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布告栏    

校长新学年开始的几句话 校长新学年开始的几句话 校长新学年开始的几句话 校长新学年开始的几句话 Principal’s Letter          Principal’s Letter          Principal’s Letter          Principal’s Letter          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    

• 请还没有注册的家长尽快上网用新注册系统注册请还没有注册的家长尽快上网用新注册系统注册请还没有注册的家长尽快上网用新注册系统注册请还没有注册的家长尽快上网用新注册系统注册。。。。    

• 9999月月月月18181818日郑绪岚日郑绪岚日郑绪岚日郑绪岚2011201120112011年美国费城中秋文艺晚会将在年美国费城中秋文艺晚会将在年美国费城中秋文艺晚会将在年美国费城中秋文艺晚会将在

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Haverford School的的的的Centennial HallCentennial HallCentennial HallCentennial Hall于晚于晚于晚于晚6:456:456:456:45举行举行举行举行，，，，

多名著名音乐家将出场演出多名著名音乐家将出场演出多名著名音乐家将出场演出多名著名音乐家将出场演出。。。。长城中文学校是赞助单长城中文学校是赞助单长城中文学校是赞助单长城中文学校是赞助单

位之一位之一位之一位之一，，，，百分之十的售票收入捐助学校百分之十的售票收入捐助学校百分之十的售票收入捐助学校百分之十的售票收入捐助学校。。。。票价分别为票价分别为票价分别为票价分别为

$15$15$15$15，$，$，$，$25252525，$，$，$，$50505050。。。。如欲购票或者赞助的家长请与周磊联如欲购票或者赞助的家长请与周磊联如欲购票或者赞助的家长请与周磊联如欲购票或者赞助的家长请与周磊联

系系系系。。。。    

• 9999月月月月25252525日有家长会日有家长会日有家长会日有家长会。。。。请家长们先在例行上课时间去参加请家长们先在例行上课时间去参加请家长们先在例行上课时间去参加请家长们先在例行上课时间去参加

各班级的家长会各班级的家长会各班级的家长会各班级的家长会，，，，和老师见面和交流和老师见面和交流和老师见面和交流和老师见面和交流。。。。然后请大家去然后请大家去然后请大家去然后请大家去

楼下礼堂参加全校家长会楼下礼堂参加全校家长会楼下礼堂参加全校家长会楼下礼堂参加全校家长会，，，，学校校委们将介绍长城中学校校委们将介绍长城中学校校委们将介绍长城中学校校委们将介绍长城中

文学校最新动向和运作消息文学校最新动向和运作消息文学校最新动向和运作消息文学校最新动向和运作消息，，，，会上也是家长们发言和会上也是家长们发言和会上也是家长们发言和会上也是家长们发言和

反馈意见的最佳时机反馈意见的最佳时机反馈意见的最佳时机反馈意见的最佳时机。。。。    

• 今天是长城中文学校今天是长城中文学校今天是长城中文学校今天是长城中文学校2011201120112011年秋季学期第一天年秋季学期第一天年秋季学期第一天年秋季学期第一天。。。。热烈欢迎大热烈欢迎大热烈欢迎大热烈欢迎大

家返校家返校家返校家返校，，，，翻开新学年的第一页! 竭诚欢迎第一次来我校的翻开新学年的第一页! 竭诚欢迎第一次来我校的翻开新学年的第一页! 竭诚欢迎第一次来我校的翻开新学年的第一页! 竭诚欢迎第一次来我校的

新学生和新家长们新学生和新家长们新学生和新家长们新学生和新家长们。。。。大家如有问题请来大家如有问题请来大家如有问题请来大家如有问题请来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Lawrence Hall前前前前

台查询台查询台查询台查询。。。。请注意查好上课的教室地点请注意查好上课的教室地点请注意查好上课的教室地点请注意查好上课的教室地点，，，，有些课程安排在科有些课程安排在科有些课程安排在科有些课程安排在科

学楼以及学楼以及学楼以及学楼以及Baldwin SchoolBaldwin SchoolBaldwin SchoolBaldwin School。。。。    

• 今天可以在前台购买中文教科书今天可以在前台购买中文教科书今天可以在前台购买中文教科书今天可以在前台购买中文教科书。。。。每套包括课本和每套包括课本和每套包括课本和每套包括课本和ABABABAB练习练习练习练习

册册册册，，，，定价$定价$定价$定价$20202020。。。。家长们亦可电邮学校预购家长们亦可电邮学校预购家长们亦可电邮学校预购家长们亦可电邮学校预购，，，，指明班级和套指明班级和套指明班级和套指明班级和套

数数数数，，，，下一周日来前台付钱取书下一周日来前台付钱取书下一周日来前台付钱取书下一周日来前台付钱取书。。。。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我们需要负责销售我们需要负责销售我们需要负责销售我们需要负责销售

教科书的义工教科书的义工教科书的义工教科书的义工，，，，有意者请与依慧联系有意者请与依慧联系有意者请与依慧联系有意者请与依慧联系。。。。    

• 根据各班注册学生的人数根据各班注册学生的人数根据各班注册学生的人数根据各班注册学生的人数，，，，学校会对部分课程进行调整学校会对部分课程进行调整学校会对部分课程进行调整学校会对部分课程进行调整。。。。

请大家随时注意上网查看最新消息请大家随时注意上网查看最新消息请大家随时注意上网查看最新消息请大家随时注意上网查看最新消息。。。。    

• 请遵守学校对家长值班的要求请遵守学校对家长值班的要求请遵守学校对家长值班的要求请遵守学校对家长值班的要求，，，，尽快报名值班尽快报名值班尽快报名值班尽快报名值班。。。。有问题可有问题可有问题可有问题可

与王锻强联系与王锻强联系与王锻强联系与王锻强联系。。。。    

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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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 (双周刊 )  

       

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学校首页:  www.greatwall.org             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学校电邮:  school@greatwall.org                 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校刊电邮:  caihong@greatwall.org  

                            自十五年前自十五年前自十五年前自十五年前长长长长城中文 城中文 城中文 城中文 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开办开办开办开办的第一天以的第一天以的第一天以的第一天以来来来来，，，，我的生活似乎就与其我的生活似乎就与其我的生活似乎就与其我的生活似乎就与其结结结结下了不解之下了不解之下了不解之下了不解之缘缘缘缘。。。。两个两个两个两个孩子相孩子相孩子相孩子相继继继继入入入入学学学学，，，，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当当当当了教了教了教了教师, 师, 师, 师,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则则则则加入了加入了加入了加入了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会, 会, 会, 会, 在在在在财务财务财务财务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岗岗岗岗位上干了多年位上干了多年位上干了多年位上干了多年，，，，也算是也算是也算是也算是个个个个老老老老义义义义工了工了工了工了。。。。今年校委今年校委今年校委今年校委会换届, 会换届, 会换届, 会换届, 被被被被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会会会会提名提名提名提名为为为为新任校新任校新任校新任校长长长长。。。。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学学学学

校是藏校是藏校是藏校是藏龙卧龙卧龙卧龙卧虎之地虎之地虎之地虎之地，，，，家家家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都是各路精英都是各路精英都是各路精英都是各路精英，，，，还恳请还恳请还恳请还恳请大家支持和大家支持和大家支持和大家支持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来来来来， ， ， ， 学学学学校在各校在各校在各校在各届届届届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会会会会和校委和校委和校委和校委会会会会成成成成员员员员的默默奉的默默奉的默默奉的默默奉献献献献下下下下，，，，从从从从小到大小到大小到大小到大，，，，稳稳稳稳步成步成步成步成长长长长。。。。近年近年近年近年随着来随着来随着来随着来美人美人美人美人员员员员的日益增多, 的日益增多, 的日益增多, 的日益增多, 学学学学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情情情情况况况况和需求也呈和需求也呈和需求也呈和需求也呈现现现现出了多出了多出了多出了多样样样样化化化化。。。。与此同与此同与此同与此同时时时时，，，，社社社社会经济会经济会经济会经济等大等大等大等大环环环环境的境的境的境的变变变变化以及周化以及周化以及周化以及周边边边边多所中文多所中文多所中文多所中文学学学学校的出校的出校的出校的出现现现现，，，，都都都都对对对对我校的教我校的教我校的教我校的教学学学学和管理工和管理工和管理工和管理工

作提出了新的挑作提出了新的挑作提出了新的挑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战战战。。。。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本本本届届届届校委校委校委校委会计会计会计会计划把下面各划把下面各划把下面各划把下面各项项项项任任任任务务务务列列列列为为为为工作重工作重工作重工作重点点点点：：：：    

     （     （     （     （1））））提高教提高教提高教提高教学质学质学质学质量量量量。。。。对对对对年年年年级组进级组进级组进级组进行整合行整合行整合行整合，，，，鼓鼓鼓鼓励励励励教教教教师师师师以以以以《《《《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教材教材教材教材为为为为基基基基础础础础，，，，借借借借鉴鉴鉴鉴各种不同版本的教材, 博其所各种不同版本的教材, 博其所各种不同版本的教材, 博其所各种不同版本的教材, 博其所长长长长，，，，引引引引进进进进开发开发开发开发

有效的教有效的教有效的教有效的教学学学学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 。 。 适适适适当结当结当结当结合合合合标标标标准化中文考准化中文考准化中文考准化中文考试试试试如, 如, 如, 如, SAT II, YCT, HSK, AP等等等等，，，，以以以以＂＂＂＂学学学学得得得得会会会会，，，，用得上用得上用得上用得上＂＂＂＂作作作作为为为为教教教教学学学学目目目目标标标标。。。。    

     （     （     （     （2））））发挥发挥发挥发挥家家家家长会长会长会长会（（（（PTA））））和班和班和班和班级级级级家家家家长联长联长联长联系人的系人的系人的系人的职职职职能能能能，，，，充分听取家充分听取家充分听取家充分听取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的意的意的意的意见见见见和建和建和建和建议议议议，，，，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对对对对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财务财务财务财务在在在在内内内内的管理透明度的管理透明度的管理透明度的管理透明度，，，，

吸引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吸引更多的人来参来参来参来参与与与与学学学学校的工作校的工作校的工作校的工作。。。。    

     （     （     （     （3））））完善完善完善完善对对对对注注注注册册册册系系系系统统统统和和和和学学学学校网站的校网站的校网站的校网站的调调调调整与升整与升整与升整与升级级级级，，，，使之真正成使之真正成使之真正成使之真正成为对为对为对为对外加外加外加外加强沟强沟强沟强沟通的平台和通的平台和通的平台和通的平台和对内对内对内对内有效管理的工具有效管理的工具有效管理的工具有效管理的工具。。。。    

     （     （     （     （4））））增增增增强强强强与社与社与社与社区区区区和周和周和周和周边边边边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华华华华人人人人团团团团体的体的体的体的协调协调协调协调合作合作合作合作，，，，为为为为弘弘弘弘扬扬扬扬中中中中华华华华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尽尽尽尽力力力力。。。。    

       俗       俗       俗       俗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容易做到容易做到容易做到容易做到难难难难＂＂＂＂，，，，＂＂＂＂众众众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拾柴火焰高人拾柴火焰高人拾柴火焰高＂＂＂＂。。。。要想把事情要想把事情要想把事情要想把事情办办办办好好好好，，，，少不了家少不了家少不了家少不了家长们长们长们长们的高的高的高的高见见见见和和和和帮帮帮帮助助助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校委校委校委校委会会会会希望和希望和希望和希望和

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把中文共同把中文共同把中文共同把中文学学学学校校校校办办办办好好好好。。。。 

       本       本       本       本届届届届校委校委校委校委会会会会的主要成的主要成的主要成的主要成员员员员：：：：    

       徐永江       徐永江       徐永江       徐永江，，，，副校副校副校副校长长长长，，，，主管注主管注主管注主管注册        册        册        册        周磊周磊周磊周磊，，，，副校副校副校副校长长长长，，，，主管教主管教主管教主管教学     学     学     学     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姚海蓉，，，，文体部文体部文体部文体部长长长长，，，，主管文 化主管文 化主管文 化主管文 化课课课课及文体活及文体活及文体活及文体活动动动动    

       王       王       王       王锻强锻强锻强锻强，，，，家家家家长会长会长会长会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 ， ， 主管家主管家主管家主管家长长长长值班和家值班和家值班和家值班和家长长长长活活活活动       动       动       动       庄庄庄庄岚岚岚岚，，，，财务长财务长财务长财务长，，，，主管主管主管主管学学学学校校校校财会财会财会财会    

             理事会会长 依慧 理事会会长 依慧 理事会会长 依慧 理事会会长 依慧 



    长城中文学校是一个在宾州注册的非盈利团体,是美国中文学校协会的一员长城中文学校是一个在宾州注册的非盈利团体,是美国中文学校协会的一员长城中文学校是一个在宾州注册的非盈利团体,是美国中文学校协会的一员长城中文学校是一个在宾州注册的非盈利团体,是美国中文学校协会的一员。。。。学校于学校于学校于学校于1996年年年年1月由一群中国家长为教月由一群中国家长为教月由一群中国家长为教月由一群中国家长为教

授子女中文和中国文化而创办授子女中文和中国文化而创办授子女中文和中国文化而创办授子女中文和中国文化而创办。。。。现有注册学生三百余名现有注册学生三百余名现有注册学生三百余名现有注册学生三百余名。。。。    

                长城中文学校的办学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长城中文学校的办学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长城中文学校的办学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长城中文学校的办学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中国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友谊加强中国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友谊加强中国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友谊加强中国人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友谊，，，，争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争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争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争取人们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解解解，，，，增进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增进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增进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增进中美之间文化交流。。。。    

    学校的课程均安排在星期天    学校的课程均安排在星期天    学校的课程均安排在星期天    学校的课程均安排在星期天，，，，教室位于教室位于教室位于教室位于Rosemont College校园内的校园内的校园内的校园内的Lawrence Hall。。。。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GWC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registered in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It is a 
member of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of United States (CSAUS). It was founded in January 1996 by a group of 
Chinese parent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school currently has over 300 students.  

        The mission of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is to cherish Chinese values and heritage, foster and enhance 
friendship among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contribute to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cultures, and 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l classes are held on Sunday afternoons at Lawrence Hall of Rosemont College. 

长城中文学校简介长城中文学校简介长城中文学校简介长城中文学校简介    

征集广告赞助征集广告赞助征集广告赞助征集广告赞助    
     To grow your business and support your 
school, you can now promote your business 
on Caihong.   

     Caihong is 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bi-weekly publication. It publishes timely 
news and events relevant to our community.  
I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our students in all 
ages and grades to showcase their drawings 
and printings, articles and compositions.  

Here are the fee schedules: 

1.     Commercial Ad: $25 per business 
card size, $50 per quarter pag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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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P.O.Box 1472        
Southeastern, PA 19399-1472          
Phone: 610-715-3568    
Email: school@greatwall.org 
 

    

《《《《彩虹彩虹彩虹彩虹》》》》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校对胡亚        本期校对胡亚        本期校对胡亚        本期校对：：：：依慧 路达依慧 路达依慧 路达依慧 路达         本期植字 本期植字 本期植字 本期植字：：：：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余晓明    

来稿请寄来稿请寄来稿请寄来稿请寄：：：：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caihong@greatwall.org    

per half page and $200 per page on 3 
consecutive regular issues. For full year 
(17 issues), $250 per quarter page, $500 
per half page and $1000 per page. 

2.     Non-commercial parents Ad: Free 
(only publish on one issue unless speci-
fied.) 

     Your support is greatly appreciated. Please 
contact school if you want to place your ad on 
Cai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