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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共同携手把 RACL 办得更好 
 

校长 刘炎生 

            

洛丽汉语学校自 1995 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整

整十个春秋了。从十年前开始建校的“元老”到如今担

当重任的“小字辈”，从热心为学生服务的家长到所有

任课的老师，正是他们一年又一年的不懈努力，才

使我们中文学校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规模与人气！作

为 RACL 的第十任校长，我除了倍感荣幸外，还深深

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借此机会，我首先感谢各位

家长对我和本届所有工作人员的信任，我们一定努

力把今年的工作做好！ 

由於前几任校长领导有方，加上各位工作人员齐

心协力，我们学校的工作是越做越好。如何保持这

种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好势头和不辜负各位家长对我

们越来越高的期望，便成了我们这一届工作人员最

大的挑战！为了保证本学期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

以勤补拙，早在暑假里就开始各项准备工作了，如

订购新学年的教科书、安排语言班和各种课外活动

班、招聘新教师、对老教师进行适当的调整、寻觅

各班的家长代表、采购、订阅图书馆的书籍、报刊

杂志、安排学校第一天的开学注册工作和维修复印

机等等……随着学校网站上一则又一则的“最新通

告”，我们开学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8 月 7 日早上，我们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认真计划

和安排了本学期的教学工作；紧接着，我们又召开

了工作人员筹备会议，对开学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做

了最后的落实与确定。8 月 14 日－－中文学校开学

的第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天虽然是一学年中几乎最

忙的一天，但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正是那些担

当不同职务的工作人员和义务志愿家长们的辛勤劳

动，学校安全值勤人员的认真负责，才保证了我们

开学注册的顺利进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安全、顺

利的美好开端！ 

我们现在仅仅是在新学年开学的第三周，以后还

有三十多周的课时，近九个月的漫长校历。万里长

征，我们才刚刚走了第一段。本学年大大小小的各

类学校活动还需要我们众多家长的大力支持和义务

贡献来共同完成。学校挂名的工作人员已经承担了

许多繁重的学校日常运作的工作，为了把学校的各

项活动搞得更加生动活泼，我殷切地希望能有更多

的家长投入到我们自愿工作者的队伍中来。俗话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每个家庭为我们学校出一个

好主意，做一件事，我们的学校就会有更加崭新的

面貌，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在一个更加舒适、安全的

环境中学习与成长！开学第一天，我们已经把家长

自愿工作报名表发送到了每个孩子的手中，我真切

地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加入我们自愿工作者的队

伍！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学校，是我们大家

的学校！让我们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一起把洛丽

汉语学校办得更好！ 

通知栏 

 

日期 周次 校务工作纪要 

9/04  劳动节放假  

9/26 

星期天

6 周六教堂有活动,改周日下午

(1:30pm-4:30pm)上课 

退学费截止日 (50% 不退还)  

10/9 8 期中考试  

10/16 9 班 级 家 长 会 I(11:30am-

12:30pm). 

10/23 10 班 级 家 长 会 II(11:30am-

12:30pm) 

11/27  感恩节放假 

12/11 16 期末考试 

 

秋季开学第一日 
 

洛丽汉语学校于 8 月 14 日正式开学。9 点 20

分，偌大的 300 号教室里，前来为孩子们注册的家

长已争先恐后，排了长长的队伍。20 多位负责注册

及分发书本的义务工作人员更是不辞辛苦，早在 9

点之前便赶到了学校，做着项目众多又细致的准

备，朝气蓬勃地迎接这紧张而又兴奋的第一个开学

日。 

仅仅两个小时，88%以上的学生已完成中文课的

注册，包括学前班至九年级和成人班。去年我校在

校学生人数为 306 人，今年将有增无减。据不完全

统计，第一天已注册的新生就有 38 名，老生 269

名。我校课外活动班的内容丰富多采，颇受学生和

家长的青睐。最为嘱目的是 SAT 班。今年的数学 SAT

按年级分为三个班，其中七年级班在一个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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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报满了 20 名限额。今年又新开了中文 SAT 班。

我校的舞蹈班曾在当地华人的各种大型文艺晚会上

多次精彩演出，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外校的

学生、每年的新生更是“慕名”而来，有的甘愿在

“WAITING LIST”上耐心等待着那“有朝一日”的

“空缺”。当然，趣味数学、象棋、围棋、绘画

等，都很适合低幼和中年级学生的口味，又是极为

实用的“练功”科目，这些课程也基本上是座无虚

席。 

总之，第一个开学日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繁忙但很有序；学生、家长和工作人员的脸上洋溢

着兴奋、期待和热情；成功愉快的新学年从这一天

开始！（汪月丽供稿）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祝贺 2003－2004 学年“优秀教师奖”和

“校长奖”获得者 

建校近十年来，我校始终有一批热心中文教育、

喜爱孩子、勤勤恳恳、不计得失的教师们，辛勤耕

耘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上。他们不仅有着爱心和奉

献精神，还善于摸索经验、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

业务水平和素质，为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培养双

语人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激励和表彰历年来为教授祖国语言和传播中

华文化贡献突出的教师们，我校从 2002－2003 学年

起，设立了“优秀教师奖”；从 2003－2004 学年

起，学校增设了“校长奖”；诣在鼓励那些几年如

一日，敢于创新实践，教学效果明显的教师们。 

2003－2004 学年的优秀教师评选委员会由五人组

成；他们是胡晖（召集人，董事会）、黄建平（校

长）、李捷（教务长）、谷惠（课外活动班主

管）、严定（家长会会长）。由于我校教师的整体

水平比较齐，要在四十多名教师中，选出八名优秀

教师和六名校长奖获得者，评选委员会的工作难度

是很大的。最后，基于学生家长的提名，经评选委

员会反复讨论，下列教师获得了“优秀教师奖”及

“校长奖”。 

“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语言班：胡艳萍（KC）、童进（2B）、 

池红（4B）、郑金华（6B）、周茗（8B） 

课外活动班：肖瑜（舞蹈一班）、高芳（绘画四

班） 

“校长奖”获得者： 

语言班：曾宪灵（KA）、袁聆（1B）、 

石青（4A）、沈慧（5A）、吕冰（8A） 

课外活动班：李学宁（围棋） 

2A 班的施红和 7A 班的杨晨敏获得荣誉提名。 

在此，上届评选委员会代表全校的学生和家长向

当选的教师们表示祝贺！望你们勇于分享经验，互

帮互学，再接再厉。同时，我们相信今年会有更多

的教师加入到优秀教师的队伍中来。 

上届评选委员会、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及家

长会特此向为筹集、捐献这笔奖励资金的卫高荣、

高秀琼夫妇表示衷心地感谢。他们历年来对我校的

关心和大力支持将一直鞭策和激励着全校师生。 

（黄建平供稿） 

 

新学期家长须知 
 

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洛丽汉语学校家长会向所有

新老同学和家长们表示欢迎!为了给学生创造安全、

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发扬光大中国人的公共美德

和保持中国人的良好形象，在此,我们向大家介绍一

下家长们应注意事项（详细家长守则请参阅网页）: 

• 接送车辆必须在指定地点停靠（Parking lots 

of Dixie Trail and Clark Avenue）。 课前家

长一定要护送自己的孩子到教室，在老师没到课

堂之前, 不能离开自己的孩子；课间时, 各班值

日家长和老师不能让学生们单独呆在教室。课后

(12:20PM) 家长要准时到教室接孩子。 

• 上课期间严禁在走廊和教室外高声喧哗。家长社

交和休息的场所在南楼 208 和 209 室。 

• 学校家长会实行学校工作人员和自愿工作家长轮

流值日制度。值班家长应提前十五分钟到校，做

好值日工作。因故不能值班者，应及时通知家长

代表。 

家长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有全面监督的权利。校方

欢迎家长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洛丽汉语学校家长会， 二零零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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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寄语 
 

经过一个转瞬即逝的夏季，教务组又迎来一个繁

忙的秋季。回顾过去的一年，学校教学工作在整体

上开始走向规范化、系统化、和正规化。展望新的

一年，我们教务组深感任务艰巨：怎样在原有的基

础上，再向我们的目标靠近一步，而不是原地踏

步，成为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及教师不断思考的新课

题。 

学校去年的中心任务是“以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

兴趣为中心，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丰富

教学内容。”本学期教务组仍以此为宗旨，并在保

持发扬上学期良好的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改进提高，不断完善。为此，教务组从

暑期以来，在教务工作上做了下列改进及规划： 

• 学生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根据上学期的经

验及本学期的需求，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幼儿班，

并进行教学上的统一计划，统一要求，逐步使这

个年级由初试阶段走向成熟阶段。 

• 原来的一年级有两个班，升至二年级后被分为三

个班，教务组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

的调整，使师生比例更为合理。除此之外，各班

学生的中文背景相对接近，使老师授课更能有的

放矢。   

• 为满足高年级学生的实际需要，学校为九年级增

设了中文 SATII，使学生们开始熟悉考题，掌握

考试技巧。 

• 为使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课的教学衔接更好，本

学期为三、四、五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化知识课，

作为中文课本之外知识的一点补偿，籍此增加学

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 在中文教学中，加强中文 CD 在教学过程中的配

合使用，促进孩子们学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强调在完成基础教学的基础上，注重写作教学。

低年级为句子，中间年级为短文，高年级为中长

短文，并使之贯穿在整个低、中及高年级的教学

之中。 

• 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是教学水平提高的关键。

除常规的教学工作日以外，全体教师本学期要参

加 DUKE 大学为三角地区的中文学校举办的中文

教学专题讲座，为我们教师增加知识，开阔视

野。 

• 我们将继续以不同的形式举办各种教学活动。班

级的家长会已列入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以寻求

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双向沟通。 

 

我们将全力以赴，继续将以上的工作做好。同

时，我们殷切地期望所有家长关心孩子们的学习，

鼓励他们的进步，积极支持并参与各项教学活动，

把让孩子们学好中文做为我们每个人的光荣使命。 

洛丽汉语学校 教务组供稿 

 

征稿启示 

 

《校园简讯》是学生，教师，及家长们互相交流的

一个途径。她将集中反映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教学

探讨，家长参与办学和义务奉献。学校会定期在学

生、老师及家长中征稿，并希望各位家长、老师及

工作人员把自己教育子女，尤其是辅导孩子们学中

文的心得，教学中的经验，做义工的体会与辛苦，

课堂上的小故事，校园中的开心一刻等等，写出来

与大家分享。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并提出改进意见。 

 

本报责任编辑: 何纬 (363-5773) 

 

洛丽汉语学校图书馆注意事项 

 

地点：南楼阁 209 室 

开放时间：每星期六上午 9:45 至 11:00 

图书馆收藏有图书，期刊，报纸，影碟等类目千余

册。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服务，特定以下规则： 

1.每个注册学生会持有一个借书证,学生或家长必

须凭图书证借书。 

2. 每次每人限借出，为期两周，请按时归还。 

3. 学生若持有两项图书未还, 不得再借。 

4. 到期未还者每月每项罚款一美元。 

5. 遗失图书，照原价赔偿。 

完整的图书收藏列表请见网址 

http://www.erichstar.com/racl/libooks.aspx 

 

校图书馆负责人: 伍文君 (303-3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