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迪生通讯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校刊 第 180 期 2011 年 5 月 22 日 

Hua 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本期 2 页 

学校网址：www.hxedison.org  

 

 

 

 

 

 

 

 

 

 

 

 

 

 

 

 

 

 

 

 
 

 
 

 

 

 

 

 

 
  
  

  

 

 

 金门杯新州象棋公开赛园满结束 (李广华) 

由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和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1 年“ 金门杯” 新州象棋快棋公开赛于日前园满结束。纽

约青年棋手彭佳文 发挥出色，以六胜一和的优异战勣摘取本

届桂冠。纽约名手杭志孟和新泽西华夏中文学校南部分校象棋

教师王能家分获亚军和季军。蔡义禄，李游和孙儒林分列第四

至六名。少年组前三名由涂志铭，李阳轩和贺泓澈获得。 

本届比赛高手云集，参赛棋手水平比上届普遍有所提高，在网

上(www.clubxiangqi.com)快棋等级分达 2000 分以上的棋手竟达

九人之多，竞争十分激烈。彭佳文是纽约棋坛的年轻棋手﹐ 师

从国际特级大师牟海勤等美东一流高手学艺﹐ 近年来进步神

速。目前已获得代表美东出战今年年底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

12 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的资格。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彭佳文中文

讲得不算流利，但其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对象棋艺术的追求确

实令人钦佩。     

举办本届金门杯新州象棋快棋公开赛取得圆满成功，华夏爱迪

生中文学校(www.hxedison.org)和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衷心感

谢广大象棋爱好者和位于爱迪生市 1 号公路旁独家赞助本届比

赛的“ 金门” 超市的大力支持。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推广象

棋，新州象棋协会为大家策划了不少活动，包括每年春季的

“ 金门杯” 新州象棋快棋赛，秋季的“ 金门杯” 新州少儿象棋

赛和“ 知宇杯” 新州象棋(慢棋)公开赛。象棋协会每月在华夏

爱迪生中文学校内举办象棋讲座和设象棋擂台﹐ 并免费给青少

年和儿童棋手下辅导棋。请象棋爱好者们留意相关报道或直接

与象棋协会联系。新泽西中国象棋协会网址 www.njxiangqi.org  

联系人:李广华 NJCChess@yahoo.com 或 (908)656-0966(留言)。  

 

 
 

 

 

2010-2011 学年是 谁在支持中文学校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特别感谢以下公司和个人在这一学年对我 

校的捐款 :  

County of Middlesex (谢蓓), 金门超市，虹城餐馆，KC 海鲜城， 

Sovereign Bank 爱迪生分行, 汇丰 银行爱迪生分行, Times Book,  

New Oriental Education, Elite Education, Yes Chinese Corp, 华夏爱 

迪生舞蹈队, QMQ education  

Jingwei  Shi, Shuzheng  Guo, Sharon Bushman,  Qiaoling  Deng, 
Henping Shi, Shiyin Chen, Zhizhang Yin, Wenyan Wang, Wansheng  

Liu,Jennifer Liu, May Xu, Lily Shao, David Xi, Michelle Carmen, 通过

Merck, Schering-Plough 和 United Way 为我校捐 款的所有家长们. 

 
 
 
 
 
 
 
 

图为获奖棋手合

影。左起李游，

王能家，彭佳

文，杭志孟，蔡

义禄和孙儒林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庆祝母亲节(王丽超坤,成书影) 

5 月 8 日星期天，为庆祝母亲节，华夏夕阳红俱乐部在华夏爱迪

生中文学校授课的木桥市高中休息厅，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当天活动经过夕阳红爷爷奶奶们的精心准备，表演节目丰富多

彩，场面热闹非凡。  

 
华夏夕阳红俱乐部的奶奶们表演的 东北大秧歌 

华夏夕阳红俱乐部成立于 2000 年，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支

持下。十多年来营造出一个真正具有“ 亲情和友情的特殊大家

庭” ，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的场所，

使得夕阳红俱乐部的老人们，不仅能够在周末的中文学校内相

聚、交流和学习，还可以经常参加华裔社区的各种活动。母亲

节当天表演的节目都是老人们自己设计和排练的，有“ 新疆

舞” 、“ 南泥湾双扇舞” 、“ 茉莉花” 、 “ 夕阳红” 、 “ 东北

大秧歌” 、“ 京剧” 、“ 太极剑” 、“ 呼啦圈” 等。参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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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学年注册系统将更新 

我校为进一步方便家长在线注册，将于下一学年起用PayPal 缴

费系统。 家长们能一次完成网上注册及缴费。 为了鼓励大家使

用新系统， 凡在六月十九日以前注册有并通过PayPal付清学费

将享有$10 优惠. 注册系统将于五月二十九日开通。  

2011-2012 学年我校将继续租 用木桥市高中 

鉴于木桥市教委给于我校的租金远远低于爱迪生教委的租金, 我

校决定明年将继续租用木桥市高中。 

 

http://www.hxe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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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 95 岁高龄，但她们仔细的化妆，鲜

艳的服装、优美的舞姿和“ 青春” 焕发的热情，赢得了现场

所有家长和学生的阵阵掌声和喝彩，为母亲节增添了浓厚的

节日气氛，也为母亲节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参加当天演出的还有乡音合唱团。乡音合唱团是一个活跃于

大纽约地区的华人合唱团， 2001 年成立。十年来，合唱团

立足于传播民族文化，丰富华人社区的文化生活，参加了上

百次大小型演出，为华人社区带来了乡音，也为主流社会提

供了更多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机会。2004 年和 2007 年独立

主办的两届音乐会，更是获得了社区一致好评。 

乡音合唱团 当天演唱的都是哙炙人口， 耳熟能详， 带有浓

厚“ 中华乡音” 的歌曲，包括感人至深的“ 世上只有妈妈

好” , 青春荡漾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 ,  浪漫抒情的“ 在那遥

远的地方“ ,  陶冶情怀的“ 我爱你塞北的雪” ,  悠扬寓意的

“ 草原在哪里” ， 气势磅礴的 “ 长江之歌” ; 以及怀旧经典

红灯记插曲“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等. 演唱会有男女声独

唱，合唱和混声合唱。节目穿插有序，独唱合唱声部的巧妙

搭配哄然天成，加上演唱者精益求精，声请并茂的专业性演

绎， 使整个演唱过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不仅为现场的家

长学生和来宾奉献上一场“ 乡音” 的盛宴，也为母亲节的庆

典加了一笔浓浓的重彩。 

今年正值乡音建团十周年，第三届乡音音乐会正在积极筹备

之中。热心关注乡音的广大观众们正翘首以待，期望着又一

个欢乐感人的乡音晚宴。 

学生短文节选 （本期短文由谷代芳老师指导 提供） 

拔河比赛 

华夏爱迪生六册一班   江欣纯  

我们的家每年都参加华夏中文学校运动会。每次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拔河比赛。 

拔河比赛有红绿两队组成。每队一般有十个人。两队的人站

在绳子的左右两边，绳子中间挂了一个红绳。如果红绳往右

边移三尺，右边的队就赢了。 

去年的拔河比赛非常精彩。我们 Edison 学校是绿队。另外的

一队是红队。参加比赛的叔叔，阿姨先穿上了红绿队服。一

个个摩拳摖掌。一个紧挨这一个，握紧绳子。我们观众站在

一旁。只听到裁判哨子一响，两边的叔叔，阿姨用着吃奶的

劲，使劲地往后拉。很多人涨红了脸。我在旁边紧张地喊：

“ 加油，加油！” 恨不得也上去拉一把。只看到红绳慢慢往

绿色方向移动……绿色赢了！我激动地跳了起来。大叫：

“ 我们赢了！” 拔河比赛太好玩了，我以后也要去参加。我

期待着明年的运动会。 

 

快乐的万圣节 

华夏爱迪生六册一班 丁守恬 

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是万圣节 (HALLOWEEN)。每年的十月三 

十一日大家都会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怪物。打扮好的小 

朋友们就会出去讨糖。在这一天，许多小孩都会匆匆忙忙地跑

来跑去， 手里拿着大大小小装满糖的袋子。几乎所有的家庭

都会在家里等候讨糖的孩子们。有的小孩打扮成 Power 

Rangers, Ninjas, Pirates, Wizards, 有的打扮成 Princesses, Fairies, 

Witches 等等。 

去年我过万圣节 (HALLOWEEN) 的时候打扮成了 Red Riding 

Hood， 我去了邻居的家要了好多糖。我过了一个最快乐万圣

节。 

 

我最喜欢的科学家—牛顿 

华夏爱迪生六册一班   田大伟 

牛顿是我最喜欢的科学家。有一次，他坐在苹果树下休息，一

个苹果掉在了他的身边。平常的人不会多加思考，可是牛顿很

好奇。他想：“这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他想了很久很

久，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牛顿定律。航天飞机上天是

牛顿第三定律。人能跳起来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你推着一个

装满的购物车比你推着一个空的购物车更难，就是牛顿的第二

的定律。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牛顿。 

 
尼亚加拉大瀑布 

华夏爱迪生六册一班   田大伟 

我游览过很多地方，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尼亚加拉大瀑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她从尼亚加拉河一泻千

里，冲下陡峭的悬崖，流入下面的湖中，激起来一团团的白

雾。乘坐游船来到瀑布脚下，感觉就像在下雨。 

到了夜间，彩色的灯光照在水帘，把瀑布染成五颜六色。有人

从湖面上放焰火，在空中炸开，绚丽多彩地洒落在水面上。 

我站在岸上，看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像起了李白写的诗：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奥林匹克运动会 

华夏爱迪生六册一班   田大伟 

有一次，我妈妈和爸爸带我去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到

了体育场去看田径比赛。体育场里有很多很多座位，都坐

满了人，很热闹。我们找到座位，开始看比赛。 

比赛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有的运动员在冲刺 100 米短跑，

有的在跳高，有的在跳远，还有的在扔标枪。我最喜欢的

项目是 100 米短跑。运动员都要跑的很快，才能赢金牌，

我非常喜欢看奥林匹克的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