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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全版刊登的长城中文学庆祝

2018 年春节联欢活动。在温馨祥和的欢乐气氛中，

让每一位来宾朋友，老师，同学呵和家长都感受

到节日的喜庆，体验到年的味道。回顾已经过去

的 2017，我们为长城中文学校的同学们在侨报作

文比赛取得的好成绩骄傲，也为小木兰舞蹈队的

在创辉煌而自豪，更是为跆拳道小勇士们的战绩

而鼓掌。 

本期内容：专题报道稿件由李婷婷，赵丽霞

提供：2018 年长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纪实。

晚会的同时校领导对演讲比赛获奖同学进行了颁

奖；对多年如一日为长城中文学校无私奉献的义

工进行了嘉奖和表彰；为在长城任教 5，10，15

年的老师颁发了纪念奖；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学生，

新家长和新老师积极加入我们，为长城添砖加瓦！

长城小木兰舞蹈队应邀参加费城地区第三十五届

庆祝中国新年文艺演出。新任理事长：庄岚 2018

新年致致词！ 

新增理事会成员：郑淇；庞军 

*************************************** 

2018 年长城中文学校春节联欢晚会纪实 

《彩虹》撰稿人：李婷婷，赵丽霞 

2 月 18 日的费城，春寒料峭。就像一贯的

北方的早春，其实阳光已经很明亮，但在微微的

日光里还是透着些许凉意。Bryn Mawr 大学的校

园里今天远远近近停满了车，上午开始便已经陆

陆续续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或三五成群，或扶

老携幼，沿着校园里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一路向

着 Goodhart 剧院汇聚而来。今天要在这里举办的

是长城中文学校 2018 年的春节联欢会。 

还没走进大门，就听见里面很热闹。下午

要参加演出的老师和孩子们已经早早地开始排练

了。刚才听到的热闹就来自这舞台上。各个要表

演的节目都在纷繁辗转地抓紧练习，老师们时常

需要与音效师灯光师沟通交流，长城学校的校领

导和志愿者们也风风火火，奔前走后。此时的台

下又非常安静，空荡荡的观众席里有几个妈妈在

专心致志地为自己面前那小小的孩子描眉，仿佛

什么也干扰不了她们。另外一些父母则静静坐着，

微笑地欣赏着台上孩子们的表演。 

我们看时间还早，就绕到幕后，下了十几

级台阶，推开了化妆室的门。里面已经彩排完毕

的舞蹈队成员们欢声笑语地在悉数刚才彩排中的

小插曲。舞蹈队的朱菲菲老师告诉我们，家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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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班已经办了 10 年了，今年要表演的《鸿雁》聚合

了来自各个年级的家长和老师，大家陆陆续续排

练了一年，谁要是回国就都帮着从淘宝带些舞蹈

的演出服过来。另一个夏琳老师主导的《最炫民族

风》也是今年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节目，身着蓝色

T 恤黑色运动裤的众位老师和学校领导，在欢腾

的舞曲里会给大家展示长城的新精神面貌。 

走进化妆室的里间，二年级的于燕华老师， 

也带着她的三个儿女徐浩雯 、徐浩雲 、徐浩雪前

来助战长城春晚。最小的徐浩雪也是今年长城春

晚年纪最小的主持人。15 岁的徐浩雯则是长城年

纪最小的老师，今年她上台表演跆拳道和最炫民

族风，也曾多次担任长城春晚的主持人。谈及学

习中文的秘诀，三个孩子都纷纷向我们表示，90%

的中文字是在学校学的，喜欢看《甄嬛传》、《琅

琊榜》等中文电视，也会唱不少中文歌，如《隐形

的翅膀》、《塞北的雪》。我想良好的家庭环境影

响在这里面也功不可没吧。 

随着演出时间的临近，我们又回到了演出

大厅。这时已经来了不少家长了，靠近舞台的座

位也已基本坐满。我看到一年级的周景翠老师在

四处确认自己班的学生是否到场，忍不住和她打

了个招呼。她说每年春节联欢会精神高度紧张，

因为她的班上一贯是人数最多的。希望班上的家

长们以后可要多多来参与和帮忙。这次班上表演

的是《新年好》，节目也陆陆续续练了一个半月，

但是又由于两个班级时间交错、人数众多，一起

排练也十分不易。在回到座位的路上，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看到学生家长梁清，她是两个孩子的妈

妈，大女儿四年级，今天要表演《春天在哪里》，

她说班上有热心的家长每次上完课会带领孩子们

一起练习唱歌，的确对她女儿帮助很大。此时人

越来越多，演出也即将开始了。我环顾四周，看

着忙忙碌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一个

靠着一帮热心的家长和义工支撑起来的学校居然

有着不小的能量。从一开始几十个学生到现在的

四百个学生，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出于对中国文化

的热爱而凝聚在了一起。 

在徐永江校长和庄岚理事长的讲话后，一

群举着向日葵穿着红色民族服装的低年级小朋友

奔跑着涌上舞台，跳了一曲热闹的《欢乐中国年》，

拉开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序幕。接下来的几个节目

里， 低年级的小朋友用稚嫩的声音给大家表演了

儿歌朗诵和串烧，虽然还需要家长陪同上场，但

小朋友们声音都很洪亮，也没有怯场。周老师的

一年级班表演了《新年好》的歌曲，果然由于人数

众多，在台上洋洋洒洒排开一舞台的人，也显得

格外热闹，更有点过年的气氛了。二年级的《健康

歌》和空手道班的武术表演也吸引了许多目光，我

们华人其实的确应该更增添这样活力和运动的形

象。三年级四年级的歌曲《祝福你》和《春天在哪

里》就比弟弟妹妹们的要成熟了许多，表演的时候

也有些像模像样了。五年级别出心裁的表演了魔

术，我看周围观众席里的小朋友们羡慕得眼睛都

看直了，恨不得当天回家后立刻去也要去学一手

魔术来表演。六年级到十年级的孩子们开始展现

了感情细腻的一面，《老师您最美》、《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往事只能回味》和绕口令《中国

话》，分别有对老师的感激，对身份的认同，对

往事的追忆，和对中文学习的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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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家长们都能看到孩子们如何从低年

级到高年级日渐成长与羽翼渐丰。这里值得一提

的是 IC4/5 班和 IC1/2 班，当我看到他们年龄参差

不齐还疑惑是哪几个班里抽出来的孩子呢。后来

得知是原本几乎没有中文基础的孩子，那惊讶和

敬佩就别提了。我想很多观众其实并没有细细看

出来他们的中文表演和其他孩子多大区别。更值

得一提的是节目里近乎专业水平的一系列歌舞器

乐：藏族舞《吉祥如意》、傣族舞《傣源》、维族舞

《达坂城的姑娘》、古筝《荷塘月色》、家长舞蹈

《鸿雁》、现代舞《小城雨巷》，和独唱《我爱你，

塞北的雪》，每一项都是可以拿出来作为一场晚会

的代表作的。我是第一次看长城的春晚，但是根

据周围了解情况的观众说，有些歌舞本就是获过

奖的，但她也说不清是这一曲舞还是那一曲，看

来看去都像是获过奖的。我们其他人也笑了，这

编舞的老师听了，该有多高兴啊。在各个节目表

演之间，还穿插着长城学校的义工颁奖和老师获

奖表彰，我们所有学校活动和孩子们的中文成绩

进步都离不开老师和义工们兢兢业业的奉献。 

最后，在期待中，大家看着各年级熟悉的

老师们都登上台跳起了压轴大戏《最炫民族舞》，

欢腾的气氛再次被推向了高点。很多孩子在联欢

会结束后表示，准备要学空手道，要学魔术，还

要练绕口令……我想这么多华人老师家长们一年一

度呕心沥血地推出这样一台节目，就是希望我们

的孩子们在中国文化中最盛大的春节期间，感受

得到中国文化的繁荣、渊远、和流长。既能追溯

到几千年前那呦呦鹿鸣、鼓瑟吹笙的春秋，也能

展望到高楼林立、缤纷烂漫的现代。在地球上一

块微小的地方，在北美，在大费城，在 Lower 

Merion，我们这样一群华人，还在手拉着手，孜

孜不倦地用自己的文化滋养着我们的后代。多么

希望，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记得自己曾经这

么认真、这么热爱过，记得他们说过的每一句中

国话，记得他们曾经踮着脚尖想要看到的大洋彼

岸的中国，那里有他们爸爸妈妈的故乡、有他们

的爷爷奶奶和亲戚、有他们文化的根生长的土壤，

还有他们未来的朋友。在人群散去之时，大家都

还在谈论着这次的表演，讨论着各家春节的安排，

筹划着孩子们未来的中文学习……期待新的一年里，

我们大家都还在一起，继续永远这样，温暖得像

一个大家庭。 

*************************************** 

长城中文学校 2018 年春季演讲比

赛获奖学生名单：宋晓明负责提供 

Group A 

一等奖： 张文杰 

二等奖： 凌安懿 

三等奖： 崔伊娜 

 

Group B 

一等奖：李唯瀚 

二等奖：刘淑菲、李承熹、周凯丽 

三等奖：郭子皙、张涵、李宣谕、郑博瀚、莫菲、

刘博格 

 

Group C 

一等奖： 徐浩雲 

二等奖：张翘楚、陈顺顺 

三等奖： 祝闻森、Halee Wan Davis 

 

Grou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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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刘嘉懿 

二等奖： 李凌宇 

三等奖： 何佳 

 

Group E 

一等奖： 周亮亮 

******************************************* 

2018 GWCS教师服务年限奖 

汇总：由万应杰副校长负责颁发并致辞 

2018年春节晚会致辞： 

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 

值此2018年新春佳节，全体老师、同学、

家长们欢渡春晚的时刻，长城中文学校隆重宣布

以下四项持续服务奖，孟育、万山红、万亦平等

19位老师为长城中文学校所作出的贡献。 

自1996年建校起，这些老师陆续加入长

城的教师队伍，他们有的在三尺讲台上辛勤地执

教，努力地为传授中文，弘扬中国文化默默地奉

献了自己的芳华；他们有的手把手地教学生握住

画笔，创作出了一幅幅画作，为一个个青少年开

启了艺海畅游的光明旅途；还有的言传身教，培

养了一朵朵舞蹈之花，向世人展示了典雅的东方

舞蹈之美。他们是新老师的楷模，他们是长城的

脊梁，没有他们的付出与贡献，就没有长城的今

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计得失，只谈奉献。

让我们以这些优秀教师为榜样，认真教课，刻苦

学习，发扬优秀，保持我校的辉煌。 

 

获得奖项的老师名单： 

 

长城中文学校15年持续服务奖：孟育、万山红、

万亦平、李国富、王宗周、陆文浩、纪兰慰 

10年持续服务奖：张东兰、齐红伟、蒋建华、

Andrea Schaeffer 

5年持续服务奖：依慧、邹明芳、周景翠、柴精华、

缪秀华、Nie Scott、朱菲菲、张瑞峰 

 

向老师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 

长城中文学校学生：林姝慧、王皓辰、何佳、王

小玉、 张菡喆、黄秋晨、张婉瀛、何睿、辛龙； 

他们在第五届《侨报》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中

获奖。 

                              周磊提供获奖名单 

******************************************* 

2018宾大博物馆庆祝中国年演出 

 

费城地区第37届庆祝中国新年活动1月27

日在宾大博物馆拉开了帷幕。小木兰舞蹈团在校

长徐永江和副校长姚海蓉的带领下，代表长城中

文学校积极地参加了此次活动。克服了交通不便

利等诸多困难，小木兰舞蹈团的小演员们在家长

们的大力协助和团长兼编导纪兰慰老师的有序指

挥下按时赶到了演出地点，保证了演出的准点开

始。 

埃及馆里座无虚席，工作人员在座位的最

前排准备了小坐垫以供小朋友坐在地上观看演出。 

 

 



彩虹校刊                                                                                                    

2018 年 2 月 25 日 春节联欢会特刊 

本期编: 张家林           主编: 崔秀敏                                              彩虹投稿邮箱：gwcscaihong@gmail.com 
 

长城中文学校校长徐永江致演出的开幕词，

向大家介绍了小木兰舞蹈团的团长纪兰慰老师，

建团历史和历来比赛的成绩等，并宣布演出正

式开始。 

第一个节目是维吾尔族群舞“达坂城的姑

娘”。跟着这首由西部歌王王洛宾改编、早在半

世纪前就唱响国内外的旋律我们找寻到了台上这

群美丽的达坂城姑娘。 

古典舞独舞“月移水影”。真的是湖

水如镜，月光闪烁，古乐撩醉水中影，月随

我动舞蕴中啊！ 

 

 

 
傣族独舞“雀之灵”。优美的旋律加上

舞者生动的表演，仿佛让观众看到了云南的丛林

中一只美丽的孔雀，时而轻梳羽翅，时而随风起

舞，时而俯首畅饮，时而伫立和飞旋。当它展开

点缀着金色羽毛的雀尾时，表现出企盼吉祥、和

平、幸福和欢乐的心声 

古典舞独舞“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

榴群。武则天在感恩寺出家时写给李治的这首七

言绝句，一诗极写相思愁苦之感。舞者用婀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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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舞姿，如泣如诉地传达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复

杂情感！ 

古典舞三人舞“花开时节”。舞者凭借长袖交横

飞舞的千姿百态展现出春天里万物复苏，百花争

艳的情景。 

 

 

 

 

 

 

 

维族独舞“花丛中的小姑娘”。小木兰舞

蹈大班的姐姐们的节目简直太精彩了！而舞蹈小

班的这位小妹妹的表演一点也不逊色。通过翻腕、

移颈等装饰性动作的点缀，快速、多姿和嘎然而

止的旋转，表现出维族舞蹈热情、豪放、稳重和

细腻的风格韵味。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傣族三人舞“傣源”。水，利万物而不争，

带着坚韧而温和的品性；水，是生命的源头，是

生活的根本。三个傣族少女舞以婀娜动人的身姿，

赞美着水的恩赐，追溯着民族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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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儿童群舞“扎西德勒”。小木兰舞蹈大班

的表演深深的激励着小班的孩子们。扎西德勒

这个藏族群舞的排练是从 2017 年的秋季开始

的。小班有一半以上的孩子也是那个时候新入

学的。她们除了星期天的舞蹈课，还要加上周

六的一个半小时的舞蹈课。台上 10 分钟台下

十年功。功夫不负有心人，舞蹈小班这个 20

人左右的群舞在费城地区诸所中文学校组织的

元旦联欢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扎西德勒在藏

语中是吉祥之光的意思。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伴

着红蓝两组舞者队形的穿插和变换，表达藏族

人民对和平，吉祥和快乐的向往和追求。 

 

 

现代舞群舞“小城雨巷”。悠扬的丝竹声

中，薄薄水雾和着烟雨，顷刻间将观众带到了细

雨飘零的江南。舞者手执纸伞，在空灵的旋律中

翩翩起舞，把整个演出推上了高潮。 

 

小木兰舞蹈团此次演出非常的成功，现场

反应热烈。一位国内博士后留学生非常激动地说，

“没想到在美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民族舞蹈表演，

很为华二代孩子们热情传播中国文化而感动和骄

傲！”还有一位来自维吉尼亚的美国女士表示很

喜欢小木兰舞蹈团表演的节目。 

在此，我们感谢纪老师对小木兰舞蹈团的

悉心指导，感谢长城中文学校校领导对此次活动

的鼎力支持，感谢小班队长周天慧家长，中班队

长许可香家长，大班队长刘清家长，摄影付小颖

家长，录像魏征宇家长，音乐播放严华家长，催

场杨晓帆家长和其他家长的全力协助，还要表扬

一下小班成员田璐同学精彩的主持！感谢长城中

文学校不但给了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氛围，也给了

他们展示风采的舞台。预祝我们小木兰舞蹈团新

的一年里在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短讯编辑：达丽 

******************************************* 

第五届《侨报》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中

获奖作文: 

                 爱在身边 

                                   之母爱 

（长城中文学校，何睿，15岁）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或

者是陌生人，到处都充满了爱。对于我来说，母

爱这个再熟悉不过的词，包含了这个世界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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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母亲对自己儿女的那份浓浓的爱意，我们身边

最深的爱。母爱是人间最平凡的，但却也是最神

圣的，最无私的。我妈妈对 

我无微不至的爱，从365天日复一日地为

我早起做早餐，准备午餐，晚饭一直都没停过。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就是身边的爱。俗话说得好，

“ 父爱如山，母爱如泉 ”。 

我们全家经常回中国。有一年夏天在飞往

回美国的飞机上，因为我爸爸有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我的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在飞机上。我记

得非常清楚，我妈妈为了让我们能在飞机上狭小

的空间里睡得舒服一些，她就全程站着让我们能

安心地睡觉。当时的我还很小，所以没有多么在

意妈妈为我付出的一切。现在回想过去，妈妈疲

惫的样子，却还是坚 

持一声不吭地陪伴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慢慢地

进入梦乡。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母爱，在背后默默

地付出，对我们坚持不懈的爱。 

 

母亲的爱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想要散发出更多

的爱心。在我看来，爱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疾

病”。不管你是否想要得到或者分享它，都是不

由自主的。我对自己下了承诺，要从身边的亲人

开始，多一些耐心和容忍，多一些爱心。在社区

环境里和学校也要用一样的态度对待所有人，而

且从小事做起。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在高中的

校园里吃午饭。当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进学校的时

候，发现了有一位新生拄着拐杖，很吃力地在走

路。我们不忍心看他一个人把饭盘放回食堂里，

所以我们主动问了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怀着感激

的心情地向我们说了一声诚恳的谢谢。就是在这

种细微的时刻，当你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会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一种关爱，同时也会给自己

带来许多成就感。 

 

我妈妈用最普通的方式教会了我做人最重要的就

是多一些爱心，少一些抱怨。每一 

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爱心却是无限的。我们

每做的任何一件小事情，都有可能是另一个人身

边的爱。 

*********************************************** 

   让阿姨笑疼肚⼦的中⽂作业 

     －记学习中⽂有趣的故事 

（费城长城中⽂学校6 年级，何佳，11 岁） 

我出⽣在美国，⼤约7 岁开始学中⽂。学

习中⽂的过程当中发⽣过许多有趣的事。其中有

⼀件事情最有趣，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有⼀次，我刚从中⽂学校回到家。我⼀到房间里，

就开始写中⽂作业。作业当中有⼀道题是让我根

据课本里面的字写反义词。比如其中⼀个字是

‘ 前， 我就写了 ‘不前’。 

还有⼀个是‘远’字， 我就写了 ‘ 不 

远’。 

 
当我把作业写完之后，交给我的爸爸看⼀下。爸

爸检查我的作业的时候，他哈哈⼤笑起来了！他

告诉我他为什么笑的时候，我也笑得像⼀个鬣狗

⼀样。爸爸把我的作业用⼿机拍下来，放在他的

微信里，收到100 多个回复，有些叔叔阿姨夸我

的字写得漂亮，给了我很⼤的鼓励。很多的阿姨

说看了我的作业后笑得肚⼦都疼了。上面图片里

是我当时写的作业，您笑疼肚⼦了吗？后来我的

爸爸告诉我正确的⽅法写反义词的时候，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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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好了。我知道了‘好’的反义词是‘坏’，

‘前’的反义词是‘后’，等等。 

虽然我写作业的时候很搞笑，但是说明我得要认

真⼀点和要更仔细⼀些。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所

以我所学的中⽂词汇量不多，同时也不怎么熟悉

我学的字，做⼀件事情也不太花功夫 。现在，

我知道做⼀件事情不仅要坚持，⽽且还要尽

⼒做得更好。通过这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让

我更喜欢学中⽂了，同时也给我在学习当中

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 

 

            爱在我身边 

                    林姝慧 

今年暑假的第一天天气很好。我们一大早

就坐火车去纽瓦克机场，因为我们要回中国啦！ 

            我们带了很多箱子，每人两个。还有几个

箱子装了爸爸给我爷爷买的新轮椅。可惜我妈妈

上班去不了。只有爸爸陪我们回去。凌晨5：00

就起床了，所以我在车上睡了一会儿。很快我们

到了飞机场，那里好多人正排队换登机牌。我们

吃了一点零食（苹果）当早餐， 

       当托运箱子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你们箱

子太多了，需要要交托运费。因为托运太贵，我

们就想办法把箱子重新整理一下。当时已经很晚

了，而飞机是9：00的，所以我们就赶快整理箱

子。这时工作人员看见轮椅的电池没有包装好。

建议留在美国，但是当时妈妈在上班，不能来机

场取回去。工作人员又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机场

有一个专门放电池的盒子和专门包装材料。一个

盒子只放一个电池。爸爸放好了电磁在盒子里，

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的行李托运不了。  

 我们都站了好久了，腿都累坏了。现在唯

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家，好好睡个觉。又累又困

的。我爸爸问了今天还有没有去成都的飞机，可

下一班去成都的飞机是星期五，但今天才星期一。

还要等四天！我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事。太失望

了，因为我从来没有错过飞机，这是第一次。 

 我们低着头往回家的方向走。去买了火车

票后等火车。 终于到家了，大家都累坏了，完全

不想动。都过了中午了， 还没吃午饭。我爸爸煮

了面条，非常好吃。 

            我爸爸非常爱爷爷，所以我们也没有

抱怨这件事。几天后我们带着爷爷的轮椅顺

利回到了爷爷奶奶的身边。他们非常喜欢这

个轮椅，就象是他们的玩具一样，不停地在

家里摆拢来摆拢去。 

******************************************* 

 

 
            长城中文学校侨报获奖同学合影 

 

新任理事长：庄岚2018新年致致词！ 

Dear Parents, Teachers, Students: 

Happy New Year! 

I want to recognize the teachers who 

work so tirelessly to prepare lesson and 

deliver lectures to each of our student’s 

week after week to serve our students.  

Our dedicated Principal, Yongjian X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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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Admin team, as well as our fellow 

board members and you, the students 

and the parent volunteers. 

As we entered the New Year, we are 

embracing a new beginning. The new 

beginning for me this year is becoming 

the new Chairman of the Board at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GWCS”). I am 

delighted to continue my volunteer 

services at GWCS. I am truly honored.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our mission, 

and to strengthen and secure our future. 

I am as the grateful as the beneficiary of 

the numerous achievements forged by 

my predecessors. Chairman Yi Hui, I want 

to recognize you and thank you for the 

trust that you engendered within the 

school community, and the bridges that 

you built during your tenur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I fully understand, the future 

achievement and success in any human 

endeavor is never automatic or 

guaranteed – such outcomes require 

planning, hardworking and yes, you,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invest in 

our teachers. GWCS is student centered 

place of learning. But the teachers 

represent the heart of its academic 

enterprise.  They shape what we teach 

and how it is to be taught. We must  

 

ensure our teachers have the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they need to teach well.  

We will tap into our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ers for 

leadership positions. 

Through the journey, we shall realize our 

potential and impact, and each of us to 

look back from here, and say, our 

participation made the difference.    

Many thanks in advance. 

Lynne Zhuang,   

 

Announcing Two New Board Members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GWCS”) is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election of 

two new members to GWCS board of 

directors for a two-year term.        

 

Dr. Zheng Qi is a Sr Bioinformatician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edical 

School. He is not only a high-tech 

researcher scholar also an expert in 

Programing and Web development. He is 

also a member of GWCS Facility Search 

Committee since September 2017. 

 

Mr. Pang Jun (Ben Ben), a computer and 

network support at Vartek, Education’s 

IT Partner, provides technology solutions 

to help school succeed. He has been a 

key volunteer for GWCS PTA sinc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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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hair of the Board, I am pleased to 

welcome Qi and Ben Ben as new Board 

members. They bring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their fields 

and will be tremendous assets to our 

school and further our mission of 

providing a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study Chines Languag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and enhancing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US. 

 

  结束语： 

长城中文学校庆祝2018新年大型文艺演出圆

满结束了，它给我们每一位来宾带来了节日

的欢乐和新年的祝福！ 演出的成功离不开学

校领导，老师， 同学和参与义工的辛勤工作，

努力和无私奉献。 在此忠心感谢各位来宾朋

友，老师，家长和同学们对长城中文学校的

大力支持，陪伴和祝福! 谨此祝愿大家在狗年

里，万事如意！阂家团圆！财原滚滚！好运

连连，幸福美满！ 我们来年再会！谢谢大家！ 

      

特别致谢： 郑淇和陆文浩老师为本刊提供所

有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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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2018 春节联欢会照片集锦  

 

 

 

 

 

 

 

 

 

 

 

 

                         

 

Pre-K 儿歌朗诵 P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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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串烧  学前班 

徐永江校长义工家长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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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庄兰为车妤颁发义工奖 

 

 

吉祥如意      纪兰慰舞蹈小班藏族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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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 》 一年级周老师 

 

《现在几点钟》      I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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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源》     大班傣族舞 

《颜色歌》+《动物歌》I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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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道表演》         初/中/高 

《达坂城的姑娘》纪兰慰舞蹈中班维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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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歌》      二年级 于老师 

《祝福你》     3C/D 靳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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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月色》古筝班 

《春天在哪里》 4C/4D 张冬兰 指挥：王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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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世界》  5C/D 柴老师 

《老师您最美》 六年级 孟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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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诗朗诵 7C/D 万山

红 

《往事只能回味》诗歌和演唱  8 年级 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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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五年，十年，十五年服务奖合影 

《鸿雁》 朱菲菲   家长舞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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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雨巷》纪兰慰舞蹈大班现代舞 

《中国话，绕口令》十年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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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炫民族风》  校领导和老师们表演 

主持人，校领导，老师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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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塞北的雪》    

家长     达丽 

 

 

 

幸运抽

奖正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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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英雄 

        共度新春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