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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海外华文老师兴高采烈地

分享了国务院侨办裘援平主任在

2017	年12月19	日第四届世界华文

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同时热议在开

幕式上颁发的一批由中国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评选

出的一批海外热心华文教育的杰出

人士。

	 海外华文教师评选活动始于上

个世纪，分别于1999，	2007，	2011，	

2014	和2017	年，国务院侨办和中国

海外交流协会为为表达对海外华文

教育的关注和对海外华文教师的关

爱，鼓舞海外华文教师从教的积极

性，激励更多有识之士投身海外华

文教育的伟大事业，每三年评选了

一批海外热心华文教育的杰出人士

和优秀教师。据悉，在最近一次活动

中，国务院侨办表彰了全球1599名

长期从事华文教育的海外优秀华文

教师和128名为华文教育慷慨解囊

的热心华教人士。

	 在2017岁末这次海外热心华教

人士评选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表彰了一批优秀

海外华文教师。其中	“杰出贡献奖”

全美35位，“优秀奖”全美156位。

	 华夏中文学校各分校经由自荐

推荐，再申请，有约30位老师荣获海

外华文教师优秀奖，	他们包括邵天

毅，冯冉，冯丽滨，汪杰，郭小川，廖

山漫，陈坚，苏卫，高为，王承丽，李

星莎，崔毅梅，古滢，杨美玲，杨蔓，

冯仲书，彭丽，胡超群，徐群，黄镁，

胡瑞华，刘昌赟，林宇，汤江勤，董秀

敏，方莉婷，刘俊青等.	此外，华夏有

李平，顾鸣争，钱革，洪旋，金茜等五

位老师获“杰出贡献奖”。

	 华夏为全美最大的中文学校，

是第一批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之

一，应该获此殊荣的远远不止这些

老师。他们的名字虽然遗漏在这次

表彰活动中，但这些老师们一直都

是华文教育这条路上的栋梁。海外

华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热心华文

教育人士的支持与帮助，多年来，义

工们的无私奉献，将宝贵精力献于

华教事业，他们为发展华文教育，弘

扬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国

侨办的鼓励定将激励更多人关心和	

支持海外华文教育事业，更多的华

文教育工作者将坚定文化自信，让

我们海外华文教育更加专业化，标

准化，正规化。

	 海外华文教师的职业，是崇高

的事业，他们不计名利，只愿桃李天

下，芬芳满园。特此祝贺！

          （总校宣传部 廖山漫 供稿）    

一个吃货的寒假
大西洋城分校 

林心雨 Serena Lin
	 我期待了很久的寒假终于
来了！节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
是吃	！放假的第一天我们请了
舅妈和表弟表妹们过来吃晚饭。
我们先一起做了圣诞节饼干。我
的表弟很喜欢把饼干变成不同
的形状，有树形还有雪人形的，
可惜味道不是那么好。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吃了一顿很美味的
晚餐。第二天我和我的父母和弟
弟一起去买菜，买了火锅的材料
准备吃我最爱的火锅。买完菜我
们去吃了炸鸡和玉米，超好吃
的。我们拍了很可爱的吃货照
片！
	 平安夜那天我准备和我的
两个朋友交换礼物。我很兴奋因
为我对我送的礼物很有信心，也
希望她们能够喜欢。我们先去了
舅妈和舅舅那边，把送给我表弟
表妹的礼物给他们。他们超喜欢
我们送的玩具和游戏，我觉的他
们好可爱哦！下一站去了我朋
友的餐厅交换礼物，我们很开心
也拍了很多可爱的照片。礼物交
换后我们顺便她家的餐厅吃了
一顿晚饭。哈哈，礼物加美味，真
棒！之后我们玩了游戏jenga和
uno。
	 在圣诞节那天我和我弟弟
一大早拆开了等待已久的圣诞
礼物。对我来说，礼物不是很重
要的，节日最重要的当然是吃！
所以，开了礼物我们一家人就出
去吃早餐，美国的乡村风味，与
自己家的真是不同。我可能快喜
欢美国食物了。然后又去买菜准
备晚餐。为了给肚子腾地方，我
们在家里做了一天的大扫除。晚
饭终于到了，是我最爱的火锅，
牛肉，羊肉，鱼丸，有肉有菜，太
过瘾了！到目前为止我非常满
足，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
	 下一天我约了四个朋友去
Cape	May那边玩。我喜欢跟朋
友们出去玩和吃。我们先去了
一个很可爱的咖啡厅聊了聊，然
后商量去哪家餐馆吃东西。我们
想去外面走走，可是外面实在太
冷了，所以去了一个朋友的家叫
pizza外卖，简单却充实。跟朋友

一起很好玩，很期待下一次能一
起到外面出去玩儿。
	 还有一天我和我的妈妈弟
弟去了Cherry	Hill购物中心。除
了吃我也很喜欢去逛街。他们说
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买买买，
可是我随时都想买买买。逛完街
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常去的韩国
超市，买吃的东西，然后顺便吃
了一顿韩国烧烤！美味无穷，是
我的第二爱！
	 整个寒假我才读了一本书，
脑袋被各种美食占满了。在家里
休息的时候，我也有尽量去运动
运动为了能吃更多更好的食物。
最可惜的是除夕那晚本来约好
了去朋友的新年party，趁机大吃
一顿，可是最后没能去成，很失
望，所以空着肚子就睡去了。睡
梦中我梦见了春节，有好多好多
吃的！

装电脑
大西洋城分校 

甘青洋 Raymond Gan
	 这个寒假，我要装一个电
脑。这是因为我今年没去滑雪。
我不想滑雪因为我爸爸今年不
去。我就跟他一起呆在家里。
寒假前，我已经定了我要的零
件，	这样在寒假期间我就不需
要再等待。我是上网在Amazon
的网路买我的零件。买完的时
候，我看了价钱。价钱已经到了
三千块钱。我父母都吓死了。他
们认为我买的太贵了。但是，我
跟他们讲了，这个电脑会很好。
我可以带去大学用。他们就说
好。我买的`零件是：PC	Tower,	
GPU,	PSU,	Motherboard,	CPU,	
Hard	Drive,	 SSD,	跟	Memory	
Card。但是，我忘了买我的mouse,	
keyboard,	mousepad,和monitor。	
我只能再订购。很快我的零件就
来了。我可以开始装我的电脑。
四个小时以后，我装好了。但是，
我没有安装成功。又过了四天我
就找出了问题。是我的CPU被我
弄坏了，我只能到Amazon换一个
新的。新的CPU来的时候，我重
新安装。这次成功了，我的电脑
还可以。我非常高兴。这是我第
一次装电脑。

一、时间地点

1.	时间：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晩7:00

2.	地点:	Montgomery	Performance	ArtsCenter(High	School)

												1016	Rt	601,	Skillman,	NJ	08558

二、组织形式

1.	以分校为单位各设领队一人。如果不提供领队人员，

				校长将作为联系人。	

2.	组委会通过领队的电子邮箱地址发布信息和通知。

				各领队对组委会负责。

三、节目要求

1.	每分校最多报2个节目（每个节目最长6分钟）。

2.	形式：表演节目形式不限。

3.	音乐文件必须用MP3，	其它一律不采用。

				提交截止日期：	2/11/2018。

4.	各分校在规定时间内将节目音乐提交组委会。

				否则自动取消参演资格。

5.	组委会会对上报节目提出更改意见，如：演出时间

			超过规定限制，音乐不符合规定要求等等。	

 四、报名规定 

1.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1月21日。

2.	报名以收到登记表和支票为有效。由各领队将登记表、

	 2018年1月6日，华夏16所分校参加了华夏演讲赛中部及南区的比

赛。

	 华夏演讲赛每年年初举行，参赛者为一年级、二年级及三年级的学

生。比赛分年级进行，选手自由选题，形式包括朗诵，讲故事，绕口令等

等。

	 中区及南区的比赛分别由李文斯顿分校及南部分校承办。北区赛

事将于1月21日上午展开，承办学校为纽约中心分校。	

                                                         （图片提供：叶森 / 林胜天）

华 夏 园 地
第 18 期

2018 年 1 月 19 日

Huaxia Chinese School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华夏园地》投稿 : hxyonline@yahoo.com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小语世界》投稿：Huaxia_XYSJ@yahoo.com
稿件提供：华夏大西洋城分校

华文教育的鞭策和激励

“2018华夏艺术节” 组委会通知

“华夏演讲赛”
中区南区赛事结束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华夏年会

教学观摩交流

华夏课堂

华夏艺术节资料照

演讲赛（中区）

演讲赛（南区）

报名费及购票费在截止期前寄给组委会。逾期自动

取消。登记表电邮组委会信箱hxcs.events@gmail.com	

4.	如自行退出表演，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报名费全

额退还；截止日期后，报名费不再退还。	

5、华夏艺术节票价:	提前购票每张$5；当日购票$8；

已购票一律不退款。

五、华夏艺术节组委会成员 		

林胜天、马咏、夏玫、谷灵、叶森、秦颖、阎明、胡克平、

王缨、卫东、龚加畅、郝若飞、李晓京、张凉、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