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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华夏中文学校 2014 智力运动会中夺冠 
    10 月 19 日，来自华夏中文学校十所分校的一百四十多名队

员，聚集在桥水分校，群雄逐鹿，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本次比赛共分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五子棋，国

际跳棋，数独，四国大战等八个项目，十六个小项。吸引了从 6岁

到 60 岁各个年龄段的爱好者参加。赛场上既有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的紧张气氛，又有以赛会友，友谊第一的和谐场景。 

    爱迪生分校代表队一共获得 10 金 7银 4铜，取得了金牌数第一

和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在前几届取得第二名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

楼。 

    我们这次取得优异成绩是和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校长

林胜天亲自到场督战，极大鼓舞了士气。现任家长会会长吴强还专

门为我校所有参赛者准备了赛前通过他募捐的礼物。领队刘健（前

校长）和陈文华（前家长会会长）的精心组织, 让我们在各个项目

全面开花。在桥牌这一重头戏里，为了增加我们的胜算，又不耽误

主要队员林旭华下午的安排，刘健请到了丁伟和孙康来充实我们的

队伍。他们两人的加入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丁伟的父亲参加成人组

中国象棋比赛获得了银牌。孙康在四国大战奏凯后替补林旭华参加

余下的桥牌比赛，他的儿子 Jacob Sun 获得了学生组中国象棋比赛

的冠军。Jacob 只有 6岁，在夺冠之路上战胜了包括年龄大很多的

对手，这一成绩体现了父子俩辛勤的付出。 

    在围棋段级，中级和初级三个项目中我们取得了两金三银两铜

的优异成绩。围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学校

受到充分的重视。陈文华组织了围棋俱乐部，定期举办活动。最初

两年由天才少年许洋(学生义工，五段棋手)任教，去年由胡涛（理

事会成员, 二段棋手）和 Amy Wang (学生义工，三段棋手)顶替。

这次运动会之前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集训，由围棋高手曹国梁（理事

会成员, 六段棋手）指导。这次获奖的 Amy Wang，Frank Huang，

Kelly Liu，Sophia Wang，Melissa Cao，Nick Chang，Kenneth 

Yao，Richard Huang 等都从以上活动中获益。有鉴于围棋俱乐部的

成功，今年已将俱乐部规模进一步扩大，为围棋和所有其他项目爱

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和提高的场所。 

    在五子棋比赛中，Weiqian Yang，Keren Huang 等分获两金一

银一铜。数独比赛中 Jeffrey Yang 蝉联冠军，Keith Yao 获得亚

军。值得一提的是 Kenneth Yao 和 Keith Yao 两兄弟，他们本来是

要参加五子棋比赛，经过集训他们分别换到围棋初级和数独，都打

入了前三名。这既是他们天赋的体现，也是组织者的细心观察的结

果。 

    桥牌是一个既有对抗也强调合作的综合智力游戏。各华夏中文

学校有很多水平很高的桥牌爱好者，每次智运会比赛都吸引了很多

人参加，比赛精彩激烈，高潮迭起。这次比赛 Edison 队终于获得冠

军，可以说是名至实归。作为主力队员之一的林旭华，不但自己孜

孜不倦地提高桥艺，而且在桥牌推广上不遗余力。他的两个孩子在

他的教导下都具有一定的水平。他在爱迪生开设的桥牌课，让孩子

们可以深入领略桥牌的趣味。 

    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没法一一介绍每位成员台前幕后的辛勤付

出。让我们再一次向所有代表爱迪生中文学校的队员，家长和义工

表示衷心感谢！                           曹国梁、黄青 报道 

快讯：我校前校长雷蕾教授荣任罗格斯大学商学院院长 
        罗格斯大学商学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教授，著名学

者、教育家雷蕾博士于 11 月 10 日擢任罗格斯大学商学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学院院长。雷蕾教授在其专业领域成就卓越、引

人瞩目，曾先后多次登上美国主流媒体。她是第一代移民的杰出代

表，是全球华人的骄傲。 

    世界两大通讯社彭博社及路透社俱引述 Rutgers 大学的任命声明

对她的成就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雷博士在所深入从事的领域，具学

术领袖的优异成就，及作为学者和教师的敏锐洞察力。这两大优势结

合起来，是她中选的关键要素。  

    雷蕾教授曾担任过我校校长,且是享誉美东的《乡音合唱团》

的创始人之一。她领导能力出众，且多才多艺，为我们中文学校及

合唱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多年来她积极参加演出，还慷慨提

供排练埸所，为该团成长壮大倾注了巨大心血。让我们衷心祝愿雷

蕾院长在新的岗位上再创辉煌。 

    除两大通讯社之外，如下各大电视台及门户网站对此新闻均有

深度报道。这也充分印证了 Rutgers 商学院近年来在全球快速上升的

影响力。Bloomberg Businessweek REUTERS 
NEWS.yahoo.com KCENT TV .com 
NEWS.nom.co SEEKINGALPHA.COM 
heraldonline.com WALB.COM  
ABC News citybizlist.com 
abc40.com 4-traders.com 
thestreet.com PRNewswire-USNewswire 
streetinsider.com hawaiinewsnow.com 
ad-hoc-news.de newyork.citybizlist.com 
sys-con.com streetinsider.com 

Rutgers 大学雷蕾任命网页 Rutgers 管理学院雷蕾任命网页 

樊大平（Daping Fan）乡音合唱团团长 

林胜天（Simon Lin） 华夏爱迪生分校校长    联合报道 

李来玉（Laiyu Li）  爱迪生通讯编辑 

 
Rutgers appoints international scholar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dean of Rutgers Business School 
http://business.rutgers.edu/news/professor-lei-lei-appointed-dean-

rutgers-business-school-newark-and-new-brunswick 

http://www.metromba.com/rutgers-business-school-names-new-dean 

罗格斯商学院华裔院长雷蕾专访 
http://www.chinavalue.net/BSchool/Article.aspx?NewsId=28232 

 



 

 
 
 
 
 
 
 
 
 
 
 

    每年的华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会是新泽西华人社区的一项盛会，

不但活跃了华夏中文学校的文化活动，也为华人社区营造了健康向上

的氛围。为了表示华夏总校对这次运动会的支持，总校张长春校长在

开幕式致辞，并亲自为获奖队员颁发奖牌和奖状。 

    本届比赛由桥水中文学校承办，大都会保险公司提供友情赞助。

我们由衷地向他们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领队和家长表示感谢！最后我

们要感谢此次运动会的全体运动员们，对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让我们期待来年再见！ 
 

以下是爱迪生代表队所有获奖项目及获奖队员名单： 

 

围棋段级(Go Dan):  gold (Guoliang Cao), silver (Amy Wang) 

围棋中级(Go Kyu):  gold (Frank Huang),  silver (Kelly Liu)   

 bronze (Sophia Wang),4th (Melissa Cao) 

围棋初级(Go 9x9):  silver (Nick Chang),   

 bronze (Kenneth Yao),4th (Richard Huang) 

国际跳棋 (Student Checker):  gold (Daniel Xiong) 

中国象棋 (Student Xiangqi):  gold (Jacob Sun) 

中国象棋 (Adult Xiangqi):    silver (Huaicheng Ding)  

成人五子棋 (Wuziqi Adult):   gold (Weiqian Yang),  

  bronze（Sunny Liu） 

少年五子棋(Wuziqi Teenage):  gold (Keren Huang),   

                            silver (Anthony Lin) 

儿童五子棋(Wuziqi Kids):     4th place (Thomas Yang) 

学生数独(Student Sudoku):    gold (Jeffrey Yang),  

 silver (Keith Yao) 

儿童国际象棋 (Chess Grade 1-4):  bronze (Kevin Zheng) 

儿童国际象棋 (Chess Grade 5-6):  silver (David Zhao),  

                                 5th place (Jouan Yu) 

少年国际象棋(Chess Teenage):    6th place (Joshua Chen) 

四国大战:          gold (Kang Sun) 

桥牌团体(Team Bridge):  2 golds  

(Jian Liu, Wei Ding, Howard Lin, Xiaozhou Huang, Kang Sun) 

 

我校在总校智力运动会中夺冠照片 

 

 

 

 
请参见下列总校智力运动会照片集锦链接：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HuaxiaMindSportsGames2014TakenByRuo
feiHao?noredirect=1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2014HuaxiaMindSportsGames?noredirect=
1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2014HXMindSportsGamesByMikeHuang?
noredirect=1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2014HXMindSportsGamesByJianWang?no
redirect=1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秋游乐融融 
  【侨报记者张立春新泽西图文报道】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秋游

10 月 18 日上午在新州中部强生公园举行，来自爱迪生中文学校的

家长、学生和亲朋好友 100 多人，参加了当天的秋游活动。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长林胜天在活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年一度的秋游活动原定时间因为天气原因已经延期二周，但

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家长热情不减。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天的好天气

让到场的学生和家长开心地加入各种互动游戏中。当天活动有呼拉

圈、跳绳、投球、套圈、掌上明珠、猜字谜等，家长活动有排球、

羽毛球、拔河、足球。《侨报周末》还特地准备了 20 多个飞盘，

供大家游戏和抽奖。大家一起享受披萨及饮料，热热闹闹地拍了一

张秋游集体照。 



 
 
 
 
 
 
 
 
 
 
 
 
 
 
 
 
 
 
 
 
 
 
 
 

 
 

 
 

 
 
 
 
 
 
 
 
 
 
 
 
 
 
 
 
 
 
 
 
 
 
 
 
 
 
 
 
 
 

今年的秋游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小记者报告   刘秭萱（Joy Liu） 
 

    十月十八日的上午，秋高气爽，一个很有趣的娱乐活动开

始了。这个活动是爱迪生中文学校在一个叫 Johnson Park 的公

园举行的。这里景色优美，树木很多，场地宽阔。我们一到就

看到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旗高高飘扬。这时候人还不多，但

是已经看到很多志愿者在忙碌地准备游戏设备和矿泉水。 

没过多久，中文学校的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就一家

一家地来了。学校的工作人员们准备了好多好玩的，有套圈，

跳绳，呼啦圈，飞盘，足球比赛等，小朋友们玩得开心极了！

赢得比赛的小朋友就会得到几张奖券，可以去换奖品。家长们

拿着相机兴奋地给孩子们拍照。我自己也参加了一场精彩的排

球赛：由我和爸爸组成一队，中文学校的排球教练和排球班的

一位学生组成另一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练习和比赛，我们胜

利了。 

过一会儿小朋友们玩累了，就开饭了。大家都坐在长凳上

吃比萨，聊天儿，谈笑风生。买一份比萨就可以得到一张奖

券。隨后举行了历届秋游的经典项目：拨河。由男孩对女孩。

经过三轮比赛，女孩队获胜。最后进行了抽奖，很多人都高兴

地拿到了奖品。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才圆满结束。

 
 

 
请参见下列秋游照片集锦链接：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2014HuaxiaEdisonFallO
utingTakenByLichunZhang?noredirect=1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3077818627203093834/2014HuaxiaEdisonFallO
uting?noredirect=1 

快讯：10 月 19 日在我校大饭厅举办的 Be The Match Bone 

Marrow Drives -- 急切征寻匹配骨髓 --- 拯救一个 25岁年

轻生命的活动中，不少符合条件的家长加入了骨髓登记注册

采集抹片的行列，体现了华夏人的精神与爱心，我们在期盼

患者早日找到匹配骨髓和尽快康复的同时，也对积极参与这

项活动的家长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Chinese Writing Competition 
美国《侨报》第三届少年儿童中文写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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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爱迪生分校今年在邓莉家长的精心组织和倡导下，积

极参与，踊跃投稿。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独立提交作文的，

如下 12 名学生提交了参赛作文： 
 

学生姓名  年龄  作文标题 

李从心   15 根 

梁雪儿   15 我和安娜 

叶霖   14 我们的好朋友 

王业   13 根 

林英泽  13 我的好朋友 

杭千里     12  我的朋友 

刘晓龙     12  根 

林行      12   我的好朋友 

赵明玉     11  我的中国根 

姚恺恩     11   我的好朋友 

姚恺旋      9   我的朋友阿尼实 

魏青昀      9   我最好的朋友 
 

          我校特别感谢所有参赛学生和家长们为此做出的努力。邓

莉家长已连续每届活动都积极组织我校学生参与，踊跃投稿，

并展出优秀作品，除此以外，为方便大家投稿，她还专门安排

多次在学校收集稿件。学校借此向在这项活动中做出很大贡献

的邓莉家长表示衷心感谢。参赛作品不久将在学校展出。 

感谢赞助 - Donation Acknowledgements 

    在这感恩的季节里，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全体师生对一

贯关心和支持本校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

向中文学校慷慨捐款、捐物的个人、公司及团体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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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ose interested, please visit donation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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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觉维护我校的教学环境 
华夏爱迪生分校学生守则（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Code of 

Conduct)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Student%20Rules_HX%20Edison%202011-02-01.pdf 

华夏爱迪生分校教师职责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Duties)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Teacher%27s%20Duty_HX%20Edison%202011-02-01.pdf 

华夏爱迪生分校家长职责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Parent’s Duties) 

http://hxedison.org/documents/HX%20Edison%20Parent%20Duties%202011-02-01.pdf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