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瑞华春节联欢会随感    

2019年2月16日，瑞华中文学校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成功的举办了本年 
度春节联欢会。 

瑞华的春节联欢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年又一年，就像春节没有央视的 
春晚就似乎缺少了年味儿一样，瑞华的春节联欢会也是大芝加哥地区众人期

待的重要活动。这是一个孩子们展示中文学习成果展示丰富的才艺，是一个

教师们展示中文教育的累累硕果，是一个人们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春节，是

一个见证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持久传承的盛会。 
今年的春节联欢会格外的热闹。来自瑞华大家庭的老师，学生，家长，     

校友，及朋友们齐聚一堂，联欢会现场座无虚席，还吸引来十几名正在学习 
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美国大学生。今年的春节联欢会邀请了众多嘉宾。中国驻 
芝加哥总领事馆刘军代总领事，侨务组王芸理事，华联会主席郑征，203学
区董事Paul Leong，Naperville市长Steve Chirico，Lisle市长Christopher     
Pecak， 伊州参议员Laura Ellman，以及伊州众议员Grant Wehrli 都登台向       
全体师生致以了新春的问候。 

联欢会节目精彩纷呈， 舞蹈、合唱、男女生独唱、诗配歌、管弦乐合   
奏、古筝、武术、相声、三句半，每个节目都令人耳目一新。林津老师儿童 
舞蹈班的《喜气洋洋过大年》拉开了演出的帷幕，获奖舞蹈《红扇》向观众 
们展示了孩子们的高超舞技，成人舞蹈《春意满园》融汇了中国京剧韵味。   
徐梅老师的舞蹈班从古典舞《风中月》到广场舞《跳起来》给联欢会带来了

从优雅到奔放的不同欣赏角度。梁庆瑶老师指导的合唱歌声悠扬。瑞华中文 
老师合唱团和瑞华学生的一曲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似乎又把观众带回了

那个遥远的年代。史力红老师和田玉凤老师指导的七年级学生管弦乐合奏配 
唱江南民歌《茉莉花》别具一格的将西洋乐器与民族音乐结合在一起。 

今年的节目里还有几个亮点。一个是屠知伟老师身穿蓝色鲨鱼造型演出   
服，带领人人中文班的学生和家长们，将流行歌曲《鲨鱼宝宝》演绎的欢快 
流畅，他们用自己设计的漂亮道具， 营造了独树一帜的舞台效果。 最令人   
大吃一惊的是赵际勇校长带着墨镜穿着搞笑演出服，和屠知伟老师一起带领 
孩子们跳起舞蹈《最炫民族风》，赵校长紧跟节奏，动感十足，表现力抢尽 
镜头。另一个亮点是郭志宏老师指导的六年级学生孙思文和梁悦文的精彩相 
声《反义词》和程咏梅老师指导的四年级学生刘博文、陈贝尔、张恒宇和韩

庚辰的三句半《瑞华顶呱呱》。这是中文语言类传统节目，孩子们敲着锣打 
着鼓，妙语连珠，把观众们逗得哈哈大笑，让观众们体验了学生们优异的中 
文水平， 展示了瑞华中文教育的显著成果。  

联欢会上表彰了田毓青、史力红和屠知伟三位在2018年全美中文学校年 
会获得优秀教师奖的老师， 还表彰了在2018年美国《侨报》第七届青少年 
儿童中文写作大赛中获奖的学生， 以及在林津老师指导下在Beyond The     
Star 和Star Quest 舞蹈比赛中获奖的学生们。  

为了今年联欢会的顺利进行，总指挥徐波带领由校委会和董事会成员联   
合组成的联欢会筹备组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了繁复细致的准备工作。从募捐 
到场地设备， 从节目选择到主持人台词设计，从音响效果到现场秩序， 筹   
备组各部门协作配合， 力争将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筹备组今年还别出心   
裁， 为现场观众准备了pizza和水， 让大家不会饿着肚子欣赏节目。 

这次令人难忘的联欢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感谢瑞   
华所有参演人员和热心的家长志愿者。 感谢赞助商家。今年的联欢   
会结束了， 明年的联欢会会更好。青山在， 人未老， 期待着2020     
年与大家再度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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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知伟老师访谈 

小编： 屠老师好！这次春节联欢会屠老师带着人人中文的小朋友和家长给联 
欢会带来的节目真是又欢乐又有趣。音乐一响起来， 台下的观众都被快乐感 
染， 好多人都想跟着跳呢！请问屠老师是怎么组织这个节目的？ 
屠老师：《最炫民族风》这个节目，早在去年10月就和人人中文的小娃儿们

开始排练了！我还号召了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参与。这对一句中文都不
懂的老外来说真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大家都克服了很多语言上的困难，积

极参加。《鲨鱼宝宝》这个流行歌曲，我找来了中文版，教学生们和家长一 
起表演，孩子们和家长们充分互动， 看起来这是个很不错的形式。  
小编：确实呀。你们还有很多各种海洋生物的展板，家长们举在孩子们后面 
， 真是别具一格的舞台效果。这些展板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屠老师： 是的。 我们设计了这些展板配合《鲨鱼宝宝》这个节目，一下就   
把漂亮的海底世界营造出来。家长们花了很多工夫做展板。 
小编： 这么多学生和家长，还能把节目排练的这么好， 真是很费心呀。  
屠老师：参加这次节目的学生和家长有七十人左右，最小的才四岁，最大的 
也就七岁。我们组织了好几次排练。这么一个庞大的表演团，调配时间很不
容易， 需要大量的沟通协调。 这里要感谢我的两个TA, 他们很能干， 帮助       
我把排练安排得井井有条，不慌不乱。 
小编： 你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赵际勇校长穿着搞笑的演出服， 带着墨
镜和假胡须， 他一出场， 全场都很轰动， 台下的观众几乎每个人都在拿手
机录像。 
屠老师： 感谢赵校长的大力支持。他在家里自己对着YouTube 练习了一个
星期， 都没有时间跟我们合练彩排就上场了。我都没想到他跳得还这么好， 
不光给台下的观众带来惊喜， 连我也觉得很惊喜。  
小编： 谢谢屠老师！也谢谢赵校长！ 

 
精彩传统中文节目 

左: 相声《反义词》孙思文、梁悦文 （郭志宏老师中文六年级） 
右: 三句半《瑞华顶呱呱》刘博文、陈贝尔、张恒宇、韩庚辰 (程咏梅老师中  
文四年级) 

 
 

我要上春晚 
瑞华中文老师合唱团（韩晶老师代笔） 

       学校的春节联欢会结束后，我问了一位参加了师生合唱的学生的家长：
“我们唱得如何？” 他说：“配上伴奏里的童声合唱，还是不错的。” 我说：
“No No No, 完全是我们自己唱的。” 他有点吃惊地说：“真的吗？” 我的回答
是：“对对对，我们只用了伴奏音乐！” 
       瑞华中文老师合唱团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演唱已经有几年了，我们的微信
群名就是《我要上春晚》。今年年初我们选了两首歌，并且开始了每个周六
中午时间的练习。后来因故取消了一首歌，就只剩下了这首传唱了60多年的
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排练时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 是不是
可以邀请我们的学生加入，和老师一起同台演唱。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想
法在我们各自的班级一经宣布， 竟然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近六十位同学报名
参加！时间紧迫， 我们仅仅合练了两次，就匆忙上台了。等待我们的是又一
个意想不到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 演出非常的成功！好评如潮！ 
      我们要感谢孩子们在家里的刻苦练习！感谢家长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合
唱团老师的精诚合作！如果孩子们因此多学了一点中文，或者因此爱上了中
文歌曲，那绝对是我们中文老师最开心的事。期待着明年再带着我们的学生
登上联欢会的舞台。今年，或许是家长推着孩子演节目；明年，希望学生们

自己有“我要上春晚”的念头。 
 

编者按：春节联欢会的成功举办之后，收到老师和家长的投稿。 由于版面有 
限， 不能一一刊登， 敬请原谅。  



 
 
 

校委/家长值班表 周六 上午 10:00-12:50 

Room 2/23/2019 3/2/2019 
校委 张方 张方 
前台/打铃 陆艺 邱芸 
前台复印 Tong, Anne  Zhou, Helen 
104 Cheng, Carl (郑智龙) Zhang, Yuanzhen (张元真) 
142 Xu, Tieying (徐鐵英) Dong, Xiaofei (董晓菲) 
142A Wang, Xiujin (王修金) Chen, Lei (陈蕾) 
 

校委/家长值班表 周六 下午 12:50 - 4:50 

Room  2/23/2019 3/2/2019 
校委 王育新，孙金爱 汪明舒，武广静 
前台/打铃 朱亚玲，肖英 朱亚玲，金玲 
前台复印 Hu, Weiping Li, Jie (黎婕) 
交通指挥 何建滨 杨中荩 
101 Ren, Ran (任苒) Yang, Echo (Yang Shuang) 
103 Deng, Shirley He, Li 
104 Cai, Cindy Tian, Xin (田新) 
105 Li, Jinghuan Lin, Lin 
106 Xie, Mike Fu, Wei 
107 Zhou, Lei Lu, Lanxiu 
114 ZHANG, XIAOQIAN Dai, Ying 
115 Wang, Paul (Wang, 

Shijun) 
Li, Juan 

116 Lu, Yandan (卢衍丹) Chen, Jing 
128 Wen, Liwei (温丽薇) Hu, Mei 
131 Li, Candy (黎雅瑄) WANG, XIN MEI (王新梅) 
133 Xu, Wei ZENG, LI (曾莉) 
135 Shen, Jie Lin, Ron 
141 Jiang, Yuwei (蒋玉炜) Du, Feng (杜枫) 
142 Zhang, Grace (Bin 

Zhang) 
Lu, Jeff 

143 Wang, Kaihong (王开泓) Zou, Hongwei 
142A Xing, Junjie (邢俊杰) Li, Jingyu 
North Hallway 
Patrol 

Jing, Cynthia Qiu, Xing (邱星) 

South Hallway 
Patrol 

Chen, Huayun Xie, Ling (谢聆) 

Stage Area 
Patreol 

Zhang, Min Wu, Jiajia (吴佳佳) 

 

校委/家长值班表 周日 下午 12:50 - 4:50 
Room 2/24/2019 3/3/2019 
校委 奚建 徐波 
前台/打铃 唐莉 张晓谦 
133 Dai, Wei (戴维) Di, Sheng (狄盛 
141 Yao, Yuan (姚远) Tan, Huining (谭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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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讲座- 瑞华暑期学校机器人课程介绍 
时间： 3月2日下午1：15 - 3：00 
地点： 肯尼迪中学146教室 

您的孩子对机器人感兴趣吗？您想过 
给孩子报名参加机器人课程或者竞赛吗？

您了解First Lego League （FLL）机器人锦标赛吗？ 
如果您对上述问题有兴趣，请参加中文学校3月2日下午1：15在 

肯尼迪中学 146 教室的分享会。FLL参赛队The Lymin Ducks         
(16641)的教练蔡群和田丰将会与您分享他们4年来的带队经验，帮

助您理解FLL的设计理念，帮助您和孩子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器人学

习之路。。他们带领的FLL team 在2016， 2018 年均获得了地区赛       
冠军，2017年伊利诺伊全州冠军赛中获得机器人table run 比赛第二   
名和Project Presentation奖。本讲座也是我们原有Jr. FLL 课程的顺     
延。 特别请孩子即将从Jr.FLL 升至FLL 的Coach 和家长关注 。 

 

Rocket Ice Arena @ Bolingbrook, IL 60440 Your premier ice          
skating destination! Rocket Ice offers the best Ice Skating and Learn to            
Play Hockey classes in the Southwest Suburbs. Our highly qualified          
skating instructors are dedicated to make sure your child maximizes their           
skating potential. We offe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t: www.rocketice.com Email:     
events@rocketice.com;     Tel :630-679-1700 
 
Smile Dental Center 张慧莹牙医师 电话： (630)810-9333 地址：      
411 N. Cass Ave. Westmont, Il 60559 
周二至周六 9am to 5pm, 周二有晚间门诊; 专治：一般成人和儿童牙科，洗     
牙，深洗，补牙，拔牙，种植牙，镶牙，牙冠 ，牙桥，活动假牙，牙齿美容 
，牙齿漂白 INVISALIGN (牙矫正成人，teenage都可以）; 接受多种PPO保   
险; 在西郊执业20多年; All Lab made in the US. 
 

佳佳橱柜地板地毯公司   郑冰 - 电话：( 630）995-1407 
Email: jiajiaflooring@gmail.com 地址：5401 Patton Drive,     
Suite 106 Lisle, IL 60532 厨房浴室橱柜批发及零售。提供厨房浴室     
橱柜免费设计，估价服务。 质量好，价格优，低于homedepot一半价格。实 
木，多层，复合，塑料地板及地毯的批发零售，产品包括巴西红木，核桃木
，虎斑木，相思木，同时包括50多种多层，复合，塑料地板，及各类民用，
商用地毯。我们拥有10年以上安装经验的专业安装团队。承诺同行业最低的
价格，最好的产品，最优的服务。 

 

杨思军内科家庭医师诊所 中文热线630-312-0731. 办公电话

630-759-0088. Email: napervilleclinic@gmail.com  
地址 (1) 1260 Iroquois Ave, building 300, RM 302, Naperville, 
IL60563  (2) 454 W Boughton Rd, Suite C, Bolingbrook, 
IL60440. 杨思军医师具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竭诚为中文学校的学生和父
母提供多方位的医学临床健康服务。包括多种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咨询， 全家
体检，学生学校体检，学校运动检查sport exam，疫苗接种。并培养了许多
中学生进医学院。 
 

CAP Dental Care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电话: (630)420-1212. Email: info@capdentalcare.com  
地址: 555 N Washington St, Naperville, IL 60563(Naperville火车       
站附近). 陈开云医生, 华西口腔正畸博士,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       
年; 庞若愚医生, 华西口腔牙周博士,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年;        
Stephen Fako, Loyola University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30年。 Private         
practice, family dentistry (成人/儿童): 口腔全科 (急诊,洁牙,补牙,拔牙,镶牙);      
口腔牙周 (深洁牙,牙周手术,种植牙); 口腔正畸(自锁/全瓷/Invisalign Clear    
Braces)。接受PPO ; 为无保险病人提供membership, 享有20-30%折扣。免   
费咨询种植牙、b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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