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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周年校庆暨新年晚会专题报导 
  
  

  

 

 

 

隆重庆祝建校十五周年及中国新年 
(前校长  刘建 ) 

 
    2月 10日农历大年初一，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在今年

刚迁返的爱迪生高中举行晚会和游艺活动庆祝华夏爱迪生

中文学校成立十五周年以及中国新年。 

 

    2月 9日大年三十下了一场洁白的瑞雪，预兆着今年

将迎来个丰收年，爱迪生市教委和高中很快就把道路和停

车场里的积雪清理干净，以便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周日上

课和举办庆祝活动。2月 10日下午学生和家长来到学校，

很多人都穿上了中国的传统服装，互相祝贺新年快乐，学

校里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学生中文和文体课照常进

行，很多家长义工在副校长林胜天，理事会和家长会的带

领下在礼堂里布置晚会舞台，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庆祝建

校十五周年及春节晚会的横幅很快挂起，大红灯笼，鞭炮

和五彩的气球被挑起，礼堂里顿时有了中国新年的气氛。

体育馆里的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游艺活动在下午也准备好

了。 

 

    晚会在晚 6点准时开始，校长丁燕波首先致辞给大家

拜年，并一一介绍了来参加庆祝活动和晚会的嘉宾。这次

活动是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迁返爱迪生市举行的第一次春

节晚会，又适逢庆祝建校十五周年，爱迪生市长 Tony 

Ricigliano 亲自到场祝贺，市教委的华人代表 Lora Fong 

以及 Deborah Anes，Theresa Ward，Sapana Shah也来参

加了晚会，Lora Fong 还精心准备了一个漂亮的果篮和红

包作为晚会的抽奖品。庆祝活动请到了大部分历任校长，

从第一任校长刘梅，到之后的武小英，王祝丰，雷蕾，马

克勤，王朝勃，胡志斌，童刚，施景渭，刘建。节目开

始，卢瑷仪老师为晚会特意作了诗词“校庆献词--心中的

歌献给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由四位不同年级的学生朗

诵献给校庆。晚会节目主要由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文体课

和文艺俱乐部的学生和家长表演，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

起，各个不同年龄舞蹈班的同学舞蹈活泼可爱，美丽动

人，声乐班的同学歌声优美动听，张锦鹏老师武术班的武

术表演和华夏爱迪生前毕业生陈凯文和郑翌嘉的功夫对练

非常震撼，让市长 Ricigliano为我们学校能培养出这样的

人才钦佩。黄镁老师一年级（1）班表演的北京童谣正月歌

和往年一样，总能给观众带来笑声和欢乐。晚会中间的特

邀蛇年魔术表演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学生和家长并和魔术

师进行了互动表演，乐在其中。最后由历届校长，教务人

员和理事成员演唱的长江之歌将晚会的气氛推到最高潮，

圆满结束。晚会中间穿插了几次抽奖活动，由到场的嘉宾

为观众抽取丰厚的奖品,本次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庆祝活

动得到了很多公司，个人的慷慨赞助，校长丁燕波在晚会

结束时衷心感谢晚会的特别赞助金门超市，新泽西国际羽

毛球中心和 Lilli Gober女士等。  

新年祝词 
 

   首先，给各位老师、学生、家长及校务人员拜个年！您

们辛苦了！祝你们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安康幸福 

蛇年行大运! 
 

   在过去的一年中，老师们辛勤耕耘、精心浇灌毎一株幼

苗，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并从各种角度探索敎学方法，努

力提高敎学质量，寓敎于乐。部份老师除完成本职工作外，

还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例如结业典礼、华夏之

星、总校演讲比赛和新年晚会等。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

为我校撰写文章、指导排练和编排节目，例如卢瑷仪老师的

佳作＂校庆献辞＂；黄镁老师编排的＂正月歌＂等。校务人

员们也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哪里需要，他们就在哪里

出现；哪里缺人，他们就在哪里顶上。学生和家长们也密切

配合我们的工作，对学校的各项活动予以大力支持，他们踊

跃加入自愿者团队，贡献出自己保贵的时间和金钱，对促进

我校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孩子们今后能够成为社会的有

用之人、栋梁之材，我们不仅需要拓宽视野，更要站得高，

看得远。让孩子们学好中文的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平台，

让他们的＂十八般武艺＂有用武之地，也要为他们领导能力

的培养和个性发展创造条件。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熖高＂，

让我们在蛇年里把中文学校这把火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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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星光灿烂   
 

二月十日晚，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夜晚，我校六百多人

齐聚爱迪生高中隆重举行庆祝十五周年校庆暨迎新春晚会，

英才汇聚、盛况空前。各位贵宾如约而至，特别是市长的突

然光临，着实为晚会带来了不小惊喜。爱迪生巿市长及敎委

多位委员的到来，说明华夏中文学校愈来愈多地受到主流社

会的关注，这是令人欣慰的，也是华夏中文学校发展的契机

和机遇。贵宾们对晚会的评价是超出他们的想像，他们中有

的人曾参加过爱迪生其它中文学校的活动，与其它中文学校

相比我校晚会规模大、人气旺、节目丰富多采，他们很荣幸

能作为贵宾出席，也很欣赏演员们的表演。 

 

我们的晚会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周密的组织策划外，

与我们有庞大的幕前、幕后团队紧密相关。看看我们的队员

们在晚会前、晚会中和晚会后是怎样为大家奉献的！台上感

人肺腑的诗朗诵源于老师精心的撰写和学生们勤奋的练习；

令人惊叹的中国功夫表演又让人浮想联翩，这需要多少年的

苦练？有的人汗流入注为的是唱出磅薄气势、舞出动人的舞

姿。 

 

    台下他们中有的人反复调试为的是达到最佳舞台布景；

有的辛勤排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有的主动为我们守门收

票；有的静坐机前为的是保证最佳音响效果；有的紧盯舞台

为的是不失去每一个拍摄良机；有的在后台穿梭忙碌为的是

节目有序不乱；有的仿佛爬入云端为的是最好录像角度；有

的负责幕布开闭拉幕拉到手软；有的全家上阵，竭心尽力；

有的守着欢乐实则寂聊的游艺大厅为的是确保孩子们的安

全；有的腿部手术后不久却仍为孩子们守场、站岗; 有的驱

車来回几趟为的是保证食品和水的供应；还有的在售票中、

在食品和水的分发中、在孩子们的游艺活动中、在礼品的准

备中、在贵宾的接待中、在散场后的清理中••••••等等。许多

台上的演员也是台下的服务员、队员，这就是我们华夏中文

学校一个值得骄傲的特色。他们就像天上的群星数不胜数！

台上、台下的星星连成一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蔚为壮

观的群星闪烁图。 

 

华夏，我们为你骄傲！ 

 

 

 
 

 

今夜,群星闪烁 
 

总负责及总策划：林胜天   李静君 

 

其它        

       陈文华  募款  舞台布置 

         魏东    晚会安全  饮料 

           赵軍    售票  食品分发 

             Tia Wangli 海报、节目册设计,舞台卡通 

 

       李广华   食品  赞助商接待  

         姚素琴   志愿者负责人  游艺活动 

           刘元     游艺活动  舞台艺术气球制作 

             曹为     节目册样本打印  嘉年华 

               孙康     抽奖   志愿者负责人 

                 潘硕     魔术  音响灯光 

                   刘晚生   舞台摄影 

 

       吕建安   舞台音响 

         章馨     演出协调 

           应志远   后台服务 

             杨伟谦   舞台视屏 

 

       张丹     贵宾接待 

         邓巧临   礼品准备   贵宾接待 

           但居丁   贵宾联络   贵宾接待 

             施景渭   贵宾接待   后台服务 

               刘建     贵宾接待   摄像 

                 丁燕波   组织协调   幻灯制作 

   

   志愿者: 台词创作,指导 - 张秋雨 

           舞台布置 -  胡涛,杨学东, 庄建凌, 谢小琴, 

                       刘明均, 梁力, 邓莉 

           负责守门 -  叶胜年 

           负责拉幕 -  李宏举  

           嘉年华 -    朱曼,,杭伟,黄莹,Ailian Kreis  

 

学生志愿者：Jessica Liu,   Rachael He,   Gary Sun,  

                       Jeff Zhou,     Linda Ye,       Fang Wan, 

                       Frank Huang , Sean Li,      Thomas Li,                          

                       Mindy Lee,  Devin Liu,      Belinda Liu, 

                       Cynthia Liang,  Jamie Liu, David Tian, 

                       Daniel Li,      Linda Dong,  Sharon Ling, 

                       Meg Cui,       Kelly Cui,      Carin Yao,  

                       Linda Liao ,   Gary Sun,      Victoria Zhou,   

                       Tia Wangli,   Clista Li,        Heidy Shi, 

                       Mark Stanik, Mary Stanik,  Lucia Tian 
               

鸣谢 *刘建、张立春和谷代芳老师为晚会撰稿，及时将 

         晚会盛況对社区报道！ 

      *参与此次晚会的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每个家庭， 

         因为你们的加入使晚会更具人气，演员们的表演 

 也更加投入、倾情，你们是这次晚会成功举办的  

 保证，＂军功章＂上有你们的一份。 

（但居丁报道） 
 

 
 

 



 

 

 

 

 

 

 

 

 

贵宾反馈 
 

Antonia Ricigliano ( Mayor, Edison Township ) : “Thank you for the kind invitation.   It was my pleasure to 

join you for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Lilli Gober ( VIP ) : “We enjoyed very much the performance.  We feel very proud to see so many talented 

people young and old work together.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Please keep in touch and do let me know if I 

could offer any assistance in the future.” 

 

 

Theresa Ward ( Edison BOE Member ): “It is I who should be thanking you and the committee that presented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It was truly a fun evening.  The children were precious and performed 

beautifully.  The adults seemed to be having a good time, also.  I know that when I left EHS that evening, my 

jaws were sore from smiling.  I don't think I stopped smiling all evening.  Thank you for including me in your 

invited guests list..  You are most gracious. “ 

 

Deborah Anes  ( Edison BOE Member ): “It was a pleasure attending your celebration and I enjoyed learning 

about all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 am so happy that your school is back in Edison where you belong. I 

hope we have a long relationship together. “ 

 

Lora Fong ( Edison BOE Member ):  ”The event was wonderful and I was honored to be included.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and for the VIP treatment!  I can only imagine how much hard work went into preparing 

the program.  The HX families have much to be proud of and I am thrilled to have the school back in Edison!” 

 

Sapana Shah ( Edison BOE Member ): “Thank you! It was love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