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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结业联欢  

 

 

表演者：启明星艺术表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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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儿童舞蹈班           表演者：中巴舞蹈班 

 

 

  

表演者：启明星艺术表演班      王耀辉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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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校繁星亮晶晶，个个都是启明星 

——美中实验学校啟明星校举行 2017 结业典礼 

6 月 11 日下午，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所在的盖城高中多功能大厅热闹非凡，学生、老师和家

长们喜气洋洋，2017 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为了全方位展示学校学生一年来的学习成果，校委会经

心安排，结业典礼分几个部分进行。 

 

在大厅的南面，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展示台。在

那里，我校学生邵丹胤和邵丹妮兄妹两人正在

主持介绍展示台的项目。11 岁的邵丹胤酷爱电

脑编程，已经在我校教了两年电脑编程课，别

看他年纪小小，却是老练的编程高手，他的电

脑班人气超高，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编写各种

很酷的程序，他的学生 Eric Zou， Andy Ying, 

Kevin Yang, Leo Wang, John Cao 都展示了他

们的期末作品，绘出各种炫目图案，让我们成

人都自叹不如；9 岁的妹妹邵丹妮台风落落大

方，俨然象小明星一样，介绍各位获奖学生，

她两年前就在电影《留学生》里扮演角色了

呢。 

在两位主持人的介绍下，马立平七年级的李淑红老师，给她班的学生颁发了作文集。马力平七年

级是作文强力训练的一年，进入叙事的训练阶段。李老师把同学们一年下来的作文全部收留装订

成册，沉甸甸的、精美的作文集是学生收获的丰硕果实，是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路途中留下的坚实

的脚印。 

 

紧接着，黄河校长给 2017 年春季荣获《每周一星》的 18 位同学和 4 位优秀学生义工颁发了奖状

和奖品。《每周一星》是美中实验学校啟明星校区富有特色的活动，学校老师、家长、同学均可

以推荐学生当选《每周一星》，学校的小记者在课间采访当选学生，在学校每周通讯中介绍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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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这样的活动，锻炼了采访的学生小记者的采访能力、当选《每周一星》的学生的公众即时

问答的表达能力，促进了学生集体积极向上的风气，培养了学生自信心，展示了学生的风采，深

受家长、学生的欢迎。 

 

在展示台，学生张家昀正在用扑克牌变着魔术，他的周围围着一群小粉丝，眼睛里露出小崇拜的

神色；下个学期学校新开始的手工艺魏海云老师展示她的趣味横生、千姿百态的折叠工艺品，也

围了一圈跃跃欲试的孩子；书法篆刻梁尊老师现场挥毫书写各种字体让学生们脑洞大开，原来书

本上的字体可以变成这么多不同的样子啊？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吸引着学生们不断探索的目光与

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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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的北面，是学校结业典礼的主舞台。四位 2 到 7 年级不等的学生主持人李瑶涵、曹也、孙米

多和任丁丁 男生端正大方、女生亭亭玉立，欢迎美中实验学校理事会理事长王耀辉先生和启明星

校区校长黄河先生走到台前，宣布结业典礼表演正式开始。学校的每个中文班级和副课都表演了

节目，Tony 老师指导的武术班英姿飒爽、英气逼人，年幼的学生们，活泼可爱，或歌唱、或讲故

事、或诗歌朗诵；高年级的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创造了很多表演剧目，比如五年级学生表演

了《三打白骨精》，再现了《西游记》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听说学生们表演完了，急着问下一

次表演什么故事，看来学生们学得很投入也乐在其中了；六年级的学生们朗诵了难度极高的诗

篇；七年级的学生表演了自己改编创作的《负荆请罪》的情节剧，他们用椅子改做古代马车、身

披长袍，口中说着古代汉语，学生们表演得古色古香的，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历史时空中；而八年

级的学生们演出了他们刚刚在《洞庭杯》幽默之夜的获奖小品《别人家的孩子》，因为任杰娜同

学另有演出任务，马立平一年级的学生黄灵儿经过一次排练就上台参加表演，饰演“别人家的孩

子”一角色，她投入、专注的表演获得观众的喜爱。Tiffany 老师的儿童舞蹈班俏皮可爱、家长

舞蹈班的笑容灿烂、尽情舞蹈、马老师带领的中巴舞蹈《我来了》热情似火，赵老师瑜伽班的

《美丽的神话》让身体与灵魂一起舒展飞翔，曹老师指导的启明星艺术表演班更是带来了中国经

典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段“北风吹”、“大红枣儿甜又香”，精彩的表演，赢得观众热烈的掌

声。 

  

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搬迁至宽敞明亮、现代时尚的盖城高中仅仅一年，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去年秋季，启明星校区成功承办了美中实验学校的首次汉服成人典礼，让华裔青少年

能够自豪地在身份上认同华裔之根；今年春节期间，美中实验学校联合国内艺术团体首次举办的

春节联欢晚会，启明星校区选送了幽默小品《考试之后》参加演出，贴近生活的作品、学生们精

彩的表演，让观众欢笑之余还反思回味孩子教育的方法是否妥当。在刚刚结束的 2017 大华府《洞

庭杯》幽默之夜，启明星校区马立平八年级的学生們表演的小品《別人家的孩子》，获得《最佳

原创奖》和最受观众喜欢的《最高人气奖》。 

 除此之外，启明星校区还有《每周一星》、小记者俱乐部等等大量重用学生、锻炼学生的机会与

活动。当你走在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放眼望去，再没有被家长逼来学中文的苦哈哈的脸，

相反，你会感受到孩子们由衷的自信的笑容。在这里，学生们是主人，每一位孩子都被发掘出他

的闪光点，真是满校繁星亮晶晶，个个都是启明星！ 

美中实验学校启明星校区 2017 秋季招生正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加入我們快乐学习中文的行列：

https://acsvenus.ptboard.com/home （註冊），http://www.acsdc.us/Gaithersburg/ （學校

網站）；信息咨询：黃河校長 heh20855@yahoo.com 手机：240-506-1663。 

（攝影鸣谢：詹老师、学生义工 Selena Xiao、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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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师介绍】下学期儿童舞蹈老师  CHRISTINE YANG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Christine Yang 担任下学期儿童舞蹈

班的老师。Christine Yang 从 9 岁开始在  the Fairfax 

Chinese Dance Troupe 学习中国舞。迄今为止，她在很多大

小舞台剧场表演过各类舞蹈，包括湖林商城、Laurel 的 GE，

教堂、美国第 14th 空军协会、肯尼迪中心 Millenium 舞台、

国家剧院。她也旅行到国外参加舞蹈表演。她也许是很收欢

迎的 MIT HIP HOP 舞蹈团团员。 

她教过各种年龄组学生的舞蹈课，也做义工教中国新移民英

语。她温和、认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老师。 

【我们的老师】马立平教研室 5 年级的陈艺虹老师  

【各位老师： 

今天分享的是马立平 5年级陈艺虹老师的课后通讯。昨天的结业典礼的节目精彩纷呈 ，每个中文

班的同学都参与了表演。陈老师班的《三打白骨精》令人印象深刻。台词很长，但是同学们非常

流利。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得出同学们都下了功夫，当然这离不开老师的循循善诱。这

不，陈老师已经计划好了明年的节目，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本学年结束之际，再次感谢老师们一年来的辛勤劳动! 谨祝老师们暑期愉快！开学见！ 

 

李淑红】 

mailto:heh2085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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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好，同学们好， 

同学们结业式上的演出非常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学们记住了那么多的台词，表演得也很

好。感谢家长的支持配合和同学们的努力！谢谢你们！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西游记》的学习，在《西游记》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提出了很多非常有趣

的问题，课堂讨论也很活跃。我希望通过《西游记》的学习，同学们能够感受到祖国文化的博大

精深，学习孙悟空的聪明才智，唐僧的善良和向着目标努力的执着，猪八戒的乐观、幽默，沙和

尚的踏实、勤劳，学习他们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在《西游记》的学习中，我发现我们班的三位同学个个都非常出色，同学们不但中文学得好，而

且每位同学还多才多艺， 武术、绘画、下棋、钢琴........我非常荣幸能带你们这样优秀的学生

学习中文。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学期。 

昨天殷佳琦同学还问我，下学期我们演什么，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下学期我们准备演一个蜘蛛

的故事。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家长的们的付出，我非常感动。接下来同学们就要开始暑假生活。

希望同学们度过一个愉快、有意义、精彩的假期。 但是不要忘了写暑假作业啊！开学时带来。 

下学期我将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马立平六年级教材。我们将开始进行作文训练，同学们可以用电脑

写作文并交作文作业，所以请同学们在家长的帮助下，建立一个 google 账号，下学期用。 

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陈老师 

【每周一星】SOPHIA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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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看采访请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0uUv0sTiNA【小记者 Xiwei Peng】 

 

 
 

Summary of Interview: 
This week’s Weekly Star interview is with Sophia White, a 7th grader. Some of her 
hobbies are reading, drawing, and writing. She recently participated in Destination 
Imagination, which is a competition where ki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reate skits and 
perform them. She and her teammates competed in the global Destination Imagination 
competition in Knoxville, Tennessee. They received 12th place out of 450 teams. Their 
skit was about a mystery, and had 2 rival bands who were trying to steal each other’s 

songs. Sounds very interesting!【Selena Xiao】 

 

鸣谢： 

编辑/记者：Xiwei Peng 

摄影：Selena 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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