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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学校人事变动 
 

由于副校长鲁深的先生罗力工作有变动，他们全家准备迁往加州，她本人于九月份向学校董事

会正式辞职。校方接受了她的辞职，并旋即开始了物色新副校长的工作。经过多方讨论、酝酿、

并征求个人意愿， 后决定由黄建平接替副校长的职务。 

 

黄建平于1999-2001年任我校秘书。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获得大家的一致公认和

赞赏。她于今年5月被选为学校的董事会理事。校方相信以她的经验和能力，她定能胜任这一

职务。根据洛丽汉语学校的章程，学校在明年5月需要通过正式的选举程序推选她为校长。 

 

鲁深的搬迁对我校是一个损失，在过去的两年，鲁深为我们学校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此我代表

校务委员会对她为我们学校所做的一切表示深深的谢意，并祝愿她与她的家人一切顺利。鲁深

目前仍负责学校足球队及《校园通讯》的工作。 

 

在物色新副校长的过程中，校董事会会长曾昭邦及董事会理事肖伦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籍此机

会对他们的帮助致谢。 

 
胡晖 

 

 

图书馆搬迁 
 

随着图书馆业务的扩充，越来越多的家长到学校的图书馆借阅书刊及音像资料。开馆时间常常

挤得水泄不通。原来的图书馆在面积上已远远跟不上需求，既影响了复印资料的家长，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也为有限的藏书空间伤透了脑筋。经校方与教堂协商，教堂于10月腾出了209室作

为学校新的图书馆及办公室。 

 

在图书馆搬迁过程中，学校工作人员伍文君、吴俊元、陈晓真从筹备到搬迁都花了不少心血。

图书馆工作人员郭安详、何太平也积极配合参与了从搬迁到上架的全部琐碎而又繁重的工作。 

 

我们特别要感谢杨建仁、李纲、王栋一，他们不但帮助安装新书架，还帮我们将笨重的文件柜

和书刊搬到了新图书馆。参加搬家的还有邓志昂、阙求登、谢立安，还有许多不知道名字的家

长，我们在此向所有帮忙的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像他们这样热心的家长

踊跃为学校服务。 

 

为了便于管理，从这个学期开始，图书馆使用数据库进行图书管理。新的系统仍在试用阶段，

还有一些功能需要逐步完善。在借阅量剧增的情况下，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尽其所能，

减少差错，缩短读者等候时间。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也许还未能完全满足家长的要求，若有差

错，恳请谅解。有关人员正努力改善目前的系统，使其操作和管理更捷便。谢谢大家的合作。 

 
胡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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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诞生记 

 
早在几年前学校便计划设计自己的校徽。第一个方案是通过公开征集形式鼓励学生和家长自己

设计校徽，但 后征得的图案不太理想。由于校徽是学校的标志和门面，校务委员会于2002年
2月决定由专业设计师为我们设计。此项任务交由当时的副校长胡晖负责，胡晖聘请了她任职

的刊物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的美术设计师 Christopher Reuther 为我们设计校徽。 

 

在与Reuther讨论校徽应按传统还是现代派方式设计时，曾昭邦等人建议以现代派方式。大部分

工作人员认为校徽应突出的是北卡州或Raleigh市。按照以上的意见，胡晖与 Reuther 几乎讨论

了整整一个下午，如何将大家提出的要素反映在校徽。曾设想过用北卡州有代表性的动物或植

物，还有学校的建筑物，但均对其效果不太满意。在构思陷入毫无头绪之时，胡晖建议 Reuther 
到网上找一下北卡州有代表性的昆虫，检索结果是蜜蜂，胡晖当即决定：就用蜜蜂！ 

 

第二天，Reuther 交出了第一稿的四个方案。胡晖将四个方案送给学校工作人员及董事会成员

讨论，大家对第一稿的方案均表示非常满意，温大岭、李百炼、阙求登、修艾军等人对一些细

节提出了建议。胡晖综合众人的意见选出了其中一个方案，并让 Reuther 作了小修改。 
 
洛丽汉语学校的校徽就这样诞生了：以学校的英文缩写RACL为主线，用蜜蜂代替C。蜜蜂是勤

劳、忙碌、活泼的象征，这正是我们中文学校提倡的学习精神。校徽的整体设计简单、明快、

活泼而又色彩丰富，准确地体现了我们学校的精神和特点。 

 

校徽的设计完成后，谷惠负责校徽 T-Shirt 的印制工作。由于印全色T-Shirt 的价格不扉，Reuther
将校徽改成三色。谷惠根据主色调精心挑选了与之相配的 T-Shirt 颜色―桔黄色。在2002年3月
30日学校的野餐会上，洛丽汉语学校的校徽终于正式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见面了。 

 

在野餐会上购买洛丽汉语学校 T-Shirt 的家长不少。特大号和大号现已基本售光。学校在暑期

加印了儿童的T-Shirt (5–9岁)，每件$8.00。若要购买，请与胡晖、黄建平或刘延生联系。 

 

 

 

洛丽汉语学校小统计 
 

学生总人数: 300 
语言班: 22 个 

课外班: 11个 

少儿足球队人数: 138 
 

 

 

 

春秋学期校历 
 

学校秋季班将于12月14日结束。春季班将在1月4日开学。有关2003春季班教学日历的细节，请

家长们查看《家长守则及学生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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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青少年俱乐部简讯 
 

洛丽汉语学校青少年俱乐部成立于2000年。两年多来，俱乐部组织开展的许多公益和娱

乐活动，既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也增加了大家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去年，一些高年

级同学转入大学或毕业离校，青少年俱乐部成员人数也因此减少。但经过今年开学后的宣传，

更多的同学已经踊跃报名参加俱乐部，使俱乐部发展到目前拥有三十多位成员的规模。在此，

我们向新会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所有支持青少年俱乐部工作的学校老师和家长们表示衷心

的感谢。 

 

新学期开学后，青少年俱乐部已经组织开展了多次活动。在辅导员周庭玫女士和其他一

些家长的帮助下, 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关怎样帮助青少年准备和申请大学的经验交流会。 会上，

杨毅, Liu Chang, Haiying, 周大超, 韩八斤, 和金庭玫等家长就早期引导和培养小孩的兴趣，

申请大学的过程和注意事项，以及奖学金的申请等有关专题，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心得。会场

气氛热烈，讨论踊跃。许多家长会后都表示受益匪浅，也表现出了对让自己小孩参与青少年俱

乐部活动的极大兴趣和支持。我们还曾经邀请了有长期保险工作经验的蔡冠秀女士（Ms. Kuan 
Ho) 就青少年学习驾驶的程序、安全和保险问题为有兴趣的家长举办了讲座，受到了大家的欢

迎。在许多家长的帮助支持下，青少年俱乐部的同学们还在11月３日自己组织了一次野餐球赛

活动。初秋的寒意，丝毫也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二十多位参加活动的同学和家长，个个尽兴

而归。 

 

 近，我们又高兴地获知，在今年全美西门子－西屋奖 (Siemens Westinghouse 
Competition) 的半决赛中胜出而入围地区决赛的73名高中生中，有两位是青少年俱乐部的同学

。他们是去年就读九年级姚宁华老师班已毕业的陈卓 (Joanne Chen) 和现在就读九年极吕冰老

师班的温亚卿（Yaqing Wen）。去年，另一位青少年俱乐部的同学，当时就读八年级吕冰老师

班现在MIT学习的金姗 (Shauna Jin)，也曾经获得该赛事半决赛的资格。 

 

今后, 青少年俱乐部将会开展更多的活动和交流，欢迎更多的同学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中

来。 家长或同学们如果想了解有关青少年俱乐部的详细情况，请与俱乐部的主席温亚卿（Yaqing 
Wen）和金熙岚（Lanna Jin），或俱乐部的辅导员温大岭和周庭玫联系。 

 

 

 
 

学生作文征文—我名字的由来 
 

每位家长在孩子诞生的时候一定费尽了心思，给孩子起个有纪念意义或者悦耳动听的名字。孩

子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甚至是祖父母辈的期待及厚望。学校特以“我名字的由来”作为征文题目，

旨在让孩子们了解自己中文名字的含义及名字的来历，希望每位学生踊跃参加，长短不限。如

投稿人数到达一定数字，学校会考虑印专题作文集，供全校师生阅读和个人保存。 

 

征文将在2003年2月28日截止。请将作文交给本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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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 
 

  张杰思 

(6B班, 郑金华老师) 

 

国庆节我们全家开车去了新泽西， 我一路很开心。 

 

我们去拜访了爸爸的一位老朋友。我们还拜访了一位原来 Colorado 的朋友，他的名字

叫James，现在十二岁，以前小时候是我的邻居。  

 

我和James 玩了电脑游戏，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中国自助餐。 天黑下来时，我们去看

烟火。我也放了几个。来到看烟火的地方，刚刚坐下来，烟火就开始放了。开始时只有红色、

白色和蓝色的烟火，后来颜色渐渐地多了起来。整个空变得五彩缤纷，特别好看。 

 

 我们总是先看到烟火，然后再听到响声，这是因为光比声音跑得快得多。 

 

我 喜欢的是 后的烟火， 好多五颜六色的烟火一起飞上天空， 就象一片盛开的鲜花，

光彩夺目。 

 

 

我的暑假 
 

何楠 

(6B班,郑金华老师) 

2002年9月15日 

  

 这个暑假我玩得很开心。我去了三个夏令营。我 先去的是 AASC (All Arts and Sciences 
Camp)。 这个夏令营是由 UNCG 办的，有一个星期长。我有四个大学可以去。它们是 UNCG, NC 
State, Virginia Tech, 和 William and Mary College. 我去的是 NC State. 我在那儿上课, 参加活

动, 还跟朋友们玩儿. 我们住在 NC State 的学生宿舍里面。我们每天的活动(包括上课,吃饭,

和睡觉) 都在大学校园里。我选了两门课。我上午的课是“物理”, 下午的课是“ 法医学”。

在这个夏令营里, 我们学会管理自己。 

  

 我去的第二个夏令营是叫 Summer Quest 2002。它是由 Cary Academy 办的。 我上的课

是“安装你自己的计算机”, 和“烘烤面点”。这个夏令营也是一个星期长。我们每天学烘烤

面食和点心, 我会带回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在“安装你自己计算机”课程里, 我拆装了一个计

算机。我还在因特网上找计算机零件。我在因特网上查到的能组装一台简单计算机的零件才花

去 337 元! 

  

 我去的 后一个夏令营叫“Teen Adventure Camp”。 这个夏令营比以前的长一 点。它

是两个星期。我们每天坐著公共汽车 (Charter Buses, 象Greyhound bus)  去不同的地方玩。我

喜欢的地方是 一个水上公园, 叫Emerald Point 在 Greensboro。在那儿可以冲浪, 玩许多水

上游戏。我们在那儿痛快地的玩了一天,我的皮肤都晒伤了。 

  

 今年的暑假过得太快了, 希望明年的暑假能再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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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生活中点滴 
 

严有方 

(9A,吕冰老师) 

 

 今年夏天我爸妈的朋友在海边租了一栋房子，所以我们全家就到海边去玩了一次。 

 

 我已经很久没去看大海了。这一次我看到的大海好像比我以前看到的又大了，远远望去，

海连著天，天连著海，一望无际。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水面亮晶晶的。我觉得眼前的大海与

电视里看到的汹涌澎湃的情景完全不同。我站在海滩上，海浪轻轻地拍打著我的脚。我踏著软

绵绵的沙滩，沿著海边慢慢向前走著。海水轻轻地抚摸著细软的沙滩，海浪从远处一阵一阵地

涌来，在沙滩上留下了一条条的银线。海风迎面吹来，好清醒啊！我和爸爸一起迫不及待地跳

进了水里，海浪一个比一个的大，一个接著一个的朝我们扑来。我们顺著海浪游去，漂浮在水

上的感觉真舒服。当海浪冲来时，你顺著它的方向游，它会一下子把你冲到岸上。海浪越大感

觉越刺激！ 

 

 夕阳下，我坐在沙滩上等著看日落。抬头一看，这时的天空是深蓝色的。太阳像一个大

火球，向著天空，向著海面，放射出红红的光芒。天空的白云渐渐的变成粉红色再变成红色，

后变成紫色的了。看著太阳慢慢地从天空中落下来，一眨眼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开始

变暗了。晚饭后，我们又去了海边。抬头望去，只见星星眨眼。天上的星星真多，数也数不清，

一片星光灿烂。因为时间太晚了，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海边。 

 

 当我躺在床上时，仿佛觉得海浪还在拍打著脸，依然听见海浪冲打岸边的声音，我是伴

随著美好的回忆进入了梦乡。 

 

 

 

 

 

我的暑期生活 
 

陈浩宇 

(9A,吕冰老师)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山上漂流。到那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所看到的景色。巨大的青

山从地平线一直延伸到天间。起伏的山峦象是一排排的牙齿正要把我们吞进去。空气也是如此

的清新，好似人间仙境。 

  

 第一天到那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就没有漂流，而是先看了看别人是怎么漂流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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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本来是深绿的，由于河道里有成千上万的石头激起了很多的浪花，看著好像是白色的。在那

里漂流的人，有一些是顺水而下，有一些是逆水而上，像鱼跳似的。 

  

 当天下午，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水库，并玩了摩托艇。开起摩托艇时，风力很大，船后

也激起了层层的波浪。远看青山绿水，让人心旷神宜。太阳下山后，我们在宿营地点起了篝火，

吃了烤玉米和方便面，又一起打了几轮“找朋友”(一种扑克牌游戏)。睡觉时我觉的帐篷里太

挤了所以就睡到了车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匆匆忙忙的赶到了漂流的起点。原以为已经有很多人了，没想到我

们是第一个。办完手续后管理员把我们送到了橡皮船上，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冒险旅然b。因

为是早晨，那儿的人很少而且水也很冷。橡皮船的下面有很多漏水的小孔，水渗进来后把我的

脚都冻麻了。水面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刚开始时，我们都很紧张，过了一会儿，

我们就能够自如地控制船了。但还是发生了几次险情。有一次，我们的船被一块大石头卡住了，

费了半天劲才下来。还有一次，我妈妈差一点掉下去，幸亏我爸爸眼急手快，一把抓住了她，

但是船桨还是掉了下去。经过了两个小时的拼搏，我们终於成功的到达了终点。 

  

 那个假期可真好玩！我在那几天中得到了很多的快乐。尤其是 几星期后我意外地发现

当地 大的报纸 The News and Observer 还把我们漂流的情景给拍摄了下来，并且登到了Travel 
版上。这次探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榜上有名》 
 

 

榜上有名 

金珊 (Jin, Shauna): MIT 
聂贺翔 (Nie, Helen): Standford University 

韩博 (Han, Bo): UNC  Chapel Hill━  

 

 

 

 

我的女儿金珊 
 

金庭玫 

 

金珊生于加州圣何西，从小喜欢画画和看书。她的钱，大都花在买书上。我们搬回北卡

来，她上因罗高中(Enloe)，在学校热心参加活动，是德文俱乐部的会长，科学奥林匹克俱乐部，

西洋棋艺社 和 益智竞赛的成员，常常去比赛，偶而得奖。 

 

后来她考上NC Math and Science 就搬到学校去住。虽然学校功课忙，她还是喜欢公益，

在学校里义务教人写汉字，画中国画和弹钢琴。她也是西洋棋艺社和医学会的会长，也曾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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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去年，她参加西门子科学竞赛也入了围。 

 

金珊不是全A的学生，但她喜欢选修有挑战性的课。她非常喜欢学汉语，希望将来到中

国去作事，两年前她成立了汉语学校的青少年俱乐部，这样青少年们可以一起作些有趣又有义

意的事。 

 

今年金珊很幸运地考上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功课虽然很忙，但她参加了公益社，去洗车

为没钱的人厝钱和盖房。她还选修了帆船驾驶课，又进了西洋剑校队，等修了射击，希望拿到

MIT 的海盗执照。总之，她忙的很开心。 

 

 

 

 

 

本期责任编辑：鲁深、胡晖 

《洛丽通讯》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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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炎生 (361-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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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与鲁深总编(303-0722)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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