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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异乡，不为异客。”每周
六的中文学校让我们的同胞们相
聚在一起，乡音乡情让人有“海外
一家”的温暖。作为新州北部最大
的中文学校，我们非常乐于向莘
莘学子提供完整的中文教学，并
为华人社区各界人士打造交流的
平台。
 从十几年前几位华人家长让
华裔孩子一定要会说中文的简单
朴素的美好愿望，到今天熙熙攘
攘的中文学校，我们的管理者和
老师们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和努
力。家长们的殷切期望始终是我
们指路明灯。在此，衷心感谢各界
人士对我校的大力协助。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
经济合作的扩大化，中文热潮落
地生根。在华人聚集的新泽西州，
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开始出现。
我们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始
终坚持诚信，责任的信念，立足根
本，严抓教学质量，广泛听取家长
的意见，加深交流与合作。这也是
我们学校立足社区，赢得越来越
多家长信任的根本原因。
 我们每周六分3个不同时段
为学生们提供71个课程的教学。

为了加强教学管理，针对不同家
庭的需求和特点，我校成立了三
个不同的（教材）教研组，力争因
材施教，为孩子们提供适合他们
的舞台。希望我们的学生们爱上
中文，爱来中文学校。如今，许多
家长也积极投入学校的各项活
动，并乐在其中。
 “诚心诚意”是教育工作者的
职业操守“责无旁贷”是华夏人的
办学态度。我们非常欢迎有志于
中文教学的热心人士加入我们的
团队，发展壮大我们的中文教学
事业将是所有华人的共同目标。
 经过近几年的迅猛发展，我
校已经成为深深扎根于华人社
区，服务各族裔的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力的语言学校。作为教务长，
我深深地为我校优秀的管理团队
和教师队伍感到自豪和欣慰。为
了让大家对我们的教学管理工作
更为了解，在此，我们非常愿意将
我们最新的经验与体会与兄弟学
校和广大家长们共同分享，希望
能创造一个多方位交流的氛围，
共同致力于提高中文学校整体教
学水平的事业。

 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来新
泽西定居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
挂心子女中文教育的呼声越来越
高。虽然当时新州中文学校星罗
棋布，但都只教授繁体字和注音
符号，给在美国环境下成长的中
国孩子学习中文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为了减轻孩子学习中文的困
难，就产生了建立一所教授汉语
拼音中文学校的愿望。
 1993年感恩节时，在一次中
国旅美科技协会会员的家庭聚会
上，建立一所以汉语拼音教授中
文的中文学校的议题被第一次提
上了日程。经过几对家长一段时
间的酝酿和探讨，大家取得了自
己创办一所以汉语拼音教授中文
的中文学校的共识。这些家长是：
武小英/陶国青，蔡菲菲/翁立，张
雪珊/周林，陈小平/邵杜罔。在武
小英的牵头之下，根据新州公司
法，将学校注册成为一个非营利
组织，并开始分头寻找校舍，聘请
老师，从国内运送中文教材，筹备
招生工作。在大家的奔走努力下，
筹备工作有了基本眉目，华夏中
文学校校舍由蔡菲菲办理，租借
在她家附近的Bloomfield Middle 
School。1994年11月5日，在蔡菲菲
家召开了一个筹备座谈会，除了
上述各位家长参加之外，也得到
了旅美科技协会负责人和其他家
长代表的支持，同时在新州的《新
时世》（现名《新州周报》）报上发
布了消息，“首家教授简体字和汉
语拼音---新州华夏中文学校即
将开学”。
 1995年2月初，由五十六名学
生报名组成的华夏中文学校在
Bloomfield Middle School 宣告成
立，并开始上课。之前，周林、张雪
珊夫妇运来了他们捐助的教材。
开学时的校务人员为：校长武小
英、副校长蔡菲菲、校务长陈小
平。任教的中文老师为：刘梅、史
友琴、白明、孙嘉静、常燕玉、王
堤、欧阳燕。开学典礼之后召开了
家长大会，并成立了家长会，赵岍

为第一任家长会会长。
 1995年10月20日，华夏第一
期校刊《侃城》出版。李岩任第一
任校刊主编。（注：《侃城》后改名
为《华夏园》加《华夏通讯》，后又
演变为现在的《华夏园地》。）
 1 9 9 6 年 初 ，学 生 人 数 增 至
二三百人，涉及的家庭近两百。鉴
于学校的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
管理及内部协调的需要，正式成
立了由办学人员、赞助人员和家
长代表组成的华夏中文学校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会由武小英、蔡菲
菲、张雪珊、陈小平、高铭、赵岍、
李岩、李梅桦、吴光中等九位董事
组成，并选举赵岍为第一届董事
会董事长。1996年六月讨论、产生
了学校第一部章程草案。
 由于家庭居住的分散，报名
学生的踊跃，1996至1997年期间
相继又有几所华夏分校成立，由
此建立了总校架构。经董事会批
准，由武小英担任了第一届总校
长。在第一届董事会九人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陈同（中部分校）、吴
莉（纽约分校）、陈明杰（奔腾分
校）、吴润霖（博根分校）、考建华

（南部分校）为董事。
 1998年，随着爱迪生等分校
的成立，华夏的迅速扩展，一个小
规模的初级阶段的管理形式，迫
切需要过渡到一个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的管理结构之中。在代理董
事长张雪珊的主持下，经董事会
讨论决定，由赵岍代表董事会，并
由各分校派一人组成一个八人的
章程修改小组（赵岍-董事会、顾
松乔-北部、张永亮-奔腾、雷执
宪-爱迪生、王红-博根、桂秋晨-
纽约、宋利民-中部、黄玉东-南
部），对华夏中文学校章程进行修
改。经过三个多月的多次讨论和
修改，形成了华夏中文学校章程
修改稿草案，并于1998年6月1日
经董事会讨论批准《华夏中文学
校章程（修改稿）》，正式生效成为

《华夏中文学校章程》。

非 诚 勿 扰
诚信办学，责无旁贷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教学管理之探讨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教务长    游 牧

“20周年校庆” 纪念文章
关于华夏初创的回顾

 陈小平

吃药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胡洛宾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喜
欢吃药。每次生病的时候，我的妈妈
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哄着我吃药。虽然
我的妈妈很聪明，她的办法对我一点
儿用也没有。
 我家里有一个李阿姨，帮妈妈
照顾我和弟弟。她特别壮，胳膀粗粗
的，很有力气。有一次，我又发烧了。
我发烧得吃药，但是我就是不想吃。
我正在房间里坐着呢，就听见妈妈和
李阿姨嘀嘀咕咕地商量什么。一定是
要给我灌药。我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想办法怎么对付她们。
 这时，李阿姨和妈妈笑咪咪地
走过来。李阿姨张开胳膊挡住了我逃
跑的路。我刚跳起来，她就一把按住
我的肩膀。妈妈上来二话不说, 捏住
我的鼻子就要灌药。
 我立刻躺在地上打滚儿，阿姨
的手像铁钳一样摁住我，我又哭又
喊，用尽全身力气跟她搏斗。我又踢
又踹，扭来扭去，也挣脱不了阿姨的
手。我把脑袋又东躲西躲，不让妈妈
把药碰到我的嘴。我很愤怒。两个大
人欺负一个小孩子。李阿姨的表情恶
狠狠的，像恶魔一样。妈妈看着也不
像以前那么慈爱了。我跟她们打了
半天，又累又伤心，出了一身大汗。妈
妈摸了摸我的头，突然停住了。她说：

“出汗了，烧退了，不用吃药了。
 妈妈和李阿姨气喘吁吁地站起
来了。她们也出了满头大汗。我终于
以少胜多，赢得了这场战斗。这件事
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

沙滩
 张云岫

 这个夏天我们一家一起去了 
Long Branch美丽的沙滩。
 我在沙滩和妹妹一起做沙堡。
沙滩上的沙子很软，所以我们的沙堡
总是塌。我们把沙用水踏实，才把沙
堡建起来。接着在我的小沙堡旁边挖
了一条护城河。我们还很细心地用贝
壳装修我们的沙堡。我和妹妹都很开
心。
 我也很喜欢躺在沙里，所以我
就叫妹妹把我埋在沙里面。我问妹
妹，“你要我把你埋在沙里面吗？”妹
妹马上一边跑一边大声回答，“不要!
不要!请你不把我买在沙里面！”我
大笑了起来。
 沙滩是我最喜欢放松的地方。
我可以在那里一边游泳一边玩沙。海
水很凉爽而且沙滩旁边的海浪特别
大，所以在那里游泳很有趣。我总是
想妹妹和我一起去海里游泳，但是她
总是不敢去。
 我们在海边嬉闹的时候，我的
妈妈就给我和妹妹拍照片。我和妹
妹不想被照，但是妈妈特别热衷。我
爸爸在遮阳伞下看着东西，玩他的
ipad。
  我很喜欢在沙滩做沙堡，游泳，
和家人做很多好玩的游戏。我很想明
年的夏天再去沙滩一次。

方便面
 马立平七年级 杨海伦

 我第一天来到夏令营的时候，
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会远离枯燥。我
从西安飞到庐山以后，就坐在一辆公
共汽车上去酒店。我们的夏令营很特
别，因为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住在外
国的中国孩子会在庐山旅游一个星
期。坐在车上的时候，我能听见其他
的孩子说话，感觉像他们都互相认
识。但是他们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
中文，而他们说的是德语。
 在夏令营发生了很多搞笑的事
情，几乎太多的故事了。
 有一天，我们上完课以后，我就
飞快地往楼上跑去洗个澡。每天都是
差不多一样的，早上上一节中国文化
的课，下午也上一堂课。中间有一个
小时能随便玩儿，六点钟我们就去吃
饭。我想到饭的事情我就对我自己
笑，因为旅馆的饭总是太油，太辣，和
太咸。还有在午饭的时候，一个德国
男孩叫 Felix 问老师，“老师，如果我
们屋子里有茶壶，能不能就待在屋
子里煮方便面呢？” 老师回答，“最
好不要这样吧…” 但是我看 Felix 的
脸，就知道他已经准备待会儿去买方
便面了。
 Felix 比我小一岁，挺幽默的，但
是他的英语没有那么好。我洗完澡以
后，就去酒店旁边的超市去买一瓶饮
料。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十二
岁的男孩拿着十五碗方便面。它们都
堆在他的手里，每一步我都能看见碗
在那儿晃。我忍不住微笑了一下，再
走回楼上去了。
 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几个老
师在。几分钟以后，Felix 也坐下来，
开始吃西瓜。他才吃了两块以后就
说，“老师我吃好了。” 刚起来的时候

老师就抓住他的手。“Felix！你是不
是要在屋子煮方便面呢？” 他假装
他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对老师说，

“怎么会有这个主意呢？” 他就那
样，跑回屋子里了。
 几天后他都没下来吃饭。每次
老师问我们我们他在哪里，我们都会
说“他在买东西” 或是 “他在洗澡”。
可是一天，老师终于抓住他在屋门口
吃方便面。老师没有说他，没有生气，
只看了看 Felix 就回头走了。
 那天以后六点钟，我们都坐在
桌子，准备吃饭。悄悄地，Felix 从后
门进来。他坐下来以后，他就看见他
面前没有碟子。他刚要问老师的时
候，一个人走进来，端了一个特别大
的碗，放在 Felix 的面前。那碗看起来
像它能装十天的米饭在里头。觉得好
奇，我们都站起来看里面是什么。方
便面！

吊桥历险记
马立平七年级 蔡盖

 “别乱跑...年轻人...眼镜！” 导
游在告诉我们小心走路的时候，我们
已经到了Mt.Titlis买票的地方。今年
夏天我们去了Mt.Titlis，它是瑞士最
高的山。导游说Mt.Titlis高3238米；我
一听到就有点害怕，因为我不太喜欢
高。
 上Mt.Titlis，我们先乘了缆车往
上走，虽然高，但是不太害怕，因为
是夏天，不太冷，还看到了些动物。但
是，上了山有两个问题。第一，因为
是夏天，雪正在化，化了以后，冰水混
合，路很难走。第二，要走一个铁吊
桥。
 走在铁吊桥上，我一直在想，

“别掉下来！别掉下来！” 但是，风
和我的恐高症不帮忙。每次风吹过
来，桥就抖动；我就抓着旁边的铁绳
子。但，每一次抓绳子，我不得已往下
看，真高呀！从桥上看不到山底！我
在抓着绳子走的时候，还记得要用我
妈妈的照相机拍点儿照片。照完了，
就担心，如果我把我妈妈的照相机丢
了就糟糕了！我边想边往下看，说

“如果她的照相机掉下去，那就怎么
也找不回来了。”我刚要把照相机收
起来，一阵大风吹过来。我睁大眼睛，
大叫一声“糟了！”
 照相机不在我手里了！我急
了，如果我真的丢了妈妈的照相机和
里面的照片，她肯定会惩罚我。那时，
我忘了怕高，赶紧在桥上跑来跑去找
相机。我正在地上爬着，看到了地上
有点红，因为妈妈的相机是红色的，

“找到了！”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我赶紧走
完了桥，回到团集合的地方。回到旅
游车上，我的心还在抨抨跳，好长时
间才平静下来。好险啊！ 

埃菲尔铁塔
 马立平七年级 刘威丽

 今天真美丽啊！晴朗的天气没
有一丝的云彩。巴黎美丽的天气真好
啊。妈妈爸爸妹妹和我走在街上，享
受我们的假期。我非常兴奋，我们在
去埃菲尔铁塔。从这里埃菲尔铁塔看
上去真小啊， 好像我可以一手拿起
来。 可是， 我们越走，埃菲尔铁塔越
高，最后，站在它面前时，它像一个大
大的巨人。
 我们终于走到了埃菲尔铁塔的
底座。我们排在队里，等着。一位浅
发女生喊着， “先生们，女生们，很抱
歉，埃菲尔铁塔现在还关着。我们目
前在整修铁塔，您们可以晚上回来。” 
然后她用不同的语言说同样的话。
每次，有人叹口气。我们失望地走了。
我急了，铁塔是一个巴黎的象征。如
果妈妈爸爸不让我们晚上来就怎么
办呢？ “爸爸！我们可不可以等一
下就回来？” “好吧，好吧。不要着急
啊。”
 那天晚上，妹妹生病了。她咳嗽
的厉害，头疼。可是爸爸带我去看铁
塔。外面黑了， 很冷，妹妹给我她的
夹克，爸爸和我就走了。我们走了十
分钟左右， 就看见那个巨大的铁塔。
真壮观啊！在黑暗里，我只能看它的
挺拔的黑影子站的高高的。我们进铁
塔的电梯，慢慢地往上升。
 电梯的门一打开，我赶快跑出
来。风真大，我差点被吹到。可是，我
迎着风，跑出去一看……哦！我不能
呼吸，风景太漂亮了。我正站在埃菲
尔铁塔的最高层。一看， 可以看到整
个巴黎。巴黎的灯像亮晶晶的星星，
闪着。我站在哪儿，看着这个精神的
城市让我真高兴，真神奇！
 我现在想到那天。我觉得整修
铁塔给我带来运气，让我有机会晚上
来，看到巴黎的夜灯，巴黎的夜的美
丽。

改写寓言 《乌鸦与狐狸》
 游毅敏老师推荐

 故事主线贯穿乌鸦和狐狸斗
智，谁胜谁负，谁最后巧妙地取得胜
利。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王欣
 有一天，乌鸦从外面带回来了
一块肉给他孩子吃。他刚要进窝里，
狐狸就看到他。
 “乌鸦你好！” 狐狸说。乌鸦不
理他，因为上次，他被狐狸骗了。这
次，他打算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乌鸦喂完了孩子，就决定在外
面飞一会儿。在天上飞很舒服。他过
一会儿就看到狐狸在地下跟着他。乌
鸦把翅膀一动，就从天上落下来。
 乌鸦站在一根树枝上，说：“你
干嘛跟着我呀，该死的狐狸？”
 狐狸笑着说：“乌鸦朋友，我只
是想知道你怎么找肉。”
 乌鸦听到就觉得很得意，忘了
不该相信狐狸，就决定教狐狸怎么找
肉。他开始讲应该在哪种地方才会有
肉，和哪种肉最好吃。
 “好了，” 乌鸦说：“现在只需要
教你最后一步：怎么抓肉。” 狐狸还
笑着，仔细地听乌鸦说。
       “你得慢慢地走近你要的肉，等
到肉不注意的时候，就马上跳到肉的
上面。”
 “哦。好吧。可不可以让我在你
这里试试？”
 乌鸦很得意，自己能教好一个
学生，就说：“好吧！一定要把肉抓
住！”
 乌鸦这时候忘记了他就是狐狸
要吃的肉，一不注意，狐狸就跳到他
身上，把他吃了。

马立平七年级  刘薇丽
 乌鸦睁开它的眼睛, 慢慢地醒
过来。它困倦地揉揉眼睛, 伸个懒腰。
太阳刚刚升起来, 可是乌鸦知道它
需要找饭吃。它寻找了三个小时，辛
劳终于有收获了。乌鸦找到了一个
非常大块的肉! 可是，它已经被狐狸
骗了三次, 让狐狸骗走了它的肉。乌
鸦发怒了,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好好报
仇。
 乌鸦把肉切成两块。 一块它先
吃了，啊，真好吃呀! 肉又嫩又美味, 
真好。第二块肉,乌鸦留在外面。过了
两天, 肉发霉了。 “真好, 我的计划会
顺利地实现。”乌鸦兴奋地飞回到它
的窝。狐狸就住在那棵树的洞里。
 狐狸一闻到肉的味道,瞪着眼
睛冷笑起来， “哈哈哈!乌鸦又来送
肉了!” 它拍拍身上的灰, 平静地走
出去。它看着乌鸦站在树枝上, 嘴里
叼着一块肉! 狐狸狡猾地说, “你好,
乌鸦太太!” 乌鸦不吱声地笑眯眯地
站在那儿。狐狸又说, “啊乌鸦你真
漂亮!你的羽毛真美丽!” 乌鸦还不
吱声。狐狸又说, “乌鸦! 你真丑! 谁
也不想看你!” 乌鸦生气了, 大骂着, 

“你这个可耻的狐狸!” 
 肉掉到狐狸的嘴里, 它一口吞
下去。肉发霉，长毛了! 真让人恶心。
狐狸的肚子像火烧了的一样痛。它尖
叫着跑到洞里。 从此，狐狸再也不敢
去麻烦乌鸦了。

 马立平七年级 张云岫
 有一天，乌鸦又想起狐狸上次
骗它的肉, 它很生气，打算也给狐狸
一个教训。它想起上次和狼交朋友，
于是有了一个好主意。
 乌鸦叼着一块肉，飞到狐狸洞
边的树上。狐狸闻到肉香，出来故伎
重演，骗乌鸦唱歌。乌鸦不理，飞到另
一棵树上。狐狸跟了过去，乌鸦又往
更远的树飞去。就这样狐狸跟着乌鸦
越走越远。终于，狐狸觉得不对劲，赶
紧往家跑。它回到家，惊奇地发现狼
站在它的洞口，惬意地舔着嘴巴。
 狼笑着对狐狸说：“乌鸦兄弟告
诉我这里有许多好吃的，果然没错。”
狐狸一下子全明白了。

 马立平七年级 吴恩怡
 一个很冷的秋天，狐狸在它的
洞穴附近找食物吃。乌鸦也在天空飞
来飞去，找肉吃。乌鸦很久才找到一
块小肉。他把肉叼回自己的窝里，刚
准备把肉吃掉。
 突然，它听到它邻居狐狸的洞
穴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叫声。它飞过
去看看怎么回事，哇呀，小乌鸦在狐
狸洞里面，狐狸准备吃掉他们。乌鸦
想：“我的宝贝孩子肯定是从窝里掉
下来的。多危险啊！我一定要想办法
救它。” 它在洞外对狐狸大声喊：“狐
狸先生，快过来啊！我找到了很多块
肉。你想不想过来看看？”狐狸很贪
心，就急忙问：“在哪儿？你告诉我在
哪儿，我自己去拿。”乌鸦答到：“就在
前面那棵大树底下。”  狐狸一听，就
用最快的速度朝那棵树跑去。乌鸦趁
机把小鸟悄悄地叼在它嘴里，朝它的

窝飞过去。它把小鸟放在它的羽毛底
下。他又把刚刚找回来的肉喂小鸟。
小鸟很快就睡着了。小鸟刚睡着，乌
鸦就听到狐狸在树底下狂叫：“你这
只臭乌鸦，骗我去那棵树底下。我连
一块肉都没看见。你还拿走了我的美
味晚餐。”
 乌鸦笑眯眯地答：“谁叫你怎么
笨？幸而，我救了我的孩子。你三次
骗走了我的肉，你还相信我会那么好
心告诉你免费的肉在哪里？如果你
这样还相信我，那你真的很笨！这是
你自找来的，老狐狸！” 狐狸气的半
死，脸红红的，气汹汹夹着尾巴回自
己洞里了。

蝶恋花-夕阳 
 王建雄 于新泽西 

2014年中秋节 

 夕阳西下逝黄昏。 

 一抹彩云，阳落余辉弱。 

 灯揺车稀人踪灭。 

 黄昏帘幕悉数落。

 离乡背井十五载。 

 四海漂泊，渐解花开落。 

 惊叹故园天地变。 

 兀自忧殇惜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