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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总校长致辞

摄影：郝若飞／林胜天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王宏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九年的时间真快！同学们，刚才盛
京副校长勉励大家今后继续学习中文，
我现在告诉大家，你们明天不用再来中
文学校了。
（学生群大笑欢呼声）你们高
不高兴？（高兴）
Yes you are excited. And so am I.
九年前，你们第一次走进中文学校。
同样也是九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华夏毕
业典礼。从那时起 我参加了很多的毕
业典礼，但是没有哪一次有今天这么
高兴。do you know why I’m so excited?
（no.why?) Because I've never seen so
many graduates sitting together. Today we
have 270 graduates here. It's a new record
at Huaxia history. I’
m proud of you all!
In the past 9 years, You studied
Chinese language hard. And you learn
Chinese culture. You went to track and
field games, Huaxia Star, debate, speech
contests, Mind sports games.
And you took HSK exam. Did you pass
it yet? Someone said no. Please raise your
hand.
（笑）
Yes you all did.
I’m so proud of you!
在华夏，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化学
习，你们还学到了什么？（静）你们知
道华夏是怎么运作的吗？do you know
how Huaxia system works?
（how?）华夏
是义工办的学校, 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
人员都是义工，
Huaxia is volunteer based.

Volunteer
dedication
t o
t h e
c o m m u n i t y .  
这就是华夏
精神 That’s
Huaxia style.
We hope you
will carry on Huaxia style and service our
communities.
现在的美国总统Obama…（学生
哄笑）对了，你们听懂我的中文，这也
是一个测试，你们中文过关了。Obama
serviced his community many years.
Finally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one day, one of you
will be the president of USA. You never
know but keep a dream.
You are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In another word you are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And you are the
few people who speak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ell.
To improve th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main stream... be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we’ll count on you. 未来
属于你们。The future is yours.
And please always remember, you
are from Huaxia. You will alway be
Huaxia fellows.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Huaxia
people. God bless America!

嘉宾致辞
王校长，邱领事，各位嘉宾，老师和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常云轩。今天很荣
幸受John Li 先生之邀，来和大家分享我
在海外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一点心得体
验。
先简短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安徽合
肥长大，父母是中科大老师。15岁赴新
加坡留学，之后在加拿大本科，德州研
究生毕业，08年来纽约工作。Consumer
Reports 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
作，在这个公司首先从统计师做起，主
要负责车辆产品测试评估的数据分析。
后来转到公司的商业企划组，为公司调
研开发新的商机以及为高层和董事会
做智囊策略。下周一我会在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以senior manager职
称加入团队。
今天很荣幸结识到华夏中文学校
精干的师资力量和广泛的各界支持，所
有的在座同学也是出类拔萃，才华横
溢。所以各位同学的学业肯定是数一数
二，不用太担心。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脸皮厚
的重要。确切的讲，是1.勇于担当自己觉
得不能担当事情和 2. 勇于扩大社交圈
子。
今年年初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出了一片文章，报道一个历时10年的研
究总结。很多以最快速度升上CEO位
置的人的共同特质，其中最重要的特质
之一，说白了就是敢于厚脸皮担当自己
觉得没能力担当的事情。用英文讲就是
“making the big leap”. 在这一点，我最

 常云轩
佩服的是我的干妈，是我母亲大学的闺
蜜。她80年代初来美国，英语比较欠佳，
但就是凭着这股勇于担当的精神，她一
步一步现在在美国顶尖的医学院升到
了资深位置。在这里，我觉得各位同学，
特别是将要升上大学的同学，更要勇于
尝试自己觉得impossible的东西，你们背
后拥有强大的家庭和华人社区的支持，
你们英语和中文游刃有余，你们能行
的！
我在NYU Stern 读MBA的时候
有个教授叫 Professor Kabi. 他的这番
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在我们有三
个途径获得影响力: Position, Network
and Expertise。对于我们在座专业人士
或者未来的专业人士，我们已经具备
expertise，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层面上
跟同事领导的互动已经具有说服力。但
是商业策略极少是白字黑字的纯技术
性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别人的互
动就特别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点，我鼓励各位同学，无论是在
学校，还是以后在工作中，勇敢的走出
去，结识新的朋友，导师甚至合作伙伴。
也许那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network会
pay off.
在 结 尾 ，我 非 常 荣 幸 能 结 识 各
位嘉宾和华夏中文学校的各位师生。
I wish all the Graduates of Class 2018
continued success in academics, career and
most importantly, in life. Thank you very
much!

中华语言—毕业典礼
中华语言，铸造了千百年中华文化
中华语言，传承了古今坚实厚重的文明
它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
它是中华文脉的载体
它是当今世界的唯一
它是历史与智慧的凝聚
中华语言，
既表读声，又表涵意
形美如画，内涵深邃
穿越上下五千年
“夸父逐日”、
“精卫填海”，
华夏的神话蕴育着丰富的睿智和哲理
感受着中华儿女不畏艰难征服自然的

 华夏园地记者 王开春

坚强意志
丝绸古道上，留下了蜿蜒千里的记忆
“高飞的白鹭，浮水的鹅”
“相思的红豆,
吴山的雪”
绝美的唐诗宋词，演绎了祖先的诉说
我们为传承着中华这一血脉而自豪
我们为是龙的传人而骄傲
海外的中华儿女整装待发
将同中华一起筑梦远航
将把一轮更辉煌更壮丽的朝阳
灿然托起

六月—毕业典礼
六月的天，色彩斑斓
六月，湛蓝天空送来了满满的祝福
六月是一幅愉快美妙的画卷
六月也是离别时云和雨的季节
六月是毕业合影留念抓住永远不变的
时光
六月也是仰望浩瀚星空梦想起航
六月的今天，你们从华夏中文学校毕业
了
华夏中文学校成了你们一段人生的坐
标，记下了你们的梦和真
从天真烂漫童年到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里收藏了你们多少个星期日学习中
文和中华文化的课堂氛围

这里记录了每一节课上老师们语重心
长的画面
这里记下了父母们慢慢的等待，满满的
幸福，和美丽永恒的风景
毕业班全体同学们，
华夏说：感激你们，为传承积淀中华语
言和文化的精髓
22所中文分校说：感谢你们，学校因为
有了你们而丰富精彩
爸爸妈妈拥抱祝福说：不要停留，请往
前走！人生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
老师们说：感谢感激岁月有灿烂的阳
光，和好奇自信的你们

副总领事致辞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 邱舰

华夏中文学校的各位老师、毕业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
生同学们、各位学生家长、同胞们、朋友
朝，国土空前辽阔，虽然它是中国历朝
们：大家下午好！
历代中短命的王朝之一，统一的秦朝只
非常高兴应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存在了14年（公元前221年至前207年），
王宏先生的邀请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 它却充分利用了这十几年在全国范围
华夏中文学校今年有380名学生学成毕
内设立实行了几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制
业。我代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向全体毕
度，给自秦朝之后的中国社会、人文发
业同学和家长们表示祝贺！向华夏中
展带来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其中一项
文学校广大教职人员表示衷心的慰问
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书同文”
和感谢！大家辛苦啦！今天，华夏齐鲁
的意义就是秦朝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
奖学基金会的代表吕成锐先生也来到
用一种文字。这是秦王朝对中华文化做
了典礼会场，在此也代表总领馆向包括
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至今的巨大
华夏齐鲁奖学基金会在内，长期以来支
贡献。
持鼓励海外中文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
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辽阔的国土
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
空间上存在多达百万种汉语语言发音
看到毕业生同学们身穿崭新的学
方式，但不管处于不同时空的中国人以
位服，个个兴高采烈共聚一堂举行热烈
何种语音、语调来表达，落实到文字书
庄重的毕业庆典，我由衷为大家感到骄
写，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一套笔画字书写
傲和自豪！下面请允许我结合个人对
系统，3000-4000个常用字，来表达表现
于中文以及中文学习的认识，与大家分
大约40000个概念。
享一下我今天站在这里是怎样的一种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同学们9
骄傲和自豪。
年学习中文今天毕业，我感到的是怎样
大家知道，诗歌颂读是学习中文的
的骄傲和自豪呢？！我骄傲的是，中文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在学习、颂读、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最早的
欣赏、体会古人留下的著名诗篇时，有
甲骨文算起，中文的历史超过3400年。
没有意识到这每一首唐诗都是一千四、 当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字，例如古埃及
五百年前的文学作品，有没有因此问过
的“圣书字”，中东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
自己，一千五百年前的古人在书写这些 “楔形文字”，均早已中断，或是被掩埋
或优美、或壮丽、或哀婉的诗句时，他们
在滚滚黄沙之下，或只成为博物馆中供
使用怎样的文字？是否就是我们今天
人参观破译的历史之谜时，中国汉字，
学习、使用的这些汉字呢？
中文，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间断，

自古到今一
直被传承、
被 发 展 、被
活跃使用的
文 字 。汉 语
语言发展脉
络 清 晰 ，语
系 更 替 自
然 ，汉 语 到
今天既古老，又年轻，紧随时代发展进
步，是全世界通用语言之一，被超过世
界四分之一人口活跃使用。是世界第一
大语言。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我深
为此骄傲。
我自豪的是，从隶书开始，中文同
时是世界上唯一一套2200年来字库、字
意基本稳定，不间断使用至今的成熟文
字系统，这使得中国过去数千年积累的
宝贵的人文思想和社会文化成果能够
原汁、原味、原样保存传承至今。我必
然为今天在座各位毕业生同学们感到
自豪。今天的毕业典礼标志着同学们已
经掌握了让自己无阻碍、无隔阂直接饱
览，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各领域精
英思想和学术艺术成果的钥匙。从今
天起，只要你们有意愿，就可以随时去
学习、研究、掌握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
的精华，汲取先人们的智慧结晶，让自
己站在先人的肩膀上，自信地、直面宽
阔的人生未来。我为同学们9年来的坚
持，到今天真正掌握了这把通向文化宝
库的语言钥匙深感自豪！再次祝贺大
家！

盛况空前的2018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
六月是圆梦的日子，六月是让梦想
飞翔的日子。今天华夏中文学校又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庆典，来自新泽西，
纽约和 宾州18所分校的270名毕业生迎
来了他们人生中一次盛大的毕业典礼。
家长们，毕业班的老师们，嘉宾们喜气
洋洋聚集在Marlboro南部中文学校见证
了孩子们这一特殊的庆典。
今年的华夏毕业生共有377名，是
历年来最多的一年，总校长王宏先生感
到非常欣慰。他在毕业致辞中表示，为
华夏学生骄傲，学生们用九年的业余时
间学习中文，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的
四级和五级，学生们辛勤付出换来的不
仅是掌握了汉语这个美丽的语言，而且
也带来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王校长特
别向毕业生们介绍了华夏精神，就是义
工精神，希望毕业生们今后也传承华夏
精神，服务社区，做华人社区和主流社
会的桥梁。结束时王校长故意用中文说
了一个错误，引来了台下学生们的嘘声
一片，校长回应说，你们都能听明白了
这个错误，通过了校长考试，毕业了！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邱舰
先生亲自来到毕业典礼，为华夏毕业生
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和精彩的致辞。邱
副总领事以自己对于中文以及中文学
习的认识，与毕业生和家长们分享一种
骄傲和自豪。实际上是为华夏学子上了
一堂中国文化课。以诗歌诵读为引子，
把华夏学子带入汉字发展的长河，中华
文明的历史。邱副总领事说，
“今天的毕

业典礼标志着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让自
己无阻碍、无隔阂直接饱览，中华民族
数千年文明历史各领域精英思想和学
术艺术成果的钥匙。从今天起，只要你
们有意愿，就可以随时去学习、研究、掌
握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精华，汲取先
人们的智慧结晶，让自己站在先人的肩
膀上，自信地、直面宽阔的人生未来。我
为同学们9年来的坚持，到今天真正掌
握了这把通向文化宝库的语言钥匙深
感自豪！”
来自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的特邀嘉宾常云轩先生以自己创业经
历为毕业生提前上了一次驰骋职场课。
常先生鼓励学生要做两件事：第一，要
勇于担当，要有冲劲，去勇敢地面对世
界和社会；第二，要勇于走出去，勇于
交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长岛分校高为老师作为教师代表
也进行了发言。她说，
“中文不仅仅是一
门语言，也是一扇知识的窗口。它可以
探求窗外的世界，也将在未来的路上助
你一臂之力，它更会在你们今后进入梦
想的大学和工作领域中给予回报。”
在今年的毕业生中，各分校共推出
了六十位优秀毕业生，这个殊荣可来之
不易，是孩子们用三百多个周末，九个
甚至十个春夏秋冬换来的，他们当之无
愧。坚定，执着，不放弃，永不言败是优
秀学生代表的共同特点。优秀毕业生的
发言精彩纷呈，奔腾分校的钟可心同
学分享了她学习中文的心路历程：学中

教师代表发言 《毕业的祝福》
又是一年的毕业季节，又是一个阳
光灿烂的好日子，又是一批华夏学子值
得骄傲的时刻。我代表长岛中文学校师
生由衷地祝福学成毕业的同学们！祝
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灿烂的人生！你们
多年的坚持，不懈的苦学，今天终于以
优秀的成绩毕业了，这种坚持，这种恒
心，预示了在你们人生知识的路途上已
经赢得了掌声，已经站在比别人高得多
的平台上 ，美好的人生已经展开双臂即
将拥抱你们！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
它是一扇知识的窗口，它可以探求窗外
的世界，也将在你探求未来的路上祝你
一臂之力，它更会在你们今后进入梦想
的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和工作中给予回
报。
中文是世界上最美妙，但也是最

难的语言，那么多的一字多意、一字多
音、双关语、四声调、让人头大的四方
字、不得要领的发音……….很是让人抓
狂…….., 而它作为你们的第三语言，可
想而知，那是多么 的不易，而同学们能
面对困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学好
这门语言，对于同学们本身就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就，很是令人钦佩！这种经历
和磨练会让你们受益终生，这种信念和
坚持，这种不轻言放弃的学习劲头，就
像你们脚下的路会越走越宽广，收获自
会越来越多！
最后更要感谢所有的家长们，是你
们的信任和支持，让华夏中文学校成长
得越来越壮大，赞誉越来越多，成为海
外华语教育最大的教学机构，知名的连
锁学校。是您们多年的谆谆教导、常年

 华夏总校宣传部 廖山漫

文可以当游戏来玩，也可以说生活的调
剂品，只要多发现中文的闪光点，就会
在学习的路上少一些辛苦。普兰斯堡中
文学校陈芷林同学在她的毕业感言里
充满了对中文学校的眷念，因为她和她
的同学们在这里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
活，快乐地成长。来自纽约中心分校的
倪步清同学的感言也代表了全体华夏
毕业生的心声：学习中文一路走来感恩
华夏老师辛勤教诲，亲爱的的爸爸妈妈
永远的鼓励和支持，还有同学们的相
伴。
华夏在美东20多年，送走了一届
又一界毕业生，这离不开社区各界的关
怀和支持。今年全体毕业生在毕业典礼
上都得到了一份大礼，来自纽约的世界
山东同乡会赞助的华夏齐鲁毕业生奖
学金，这是华夏建校23年以来的首次。
同乡会吕成锐会长代表同乡会和慈善
家张瑞群王立智等对全体毕业生表示
了衷心的祝贺。华夏学子感恩儒学之乡
的祝福，他日将华夏精神发扬传承，回
馈社会。     
如果说毕业典礼是每一届华夏学
生人生一个阶段的逗号，不如说是他们
人生的一个坐标，因为中文，他们的未
来生活事业拓展了深度和宽度，因为汉
语，他们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的学
习经历也告慰着学弟学妹们，周末学中
文虽然苦，但学习路上有你有她，更有
风景和美好。

 长岛分校 高为
的引领和辅导，使孩子们从对中文的一
无所知，或抗拒、被动学习到今天的主
动坚持，并学业有成，家长们的付出是
分不开的。我作为华夏的老师，两个孩
子的母亲，有很深的感触，考试前比孩
子还焦急紧张，得到好的成绩会像孩子
一样的欢呼雀跃……..，我和同学们一
起学习中文 已经15 年了，教授、送走了
近400 名学生，家长的密切配合、信任和
支持是鞭策老师们搞好教学的主动力。
家长们榜样的力量是孩子们人生路上
的指明灯。
再次祝福我们华夏学子，希望你们
在未来的求学路上，把华夏精神发扬广
大，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2017-2018年度毕业典礼结束了，
再次祝福毕业生们：愿你们带上华夏，22所中文分校，
老师和父母们的殷切期望，在新的人生旅途上，怀揣梦想和理想，扬帆远航，愿你们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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