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八年级

钟天颖     指导老师    段岩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充分利用它的每分每秒。我会紧
紧地盯着我最亲爱的家人们的脸，
看一次又一次，直到深深地印在我
的脑中。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去山间野外，踏着绿色的草地，穿
过层层的树林，看看五彩缤纷的鲜
花，千姿百态的植物，和各种各样野
生的鸟类和蝴蝶等，将这些美丽的
颜色和美物都记住。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去海边，看太阳从海面上慢慢升
起，看蓝蓝的海水连着蓝蓝的天，看
天上的千奇百怪的朵朵白云慢慢飘
过，等到黄昏时，再看太阳慢慢落
下。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来到一个动物收容所，看看我喜
欢的小狗小猫的可爱的脸，看它们
对我不停地摇尾巴。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来到一个繁忙的城市，看看街上
走来走去的人群，看看马路上堵着
的汽车，看看高楼大厦。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一定要把我能看到的美好的一切看
个够！

太阳屋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曹文聪     指导老师  甄丹彤 	

	 自从我家搬到这房子里以后，
这个太阳屋变成了我的玩的地方。
太阳屋长25尺，宽13多尺。
	 每天从太阳升起到太阳下山，
太阳屋总能够接受到很多阳光，所
以我的爸爸妈妈就放很多植物太阳
屋三面墙都有窗户，总共有11个窗
户。弓形的屋顶上吊着一个电扇。。
在夏天的时候，太阳可能很强，所以
我爸爸安装了窗帘，这样过多的阳
光可以被挡住了一些。
	 三年前爸爸给我买了一些鱼和
一个大鱼缸，那鱼缸放在太阳屋的
角落里。我喜欢进太阳屋里看鱼吃
东西和玩。我也负责喂鱼。
	 我所有的玩具都放在太阳屋
里。有foosball	 table，nerf枪，legos，还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玩具。每到周末
我们全家到太阳屋一起玩foosball。
太阳屋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空间也
很大，当朋友来的时候，我们都到太
阳屋里去玩。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五年级

杨瀚钦    指导老师  何丽华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您在中国工作忙吗？您
什么时候放假再到美国来度假？记
得您上次回到美国的时候，您每天
很早起来，送我去上学，还教我数学
和中文。有一回，我刚好放假三天，
您就带我出去旅游。我看到了大海，
吃到了很多海鲜，还买了一把吃螃
蟹用的小榔头，好可爱哦！现在我
每当想您的时候，我就会把这把可
爱的小榔头拿出来看看。期盼着您
早日放假到美国来度假。
	 祝您工作顺利和身体好！
																								您的儿子	杨瀚钦
																										2016年10月7日

我的苹果树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邱源平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在我家的前院，有一棵又高又
大的苹果树。这棵树比我的年龄还
大。每天我出去上学的时候，都会看
到我家的大苹果树。我的大苹果树
像一个战士一样站在我家的前院。
	 这棵树很漂亮，有一个又高又
壮的白色的树干。树上的叶子都是
椭圆的形状。在夏天有绿色的叶子，
在秋天树上的叶子变颜色了，叶子
都变黄色和金色的!	在冬天，树上只
有树枝，没有叶子了。
	 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树
下乘凉。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树上
就结出苹果。我家这棵树结出的苹
果是绿色的。虽然看着很好吃，但是
我不能吃。因为苹果常常都被虫子
咬到。
	 这棵苹果树就象我的家人一
样。天天我们都能看到它。我天天的
长大，它也天天陪着我长大。这树是
一棵很有意思的树。

怎么反而长矮了？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陈欣怡    指导老师    刘泽蕾

	 从前，有一对父子俩，儿子的名
字叫东东。父亲想看看东东从秋天
到春天能长多少。可是，他们不知道
怎样才能看见东东能长得多高。他
们想呀想，从早上想到晚上。最后，
东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他
的父亲说，“爸爸，我可以站在我们
外面的那棵小树前面。你看看我有
多高，然后用榔头把钉子敲到树里，
不就行了吗？到了明年春天，我就
可以和去年的高低比一比了。”		东
东的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
拿上榔头和钉子跟着男孩出去了。
	 他们找了一颗小白杨树。因为
是秋天，白杨树的叶子都快掉光了。
东东在树前面站着，让他的父亲看
看他长得多高。父亲在嘴里叼着钉
子，用榔头在东东的头顶那里做了
个标记。他对东东说，“儿子，你站到
边上，让我把钉子钉到树干上。”		东
东站到了边上，高高兴兴地看着他
的父亲把钉子敲到树干里。父亲做
了标记，就和东东一起回家去了。
	 秋天过得特别快。一转眼，雪花
就开始飘下来了。东东和他的父亲
穿上了棉袄，带上了围巾和帽子，就
出去在树边玩儿了。它们一会儿滑
雪橇，一会儿堆雪人，早都把那棵小
杨树忘掉了。
	 到了春天，花儿开了，小杨树
的新叶子也长出来了。父亲和东东
一起出去看东东长了没有。东东站
在了杨树前面。父子俩都很吃惊。父
亲对东东说，“咦，我秋天明明把钉
子钉在你的头顶那里。难道，你长矮
了？”
	 那对父子俩不知道的事情是，

“要是小孩可以长，为什么小树就不
能长了呢？”

月亮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常亮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古郎月行》	李白
	 我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月
亮的故事。我很好奇，月亮上真有人
吗？学中文时，我读了《月亮姑娘做
衣裳》的文章，月亮会变大变小，无
法做衣裳。这样，我对月亮更加感兴
趣了。
	 今年二月份，我几乎每天都出
去看月亮，越看越感到月亮变化无
穷。最初几天，晴朗的夜晚，月亮升
起来了，它很像一个弯弯的银钩挂
在天空上。银钩慢慢从像眉毛那么
细到越变越粗了，像弯弯的小船，两
头尖。有几天阴天，厚厚的云层，把
月亮给罩住了，没有看到月亮。又过
了几天，月亮变成了半圆。我可以模
模糊糊地看见明亮的月亮上，有一
些不规则的阴影。几天后，我看见一
个像大玉盘的月亮，可是缺了一大
块，奶奶告诉我，是天狗把月亮吃了
一大口。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奶奶让我
看月亮。我上了楼，到我的小屋里，
打开窗户，看见一朵阴云，四周镶
了银边似的。不一会儿，阴云慢慢移
走,突然我看到了特别大的圆圆的
月亮！月光特别亮，把大地照得明
亮明亮。奶奶告诉我正月十五是春
节的最后一天。那一天在中国，人们
吃元宵，猜谜语，逛花灯。	
	 后来，我读了有关月亮的书，知
道了月亮上是没有人的，月亮是地
球的卫星。月亮的变大变小是因为
每天晚上，太阳照月亮的角度不同，
而形成的。

写给外公的一封信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五年级
 叶淳恺    指导老师  何丽华

亲爱的外公：	
	 您好!	我很久没见到您了，非常
想念您，您和外婆身体都好吗？
	 我和妹妹每星期六下午都去中
文学校上中文课，所以我会写中文
信，您觉得我写的中文信好吗？
	 在英文学校，妹妹上五年级，我
上七年级。我很喜欢数学课和科学
课，并且我现在法语也蛮不错。自从
上初中后，我每天都很忙，除了功课
多外，每星期一、二、三，还有星期五
课后，我都有网球课和武术课。我很
喜欢打网球，我将参加今年十月份
的一场网球赛。同时我也迷上了武
术，今年十一月份我将去康州参加
比赛。如果能被选中，我将去中国参
加武术比赛。
	 我好希望您能再到美国来教我
数学，我很喜欢吃您做的红烧肉。现
在天气慢慢地冷下来了，您和外婆
要多注意保暖。											
	 祝您和外婆身体健康！	
																									您的外孙	叶淳恺
																														2016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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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中 部 分 校 成 立 于

一九九六年七月，位于新泽西大

普林斯顿地区的蒙哥马利市，

租用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学校以教中文为主，教授汉语

拼音和简体字，使用“标准中文”和

马立平中文两种教材，还有专为

没有中文基础的人士而设的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中

文班。现招收四岁半以上的学生。

除了中文课，学校还设有各种为

儿童设计的文体课。	如：美术，素

描，唱歌，舞蹈，网球，象棋，武术，

语言表演艺术 ,	 奥林匹克数学 ,

儿童乐高趣味电子电路	 (LEGO	

Electronics),		等等。

学校还有为成年开设的成人舞蹈，

健美操，瑜伽，太极拳，篮球，排球，

成人英语，棋牌俱乐部等等。

今年又增加了一些专为高中生准

备的课程，如化学，物理，生物高级

班等等 ,	为在校的高中生升大学

做好准备。。

	 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家庭到华

夏中文学校中部分校就读。请与我

们联系。

学校网址：	www.hxcsmg.org	

地址：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08558.

上课时间：	周六下午 1:30-4:50	　								

联系方式：

									Email：principal@hxcsmg.org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华夏中文

学校教师年会上，CSL教学成了大

会一个热门话题。有关 CSL 教学

的演讲和文章约占大会交流的五

分之一。华夏总校统计数据表明，

2016－2017学年度共有CSL学生

423名，占全校学生的比例微乎其

微。		在近年来华裔学生人数趋于

稳定的情况下，	如何进一步巩固，

发展华夏中文学校规模，	开拓CSL

急待成为下一个发展趋势和重点。

	 CSL，	顾名思义，	就是讲中文

作为第二语言（或者说外语）	来学

习。	严格来说，	海外中文教学均

应归为此类。	现在之所以将CSL单

独分班，是因为绝大多数学生来自

第一代华裔移民家庭，中文在家庭

交流中仍占重要地位，至少父母交

流以中文为主。大部分学生或多或

少可以说有着“双母语”的成长经

历。因此目前中文学校对这样的学

生基本上是采用母语教育方法。像

“标准中文”，“马力平中文”基本如

此，教学模式与中国语文启蒙教育

没有根本区别。那么，为什么说我

们现在需要大力开拓CSL教学呢？

	 首先，未来生源演变将逐步增

强对CSL需求。随着第一代移民子

女进入成人阶段，他们的下一代很

可能会失去中英文“双母语”的环

境而成为“单母语”者。	笔者在教师

年会上就听到这样的例子：在泽西

南部有一群年轻的第二，三代移民

家庭组建了一个中文学校。	他们把

自己的孩子组织起来学中文。	有

趣的是，这些年轻的父母并不懂中

文，	而且他们的原生家庭常常是

限于方言沟通。尽管他们对下一代

学习中文充满了热情和厚望，	但

却面临师资匮乏，办学经验不足等

困难。	无疑，这样的人群需要CSL

的教学模式和继续有经验的CSL教

师。

	 其次，CSL教学模式和理念更

适合海外学生。在美国，外语教学

领域早已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三Ｃ，五 C”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

法。这些对中文教学无疑也是非常

有效的方式。相比传统的中文教

学，CSL 好像没有那么”严肃古板

“，反而更注重寓教于乐，活学活

用，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从而减少

初学者对外语产生枯燥无趣印象。	

CSL教学采用了大量的实物，实景

教学，采用游戏，动手的方式演练

所学内容，并且注重课堂会话及讨

论，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尽

量增加实践的机会。这些特色都减

少了语言学习的枯燥性，而增强了

生动性和趣味性。

	 开拓CSL的另一个重要性是可

以扩大生源，提高推广中文学校的

影响力。为海外华文教育，传播中

华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从而改变

目前中文学校仅限于华裔社区”自

产自销，自给自组“的现状。

	 毋庸讳言，	目前仍处于起步和

发展阶段的CSL也面临很多困难，

比如CSL的教学目标和适当定位，

是限于兴趣培养还是持久提高？

学生缺少汉语语言实践环境，学习

进度徘徊不前。	种种此类令CSL举

步维艰，可谓任重道远。

	 令人欣慰的是，华夏中文学校

中部分校的CSL班已有近十年的历

史。	CSL的苏卫老师有着丰富的教

学经验。	她已连续两年在中文教师

年会上演讲。她的生动活泼，载歌

载舞的教学方式，给与会者带来了

难能可贵的课堂教学经验。

	 总之，笔者认为，中文学校应

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把CSL作为

提高华人及中文学校的社区影响，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

华夏中文学校中部(蒙哥马利)分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at Montgomery

CSL － 中文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王延荣

开学第一天, 学校的走廊里， 
熙熙攘攘, 快乐无比。

司静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2016 智力运动会， 中部分校的运动员们 2016 智力运动会， 运动员们在比赛, 全神贯注的思考中。

 参加2016 教师会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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