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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PS 董事会成员与北维校区家长座谈 
董婷、金子萱 

 

四月 18日的下午，希望中文学校北维分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曾经竞选过 Fairfax郡学校董事会的

Louise Epstein女士和来自 Fairfax郡学校董事会的 Megan McLaughlin女士以及 Elizabeth Schultz女士， 

给我们社区的家长和学生介绍了 FCPS(Fairfax County Public Schools)董事会的日常运作情况，财政分配

的方针和原则等等。 

   

从右至左：Elizabeth Schultz（Springfield 学区），Megan McLaughlin（Braddock 学区），Louise Epstein 

 

此次座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家长积极地参与新一轮的校董事会选举，投出他们手中宝贵的一票。

同时三位来自校董会的女士们针对家长们所关心的升学考试，以及与学校的交流沟通方面等问题，从自己

的工作角度认真的做了解答。许多家长在座谈过后都感叹着，说这次座谈对他们有了很大的帮助， 希望以

后中文学校能进行更多类似的会谈。她们还专门与在场的高中生们谈话，积极的鼓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

能够把自己的疑虑与困惑同 FCPS董事会的成员积极沟通。对于现有的不赞成的方面，及时向学校反应。此

次座谈会吸引了大量的家长与学生参加，展示了我们社区成员对 FCPS系统发展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希望

中文学校在推动社区建设与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希望图书交换会 
金子萱 

 

在这阳光明媚的四月天里，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每个周

日都会在食堂里摆满一桌的书。 可是那么多书到底是干什么呢？

很多家长都是满头雾水的看着一整桌的书，我也很疑惑，疑惑就得

上去问嘛！我上去问了一下坐在一桌子书旁边的周虹女士才知道，

原来是我们中文学校为了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中文水平，特地举行

了一场图书交换会。 周虹女士就是这次交换会的负责人。 

 

目前为止，交换会已经筹集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书，有中文书

也有英文书，以儿童故事书为主，成人和青少年的书为辅，一共有

70 本左右的书，这些图书每周日都会被摆在食堂里。 这次交换会

为大家提供了许多机会，只要用一本书就可以交换到另外一本想看

的书，看完之后还可以在下个周日带回中文学校换另一本想看的书。

一本在您的书架上搁置的旧书可以为您创造无数个新的看书的机会。上个星期我就看到一些小朋友和他们

的爸爸妈妈带着一袋子的书来上中文学校，走的时候又带着一袋子的书回家了。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因

为小朋友们可以看各种他们想看的书，而家长们也不用担心书的价格。 

 

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和孩子能够参与到图书交换会来，让大家都享受到看书的乐趣!  

 

 

希望中文学校注册、报名常见问题解答 
向苹, 金子萱 

 

1.如果您从未还没有创建过账户、是一名新用户： 

1）请到 http://www.hcsfx.org/hcsfx； 

2）点击 "New user? Click here" (新建用户？点击这里)，网站会转到一个创建账户的页面； 

3）一旦您创建了一个账户，你可以进入账户主页。 

4）点击“My Profile”(我的档案)设置您的账户资料。 

5）在“My Profile”(我的档案)页面里，点击“Add/Update Family Data”(添加/更新家庭数据)进

入家庭数据输入的网页。在这个页面，凡是标有“*”星号的栏目，是必须输入数据的。 另外，请用

“XXX-XX-XXXX”的形式来输入您的电话号码。注册组将使用这种格式来搜索您的记录。 

6）单击“Save”( 保存)来保存您的家庭数据。 

7）单击“Add/Update Student Data”(添加/更新学生资料)来添加任何希望在我们学校上课的学生。 

8）在“Add/Update Student Data”(添加/更新学生资料)页面，凡是有星号“*”的栏目都是必须输

入数据的，并点击“Save”(保存)。您刚刚“保存”的学生名字应该出现在页面左侧。 

http://www.hcsfx.org/hcsfx


9）如果有学生信息需要更新，请点击页面左侧的学生名字，然后编辑这个学生的信息，然后单击“Save”

来保存更新的信息。 

 

2.如果您已经有一个账户，在为孩子或者自己注册课程： 

1）请进入 http://www.hcsfx.org/hcsfx，使用您的登录名和密码登陆账户，您会被带到账户主页； 

2）点击“My Registration”(我的注册)选项卡； 

3）点击“Add/Change Registration”来添加/更改注册； 

4）在“Select a Class Below”(选择以下课程)部分选择一门课，然后在“Select a Student Below”

(选择以下学生)部分选择一名学生，点击“Register a Class”(注册课程)注册所选的学生到所选的课程

及班级。 

5）当您登记完毕后，请点击“Print Current Registration”(打印当前的注册)，打印出您的注册。 

6）在登记表上的“Balance”(收支差额)部分写上需要付费的总金额，并签支票给“HCS”。 

7）将您的支票和登记表交给登记组，然后你的注册完成啦! 

8）请允许 2到 3天的时间让登记组来处理您的注册，登记组处理完后，您的收支差额为应为 0元，而

所注册的班级应显示“Approve and Paid”( 批准并支付)。 

 

 

王老师说国画 

-----国画是一种对艺术思维要求很高的艺术思维方式 
陈泽宇 

 

王建荣老师是我们希望中文学校北维校区的国画老师，她教过的学生很多，人数有大约七八百了。听

她讲国画，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也可以对国画有更深的了解。 

 

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基本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黑与白色；也有工笔花鸟画，色彩缤纷的，

后者有时也被称为彩墨画。王老师说，中国水墨画的特点是：近处写实，远处抽象，色彩单调，意境丰富。 

黑白调子的水墨画早期都是以山水画的形式来表现的，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气质磅礴。 

 

而为什么王老师会来教国画呢？第一，是为了传授中华文化。在美国，许多孩子根本不知道国画是什

么，甚至不知道如何研磨，所以王老师传授他们这种古老的中华技艺。第二，绘画是一种眼，手，和脑紧

密联合的活动，要把看到的传输到脑子里，然后再去想应该如何画，最后再用手把想的在纸上化出来。而

且学习画画的人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提高人的整体能力。第三,国画注重的是神似,国外的油画注重的

是形似.国画神韵最重要,这样可以锻炼眼力,而且画国画多数要站起来画,也不容易近视，也能练力度，心情

不好练书法也可以心情舒畅。学习国画需要耐心，能培养学生心静的习惯。 

 

国画和其他画种不一样，素描可以随时修改，国画则落笔成规，不可更改。所以可以锻炼孩子的判断

能力，培养孩子胆大心细、求真求实的思维能力和心理素质。还有，就是国画中的形象不同于现实中的形

http://www.hcsfx.org/hcsfx


象，不同于摄影。摄影和油画等基本上是现实形象的直接呈现。国画形象是表现性的形象，是个人情感的

抒发，是经过概括了的提炼的形象。是现实的升华和内心的表达。所以，学习国画会让学生学会一种更高

的艺术的思维方式。感受到不同于西方的艺术，还学到了中国文化。让我们关注国画，学习国画吧！王老

师的作品网站是: http://www.chinesecultureartleague.org/Members/jianrongWang/index.html。下面是王老师

一些学生的优秀习作： 

 

 

王瓔璐 10 岁      王杨眉 11 岁 

 

Helsea Gong 7 岁      洪闽怡 10 岁 

   
毛丹林 10 岁       宋佳玲 7 岁 

 

http://www.chinesecultureartleague.org/Members/jianrongWang/index.html


 
王瓔璐 10 岁      Helen 10 岁 

 

宋佳玲 7 岁       费思齐 8 岁 

 

 

 

  



我参加了模拟联合国活动 
十一年级 AP班   漆贵眈 

 

    在 2月 1日这天，我去了费城（Philadelphia ），费城是

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很大的城市。我在费城住了四天，从星期四

到星期天，参加了模拟联合国会议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由宾

夕法尼亚大学国际事务举办的。这个活动叫 ILLMUNC，就是常

春藤联盟的模拟联合国会议。是在 1984 年创建的，今年已是

31 次了。这次共有三千多名高中生参加了这个活动。 

 

    模拟联合国是一个让大家模拟整个的联合国会议的活动。

活动的目的是让学生接触到外交，国际关系和联合国等事务。

可以让我们学到公众演讲，辩论，研究和写作能力。最重要的

是学到团队合作和领导才能。我和我学校的同学，一起去参加了这个在一个非常大而且给人有点梦幻感觉

的酒店里举行的会议。我们学校的代表团在这次会议里是最大的，有一百人左右。这个会议吸引了十一个

不同国家的高中生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在非洲经济委员会讨论的主题是非洲的旅游业。我和我的伙伴代表了一个比较小

的非洲国家叫 Togo多哥。其他一百人分别代表了其他的五十几个非洲国家。 

  

Togo位于非洲西部，面积 22,000平方英里，相当于一半的弗吉尼亚州。人口六百七十万，相当于弗吉

尼亚州的四分之三。它们 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是四十八亿，排名在非洲最后十名国家。以农业为主，旅游

业特别惨淡。所以在这四天中，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 Togo 的旅游业得到更好得经济效益。其他

的代表们都在讨论非洲旅游业的问题，我和其中十几个国家形成一组，我们合作讨论出了很多办法帮助非

洲的优化旅游业: 

 

一是用各种各样的投资，比如小额信贷（Microfinancing）。所谓小额信贷就是，提供小金额贷款，

比如五百块一千块，给当地做旅游业的小型企业；二是用国际投资，比如在 2012年中国的投资银行提供了

1.5 亿美元改建 Togo 机场，使机场的乘客流量增长四倍之多；三是提供教育培训，提高旅游业的知识和水

平；四是利用政府和私人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如酒店，旅馆，饭店和交通设备如公路，

汽车和火车。 

 

通过四天的努力我们学校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我们小组也因为出色的表现受到了表扬。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也让我了解了非洲的总体面貌。我很喜欢这个活动。 

 

 

 



希望夏天 2015 
金子萱 

名称：希望---大乐园夏令营 

时间：6月 23号 – 8月 14号  

（周一至周五早上 8：30到下午 6：00） 

地点：在 Marshall High School  

773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 22043 

简介：今年希望---大乐园夏令营是希望中文学校第一次独立主办的夏令营，

有丰富多彩的课程以及充沛的教师人数，足以让家长们翘首以盼了！

这次希望---大乐园夏令营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侨办）合作，从

中国甘肃调动了一些专业教师来美国两周，为小朋友们讲解中国的文

化和历史，开办了一些中国的传统课程，比如：国画，武术，书法，民族音乐、舞蹈。让学生们见

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文化。 

      这次希望---大乐园夏令营除了保持以往的课程（比如：趣味中文、数学和手工）以外还新加入了一

门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课程：乐高工作室（Lego Studio）！ 

 注册将以每周为一学期，并且有不同的主题。家长们可以以孩子的兴趣和时间分周注册。 

 希望---大乐园夏令营的负责人希望小朋友们能在这个夏天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在夏令营里既

玩的开心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曹家慧老师 

 

希望---大乐园夏令营问与答（小记者向夏令营的的负责人曹家慧老师提问） 

问：今年的夏令营包括体育类的课程吗？ 

答：体育活动将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进行，老师们会带领小朋友们做一些球类活动比如：篮球。除此



以外希望---大乐园夏令营还会提供武术课。 

问：您现在能确定夏令营的具体时间表吗？ 

答：目前为止还不能很好的确定，因为一些具体的细节要等老师学生都到位了才能确定， 目前大体看

来，小朋友们早上以中文、数学为主，下午则以手工或者是乐高为主，一天会有四门不同的课程。 

问：中文课主要教授一些什么内容？ 

答：中文课会教授一些比较接美国地气儿的内容，比如在美国国庆周的时候，会推出一些与美国国庆

有关的课程，让小朋友们觉得中文并没有那么陌生，遥远。 

问：您对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年龄差太大的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答：上数学课的时候，如果孩子们年龄差太大的话，我们会分组进行教授，小年龄段一组，上一些比

较简单的课程，而高年级的孩子们会上一些更难的课程。如果孩子人数非常少，那么小年龄段的

孩子们会由 TA带领，做一些适合他们的题目。但上中文课的时候既然我们会教一些比较接美国地

气儿的东西，分组可能就没有必要了，除非有个别小朋友中文水平非常高，那我们会在普遍的介

绍以后为他们增加一些挑战。 

问：您将会如何与国侨办派来的中国老师们协调？因为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些美国孩子们的具体进

度？ 

答：我们会在从中国来的老师们刚到的时候给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和训练，让他们了解在夏令营

里的孩子们的学习进度。 

问：学生的午餐如何解决？ 

答：学生的午餐将包括在学费里面。一周将会有三次中餐以及两次西餐。 

（非常感谢曹家慧老师能抽出时间来为我们讲解夏令营的规划进度，也非常感谢她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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