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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苦涩而寒冷的夜

五个男人围坐在一堆篝火旁。在这寒冷的夜晚一旦篝火熄灭，他们都将会被冻死。太
阳升起的明天，是终结这场苦难的希望。他们每人手里握着一块足以维持篝火不灭的木块。第
一个人看了看其他四个，嗯！他们的肤色与我的不同。他抽出他的木头，发誓不与他人共享。
第二个人戴着一条有宗教象征意义的项链，他发现其他四位没有戴项链。他抓紧了他的木块，
幻想如果拒绝帮助异教徒，他会得到上帝的赞扬。第三个人听到其他四位说的是异邦语言，他
要成为民族英雄，而绝不把木块让给敌人。第四个人穿着讲究，抱着一块比别人的都大得多的
木头。他很富有，可这是他努力得来的，决不能奉与他人。第五个人衣衫褴褛，穷困不堪。他
同样把住他的木块不放，他要笑到最后一分钟，让其余的人尝到他曾经背负一生的痛苦。

太阳升起来了，五具尸体各自紧拥着一块木头，中间是一堆篝火熄灭后残留下的灰烬。
冰天雪地里他们一起死去了, 大自然的寒冷不是杀手，真正冻死他们的是他们冰冷的心中永远
没能溶化的冰!

张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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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的名字是乔胡瑞锐。我在新奥尔良中文学校已经学习两年了。我工作的公司在加
州，所以我经常旅行，错过了很多中文课。但我喜欢来学校学习中文。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
我想和他们合作。我希望有一天能前往中国，能够使用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商务中文。

我八岁的儿子也是在校学生。我们俩现在可以讲一点中国话。我希望在未来三，四年我们
能在说，写，理解中文方面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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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班

不知不觉和孩子们相知已经快有一年的光
阴，孩子意气奋发、求知若渴之时，我们相遇相识，
我们相依相存，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在这一学年里，
每个小朋友不但学会了许多本领，生活自理能力、
身体素质、行为习惯等等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特别
是动手能力大大提高了，老师看着你们点点滴滴的
进步，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当然孩子们的进步也离
不开家长的帮助和支持！真挚地感谢各位家长给予
我们工作的理解！感谢您们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
鼎力支持！孩子们，假期中除了合理有效完成老师
布置的作业外，一定要多读中文书呀！

胡静老师



















一年级班

在过去这两年里，看到孩子们在中文学习

上有着稳定持续的进步与成长，非常感到欣慰，尤
其佩服孩子们能在每周日不间断地到中文学校来上
课，认真向学的精神值得鼓励与喝采。希望孩子们
能继续秉持着快乐的学习心积极地叁与中文学习，
相信大家有一天必定能成为中文小达人唷!

叶立漪 老师



















二年级班

我很喜欢我们班的小朋友，他(她)们个个活
泼可爱。每星期天，跟小朋友们在一起学中文，总觉
得是一种享受。其实，在海外学中文和教中文都很不
容易。孩子们的母语是英文，说的，用的，想的都是
英文，很难建立学习中文的兴趣，每星期一次学的中
文也会很容易忘记。所以，我的教学感想是，在备课
和教课时，把重点放在提高孩子们的学中文兴趣上，
并且着重于课上，课后重复练习，经常把过去学过的
内容拿出来练一练，以达到学而常用，日积月累的目
的。在此，我要感谢各位家长对我们中文学校的全力
支持以及对我教学的积极协助，家长们的支持与协助
是我们教中文和学中文的坚强后盾。祝大家有一个愉
快的暑假!

宋克静老师

















三年级班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三）

我们已经是第三年在《童心同心〉上使用“今天不走，明天要

跑”这个题目了，它是来自哈佛大学校训之一，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三年
级班的班训，每次课上都会出现这句话——全体同学都要背诵它，它已经
走进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

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告诉孩子们，在全世界一所非常著名
的大学里，有一条非常简单易懂，但又是很难坚持做到的校训——“今天

不走，明天要跑”，当用肢体语言和很简单的话说它的意思，而且提出我
们学习中文的时候，也可以做到的，孩子们似懂非懂；

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求孩子们，把“今天不走，明天要
跑”这句话背诵下来，并且慢慢理解它——每天只要坚持一点点，比如坚

持默写几个生字，阅读一篇课文，慢慢会发现有许多惊喜和收获，一定要
记住坚持和努力，我们看到许多孩子已经明白许多，在努力的去做到。

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孩子们，不仅可以很流利的背诵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这句话，而且每个孩子都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
它的意思，我们非常欣慰，和孩子们宣布把这句话作为我们班级的班训，
并且嘱咐孩子们不仅要记住它，重要的是还要做到它——在今天，明
天......。

陈勇老师 / 吴筱园老师







































四年级班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与四年级的同学们在一

起学习中文满周年了。看着同学们的中文水平在一点
一滴的提高，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一年来，我既注
重全班同学的中文基础课程学习也要照顾到中文程度
参差不齐的个别同学，在课堂上，根据课文的内容结
合同学们日常学习，生活中最容易引起兴趣的事物去
加深理解和记忆，鼓励同学们涌跃发言，多讲，多用，
多读中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加深理解和记忆，避免
死记硬背生字，而又易忘记的现象。同学们能说，

能读中文是学习中文的基础，我相信，只要同学们持
之以恒，就一定能学好中文。

牛向红老师

















五年级班

五年级的孩子们已经掌握了很多的中文字词，

可以进行日常会话和写作。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写出
非常美的句子。在教学互长的过程中，孩子们不断地
给我惊喜，让我更享受这个中文教学。希望中文学校
的生活会给我和孩子们留下美好记忆。

郝方芳老师

























六年级班
一名新教师的感悟

回忆起若干年前，采访一名老教师的时候，他曾和我谈到：“不应该

把教学工作当作一门技术去熟练，而应把它当作一门艺术去创造。”当时
不以为意，现在作为一名新教师的我，对这句话揣摩了好久，才似有所顿
悟。教学要依据课本，但不拘泥于课本。同时，对于教学而言，应该特别
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的、绝对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教学
内容的可接受性，既要采用适合于全体学生的方法，又要采取适合于个体
学生的教学方法，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逐步理解，加深认识，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

而在熟悉教材和备课过程中，我领悟到作为教师，不光要明白如何教，

更要明白学生如何学，这样才能做到寓教于乐，寓学于乐，有的放矢，弹
无虚发。我相信可以，也完全能通过预先设计的教学过程，使学生满怀信
心与兴趣去学习，他们通过老师的帮助与自身的努力不断地获得进步，在
体验成功与快乐的同时，获得新的动力，进而取得更大的学习成果。在学
生享受“学”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能享受“教”的乐趣。

李胜老师













八年级班

金桂飘香又一年。中文学校又迎来了二零一四
年的童心同心。最近几年，国内的亲戚朋友纷纷来美国
探亲旅游，不少人都来新奥尔良逗留一下。在招待客人
的同时，我也招待了自己，对新奥尔良的旅游景点有了

更多的了解。大家都一致认为，新奥尔良是一座美丽的
城市，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 我们一家已在这座城

市生活了二十三年。我的儿女也都曾经在我们中文学校
学习中文。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幸福的回忆。由于篇幅
有限，我就不细说了。请看看我们班的同学们是怎么说
的吧。

杨青老师



心目中的新奥尔良 王与之

你喜欢旅游吗？好，让我来推荐你一座美丽的城市‐‐新
奥尔良，因为我认为它是美国最好的旅游城市之一。

新奥尔良是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 ）最大的城市。它靠
着墨西哥湾，有一个像海一样大的大湖。法国人在1718年
建立了这座城市, 所以新奥尔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新奥尔良有很多旅游景点。有一个地方叫法国区（French 
Quarter）。法国区是新奥尔良最老的地方, 所以它有着很多
的故事。

在新奥尔良你可以看到很多三百年前的建筑，其中有保留
完好的老庄园。在巨大的橡树群中，老庄园静静地坐在那

儿，吸引着无数的人前往。人们在那儿体会着美国早期的历
史和文化。

新奥尔良也吸引着好莱坞的目光。有很多美国电影都是在
这儿拍的。

新奥尔良还有很多节日。春天的时候有狂欢节（Mardi 
Gras ）和爵士乐节（Jazz Fest）。狂欢节的时候，路上有很
多游行。游行的车辆都装饰得非常漂亮，车上的人打扮成
各式各样的人物，向观看游行的人们抛大把大把的珠子，

欢呼声尖叫声响成一片。爵士乐节的时候，有很多新奥尔良
特点的音乐和食品。在绚丽的阳光下，鲜花的环绕中，你可
以在碧绿的草坪上坐下，吃着，喝着，享受着台上的乐队
演奏的美妙的爵士音乐。

也许是一年去一次，也许是一生去一次，但是新奥尔良是
一个一定要去旅游的地方。



我的家乡 庄少慈

纽奥尔良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好
吃的，好玩的和好看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小龙虾。

每年春天, Mardi Gras 嘉年华会吋，也是小龙虾的

季节。小龙虾煮得又红又辣，漂亮极了。远远的就
能闻到煮小龙虾的香味。这时，人们常常会开派对，

在户外摆上大大的桌子，亲戚朋友坐在一起，吃了
一盘又一盘，快乐地享受吃小龙虾的乐趣，又一次
地体会做一个纽奥尔良人的幸福。

好多地方都有卖煮好的小龙虾，有的饭店还把煮

小龙虾的锅灶放在食客看得见的地方。世界各地的
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到纽奥尔良来旅游，享受小龙虾
的美味。

小龙虾是最能代表纽奥尔良的特产的食品之一。

纽奥尔良地图上常常有鲜红的小龙虾图案，杯子上，
盘子上，衣服上，也常常见到美丽的小龙虾图案。
人们一看到小龙虾就会联想到纽奥尔良。

纽奥尔良是我的家乡。我爱纽奥尔良。将来无论
我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回来吃小龙虾。



我心中的新奥尔良 洪念旭

新奥尔良是路易斯安州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她有丰富多样
的文化和历史。从她的美食到各种节日，新奥尔良从来不会让人
感到厌倦。

新奥尔良一个非常著名的节日就是她的Mardi Gras节。每年三月

份左右，人们就开始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的游行庆祝活动。这些
游行可持续两个星期。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许多装饰得很美丽的
花车，还有步行的军乐队，拉拉队排着队缓缓地走过一条又一条

的街道。马路两边挤满了观众。当车向前行进的时候，车上的人们
会向观众抛珠链，玩具，花，杯子，硬币，和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观众的欢呼声和尖叫声使这个活动显得更加疯狂。

美食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特色。因为新奥尔良的人来自四面八

方，而且这座城市有很多海鲜，所以新奥尔良就有了很多种不同风
味的料理。从甜食Beignets到辣虾gumbo，即便是口味最刁的食客

也一定会找到他们喜欢的食物。小龙虾更为当地的美食加上了精彩
的一笔。

法兰西小区是新奥尔良的文化中心。此地是体会新奥尔良风俗

的必到之地。各种各样的音乐，美食，小商品和歌舞充满了这个小
区的巴黎式的街道之中。各种节日，无穷无尽的美景吸引了无数
的游客。你甚至可以坐着仿古的马车， 一边听着马车夫讲眼前某

座老房子中发生的鬼故事，一边用新奇的目光来游览这个小区里充
满着法国情调的老街。

然而，这城市并不是只有快乐。这个地方的犯罪率高得出奇。

新奥尔良被认为是全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儿的气候也很不好。
尤其是夏天炎热潮湿。每年都有台风警报。可是新奥尔良地处亚热
带冬天还是很舒服的。

新奥尔良是一个非常美丽和特别的城市。就像生活本身一样，

有好也有坏。最重要的是：此处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家，也爱这座
城市。



我的新家‐‐新奥尔良 聂君懿

去年六月，我来到了新奥尔良，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已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刚好是学校放暑假，这给了我一段
非常有用的时间来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和妈妈都说这里的空气太好了。我们俩都喜欢在清新

的空气中散步。有人说这里的天气太热了，可我家乡的天
气要比新奥尔良的天气热得多了。

在这里，我看见每户人家的门前或是周围都会有一块

草坪。人们很喜欢在节日的时候在草坪上摆放一些有关那
个节日的饰品，有些人家也会在草坪的周围种一些漂亮的
小花儿。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也许是因为每个国家的生活
环境不同吧！

我也喜欢这里的食物，尤其是小龙虾，我的爸爸妈妈

会在小龙虾上市的时候去买来吃。小龙虾的味道非常鲜美，
别看他肉不多，但里面的汤汁真是赞的啊！

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如果你跟他们相处久了就会知

道的。比如说，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没听懂的东西，老
师和同学都会很乐意地回答和解释给你听。

我已经适应了新奥尔良的环境，也喜欢上了新奥尔良。
我爱新奥尔良!



国际儿童A班

如果有一个非成人班，学生年龄跨度七岁之大，

中文程度的差异也与之相当，这种情况对任何一个中文老
师都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年，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挑战。

最大的难题是很难找一本可以兼顾到所有不同程度的学生
的教材。最后，我决定自己编教学内容。我先由学生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再根据主题选择有关的词汇，句型和
短文。毫无疑问这会增加备课的难度，但是对我和我的学
生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尝试。

荆晓梅老师



中国之旅

三年以前我和弟弟一起回中国去看我的家人。
每天早上我大约七点起床。吃完早餐以后，我常常去
拜访我的亲戚，或者去购物。在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在
大街上走，还看到很多摩托。晚上的时候，很多老人

在外面跳舞。因为我们住在郊外，那儿晚上蚊子和多。
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河边，所以我还去河边钓了鱼。
鱼竿是用竹子做的，在竹子上面拴上绳子，加上钩和

鱼食就可以了。我钓了许多小螃蟹。我弟弟常常不小
心把鱼竿掉到水里，我的爷爷就用一根绳子加一个钩

子再把渔竿钓起来。我在中国住了两个月。那儿给我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张雅琳

我的理想

长大以后，我想做律师。因为我想帮助那
些陷入困境的人。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对待。我想先

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上本科，然后去杜兰大学读
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以后，我希望先去一家大的律

师行工作几年。我会在那儿努力工作，尽可能的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等我积累了足够的工作经验以后，

我会开一家自己的律师行。我希望我的律师行有很
多的业务，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一流律师行。

威其勇



一则新闻

一名56岁的克利夫兰女子。她是虔诚的教徒。
因为宗教的原因，有十五天除了水以外没有吃任何东

西。她感到非常虚弱，然后被送去了医院。在医生对她
进行检查和治疗的过程中，这个女子在不断的祈祷。

医生把她这种行为判定为精神失常。于是把她送去了精
神病院。她被强行留在精神病院接观察和治疗。最终
因为没有找到该女子精神失常的证据而放她出院。该

女子对医生和医院违背她本人意愿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起
诉。该事件还在审理之中。

Vincent Chiu 

讲一个恐怖故事

一天在我回家的路上突然下雨了。我立刻爬

进附近一个废弃的谷仓。谷仓里充满了发霉的气味。
我打开我的手电筒，看见一捆捆的干草和到处都是的
蜘蛛网。我还发现在墙边有一本书，于是开始读起来。
我越来越累，最后我睡着了。突然我被一阵噪音惊醒
了。我抓起我的手电筒，照在黑暗中，看到地上一条
长长的血迹。我顺着血迹走到头。发现地上躺着很多
死人的身体。我吓得转身就跑。逃出谷仓以后，我立
刻报了警。警察赶到谷仓，除了一捆捆的干草和蜘蛛
什么都没发现。也许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只是
我的一个梦。。。

Ethan Chiu 



国际儿童B班

时光飞逝，我的学生和我已经一起在中文学校度
过了快乐的两年。

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里，看到了大家的努力和不断

的进步，让我感到无比欣慰。每个星期日的日出都是美好
的，因为有学生们的笑脸。

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长，家人还

有同事。与此同时，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可以一起度
过更美好的时光。
谢谢大家～！

温祎祺老师



我喜欢动物老虎。

你好，我的名字叫 Darren。
我今年十二岁了，
我喜欢蓝色和粉色。



猴子，羊，乌龟和老虎。

你好，我的名字叫 Brandon 。
我今年六岁了。
我喜欢绿颜色，
我喜欢猪。



你好，我的名字叫 Geoffrey。
我今年七岁了，
我喜欢绿色和红色，
我喜欢动物老虎。



我的名字叫 Chris。
我今年七岁了。
我喜欢绿和紫色，
我喜欢吃辣椒，
我喜欢老虎。



你好，我的名字叫 Andrew。
我今年五岁了。
我喜欢蓝色和红色，
我喜欢猫。



商务中文班 (国际成人C班)

商务中文班是个有梦想的大家庭。每个成员怀

揣各自的美好梦想，在星期天的下午相聚在中文学校。
Natalie 和Valerio夫妇俩,期望着有一天能去中国留学。每

当看到他们写的工工整整的方块字，想到两人晚饭后喝
茶习中文的情景，我就有种莫名的感动。已六十多岁的
Parviz仍以“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的豪迈
情怀激励着我。Ray虽然经常出差，但他从未因此而放弃
习中文。他期望着能和中国朋友进行商业合作。Mingxi

是韩裔，当中国人疯狂追逐韩剧时，她却在这安静的学
中文！David 和Mike 从小在美国长大，父辈的影响使他

们成人之后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商务班的同学们，谢谢
你们给我带来的感动，激励和作为人师的幸福感！

杨敏霞老师



我的一天

我清晨起床，每天骑自行车去大学。我教两

门课，上午十一点钟我就饿了。然后我就立刻吃面包，
苹果，巧克力。我教的另一门课是下午两点开始，
四点半我才骑自行车回家。我和太太六点吃晚饭。
然后我们喝茶，学习中文。

Valerio De Angelis

Ray Chaudhuri

你好。我的名字是乔胡瑞锐。我在新奥尔良

中文学校已经学习两年了。我工作的公司在加州，所
以我经常旅行，错过了很多中文课。但我喜欢来学校
学习中文。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我想和他们合作。
我希望有一天能前往中国，能够使用我在学校里学到
的商务中文。

我八岁的儿子也是在校学生。我们俩现在可

以讲一点中国话。我希望在未来三，四年我们能在说，
写，理解中文方面变得更好。



Natalie Gaidry

我每天画画和弹钢琴. 我把属于不同类
别的颜色混合在一起. 我把平声和仄声混合在一
起. 我对画画和弹钢琴非常感兴趣. 这两项活动使
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加丰富. 

钱

富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很多, 穷人拥有的很
少。然而,有钱人可以买很多东西,但他们能够买
幸福吗? 穷人买不起很多东西,但他们看上去似乎
幸福得多。社会是由金钱驱动的，它告诉我们金

钱就是权力。然而，它没能表明我们如何找到幸
福。对我来说,有钱是好,但幸福更重要。因此,我
喜欢努力工作, 追求幸福。那么，财富也就会随
之而来。

David Dinh



庐山

2010年，我和我妻子，还有一些朋友一起游览了
庐山。庐山是中国名山之一, 有名的名胜古迹。这座山很漂
亮。庐山在江西省，是中国的集文化，风景与灵性为一体
的名山之一。庐山，作为自然文化遗产，1996年，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庐山区有悠久的历史。这里有佛教和道教庙观，

以及儒学的建筑。完全融汇在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之中。
而且，这里发生了许多显著的政治历史事件。

这里，白天变幻莫测云雾海，太阳和云捉迷藏。
所以庐山茶也叫<云雾茶>。

在庐山我们住在牯岭镇的一座别墅里。牯岭镇有
很多别墅。我们参观的有意思地方：

• 桃花源
• 仙人洞
• 含鄱口
• 东林寺
• 美庐别墅
• 庐山会议地点

我强烈建议你去庐山如果你想游览盛大名胜古迹。

Parviz Mojgani



国际成人D班
“珍珠呢？”

一九三四年仲夏，位于胶东半岛烟台的月亮湾，月
色皎洁，滟滟随波荡漾；海浪低吟，银斑恍然成串。沙滩边，
一个四五岁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被闪光的海景迷住了。她用铲沙
子的小铲小心翼翼地捞起海里的“珍珠”,盛入自己的小洋铅
皮桶里。大海呀，今天你怎么了？生出这么多的“珍珠”,小
姑娘可是从来不曾见过啊！她捞呀捞呀…。当提着满满一桶
“珍珠”回家时,她在夜晚温暖的沙滩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小
脚印。

第二天清晨，小姑娘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花廊
下看昨夜带回家那一桶“珍珠”。“我的珍珠呢？!”她惊呆
了！阳光下，小洋铅皮桶里满满盛着的只是一桶海水。

八十年过去了，我朋友的妈妈还一直怀念着月光下
那个神话般的大海。

陈晓波老师



一个苦涩而寒冷的夜

五个男人围坐在一堆篝火旁。在这寒冷的夜晚一旦

篝火熄灭，他们都将会被冻死。太阳升起的明天，是终结这场
苦难的希望。他们每人手里握着一块足以维持篝火不灭的木块。
第一个人看了看其他四个，嗯！他们的肤色与我的不同。他抽
出他的木头，发誓不与他人共享。第二个人戴着一条有宗教象
征意义的项链，他发现其他四位没有戴项链。他抓紧了他的木
块，幻想如果拒绝帮助异教徒，他会得到上帝的赞扬。第三个
人听到其他四位说的是异邦语言，他要成为民族英雄，而绝不
把木块让给敌人。第四个人穿着讲究，抱着一块比别人的都大
得多的木头。他很富有，可这是他努力得来的，决不能奉与他
人。第五个人衣衫褴褛，穷困不堪。他同样把住他的木块不放，
他要笑到最后一分钟，让其余的人尝到他曾经背负一生的痛苦。

太阳升起来了，五具尸体各自紧拥着一块木头，中

间是一堆篝火熄灭后残留下的灰烬。冰天雪地里他们一起死去
了, 大自然的寒冷不是杀手，真正冻死他们的是他们冰冷的心
中永远没能溶化的冰！

张艾克

太极拳大师

要成为太极拳大师有三个要素。第一是要有好老师; 
第二是要具备一定的运动素质; 第三是要有毅力。当然也要练
习得当, 集中你的意念,送往丹田。每天坚持这样练习直到经络
开通。当你感觉到气在运行, 你就成功了。如此练习而获得真
谛的你是不可能不成为太极拳大师的。

雷安记



报答

很久以前，依村有一个小小的学校。每天都有一
个九岁的男孩站在窗户外听讲。一天讲课的老师发现了他,

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后，老师没有责备他，而是把他带进教
室里来上课。从那以后，他每天早上上课，下午打工，给学
校打扫教室、擦桌椅、拖地板。作为报答，他还从井里提来
水、做饭、洗衣服、帮老师磨墨。晚上，他跟几个好朋友在
一起刻苦学习。

六年后，他考上了城里的初中。为了交学费和买

书，他到面包店去打工。每年暑假，他回家帮爸爸做地里的
活；帮妈妈读中国来的信和写回信。

三年过去了，小伙子又考上了高中。高中的学费

比初中贵得多。天天上课、上班、还要实习，忙得他总也没
时间回家。

高中毕业时，小伙子听说父亲病了，他马上赶回

家去。路上，小伙子回想起多年前的情景，那时他与父母和
姐姐离开祖国，坐船去越南，行程异常艰难。途中他又饿又
累，是一个女孩子和她的妈妈给了他一些吃的东西。好多天
以后，船终于到了越南。现在他又有了八个弟弟和妹妹，他
父母一定是过得太辛苦了。

在他爸爸的病好了以后，全家人搬到了城里，他

也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会计工作，可以帮助父母照顾兄弟姐妹
了。1951年他辞掉了公司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面包

店，全家齐心协力，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面包店也越办越大。
1962年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学习，他出资重建了依村的
旧学校。他总是说:“我要以一生来报答父母、报答老师、
报答社会。”

陈水仙



国际成人E班
涂老师的幸福

也是这样的杨柳春风，也是这样的莺歌燕舞，也

是这样坐在窗前写着我的教师感言，只不过少了一份忐忑
不安，多了一份自信和欣慰。一年过去了，快得总是让人
感叹。看着学生们递上来的作业，那一个个周末两小时的
中文学习，师生间的友好互动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
如此地栩栩如生，似乎那一双双蓝色的，翠绿的，褐色的
眼睛就在眼前，时而期待，时而关注，时而会心一笑，时
而思索困扰。从一笔一画开始，到现在能独立成篇，我的
这些洋学生们对自己一年里的学习成绩感到惊奇。我读着
那用端正的中文字叙说的故事，感动和感谢溢满心间，谢
谢你们和我一起学中文，有你们，我感到幸福。

涂蔚红老师











国际成人F班

我很喜欢中文学校的学生们，每次上课对我
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我也喜欢这个集体，每个人都很
开心，很快乐。

杜怡童老师 (Evelyn Du)



我很高兴来到中文学校学中文，

我想用中文与我的妻子和女儿交流。

我喜欢学校和老师。



我喜欢，谢谢，我们。

要知道一个人
要知道他们的心
要知道他们的灵魂
先了解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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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

没有什么比听到家长说“孩子宁肯放弃其它活动也要来中文学校”更
令人欢欣，鼓舞了。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让我们的学校
成为一个学生们向往的地方。看着一张张犹如“全家福”的集体照，
我可以感受到中文学校这个大集体中的温暖，友情和乐趣。为了更
好地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老师们不仅是准备自己讲课的内容，
同时还尽力帮助同学们积极参加“听我说”和“一起做”；为了使同学
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老师们提供语言课外的其它课程和活动。
董事会，家长会和其他热心的家长们努力为学校提供舒适的教学环
境，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这一切都体现了我们尽力为中文教育，为
社区服务做出贡献的精神。

Nothing is more encouraging than knowing students chose 
Chinese school over other activities. To make the school a 
place that students look forward to is one of our objectives. 
Each and every class picture shows a big family filled with 
warmth, happiness and friendship. Many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intrigue and motivate students more. Student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be heard in ‘Listen to Me’ and 
opportunities to make friends and do group activities in ‘Let’s 
Do It Together’. Enrichment classes are offered in addition to 
the many levels of language classes. The school board, parent 
association and other enthusiastic parents work hard to 
provide a comfortabl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organiz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ll of which show the great spirit of 
services for communities and Chinese education.

Lingyan Shu, Principal



2013 ‐ 2014 学年度教务人员 

Teachers of  2013 ‐ 2014 School Year 

班 级 秋季班老师 春季班老师 

七年级班(7th grade)  杨青 杨青 

六年级班(6th grade)  刘思敏 李胜 

五年级班(5th grade)  郝方芳 郝方芳 

四年级班( 4th grade)  牛向红 牛向红 

三年级班(3nd grade)  陈 勇/吴筱园 陈 勇/吴筱园 

二年级班 (2nd grade)  宋克静 宋克静 

一年级班（1st grad）  叶立漪/唐羚珊 叶立漪/唐羚珊 

幼儿班 (Kinder garden) 胡静 胡静 

国际儿童(A)班 (Int'l Youth A class)  荆晓梅 荆晓梅 

国际儿童(B)班 (Int'l Youth B class)  温祎祺 温祎祺 

国际成人(D)班( Int'l Adult D class)  陈晓波 陈晓波 

国际成人(E)班(Int'l Adult E class)  涂蔚虹 涂蔚虹 

商务中文班 (Business Chinese/Adult C class)  杨敏霞 杨敏霞 

国际成人(F)班(Int'l Adult F class) 杜怡童 杜怡童 

中华文化课 秋季班老师 春季班老师
民族舞蹈班 (Folk Dance Class )  陈亦凡 陈 Lily/周荣懿 

少儿舞蹈 班 (Dance Class )  Claire Hernandize  Claire/Victoria Li 

手工技巧班 (Hand Craft)  厉莉/文丽娜 厉莉/文丽娜 

中国象棋(Chinese Chess)  孙进 孙进 

书法 (Calligraphy)  张媛媛 张媛媛 

口语对话高级班(Speaking Chinese 2)  陈晓波 陈晓波 

英文初级班(Basic English)  Bryan Ueng

绘画班(Painting , Class 1)  温祎祺 温祎祺 

歌唱技巧班(Singing Techniques) 单文怡 单文怡 
音乐课 (Music class) 刘梦瑶 

成人太极班 Peter Tan 



2013 - 2014 学年度校务人员 

2013 – 2014 School Board and Staff  

董事会 (School Board) 

主 席 (chairman )  吴春来 

秘书长 (Secretary)  李斌 

董 事 (member)  孙进 

董 事 (member)  Betty P. Lo 

董 事 (member)  James Hou 

董 事 (member)  蔡阳 

董 事 (member)  义泳 

董 事 (member)  李晓霞 

董 事 (member)  舒凌燕 

家长会 (Parents Association) 

会 长 ( President)  孙进 

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江泉 

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李晓霞 

行政人员 (Administrative Staff) 

校  长 (Principal)  舒凌燕 

副校长 (Vice Principal)  陈晓波 

教务长 (Academic director)  宋克静 

财务 (Accountant)  陶怡 

注册登记（Registrar） 刘青 

网站管理员 (Webmaster)  辛邦和 

后勤主任（Logistics）  胡静 

年级组长 (Grade Team Leader) 陈勇/涂蔚虹/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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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今年的手工剪纸班给人的第一印像是学生年龄
小！那些四五岁的小脸上各个充满了希望和渴求。
二三十个学生中他们占了百分之七八十。而年龄比
较大的几个老学生反到成了花边和点缀。由于很多
小朋友都是从基本功学起，比如从画简单物品的轮
廓到沿着线条剪曲线，都要从头学起。所以上课不
一会儿，我们四个老师加助教就被淹没在“老师，
老师，我要帮忙”的呼声中了。半小时的课程飞快
而过，每次二个作品的计划在我们汗流夹背中顺利
完成。每每看到小朋友自豪地举着自己的作品给来
接他们的爸爸妈妈看时，一种甜美的成就感犹然而
生。多么可爱的孩子啊！我们为你们骄傲，自豪。
祝你们天天向上！

文丽娜 厉

手工剪纸班文丽娜，厉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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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奥良中文学校 

2013~2014 学年度学艺竞赛优胜者 
2013-2014 Winners of the Academic Contest 

一等奖 First Place 

戴子涵 白洁妮 吴宇航 姜旭 王络珈 危其祖 李丽娜 吴佳晓 张怡美 危其奇 汪静洋 

于亦敏 陈罗兰  李桃蕾  洪念旭  聂君懿  William Wei  Joy Wang  Natalie Gaidry  

Pui Dinh  鲁开文  Tom Evans 

二等奖  Second Place 

MAX LIN  邹汐沅  Henry Chen  丁席娜  丁满圣  刘紫桐  胡旺达  钟鸣倞  唐果 

李湘 王丽薇  郑盈秋  王为文  张于扬  赵安宁  蔡琳  王与之  Chanel Cheung 

Geoffrey Lazartigues 丁国强  Valerio DeAngelis  Ding Mingxi  Michael Lowe 

Erik Zibilich  凯蒂  Kaci McQuire   

三等奖  Third Place 

金中美  邱雅婷  Jeanna Chen  吴衍龙  孙闻第  庄杰許  江昱瑤 曾晞峰 

李彬凝   程乐思 Fiona Ching  刘医宁 王迪凯  吴拓禹  任可欣  倪沐新 

倪沐楷  Amber lien  邹子宸  心欣  高翔翔  张裕煊  幸定神 荘少慈   

Ethan Chiu  Christ Wu  Paviz Mojgani   Ray Chaudhun  Gene Gregory 

Jill Ensley 



2013~2014 学年度学艺竞赛优胜者 
2013-2014 Winners of the Academic Contest 

鼓励奖 Honorable Mention 

Audriana Li 吴燕林  廖晓小  Andy Hu  Eric Xiang  罗凯尼  孔子珺  庄恩妮 

丽恩 Lily Chan 知恩 Josie Chan  心豪 Nicholas Fan-Brinson  劳伦 Lauren Wilkes 

阿维 Arvin Chaudhuri  乔丹 Jordan Chan 程乐瑶 Emma Ching 艾娃 Ava Wilkes 

罗伊 Roy Wilkes  鲍可非  杨沐晨  郑艺涵  项奕华 郑勤浩  喻雄州  陈子涵 

王洁成  贺楚佳  高潉茗  伍芷仟  史昊文  Nathan lien  王得淦  高婷婷  吴文钧 

方林林  薛若琼  张亦成  徐巧蕙  Vincent Chiu  Ethan Wang  Derek Tsang   



纽奥良中文学校 
2013-2014 学年度学习优胜者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ees 

一等奖 First Place 

Max Lin  Henry Chen  Jasmine Zou  Jennifer Qiu   Aiden Dai  廖晓小 

Andy Hu  Philip Jin  刘紫桐  白洁妮  胡旺达  钟鸣倞  丁满圣 

Ava Wilkes  Lauren Wilkes  姜旭  王珞珈  王迪凯  郑盈秋  倪沐楷 

Amber Lien  张亦成  赵安宁  汪静洋  陈罗兰  蔡琳  洪念旭  聂君懿  

荘少慈  王与之  威祺勇  Colin Crespo  Derek Tsang  Paviz Mojgani 

David Dinh  Mike Lowe  Andre Lazarus 雷安记  Erik Zibilich 张艾克    

Huong Tran 陈水仙  Kathryne Collins  Cameron Emerson  Jill Ensley 

二等奖  Second Place 

Audriana Li  Leo  Sophia Li  Marko GV  孙闻第  马晞悦  许墨睿   

罗凯尼  孔子珺  江昱瑶  吳宇航  丁席娜  唐果  Lily Chan  曾晞峰   

危其祖  王丽薇  李丽娜  贺楚佳  伍芷仟  赵宸郁  于亦敏  吴文钧  

薛若琼  幸定盛  李桃蕾  杨勤勤  郑元翔  雅琳  Darren Tsang 

Geoffrey Lazartigues  Christopher Wu  Ray Chaudhuri   

Valerio Angelis  Natalie Gaidry  Myunghee Joanne Whitty  Pui Dinh

叶尔佩  Liz Petro  Tom Evans  Earl Brown 

三等奖  Third Place 

Eric Xiang  Chole Li  Luke  Arvin Chaudhuri  Jordan Chan 

Josie Chan  新豪 Nicholas Fan  李湘  李彬凝  Roy Wilkes 

刘医宁  吴佳晓  张怡美  鲁开文  徐巧蕙  王洁明  Vincent Chiu   

Ethen Chiu  Brandon Crespo  Sam Peter Fandino  Mary-Wanda Fandino  

Derek  Dayanna  Kaci Mcquire  Maria



纽奥良中文学校 
2013-2014 学年度学习优胜者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ees 

鼓励奖  Honorable Mention 

庄杰旭  庄恩妮  陶海柔  吴拓禺  杨沐晨  张贤光  肖颖  肖美辉 

郑艺涵  项奕华  郑勤浩  王洁成  温晗  Reyna Croft-Crespo  Mark Croft 



纽奥良中文学校 

2013~2014 学年度全勤学生名单 
List of Students with Full Attendance Records 

 Max Lin  Aiden Dai  廖晓小  Luke  Jasmine Zou  Marko GV  Audriana 

Henry Chen  庄恩妮  庄杰旭，钟鸣倞  白洁妮  吴宇航  马晞悦  唐果  

心豪 Nicholas Fan-Brinson  Roy Wilkes  李彬凝  曾晞峰  王珞珈    

郑盈秋  危其祖  王丽薇  李丽娜  张怡美  贺楚佳  倪沐楷  倪沐新

危其奇  王为文  张亦成  赵安宁  于亦敏  吴文钧  徐巧蕙   

Geoffrey Lazarti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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