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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園地 ( 簡體 ) EDUCATION

	 新泽西的春天总是姗姗迟
来，华夏的春天却是傲视着皑皑
白雪迫不及待地赶来了。华夏
中文学校总校教学部精心筹备
的教学管理交流会议于 3 月 25
日在华夏博根分校如期举行。	
这是华夏第三次举办教学管理
交流会议，目的是为各分校搭建
平台，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
	 博根分校的管理团队迎来
了十几所分校的校长和教务长
们。寒冷挡不住华夏教学交流
的热情，距离在共同的目标下缩
短。博跟分校为本次华夏教务
人员的教学交流活动奉上了一
顿饕餮大餐。
	 本次教学管理交流分三大
块进行。首先由博根分校的孙
长慧教务长介绍了博根学校的
概况。博根是与其它几所齐名
的老华夏，即将步入二十一华
诞。学校管理团队非常有远见，
他们很早就为学校提出了目标，
要“将中文教育与美国主流教育
接轨”，如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让教务们兴奋的是，博根的
首届毕业生有的已经成为了父
辈们的同事，孩子们已经把文化
传承的接力棒接过来了。孙教

	 2 月 25 日（周日）下午，	 伯

克利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第二

届春节联欢会。	 这是一个伯

克利高地以及周边若干华人社

区共同的新春庆典，吸引了 600

多位华人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其

他 族 裔 参 加。 今 年 的 活 动 在

Watchung	Hill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举行，家长会和志愿者在

活动当天早早就来到学校，拉起

春联横幅，挂上喜庆的红灯笼，

还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红包墙，

把会场装饰得喜气洋洋，	年味十

足。

	 今年的联欢活动分游园和

文艺汇演两部分。在 12:30 到

2:00PM 以“爸 妈 儿 时 那 些 事”

为主题的亲子游园会上，在美国

长大的孩子们可以跟着父母一

起体验踢键子，转陀螺，下围棋，

玩跳棋，扔沙袋等中国传统游

戏。游园会上还有剪窗花，扎花

交流学习，共同提高
2018 华夏教务会议圆满结束

 总校宣传部  廖山漫

伯克利华夏中文学校第二个春节联欢晚会
 吴楚萱

务长还向与会教务们介绍了学校
的课程安排，教学管理以及教师培
训。正如华夏史泰登岛叶翠校长
以及其他教务长们在活动结束后
发表的感言说：“	博根校址优美，
学生上课守纪律，老师教学经验丰
富且准备充分，	为我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确，博根的教学团队为
本次活动投入了大量准备，	得到
各位盛赞。
	 在第二大块的活动中，博根
开放了“明星”	教师的课堂，从学
前班到九年级班，	博根学校坚持
教师培训，完善教师管理，建立了
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利用这次
机会，来自各分校的校长教务长认
真地当了一回学生，观摩了很多课
堂，体验了明星老师的风采。低年
级老师的活泼，孩子们的可爱，高
年级老师的博学和严谨，	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都为大家留下了特别
深的印象。
	 在第三大块的活动中，校长教
务长们畅所欲言，交流学习的体
会。本着交流教学管理，分享学习
和共同提高的理念，参会的各位华
夏教学服务人员纷纷就自己分校
教学管理过程中的经验与体会与
大家分享，从同行们的经验中获得
更大的动力。本次活动聚集了各
分校教学管理的当家人，博根的远
亲近邻热热闹闹聚在一起，为华夏
2018 年的教学管理出谋划策。
	 活动的最后，许兰薇副总校长
进行了总结，	华夏是一家，传承汉
语和文化是每一个华夏人的职责，
资源共享的时代，我们应该整合资
源，发挥华夏最大的优势，	把我们
华夏的华文教学提高到一个新高
度。

灯，手工课有关春节的作品，以及

苏州园林的模型展览，让孩子们在

玩乐中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文

化。孩子们还体验了热闹的舞龙

和放鞭炮的热闹节日气氛。游园

会后是节目表演。所有演出虽然

都是中文学校学生在老师，家长，

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排练准备的，但

却丰富多彩，有说唱歌舞，还有中

华武术。多才多艺的舞台策划们

精心准备了非常专业的舞台背景，	

给演出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

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媲美的表

演舞台。在节目中间，有心的节目

策划组播放了中文学校各个班的

师生给学校以及华人社区的新年

祝福视频。最让人惊喜的是，世界

著名钢琴家郎朗还从中国通过视

频送来了祝福，他鼓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中文，	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晚会最后在全体师生和志愿者“难

忘今宵”的大合唱中完美结束。

	 鸡鸣辞旧岁，狗吠报春意！在

2018 的狗年里，祝愿伯克利华夏中

文学校越办越精彩，也祝愿我们的

华人社区更加团结壮大！

春节的习俗
李霁甦 六年级

	 春节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中国

人过春节有 4000 年的历史了。在

春节里，人们买各种肉，还要杀鸡，

蒸馒头，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

小朋友们吃糖瓜，收红包。

	 我的爸爸是杭州人，	他说小时

候他很喜欢过年。小朋友们新年里

都穿新衣，戴新帽 , 放鞭炮。可热

闹啦！我的妈妈告诉过我她像我这

么大时，新年里常常和爸爸妈妈去

公园坐小船，看花灯。我在春节里

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饭后我还能

得到不少的红包呢！过春节真开

心！要是一年里能多过几次春节，

那该多好啊！

我的数学老师
八年级 徐致源

	 我的数学老师很风趣。	她有

些时候会在课堂上搞笑话，把一堂

平平凡凡的数学课搞得十分有趣。

	 她在数学教学方面很有经验，

很多学生都很崇拜她。无论是课堂

上还是在线上，她都会立刻回答你

的问题。在上课的时候，她还会给

我们一些解题技巧和考试的提示，

而且你回答问题好的话，她会奖励

你饼干。每次到她的教室，都会感

到一种开心的感觉。虽然她很严格，

但是她是为我们好，所以很多人都

喜欢她。有些时候如果没考好，她

会帮你出题目，直到你不犯同样的

错误，而且加深你对数学的了解和

兴趣。

	 有一天，我分数除法考试没考

好，她帮我出了一些跟考试有关的

题目，耐心给我讲解，直到我完全掌

握了知识点。因此，我第二次考试

的时候就没犯同样的错误。她还关

心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一次，

我把课本忘在她的教室里。下课的

时候，我去了她的教室，她跟我说要

把自己的东西放好，不要丢三落四。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在她教室里忘

拿我的东西。

	 总之，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对

教书和育人很在行的好老师。

罕见的大雪
马斯睿 五年级

	 晨光从窗户照进来，小鸟在外

面叫，我从床上蹦了起来。突然记

起今天学校关门了，我就又躺下去

了。我往外看去，开心得笑了，天

上和地上都是一片白，大大的雪片

密密得往下倒。我想了想	“如果雪

下得这么大，有可能明天不上学”	！

我想完，一下穿上了衣服，就去吃东

西了。

	 吃完了早饭和做完了正经事，

我去看电脑，刚刚打开电脑，电脑就

关机了。我感到很奇怪，我没有奇

怪多久，因为过了一会儿，电脑又能

打开了。

	 我往外面看，雪下得更大了，大

风嗡嗡地叫，掉下来的树枝子 ,	哪

都是。突然，电脑一下关机了，灯也

一下就关了，“没有电了”我心里想

着。

	 晚上还没有电，姐姐去拿了蜡

烛，我去拿了打火机把蜡烛都点上

了。每天都像这样子过，一共三天

没有电，每一天家里越来越冷，我

们把煤气灶点上了把温度升高一

点儿。在最后一天，我们把发电机

弄好了，就有电了！我那天高兴极

了！	通过这场大雪，让我感到有电

的幸福。

过年了！
杨晨 七年级

	 每次过年时，我们全家都和亲

戚朋友打电话，寄钱，等等。我们在

微信里发红包，说说笑笑。虽然我

们不能回国过年，但是我们还是一

家，开开心心的过年。过年时，我们

去好多晚会，平常是 Westfield 的，但

是今年我去了伯克利中文学校的，

因为我是主持人。我觉得那里的晚

会办得很好。过年时，我们也收红

包，看电视上的春晚。节目很好玩，

有时候还让我哈哈大笑起来。

	 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包饺子，

吃盒子（妈妈做的盒子好吃的不得

了），我这个年过得很开心。

春节
 邱孟嘉 六年级

	 今年我的春节很有趣，今年我

的春节很特别，今年我的春节是一

个忘不了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春

节这么好，这么特别呀？我给你讲

一讲。

	 春节的时候，妈妈做了好多好

吃的。有饺子，鱼，肉，还有每个人

都爱的豆腐。还看了中国的春节晚

会。那么多人唱歌，跳舞，还有人演

戏！家里挂着许许多多的福字，全

都是我写的。我在书法课上学会的。

	 我们中文学校有一个联欢晚

会。晚会之前，大家都在礼堂外参

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和我的朋友

们管着书法桌，让小孩儿学写毛笔

字。我写了一大堆福字。我们也

去看了看别的游戏，有丢沙包，跳

皮筋，还有跳房子 ...... 妈妈说这些

都是她小时候玩的游戏。在做灯

笼的地方，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做了

一个红色的灯笼。还有一个游戏叫

Cat’s	cradle。这是一个用绳子来做

花样子的活动，很好玩儿。

	 晚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都表

演了节目。有人唱歌，有人跳舞，

还有人表演三句半！我们六年级跟

kindergarten 班的小朋友演唱了一

首歌《新年好》。除了参加表演《新

年好》这个节目，	我还表演了武术。

真是一个好玩儿的晚上！

	 在我们小学，我和另一个同学

给我们的五年级班讲春节。我穿了

一件红色的格格服。以前我也讲过

中国的新年，但都是妈妈帮我准备。

这一次全都是我自己准备的。春节

的玩的，吃的，习俗，都讲了。最后

还给大家发红包。我们也教了大家

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老师和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我的演讲。	老

师说我们讲的中国年很棒。

	 我好喜欢过春节！太有趣了！

我想要明年回中国过年。肯定更有

意思！

春节
七年级  叶葳蕤

	 春节我吃了饺子和面条。我春

节没有去学校。我们那天去餐馆吃

饭。我们吃了鱼还有炒面。三十晚

上我们吃了饺子还看了春节晚会。

看完春节晚会，我们看了 Olympics。

星期五我的朋友来我们家。星期天

我和我的妈妈去逛商店。星期一我

的朋友，又来了。	我星期二纠结着

去上学了。

	 有一年我们回中国过新年，我

们在那里看了放花，很好看！特别

热闹！跟着很多我的家人一起，我

们还吃了烤鸭。北京的路上都没

人！大家都回家过新年了！让我感

受到中国的新年！

	 每个新年我都得红包。我们还

收拾房子。今年有	Olymipcs，要是

没有那我们就看春节晚会，12:00	才

结束！

	 欢迎	2018	 狗年！恭喜发财！

旺旺旺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