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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费费费 降 期降 期降 期降 期 ，，，，1 22 时时时时，，，， 年 度年 度年 度年 度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 Upper Merion Area High School

举举举举 。。。。 国传统国传统国传统国传统 个个个个 同同同同时时时时登登登登 为为为为大家恭大家恭大家恭大家恭贺贺贺贺 ，，，，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真烂真烂真烂真烂 儿儿儿儿童 蹈<<童 蹈<<童 蹈<<童 蹈<< 们们们们 >>>>>>>>

拉拉拉拉开开开开 。。。。 们们们们 泼欢泼欢泼欢泼欢 儿儿儿儿 丽丽丽丽 观众们观众们观众们观众们感到感到感到感到 气气气气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各各各各个语个语个语个语 类类类类 类类类类 级级级级

献献献献 共共共共 个个个个 多多多多 节节节节 。。。。    

                        纪纪纪纪 师师师师 蹈大蹈大蹈大蹈大 这这这这 为为为为大家大家大家大家献献献献 古古古古 << 旦>>旦>>旦>>旦>>。。。。这这这这 值值值值 季季季季 龄龄龄龄 女女女女们们们们 京京京京剧剧剧剧 旦 可旦 可旦 可旦 可爱爱爱爱、、、、 绎绎绎绎得得得得

。。。。 纪纪纪纪 师师师师 ，，，，这这这这 们们们们 长长长长 国国国国，，，，但但但但经过训练经过训练经过训练经过训练、、、、 陶陶陶陶，，，，她们她们她们她们 能能能能 国传统国传统国传统国传统 ，，，， 为她们为她们为她们为她们

具具具具 辈辈辈辈 基基基基 ；；；； 说说说说 个个个个 蹈蹈蹈蹈，，，， 国国国国界界界界，，，， ，，，，都能感都能感都能感都能感 。。。。纪纪纪纪 师师师师 蹈大蹈大蹈大蹈大 费费费费 区华区华区华区华 团团团团

气气气气，，，，她们她们她们她们今年今年今年今年将将将将 代代代代 长长长长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参参参参加加加加1 29 宾宾宾宾大大大大举举举举 费费费费 校校校校 晚晚晚晚。。。。    

      今年      今年      今年      今年语语语语 类节类节类节类节 突突突突 现现现现。。。。 年年年年级级级级 剧剧剧剧<<狼 >><<狼 >><<狼 >><<狼 >>，，，， 声声声声<<<<<<<<学乐学乐学乐学乐器>>及 << 假 >>器>>及 << 假 >>器>>及 << 假 >>器>>及 << 假 >>、、、、<< 龙龙龙龙年年年年

语语语语>>等等等等节节节节 ，，，， 们们们们 赋赋赋赋 语语语语 功功功功 ，，，，各各各各个汉语说个汉语说个汉语说个汉语说得 腔得 腔得 腔得 腔圆圆圆圆。。。。 蹈蹈蹈蹈 妈妈们虽妈妈们虽妈妈们虽妈妈们虽 到 年到 年到 年到 年，，，，但但但但风风风风

减当减当减当减当年年年年，，，，为晚会献为晚会献为晚会献为晚会献 <<<<<<<< >>>>>>>>、、、、国标国标国标国标 <<<<<<<< >>>>>>>>等 蹈等 蹈等 蹈等 蹈。。。。 让让让让 惊惊惊惊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开开开开 古古古古筝筝筝筝 ，，，，她们她们她们她们 两两两两

课课课课，，，， 样样样样 古古古古筝筝筝筝曲曲曲曲<<<<<<<< 江江江江 >>>>>>>>。。。。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场时举场时举场时举场时举 届届届届大大大大费费费费 区区区区大大大大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讲讲讲讲 赛颁奖仪赛颁奖仪赛颁奖仪赛颁奖仪 。。。。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大 豆 公 董 长为获奖长为获奖长为获奖长为获奖 校校校校 费费费费 区参赛区参赛区参赛区参赛

其其其其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选选选选 们颁发们颁发们颁发们颁发 奖奖奖奖 ，，，，这这这这 对对对对 们们们们勤勤勤勤奋奋奋奋努努努努 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学习汉语 鼓鼓鼓鼓励励励励 肯肯肯肯 。。。。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参参参参加加加加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观众观众观众观众都 机都 机都 机都 机会会会会

参参参参加加加加 奖奖奖奖。。。。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插插插插 两两两两 奖奖奖奖。。。。 校校校校长为长为长为长为 运运运运 们颁发们颁发们颁发们颁发 奖奖奖奖 。 。 。 。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欢乐欢乐欢乐欢乐 气气气气 结结结结 。。。。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 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缺少面向所有家长的公共时间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缺少面向所有家长的公共时间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缺少面向所有家长的公共时间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缺少面向所有家长的公共时间，，，，我们将推我们将推我们将推我们将推

迟原定于本周召开的全校家长会迟原定于本周召开的全校家长会迟原定于本周召开的全校家长会迟原定于本周召开的全校家长会。。。。学校将在前台设立意见箱学校将在前台设立意见箱学校将在前台设立意见箱学校将在前台设立意见箱，，，，

希望家长踊跃发表自己对学校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家长踊跃发表自己对学校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家长踊跃发表自己对学校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家长踊跃发表自己对学校工作的看法和建议。。。。    

• 纽约人寿大费城分行纽约人寿大费城分行纽约人寿大费城分行纽约人寿大费城分行举办讲座举办讲座举办讲座举办讲座，，，，主题主题主题主题:1):1):1):1) 税税税税

务优务优务优务优  2) 2) 2) 2)怎样将储怎样将储怎样将储怎样将储 转转转转 养养养养  3) 3) 3) 3)

遗产规划遗产规划遗产规划遗产规划 误区误区误区误区。。。。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2/12/2012, 12: 2/12/2012, 12: 2/12/2012, 12: 2/12/2012, 12----2pm 2pm 2pm 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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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摄摄摄 :  陆文浩:  陆文浩:  陆文浩:  陆文浩，，，，赵波赵波赵波赵波，，，，吴坚吴坚吴坚吴坚，，，，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辜晓虎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图图图图 请见请见请见请见:http://timelightart.smugmu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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