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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创刊致词
鲁深
经过一个暑假的筹备，我们今天终於有了洛丽汉语学校第一份刊物《校园通讯》的诞生。
我们的宗旨乃借助于《校园通讯》，及时地介绍洛丽汉语学校的各种活动、事务、人物及学生作
品，同时传播三角地区华人社区的各种信息、文化及科技交流。此外， 我们还希望通过《校园
通讯》，提倡华人社区的参与意识，群体观念及社区服务，并为大家提供各种义务服务的机会。
《校园通讯》计划开辟以下专栏：《通讯》、《学生园地》、《家长角落》、《教师天
地》、《人物》、《杂谈》、《榜上有名》。各专栏简介如下：
《通讯》：涉及洛丽汉语学校及三角地区华人社区的各种活动、事务、新闻。
《学生园地》：学生作文、美术作品、中文书写等。
《家长角落》：家长会(PTA)专栏。
《教师天地》：教师所提供的文章及信息。
《人物》：介绍为洛丽汉语学校作出贡献的人物。
《杂谈》：各种投稿的文章。
《榜上有名》：洛丽汉语学校学生在汉语学校以外的活动中所取得的各种奖励。如乐器演
奏、体育竞赛、学校/地区的各类比赛、及英文学校的各种奖励。希望家长们及时给我们
提供此类信息。
本刊为非营利性期刊，所有工作人员均为志愿工作者。我们恳请三角地区的文人墨客们积
极地投稿。我们还需要招募编辑，中文输入及义务工作人员。如您有志为洛丽汉语学校作一份贡
献，欢迎您与鲁深(303-0722)联系。本刊的电子版将发表在洛丽汉语学校的网页上。
***********************************************

洛丽汉语学校董事会名单
董事长：曾昭邦 (2001-2003)
董事：
陈莉 (2001-2003)
贾晶 (2001-2003)
黄建平 (2002-2004)
肖伦 (2002-2004)
李捷 (2002-2004)
胡晖 (2002-2003)
鲁深 (2002-2003)
刘军 (2002-2003)

233-0134 (H) , 515-1942 (O)

468-0578
481-2686
363-5613
460-1203
419-8014
319-3959
303-0722
387-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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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汉语学校

Raleigh Academy of Chinese Language
2002 - 2003 学年学校职员表
School Staff 2002-2003
姓名
Name
胡晖
Hui Hu
鲁深
Diane Lu
徐锡忠
Xizhong Xu
叶蓓
Pei Ye
陈晓真
Jane Chen
陈莹
Ying Chen
修艾军
Aijun Xiu
温大岭
Daling Wen
施慧真
Jennie Shi
吴俊元
George Wu
阙求登
Que Qiudeng
伍文君
Wenjun Wu
张雪萍
Sherry Zhang
郭安祥
Ann Kuo
谷惠
Hui Gu
马俊慧
Junhui Ma
刘军
Jun Liu
丁意纯
Yichun Ding
严定
Ding Yan
肖伦
Lun Xiao
黄建平
Jian-ping Huang
刘炎生
Yansheng Liu

职务
Position
校长
Principal
副校长
Vice Principal
教务长
Academic Director
秘书
Secretary
秘书
Secretary
校长助理
Principal Assistant
财务 (出纳)
Treasurer
财务 (会计)
Treasurer
数据库主管
Database Manager
总务
General Manager
学校网页/E-Mail
RACL Web/E-Mail
图书管理
Librarian
图书管理
Librarian
图书管理
Librarian
课外活动
Activity Classes
课外活动
Activity Classes
家长会会长
PTA President
家长会副会长
PTA Vice President
家长会副会长
PTA Vice President
前任校长
Former Principal
前任秘书
Former Secretary
前任家长会会长
Former PTA President

电话
Telephone
319-3959 (h)
541-4898 (o)
303-0722 (h)
361-4034 (o)
510-0298 (h)

xu_xizhong@hotmail.com

363-9653 (h)

yeboz@msn.com

467-7191 (h)
531-4914 (o)
468-8887 (h)
483-4866 (o)
469-1615 (h)
248-9238 (o)
846-5148 (h)
846-4592 (o)
363-4686 (h)
486-1159 (o)
387-5825 (h)
966-3098 (o)
363-3481 (h)
597-3052 (o)
363-3666 (h)
469-6805 (o)
466-0937 (h)
460-3618 (o)
678-1306 (h)
531-6694 (o)
461-3857 (h)

janechen@hotmail.com

859-8078(h)
991-2288(o)
387-0506 (h)
541-5902 (o)
469-5017 (h)
991-8760 (o)
363-4566 (h)
359-5406 (o)
460-1203 (h)
380-0133 x229 (o)
363-5613 (h)
469-2500 x2453 (o)
361-2572 (h)
513-4647 (o)

学生守则及安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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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E-mail Address
huihu_nc@hotmail.com
dluo@weckclosure.com

ying.4.chen@gsk.com
aijun@emc.mcnc.org

daling_wen@mortgage.ge.com
shizheng@hotmail.com
Junyuan100@hotmail.com
qiudeng.que@syngenta.com
wenjunww@hotmail.com
duanjiwen@hotmail.com
Ann.Kuo@sas.com
njing@juno.com
junma@nortelnetworks.com
junliu@rti.org
yichunding@yahoo.com
ding.yan.b@bayer.com
lunxiao@yahoo.com
frankjp@earthlink.net
ysliu@unity.ncsu.edu

鲁深
为了保护教堂和学校的财产，并给学生创造一个优良及安全的学习环境，洛丽汉语学校董事会，
家长会和教堂有关代表共同建立了一个学生守则。这个守则刊登在学校的网页
(http://www.gathery.com/nc/racl) 及学生通讯录上。
我们学校能免费地使用Forest Hill Baptist Church的设施，牧师Dee Froeber先生是这样说的：“这
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非常愿意与其它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礼物。”Froeber先生
在与校务人员的会议上再三强调两点：安全及教堂财产的保护。我们用其屋，就应守其则。在这
里， 我们将Froeber先生特别提到几点事项告知所有的家长、老师和学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
并相互督促。
1. 停车场和接送孩子：我们学校只允许使用由Dixie Trail 进口的停车场停车；由Clark Street 进口
的停车场只能用于接送孩子，但不能停车。对年龄较小的孩子，家长必须护送孩子到教室，不要
让孩子自行在停车场行走或乱跑。
2. 当教堂有婚礼或葬礼时，请大家按照指定的门进出并保持安静，以防打扰婚、葬礼的进行。
3. 任何带点心的班级，请家长避免带有红色的饮料。这些红色的饮料一旦打翻在地上，就无法洗
净、去除。
4. 在课前、课间或课后，学生不允许在楼道里乱跑或打闹。
5. 任何学生都不能单独留在教室里。如果学生比老师现到教室，家长必须等老师到达后再离开。
如老师有需要离开教室，请值班家长协助老师照看学生。

洛丽中汉语校图书馆管理规章
RACL 图书馆收藏有图书，期刊，报纸，影碟 (VCD/DVD)，VHS 录像带
等类目(以下统称图书)。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家，特定以下规则：

1. 每个注册(交费)学生的家庭拥有一个借阅权。
2. 每次限借 2 册/项，为期 2 周。到期您会收到 email notification. 请按时归还。
3. 到期未还并超期 2 周后开始罚款，每月每项$1.00。
4. 持有图书 2 册/项未还者，不得再借。
5. 遗失图书，照原价赔偿。
6. 本规则解释权归校务委员会。
请大家协助。谢谢！
RACL图书馆管理小组：伍文君、张雪萍、郭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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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汉语学校筹款通知

各位家长：
随着学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目前学生人数已接近300人），RACL极需添置教学及行政管
理的各式软硬设备。仅靠学费，已无法完全满足学校运作的资金需求。三角地区有部分公司
以向员工提供Matching Gift或Volunteer Hours两种形式向非盈利机构赠款。为了给我们的孩子
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学校能顺利地运转下去，我们恳切希望在下表列出的公司工作
的家长能通过向RACL捐款或为学校义务工作这两种途径为学校筹集经费。据我们所知，除了
以下所列的公司以外，还有其它公司提供类似的Programs。希望各位家长向本公司人事处查
询，如有类似的Programs，请尽快通知我们。此外，在其它不提供赠款的公司或政府部门工
作的家长同样可以通过直接向学校捐款或通过United Way 为学校筹款。在Nortel Networks 工
作的李学文去年就是通过United Way向学校捐款的。有些公司，如Dow Chemical Company，
会match员工对United Way的捐款。由于RACL 是非盈利组织，所有捐款均可免税。
我们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学校能否办好，完全依靠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希望全体家长
都来支持学校的筹款工作。如您对此有任何疑问，请与校董会董事长曾昭邦(233-0134)、校长
胡晖(319-3959)、副校长鲁深(303-0722)联系。

感谢您对学校的支持！

洛丽汉语学校董事会
洛丽汉语学校校务委员会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

*******************************************************
2001-2002 学年捐款人
鲁深
在2001-2002学年里，洛丽汉语学校共收到私人捐款及一些家长通过志愿工作而得到他
们所在的公司捐款$3,540。众所周知，洛丽汉语学校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没有任何来自政
府的支持。 如果没有一批热心、不懈的家长志愿工作人员及华人社区的其他人士的大力支持
和赞助，我们的学校就不会存在到今天。在这里，我们以洛丽汉语学校的名义向所有的家
长、志愿工作人员、及慷慨捐款的人士致谢。
私人捐款共 $1,340
李作功夫妇、卫高荣夫妇、戴平、李学文
公司捐款共 $2,200
GlaxoSmithKline: 韩八斤、韩超、谢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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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陈晓真

中国大使馆

籍此机会，我们将所了解到的一些公司 Matching Gift (Table 1) 及 Volunteer Hours (Table 2)
的情况介绍给大家。

Table 1: Matching Gift
IBM
Will match on a 1 to 1 cash basis for
active employees, eligible contributions
up to $5,000 per institution per calendar
year.
Cisco
Will match up to $1,000 per employee
per year
EMC2
Will match up to $250 per employee per
year
Verizon

Will match up to $2,500 per employee
per year

GlaxoSmithKline Will match up to $1,000 per employee
per year
Sygenta
Will match up to $1,000 per employee
per year
Eli Lilly
May match donations
Biogen

May match donations up to $5,000

Table 2: Volunteer Hours
Cisco
Contribution
range from $300
for 25 hours to
$1,000 for 80
hours
2
EMC
Contribute $1
per hour, up to a
maximum of
$250
Verizon
Will contribute
$500 for 50
hours or $1,000
for 100 hours
GlaxoSmithKline
Will contribute
$500 for 50
hours

Matching Grants-IBM ID# 030043901 (for RACL)
Please contact Hui Hu 胡晖 or
Ying Chen 陈莹 for details.
Contact HR to obtain Matching
Gift form.
Employees must go online to
internal HR website to register
donations.
Employees must go online to
register donations:
www.foundation.verison.com/v2
Application form must be
requested from HR office.
Contact HR to obtain Matching
Gift form.
Employees need to contact HR
for more information.
Employees need to contact HR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HR to obtain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contact Jianren Yang 杨建仁 at 460-1203 (H)
or 392-8262 (O) for details.
Employees must go online to internal HR website to
register their total hours.
Employees must go online to register donations:
www.foundation.verison.com/v2
Application form must be requested from HR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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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Eli Lilly
Biogen

Will contribute
$500 for 96
hours (must
volunteer 8 hours
per month for 12
months)
May match
donations
May match
donations up to
$5,000

Employee must enroll by Sept 15th.
www.sas.com/corpcom/volunteer/corpPhil/volun.html
Time sheets due on 15th of Jan, April, July, Oct
Contributions made in Sept of the following year
Employees need to contact HR for more information
Employees need to contact HR for more information

若您想详细了解捐款或为学校义务工作的情况，请与校长胡晖(319-3959)、副校长鲁深(3030722)、或校长助理陈莹(468-8887) 联系。

《快讯》
云南红叶儿童合唱团来洛丽市演出

云南红叶儿童合唱团演出将于 8 月 17 日晚 7:00 在 Raleigh BTI Meymandi Hall 演出。洛丽汉语
学校将协助售票。
售票时间及地点：9:30-11:30 am
售票地点：Forest Hill Baptist Church, Room 300
票价：12岁以上， $5,
12岁以下，免费

BTI Meymandi Hall Location:
Meymandi Concert Hall is locat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Memorial Auditorium. With 1700 seats, the 65foot ceiling, the shoebox shape, the narrow sides, shallow balconies and absence of proscenium are all
elements of the acoustical design that produces the warmest, clearest, most complete sound possible. The
Meymandi Concert Hall is the home of the North Carolina Symphony.
The Raleigh Convention and Conference Center Complex is located in downtown Raleigh, between
Salisbury and Wilmington streets, 5 blocks south of the State Capi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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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刘毅公使一行来访
2001 年 11 月 3 日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总领馆刘毅公使及夫人、谭天星领事、王亦工
秘书等一行五人籍到北卡三角地区访问之际特地参观了洛丽汉语学校。他们抵达学校时，受到我
校全体工作人员及部分家长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后在校长肖伦、副校长胡晖及教务长徐锡忠的引
领下参观了学校。期间，刘毅公使等领事馆官员们仔细听取了学校的教学及行政运作情况的介
绍。他们还分别在 K-B 班、2-A 班、8-A、9-A 班及成人武术班作了短暂停留，询问了教学情况并
与任课老师亲切交谈。
参观完毕后，校方特别为刘毅公使一行的来访举行了家长座谈会。会上，刘毅公使向到会的家长
们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美关系的近况以及全球中文学校的发展情况。他们还认真听
取了家长们对海外中文教学的意见，并详细回答了家长们提出的各种的问题。临别前，刘毅公使
代表总领馆向我校赠送了$200 及由暨南大学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课本一套。他们对洛丽汉
语学校校方有条不紊的管理以及家长对学校事务的积极参与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刘毅公使一行在北卡三角地区逗留期间，还访问了我们的姐妹学校教堂山中文学校，并会晤了华
联及三角地区的其它华人组织的负责人及代表。
胡晖供稿

扫雪记
2002 年新年伊始，三角地区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为此，洛丽汉语学校不得不推迟了一周开学。
1 月 5 号早上，当孩子们堆雪人、滑雪坡、打雪仗、看电视、或赖床睡懒觉 …… 尽情地享受大自
然赐给的额外假期时，学校的部分工作人员及家长在校长肖伦的组织和带领下，冒着严寒、踏着
积雪、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了教堂的扫雪工作。他们是：韩八斤、李百炼、李纲、李学文、阙
求登、王成、吴义华、徐锡忠、姚承伟、曾昭邦、胡晖 （排名不分先后）。
我们学校主要是负责清理教堂四周人行道的积雪。在美国读书工作多年的人大部分都已“入乡随
俗”地当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单干户，久违了这种团队合作式的劳动。然而，任务一分配下
来，大伙便迅速地各就各位、挥锹弄铲、干劲不减当年。大家还互相调侃，此情此境，似乎回到
了少先队、共青团义务劳动的年代。有人话不小心，还透露了一些小秘密：原来这支队伍里有不
少人还是当年的班长或团支书呢！难怪配合如此默契。大伙齐心协力奋战了一个多小时，将被厚
厚积雪覆盖的人行道清扫得干干净净。教堂对洛丽汉语学校的扫雪质量、工作效率都非常满意。
当天其他的语言学校也有派人参加扫雪，而洛丽汉语学校到场人数最多、清扫区域最大。
不过，回家的路上可没有“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和潇洒。因为路面还有不少积雪，稍不小心车子
就会打滑。所以得小心翼翼、集中十二万分精神、把稳方向盘开车。其能量的消耗不亚于再扫一
场雪。
各位参加扫雪的“同志们”，辛苦了！
胡晖供稿

8

《学生园地》

我的小花猫
赵恺忻，四年级
(教师：石青)
我有一只小花猫，它的眼睛会发出碧绿的光，像两颗绿色的星星，我们给它取了个名
字叫“Twilight”。
它像每一只猫一样，吃完饭后，用它那像海绵一样又软又厚的脚掌来洗脸。小花猫的
身上有各种颜色的毛，它那一身咖啡色、黑色、桔黄色、灰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纹，就像一块
精心编织的丝绒。它的尾巴像松鼠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在尾巴尖儿上以黑毛打个圈为
止，像打了个句号。
Twilight 很可爱，它喜欢人拍它，如果我们忽略了它，它就会跳起来并抱住人的腿，
再一蹦一跳的跑开去。它还喜欢在外面爬树玩，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它总是一路小跑地来迎
接我们，然后在草地上打滚。我们把它抱回家给它好吃的，它最喜欢吃 Deli Cat，爱喝脱脂牛
奶（skim milk）。他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吃的津津有味，还用湿湿的鼻子碰我的手，用软软
的舌头舔我的手，尾巴欢快地摇动着。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它，它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

水上公园
张杰思，五年级
(教师：李捷)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地醒了，因为我要跟我的朋友们去绿宝石水上公园。我真高兴！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游乐场。我最喜欢的是浪水池。浪水池是一个巨
大的水池，它的水是浅蓝色的，还有高高的水浪。上百人用气船漂在水上，他们显得很舒服
自在。我也很想下水，但是我很紧张，因为我害怕浪会把我给卷走了。我紧张地抓住气船，
但是我还是被浪冲跑了。妈妈让我去中间，因为中间的浪比较平缓。我很担心地去试，我抱
紧气船，我的牙齿在打架。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大叫，“浪来了！” 我感到浪一下子把我给
推上浪尖，又落到浪底。啊，并不可怕。我准备好，等下一个浪来，我越冲越爱冲、越玩越
上隐、这样一直玩到很晚。
这一天我玩儿得很开心，我很喜欢水上公园，以后我还要再去水上公园。
作者简介： 张杰思，十岁，五年级，在洛丽中文学校学习汉语。爱好写作绘画、习钢琴、和体育运动。所喜欢的体育
运动有足球、游泳、网球和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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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nd JOIN the fun at the Raleigh Academy of Chinese Language Youth Group, known as
CYG from herein, for the 2002-2003 school year. All students 13 and older are welcome to sign up.
Both future and current members (parents optional) are required to attend the first meeting* on August
24, 2002 at 11:40AM in the 9th grade classroom.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before the meeting.
*Please e-mail weny@ncssm.edu if you are un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for any legitimate excuse.
Previous Activities

Activities for the Upcoming Year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CYG is to bond the
Chinese-American student youth, through both
community servic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 projected plans for the 2002-2003 school yea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 Movies
- Paramount’s Carowinds
- 3-day Myrtle Beach Trip (Broadway…)
Community Service:
- Orchestra performances
•
New Years Festival
•
UNC auditorium
•
RACL parties
•
NCSSM Asiafest
- MS Walk (annual event)
- Habitat for Humanity
- Volunteering at RACL parties

-

Icebreaker d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 Beach/hiking/rafting/skiing trip
- Amusement park (depending on
interest)
- Movies and laser tag
- Outdoor/Park days (basketball, frisbee,
soccer, swimming…)
Community Service:
- Manor House
- Orchestra performances
- MS Walk (annual event)
- Habitat for Humanity

Additional suggestions for community service and CYG bonding experiences, whether innovative or
something we’ve overlooked, will be gladly accepted and considered. We are here to entertain all
members of CYG.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something accomplished through us, just sign up and
we’ll see what we can do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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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wei Wu ~ “I did the MS Walk with the CYG for 2 years, and I had a lot of fun…and the Jersey Mike’s
lunch was delicious!”
Joanne Chen ~ “As publicity officer last year, I got to meet and work with a lot of cool people…and
participate in interesting activities, whether it was community service or a fun group
outing. It even looks good on my college applications."

Mission Statement：
Formed in 2000, the Raleigh Academy of Chinese Language Youth Group provides a community
link for the Chinese American student youth. It is a non-profit cultural exchange youth group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the unique Chine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encourag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moting public services to represent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our community. CYG
builds the social bridges through community services and group outings to meet a community’s
humanitarian goals and to create close ties within that community.
Officer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Presidents: Yaqing Wen (Phone: 846-5148), Lanna Jin (Phone: 678-0008)
Treasurer/Secretary: Chelsea He (Phone: 875-0519)
Public Relations: Yang Yuan (Phone: 858-7361)

**************************************************
《理财专栏》
教育基金方面的新机会
谢贤庆
在国会通过“2001 年经济增长和税减免调和法案”(EGTRRA)时教育基金亦因该立法而受益。以下
是某些改革可以帮助您规划子女的教育费用:
1) Coverdell 教育储蓄帐户以前称为教育个人退休帐户目前该帐户内容大为扩展。以前您可以针
对每个未满 18 岁的子女每年最高出资$500。采用新规则後您在 2002 年可为每个子女每年最高出
资$2,000 并可在税务年度之後的下一个 4 月 15 日子前出资而无论是否延期报税。过去的出资期
限是 12 月 31 日。此外，新法律将已婚夫妇充分利用这一点的年度调整後总收入金额增至
$190,000。
2) 除某些状况以外，您可在为同一人从 Coverbell 教育储蓄帐户中免税提取免税分配款项时在，
同一年获取希望(Hope)或终生学习税务抵免(lifetime Learning Credit)。
3) 各州学费计划—称为 529 计划—亦获得大幅度放宽。每对夫妇可为每个子女的 529 计划投资
$20,000(每年)。所有投资所得用作子女的大学费用时(注 1)，无须交纳投资所得税(注 2)。另外
529 计划不受父母收入的限制，帐户设在父母名下，在一定条件下父母有权转换受益人，但所转
换的受益人必须是第一受益人的亲属。有些 529 计划也允许将过去为子女设立的父母监护帐户转
入新设的 529 计划(Custodian Account Rollover)以得到更大的税务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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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最新法规修改许多目前父母们常用的教育基金投资手段及教育基金筹款方式仍然适用
包括：
—从投资性保险(Valuable Universal Life—VUL)的现金帐户中为子女的大学费用提款；
—从父母的退休帐户中为子女的大学费用提取借款；
—以住房为低押以第二顺位贷款(Home Equity Loan)的方式借款，提供子女的大学费用。
以上几种不同的投资及筹款方式均有不同的税务优惠及一定的条件限制，如何合理的设置及使用
这些不同的账户以获得最多的税务优惠，您须要咨询专业的财务及税务顾问。如果您有这方面的
需要您可与 Finacial Advisor—Tony Xie（谢贤庆）联系(624-7482)。

注 1: 合格的教育费用包括学杂费书费住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如果 529 投资所得不用作教育费用则，须交
纳正常的投资所得税及 10%罚款。
注2: 根据“日落法案”的规定如果国会不修改现行的法案在2010年12月31日以後从529计划中提款减免投资
所得税的优惠条件将被取消，恢复法案修改前的规定，即从529计划中提款仅享有延税优惠及可能的子女低
税率的优惠。

*******************************************************************************
本期中文输入：鲁深、胡晖
本期责任编辑：鲁深、胡晖
《洛丽通讯》主编：鲁深
投稿及义务工作联系人及电话：鲁深 (303-0722)
广告，商业信息及赞助联系人及电话：鲁深 (303-0722)、陈莹(468-8887)

本刊为非营利性期刊，所有工作人员均为志愿工作者。如您有志为洛丽汉语学校作一份贡献，欢
迎您与鲁深联系(电话:303-0722)。
*******************************************************************************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