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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澳中文学校 

2009 年 2 月 21 日

 
        

 

 

 

海 澳 简 讯 

 在校生重新注册和新生报名工作将在

Hayward, Oakland 和 Fremont 三所分校同

时展开。在校生的重新注册将从 3月份开

始；新生报名将从 4月份开始。凡在 4 月

4 日前注册的在校生都可免去＄25 注册

费。在校生家庭如果介绍新生到本校就

读，可获得学校的学费折扣优惠（必须持

有学校的学费折扣券，并不可与其他优惠

同时使用）。介绍新生越多，获得学费折

扣越多。详情请与学校办公室联系。 
 

 我校将于 3月至 4月在全校范围内举办

朗诵、演讲、作文、认字、书法、绘画等

一系列学术竞赛活动。本学年的学术竞赛

在参赛办法和竞赛规则上与去年基本相

同。学术比赛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老师

将在课堂上给予适当的辅导。请各位家长

帮助您的孩子做好准备。学校将于 2月 28

日将各项比赛内容、规则、评分标准及预

赛、决赛时间发给学生。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14 日。 

 
 

海澳简讯 
 

 2009-2010 学年在校生及新生注册开始 

 2009-2010 学术比赛即将展开 

 我校将于三月进行一对一家长面谈会  

 Castro Valley 课后辅导班招生 

 海澳夏令营将于六月开营 

 

      瑞雪迎春到  金牛贺岁来
  海澳三分校同庆新春佳节 

 

 

 

 为了使家长能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

况，加强老师与家长们的交流，并配合学

校完成下阶段的教学工作，我校计划分别

于 3月 14 日和 21 日两周的第三节课

（Hayward 分校: 11:20am-12:20pm, 
Oakland/Fremont 分校: 3:30pm -4:30pm）举

行以各班为单位的家长会。各班老师将与

家长一对一面谈。具体面谈时间请留意本

班老师的通知。 
 

 海澳课后辅导班面向 Castro Valley 及

附近地区，除中文课外，还增加英文和数

学辅导。辅导班的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四

下午 2:30-6:30；星期五下午 1:30-6:30。 
 

 海澳夏令营将于 6月 15 日开营至八月

底结束。课程包括趣味识字、中文阅读、

口语对话、诗文美读、中国文化、铅笔及

毛笔书法、英文、数学、艺术及手工等。

营址设在 Castro Valley, 时间为星期一至星

期五，早上 8 点至晚上 6 点。有关报名详

情，请与学校办公室联系。

                                                          责任编辑:  谢淑颖 



          

瑞雪迎春到  金牛贺岁来
 

海澳三分校共迎牛年新春 

硕果累累辞旧岁，歌声阵阵庆新年。海澳中文学校的校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海澳的

Hayward, Oakland 和 Fremont 三家分校分别于 1 月 31 日和 2 月 7 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联欢

会。师生、家长及各界朋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 

在联欢会上，张赛珠校长首先致新春贺词。张校长介绍了学校在过去一年里的蓬勃发展，描绘

了未来的发展蓝图。同时感谢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老师们的辛勤耕耘，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海澳、

支持海澳的各方人士。希望学生们更加努力向上, 学业更辉煌。 

海澳各分校的学生、家长、老师及来宾同台献艺，奉献出了精彩纷呈、喜庆祥和的文艺节目。 
 

在 Hayward 分

校，应邀参加联欢会

的 Mission Valley 

School 二年级的同学

们带来了精彩的红绸

舞，为演出拉开了帷

幕。诗朗诵《新年

到》为我们带来了新

春的祝福，《春天的儿童诗》让我们感受

到了春天的气息。合唱《读书郎》，歌舞

《蝴蝶》，小话剧《小猫钓鱼》、《龟兔

赛跑》、《小马过河》、《屈原的故

事》，精彩的节目一个接一个，表演充分体

现了同学们在中文学校的所见、所闻和所

学。小品《假冒伪善的大财主》和《说说学

汉语》，诙谐幽默，带来了一阵阵的笑声。

周亮宇同学的笛子独奏，婉转优扬，余音回

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音乐在海外的传

承和延续。家长舞蹈队表演了充满青春活力

的 Hip Hop 舞蹈，赢得了阵阵掌声。海澳全

体老师的一曲《让世界充满爱》将联欢会推

向了高潮。 
 

Hayward 分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澳中文学校校刊            Page 2                     第 2 期 (2008-2009 学年)           



 
 
 
 
 
 
 
 
 
 
 
 
 
 
 
 
 
 
 
 
 

在 Fremont 分校，阳光

明媚，风和日丽。大礼堂里

欢声笑语不断，原来这里正

在举办新春联欢会。整台节

目精彩纷呈，好戏不断。一

年级师生表演了歌伴舞；二

年级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表

演了合唱《小兔乖乖》；五

年级小哥哥、小姐姐表演的

品《假冒伪善的大财主》赢得了阵阵掌声；十

级大哥哥表演的扯铃让我们大开眼界。还有相

、歌曲、舞蹈表演等等，真是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小主持幽默、欢快的主持风格把观

们逗得前仰后合，真是笑声不断、开心无限。 
 
Oakland 分校的礼堂里，身着节日盛装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欢聚一堂。新

朋友在表演呢！幼儿班的小朋友更是活泼可爱，

 
 

小

年

声

众

Fremont 分校 

Oakland 分校 
春联欢会同样高潮迭起，精彩不断。首先由五年级同学表演的丝绸舞《好日

子》, 欢快喜庆，带来了新年的祝愿。《龙的传人》唱出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和自豪。“喂, 喂 ，喂, 打电话 ……”, 学前班的小朋友在轻快的音乐伴奏

下, 又唱又跳,笑声、歌声及舞步声汇集成了一曲交响乐。独幕剧《小马过河》

和《狼来了》都获得热烈的掌声。 听! 是谁在朗诵《上学校》？是谁在朗诵

《新年好》？是我们一年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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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脸灿烂。他们精彩的歌舞《蝴蝶飞来了》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家长代表也兴冲冲地上

台为大家献上一曲《甜蜜蜜》, 祝愿大家在

新的一年里生活更甜蜜。最后, 演出在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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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各位来宾及口语班小朋友《恭喜, 恭

喜, 恭喜》的歌声中, 祝愿中, 欢笑中圆满

演出结束后，各分校又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钓鱼、弹

球、猜谜语等等，都是同学们非常喜欢的游戏。学校还为同学们准备

   
 

结束。 
 

 
 
 
 

。 

  (撰稿：谢淑颖、葛岚、袁慧) 

了大红包欢庆新春。 

海澳的校园，春意浓浓，喜气洋洋。海澳愿把这份新年的喜庆

带进千家万户，带进每一个人的心田。值此新年之际，海澳全体师生

也衷心祝福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同胞幸福安康

 Hayward 分校  Oakland 分校 

 
 
 

 Fremont 分校 
Best Friends Learning Center 
42080 Osgood Rd, Suite # 1 
Fremont, CA 94539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1:30pm  – 3:30pm       
才艺: 3:30pm  – 4:30pm      

联系电话 Tel : 

(510) 498 - 1118    
传真 Fax : 

778 
 
ard@yahoo.

  
.org

 (510) 589 - 0156      

       (510) 498 - 8
电子信箱 Email：

aywhaiaoh com 
网址 Website: 

www.haiao

邮寄地址 

 P.O.Box 1796 
Union City, CA 94587 

Mailing Address: 
 Haiao Chinese Academy 

Winton Middle School 
119 Winton Ave 
Hayward, CA 94544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9:20am – 11:20am       
才艺: 11:30am – 12:30pm      

Laney College 
900 Fallon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星期六 Saturdays       
中文: 1:30pm  – 3:30pm       
才艺: 3:30pm  – 4: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