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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欣欣向荣
记华夏中文学校 25 周年庆典
华夏中文学校新闻部 卫亚利

总校长张凉致辞（王剑摄影）
2020 年，是华夏中文学校的第 25
个春秋。这 25 年，有华夏人一路探索
的辛酸和泪水，有一路播种的欣喜和
收获，如今学子万千，满园春色，桃
李芬芳。可惜 2020 年疫情的突至，使
得这场大家期盼的庆典不能如期举行。
疫情怎能阻挡华夏人对华夏 25 年芳华
的礼赞，庆典一推再推，翘首以盼，
经过两年的筹备和等待，2022 年细雨
蒙蒙的初春 4 月 3 日这天，华夏中文
学校 25 周年庆终于在风景秀丽怡人的
Battleground Country Club 隆重举行。
当天，华夏中文学校各个分校管
理及教职人员和嘉宾近 300 人参加了庆
典活动，与会还特别邀请了第 5 届总校
长王朝勃、第 7 届总校长贾南鹰、第 8

总校义工杰出贡献奖（王剑摄影）

注册组义工（林晓风摄影）

届总校长宋永锄、第 10 届总校长吕敏
伟、第 11 届总校长王坚、第 12 届总
校长张长春、第 13 届总校长王宏。第
9 届总校长陈群由于不在美国，特意发
来视频，表达祝贺和对今天华夏取得
成就的欣慰之情。前辈后生，新朋旧友，
齐聚一堂，欢声笑语，一派欣欣向荣。
新 泽 西 第 16 选 区 议 员 Sadaf
Jaffer、 新 州 中 国 日 主 席 林 洁 辉、 严
欽 凯 夫 妇 , 莫 塞 郡 郡 委 会 代 表 Lucy
Walter 、王建平等，受邀出席了庆典，
并对华夏中文学校成立 25 周年表达了
祝贺并参与了颁奖。
庆典收到了驻纽约总领事馆、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华文教
育基金会、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湖南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发来的贺函，贺函中纷纷
表达了对华夏 25 周年庆典的祝贺，对
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崇高敬意，对华夏
中文学校在弘扬中华文化、丰富社区
生活、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积极
贡献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期许华夏
中文学校能广泛联合教界力量，汇聚
多方智慧，勇于探索实践，为全球华
文学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张凉女士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致辞中她回顾了
自己接任以来的心历路程，表达了对
与会嘉宾的感谢。感谢董事会在危机中
的信任支持，感谢各个分校积极配合、
不离不弃；感谢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

历届总校长杰出领袖奖从左至右王朝勃 贾南鹰 莫塞郡郡委会代表送上祝贺（王剑摄影）
宋永锄 吕敏伟 王坚 张长春 王宏 张凉（王剑摄影）

总校团队诗朗诵《雨巷》（王剑摄影）

2021-2022 总校义工合影（王剑摄影）

总校长和分校校长及董事长大合影（王剑摄影）

林洁辉主席为总校长张凉颁发
杰出领导力奖（王剑摄影）

结束曲《让世界充满爱》（袁媛摄影）

C3

发了杰出领导力奖，感谢他们为华夏
做出的贡献。
整场庆典流程设计连贯有秩；会
场布置大气温馨；节目安排丰富有趣，
有游戏，有歌舞，有抽奖，有诗朗诵；
最后大家在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的
旋律下，载歌载舞，表达心声和祝愿！
为了这次庆典，总校义工众志成城、倾
情付出，历时两年，开了很多次 Zoom
Meeting，跑了很多地方选会址，方案
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推敲，在此要特别
感谢薄英戡、赵霞、杨剑虹、林芳和
赵昀等筹备组全体义工。

铺路搭桥、鼎力宣传，感谢团队不计
名利、宽容体谅、全力支持。随着张
凉女士的一声：“为华裔不限量的未来，
华夏和华教光明的前景，祝福干杯！”
晚宴正式开始，大家举杯相庆，共诉
衷肠，道不尽 25 年的苦辣辛酸，道不
尽 25 年的风光无限，道不尽的情谊，
道不尽的骄傲和喜悦……
初心不忘，薪火相传，庆典特意
设置了颁奖环节，分别表彰并颁发了分
校优秀义工奖、总校义工成就奖、杰出
领导力奖，有 65 位义工获得了分校优
秀义工奖，15 位义工获总校义工成就
奖，还特别为王朝勃先生、贾南鹰先生、
宋永锄先生、吕敏伟女士、王坚先生、
张长春先生、王宏先生、张凉女士颁

BOE 学委交流（王剑摄影）

华夏专版

特别鸣谢：
赞助：爱写作中心、海投全球、
福满堂财富总裁王博先生、意大
利 Gastone Lago、山西汾酒集团
和其美国代理商大文行酒业
25 周年庆组委会成员：
游牧、胡克平、薄英戡、吕敏伟、
王虹、赵霞、赵昀、孙斌、卫亚利、
朱海晔、马宝清、沈晓星、曹作
军、刘又玲、杨剑虹、李丽、许恺、
林芳、赵晓华、朱宏伟、杨森、
王宏、潘仁南、张凉

历届总校长切 25 周年生日蛋糕（王剑摄影）

总校部分庆典组委会成员（袁媛摄影）

华夏人 华夏情 华夏梦
庆祝华夏中文学校成立 25 周年
大纽约分校 台进强（节选）
和乐公司礼品赞助

爱写作中心金牌赞助

大文行酒业汾酒赞助（林晓风摄影）

福满堂财富总裁王博友情赞助（王剑摄影）

华夏 25 年之回想

时 光 荏 苒， 岁 月
群体。如果你在中
如 梭！ 仿 佛 一 转 眼 的
国遇到过从新泽西
功夫，华夏中文学校从
回去的海归，十有
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八九他们都会自豪
一下子变成了 25 岁的
地说，他们曾经是
华夏中文学校（2001-2003）总校长 王朝勃
风 华 正 茂 的 年 轻 人！
华夏的家长，他们
回顾华夏中文学校走
一定参加过华夏运
找到了用共同文化交流和活动的平台；
过的历程，我的脑海立马出现了这样的
动会，看过明星云集的华夏之夜，甚
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更是有他们久别重
场面：1995 年，新泽西州下了一场暴
至参加过华夏合唱节、艺术节，还有
逢说不完的话题；与其说在美国长大
雪，几乎瘫痪了所有的交通，而就在那
篮、排、足、网、乒乓球等训练和比赛，
的华裔孩子们需要来华夏读书，不如
个周末，有四位来自大陆的妈妈 ---以及太极、武术、舞蹈等等丰富多彩
说，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更需
武小英、蔡斐斐、陈小平、张雪珊，
的周末家长活动。
要这所中文学校。每周六必来报到，
她们忐忑不安地守候在临时注册站，
华夏中文学校，作为载体，凝聚
每周如一日，一晃走过 25 周年。
等待着冒着暴雪前来报名的爸爸妈妈
了越来越多的华裔同胞；定期去华夏
其二： 远见 Vision
们，等到花名册上终于出现第 50 位报
中文学校，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重
华夏的诞生，如雨后春笋，很快
名者的名字时，大家兴奋地蹦了起来，
要组成部分；在华夏这个大家庭里，
遍地开花。两三年之内就有了北部、
互相击掌庆祝！我们的第一所华夏中
我们结下的友谊地久天长。华夏是我
博根、奔腾、中部、南部、爱迪生分
文学校在新泽西州的 Bloomfield 市诞
们的骄傲！
校……
生了！
其三：群英聚会
华夏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各种各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一
华夏初期聚集了八九十年代最早
样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这些
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华夏的 25
来美留学的大陆同胞，大家学业专业
志愿者面前。 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没有
周年，从幼儿到成年，这是留下历史
上不仅出类拔萃，更在人品和能力上，
经历过民主管理的历练。管理上复制
印记的岁月。从 50 位学生起步，这里
折射出 80 年代中国年轻人的人人为我
了台湾中文学校的校务会和家长会两
走出万名华裔的年轻人，以及成千上
我为人人的集体精神。
套班子制。有些学校两套班子和谐共
万为之服务和奉献的爱心人士，也发
到了华夏，不难被最优秀的一批
处，有些学校就出现了问题。
展成了全美国最大的中文学校。
群体所震慑，大家为公益奉献而来，
华夏的先驱者们在一起集思广益， 留下的是大爱和传承。
如果问华夏为何会在当代新移民
经过了像美国国会一样的辩论争论，
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想用三个词
如果说 25 年华夏留给我什么，我
八易其稿，形成了华夏总校和很多分
来概括：
想说，能在我漫漫人生的岁月里，结识
校的 By-Law，明确了理事会的选举章
其一：归属 Belonging
这么一批比你优秀、比你能干、比你努
程，特别是后来又逐步完善的财务管
第一次走进华夏校园，我就知晓
力的同仁们，与你肩并肩走过的华夏，
理制度和审计程序。这是华夏早期先
自己走进了寻觅多年的华夏之家。
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谨此向把梦想变
驱者们最自豪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
从留学生到事业有成，大家超越
成现实的华夏耕耘者们；向我们一起走
中获得了民主的洗礼。
了物质的基本需求，不约而同地在精
过的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向无数为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如果你的孩
神世界里找寻着在异国渐渐迷失的自
公益奉献的爱心爸爸妈妈们；向把华夏
子是在新泽西长大，十有八九这个孩
己。遇到华夏，突然感到，共同成长
精神带入世界的华裔二、三代们，献上
子一定上过华夏。这些孩子们可能已
背景与人生价值观，让大家一拍即合。
我深深的敬意和祝福！
经出了许多像硅谷精英李飞飞一样的
这里：孩子们有他们学习简体中
感恩华夏中文学校！感恩能与你
有志向、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的榜样
文的课堂；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们重新
们同行，让我不愧此生！

东部分校（王剑摄影）

史泰登岛分校全体合影（分校提供）

奔腾分校全体合影（分校提供）

以七千多名师生的名义，
以全美最大规模中文学校的名义，
以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培育子女的名义，
华夏中文学校，伸开巨大的臂膀，
站在纽约、新泽西、康州、宾州四州的土地上，
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华人家庭，
送上邀请的名片。
这里孩子们欢声笑语，学生们书声朗朗；
这里乡音和普通话亲切入耳，漂亮的简化字大气流畅；
这里娱乐活动有色有声，男女老幼、全家老小其乐融融。
你们全家人都来吧，养儿育女的家长们，
请带来你们的孩子，从四五岁的娃娃到十几岁的学生；
请带来你们的父母，从满头银发的爷爷奶奶到精神矍铄的外婆外公。
每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土，
因为华夏人构筑了一个多彩的大家庭。
25 年前，没有那几户先驱者华人家庭的梦，
不会有华夏中文学校的诞生；
25 年前，没有第一届五十多名学生的开班，
不会有今天七千多名学生的壮观；
25 年来，没有一批批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奉献者，
不会有如今中文学校的藏龙卧虎、成绩斐然！
华夏中文学校这株参天大树，
把四面八方的人才汇聚在一起，筑巢安居；
华夏中文学校这处避风的港湾，
把五湖四海的朋友吸引过来，拥抱温暖。
于是，以成千上万关心华文教育的华人移民的名义，
以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打造华人新文化的名义，
以培养华人新生代领袖、共建华族新社区的名义，
让我们华夏人，从自我做起。
用我们办教育的精气神，
肩负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生存壮大的责任！
我有一个梦想，我认为也是大家的梦想：
让华夏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
在美国大地上枝繁叶茂，顶天立地，根深树壮；
让华人这个来自东方的族群，
在美国大地上枝繁叶茂，顶天立地，根深树壮；
让每一个华裔孩子内心强大，自信张扬，性格自强。
在遭遇种族主义言行时，明辨是非，理直气壮；
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场所，获得别的族裔的欣赏；
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职业舞台上，都有存在，都有声音，发热发光。
让每一个华裔孩子都能骄傲地拍着胸口说，我是华裔美国人！
我骨子里有中华文化的精髓，我自豪我是炎黄帝的子孙！

李文斯顿分校（王剑摄影）

纽约中心和史泰登岛分校（袁媛摄影）

北部分校和康州分校（袁媛摄影）

樱桃山分校（王剑摄影）

南部分校（王剑摄影）

大纽约分校（王剑摄影）

长岛分校（袁媛摄影）

校长趣味辩论赛（袁媛摄影）

普兰斯堡分校（王剑摄影）

大费城分校（王剑摄影）

晚会主持曹作军 刘又玲（王剑摄影）

游戏手舞足蹈（袁媛摄影）

HMart 礼券幸运者（王剑摄影）

庆典场景（林晓风摄影）

25 周年庆蛋糕（史泰登岛分校提供）

忙碌的义工（张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