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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中文學校舉辦 華府文化節 人潮滾滾 熱鬧非凡
開幕表演:蒙古風情
香包製作的攤位
左起: 潘志中董事, 主流學校馬永燕老師, 活動負責人李中慧,
劉綏珍主任,黃秀媚校長,廖美琳董事長, 吳貞慧主任, 程萌生董事

主流學校施彥伶老師, 黃秀媚校長及
主流學校的學生和家長

【本報華府訊】2014 年華府中文學校一年一 度的華
府文化節活動在台灣書院贊助下，在中文學校所在地
馬州洛克維爾的伍頓高中餐廳，于 10 月 26 日下午 4
點 45 分熱鬧展開。當天除了全校師生外，許多學生
家長也都熱烈參與。當天的特別來賓除了僑教中心劉
綏珍主任外，還有主流學校中文老師劉頻頻、施彥
伶、及馬永燕。活動會場人潮滾滾，熱鬧非凡！開幕
活動在校長黃秀媚，僑教中心主任劉綏珍，及董事長
廖美琳的簡短致辭下隆重展開。開幕表演首先由高桂
芸 老 師 所 指 導 一 群 可 愛 的 小 朋 友 表 演 舞 獅 (Lion
Dance)，接下來由陳曉嵐老師指導的陌地生民族舞蹈
團，表演蒙古風情及康定情歌二段舞蹈，最後是由華
府中文學校扯鈴社團的二位社員表演出神入化的扯
鈴，精彩的開幕表演，吸引在場觀眾目光。開幕表演
結束後，在校長黃秀媚的宣布下華府文化節活動正式
展開。
活動會場除了有華府中文學校文教主任吳貞慧負
責展示學生上各類文化課的成果外，還設置 7 項文化
攤位並由多位老師現場解說，並親自教導手工藝
DIY。文化攤位包括有呂心忻，魏寶鑾，顏鎂芳老師

熱鬧非凡的活動現場

手工藝 DIY 製作

負責的小紙傘；江淑鴛，李美蓉，連城璧老師現場揮
毫國畫；林慧敏，蔡雲英老師，及張芬瑩董事教書
法；劉慧敏，楊菲，及王家鳳老師教打精美的中國
結；何文清，柴寧老師，與程萌生董事負責指導製作
香包；張曉芬，高桂芸，與侯恩杰老師教做毽子；還
有張樞華老師及葉金珠主任示範手工藝製作；其中由
吳貞慧主任負責的抽抽樂攤位最受小朋友歡迎，攤位
總是大排長龍；此外，董事潘志中、扯鈴指導老師仲
大維、及扯鈴社社員展示與解說中國扯鈴，來參觀的
學生與家長也都跟著學兩手。體驗完 7 項攤位者，還
可憑遊戲券領取一份紀念品。活動會場旁還有家長會
成員義賣的珍珠奶茶和各式臺灣小吃，也都備受歡迎
供不應求。
今年華府文化節活動成功地聚集了社區附近的中
外人士，不分男女老少都接受了一次中華文化的徹底
洗禮。在校長黃秀媚的領導，活動主要負責人李中慧
精心籌劃、家長會大力支持，以及全體教職員的通力
合作下， 將這次活動辦得有聲有色，每個參加活動
的人都讚不絕口，直到晚上 6 點多人潮才依依不捨地
逐漸散去，大家帶著許多自己完成的作品盡興而歸。

開幕表演:康定情歌

開幕表演: 舞獅 Lion Dance

體驗中國扯鈴

開幕表演: 扯鈴

成人班學生與兒子的書法作品

熱鬧非凡的活動現場

小紙傘製作攤位

最新款 2015 年

Family Dental Care

劉潔儀

家長會成員: (左起) 沈欣潔, 阮瓊慧,
麥永嫻(會長), 鄭裕文, 黃金生

牙醫博士

國際頂級義大利皮衣,,貂皮大衣
國際頂級義大利皮衣
貂皮大衣,,
貂皮披肩
感恩節送大禮﹗
感恩節送大禮
﹗

工廠直銷

紐約皮衣皮草公司專業 國際頂級美國傳
紐約皮衣皮草公司專業國際頂級美
國傳
奇水貂皮,, 皇冠級北歐水貂皮
奇水貂皮
皇冠級北歐水貂皮全面
全面 4 折

Dr. Alice Lau
•美國賓州大學牙醫博士 •英國皇家牙科學院執士
•英國倫敦大學牙科學士 •美國牙醫學會會員

為您們在大華府的華人家庭貢獻

•牙齒保健 •小童入學前檢查
•美容牙齒 •牙周病、根管治療 •植牙
•固定或活動假牙 •一小時漂白牙齒

義大利棉羊皮休閒皮衣
原價 $318 元起
現價 $ 89元/件
名牌義大利棉羊皮女士皮衣
原價 $499 元起
現價 $ 199 元起/件
名牌義大利棉羊皮男士時裝皮衣
原價 $456 元起
現價 $ 199 元起/件
2015 新款貂皮貂絨大衣
原價 $4000-13000 元/件 現價 $1080 元起/件
2015 年新款貂皮披肩﹐貂皮圍巾﹐貂皮
價格超低
帽子﹐貂皮皮包特價銷售
意大利棉羊皮皮馬夾,皮褲皮裙,
$5 元起/件
皮拖鞋,男女皮帽,錢包,皮帶,皮手套
最新款韓國產全毛西裝
原價 $290 元起
特價 $49 元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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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電話: 301-468-1100 (問路)

聯繫電話：917-792-1188 / 718-223-0112

紐約皮衣皮草公司法拉盛專賣店
紐約專賣店﹕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內名街商場 HL200 地址﹕135-20 39 Ave. Flushing﹐NY 11354 (近緬街 7 號線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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