱 

如果我在中国读书早上6点不到，天还没有

亮，我就要起床。爷爷给我买山东煎饼、生煎馒头、小

笼包子或者油条做我的早餐。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在

美国是吃不到的。在中国没有校车来我家里接我，我要

乘公共汽车到学校。公共汽车里面人很多，有的时候没

有位子坐。 

到了学校我已经很累了。坐在教室里，打开书

包，和小朋友聊天，等老师进来给我们上课。我们要上

英文、数学、语文课。每节课的老师都是不一样的。 

我最好的课目是英文。老师教学生读3遍英文

句子。我觉得很没劲。我的英文是很好的，比老师还

好。上数学课时，老师会叫2-4个小朋友上去做题目。

中国的 数学很难，所以我很怕被老师叫到。还有一个

对我来说很难的是语文，语文老师会叫小朋友讲故事，

抄课文，每个星期还要考试。我的字写得很慢，很多字

还 不认识。 

下午5点钟我才回到家，到家后我还有很多的

回家作业要做。吃完可口的晚饭，还要继续做作业，做

完回家作业也差不多要睡觉了。 

在中国读书真是很累, 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特别是数学。 

去中国玩  姓名：吴安娜 

 放假了，每个人都很开心。有的人在放假时在

家里玩，有的出去旅游。我们每年都有假期。总觉得

放假时间太短，尤其是去中国，每次都不能尽兴。。 

在中国，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中国的烧烤，珍珠

奶茶配烧烤。还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菜。有机会你

一定要去中国体验一下。放假时还会去看中国的爷爷

和奶奶。我很喜欢我的爷爷和奶奶，我觉得爷爷，奶

奶对我很好，给我做各种好吃得东西，他们是那么慈

祥。如果我能天天看到爷爷奶奶那该多好啊！！我想

明年再去中国看爷爷和奶奶。 

   我也很喜欢中国。 唯一让我不喜欢中国是，

有人把垃圾仍在马路上，并且有的人在乱开车！！ 

回来的时候，我跟姐姐们在飞机上坐了三天。

我觉得坐在飞机上坐三天很累，可是也蛮好的。姐妹

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我喜歡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

美，还因为那里有我思念的亲人。 

冬天  姓名：杜明道  

今年，奥本尼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我家的

后院也积上了厚厚的一层雪。 

星期六，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正在家里吃

饭。透过玻璃窗，妈妈说：“看啊！雪地上是什么动

物的脚印？”我和哥哥走到窗前，看到一串串的脚

印。哥哥说：“那个像花瓣一样的脚印可能是一只狗

或者山狗的。”爸爸和妈妈说，有一天晚上他们听到

有象山狗的叫声。哥哥又说：“那边一串像是一只鹿

的脚印，而这一串脚印像是兔子的。”我一回头，看

到外阳台的雪上有一串“个”字样的脚印。哥哥说：

“这串脚印很浅，一定是小鸟的。” 

星期六下午, 奥本尼又下了一场雪，所有的脚

印都不在了。我在想下次又有哪些小动物会来我家做

客呢？ 

简体四年级一班 

资深教师：许佩珍 
 

今年我们班在这个学年里完成了二个学年的教学

任务，即读完了济南大学编辑的《中文》第四、第五册

教材，学生不仅能独立完成作业，还首次参加了海外小

学生作文竞赛。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启用《轻松学汉语》第三

册作为辅助教材， 使得教学内容更生活化，培养了学生

的口语表达能力。在教学的同时，我让他们以自己是炎

黄子孙为荣，立君子品质，做有德之人！ 

左起：吴安娜 杜明道 魏祁昱 高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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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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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六年级二班  教师: 梅红 

    和这个班的孩子们在一起五六年了，眼见他们一个个从天真顽皮

的小孩子长成翩翩少年。周日的中文学校也是他们朋友们谈天说地

的聚会场所。每周看着他们个个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的样子，我心

中都有几分感动，更为孩子们的坚持而自豪！ 

    这是一群聪明可爱和积极努力的孩子。每次我提问的时候，娄 

肇语的手都举得高高的；曲晨和罗若梅总能造出些好句子来；许相

宜的中文越来越流利，有时还带出几句天津方言；池明浩认识生字

卡里所有的字；潘如冰刚加入我们班，学习十分努力；刘之牧为了

中文，放弃了乐队；李天灵几乎每周都能赢得homework pass, 但每

周都会一次不少地做完四次作业，我猜她是在收集homework pass；

罗京的幽默时常引得全班大笑；朱粲是遵守纪律的模范,郭岩的写作

读起来很流畅；彭伟克的中文字写得十分漂亮。他们每一个人都值

得我为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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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之 筠 ： 晚 上 关 灯

了，满房间的蜻蜓和

蝴蝶都在闪闪发光。

我看着它们在天上飞

来飞去，渐渐地入睡

了，并且做着美好的

梦。我房间真是我的

“小天地”! 

沈西卿：有一次，乌

龟急着要从塑料盘里

爬出来，最后把朔料

盘打翻了，随后就发

生了地震。 

董玥华：大风一来，整片

草地就象波涛汹涌澎湃。

看着这样的画面，我就觉

得，草 不 像别人说的那

样，它比什么花都美丽。

看起来它是那么简单、无

暇、苗条、细小，我却看

到了一个舞蹈家。 

邵嘉瑜：我每天放学回

到家时，它就会热烈地

欢迎我。然后它就要我

摸一摸它的头和肚子。 

周莹：在春天和夏天，

我们家后院的野兔子会

在小松树边上玩。小兔

子会绕着松树转圈跑，

追着别的野兔子。有时

候，它们会在松树旁边

吃 草，静 静 地 坐 在 那

里。我会轻轻地爬到兔

子的后面，看它吃草。

余佩馨：我想象里的鹿

跳过雪堆、跑过小孩堆

的雪人和雪房子、跑过

我们的房子和我们邻居

的房子。最后，它们跑

回家去了。在冬天，外

面有很多不同的动物。

他们都和我们人一样，

在雪地里留下自己的脚

印。 

丁燕昀：看猴子玩耍带给我许

多快乐。它们蹦呀、跳 呀、

跑呀、爬呀, 我一看见它们就

想起我的淘气的弟弟。猴子

跑的时候姿势跟狗一样，手

脚 并 用，尾 巴 还翘 得 高 高

的，用来保持平衡。 

张煜：松树有很多用处，

有 一个用处是 可 以 泡 茶

喝；还有一个用处是可以

用它的松木烤鸭。妈妈说

正宗的北京烤鸭就用松树

的木头烤的，和用别的木

头烤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赛飞闲：这个球场是随着你

的意愿而变化的。如果你刚

开始想练球，这个球场就是

练球场。如果你打累了十八

个洞，想玩玩微型高尔夫，

这个球场马上就变成微型高

尔夫球场了。不要以为我的

小天地只是想象中才有的，

我想随着科技的发展，不久

的将来一定会梦想成真。 

郑哈利：我想长大以

后当一名飞行员驾驶

飞机，飞向蓝天。我

希 望 我 的 梦 想 能 实

现，那该多好啊！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教师： 任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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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五年级 

你好！ 我叫冉庆。 我十一岁。 我有

一个妹妹和一只狗。 我喜欢读书。 

 我叫冉归，我11 岁。我很喜欢

读书，我也喜欢跟我的狗玩。 

 

 我叫尚进，我喜欢玩脑

游戏和画画。 

与孩子们一起学习、成长，是最

幸福、快乐的事。     夏红原 

去年暑假我和妈妈、哥

哥、弟弟回中国看爷

爷、奶奶。我们还去了

北京看长城。长城很

长，象一条巨龙盘在山

上。下次有时间我还想

回中国去玩。 徐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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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五年级 

去年我们一家去了黄石公园游玩.。这张

照片就是在途中拍摄的。这是一次有趣

的经历，我会常常回想它。  周文尧 

 

我叫陈大宇，

今年十二岁。

我喜欢滑雪，

打棒球和乒乓

球。  

 

我叫伍琪琪，今年十一岁。去年夏天，

我们全家到 Cape May (Sunset Beach)  

 看日落，那景色太美了！有照片在此。 

 

我 喜 欢 蓝 颜

色，喜 欢 吃

糖，喜欢玩。           

    周珊珊 

 

我们现在用的马立平教材里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我很喜欢中国的

历史故事，特别是三国时期的《草船借箭》、《空城计》，我反复

读了好几遍，有时还和妈妈一起讨论诸葛亮、刘备和曹操，我很佩

服他们的智慧和谋略。我现在在读英文版的《三国演义》，希望有

一天我可以读中文版的。   我还要更加努力地学中文。          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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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Left to right:    康庆超,   曲赫,   Katie (TA),   张天阳,   李宏瑞,   余佳伟,        

钟驰远,   黄文熹,  黄霄,  陈博文,  陈汝彬,  何沈文(老师),  孙佳妮,  辛悦,                                           

隋艳珠,  杜恺文,  方灏辰.  庞歆笛缺席 

简体马立平四年级二班  

教师:何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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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四年级二班  

教师:何沈文  



纽约首府华社中文学校 

CCC Chinese School Capital District of New York 

 

45 

    我班现有学生14名。他们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团结

友爱，勤学好问，你追我赶，不断取得好成绩。他们积极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在2010华社的讲故事比赛

中获得奖项最多的班级， 参赛的4个故事全部获奖。杨澹   

宁, 郭恬恬, 彭伊雯荣获A组集体一等奖， 李倩琳声情并

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个人二等奖。钱雅兰荣

获个人三等奖。高咪咪荣获个人三等奖。祝同学们兔年愉

快，天天向上，取得更大进步！ 

简体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教师: 吴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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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MLP3-2班级的教学任

务是由何薇和管淑一分别完成

的，孩子们在中文学习中得到了

长足的进步。我们班有新加入的

孩子，也有老朋友，在一起成为

学习伙伴，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在各项活动中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互

助友爱的完成各项学习任

务。        
和管淑一老师的合影 

老师:何微  

简体马立平三年级二班  
教师:何微  管淑一  

灵动聪颖的齐杰 帅气聪慧的戴诚 

多才多艺的许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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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教师: 翟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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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六位同学 Daniel,Leo,  Mi-

chael,Michelle,Patrick, Sutina

在这里相识,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我

们用我们的智慧和努力探索着汉字

的神秘;在欢愉的笑声中,我们分享

着中文故事带给我们的无限快乐!

学中文真有趣! 

简体马立平二年级三班  教师: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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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十七位可爱的小朋友不仅长高了,中文学习也进入了新的

阶段.大部分孩子们已经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课后认真完成老师留的作业,这些好的习惯是

今后学好中文的基础.每当我听到孩子们能大声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写一些简单的句子,感到

自己的辛苦有所收获. 更让我开心的是大部分孩子对中文学习已没抵触情绪.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生活在美国这个到处是英文的国度里,能让 自己的孩子坚持学习

运用中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如同逆水行舟. 

 感谢我们的家长能每天督促孩子们坚持学习运用中文, 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

子们能学好中文,喜欢中文,能用中文这个工具欣赏中国五千年艺术和文化的神韵与精髓, 受

益于他们的一生. 

简体马立平二年级二班  教师: 丁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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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马立平二年级一班  

    我班现有学生23名。他们勤学好问，你追我赶，学得热火朝

天。他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在2010华社的讲故事比

赛中，谢佳杉和辛欣, 王霈涵 获得了B组个人和集体的一等奖，

张若曦, 唐悦获得集体二等奖。特别是辛欣同学，由一个不喜欢

讲话的同学变成一个讲故事冠军，变化大得惊人。祝小朋友学习

进步，天天向上！ 

教师： 楮亚丹，褚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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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二年级一班 

教师: 褚亚丹，褚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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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一年级三班  

         教师: 董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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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一年级二班  

 

教师:肖玲 胡国庆 

简体马立平一年级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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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  美好的回忆 
                    JTML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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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马立平一年级一班  

                   教师: 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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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体学前三班  教师: 黄宝珍 

祝愿小朋友们拥有 

  一个美好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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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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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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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学前一班  
 

教师：刘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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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之美， 

美在其音， 

美在其形， 

美在其意。  

美如旭日之晖，无言却温馨； 

美如明月之光，无声却浪漫； 

CFL - 4     教师：梁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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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文三班 CFL-C3  

         教师: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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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季颖 

CFL-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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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文一班 CFL-C1 

         教师: 唐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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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中文二班 

CFL-A2  教师：管淑一 

Welcome come to  our Adult  

Intermediate Chinese Language Class! 

Our students are very enthusiastic, motivat-

ed and hardworking in learning bo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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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I have the new CFL Four-Year program to run, and the new CFL first year class to 
teach.  

 I feel so privileged to be working with such an enthusiastic group of students. The class has a 
wide range of ages and backgrounds, but the members share a common strong interest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veryone has worked hard and made impressive progress. I’m very proud of 
them! 

 My TA volunteer, Amy Yao, has been such a great help.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my for her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Teacher:   Dong Yin  

          今年我开始启动中文作为外语教学的新项目，并承担一年级的课堂教学工作。 

    能对这样一组热情很高的学生展开教学，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班学生的年龄范围和背景情况差异较大，

但大家都对中国语言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很强的兴趣。每位学生 学习都很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为他们

感到十分骄傲！ 

    我的义务助教，姚晔老师，在我的课堂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她的奉献精神和辛勤

工作！ 

                                                                                                                                                                                         教师：董音 

CFL-First Year 
2011 资深教师: 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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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英语班 
Teacher: Mary Gordon，  

  Martha Harau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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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 二 班   FT-2   

教師：謝雲 

你若不想做,會找到一個藉口. 

 你若想做,會找到一個方法. 

Jonathan Chen 

April Moy 

Asaph Ko 

Anna Ko 

Shin Yang 

Cooking Projects      Chinese SAT II Practices 

Chinese New Yea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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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Lily Kuo  

繁 

體 

字

一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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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Youth Team Name List:  

Max Chao,  Dan Zhou,  Bowen Zhang,  Yutao Wu, Jeffrey Shen, James Xu, Katie 

Yan,  Bettina Lu, Laura Tang, Larry Zhang, Jacqueline Hsia, Gigi Yeung, Jimmy Ding, 

Eric Chen, Joyce Chen, William Qiu, Jack Ren, Michelle Xiong Kevin Wang 

 

服务队 
华社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