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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耕耘  拓新  奉献
华夏中文学校迎来20周年校庆

 二十多年了，原以为已经淡去
了的记忆竟然依然在脑海深处，慢慢
浮现出来时，也还是那么清晰。翻看
着华夏最初的通讯录，看着一个个熟
悉的名字，想起那一张张充满阳光的
笑脸，心里是一份满满的感动。那时
候虽然忙得晨昏不分，但是华夏中文
学校创建初期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激
情和淳朴的校风，至今想起都能使人
从心底涌出泪花。不知道这些老华夏
人如今可好？是否还常想起华夏那
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正是这一群华
夏人的无私奉献才使华夏中文学校
在创建初期就有了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气势，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覆盖
了大纽约地区，取得了基本满足了区
域内对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教学需求
的骄人成绩。
 二十年前，华夏从无到有，曾经
有过一段艰难的启动期：从三个妈妈
为孩子寻找简化字学校的失望而归，
到下定决心自己动手办校；从找校
舍、教材，到注册、宣传、招生；从几天
只能接到一个报名电话，到一天进来
几个报名电话，盼着、看着，华夏人慢
慢地聚集着。终于，华夏中文学校招
到了第五十名学生，组成了自己的第
一支教职员工队伍，拥有了第一批热
心奉献的家长，华夏人这一特殊的群
体形成了，并且每一天都在发展壮大
着。今天回首当年，华夏中文学校的
成功实在就是一群正确的人，在正确
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记得当
年的说法是：天时、地利、人和！
 1995年1月，华夏中文学校寄出
了她的第一份开学通知。在这份写给
家长们的信中，我信心十足地告知各
位家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
个腾飞的阶段，有些经济专家预测
中国下个世纪初将成为世界第一经
济强国。试想一下，如果孩子学会了
十二亿人都使用的中文，不管在美国
或中国，都将会有无数的发展机会，
使他们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这其
实就是我们办学时的第一考虑和目
的。第二个目的还是为了孩子们，我
相信“中国拥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孩子
们在学习中文及与其他孩子交流的
同时也在无形中接受中国的传统和
历史，认同中国的文化，认识和理解
自己的根，建立信心，免除他们在成
长过程中的失落感。”今天回首看去，
那时的我们是对的，华夏人是有远见
的。办校的第三个目的是“团结联谊
华人”。“使家长们有了一个联系和交
流的渠道”，锻炼身体，消除一周的疲
劳，以及交流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体会
和经验等等。
 在同一封信里，我们还明确地
告诉所有的家长，这是一所大家的学
校，是非赢利的，学校要用选举的方
式产生董事会，而董事会是向家长会

负责的。学校的所有收入均将用于办
学，“学校财务公开，接受董事会、家
长会及家长们的监督。”我相信当年
的家长们认同了我们的理念，这就是
我们办华夏的初衷。我相信现在所有
的华夏人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华
夏的今天！老华夏人办校的理想是
远大的，目的是清晰的，步伐是坚定
的！二十年之后的我们无愧于二十
年之前的宣言。
 1995年2月11日，华夏中文学校
终于正式开学授课了，那天的热闹和
喜庆绝对是他乡遇故知的水平。我至
今还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对每一位老
师的介绍都会引来的热烈掌声，他们
每个人的教育背景都太强了，简直就
是大才小用。华夏中文学校成立后，
华夏人的群体优势迅速地展现了出
来：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认真负责的
校务人员，源源不断的义工大军，上
下同心的和谐气氛，看大局、顾大体
的协作能力，敢想、肯干的拓展精神，
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所有这一切的
总和形成了华夏中文学校的整体优
势。
 为了联络家长们的感情，增加
各方面的交流，华夏办了校刊《侃
城》；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可以上学，华
夏办了一个又一个分校，而每一所分
校的出色表现又极大地丰富了华夏
的办校经验，提高了华夏的整体水
平；为了传播中华文化，给孩子们提
供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华文化，我们承
办了“南京小红花”、“北京舞蹈团”等
文艺团体的演出；为了使孩子们认同
中华文化，以华人为荣，我们创办了

“华夏之夜”春节联欢晚会；为了分享
和提高华夏各校的教学经验和教学
水平，我们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华夏教
师培训，为了补足华人家庭不注重体
育锻炼的弱点，我们举办了华夏运动
会，而这所有的项目又都起到了另一
个同样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凝聚全体
华夏人。
 最后，作为华夏创办期的主要
张罗人，作为华夏的第一任校长，我
想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所有的老华夏
人，感谢所有帮助过华夏的朋友们，
是你们的无私付出才使得华夏中文
学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我在这
里没有提任何一人的名字是因为我
知道有多少人应当被提到，还有多少
人我叫不出来名来，我们只能以老华
夏人的称谓一同载入史册了。在这里
我还想以一名老华夏人的身份，对今
天还在华夏各个岗位上埋头苦干的
华夏人表达我的崇高敬意，是你们的
付出使华夏中文学校二十年之后依
然生机盎然地活跃在中文教育的第
一线。
 敬礼！祝华夏中文学校越办越
好!

 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有一
篇课文是《喝水不忘挖井人》，主题是
教育孩子们要懂得“感恩”。在上周六
的华夏二十周年庆典上，最令人欣
慰的是看到历届总校长、十五、二十
年教龄的老师们能到场的都到了！
看到这些曾经或现在为“华夏”流汗、
流泪、奔波、付出的领头人站在台上，
心中漾起的是“感慨与敬重”；看到给
十五、二十年教龄的资深教师颁奖
时，心头涌出的是“感激与敬佩”……
 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但是，那
天我却频频地举起相机；我不崇拜任
何人，但是，那天我心中充满了欢乐
与崇敬！因为我知道：“华夏”人应该
知道“华夏”的历史；“华夏”人应该知
道：“华夏”这二十年来得不易。今天
的“华夏”不是凭空站在这7000多华
夏学生和20所分校这样一个平台上

的，而是站在20年这样一个历届总校
长、分校长、所有工作人员、老师、家
长和学生们的肩膀上。
 为了上周六的相聚，多少人付
出了；为了“庆典”上的欢声笑语，多
少人坚持了；真的，我们做到了！因
为我们“华夏”人懂得“感恩”！
 作为一名华夏的教师，我们在
教学生中文的同时，千万记得教会
他们一个词，那就是“感恩戴德”。在
他们从华夏毕业的时候，他们应该知
道：当他们穿着毕业袍、戴着毕业帽，
当他们将头上的这缕金色的帽穗从
右边拨到左边的时候，他们不能忘
记，这一切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用了多
少个周末换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一
切是所有曾经教过他们的“华夏”老
师们花了多少个夜晚备课、改卷换来
的；是“华夏”多少位默默付出的学校

管理人员的无私奉献换来的；是父母
们多少次的接送、多少个小时的陪伴
换来的……
 总有一天我们将成为过去式，
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过去
式，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前辈，那
么我们同样得不到“后辈”的敬重；如
果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感恩戴德”，那
么他们也将不被世人记住！
 二十年的岁月，二十年的风雨，
二十年的付出，二十年的坚持。“华
夏”就是在这一批又一批、一拨又一
拨、一代又一代的华夏人手中、心中
传递着、惦记着……
 “华夏”是一条永不干涸的长
河，带领着华夏儿女涓涓地流向大
海……

 我与华夏中文学校的缘份从我
不到两岁时就开始了。十五前，爸爸
妈妈开始送哥哥去普兰斯堡分校学
中文时，我就在学校的走廊和外面操
场玩。看着其他小朋友背着书包，蹦
蹦跳跳进教室，心里真羡慕。自己太
小不能上学，只好三岁起就在家里跟
着妈妈学中文， 在计算机上跟着马
立平中文教材的CD 学认字。终于熬
到五岁半够格上学了， 我真的高兴
啊！ 四年的走廊生没白当，凭着对
教室的熟悉，没要妈妈带领我自个儿
就去了教室。 有了学前认识的近百
个字作底，直接上了一年级，成了班
上的小不点儿。从那以后，和其他孩
子一样，周末上中文学校成了我孩童
时代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冬去春来，十年过去了。 我顺
利地完成了中文学校的学习，荣获

“2012华夏优秀毕业生”证书，获得
“第四届世界华人中小学生作文比赛

三等奖”，顺利地通过了汉语水平第
四级考试；拿到了中文AP的最高分。
在中文学校我不仅学习了中文，还
学习了绘画、泥塑、羽毛球、手工、 武
术、主持毕业典礼等；还在武术大师
赵长军指导下，学习中华武术六年。 
先后参加过四届新泽西国际武术比
赛并获得金、银、铜牌数枚。去年十
月， 我非常荣幸地加盟美国国家武
术队，参加了第六届世界传统武术比
赛并获得了铜牌。
 身为第二代华裔移民，我和其
他小伙伴在中文学校学习汉语和中
华文化； 在社区传播中华文化。过去
几年里我积极参加各种社区活动，
在新年、春节、华夏之星、NBA 比
赛、中国驻纽约领事馆、Plainsboro 
Founder’s Day、 Rutgers University等
重要场合表演中华武术； 也在老人
院、 图书馆、学校毕业典礼等社区活
动中献技。 过去五年中，先后担任分

校校刊《华夏园》》的学生编辑及华夏
《小雨世界》编辑助理，为学友们提供
相互交流、学习的园地，也应用了自
己学到的中文知识。我从中文学校毕
业已两年了，但现在每周仍然去中文
学校做义工，帮助小弟弟小妹妹们。
 我虽然曾不非常明白自己为什
么要上中文学校学中文，但从未有过
放弃的念头。 在回国和亲友们用中
文交流或参观旅游景点时我觉得自
己十年的努力有了回报，也真正地
理解了什么是爸爸妈妈常说的“中国
根”。 
 我陪伴着中文学校成长，与她
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深深地感谢华
夏中文学校，也感谢教导过我的老
师、 帮助过我的朋友， 更想对那些
想放弃学习中文的小朋友们说，“中
国是我们的根。为了吸收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坚持下去!  Never give up!”

给历届总校长颁奖

嘉宾合影

华夏领导及义工们 （一）

华夏领导及义工们 （二） 嘉奖20年教龄的老师

答谢商界及媒体友人

与会者

嘉奖15年教龄的老师

 5月16日晚，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在新州爱迪生市Pines Manor举办了
20周年校庆，华夏各分校代表及新州
政界、学界及商界嘉宾300余人，参加
了庆典晚宴。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张
长春致开幕词，董事长胡大鹏介绍了
出席活动的嘉宾。大会以幻灯片形式
回顾了武小英、考建华、王朝勃、吕敏

伟、王坚等11位从1995年至今为华夏
服务的前总校长们，感谢以他们为代
表的华夏义工的辛勤奉献；同时，还
表彰了华夏资深教师们，王晓秋、顾
鸣争、汤江勤和韩莉莉等二十年教龄
老师荣获奖牌，40多位教师获得十五
年教龄教师殊荣。
                         （图片：刘建/林胜天）

《华夏中文学校创校回顾》
 华夏中文学校首任总校长 武小英

《与华夏中文学校结缘》      2012 年优秀毕业生   林静

《华夏二十周年庆典有感》

中文学校不能缺少的一课：“感恩”
 华夏优秀教师  奔腾分校 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