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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中文学校 2014 年毕业典
礼于6月7日下午在新州华夏南部
分校大礼堂（Marlboro	High	School	
Auditorium）隆重举办。今年共有358
名学生毕业。一个个学完7、8年，甚
至10年中文课程的孩子，穿上了毕
业礼服、戴上了方正的毕业生帽，在
家长的陪同下，喜悦地亲历着这一
激动人心的场面。
	 今年是华夏第三次采用中国
国家汉办的HSK	四级作为毕业考
试，毕业班有 99.2% 的同学通过考
试，拿到HSK四级证书；考试平均成
绩为 86%，这是华夏历史上的最好
成绩！
	 毕业典礼由副总校长李盛京
主持。总校校长王坚首先致辞，向学
业有成的华夏学子表示祝贺。纽约
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徐南山先生专
程赶到，盛赞华夏对推广中文教育
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文教育项目主任Jeff	Wang
及2007级优秀校友黄悬卉做了激情

演讲，鼓励毕业生继续学好中文，勇
于追求理想人生。
	 蔡成、黄雨涵、林伊茗等三名
同学先后代表毕业生发言；教师代
表张悦深情地祝福同学们，并说“华
夏为你们骄傲、欢迎你们再回来！”
桥水分校的同学们献唱《祝你一路
顺风》，把毕业典礼推向高潮！接
着，总校校长王坚向每一位毕业生
拨穗正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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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总校长吕敏
伟、总校董事会董事长郑琦、副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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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他们的
社区服务。
	 感谢承办学校南部分校的大
力支持，感谢组委会成员：李盛京、
林树民、张悦、张长春、叶森、杜娟、
周英、刘艳云、曾专、刘建、刘健、阎
明、郝若飞、李晓京、王宏、吕敏伟、
王坚。	（摄影：郝若飞）

蔡成/普兰斯堡分校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家
长，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叫蔡成，今年十三岁，是普
兰斯堡分校九年级学生。今天我感
到非常荣幸，能代表全体中文学校
毕业班的同学们，在毕业典礼上发
言！
	 首先，我要代表全体毕业生感
谢中文学校对我们的培养，感谢各
位老师的关心和教诲！也特别感
谢父母对我们的支持，感谢他们每
周坚持送我们上中文学校，才使得
我们能顺利完成这么多年的中文学
习！
	 我从 2005 年四岁的时候开始
上中文学校。九年来，我先后在爱迪
生分校、中部分校和普兰斯堡三个
分校学习。学过马力平教材，也学过
标准中文。我们的老师都很敬业，上
课满脸笑容，对我们很有耐心，每次
有测验或考试，他们都会给我们充
足的时间复习和提问。中文学校给
我们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经历。
我至今还记得参加了武术课、国际
象棋课，去年还代表普兰斯堡分校
参加了中文辩论比赛。我们全体队
员反复练习，终于为我们学校再次
夺得第一。中文学校使我们成为了
解中美文化、具有双语能力、充满自
信的人。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热爱中国
文化和历史，也喜欢去中国旅游，用
中文跟大家交流。比如 ,	我和姐姐
多次去老家湖北谷城县的贫困山区
黄畈小学，捐钱捐书，用中文跟学生
们交流，给他们上英语课。我还爬过
武当山、长城，去过故宫、承德避暑
山庄，在牡丹江滑雪，在西安城墙上
骑自行车。我也特别喜欢看中文电
视连续剧，这么多年我看过《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大秦帝
国》等二十多部电视剧。看这些电视
剧，让我的中文水平不断的提高和
进步，也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和智慧。
	 如今,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越来

越多。所以，掌握中、英文两种语言，

才能使我们成为更加有用的人才。

今天，我们虽然从中文学校毕业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止学习中

文。我们还要更加努力地学好中文，

特别是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

	 在这里，我再次代表2014年全

体毕业生向每一位老师、家长和工

作人员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辛苦

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成绩！谢

谢大家！		

黄雨涵/奔腾分校
	 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
学，大家好！
	 我是黄雨涵，来自华夏奔腾中
文学校的八年级毕业班。
	 就这样了吗？真的就这样了
吗？我们真的终于毕业了吗？今天
以后，我们真的再也不用每个星期
六去中文学校学中文了吗？真的再
也不用为中文作业中文考试发愁了
吗？
	 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多么迫不
及待地想丢下中文书本，出去和别
的小朋友玩：我们曾经多么地盼望
毕业，多么地盼望能早一天离开中
文学校。可是现在，我站在这里，怎
么没有想象中那种兴奋的感觉呢？
这一刻，我的心情真的挺复杂的--
有点儿开心，有点儿难过,有点儿自
豪，有点儿激动，有点儿期待，有点
儿茫然……我怎么觉得我已经开始
想念中文学校了呢？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也有同样
的感觉吗？
	 此刻，我想着这么多年看着我
们长大的老师们，这么多年一起学
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们，离开中文
学校以后，可能好长时间都见不到
了，心里觉得特别的舍不得。这么多
年来，每天学中文早已成为了我们
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了上中文学校
虽然我们每个星期六失去两三个小
时的休息玩耍的时间，但是我们从
拼音开始，到现在可以轻松地读中
文小说，用中文交流，用中文打字写
文章，用中文辩论，还学到了这么多
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这些进步都是
无价的。
	 今天，我们终于从中文学校毕
业了，可以带着高兴的眼泪回想一
下学中文的不容易，正是因为这些
不容易，我们才学会了这么多中文，
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学会了我们
人生最重要的第一课：坚持。
	 我觉得，这才是中文学校教给
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只要
我们认定了目标，每天一点点，持续
不断的努力，就一定能心想事成！
在这里，我要说，谢谢您们，我的认
真、负责、敬业的老师们！谢谢您
们，我的爸爸妈妈!	谢谢您们一路的
陪伴、鼓励和支持！谢谢你们，我的
一起长大，一起哭过、笑过、努力过
的同学们!	谢谢奔腾，举办了这么多
有趣的活动,		给我留下这么多美好
的记忆!	谢谢华夏，给了我们这么好
的学习中文的平台!
	 衷心地祝愿我们的中文学校
越办越好!	我们为作为奔腾、作为华
夏的一员而骄傲!	为能学好中文这
门美丽的语言而自豪!	谢谢大家!

林伊茗/大纽约分校
	 同学们,	家长们，老师们，您好!	
我是林伊茗，今天就要毕业了。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我要谢
谢我的同学们，你们和我一起读课
文，一起考HSK,	一起辩论，一起学
习。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
的老师，我们的教室，我们华夏中文
学校。即使你们去了别的地方，你们
总会记起我们一起学习的经历。	我
也要感谢所有的家长们，是你们天
天陪孩子们做作业。我知道你们都
很辛苦，也知道如果没有您的付出，
我们全班肯定不会一个个都顺利毕
业。我们都很感谢您的忍耐和爱。最
后，感谢我们的老师们，特别是毕业
班的林宇老师。您对我们的学习特
别重要，我们感谢您的耐心，您的教
学能力，一直跟我们坚持到今天。谢
谢林宇老师，让我们能够站在这毕
业典礼的舞台上。
	 在华夏大纽约，	最难忘的事就
是从校门口走向教室的路上，感受
到中文学校是一个多么大的社区，
有那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聚在一
起。	门口有老年人做体操，旁边有
小孩子跑来跑去，教室里坐满学生，
从刚开始学中文的小孩，到高大的
毕业班同学。而且，有我们任劳任怨
的老师们，每个星期都布置作业，发
放习题，教课文。即便很多学生觉得
去中文学校没有意思，临到毕业，我

突然意识到：去中文学校是一个特

权。很多孩子们没有我们这种幸福，

没有我们那么开心，因为他们没有

好的中文学校，没有体会在这种社

区里的快乐。我离开中文学校后肯

定会想念它，想念我的朋友们，想念

我的老师们。我们华夏大纽约是一

个巨大的社区，我到现在觉得还没

充分利用好学校的资源，没有利用

好我的有限的课堂体验。我希望比

我们小的弟弟妹妹们珍惜在这里的

每一天，快乐成长。

	 中文学校提供了特别良好的

学习环境。同学们，希望你们好好学

习。有一天，你肯定会用上中文。去

年，我在中国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我

在那里得以欣赏丰富的中国文化和

历史，都是因为我懂中文，可以说中

文。中文学校的目的并不是让孩子

们难受；它就像我们的英文学校：它

是为教育我们，让我们为未来做好

准备，让我们的世界更丰富多彩。

	 我们在中文学校只学了九年，

但是我们会永远记住那些幸福的日

子。华夏大纽约，我不会忘记你。华

夏大纽约，再见！

	 祝 贺 你 们 ！ 祝 贺 你 们 毕 业
了！“华夏”2014 届的 358 位毕业
生！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们完
成了八年或九年中文学校的学习，
你们获得了四级或五级的《汉语水
平考试》证书；终于，你们得到了这
张来之不易的“华夏中文学校”的

《毕业证书》！今天，你们穿着这身
毕业袍、戴着这顶毕业帽，当你们将
头上的这缕帽穗从右边拨到左边的
时候：
	 别忘了，这一切是你们自己用
了多少个周末换来的；
	 别忘了，这一切是你们的父母
用多少次的接送、多少个小时的陪
伴换来的；
	 别忘了，这一切是所有曾经教
过你们的老师花了多少个夜晚备
课、改卷换来的；
	 别忘了，这一切是“华夏”多少
位默默付出的学校管理人员的无私
奉献换来的！
	 也许，你们曾经恨过学中文；
	 也许，你们曾经恨过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的“唠叨”与叮咛；
	 也许，你们曾经恨过老师的作
业、考试与手下的不留情；
	 也许，你们曾经恨过学校越
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严格的规
定……
	 但是，今天
	 当你们这358名毕业生齐刷刷
地站在这舞台上的时候；
	 当你们在台下的父母亲朋用

骄傲而赞赏的目光看着你们的时
候；
	 当你们在大学里当中文助教
的时候；
	 当你们开始在工作中用上了
中文的时候；
	 你们一定不会忘记在“华夏”
的每一个周日和周六！
	 在你们即将离开“华夏”的时
候，作为一名“华夏”的老师，我想告
诉你们：
	 “华夏”为你们骄傲！
	 “华夏”为你们自豪！
	 “华夏”爱你们！
				 	“华夏”想念你们！
	 “华夏”欢迎你们再回来！
	 回来做义工，
						 回来当老师，
						 或者只是回来看看老师、看
看校舍，重温一下那曾经的星期
六……
	 	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
差别在于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
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
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阅读、进
修、思考或参加有意义的演讲、讨
论，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
变，坚持数年之后，成功会向你招
手。知道吗？你们——	华夏的毕业
生，用了一个又一个周末和一个又
一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在多年之后
的今天，获得了你人生中的一个特
殊的、了不起的“成功”！		 	
	 祝贺你们！华夏2014届的毕业
生们！

“2014 华夏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教师代表发言
奔腾分校/张悦老师

华夏中文学校2014届毕业生代表讲话

各分校卸任校长/董事领奖

《致2014届“华夏”毕业生》

总校校长王坚致辞喜悦的毕业生

毕业典礼会场

桥水分校同学献唱 《祝你一路顺风》

优秀毕业生合影

总校义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