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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长岛中文学校始建于二OOO年，至今已经是第十六个年头了。学校从创建伊始至今，一直是一所

完全由学生家长义工自主管理和经营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长岛中文学校也是大纽约地区极富盛

名的华夏中文学校系统在长岛地区的唯一分校。从建校到如今，长岛中文学校以其出类拔萃的教

学质量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程和家长活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家长。学校从建校初期

的几户人家，十余名同学，发展到如今来自四百多户家庭的近五百多名学生。学校的学生遍布于

纽约皇后区，以及长岛的纳苏郡和萨福郡。学校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学生营造了一个难得的学习中

文的良好环境，还为社区提供了一个传播和学习中国文化，继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的平台。 

在学生家长义工组成的强大校务团队地有效管理下，凭借着严谨的教学大纲以及优秀的教师队

伍，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华人社区享有着极佳的口碑。学校现设有从学前班到十年级的各级中文课

程。学校同时还为低年级学生免费开设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琴棋书画、诗歌朗诵、音乐舞蹈、

少儿武术等文体课以及高年级中文辩论培训课。学校的中文辩论团队勇夺华夏总校个人和团体的

多项大奖；毕业班学生每年都在美国AP中文考试和毕业汉考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为了方便不说

国语的家庭，学校还特设个别辅导的小小班，尝试新教育法，满足了华裔双语和更多的族裔渴望

学习汉语的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需求。每年学校还联合华夏总部和各兄弟分校共同培训老师，交流

教学经验，以满足教学需要。 

 

在努力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我们致力于把学校拓展成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学校常设有家长合

唱团、声乐歌舞、太极气功、瑜伽跆拳、球类棋牌、书法绘画等学生家长兴趣班。为了促进社区

广大中老年朋友们的交流，学校还增设了中老年活动中心。夏日，我们有数十户家庭的野营篝火

和集体游轮；冬天，我们有超百人的滑雪团队和棋牌大战。学校联合社区多个华人团体共同举办

了多项大型社区活动。华人的社区领袖，教育专家，医学专家，商界团体也多次到我们学校举办

包括 医学保健、财经税务、求学就业、艺术人生等各类丰富多彩的讲座。学校积极支持和鼓励学

生以及家长们参与公益活动，努力让大家生活在一个有爱心和关心的社区大团体中。 

 

本年鉴记载了2015-16学年的部分学校活动，希望借此能给我们每一位学校的成员，无论学生、老

师，或是家长、义工，留下一个愉快和有意义的回忆。展望未来，我们会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

提高教学质量，丰富社区活动，努力提升华裔的社会认同。学校衷心希望家长们，社区朋友们继

续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 

 

长岛中文学校是一个快乐的团体，一个令人自豪的团体！！！ 欢迎您加入我们学校的行列，成为

我们团体的一员！！！ 

 

校长: 罗 涌 

董事会主席: 周大华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管理人员名单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管理人员名单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管理人员名单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管理人员名单  
2015-2016 

    

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周大华    (主 席 ) 

 兰剑宇 (秘书长) 

 罗  涌  

 章新生 

 胡裔仁 

 魏  堃 

                                                        马志伟 （财务长） 

          

校务管理校务管理校务管理校务管理 
   校长:         罗涌 

  副校长:        兰剑宇  徐敏 章新生 于涛 魏堃   

  校务助理:      曹芳琼 

  教务长:        王雨林 

 副教务长:      惠轶群 

  教务助理:      李木兰   

  财务部:               周葵 尹晔 

 校务顾问:      朱崴 

 校长顾问：     成丽虹 胡裔仁 金言忠  柯谦    

  社区事务部:    陈默 王桂梓 陆明 王琳 刘环宇 刘方伟 莫恒勇    

   公关部:       章新生 徐敏 

   体育部:       于涛  陈默 

  信息管理部:    魏堃 

  法律顾问:      申建明 

长岛中文学校2015-16年刊暨第十二期 

总编: 魏堃    

长岛中文学校长岛中文学校长岛中文学校长岛中文学校    
Long Island School of Chinese 

学 校 地 址: SUNY Campups  in  Old West bury, NY 11568 

通 讯 地 址: PO Box 665, Jericho , NY 11753 

学 校 网 址: www.lisoc.org 

联 系 电 话: （516）860-2583 

学 校 Email:  office@lisoc.org 

上 课 时 间: 星 期 天 1:30 PM - 4:30 PM  



《渡假散记》《渡假散记》《渡假散记》《渡假散记》    

四年级：王馨蕊四年级：王馨蕊四年级：王馨蕊四年级：王馨蕊    

指导教师：李可茗 

    上星期放春假，我们乘飞机到达了������。要在那里和爸爸妈妈渡过一段轻松愉快的一周 。妈妈在

飞机上就给我讲了玛雅人的悠久的历史，和有趣的玛雅预言 。所以我很期待快点达到目的地，一睹为

快。        

       走出机场，迎面就扑来了干热的风 。空气好热。好干燥。 

      星期一，我们就去海边游泳。海水很蓝， 沙滩是耀眼的白色，和我家附近的大海一点都不一样。

我和爸爸在海里快乐的戏水。妈妈则坐在躺椅上，给我们一边录像，一边还准备好当地的特有的水果汁，

这种果汁非常甜美。  

    星期二：我们全家一起去看了��	��
������的金字塔。天气热得我都走不动了。整个身体的水分仿佛要

蒸发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真正的玛雅人的文化，学到了不少玛雅文明  。最后我们在洞状陷穴里边游

泳。据说这个陷穴有��米深！ 

     星期三：我们去了海豚馆 。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天。小海豚很友好，它让我们抚摸它的身体，和

我们拥抱，还用湿漉漉的嘴巴亲我们的脸。海豚还在水下奋力的顶着我的脚，让我站起来。然后他游开

了。我整个人飞进了水里。真是让人兴奋！ 

  

为期一周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家。妈妈说。等我放暑假的时候还要出去玩，我可

开心了！  

                妹妹再不半途而废了妹妹再不半途而废了妹妹再不半途而废了妹妹再不半途而废了    

          学生：黄枢衡学生：黄枢衡学生：黄枢衡学生：黄枢衡        

                           指导老师：杨美玲 

   今年圣诞节，我们全家去上州滑雪。在旅馆里面我的妹妹就说，“我不要去滑

雪！” 其实她有点害怕摔倒. 第二天我们都去滑雪了。我们拿着自己的雪橇，雪鞋，雪

棍,和头盔。然后，我们去坐缆车上山。我跟着我的哥哥还有其他朋友滑雪。我的爸爸带

着我的妹妹。我高高兴兴地滑雪。我滑的滑雪道很难。可是，我看见了爸爸和妹妹也在

滑我滑的道！我问爸爸妹妹摔过几次, 爸爸说，开始摔了两次，妹妹就坐在地上不想起

来，后来看着大家都喊着滑下去，妹妹就又坚持滑了起来. 我滑完雪后，我看到妹妹的

脸笑得像她很享受滑雪。 

   第三天，雪道上有很多冰。我摔了很多次。可妹妹没有抱怨, 还是滑雪了。最后

一天，下雨了。妹妹又开始说，“我不要去滑雪！” 爸爸说，“我们还是去吧，明天就

回家了, 要不然就得等到明年才能滑雪。” 在山上，雪里有水又很滑。后来，我的裤子

湿了, 而妹妹还在坚持滑雪。不然的话，妹妹就半途而废了。 

   通过这次滑雪，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能半途而废。只要

坚持不懈，就能成功。 



                        我的中国旅行我的中国旅行我的中国旅行我的中国旅行    

学生：杨申如学生：杨申如学生：杨申如学生：杨申如                    

                   指导老师：杨美玲 

 

  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回了一次中国。我们去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我们去贵州的省会贵阳看爷爷奶奶。他们住在省政府大院。爷爷奶奶的家又大又漂亮，他

们住在七楼，从阳台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公园和山，风景真美！有时候爷爷奶奶会带我和弟弟去省政府后面

的黔灵山公园玩。我在那里看到很多猴子。这些猴子很顽皮，有些猴子居然从游客手中抢食物。在贵州，

我们还去了爷爷的老家安顺。我们一起去了老祖太和老祖公的墓地扫墓。和爷爷奶奶呆在一起的两周我很

开心。  

 然后我和爸爸妈妈，弟弟去了北京玩。在北京的第一天，我们参观故宫。故宫是以前皇帝居住的

地方。故宫里的每一座房子都是橙色的瓦和红色的墙。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

式，升旗仪式是在早晨六点半左右举行。在北京的第三天，我们坐高速火车去天津。在天津我们见到爸爸

高中同学吴叔叔。爸爸和吴叔叔聊得很高兴。当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 

         这次中国旅行我们全家都玩得很开心。旅行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我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去更多

地方。   

《小巨人》《小巨人》《小巨人》《小巨人》    

四年级：张家忻/四年级：张家忻/四年级：张家忻/四年级：张家忻/������� �	
� 

指导老师：李可茗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巨人走在路上，他忽然觉得很饿 ，想找吃的。 忽然 ，发现了一颗蛋.他一

口就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吃完蛋后他的肚子一阵绞痛，然后他就缩小…缩小…，最后变成了像一只小鸟

大小的小巨人。他继续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小村庄。他一边走，一边想：“我是一个普通人呢？还是一

个巨人？”村庄里的一只老鼠碰见他，问他说：“你是谁？”巨人迷惑的回答：“我不知道我是谁。” 

老鼠接着问：“你怎么不知道你是谁？你像一个小巨人！”小巨人看了看老鼠，再看了看自己，然后委屈

的说：“我刚才还是个巨人呢，不知怎么变成这么小？我以前是很大的！”老鼠想了想，说：“我知道

了，你一定是吃了我们老鼠的蛋，才会变得这么小。 不过你不用慌，我有一个好办法。现在，你需要一

粒胡椒，吃下那一粒胡椒，你就会变回你原来的大小！” 

 于是，小巨人找到了一粒胡椒，赶快吃下去， 吃完之后，肚子又是一阵绞痛 。疼痛之后，他吐

出了老鼠蛋。 然后，他一下就变大了，又成了巨人！他很感激小老鼠，他把小老鼠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小老鼠看的又高又远，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  小老鼠开心极了。于是，他们成了好朋友。 

   天黑了，巨人决定回家了，他和小老鼠依依惜别，并约定下次再一起玩。巨人迈步向前，才跨了一

步，就跨出了小村庄！ 



     《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    

                        陈嘉庆陈嘉庆陈嘉庆陈嘉庆    

      指导老师：刘世薇 

你好!我叫陈嘉庆,我家有五口人：妈妈、爸爸、姐姐、弟弟和我。我喜欢和弟弟玩玩具车，还喜欢打篮

球。我喜欢吃西瓜、橘子，我的姐姐和弟弟喜欢吃香蕉。我们认为橘子和香蕉是很好吃的水果。 

     《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    

                        林润怡林润怡林润怡林润怡    

      指导老师：刘世薇 

你好，我叫林润怡。我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唱歌、跳舞、滑冰。我今年九岁，我有一个姐姐，我喜欢和她

一起玩儿。我的好朋友叫Sarah。我们也经常一起玩儿。谢谢。 

 《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自我介绍》一年级        

                    林林林林詠詠詠詠怡怡怡怡    

     指导老师：刘世薇 

我的名字是林詠怡，我今年十一岁。现在上六年级。我有一个妹妹，她也是我的朋友，我喜欢和我的妹妹

一起玩儿。我的爱好是画画和写作。我喜欢画动物、人和花。我最喜欢夏天了，因为在夏天我可以和爸爸

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度假。我下课后喜欢玩电脑。我喜欢粉红色，喜欢小猫和游泳。 

                            野野野野                                        餐餐餐餐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        4  A 班班班班                    张祥和张祥和张祥和张祥和    

                  指导老师 沈汉屏           

 

         上星期，我们全家和朋友家一起去长岛河边野餐。 

       

        爸爸妈妈带了包子、三明治、牛肉，奶奶爷爷带了果汁和鱼。爸爸给大家烤牛肉，妈妈给大家

做鱼汤，牛肉烤得好香、鱼汤做得鲜极了。我们两家边吃边聊，小鸟唱着歌从我们头上飞过，小松鼠在

我们旁边地上找食物，远处小白船popop在我们前面开过去，风景真美。我们吃饱了，大人们就打起牌

来，我和弟弟、小朋友们一起去踢球，大家一直玩到累才回家。 

 

        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我跟弟弟说：“这个活动太有意思了，真希望爸爸妈妈常常带我们来。 

 

 

 

        



    我记忆中深刻的一次家宴我记忆中深刻的一次家宴我记忆中深刻的一次家宴我记忆中深刻的一次家宴    

     ��班陈旭雯班陈旭雯班陈旭雯班陈旭雯    

     指导老师：����������
��	��

 

 每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开心地去旅游。今年夏天，我的舅舅第一次来美国玩。我特别开心见我的

舅舅！我们全家站在机场里等着舅舅出关。“他来了！他来了！”弟弟高兴地叫。舅舅兴奋的走过来抱我

们。我们一起拥抱。大家坐在车上边笑边聊天。 

 过几天去了，我们去 �	���������吃晚饭。纽约的路很拥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餐厅。餐厅

里的味道特别香。我看见桌子上整齐的排着我们的餐具。爸爸和妈妈点了很多不同的食物。我一看见菜单

上的照片就开始流口水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就慢慢的放下我们点的东西。有龙虾，萨拉，意大利面

条，大虾，土豆拌酸奶油，饮料，牡蛎，面包， 墨西哥大米饭和不同的菜。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把龙虾慢

慢的吃下去。龙虾的味道特别浓，也很好吃。龙虾下面有意大利面条。舅舅也点了一被含有酒精的饮料。

大家都开心的吃着。弟弟嘴里塞满了龙虾。舅舅高兴地和爸爸妈妈聊天。 

 吃完后，我们发现餐厅外面的景色很美。天上的太阳慢慢的

落下来。天空的颜色变成了粉红色和橘色。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大家一起坐在车上说笑话。这是我第一次和舅舅在一次共用晚餐，我

很喜欢我的舅舅。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家宴。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七年级：李可馨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您好!一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很多话想对老师说。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让我学到许多中文字，中文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学期我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认识了很多同学。有些同学成了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购物、 溜

冰、 踢球、 学习，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习踢足球。在教练和父母的帮助下，经过刻苦练习，我的足球水平不断提高，

今年我加入了有名的���
����足球队，能够入选这个足球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让我感到非常高

兴！我希望通过努力，将来能拿奖学金，上一个好大学。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中国探亲，见到了外公、 外婆和奶奶，还有很多亲人。我们过了

一个快乐的夏天。 

� ����年我过得非常开心，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请您分享我的快乐吧！ 

  祝好! 

        李可馨 

                  ����-�-!��



     给老师的一封信给老师的一封信给老师的一封信给老师的一封信    

          ��班班班班    陆伯瑞陆伯瑞陆伯瑞陆伯瑞    

     指导老师： ����������
��	�

 四个月过去了，今年的中文学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学期。这不是因为您讲了什么有特色的

内容。虽然每年作业和考试都差不多，但是您讲课的方式很特殊。 

 不像上几个学期的老师，您让我们课前预习课文！遮掩上课的时候，当一个同学读课文，有不认

识的字，其他同学就会告诉他，这样我们能互相帮助，而且保证大家都在听课！以往要是哪一个同学课文

读的不好，谁也不知道对与错，同学们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提个建议：为避免有人不预习，您应该加

一个奖励给预习的人。这样不但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而且我们会学到更多的知识。 

 另一个我喜欢您的讲课方式，是把我们分成小组。这样，我们能更快做完课后练习和作业。要是

全班一起做，有一个人不懂，大家都得停下来，浪费大家的时间。如果在小组里，只有两三个人需要停下

来。不会影响全班。 

 此外，每两个星期，您把我们分成小组，讨论时事。大家都要找一篇中文时事文章，然后用自己

的话总结，给小组里的人读，然后讨论。这样能增加对中文的理解，并且促进和中国有关的事情的了解。

还能增加我们的读、写和总结的能力。 

 以上，是我喜欢您讲的中文课的原因和一个建议。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七年级：朱安琦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你好！ 

 从去年九月一日到现在已经五个月过去了。  

   我们学了很多新课。 每一篇课文都非常有意思，有寓言，有成语故事，中国民间传说， 还介绍了

历史人物， 美食和文化。 我非常喜欢这些课文。  

我们还学了很多生字。 每节课老师都要听写上节课学的生字， 这个学期我的听写有很大进步。 每次我

写出一个额外的字， 您都给我加分， 我很开心。 我每节课前都要进行预习。预习可以帮助我了解新课

文的内容， 还能让我练习朗读， 使我在课堂上朗读时更加有信心。 您也夸我预习得好， 让我很受鼓

舞。  

   但是我还可以作得更好。 有的时候我都练习了， 妈妈也给我听写了， 可是我练习的内容和老师

听写的不一样， 结果我有的生字写不出来， 我很失望。  

要是你能给我们听写的范围， 我一定多多练习， 会做得更好。  

敬礼！ 

          朱安琦 

          一月三十日 



《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七年级：林蕊 

指导老师：葛漫 

葛老师:  

 您好！我今年在英文学校上七年级，这也是我第一年上中学。平常学生们都从六年级上中学。因

为我住的区学生少，所以在我们学区，七年级的学生才开始上中学。 

 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开始，也有新的变化。我不仅和新同学交了朋友，也和新老师有了一些良

好的沟通。今年的作业量增加了，觉得自己上了七年级，身上也多一些责任。可是，不是只有在英文学校

变化大，在中文学校也是一样。今年七年级的书本跟去年的不一样，里面的字更难了。每一个星期的课文

都在逐渐变难，像“北京烤鸭”那一课的字就很难。 

 我今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认字比赛我得了第一名。谢谢您教我的知识，每一课都讲的很清

楚。我很高兴我可以成为您今年的七年级学生。 

      

     林蕊 

     ����-�-!��

             海上游玩海上游玩海上游玩海上游玩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长岛华夏中文学校            A4班班班班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胡筱禾胡筱禾胡筱禾胡筱禾                    

指导老师  沈汉屏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长岛最东边的海上坐船看鲸鱼。那天风很大，浪很高。我和妈妈都晕船

晕得很厉害，感觉很难受。可是当船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慢慢停了下来，我和妈妈也渐渐地不晕船了。我们

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海风吹拂我们的面孔，啊，好舒服！ 

        这时我们听到喇叭里有人大声说：“大家看船后面的海豚！” 我们往船后望去，只见几只圆滚

滚的海豚跟在船后面就像冲浪一样。海豚们游近大船，看见船上那么多人可高兴了。它们围着船有时跳出

水面，有时钻入水里，有时用尾巴拍打海水跳来跳去，就像在给我们表演跳舞一样。大家都忙着拍照片， 

后来船又开了，海豚继续跟着我们的船，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就好像和我们的船在做游戏。 

         那次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鲸鱼，但是大家都没有失望，因为海豚的表演十分精彩。 

 

                    

� �



    佛罗里达海洋公园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四年级4A班张家嘉 

                                                                                                    

        今年3月份，我们全家一起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城市旅游。高兴的是去了很多游乐园，其中我最

喜欢的是海洋公园。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很多海洋动物，比如海狮、海豚、海象、鲨鱼、鲸，还有各种各

样五颜六色非常漂亮的鱼和海上表演。 

        我们先看的表演是海豚跳舞。好几只海豚不停地跳跃出水面，还有两只海豚用鼻子顶着一个男的

表演者在水上很快地游着。表演非常精彩，我们不停地鼓掌，不停地 照相。接下来海狮学校的表演也特

别有趣，海狮学习数学、跳舞、表演、还有跳水，最后海狮们都从大学毕业了。这个表演很有意思。 

       我们还看了杀人鲸表演。表演者告诉我们这些鲸是危险动物，有时候会伤害人类。这些鲸在表演

时不停地喷水，因为我和妹妹坐在非常靠前的位 置，所以把我和妹妹全身都喷得湿透了。我爸爸妈妈胆

子很小，带着婴儿妹妹坐得远远的。我好喜欢这个节目，想要给这个表演三个大拇指，可是我只有两个大

拇指，哈哈。 

       在那里我们吃到了dippin' dots 冰淇淋，非常好吃。可惜后来下雨了，我们没有坐到那个最高的最

酷的最长的过山车。 

       我希望很快有机会再去那里看海洋动物、坐山车、和吃冰淇淋。  

 

神农尝百草 

�"刘依然 

         指导老师  郭苏萌 

 

 “神农尝百草” 是一个非常努力和非常感人的故事。因为神农为了帮助人，他就自己吃野生草

药，帮大家找到能治病的草药。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好的药，可是神农还是愿意去吃。为了那么多人，他不

怕辛苦地找呀找呀，最后找到了最好的药。这说明神农很关心他人。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神农为了他的病人去找一种药，他找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最后神

农走着走着看见一只疲倦的鹿吃了一种草就变好了！他知道那种草药是好的草药，终于，他找到了能帮助

人的药，帮助了很多的人。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对我的感触很深，因为神农帮助了很多的病人，也告诉了我们怎样开动脑子。

这个故事让我学到了很多特别重要的东西。第一，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那你要非常努力。第二，应该先

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然后再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第三，有的时候事情不会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你必须

用功和努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比如如果我的滑冰比赛得了最后一名，我就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得最后一

名，然后更加努力练习。很多事情你需要好好用功多试一试，才能取得好成绩。 



 

 

 

 

                胡辛枝胡辛枝胡辛枝胡辛枝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曾经是有着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她热

爱孩子，把教师看作是她终身追求的职业。所以来美国

后继续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她曾在北京中文学校教过五

年的中文。 2013年来到华夏中文学校, 任prek班级的老

师至今。 

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兴趣出发，采用动静结合,如学

一首儿歌,认一个生字,听一个故事,做一样手工,看一个

动画等,让孩子们在玩中学, 在动中学,这种灵活多样的

教学形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们的好评 

   

 

安安 张嘉怡 

郑丽颖 郑麟钰 

黄宇洁 明媚 

陈嘉盈 周子荃 

李渊兮 张安童 

李京煊 郑君涵 

吴汉权 Ryan Zhang 

Kennethjm

 Taranto 
 

  

  



 

 

 

 

  闫闫闫闫    莹莹莹莹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我是今年的新成员闫莹，很高兴能够加入华夏中文

学校。我毕业于美国长岛大学，拥有经济学学士以及教育学

硕士学位。虽然我是一名十分年轻的老师，但从我做助教开

始，如今也是我加入教育行业的第六个年头了。热爱生活，

喜欢孩子，我会尽我的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平等对待每一个

孩子！ 

王逍凡 田慕格 

胡曼虹 莊浩圣 

陈天乐 陈晓玉 

黄家敏 陈泽立 

  

  

  

  

  

  



 

 

 

 严海洋 徐晓玲 

李怡康 梁家诚 

赵绵耀 周旺旺 

张曼馨 周历琏 

李鸿斌 莫琪 

林雨绮 游坤灵 

许琪浩 刘恺文 

杨子 林璎 

刘天洋 白世杰 

李虎虎 肖琳 

杨钰凤 张翰如 

刘奇奇 黄特为 

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职工大学，在国内一直从

事办公室行政工作，负责集团刊物的编写。来美后，

曾在华夏纽约分校教学，教学中文至今已有10年，学

生都是4-6岁的低龄儿童。 

由于学龄前没有课本，王老师就根据他们正处

于学习中文的启蒙阶段并可塑性很强的特性自编教

材，不断完善，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

学习中文的兴趣，为他们创造听、说、写中文的语言

环境，为今后的中文学习打好基础。本着对中文教学

工作的爱心、耐心和诚心，通过她的认真负责和家长

们的支持，多次得到学校的好评，被评为优秀教师。 



 
  

张晓静 女46岁 亨特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普通话

二级甲等，通过EST，ATAS和DASA培训，获得领航

项目教师资格证书，并在亨特大学领航项目和星谈项目

做辅导老师，通过网络和一对一辅导高中学生和大学生

的听说读写能力；在中国从事小学语文教学二十二年，

高级教师，在纽约六年来，一直坚持中文教学工作，深

受教授，学生及其家长的赞赏。我的教学格言是：教育

=爱心+耐心+科学理念 

 

 

 

 卢宇晨 江晓阳 

熊北睿 王乐乐 

陈胜辉 陈霄汉 

高睿卿 魏若雪 

黄思琪 林元杰 

冯海铭 陈昊 

陈泽盛 林亭宇 

贾小洽 林元傑 

Betty Hayden 

   

  

  



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语文高级教师。

从1985年起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有着丰富的教学

经验。2008起任教于华夏中文学校，荣获2013-

2014年度优秀教师。 

在教学中，善于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发

现孩子的闪光点，对孩子以鼓励为主，运用游

戏，猜谜语等多种方法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兴

趣。在课堂上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让孩子大胆

发言，给每个孩子锻炼的机会。 

 

 

 

 

 

 

 
杨辈 郭九天 

曹雲皓 王子木 

谢恬欣 邢栩宁 

钟俊超 钟俊越 

李言蕾 余珊珊 

候熙清 武蓁 

黎馨蔓 于弟文 

周子清 明朗 

Kevin Zhang 王传奇 

王传承 张灏曦 

  

  

  

  



  

 

 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稍后再获得湖南教育

管理学院教育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在科委工作多年，曾

任教于某大学工程力学，工程制图课程约12年，多次评

为优秀教师，善于运用心理学于课堂教学，具有较好的

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方法。来美后获电脑硕士，现在曼

哈顿从事商贸工作。2009年任教于华夏中文学校，我非

常喜爱这些天真，活泼，聪明的孩子，在有经验的老师

传教下，与家长，孩子们的互动过程中，我用心去摸

索，体会因人，因才，因环境而异的实用教学方法，引

导孩子们去快乐的学习中文，这点已有收效。我也将更

努力的钻研，总结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不辜负学

校，家长，孩子们的期望    

伍钧浩 吴可蕾 

张嘉熙 方 誉杰 

杨子安 林宏轩 

林才基 林雨芯 

胡茹贝 胡佳西 

魏 润 楠 杨怡 

胡瑞秋 张家琪 

姚汉墨 厉博文 

王杰锐 冯海权 

张宇言 莊浩霖 

韩宋钰 汪唯妮 

汪唯拉 朱珠 

王紫妃 Alice  Wei 

陈泓帆  



        刘世薇刘世薇刘世薇刘世薇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刘世薇，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教育硕士。曾

就职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负责英文解说。2012-

2014就职于西安新东方学校初中部，担任初中部

实习生、实习生总人力、市场管理专员。曾获

2014年最佳实习生主管。研究方向为文化对语言

学习的影响，希望未来在自己的课堂上，可以将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相结合，让语言变的更加充

实有趣。 

。  

 
施瀚 陈锦婷 

陈龙祥 魏博 

谭妃雅 李语荷 

刘涛涛 田雨迪 

陈华敏 年玉书 

刘筱肠 许琪亮 

高珍卿 陈艾莉 

林咏怡 林润怡 

王如晶 Kaylee    Lin 

Jennifer Chan Kenneth    Chan 

贾诗恩 朱磊 

翁昊 梅秋逸 

Daniel    Chan Juliet    Jiang 



        杨杨杨杨 晢 晢 晢 晢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2015 年加入中文学校。希望可以一直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  

 
伍钧浩 王杰睿 

朱珠 石玲 

石力 郑嘉馨 

Warren Wei Alice Wei 

Jayden Chong Ryan Chong 

Lucas Lu Timothy Cheng 

Anthony Cheng Ann Jiang 

Chiara Marino Michael Busch 

  

  

郑麟春  

  



 
 

 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英文系，2004年获纽约州

立大学海运学院国际运输管理硕士学位。多年来主要从

事海运，物流及贸易工作。 

曾在长岛学区中小学校做教师助理四年。近几年兼在职

业培训学校做国际货运代理操作培训教师。我非常喜欢

孩们。这是我在中文学校任教的第一年。希望能培养孩

子们对中文的兴趣，提高他们的中文程度，通过学习让

学生们体会到语言的美妙，增加对中国及世界的文化的

了解，更希望将来中文对他们的工作及生活都有影响与

帮助   

 

 

屈健聪 张国文 

张瀚宇 方馨艳 

李姗柔 李言杰 

游颢瀚 熊北辰 

郑祥锟 陈亭如 

陈敏儿 陈潇然 

余丽娜 冯海恩 

陈禹瀚 黃宇燊 

韩雨欣 黄家宝 

梅夏霖 卢果 

芷宇彤 Sophia Guiteau 



 
  

 

 曾任《中国日报》摄影记者十年。个人作

品曾数次获全国大奖。绘画作品被荷兰国家级博

物馆收藏。多幅作品被多国私人收藏。在国外从

事中文教学及教授私人绘画十六年。 

 

周钰茗 孔德灵 

张玮廷 张祥易 

李玮琳 林宏泽 

林思宇 柯洱 

赵杰婷 陈帅安 

陈珍妮 陈美卿 

薛露露 陶睿 

任君 张烁一 

黄善英 王嘉妮 

  



 
 

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获得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在比期间曾从事中文教学工作。曾在纽

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任基金管理人。现在

Professional Medical Management工作。2001起任教

于长岛华夏中文学校。 

在中文学校教学的14年期间，从未缺过一次

课。 凭着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

神，荣幸地获得了2005年、2008年、2011年、2013

年多次优秀教师称号，2015年获得华夏总校颁发的

教育贡献证书。并于2008年获得国务院侨办颁发的

海外杰出中文教师称号。 

多年的教学积累使我的经验日渐丰富，对低年级学

生的中文教学有独到的见解， 摸索出一套既让学生

个人提高学习兴趣，又促进全班同学共同进步的方

法。 教学工作长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与好评  

 傅悦恒 周映柳 

杨灵 梁家蓉 

章景悦 郭庆森 

阎乐瑄 陈慧鹏 

刘颖瑶 杨斐 

徐子娴 张曼婷 

朱艾琳 夏欣玫 

陈威廉 张安之 

刘小文 岱乐 

岱安 宏亮亮 

张意如 Gary Han 

周锦如 徐依然 



 

  

  自1987年从北京师范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

＂专业毕业之后，到1998年来美之前的11年里，一

直从事中学语文课的教学工作及班主任工作。在此

期间，多次荣获校级、区级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班

主任的殊荣。也多次在校级、区级做过优秀事迹报

告。 

    无尚荣幸之余更加热爱教育事业，以致来美之

后深切期盼可以重回教育岗位。有幸在2000年到

2005年间，自荐去了＂纽约国际中文学校＂教授中

文。2002年的夏天也曾在＂现代中文学校＂任夏令

营的中文老师。都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 

       2005年搬至长岛后，仍然心系教学工作，终

于归属在＂长岛中文学校＂的旗下任教。我之对待

教学的热忱、对每一位所教学生的喜爱，可在我之

前之后的教学工作中得到肯定的答案。 

同时，很荣幸在2014～2015年第一学期的优秀教师

评选中榜上有名 

姜雨辰 张臣锐 

徐思婷 徐浩然 

施桦 朱佳妮 

李洋洋 胡新悦 

赵民宇 陈宗伟 

陈雨晴 夏煜珍 

陈雪薇 莫凡 

杨麦斯 朱萱琦 

杨龄 李米米 

徐文珽 刘予阳 

邹萃殷 韩宋美美 

石金森 石金睿 

王伟豪 陈家俊 

刘格格  



 

 

 

 1广州大学美术系毕业 ，于广州某中学从事

美术教育工作19年。并任教于广州市少年宫美术学

校。来美后任教于长岛华夏中文学校7年。具有丰富

的教育教学经验。我觉得在美国教中文，最理想的目

标是让孩子自觉的喜欢中文，并能阅读、理解以及流

利的说出中文。 所以，我在上课时，尽量给学生更

多课外的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故事，让学生更了解中国

文化，并且让他们多读、多说、多练 。让他们从心

底里喜欢上中文！  

 

任文涛 卢宇琴 

松野光启 胡曼琦 

李晗畅 黄琬莹 

王淳 郭霈恩 

张雨虹 董强 

曾佳怡 杨宏瑞 

汪尚华 饶黎敏 

贾平恩 米康义 

黄明元 李京桦 

王立洋 李元曦 

Nathaniel Worthman  



  
 

毕业于上海师专、厦门大学教育系。自1990起担

任海外中文教师至今，期间曾多次获得美东中文学校

协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优良教师状。 

每当站在华夏中文学校的课堂，看着一张张天真

可爱的脸，总觉得牵动心弦，在心底给他们一个大大

的拥抱；想到每位家长的信任与託付，选择“华夏”

作为孩子学习中文的摇篮，觉得双肩沉重。 

       在海外要孩子们认真学习中文是艰巨的工作，

“难行能行”是我们的挑战。为让孩子体认中华文

化、培养语言技能，因此能有更光明的前途，更有能

力经营他们的未来，再多辛劳都是值得的  

兰小花 刘博霆 

吴羡 张家嘉 

徐润宇 李浩睿 

李湛兮 李鑫毅 

杨麦棋 江如雪 

游宸霁 胡筱禾 

郑洋 郭九鼎 

陈宣宇 陈志翔 

黄枢辰 米健义 

曾佳颖 徐子衿 

肖瀚 杨彦轩 

周雨萌 兰飞龙 

Ethan Zhang 张祥和 



  李可明李可明李可明李可明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主修 、儿

童教育 学、 心理学 、管理学、 文

学 、 理学 、历史学  、计算机  . 国

内从事初中语文 、植物 、历史等教学10

余年。擅长古汉语 ，古诗词。及其各种

作文的写作指导。 

周番番 姚玉洁 

张嘉茹 张国瑞 

张恩廷 张祥和 

李泳茵 蔡若怡 

谭静 郑力铭 

陈博文 魏瑞文 

李瀚林 王馨蕊 

陈慧琪 陈夏罗娣 

罗禹琪 陈珈盈 

赵雅玲 张琨 

要轩轩 聂明袁 

聂明睿 陈家俊 

Abigail Jong  



 

  
 25年前从北京来美，毕业于北京二轻工

业学院。多年来主要从事计算机工作。2004年

担任中文教师工作，在华夏也做了九年之久。

十几年来先后做过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五年级，六年级和七年级的中文老师。曾获得

过四次优秀教师奖。也做家教多处，现在全职

做弘扬中国文化的教学工作。 

     我对儿童教育非常热爱，从小就喜欢和孩

子玩，是大人眼里的孩子王。对儿童教学情有

独钟。我非常喜欢琢磨怎么教孩子才能让他们

喜欢，也很愿意花时间在网上寻找材料充实自

己。我和孩子们在一起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

比较有亲和力。直到现在十几年前教过的学生

还在联系。每年教过的学生都会不断的来我的

教室看望我。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是我从小的

梦想，我非常享受这个事业给我带来的快乐  

 

刘诚 孔德坤 

张森 杨申如 

王彧 郑恩熙 

陈波明 黄枢衡 

黄家宝 邹源 

董朵琳 顾一琳 

但可为 王云庚 

李元麒 钟理 

Maggie Liu  

  

  

  



 

 
 纽约市立大学在校研究生，主修中文教

学专业，2009年任职于长岛华夏中文学校。对

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把中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传播给海外的华裔子女们，让他们

同样爱上中国传统文化。 

教学理念为快乐轻松学中文，寓教于乐，课堂

上不仅讲解课本知识，同时告诉他们中国的文

化常识及历史故事。思维活跃，开放式教学，

并善于倾听学生及家长意见，受到学生和家长

们的欢迎与好评。2012年被评为华夏中文学校

优秀教师  

 

任文浩 刘子杰 

张臣熠 朱东方 

李怡灵 李润州 

潘志宏 王美美 

胡新杰 薛薇薇 

陈华清 鲁瑞杰 

陈原新 吴汉森 

陈佳卉 郭美希 

钟玮 周历然 

刘依然  

  



。 

 

         

 

  

 1993年来美，在中国获得文科学士学位，

1999年在美国获computer science 硕士学位，2005年

任教于华夏中文学校至今已10年有余，曾三次获学

校年度优秀教师奖。 

我爱我的学生， 更爱这份教学工作，而作为华夏的

家长我更有义务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尽力尽责。我最

大的愿望是看到从我班上毕业的孩子能轻轻松松地

主动升至高年级学习  

 

兰彬 安欣 

安静 彭婷婷 

曹鹰 曾圣 

李书鹏 杨洁琍 

杭澄 江思月 

王凯林 王家瑞 

王康康 盧亦宸 

盧亦芊 罗徳智 

贺家林 刘瀚轩 

高洋羊 圆圆 

王馨 时庆鉴 

Jonathan Borleson  



 

  

 1981年毕业于济南师范学院，1997年来

美。从2002年3月开始从事海外中文教学工作，先

后在平原（2002年3月至今），十峰（2003年3月

至今），华夏（2003年9月至今）等中文学校任教 

    经过数年的教学，在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帮

助支持下，我越来越喜欢中文，并总结出一套自

己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多次

受到学校的表扬和家长、学生的好评，2005年被

华夏中文学校评为优秀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对任何提高海外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如何进行生动教学，加强与学生的

互动进行了不断的探讨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今后我会更加努力钻研教学业务，提高教学

质量，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文教师，为传承中

国文化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卓德添 孙博文 

月美 朱士蕾 

李书浩 李匡民 

章景业 罗徳睿 

钱颐恒 陈耀杨 

韩雨桐 朱艾琳 

姚青 饶辉敏 

韩美  

  

  

  



 
 
 

1991 年毕业于罗德岛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

位。主修ESL。持有新泽西及纽约洲ESL教师执

照。2011年参加由中国政府出资，纽约洲教育局

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为海外中文教师举办的 “中

国语言和文化硕士课程暑期班”，获得证书。 

2014年参加由美国政府出资为继承语语种设

立的教学项目Startalk-CHELER （星谈）Chinese 

Leadership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Toledo，获

得证书曾任教于多所私立及公立学校全职或兼职

教师。现为长岛华夏中文学校、 石溪中文学校和

Smithtown SSPJ学校中文教师及长岛多所公立学校

兼职ESL教师。  

传承中华语言和文化是我们表达对生养自己

的祖国一片真情的具体表现。然而我们不仅仅要

传承，更重要的是传播，要让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都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司元星 司元美 

曾麒 李璐琳 

欧佳 潘洁颖 

蓝瑞松 贾心怡 

郑莹熙 陆伯瑞 

陈博霖 陈煦雯 

陈美恩 黄家昇 

  

  



 

  葛漫葛漫葛漫葛漫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毕业于河南工程学院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于2011年初定居纽约长岛。自2013年9月

起，在长岛华夏中文学校7年级从事教学工作，并

在2013—2014学年获得“优秀教师奖”。 

在教学过程中，从激发孩子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

着手，交给孩子们识字·记字的方法，同时扩大

词汇量，强调对词语的理解和运用，围绕教学重

点，使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习的内容  

刘心悦 Nikki Kobrick 

吴凯锐 张嘉义 

朱安琦 李可馨 

林蕊 郑如芬 

顾铵伦 罗禹瑶 

李睿锋 候穆清 

但有为  

  



 
 2003年至今任教于长岛多所中文学

校。2008年至今华夏长岛中文学校执教10年

级。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硕士毕业，文学

硕士学位；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普通话

一级乙等证书；2011年获美国College Board 

AP中文高级教师培训班证书。2015年获HSK

汉语考试管理主考官资格证书。纽约州立大

学石溪分校中文教师。 

2009年至今，已有27名学生参加AP中文考

试，其中96.3%获得5分，3名学生参加SATII

中文考试，100%获得800分，每年都有学生多

人参加HSK四级考试及格率100%  

教授过的教材有：暨南大学出版社《中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海外版《标准中文》马立平

《中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新实用汉

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轻松学中文》    

成思玚 段维嘉 

张翼腾 魏海文 

缪天添 黄枢宇 

何捷锋 兰林 

杨琳琍 王凯丽 

吴蕊 王乐乐 

章景璐 徐文玠 

林彦均 唐秀怡 

黄乐怡 段维懿 

姚岚 余均本 



 

 

    朱毅颖朱毅颖朱毅颖朱毅颖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毕业于北京师专，十几年前来到美

国。一直在几所中文学校担任中文教师。曾

获得《美东中文学校协会》颁发的资深教师

奖和优良教师奖。 

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知识，并且包含

着几千年历史的转变，充满了魅力。在美国

教授中文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挑

战。既要具备一定的中文基础知识，又要了

解美国的文化。把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字和传

统文化传授给美国的学生。让他们了解学习

中国文化的意义，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

趣。课堂上的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活泼互

动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和知识传扬中国的文化吧     

刘心怡 李曼秋 

林子燕 王衡 

王子豪  

  

  

  

  

  

  

  



  肖敬涛肖敬涛肖敬涛肖敬涛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毕业于山东青岛科技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在人

生六年的中学生涯中,语文实验班的学习经历

为我的汉语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来

美后，就读于皇后大学 学习英文专业和厦门大

学海外教学学院汉语言文学教学专业。现学习

于美国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硕士进修班。在六

年的教学经验中摸索出一套趣味教学法来有利

地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到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学习汉语的目的。现任教于：石峰中

文学校，针对无中文背景学生的双语教学；

Half Hollow hills 校区Chinese Club, 对

美国学生的中文启蒙教学石溪中文学校，每年

作为校级演讲比赛评委自去年起加入华夏中文

学校，现任九年级。对于几年教学的各种不同

的教学经验，得到了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卓德润 林威 

胡家睿 阎安娜 

赵丹宁 陈凯溪 

陈纾谊 Celina Ma 

胡瑞雪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士, 纽约市立大学计算机硕

士，南京大学对外汉语硕士(2015)。 持有哥伦比

亚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师培训班证书。本人是具

有二十多年美国500强公司工作经验的资深IT工作

者。教中文是本人个人的最大兴趣及第二事业。 

    自2012年秋季至今，担任：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兼职中文教师 

    美国特种兵网上教程网课兼职老师 

 

长岛中文中心(CCLNY - Chinese Center on 

Long Island)周末中文老师（K-12） 

李昱彤 郑濠锋 

黄婉盈 卢若昕 

焦为怡 林菲 

刘逸轩 
 

黄伟惟 林慧怡 

































  记记记记2015华夏中文校际辩论赛华夏中文校际辩论赛华夏中文校际辩论赛华夏中文校际辩论赛    

辩论，中文口语的最高境界。让浸润在英语世界的同学们，不但要流利地讲中文，更要引经据典，

随机应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长岛中文学校的同学们非常有勇气，踊跃报名参加今年华夏总校举办的校

际辩论赛。今年辩论赛的题目是“良好的行为习惯的保持靠的是自我的约束还是外界的约束”。经过数次

训练选拔，最后确定了13名队员代表长岛中文学校分别参加高低年级两个组的比赛。 

我们不但需要优秀的队员，也需要高水平的教练和热心的家长。刘方玮老师，辩论队总教练，是辩

论赛准备工作的核心人物。刘老师有着丰富的辩论赛组织经验，非常喜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准备辩论赛

期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而家长们更是积极参与，帮助队员们准备论据，督促完成作业。家长刘环

宇还无私地提供自己的家作为辩论队训练的场所。队员，教练员，家长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大家互相

鼓劲，互相支持，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都非常努力，即使在比赛前一天，还在刘老师家里训练到

晚上10点。没有一个家长队员提前退场，真是非常让人感动。同学们在准备辩论赛的过程中，不只学到了

辩论的技巧，更体会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做事情就要全力以赴的劲头。 

4月26日，正式比赛日。大家驱车一个小时来到比赛地White Plains 高中。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因为

队员们即将面对的是来自其他4所实力很强的中文学校的辩论队。队员们换上了长岛中文学校的蓝色T恤

衫，一个个精神抖擞。正式比赛开始了！大家唇枪舌剑，场面好不热烈。家长们在台下观战，比队员们还

紧张。场上队员们发挥得非常出色。一辩落落大方，不慌不忙，引经据典，吐字清晰，二辩三辩反应敏

捷，既快速捕捉对方的失误，步步紧逼，又抓住一切机会陈述本方的观点，屡屡令对方哑口无言。关键时

刻还不时幽默一下，让观众们忍俊不禁。 

比赛一结束，教练，家长和校长就冲上前，向队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队员们场上的出色表现称

赞不已。结果出来啦！高年级辩论队荣获三等奖，低年级辩论队荣获二等奖。而刘潇潇，罗禹瑤和丁依罕

更是从60名参赛队员中脱颖而出，获得最佳辩论员的殊荣！大家举着获奖证书，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长岛中文学校辩论队在2015华夏中文校际辩论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固然归功于队员们的努力，教

练员的辅导和家长们的参与，但也离不开一名队员的无私奉献。章景业同学和其他队员一样优秀，积极备

战，却在最后比赛前忍痛把名额让给了其他队员。但大家都觉得他也在场上，非常钦佩他小小年纪，能有

如此胸怀，非常了不起。这次比赛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落下了帷幕，没人再提及过去两个月的辛苦和付出。 

大家一直在说的就是，明年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 

 

 

 

 

 

 

 

 

 

 

 

 

附： 从左至右罗禹瑤，王家瑞，薛薇薇，刘逸轩，黄启扉，林子燕，丁依罕，刘方玮（教练），刘依

然，章景璐，章景业，刘潇潇，蓝瑞松，黄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