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首
先让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安迪，来自华
夏长岛中文学校九年
级毕业班。

碧波荡漾，柳绿
花红，人才济济，桃李满天。时光如梭，

各位亲爱的同学
们、家长们、老师们 ,

大家中午好！我
叫董锴铭，来自华夏
中文学校里海谷分校。
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
们学校发表毕业感言。
五年的时光像小溪的
流水一般匆匆流过，转眼间就要告别我
在学校的时光。在这学校里有我一生都
难忘的回忆，从拼音班到 MLP8 我经历了
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在学校里我也认
识了很多朋友。这五年的学校生活是丰
富多彩的，学校不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课程，也组织了非常多的活动。每年学
校组织的春节联欢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上台表演，锻炼自己。学校组
织的知识竞赛，让我们在比赛的同时也
学习了很多中国的风土人情。当然在这
期间进步最多的还是我的中文了，从一
开始什么都不会到现在我不仅会说会读，
还会写。

在这里我要感谢知识丰富的历史老
师，极有耐心的辩论老师，聪明的数学
老师，和所有我的中文老师们的耐心教
导，还有学校领导们每次孜孜不倦的为
我们组织活动。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三年
级老师。虽然我只上过她的一节课，但
是她认可了我的中文水平，把我直接升
到六年级，否则我现在还在五年级呢！
当然我们能够顺利的毕业，都是因为我
们付出了努力，所以这些都是值得的。
说了这么多关于我们学校的事。我要特
别地谢谢我的妈妈鼓励我去读中文，否
则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的毕业
感言了。

作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很自豪能
够把中文学好。感谢中文学校能够提供
一个这样的场所，让我们这些华夏 ABC
有机会学到自己的母语。谢谢！

亲爱的毕业生们，首先请允许我代
表华夏中文学校所有义工，老师向你们
表示热烈的祝贺！由于遍及全球的疫情，
感谢这两年来你们和你们的家长持守了
对学校的信心，克服了巨大的困难，终
于迎来今天这一喜悦的时刻。现在请你
们起身转向你们的老师和家人，向他们
致以热烈的掌声以示感谢！

今年华夏有 242 位毕业生完成了学校
全部课程，并通过了国际汉考 HSK 等级考
试顺利毕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的四级
考试合格率达到 94%，其中 1/3 的学生达
到 4 级优秀 275 分以上，更有一位毕业生
考出了 300 分的满分成绩。今年也有 80
多位学生参加了 HSK5 级考试。在网课和
疫情的困扰下，你们仍能考出如此优异的
成绩，真是太值得为你们骄傲了，你们每
一位都是天之骄子，明日之星！

然而今天，你们即将走出学校，除了
祝贺你们终于赢回了周末的时间外，你
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now what…? 在
过去的这一周，我和我的团队日夜兼程
地在准备今天的毕业典礼，忙得几乎连
睡觉都顾不上了，但是有一个词总是闪
现在我的脑子里，“Step forward-- 站
出来”。你们花了近 10 年的时间在中
文学校了解你们从哪里来，祖籍国的文
化背景和语言知识，在你们即将离开学
校之际，我想对你们说，要有随时 step 

forward 的姿态面对你们的未来，要随时
准备为你们的家人、朋友，为你们的社
区站出来。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中国的学校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天早上
所有的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做早操，冬天
非常寒冷，有时我们站在操场上被大风
吹得瑟瑟发抖，我们的老师看到就对我
们说了一句话：把你们的脖子伸出来，
迎着风挺起你们的胸膛，这样你们就不
会觉得冷了。我们真的照着老师说的做

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迎着风
把脖子伸出来挺起胸膛时，不再觉得风
这么刺骨了，也不觉得那么冷了。当下
美国的环境也会时时让少数族裔领略到
寒风刺骨，然而，当我们环顾四周，就
会发现在我们身边就有优秀的华人选择
“站出来”为华人发声，为华裔社区的
壮大出力。就在上周，我有幸见到来自
纽约大学的社会学系的陆颖教授，她带
领她的团队为推动新泽西的学校教授亚
裔历史课程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新泽西
州成为全美第二个学校纳入 AAPI 课程的
州；就在我们中间，大纽约分校的台进
强老师，数年来坚持不懈地着眼于第二
代华裔的身份认同问题并著书立传，今
年他的《华裔美国人》新书出版，今天
他的新书展台就在礼堂门口，我也很高
兴告诉大家台老师将向今天到场的优秀
毕业生赠送新书；还有你们每周来中文
学校看到的你们校长，PTA 团队 , 老师在
学校忙碌的身影……

我希望你们踏出学校大门后，不要
忘记你们身边这些鲜活的榜样，并能够
追随，remember to step forward，为华
裔社区尽自已的一份力量 ! 我坚信通过我
们、你们，一代一代华裔的不懈努力，
我们所热爱的家园会越来越和谐自由，
充满活力，祝福你们，cheers to your 
bright futur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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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着 向前跨一步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张凉 毕业典礼致辞

十年习得凌云技 华夏雏鹰鸣长空
2021-2022 学年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记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部 曹作军

随着疫情阴云的
逐步消退，华夏中文
学校的各项线下工作
也慢慢恢复正常，如
果说还有什么缺憾，
当首推中断了两年的
实体毕业典礼。2022
年 6 月 4 日，这一仍
未恢复的空白被填补
上了。在这个风和日
丽的日子，来自新泽
西、纽约、宾州等地
的 18 所分校的两百余
学生、家长、老师，
欢聚在 Marlboro 南部
中文学校，见证了这
一盛典。

在致辞中，总校校长张凉首先恭喜
全校 242 名毕业生在疫情中坚持学习中
文，顺利毕业。在今年的华夏中文学校
毕业考试（汉办 HSK）中，毕业生们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合格率 94%，超过三
分之一的学生取得了 HSK 四级优秀的成
绩，还首次出现了满分 300 分的成绩。
在赞扬毕业生之余， 张总校长对所有
毕业生提出了冀望，希望他们在未来的
生活中能够 step forward，不惧任何种
族歧视的寒风，勇于为自己，也为华人
族裔发声。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来贺函，祝贺
毕业典礼的举办，向支持华文教育的各
界人士表示敬意，希望华夏中文学校再
接再励、开拓进取。

新泽西州州长助理 Rajpal Bath 亲
临典礼现场，在致辞中反复强调传承与
回馈，希望学生们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中努力传播在中文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文
化传统，并将之传授给下一代。Bath 先
生特别提到了新泽西州刚通过的把亚裔
历史列入学校课程的法案，这是各界人
士包括很多华裔专业人士努力争取的成
果。Bath 先生希望华夏的毕业生能以此
为榜样，回馈社会，回馈周边社区。

特邀嘉宾 Eyre Writing Center 公
司 Founder & CEO 陈曦女士和海投全球
CEO 王金龙先生先后致辞。陈曦女士以
个人的经历鼓励学生们珍视自己的文
化传承，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多彩。王
金龙先生的冀望则是继续不断学习，

以开放的视野看待未
来，永远不要自我设
限。

学生苦读十年从
学校毕业，家长和老
师们的兴奋自是难以
言表。来自大纽约分
校的林宇老师代表华
夏中文学校的教师们
在致辞中表达了做为
老师的骄傲和欣慰。
林老师用实例告诉学
生们中文学校的经历
将让他们一生获益无
穷，中华文化基因将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
豪和幸福。

三位学生代表，樱桃山分校的林可
晴、理海谷分校的董锴铭、长岛分校的
石安迪，分别上台发表毕业感言，他们
回忆了在中文学校的历程，表达了对中
文学校、对家长、对老师的感激，拳拳
之心，殷殷之意，溢于言表。

优秀毕业生们随后登台领奖，今年
共 42 位学生获此殊荣。他们还获得了
由大纽约分校台进强老师编撰的《华裔
美国人》套书，以资鼓励。同时，还特
别向 14 名华夏分校骨干义工家庭的毕
业生颁发了总校长荣誉奖。离任校长们
也登台领取了纪念奖，以表彰他们多年
为中文学校建设做出的贡献。

最令全场瞩目的时刻到了，毕业生
们在乐曲声中陆续登台，领取毕业证书。
随着学生们一位位亮相，会场中的掌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随着大合影闪光灯的
最后闪动，学生们将毕业礼帽高高抛起，
空中飞舞的礼帽和长穗，象征着这些雏
鹰的展翅高飞。愿你们在华夏中文学校
练就的翅膀，能让你们飞得更高更远。

特别鸣谢
毕业典礼组委会：游牧 赵昀 曹作军
唐晓铨 何燕 杨剑虹 孙斌 朱宏伟 
卫亚利 林芳 马宝清 朱海晔 许恺 
汤海缨 秦颖 李彬 王珍 赵巍 袁媛
林晓风 吕敏伟 杨森 赵霞 薄英戡
胡克平 张凉

摄影：袁媛 张长春 朱海晔 林胜天

新泽西州州长助理
Rajpal Bath 在毕业典礼致辞

Eyre Writing Center 公司
Founder & CEO 陈曦女士致辞

海投全球 CEO 王金龙先生
毕业典礼致辞

离任校长表彰纪念奖

优秀毕业生奖

总校长荣誉奖

插上中华文化的翅膀 愿你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2022 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毕业班老师代表对毕业生的寄语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 林宇

亲爱的同
学们：

我来自大
纽约华夏中文
学校。非常荣
幸有机会在这
里和我们的毕
业 生 讲 几 句
话。我服务中
文学校多年，
教毕业班也已
经十年了，参

加过多届毕业典礼，却感觉到今天这个盛
大的毕业典礼来之不易。由于疫情，我们
已经有两年无法举行这样的实体毕业典礼
了。在今天这个分外珍贵的阳光灿烂的日
子，我谨代表华夏中文学校的全体教师，
由衷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你们多年的坚
持，努力学习，圆满完成了在中文学校的
全部学习任务 , 你们是家长的骄傲，是老
师们的骄傲！更是华夏中文学校的骄傲！

为什么值得骄傲？因为你们坚持到了
毕业。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医学院工作，同时教授《医学汉
语》专业语言课。我的学生中就有不少是
中文学校毕业的。因为有中文学校打下的
底子，当他们学习又长又拗口的医学专业
词汇时，就显得轻松许多。有一位同学只
上了三年中文学校，学习起来就要费劲很
多，她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门课上，大
家知道医学院的课业是非常繁重的。于是
这位同学打电话回去，抱怨爸爸妈妈为什
么只让她上了三年中文学校。妈妈说：什
么？我们不让你上？当年你又哭又闹，死
活不要学中文，爸爸妈妈实在拿你没办法
了，只好 quit 了。这位同学说：当年我
小还不懂事，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呢？现在

你们可一定一定要让妹妹坚持到中文学校
毕业啊！

我听到了家长的笑声，你们是不是想
说，怎么做都是家长的错？不会的，当孩
子们长大了，他们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我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回忆当年学中文的
经历说，每个星期五晚上，我都要做中文
作业。别的小朋友可以 Sleepover，可是妈
妈说，你不能去，明天我们要上中文学校。
我好委屈啊！可是现在我回忆起来，每个
星期五晚上妈妈陪我做中文作业是我最幸
福的时光，我现在可以自如地掌握医学专
业汉语，非常感恩父母和中文学校。

我的这些双语流利的学生，在各大医
院非常受欢迎，在疫情期间，他们也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

你看，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毕业生，
你们没有这些遗憾，是不是值得为自
己骄傲？是不是值得为我们父母的坚
持而骄傲？

孩子们，不管你们是喜欢还是不那么
喜欢中文学校，在中文学校的学习，是
你们生活中独特的经历。

在华夏中文学校，你们接受了多
年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熏陶。你们带着
儿童的懵懂开始学习中文的历程，从
艰难的四声调、多音字、多义字开始，
一直到成语典故、唐诗宋词、书法武术、
中国历史和多姿多彩民俗文化。源远
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凝聚了中华
民族的智慧和坚韧，是世界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华裔的我们，有理
由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华裔身份
骄傲。因为中文学校给了我们中华文
化的底蕴，是我们的根与魂！

我们在中文学校还学习了美国华人
的历史。 从修筑铁路的华工，到如今各

行各业的华人群星璀璨，有著名的科学
家、建筑学家、工程师、IT 精英、学者
和文学家；也有杰出的政治家和企业家；
更有你们都熟知的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
华人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做出了
很大贡献。我有一位学生，后来进了 Yale 
大学，他入学的第一天就发给我一张照
片，是著名华裔建筑学家林樱为 Yale 设
计的妇女桌。他说，走在校园里，我为
自己和林樱同族裔而自豪！ 

同学们，我们生长在这里，美国是我
们的国家。这是多族裔文化共存的社会，
而中文学校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社区，
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和族裔间和谐共处的桥梁。

毕业了，你们在高中也许不再修中
文课，但是请你们有时间的时候，读读
中文书，看看中文电影电视。到了大学，
老师希望你们能够选修高级中文课，我
教过的许多学生，在大学里都选修了高
级中文课。

同学们，你们是一群飞奔的骏马，中
文学校又给你们插上了中华文化的翅膀，
双语言双文化背景使得我们跑得更快，
飞得更高！

你们毕业了。我想所有的毕业班老
师都和我有相同的心情，既喜悦又不舍。
是你们让老师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是
你们让老师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老师
衷心地谢谢你们。

同学们，无论你们将来走到哪里，身
后都有老师瞩望的目光，华夏中文学校
是你们永远的家园。希望你们毕业后还
能常回中文学校看看。

最后，再次祝福华夏中文学校 2022
届毕业生！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充满欢乐
与阳光！

尊敬的老师，亲
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 我叫林
可晴，是华夏中文学
校樱桃山分校今年的
毕业生。今天很高兴
在这里代表本届毕业
生，在总校分享我学
习中文的收获和感想。我想，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既有欢聚
一堂的喜悦，也有难以言尽的感恩，因
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即将完成在华夏中文
学校的学习，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同学，
告别循循善诱的老师，告别辛勤培养和
教育我们的华夏中文学校，踏上一段新
的征途。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所有今
年毕业的同学，向多年来辛勤培育我们
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记得第一次来中文学校，我才六岁
多，读一年级。刚开始，我对中文很陌生，
但是在爸爸妈妈的教导下，我认识到身
为华裔，学会讲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
重要性。于是我努力学习，认真对待每
一堂课。转眼我在中文学校度过了九年，
现在我已经是毕业生了！回顾在华夏中
文学校学习的这九年，时间过得可真快
呀，像一闪而过过的流星，但也是我人
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九年里，虽然
学习的过程遇到过许多挫折，但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快乐和难忘的时光。
我难忘每一届教过我的老师，难忘九年
来我们的每一点进步，从学会一个个的
汉字到会用中文写出一篇篇文章……

特别是今年，在文老师班里，我们
不仅学到大量中文基础知识，她更是带
领我们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遨游，使我
们充分了解到中国文化是多么地博大精
深。是文老师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更加
感兴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华夏中文
学校樱桃山分校的栽培和教育；感谢所
有帮助过我、指导过我的老师；感谢滋
养我们九年的华夏中文学校；我还想要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在背后默
默无闻地付出。最后感谢我上面提到和
没有提到的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因为
你们，我们了解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丰
富，体会了中文之美，我们领会欣赏东
方古老文明的魅力。

今天我们从这里毕业，但是我知道
学习中文将是我终身的功课，因为中文
已经成为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终点将成为我们人生的另一个
起点，我们会带着收获，去开拓另一片
属于我们的天空。

谢谢大家！

我们会带着收获去开拓
属于我们的天空

樱桃山分校毕业生代表 林可晴

作为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很自豪能够把中文学好

里海谷分校毕业生代表 董锴铭

中国有清华
美国有华夏

长岛分校毕业生代表 石安迪

一转眼，就到了毕业的季节，我想在座
的所有同学，此时此刻，也一定和我一
样，心情无比激动。在这里，让我代表
华夏中文学校的全体毕业生，由衷地感
谢我们学校的所有校长及老师们，多年
來对我们华夏学生的精心培养和教育，
是你们，让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在美
国这片土地上得到传承和发展，你们正
在做着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
想每一个华夏学生，甚至每一个中国人，
都会为你们付出感到骄傲和自豪。

回顾起我们华夏中文学校，有具有
丰富经验的校长和校董们，有一大批积
极热情、任劳任怨的老师们，还有众多
刻苦努力、勤奋向上同学们，因此，尽
管在长达两年多的疫情期间，我们华夏
中文学校的教学，基本未受太大的影响，
我们釆用了网课与实体课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不但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让所
有九年级的同学们都顺利地通过了 HSK
考试，另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难忘的
最特殊时期的学习体验。

毕业了，此时此刻，除了欣喜若狂，
却又夹杂着淡淡的忧伤，我们为自己能
学到了许多中文知识，终于步入毕业典
礼的礼堂而感到欣喜，同时也为即将离
开我们这座美丽而可爱的校园，和那些
辛勤培养我们的老师，还有那些在一起
形影不离，同窗苦读的同学们而感到淡
淡的忧伤。

想到别离，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
谢我们长岛中文学校毕业班的王老师。
她不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式生动有
趣，人也非常和蔼可亲，她不仅注重培
养和提高我们的中文水平，而且还尽量
为我们创造和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培
养我们的自信，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
她既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又是当之无愧
的优秀教师！

最后，让我真心祝愿我们华夏中文
学校，越办越好，越办知名度越高，
越来越出色！

中国有清华，美国有华夏！

毕业典礼组委会义工 注册组义工 应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