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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CAPA-MC)主席致词 

Dear CAPA-MC Members,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It’s only been two 
years since our official election back in 2016. 
We have accomplished a lot but also not so 
successful in many fronts. But one thing for 
sure – we are making very good progress, be it 
to be on the policy discussion tables, be it 
Lunar New Year, even be it for Magnet 
Program Reform (imagined the negative 
impact for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if CAPA-
MC had never been in the discussion). 
Our membership also grew three-fold. Though 
we are busier on advocating and providing 
services to our families than proactively 
recruiting members, the good words went out 
for our new organization and we have many 
new members joined. We appreciate members’ 
trust and enthusiasm on out new organization. 
We will thrive to serve all members to our best 
capacity. And to increase our service capacity, 
all members are welcome to join our many 
Committees to make an impact. Remember, 
those Committee chairs and members are just 
like you and me, hardworking parent 
volunteers.  
In next year, we plan to roll out more projects 
to 1) better serve our children’s needs on 
community services, leadership, and overall 
well-being growth experience; 2) encourage 
more parents involved in PTA and CAPA-MC 
led advocacy activities. More details will be 
shared in later part of the newsletter. 

亲爱的 CAPA-MC 会员： 
 

谢谢您继续跟我们一起风雨无阻。现在离我们

2016年的正式组织选举才仅仅两年。我们已经

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许多方面也没那么成

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 我们正在取得非常好

的进展，无论是在政策讨论表上，还是农历新

年议题，甚至是资优计划改革（想象如果

CAPA-MC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讨论和博弈的

过程，那些改动对亚裔美国学生产生的更大的

负面影响）。 
 

我们的会员数量也增长了三倍。虽然我们的主

要精力都是为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政策倡

导，而不是放在主动招募会员上，但我们新组

织的口碑还是让我们增加了许多新成员。我们

感谢会员对新组织的信任和热情。我们将茁壮

成长，为所有会员提供最佳服务。欢迎所有成

员加入我们的许多委员会，增强我们的服务能

力，以产生更大的影响。请记住，那些委员会

主席和成员就像你和我一样，普通但勤奋的父

母志愿者。 
 

明年，我们计划推出更多项目来，1）更好地

满足学生对社区服务，领导力和健康个人成长

的需求; 2）鼓励更多的家长参与 PTA 和

CAPA-MC 主导的倡导活动。更多细节将在本

通讯后面部分分享。 
 

撰稿：周定美（Tingmei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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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成功争取 
 

2020 年公校日历给“春节”特殊地位-放假了！ 

大华府地区是全美国华人聚居比较多的大都市之一，有接近 15 万人。而华人家

庭，以及韩裔，越南裔，以及很多其他亚裔的家庭对于传统文化和节日的庆祝也非常重

视。而喜庆热闹的举家团圆，到处拜年的春节，就更不可缺，“每逢佳节更思亲”啊！ 
 

但是，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美国的公众假日基本上以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假期为主，

以及自创的感恩节和军人节等。想让一家在春节时候不上班不上学，团圆庆祝，都需要

自己请假的。而勤奋好学的华人社区也不想因为假期变得懒，不少人依然坚持上班上

学，尤其是学生们，想要出全勤的话就不能在这种“非宗教”的节日缺课。另外，我们

移民的思维里也没有“去讨假期” ，自我倡导的想法。 于是，每年除了周末大家忙活

之外，并没有固定的大型活动和人气，少了年味，大家也就不能真的过把春节的瘾。 
 

但路总是要人走出来的，以前没有不代表将来也没有。最近几年不少学校系统开始

有家长和孩子们组织向教委会反应，要求在每年的学校日历安排中考虑到农历新年的因

素，尽可能安排学生不用上学。这样孩子们都在家，大人们也可以请假在家一天，真正

的为了过年而过年，给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注入深深的春节元素。2016 年马里兰州哈维

郡成功要求公立学校系统在农历新年时间放假。让我们在蒙郡的华人羡慕不已。 
 

虽然蒙郡公校亚裔学生有两万左右，占总学生人数的 14％。但蒙郡的人口组成比

哈维郡更多元化，人口也是哈维郡的两倍，很多族裔都想要求公校放自己的文化传统假

期，比如印裔，穆斯林，犹太裔等。但学校系统每年都需要有足够的上课时间，公众假

期，以及下雪关门等限制，不可能满足所有族裔的要求。所以为了一视同仁，公校在每

年的日历都会尽量迎合那些比较活跃的，很强烈要求的社区的要求，但不会以“放假"来

称呼，而是以学校的运作，早放学，老师培训，学校别的活动而不开课。但结果就是学

生们可以不上学了。 
 

历史上犹太人是最大声要求的，而也是每年基本都有的。我们亚裔后知后觉，今年

才开始弄懂这些路数。通过多次跟教委会和学监的讨论后，公校系统决定推出问卷来收

集民意。我们蒙郡华裔家长会也被邀请去参加有关的讨论，并提出我们强烈要求春节放

假的愿望。在问卷出来后，我们积极推广到社区，恳求大家多填写问卷。 此外，我们

也特别以亚裔和华人家长会的名义写正式的信给教委会和学监，推广我们这种文化传承

对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性。 但最精彩的是我们先后组织两次共二十多名学生到十多个教

委面前作证，每人自己写三分钟发言稿，从自己孩子的角度去倡导这个假期的重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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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这些孩子们的真诚而深切的言语深深的打动了这些教委们的心。此外，社区活

跃人士李秋波先生，齐丽丽女士，以及越裔社区人士 Hong Dang 也亲身出席作证，希

望公校系统好好的考虑这个要求。 
 

在这些繁忙的公开要求和作证之余，家长会也分别跟不同的教委在个人层面讨论和

建议他们考虑我们的需要。鉴于我们社区这次如此源源不断的攻势，教委会和学校系统

理所当然的不能忽视这种民意。 
 

接下来我们又被邀请去开会，看看问卷完成后，MCPS 内部根据问卷结果提出的

日历安排的提议，提供回馈。我们强烈要求学监推荐第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包括在 2020年农历新年时，即使大年初一是星期六，但公校在星期五就

已经不用上学，连接星期一也不用上学。共前后四天……哇哈，这不跟我们小时候在亚

洲过年都是从除夕放到大年初三一样的吗？ 太棒了！！！ 
 

其中，教委委员 Pat O'Neill 功不可没。她作为教委政策小组的组长，在安排和最

终决定日历的安排方面有很重要的话语权。她跟我们多次讨论时，既很坦白的说，除去

公众假期和其他硬性规定的休课日外，能选择的余地不多，但也很清楚的说知道这个假

日对我们的重要性，一定会尽力而为。而教委会的主席 Mike Durso 和副主席 Shebra 

Evans 也很明确的认同和支持我们的努力。 
 

也许有人问，那过了 2020 年以后呢？有了好的开头，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每年都

固定跟学校沟通要求，以后的每年日历也就有规律的继续下去的。即使春节是在星期一

到星期五之间，我们有信心还是可以找到“假” 开放的。 
 

这次的“申春”成功，不仅让我们的几万个家庭好好过上农历年，更重要的是我们

开始走出一条倡导自我文化认同的路。而且，同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孩子们学会自己去

发声，为自己的理念和权益去要求，比家长们的努力强一百倍 。这绝对是培养他们对

自己祖先文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的最有效做法，让他们在美国多族裔的背景下能更好的

提升自我认同和自己的传统底气。 
 

  
 

撰稿：周定美（Tingmei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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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微信上一度盛传蒙郡公校要“取消”学区划分的小道消息，并造成了相当

的混乱。可以理解，很多家长看到这个消息是既担忧又愤怒。但是，最近对 FAA-RA政

策的修改并没有导致“取消”学区划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学区界限研究：程序 

学区界限研究是蒙郡公校和教委用以决定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的一个程序。通常，

新建或扩建学校，或者学校过于拥挤会导致启动学区界限研究。最近因新建学校而启动

学区界限研究的例子就是 Richard Montgomery 小学#5 和 Clarksburg Village 小学#2。 

通常的程序如下： 

1）向公众广泛传播消息； 

2）利益相关方讨论并向蒙郡公校递交意见； 

3）蒙郡公校向教委递交其所选择的方案； 

4）教委可以对方案进行微调，或者要求蒙郡公校修改其方案，修改后的方案必须

获得多数赞成票才会被考虑； 

5）教委投票采纳蒙郡公校建议的方案或者教委选定的修改方案。 

该程序的更多详细细节可参见以下链接：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BoundaryProcess_BriefDescriptionFeb
2016.pdf 

 

2、学区界限研究和教委 FAA-RA 政策的修改 

简单来说，该政策规定了蒙郡公校和教委应如何进行学区界限研究，它列举了在学

区界限研究中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该政策唯一的修改是针对 G 部分“应考虑的因

素”。所列举的因素本身并没有变动，但是其先后次序进行了调整。 
 

在旧政策中，先后次序如下： 

1）设施的使用 

2）学生人口结构 

3）社区到学校的距离（即地理位置） 

4）从长期来看学区划分的稳定性 
 

在修改后的政策中，先后次序如下： 

１）学生人口结构 

２）地理位置 

３）从长期来看学区划分的稳定性 

４）设施的使用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BoundaryProcess_BriefDescriptionFeb2016.pdf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BoundaryProcess_BriefDescriptionFeb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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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人口结构这一因素中，措词也进行了修改： 

“对各种方案的分析应考虑各方案对受影响的学校的学生总体结构所产生的影

响。方案应尽可能在各个受影响的学校中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与《教委

政策 ACD》，《有质量的统一教育》等政策保持一致。” 

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多元化”所占的比重增加了。但是，所有四个因素仍然都

是需要考虑的。在该政策的同一个部分，第一项，有这样的规定： 

“在制定递交给教委的方案时，学区总学监应就每一个备选方案都提供一项分

析，说明该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考虑了以下因素。虽然每个因素都需要考虑，但是

要求每一个备选方案都要考虑所有因素也是不现实的。” 

 

Clarksburg Village Site #2 的学区界限研究是第一个按照修改后的政策进行的学

区界限研究。要知道现实中是如何操作的，你可以阅读学监关于 Clarksburg 

Village Site #2 小学学区界限研究的报告： 
http://gis.mcpsmd.org/cipmasterpdfs/Supplement_A_Amended_FY2019-
2024.pdf 
 

该报告开篇就讨论了学区界限研究对受影响学校的学生人口构成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难点在于，目前绝大部分学区界限研究的启动原因都是学校设施不足（即过

于拥挤）。而且，绝大部分利益相关方仍然认为设施的使用和地理位置（即到学

校的距离）是最重要的因素。蒙郡公校考虑了利益相关方的“多数意见”。因

此，如果一个利益相关方集团仅仅从学生人口构成来评估学区界限，蒙郡公校仍

然有义务考虑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考虑其他三个因素。这一点已经在

Clarksburg Village Site #2 小学学区界限研究中体现出来了。（注：笔者作为亚

裔联盟代表参加了该学区界限研究） 
 

３、未来的学区界限研究 

未来马上会有另一个学区界限研究——Seneca Valley 高中。该高中的扩建工程

已接近尾声，扩建后将增加 1000个学生。学区界限研究将调整学区划分，以向

该高中增加生源，并缓解邻近高中（Clarksburg 和 Northwest）的过度拥挤问

题。该研究的范围还包括了科堡地区所有的初中。 
 

 

http://gis.mcpsmd.org/cipmasterpdfs/Supplement_A_Amended_FY2019-2024.pdf
http://gis.mcpsmd.org/cipmasterpdfs/Supplement_A_Amended_FY2019-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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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2019年 1月 8日关于学区界限研究会议的动议 

教委中的学生成员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聘请一家咨询公司，从多元化的角度

对全郡的学区界限进行考察。该动议将一直留在议程中，直至 2019 年 1 月 8 日

的教委会议召开。届时，教委将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或者如何采取行动。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uploadedFiles/boe/meetings/agenda/2
019/010819%20agenda%20DRAFT%20v2.pdf 

 

５、有担忧的家长应该做什么？CAPA-MC在做什么？ 

CAPA-MC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针对上述动议正在进行一场邮件动员活动。

2018年 12月，CAPA-MC与教委成员见面，并将就学区界限研究问题和上述动

议坦诚交换了意见。此外，CAPA-MC作为亚裔联盟成员之一，参加了 Richard 

Montgomery 小学#5和 Clarksburg Village小学#2的学区界限研究，并将参加未

来的 Seneca Valley 高中学区界限研究。 
 

有担忧的家长应该给教委写信，让他们知道你的担忧。 

教委电邮： boe@mcpsmd.org 

教委主席电邮： Shebra_L_Evans@mcpsmd.org 

教委学生成员电邮: Ananya_Tadikonda@mcpsmd.org 

邮件模板供参考: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jXmc4o7HZYosRVHDu9B5bm5LGxFP
swPV2OpAFecJnQ/edit?usp=sharing 
 

* Richard Montgomery 小学#5 学区界限信息：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rmes.aspx 
 

委员会报告：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RMES5_BoundaryStudyReport0830
17.pdf 
 

** Clarksburg Village 小学#2 学区界限研究信息：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cburgvillage2.as
px  
 

委员会报告：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ClarksburgVillage2_AdvisoryCommit
teeReportAug01_2018.pdf 
 

***Seneca Valley 高中学区界限研究信息: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UpcountyHSBo
undaryStudy.aspx 

 

撰稿：Jay Guan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uploadedFiles/boe/meetings/agenda/2019/010819%20agenda%20DRAFT%20v2.pdf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uploadedFiles/boe/meetings/agenda/2019/010819%20agenda%20DRAFT%20v2.pdf
mailto:boe@mcpsmd.org
mailto:Shebra_L_Evans@mcpsmd.org
mailto:Ananya_Tadikonda@mcpsmd.org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rmes.aspx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RMES5_BoundaryStudyReport083017.pdf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RMES5_BoundaryStudyReport083017.pdf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cburgvillage2.aspx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cburgvillage2.aspx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ClarksburgVillage2_AdvisoryCommitteeReportAug01_2018.pdf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ClarksburgVillage2_AdvisoryCommitteeReportAug01_2018.pdf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UpcountyHSBoundaryStudy.aspx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lanning/UpcountyHSBoundaryStud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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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Youth Service Club 
 
The CAPA Youth Service Club, or CYSC for short, is a club dealing with student service and 
leadership. So far, we have participated in three different events.  
 
Our first event was the showing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The Balancing Act. During the 
event, our club set up chairs and helped out with reception.  
 
Our second event was the Community Resource Fair.  At this event, we aided in the various 
booths.  
 
Our latest event was the Montgomery County Board of Election Candidates Forum. We 
assisted in setting up tables and in collecting questions for the candidates. ” 

CAPA 青少年服务俱乐部 

CAPA 青少年服务俱乐部，简称 CYSC，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和领导力。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参与了三个不同的活动。 

我们的第一个活动是放映记录片《中西合璧》。在活动中，我们的俱乐部帮助排放桌椅，并接

待来宾。 

我们的第二个活动是社区资源展。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为各个参展摊位提供服务。 

我们的第三个活动是蒙郡教委候选人论坛。我们帮助排放桌椅和收集听众提问。 

 

撰稿： Chelsea, Youth Club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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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IT Bridge Club 
 

What we do: we are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go to a senior center to 
provide help with technology among other 
things. So far, we have 6 actively 
participating members that go every week 
on Saturday. So far,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positive feedback and is really 
rewarding to see the people we help 
happy.  
 

Why we are important: First, we help 
seniors with technology, improving their 
conven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Secondly, 
for the students, they are able to practice 
communicating in Chinese, and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Most 
importantly, we connect the whole Asian 
community by providing a conn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younger and 
older generations.  

 
What we are planning: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an English class for 
seniors at the senior center. Also, 
depending on demand of other local senior 
centers, it would be great to expand.  
 
 
 

撰稿： Jacob Wang, CAPA IT Bridge 

Organizer 

CAPA 电脑桥梁服务俱乐部 

我们做什么：我们是一群学生，去一个老年

中心，为老人提供技术等服务。到目前为

止，我们有六个活跃的成员，每周六都去服

务。我们收到了良好的反馈，看到被帮助的

人很高兴，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很重要：首先，我们帮助

老人解决技术问题，提高他们生活的方便程

度和生活质量。第二，对学生来说，他们可

以练习用中文交流，并感受不同的文化。最

重要的是，我们为社区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

之间提供桥梁和沟通，因此连接了整个亚裔

社区。 

我们未来的计划：我们正在筹备在老年中心

为老人们开设英语课。另外，视本地其他老

年中心的需求多寡，我们也很乐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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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Junior Reporting Club 
 
The CAPA Junior Reporting Club (CAPA JRC) is a group that meets together with a common 
goal of impact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rough traditional and multi-platform forms of 
journalism. We are composed of 19 second-generation teenagers, ranging in grade level from 
middle school to high school.  
 
As a team, we work together to report and photograph the events hosted by CAPA-MC. After 
each event, we draft articles, edit videos, and format the information into 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CAPA JRC serves as our voice within the community. Attending many events such 
as the college seminar, county fair info session, and Asian American engagement night, we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most important to our community. We hope our 
newsletters help unite the community, and that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se events extend 
beyond the people physically present for the seminar. In addition to attending events hosted 
by CAPA-MC, we also venture into our own projects, such as our documentary “The Balancing 
Act”. All the members of CAPA JRC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is film by spending 
much of our free time interviewing, editing, and writing transcripts, as we again hope to 
encourage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o join together and learn about our pasts.  

 

CAPA 小记者俱乐部 

CAPA小记者俱乐部旨在通过传统新闻报道及多平台新闻报道来影响华裔社区的年轻一代。我们

共有 19 名华二代成员，既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合作为 CAPA主办的

活动进行图文报道。在每次活动后，我们会撰写文章，编辑录像，并将之整理成电子版的新闻

通讯。小记者俱乐部为我们的社区发声。我们报道过许多活动，例如大学升学讲座、蒙郡资源

信息展、亚裔家长交流会等。我们帮助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社区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的理解。我

们希望自己的新闻通讯能够团结社区，并帮助未能亲自出席活动的社区成员也从活动中受益。

除了出席 CAPA主办的活动，我们也尝试进行自己的项目，比如我们拍摄了纪录片《中西合

璧》。小记者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为这部记录片做出了卓越贡献，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采

访，编辑，编写字幕。一如既往，我们希望能够鼓励亚裔社区团结在一起，并更多地了解我们

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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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美（Tingmei  Chau）  
 

President, Board Member 主席，董事会成员 

 

我叫周定美，现在一家8口同在一屋檐下，

乐居于蒙郡的 upcounty Clarksburg。我是海南

人，但 17岁移民香港，然后1998年嫁鸡随鸡，

转居美国。我们结婚 19 年，儿子六岁 （老年得

子）。我先生是鬼佬，所以我也是外嫁女，但

心系娘家一点不变。我目前在联邦政府做财政

预算工作，已经有 12 年工龄，目前管理手下员

工很多元化。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睡觉，辩

论但不吵架，跟家人朋友多相处，不喜欢做

饭。 

我参与成立和加入 CAPA-MC 其实是当初

被哈维郡的华人家长会会长徐菁说服的。当时

他们的农历新年活动，我们的学校命名活动，

都让大家感觉到有一个社区组织的重要性。我

个人一直也比较喜欢公众服务，包括在政府工

作，平时当些各类社区的不同义工，专门为华

人自己的还没挑过大头，也就懵懂无知的被拉

上了“贼船”。 

我一直都觉得以各种方式服务大小社区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我最愿意为这个组织工作的理由很简

单，后面有一大帮无私奉献的义工家长和孩子

们在支持我们。大家的热情和投入都是想不到

的多。我参加过的义工组织不少，但没见过一

个组织如此的投入和无私。大家既不争名也不

牟利，而且经常会被很多人误解诽谤和公开质

疑，以及对我们不能成功做到很多社区希望的

事很失望（比如资优班改革），但依然坚持了 

 

下来。这些精神让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志同

道合的人在一块做点东西，人生旅途上不多。

所以自己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我在 CAPA-MC 担当主席，但实质上就是义工头

头，然后到外面去的时候如果别人给个薄面，

就好说话一些，因为看到你背后的支持者。这

一任内就是继续努力把 CAPA-MC 的组织内部的

柴米油盐理顺了，培养新的团队，和固化一些

CAPA-MC 的服务项目，比如小记者俱乐部，张

博士奖学金，学生义工组织，会员讲座和信息

分享，代表 CAPA-MC 去公校里开会，跟社区其

他组织联络互动等。看上去不多，但在全职工

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继续做这些，还是非常花时

间的 – 平均每个星期也有 8-10 个小时吧。 

我真心觉得 CAPA-MC 会员们已经非常支持我们

了，无论是财力人力和脑力上都令我敬佩不

已，而且也很感激社区对这个新组织的包容和

宽容。大家的生活都很忙，但如果能 

A） 在 CAPA-MC 活动时参与和帮忙，

义工， 

B） 在我们呼吁给公校写信和作证时

积极帮忙参与 

C） 在每年义务捐赠时捐一点给我们

的非牟利组织。我们的所有人都是免

费干活，但保险电脑租场地设备等都

有一定的开支。 

D） 跟朋友邻居聊天时，谈到教育时

想到提到我们可能提供的作用。鼓励

大家参加 CAPA-MC 华人家长会免费

普通会员。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

社区资讯和信息交流。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CAPA 新班子，小编对新班子成员进行了书面采访，问了以下几个

问题：１）请简单介绍一下你和你的家人；２）你为什么会愿意为 CAPA 服务；３）你今

年在 CAPA 工作重点是什么；４）你最需要 CAPA 会员在哪方面支持你。下面就请大家跟

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部分新班子成员吧，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刊登其他成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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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淑红。有幸当选为 CAPA 第二届的 VP

和董事会成员，能够为大家服务，我感到非常

荣幸。我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西安

光机所学习，获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我 1998

年来到美国，到现在已经 20 年了，一直在蒙

郡工作和生活，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我和先生

及两个女儿住在 North Potomac。老大 18

岁，刚上大学，老二 14 岁，现在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读九年级。我周末

在美中实验启明星校区教中文，兼任教务长。

业余时间我喜欢读书，旅游，“拈花惹草”，

美化生活。 

我 2016 年加入 CAPA。CAPA 让我有归属

感，我认同 CAPA 的理念，也对 CAPA 的领

导和义工团队为蒙郡的教育、为孩子们、为社

区所做的一切心存敬佩和感激。我觉得最好的

感谢就是参与。虽然我能力有限，我愿意和

CAPA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为华裔后代和华

裔社区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相信团队合作，我相信草根的力量。我希望

通过 CAPA 和社区的互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CAPA，让更多家长参与到 CAPA，参与到

MCPS 各个 学校的 PTA 里，这样我们的力量

才能壮大，我们的影响才能持续长久。 

 

我理解自我认同对华裔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我理解亲子沟通的挑战性。我希望能创建几

个青少年项目(Youth Program)，让更多的华

裔学 

生参与 CAPA，培养他们的责任感，锻炼他

们的领导力，让家长和孩子在共同的合作中

促进彼此的沟通理解， 也让我们 的组织后继

有人。目前我们已经有小记者俱乐部(Junior 

Reporter Club)，服务俱乐部(Service 

Club) ，还有服务于老人中心的 IT 俱乐部。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青少年项

目做好做强。 

我希望会员们能积极参与，脑力上体力上都

行动起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

我们华裔社区藏龙卧虎，你可能擅长出谋划

策，你可能善于政策研究，你可能长于组织

策划，你可能执行力超强…….无论你是哪一

种，我希望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往前迈

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参与一两个你有热情

的项目来做，没有现成的项目就创造一个项

目来做。不仅要自己做，请带着孩子一起

做。大手牵小手，让我们结伴同行，一起为

孩子为社区的教育出力！ 

 

Shuhong Li (李淑红) 
 

Vice President, Board 
Member 

副主席，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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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Guan （关群杰） 
 

Board Member  

董事会成员 

 
 
 
 
 

1998 年，我 12 岁时跟随父母来到美国。我在

纽约上初中，在洛杉矶上高中，在圣地亚哥上

大学。因为工作原因，我于 2009 年搬迁至蒙

郡。我在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担任航空航天工程师。

我有一个三岁的儿子。我于 2016 年加入

CAPA。业余时间我喜欢踢足球。 
 

我加入 CAPA 是因为我想为社区服务和社区

倡导尽绵薄之力。虽然我儿子还没有到入学年

龄，但是我想在这个阶段就加入，以期能够影

响在我孩子入学前就制定但会对我的孩子产生

影响的政策。公校的很多政策都有其惯性，改

变政策是需要时间的。 
 

对我而言，今年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并维护

APASAAG（亚裔联盟）家长委员会。第二个

目标是组织发展，我们需要确保就长期而言，

CAPA-MC 在使命、工作范围、人员、财务等

方面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 
 

恳请大家一起加入并且为 CAPA 各项活动和

倡议提供志愿服务！ 

 

 
I came here with my parents when I was 12 
in 1998. I went to middle school in New 
York, high school in Los Angeles, and 
undergraduate in San Diego. I moved to 
Montgomery County in 2009 for work. I am 
an aerospace engineer at the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I have a 3-year-old 
son. I joined CAPA-MC in 2016. In my 
spare time I enjoy playing soccer. 
 
 
I joined CAPA-MC because I wanted to do 
my part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advocacy. While my son is not yet of school 
age, I want to get involve at this stage and 
influence policy that will have impact on my 
child before he enters schools. Many public-
school policies have their own inertia. They 
take time to change.  
 
The overwhelming goal this year for me is 
to establish and to sustain the APASAAG 
Parent Council.  
The second goal i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CAPA-MC is sustainable, viable, and in the 
long run in terms of mission, scope of work, 
personnel, and finance. 
 
Get involve and volunteer for various events 
and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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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Yang, 家长会前会长，现任理事会成员

和课程小组组长。主打五月亚太月，心理健

康，反霸凌，和特殊人群等几个项目。 
 

说起来我也算是教育科班出生。在国内，读过

师范学院；在美国，获取了美国的教育学硕士

学；在美国教过七年书；是美国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认证的大学升学顾

问；在学校系统里工作前前后后也 15 年了。 
 

我是一名家长，在蒙郡住了近十五年了。十分

愿意从身分认同，建立社区，和培养领导力这

三个方面来支持引导我们的孩子。 
 

大家很熟悉我们以推动农历新年和五月亚太月

来提高我们孩子的身分认同，弘扬我们文化，

及有效地让我们的理念和文化成为主流社会一

部分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今年除了进一步地进

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推出“ The village 

initiative”. 这个项目意在帮助我们社区里面的

弱势群体。众所周知，我们社区是多元化的。

我们有高收入的家庭，也有不少家庭贫困；许

多父母有高学历，但不少在餐馆里打工，在学

校里扫地；我们有极大部分的优秀学生，但是

也有不少，刚来需要英语补习的孩子；我们有

不少天才，但是也有智力残障的孩子；我们有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孩子，也有很多需要在社交

能力上和心理健康上受到关注的孩子。 
 

“The Village Initiative “ 将联系多个团体共同来

关心这些群体。希望能为需要帮助的家庭搭桥

牵线，组织我们社区的孩子来关心他们。让我

们的社区成为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的孩子学

会走出自我，投入到建立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归

属感的他们自己的华人社区。 
 

 

 
Julie Yang, former CAPA-MC President, current 
Board Member, Curriculum Committee 
Chair.  Focus areas include: May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anti 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education for special population.   
 
I have long been involved with education: 
graduated from a Normal School in China prior 
to receiving my Master of Education degree in 
United States; taught 7 years and is a certified 
College Admission Specialist by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MCPS for 8 years after staying 
home raising my own children for 10 years.   As 
a parent, an educator and a community 
advocate, I would like to help our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here to affirm their identity, 
build our community and cultivate their 
leadership.   
 
Our members are familiar with our efforts for 
May Asian Pacific Heritage month and our push 
for the MCPS to recognize Lunar New Year as a 
holiday.  We are promoting our culture and 
having our values and heritage be accepted and 
become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We will 
continue these efforts in the coming years.   
 
In addition, we will roll out “The Village 
Initiative”.  This initiative aims at bringing to the 
forefront the needs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our community and elevate our conversation 
on how to help and support them.  As a diverse 
community, we have high income families, but 
also low income families; we have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educated, but also a good 
amount that works in MCPS cafeteria or in the 
restaurants; we have the highly gifted, but also 
the special education kids; we have the well 
rounded, but also so many that have mental 
health issues or needed much support in 
developing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 Village 
Initiative” will partner with many other 
organizations to connect them with resources. 
We hope to organize our youth to service them.  
 
Let our community be a warm home for all. Let 
our children learn to step out of themselves and 
invest in building their ow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where they call home.  
 

Julie Yang (杨成华) 
 

Board Member 

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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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2001 年来到美国，头五年是在阿肯色州

的小石城度过。2006 年我搬到大华府地区。

我现居 Potomac，有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刚

刚在 Hoover 初中上六年级。我目前任职 3M

公司，是一名程序开发员。在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的帮助下，我们正在开发一套健康信息系

统，帮助医院和医生把医疗文件转化为医疗代

码，以方便进行收款、审计、研究等工作。我

的兴趣比较广泛，比如计算机编程、阅读、健

步以及涉猎不同领域的新知识。 
 

2016 年，我作为 CAPA 的创始成员加入了

CAPA。在本地区居住了十几年，我很自然地

有了一种归属感。我认为加入 CAPA 是参与

社区活动并结识社区领导的一个良好途径。我

坚信，通过努力，我们可以为蒙郡华裔社区带

来改变，使之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同时，

我也能成为更好的自我。 
 

现在，我担任 CAPA 董事会成员以及 IT 部门

负责人，负责为 CAPA 各项活动提供 IT 方面

的支持。现在，我们 IT 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为

CAPA 的日常工作建立自动处理程序，比如会

员登记，会员管理，活动登记等。我希望更多

有技术背景的会员能加入 IT 部门，利用最先

进的技术为 CAPA提供服务。参与的人越多，

CAPA 就越能帮助和影响我们的社区。 

 

 
I have been to the states in 2001, spending 
my first 5 years in Little Rock, Arkansas 
and  moving to DC metro area on 2006.  I 
am now living in Potomac area, and have a 
11 years  daughter.  She just became a six 
grader in the Hoover Middle school.  My 
current job is in 3M as a software 
developer. With the he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we are building a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to help hospitals 
and doctors transferring their medical 
document to medical codes for billing / 
auditing / research purpose.  I am interested 
in many things, such as computer 
programing, reading, walking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kind of knowledge.   
 
On 2016,  I joined CAPA as the one of 
founding members of CAPA.   After living in 
this area for decade, I naturally generate 
some attachment with the community.  I 
think that joining CAPA is a good way to 
involve myself to the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leaders.  I believe that with our efforts  we 
could make changes of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Montgomery County and turn 
it to be a better place to l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I could develop myself to be a 
better person. 
 
For now, I am serving as a board member 
and IT director to support 
the CAPA IT endeavors.   Currently, our IT 
department will focus on building the 
automation process for the CAPA's daily 
flowwork, such as member enrolling, 
membership management and event 
registration etc.   I hope that more members 
with technical background could join IT 
department to support CAPA's activities 
with cutting edging technologies.   The more 
people is involved,  the more CAPA could 
help and influence on our community. 

 

Zhendong Chen （陈

震东） 
 

Board Member 

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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