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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近期活动一览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如下活动 

1) Our annual fall outgoing，秋游 will be on coming Saturday, 

10/04/2014, 10am - 3 pm,（weather permitting, otherwise, it will 

be on the following Saturday, 10/11 -  天气不好将顺延一周至

10/11）， Johnson park, Piscataway, the same location as the last 
year. Please refer to  
    http://www.co.middlesex.nj.us/parksrecreation/johnson.asp  
for park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around the park area, it will 
be raining in the morning with 30% chance. The school will 
monitor the weather situation closely and will communicate the 
outing activity on coming Saturday through email.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school announcement on this. 目前天气预报显示

周六可能下雨，学校将关注天气预报变化并通过电子邮件通

知本周六活动的决定。请留意学校 通知。 
 
In the park, there is playground, tennis court, soccer field, bike 
trail, and a small zoo. Please feel free to bring your bike. We will 
have activities including  

    寻宝 (treasure hunting for younger kids) 

    有奖游戏：呼拉圈，跳绳，投球，套圈，掌上明珠， 

            猜字谜等; 

    游戏：飞盘，排球，羽毛球，拔河，足球, Hiking 

along with 抽奖 (prize draw). Pizza and bottle water will be 
served at lunch time. Lunch tickets will be sold on site as well but 
your earliest registration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as we will 
need to prepare games, prizes, food and water based on the 
headcounts. Each ticket will be $3. If you plan to join us, please 
register with Dr. Jun Zhao at the Parent duty desk in Cafeteria 
area on this Sunday or send your e-mail to our Parent Council 
Chair, Qiang Wu at: qiangwu@gmail.com with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姓名 Your name: 

    2. 电话 Telephone #: 

    3. 孩子数 Number of kids: 

    4. 大人数 Number of adults: 
 
If you have trouble viewing or submitting this form, you can fill it 
out onlin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yJ6UBdgN1AtC1s-
q8R7FUKJt73qgLzqH4na-
ua3t2g/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Among various attractive prizes including Jewelry boxes, special 
raffle prize will be four-week Cheung's Martial Arts class 
(transferable, $120 value), thanks for teacher Cheung's valuable 
donation and generosity. The details of the special raffle prize can 
be found at  
    http://www.hfec.biz/hxedisonftp/Sponsors/CMAA_award_2014_2.html 

 

2) 总校智力运动会将于 2014 年 10 月 19 日，8 点 30 分 - 

4 点 30 分在华夏中文学校桥水分校举行。报名截止日为 10

月 10 日。我校将支持和赞助所有参赛者，并免去报名费

（包括所有团体及单项）及提供午餐。凡感兴趣及还未报

名的家长和学生，可到学校大厅内家长值班处注册，领取

并递交报名表格，或请参赛者填写下列链接中新近更新的

2014 华夏运动会报名表，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HX%20MindSports%20201

4%20registration%20form%20-%20Corrected.doc 

填好后将报名表寄给： junzhao2009@gmail.com；908-

392-3430。    
 

3) Chinese Writing competition 美国《侨报》第三届少

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正式启动。大赛旨在激发美国少年儿童

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参赛主题：

“根”或“我的好朋友”。以往两届比赛我校都有学生获

奖，我校也曾荣获最佳组织奖。请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投

稿。10 月 19 日和 26 日第二节课邓莉家长将在大饭厅家长会

值班桌前帮助学校收集稿件。 

 

4) 一年一度的捐款季节即将来临，请您浏览如下有关向我

校捐赠时需要的有关信息。 

http://www.hxedison.org/donation.html 

 

开学第一天 

叶霖 
 

九月七号（星期日）天气非常晴朗，下午我早早来到华

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中文学校 2014 年秋

季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 
 

快到 1:30 了，学生和家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学校，宽

敞的楼道墙壁一侧贴着一溜白纸，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各班

教室的所在位置和任课老师名单，学生们都围观过来仔细查

阅。穿着橙色背心的值班家长也热情地为寻找教室的学生们

指路。走进了教务处，我看到了校长们和教务人员都在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有的在解答学生和家长们提出的问题；有的

在忙着给新生注册；有的在帮助老师分发新书。 
 

上课的铃声响了，个个教室逐渐地安静了下来，教学秩

序井然。文化课上，低年级和高年级的老师们都在专心致志

地讲课，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课和举手回答问题。高年级的

SAT/AP 班第一天就对学生进行了模拟考试，老师抓得真紧

啊！文体课，篮球、排球、舞蹈、绘画、国际象棋都相继开

课了。篮球馆里学员们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下传球、运球、上

篮，大家都很认真。排球队的学生们也在教练的指导下拦

网、扣球、传球，绝不马虎。国际象棋班的学员们在外籍老

师的教授下正在切磋技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夕阳红俱乐部

的老年人们在小义工老师的讲解下学习英语，这个老年英语

班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家长们组成的太极拳班（俱乐部）

也正式开课了。常年的太极拳活动在我校以坚持了很久，名

气享誉华夏总校内外。今天中文学校的开学日又恰逢中秋节

的来临，学校还为全体同学和老师送上月饼这个节日礼物，

大家喜上眉梢。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今年是开办第十六年了，在老师学

生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它就好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

每周在这里相聚，增长知识，联络感情，锻炼身体。我愿我

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中文课和学生文体课井然有序，学习气氛浓厚 

    
孩子们享受着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气氛 

 
少儿国际象棋班学员众多，义工 Sean Li 认真教课 

 
夕阳红俱乐部老人们在义工 Cynthia Liang 和 Julia Li 带领下认真学英语 

教务办公室：新生注册，发月饼，庆中秋，井井有条，络绎不绝。 

        

校长林胜天老校长刘建在教务处帮忙    太极拳俱乐部成员们开始健身 

 

   教室走廊：上课前，学生和家长们在核对分班和教室安排。 

 
家长和学生自愿者忙着为各班送书，送月饼。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董事会议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新学年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9 月 6日

在 East Brunswick 举行。同时进行了新旧董事交接。董事

会审议了去年中文学校的财政收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去年中文学校收支基本平衡（有$200 节余）。同时对

即将辞任的董事在过去两年里辛苦劳动表示感谢。随后，

新的董事会投票选了新的 Chair（叶胜年)， Treasure (沈

湘），secretary (曹国粱）。 
 

校长林胜天向大家介绍了新一年学校财政预算情况并在董

事会获得通过。大家还讨论了中文学校面临的挑战和可以

改进的地方，如新课程设置等。由于时间关系，决定在下

次会议继续讨论。希望广大家长也积极加入此议题讨论。 
 

董事会议全体成员 

 董事会议特邀会计俞心怡为大家介绍年度财务审议情况 
 

中文学校第一次教师会议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第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于 9月 6 日晚在 

Teppanyaki Grill 餐馆举行。中文学校的广大老师在经历

一个夏天休整在会上热烈讨论新一年的教学计划。 
 

校长林胜天首先对大家冒雨参加新学年第一次会议表示谢

意，然后向老师报告了学校情况，学生报名人数，老师的

增减, 课程设置变动，下一学年学校活动安排，财务预

算，及新年设想，并征求老师们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运

作，学生和成绩管理的建议和想法，等等。然后由教务长

王大进向与会老师颁发了新学年聘书和校历。 
 

老师们和教务人员畅所欲言，共同希望学校越办越好！ 

 
校长林胜天向老师报告学校情况 

 
参加会议的部分老师和教务人员 

 
领取了教师聘书的部分老师们 

 
教务长，老师们，教务人员积极讨论，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