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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中文学校 2015 毕业典

礼”于6月6日下午在新州华夏南部

分校大礼堂（Marlboro High School 

Auditorium）隆重举办。

 今年是华夏第四次采用中国国

家汉办的HSK 四级作为毕业考试，

共有300多名学生毕业。毕业典礼由

副总校长陈华主持。总校校长张长

春致辞，向学业有成的华夏学子表

示祝贺。纽约总领事馆马翠红领事、

王军领事专程赶到，马领事盛赞华

夏对推广中文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天普大学副校长、教务总长戴海龙

博士做了精彩的演讲。戴博士首先

祝贺全体2015级毕业生圆满完成学

业，要求学生们脚踏实地，勿求虚

名，做有理想有追求的人。随后，戴

教授带领全体毕业生高声朗诵“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演讲在诵读

声中结束。

 边瑶、林润炎、张师卿等三名同

学代表毕业生先后发言。教师代表

孙亦农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为

题，称“学好中文会帮助你成为一个

博学多才、眼界开阔、有思想有见解

的人”，并与大家共勉，“让我们在这

块土地上，为传承先祖的语言和播

撒中华文化一起共同努力！”总校

校长张长春向每一位毕业生颁发毕

业证书，表达祝福，并向优秀毕业生

颁发奖杯。

 毕业典礼上，总校董事会董事

长胡大鹏、总校长张长春、副总校长

王宏向离任分校校长、总校董事和

义务工作人员颁奖，肯定他们的奉

献，感谢他们为社区所做的奉献。

 感谢承办学校南部分校的大力

支持，感谢组委会成员：许兰薇、李

盛京、林树民、张长春、王宏、陈华、

张悦、叶森、刘娟、王剑卫、易成、刘

健、阎明、郝若飞、郭众、李晓京。 

（摄影：郝若飞/刘建）

“2015华夏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李文斯顿分校  边瑶
 我叫边瑶，是李文斯顿分校的
九年级毕业生。今天我很荣幸能代
表华夏李文斯顿中文学校的 40 位同
学，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毕业的喜悦。
 首先，我要感谢中文学校，感谢
校长和所有老师，这么多年来对我们
的无私奉献。你们尽心栽培，不记问
回报！你们的辛苦付出，我们是知道
的、感激的。我们来到中文学校学习，
遇到这么多尽心尽力的好老师，确实
是非常幸运的。中文学校和老师们
的恩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九岁来到美国。自以为有一
些中文基础，认为不需要学习中文，
在家里听父母讲中文就可以学会中
文了。就这样，两年过后，竟然发现
自己在中国学的汉字竟然不会写
了。妈妈也意识到没有系统的中文
教育，很难让英语环境里成长的我们
掌握中文。我以前所学的，随着年龄
成长，渐渐忘记了。这多么可怕，一
个中国人竟然不会说中文？于是，我
从七年级开始，来到李文斯顿中文学
校，重新开始学习中文。
 中文学校的老师们不仅把课程
安排得生动有趣，还经常组织一些活
动，譬如认字比赛、查字典比赛等，来
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老师不顾自
己的辛苦，牺牲自己的时间，组织辩
论比赛。我记得我参加了 2013 年的
辩论比赛，老师不仅对我们多次耐心
指导，还利用休息时间让我们到她家
里去练习。这些活动，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在这里，请允许
我再一次衷心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
师，特别是今年我们李文斯顿华夏九
年级的唐晓铨老师，非常感谢！辛苦
您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我
就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回想我整
个中文学习的经历，我想对所有中文
学校的同学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你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我
相信，我现在学习的中文，我会受益
一生。我想对老师说：谢谢亲爱的老
师们，你们是辛勤的园丁，我们是小
花小草，小花小草在学校这片肥沃地
土地上，快乐地茁壮成长！
毕业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学
习中文了。相反，毕业只是我们一生
学习的另一个起点。请老师和爸爸
妈妈们放心，无论我们今后进入哪一
所大学，或者开始怎样的人生，我们
依然会继续学习和提高中文，并不断
地探索和了解中国文化。作为一名
海外华人学子，这是我们的使命，更
是我们的骄傲！谢谢大家。

纽约中心分校  林润炎
 我很荣幸代表华夏纽约中心中
文学校全体毕业生在如此隆重的毕
业典礼上致词。
 今天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我
们众多中文学校的同学们、老师们和
家长们 , 欢聚在一起 , 庆祝这一个对
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我
们大部分人从学前班 , 也就是五岁
开始 , 坚持每周学习中文 , 学习中国
文化，从学前班一步一步到九年级，
终于到了今天——我们就要带着骄
傲的笑容毕业了 !
 在这激动的时刻 , 我想起了第
一天背着书包到中文学校的情景：我
想起了每周要写的生字 , 那么多难
写难记的组词和造句 , 还有高年级
开始写的日记作文。我们的每次进
步 , 都包含了多少老师家长和我们
自己的辛勤汗水。我还想起了在四、
五年级 , 看着不上中文学校的孩子
们可以尽情地参加生日派对和各种
运动游戏，我真想把中文书和中文
作业扔到一边，出去和朋友们一起
玩，是我的爸爸妈妈和老师不断的鼓

励，让我终于坚持到今天…
 我们学习中文贵在坚持。爸爸
妈妈牺牲周末的睡懒觉时间送我们
到中文学校，是一种坚持；老师们工
作之余，还要辛苦备课教课，这也是
一种坚持。十年的中文学习，我们不
仅学会了中文，这门历史悠久的语
言，也学会了“贵在坚持”这种精神。
我们骄傲，我们自豪，今天在场的每
个人脸上的笑容，就是我们骄傲和自
豪的印证。
 老师们和家长们 , 我想代表毕
业班的全体同学谢谢你们 , 感谢你
们辛勤的培育 , 不辞辛苦的帮助和
鼓励 , 感谢你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 
我们会记住你们的鼓励，不会辜负你
们的殷切期望的。
 毕业班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
彼此，期待将来的相聚，再一起回忆
这陪伴我们童年到青少年成长时期
的中文学校的经历 , 让我们记住今
天这美好时光。
 最后 , 衷心祝愿毕业班的每一
位同学 , 一切顺利 , 学习进步 , 暑假
愉快 !

南部分校 张师卿
 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
里发言！
 首先，所有华夏中文学校的毕
业生们，祝贺你们！我谨代表你们，
南部校区全体同学们，衷心感谢华夏
南部中文学校校长们和所有老师们
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无私奉献，尽心
栽培，不问回报。我们能够来到华夏
南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 遇到谆谆
善诱，尽心尽力的好老师们确实非常
幸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想我
们刚刚学中文的时候 , 大家一定与
我有相似的困惑 :“我为什么要学习
中文呢 ? 为什么要去中文学校呢？”
伴随着在华夏中文学校度过的时
光，我们逐渐成长，答案也越来越清
晰。
 首先，语言是搭起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最基础，也是最直接，最有效
的桥梁。至少我们可以用中文与自
己国内的亲人亲切地交流。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听我们讲中文，即使是
洋腔洋调，他们也会很开心的。
 其次，学习第二门外语，确实是一项
挑战。在座的同学们，迎接挑战难道
不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吗？
 还有，学好了中文就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门，对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
有帮助的。在华夏，我们学到了的不
仅仅是语言，而且同时了解了中国的
历史和文化，以及现在的中国和中国
社会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古
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令我们
骄傲与自豪，因为我们的父辈来源于
此，我们血脉相通。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次衷心
感谢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们，你们辛
苦了！
 最后，同学们，让我们记住在华
夏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吧 ! 记住无
数的父母义工组织活动的辛勤汗水；
运动会的赛场上，我们矫健的身影；
烧烤聚会上香味四溢的中国美食；联
欢会上，我们曾经幼稚的表演。记住
我们一起度过的无数个星期六吧，课
堂上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同学们学习
中文的琅琅书声，课间我们嬉笑打
闹，亲密无间。记住父母们从曾经的
着急无奈到今天自豪的表情吧。
 太多太多令人难忘的一幕又一
幕。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感谢华夏，
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她，也带着她深
深的祝福走向我们美好的未来 !

 尊敬的各位嘉宾，家长们、老师
们、同学们：大家好 !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九个节气“芒种”，在这个日子前
后，一方面是有芒植物的收获期，比
如麦子；另一方面是谷黍类植物的播
种期，比如玉米，这个节气非常适合
我们今天的盛会，一方面我们华夏中
文学校的老师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
收，我们的孩子在华夏中文学校获得
了知识的丰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
见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向华夏中
文学校走来，他们和大家一样，即将
像种子一样投入到华夏中文学校的
沃土里。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隆重地

为二零一五年毕业的同学们举行毕
业典礼。在此，我谨代表华夏总校，
向前来参加典礼的各位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圆满完
成了中文学校学习的同学们表示衷
心的祝贺！向为同学们的学习和成
长倾注了巨大心血的全体老师和家
长致以诚挚的问候！
 同学们，你们就要从中文学校
毕业了。几年来，你们在老师的辛勤
培育下，在父母的关心支持下，以极
大的毅力，成功地完成了你们在中文
学校的学业。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语言
承载着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学中文
的过程既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过程，亦

是提高个人修养，增长才干的过程。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告诉我
们人生要像天那样高大刚毅而自强
不息，要像地那样厚重广阔而容载万
物。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在中华文化
的滋养中健康地成长。
 同学们，你们就要离开中文学
校了，但是，请记住，这里永远都是你
们的家，是你们随时可以回来汲取营
养的地方，这里有温馨的回忆，有诚
挚的祝福。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
 最后，祝同学们在未来的岁月
里，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我叫孙亦农，在华夏学校这是
第十个年头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从华
夏纽约幼儿园一直读到毕业。兰薇
教务长让我代表老师们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心里有愧的。因为我真正
开始参与学校的工作，从一开始教孩
子国际象棋和围棋，到最近做义工，
加在一起不过是五，六年吧。和在座
的很多在华夏服务了十五年，二十年
的老师同仁相比，我还是个后辈。 
看见台下这么多年轻才俊，穿戴着毕
业的礼服，真为你们高兴。今天是你
们的日子，向所有的毕业生道喜！明
年起，星期天你们不用早起，可以睡
个懒觉了！ 看到这么多喜气洋洋的
父母，也向所有的父母们道贺！如果
这些毕业生是你们的最小的孩子的
话，明年你们也可以星期天早上或去
锻炼，或去购物，而不再互相指望着
对方能“顺路”捎带孩子来中文学校
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猜想，我
和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在岁
不当立的时候，就漂洋过海，在这片
陌生的土地上胼手抵足，戮力求学，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等到妻儿绕
膝，事业有成之时，不少人恐怕都像
我一样已经 “尘满面，鬓如霜” 了。 
在工作和家庭之余，大家还含辛茹苦
地督促辅导孩子们学中文，真不容易
啊。所以再次向所有的父母，包括哺
育我们自己成长的爷爷奶奶们道喜，
致敬！
 正因为有所有人的这份不离不
弃，我们的华夏学校才能从二十年前
的“家庭辅导班”衍变成今日的桃李
遍天下。正因为有大家的这份爱心
和义举，我们自己的家园才得以成为
高朋满座，老幼咸宜的一块乐土。所
以，请允许我以一个普通家长 的身
份向大家说一句，感谢所有为华夏奉
献的志愿者，辛勤的老师，有爱心家
长和不放弃的孩子们！

 欣慰之余，也同时共勉。让我
们在这块土地上，为传承先祖的语言
和播撒中华文化一起共同努力！
 话说到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们
为什么要含辛茹苦，日复一日地坚持
学中文。在美国这个主流英语社会
里，学好中文又有什么“用”呢？要
回答这个问题，得首先回答教育应该
教什么，学生应该学什么。其次才是
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
 在《什么是教育》里，德国的存
在主义哲学家 Karl Jaspers 讲过一段
很诗情的话。他说，教育的本质意味
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在 Karl Jaspers 看来，雅典学派的
教育理念是最接近这个理想极致的。 
苏格拉底和他的后继者柏拉图创立
的 The Academy 里，老师和学生是处
于平等地位的 , 他们都是教育的参
与者与互动者。在对话、交流与争论
中，学生的潜力得到发掘，从而逐步
获得知识、认识真理、提升精神。
 中国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
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
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
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
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
器具。”所以，教育虽然在表面上，照
着韩愈《师说》里面的说法，是传“业”
授“术”的，其真正的核心和最高的
境界却是在于助人完成人格，也就是
韩愈笔下的“解惑”。
 那么学中文对你的灵魂和人格
有帮助吗？语言无非是一种符号，汉
字的“横撇竖捺点折钩”原本是毫无
知觉感情的客观存在。当它们经过
无数个看似无序的排列组合并列在
一起时，便具有了灵性，那跃然纸上
的每个字符、每个词语、每个句子便
承载了无数的使命，这就是汉语的美
丽。学习中文根本上是陶冶性情，提
高一个人的审美和检别能力的。

 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一千年刚
刚结束刀耕火种的时代，就派出专门
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各地采集民谣，由
史官汇集整理，目的是了解民情。从
这些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中文诗歌中，
我们知道三千多年前，姑娘小伙要想
博得对方的亲睐的话，最好是买一
件绿衣服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诗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翻译成今天
的话就是，你的衣领色青青，我心惦
记总不停。
 大约两千年以后，乱世中诞生
了一位词人李煜。 从他的词中随便
挑一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
时容易见时难 ”，他就可跻身最伟大
的文学家之列。身为亡国之人，凭栏
而望，遥见故国江山，引起无限伤感。
无怪后人评价他的后期词作是“语
语沉痛，字字泪珠”。
 同样是一条短短的栏杆，到了
李煜身后一百五十年的辛弃疾眼里，
简直快要变成杀向仇敌的三节棍了。
这位早年“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
晚年登楼远眺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
遍”, 心里想的应该不只有当年金戈
铁马的快意吧。
 学好中文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博
学多才，眼界开阔，有思想，有见解的
人。在目前的美国大环境下，中文作
为一种语言工具本身也许不太会给
你学习或是工作带来很大帮助。但
这些品质会帮助你在工作中与人沟
通，在生活中结交朋友。遇到挫折时，

“先天下之忧而忧”会帮助你坚定信
念；在功成名就之际，“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给你一份
重新出发的动力。再退一步讲，如果
说有这样的优秀素质还找不到一份
合适你发挥才能的工作的话，我觉得
你真应该自己创业，并同时在华夏教
孩子们中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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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代表发言

总校长致辞    华夏中文学校  张长春总校长

教师代表发言
《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     纽约中心分校 孙亦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