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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简历 **** 
校长候选人：魏东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并获得工程学士学位。曾在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就职。来美后就读 新泽西理工学院并获得硕士
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西门子研究院至今，从事自动化工
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我和太太林峥育有一个女儿，现已十岁，就读于爱迪生中文学
校五年级。全家人积极参与中文 学校及社区的各项活动。我
于 2012 年–2013 年任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家长会会长，并
在 2013 年至 2015 年就任副校长。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的
环境，是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文学校

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者的参与。作为
校长候选人, 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这次
选举如能获得大家信任当选，我一定尽心尽力为中文学校服
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副校长候选人：吴强   
199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系获工程学学士学位，2000 年毕
业与圣路易丝华盛顿大学获硕士 学位，曾在思科公司从事软
件开发，现在在纽约金融公司从事软件开发。我家有两个孩
子，老大上二年级，老二上一年级。全家人积极参与中文学校
及社区的各项活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 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
良好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环境，是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共同
努力的结果。中文学校能否持续性地发展，取决于家长和志愿

者的参与。作为 2013-2015 年家长会会长 和 2015-2016 副
校长候选人，我愿意通过这个平台继续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
这次选举如能当选，我一定竭尽全力继续为中文学校服务，做
出应有的贡献。   
  
家长会会长候选人：王旭涛 (Tom)   
1981年出生于中国辽宁沈阳。本科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机械
工程及自动化系,硕士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UCL)电子工程系。   
2005 年来到美国新泽西,曾在 UT 斯达康从事软件自动化测试
工作,目前在甲骨文从事软件开发。   
 

我家有一儿一女,儿子 9 岁, 女儿 7 岁,都就读于华夏爱迪生
中文学校三年级。他们积极参与中文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如
吉他表演、辩论比赛、演讲比赛及运动会,并在各项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为校争光。将同时担任秋季儿童古典吉他课助教
一职。  
 
我的太太沈文晓也经常作为学校的志愿者服务于中文学校组织
的各种活动,帮助学校撰写稿件并拍摄新闻图片。  
 
华夏中文学校在历任校领导、老师和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已发
展成为全美最大的中文教育组织。学校秉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宗
旨,给华裔子女提供良好的中文学习平台。做为家长会候选人
我愿成为学校及家长们的纽带,为全校师生家长们做实事,负责

好后勤工作,让校领导和董事会无后顾之忧。无论当选与否我
都会积极投身学校建设,为华人社区奉献自己的力量,努力为下
一代打造强大而有力的社会网络。 
    

理事会成员候选人：朱海洋   
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同年来美国，先
后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化工系和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从事科研
工作。2013年受聘于 BASF 催化剂公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我家有两个孩子。女儿 7 岁，现在在爱迪生华夏中文学校二
年级；儿子 5 岁，现在在学前大 班。非常感谢华夏中文学校
这个平台，使得孩子们在美国也有感受和学习中国文化的机
会。 家长们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这个平台的建立和维护，
离不开众多志愿者的付出和家长们的支持。这次参选理事会成
员，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维护好华夏中文学校这个平

台并贡献 自己的力量。    
 
理事会成员候选人：周旋   
生于江西，长于湖南。取得湖南大学建筑学学士硕士后来到新
泽西，2006年于新泽西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毕业,之后在州内
一软件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至今。  
  

我家子女均在新泽西出生，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就读五年级
和二年级。感谢学校给大家提供了中文学习的环境和同伴，也

更加感激为学校付出的老师和志愿者们。我也愿意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为大家做一些事情，把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I was bor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grew up in Hunan. After 
getting my degree of Bachelor and Master of Architecture in 
Hunan University, I came to New Jersey and pursued a Ph. 
D. in Computer Science in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fter graduation，I works in a NJ-based 
software company as a software engineer till now.   
 
My kids were born in New Jersey and are now in 5th and 
2nd grade in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Thank Huaxia 
for providing a nice environment and friends of Chinese 
learning. More gratitude goes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who work hard to make this happen. I would 
also like to contribute what I can and try to help to make 
our school a better place.    
 
理事会成员候选人：陈华   
1996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2000 年获得芝加哥
大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电信公司 软件设计部门，现从事量
化基金管理。 
 
 

2015-2016 学年我校选举 
 

今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理事会理事的选举将于6 
月7日下午2:00-4:00在学校大厅举行。本期通讯刊登了候选
人的简历。候选人将于2:00 在大厅与家长们见面。希望各位
家长积极参与并踊跃投票。 
在此我校对2014-2015学年期间林胜天、魏东、叶胜年、吴
强、曹国梁、胡涛、沈湘、杭伟和张莉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
为我校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各位家长，特别是
年轻的家长们，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中来。
把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http://www.hxedison.org/


 网上注册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校 2015-2016 学年的网上注册系统于 5 月 15 日开通。家长们
能一次完成网上注册及缴费。以下是网上注册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1． 进入您的家庭账号或建立新账号  
2． 按注册或更新注册课程  

3． 同意注册条例  
4． 选择学生及课程  
5． 点击提交 (Submit)  
6． 点击 Paypal Check out  
7． 进入或建立 Paypal 账号并用信用卡付款  
8． 付款完毕必须耐心等待浏览器链接回到注册系统并显示您选
的课程已改为注册。这一步极其重要。如您已付款而系统未能更
改您的注册，请打印出注册单到教务处更改或电邮求助与建议 
Question & Comments，希望家长们能保留注册记录以便日后寻。 
2015－2016 学年注册有关规定 - 请注意: 您务必在完成网上注
册后, 并完成通过 Paypal 在线付款后才注册成功。系统会在每周
二自动查询，若网络注册提交两周仍未付费,其提交将被自动销。 
 

本学年将不再接受支票付款以减少注册工作量。秋季需注册一年, 
春季可注册一学期 (仅限于春季开通注册的课程)。 
 

1）学费 
中文课《标准中文》＄290 全年，＄175 半年(含教材费＄20) 
《马立平教材》＄330 全年，＄215 半年(含教材费＄60)。 
CSL $330 全年，$215 半年 (含教材费$60)； 
SAT/AP $310 全年 (含教材费$40，包括纸张及打印所需费用)。 
 

文化课：＄160－250 全年，或＄95－135 半年，详情请见课表。 
 

2）注册费和迟注册费 
注册费为每人每次＄20（小孩和成人课相同，同一次注册每家不
超过$50）。第一次注册已经办理之后，再加注课程将视为再次注
册，需另付＄20 注册费。 
8 月 16 日后网上注册及付费因影响学校课程安排,将加收＄30 迟
注册费。若开学(9 月 13 日)后网上注册及付费，迟注册费为＄50.
开学后到办公室手工注册, 将另收＄30 人工费。 
 

3）学校管理费 
每家每年＄25，半年＄15，没有子女在校成人学生免交此费  
 

4）家长值班押金 
每家每学期＄30。若没有按时参加值日，该押金不再退还。 
下学期注册时须补交＄30 押金。没有子女在校的成人学生免交
此费。若按时参加值日，小孩退学时可退还值班押金。 
 

5）换课、退课和退学 
相同年级中文班之间不予换班。开学前二周内可免费换课一次，
之后每次换课收费＄10。开学第三周起不再换课。注册一年的学
生换课后如果秋春两课不同, 这两课将均按学期收费, 不能享受
全年学费优惠。 
办理退课须持注册收据。开学第二周下课前办理退课，可退
100％学费。开学第三周起不再办理该学期退课，只能办理下学
期退课及退还一学期的学校管理费（＄25 - $15 = $10）。开学
两周后注册者不能退学费。注册费和教材费一律恕不退还。 
注册一年的学生在春季退课时，不能享受全年注册学费优惠，退
得的学费将为所交学费减去一学期的学费（例如，全年学费
＄290－半年学费＄175＝＄115，而不是＄145）。 

春季注册时只能注册春季学期，不能跨学年注册，不能享受全年
注册学费优惠。 
 

*****2015-2016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招生广告***** 
欢迎加入华夏爱迪生！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 2015秋季学期招生 
爱迪生高中 5月 15 日开始 

学校地址：Edison High School,  
          50 Blvd of Eagles, Edison, NJ 08817 
开学日期：2015年 9月 13日起 
上课时间：每周日下午 1：30 - 5：30 pm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是新州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之一，

建校至今已有十七年历史，教师经验丰富，教学质量一流， 
学生汉语水平考试（HSK），SATII 和 AP 中文考试成绩名列
前茅。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地处爱迪生，借天时地利人和，在
过去几年中，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与爱迪生市教委进行了良
好的互动，学生家长们积极参与学区委员选举投票，华夏爱
迪生中文学校得到爱迪生教委的邀请，华人在爱迪生教委拥
有一席之地。爱迪生高中地理位置好，交通极其便利，靠近
金门超市。学校校舍宽敞，拥有教室，音乐室，体育馆，餐
厅，大礼堂等，设备齐全，为学校开设中文，文体课及举办
各种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积极参与和承办华夏总校的各种大
型活动如辩论比赛、演讲比赛等各种学习竞赛，华夏之星，
球类比赛，运动会，艺术节等大型活动， 并享受华夏大家

庭的种种优惠。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不仅仅是一所优秀的中文学校， 
也是远近闻名的家长周末活动中心。在这里，一家三代都能
找到有趣的和适合自己的活动。活动和乐趣之余，还可以顺
便完成一周的釆购任务。 
• 孩童：中文课—学前小班到 9 年级班，SATII，AP 中文
班。采用自编，“标准中文”和“马立平直接认字法”等
多种教材，以满足学生和家长不同的要求；为不会中文听
说的学生开设了“双语中文”班；为喜欢传统中文的学生
开设了“经典诵读”；为中文口语好的学生开设了中文辩
论课。 

• 文体课—少儿舞蹈，少儿拉丁舞，少儿歌咏，吉他，艺术
体操，戏剧表演，网络设计，古筝，武术，国际象棋，桥

牌，绘画，趣味数学，蓝球，排球等等。 
• 成人: 成人课—成人声乐，健美操，瑜伽班，太极拳
(剑)，民族舞，拉丁舞等等。各种俱乐部：民族舞蹈，国
标舞，太极俱乐部，华夏爱迪生舞蹈团、华夏爱迪生排球
队、篮球队、少儿足球队、乒乓球队、桥牌俱乐部和滑雪
俱乐部等。 

• 家长们在学校饭厅或玩桥牌，下象棋，或打牌“找朋
友”，大厅里不时还有各种讲座或放电影，每年自发组织
旅游野营等等。 

• 老人：夕阳红俱乐部 ，免费英语会话班，英语入籍班
等。 

 

学校网址：www.hxedison.org 
网上注册系统,可随时随地上网注册，网上付费，方便快

捷 
报名注册 校务长  郭素真 （732-874-0438） 
中文课 教务长  王大进 （973-218-6666） 
文体课 副教务长 李静君 （732-669-9369） 
一般情况 校长  林胜天 （732-613-1281） 

  副校长  魏  东 （609-216-4384） 
 
 
 

 
 
 

 
 
 

 
 

http://www.hxedison.org/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ALL students and guardians must 
REA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SIGN below. For youngsters 
(age 18 or under), their legal parent/guardian must sign for them. 
 

Release of Liability Statement for 2015-2016 school year, 
September 2015 through June 2016: 
 

1.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ivities at the Edison High School, 50 
Blvd of the Eagles Edison, NJ, sponsored by Huaxia Edison 
Chinese School,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said School or its officials, teachers or volunteers wi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jury or accident sustained by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or for the loss of or to any property belonging 
to a member of our party or anyone else. 
 
\ 

2.    In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school activities, the school will be 
seeking media coverage and involvement that may include Web 
Site text and images, and possibly Newspapers and Television. The 
signature below indicates our consent that the photo, name, and 
school work of the member of our party may be included in the 
media as noted above. 
 

 
2015华夏杯排球赛顺利落幕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排球赛于五月十日在普兰斯堡分校体育

馆圆满结束。成人组东部分校成为新科冠军，而桥水分校学生
队再度捧杯。 

在成人组的比赛中，两支有纯老爸们组成的桥水队和普兰
斯堡队，虽然展现了老将们不服输的拼搏精神，但是毕竟岁月
不饶人，他们步伐赶不上年轻人，只能在两个小组的比赛双双
垫底，没有出线。而分别由两对父子领军的爱迪生队和中部东
之队在小组赛中，实力强劲，分获小组第一。半决赛的比赛
中，中部东之队老将赵煦东率领两个儿子，表现依然抢眼，但
是队中的几位老将已显疲态，没能抵挡住以高中生为主的东部
分校队的强烈进攻，无法再续辉煌。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爱
迪生队林志有、林峰父子表现出色，老将陈鹏等也是宝刀未
老，他们合力击败了普兰斯堡高中生队，与东部分校汇合华夏
杯决赛. 

华夏杯的决赛历来都是经典大战，比赛极为精彩，观赏性

很强。爱迪生队中的小将林峰球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扣球势
大力沉，威胁极大。他们第一局打的比较顺手，以较大的优势
取得胜利。 第二局比赛中东部队的两员老将王捷平、朱璟起
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几名高中生小将也克服了急躁的弱点，打
得很有耐心，充分发挥体力优势，最终他们以 25比 22扳回一
局。决胜局中，爱迪生队开局不错，一路领先。交换场地后，
东部队及时重新安排战术，效果非常明显。这次比赛的唯一的
妈妈球员朱璟，作为队长起到关键作用，传球，救球，吊球都
是恰达好处。最终，他们以 15：11拿下决胜局，捧走华夏杯
排球冠军奖杯。让我们为他们祝贺的同时，为在母亲节赢得冠
军的妈妈球员朱璟喝彩。 

华夏杯学生组的比赛，为华夏各校的中学生们提供了一次
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虽然各路小将重在参与，但是他们
在比赛中也是积极进取，并展现出不错的球技，最终经过两轮

循环比赛，桥水中学队实力更胜一筹，他们以全胜的成绩顺利
夺冠。 

生命不息，就蹦达不止，这正是华夏排球老将们的真实写
照。他们不断地延续着对排球的挚爱，而且将排球像传家宝一
样教给了下一代。 让他们从中学，大学甚至已经工作了的，
都积极参与排球运动。排球已经深深的沁透到两代人的生命
中。他们也不断地为华夏中文学校增添精彩。  

 
 
 

【简讯】2015-2016 学年新增注册系统课程列表 
课程中文名        Class Name                    时段 

经典诵读班             Classic Reading                 3:30p-4:20 PM 
 歌咏小班          Children Singing               3:30p-4:20 PM 
 儿童古典吉他班     Children Classical Guitar   1:30p-2:20 PM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3:30p-5:20 PM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3:30p-5:20 PM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实验班     3:30p-5:20 PM 
** 学校最后开课决定将由报名人数统一决定。 
 

 
【快讯】我校男子排球队成人组和学生队在五月十日周日 

（5/10）参加的于普兰斯堡分校体育馆举行的华夏杯2015排球 
赛中，表现突出，双双荣获亚军。特此祝贺！ 
    成人组东部分校成为新科冠军，而桥水分校捧走了学生队 
冠军杯。感兴趣的家长请留意本周末当地的中文报刊及照片集 
锦如下：http://www.hxcs.org/EventDetail.aspx?id=367 
https://www.dropbox.com/sh/0ubrg4k6s1z8snl/AABNtduoh23yGKUOL5kC4XWO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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