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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九月二十五号，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广东省中山
市外事侨务局承办，广东省汕市纪念中学协办，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资
助的“2016华文教育名师北美洲巡讲团”一行来到位于纽约白原高中的
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讲学。巡讲团成员有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络宣传
部副主任张彦，广东省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陈春艳，中山市纪
念中学副校长向琴以及王金泉，张洁，李竞成，罗文斌等授课教师。
	 这次巡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众多的名师讲座中，有美术教
师李竞成讲授的《中国国画之美》，也有英语教师罗文斌和语文教师张洁
联袂的题为《如何激发学习汉语的兴趣》的讲座，还有语文教师王金泉主
讲的《现代汉语词汇教学》...等等。	除了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师、家
长、学生以及管理团队近百人参加者外，此次巡讲活动还吸引了众多附
近地区学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参加人员对这次活动反响热烈，好评如
潮。
	 在众多名师的精彩讲座之间以及休息之余，我有幸采访了李竞成老
师和向琴副校长。下面是本次珍贵采访对话的概略回顾。
---（采访记者：吴宗书）---
---	被采访人：李竞成老师---
采访记者：您来到美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李老师：这里的环境很好。
采访记者：您作为美术老师倾注热情教授美术的动力是什么呢？
李老师：我很喜欢当老师和教学生，我自己也有艺术的梦想。
采访记者：在中西方众多的画家和画作中，您是否有特别的喜好吗？
李老师：西方的画么，我喜欢他们的油画，因为颜色很鲜艳，油画的立体
感也很强。我也喜欢梵高的画。中方的画家，我喜欢徐悲鸿，和范曾。
采访记者：谢谢您，李老师！您的精彩讲座让我们受益匪浅！

---被采访人：向琴副校长---	
采访记者：您来到美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向校长：环境很好，这里的社区很自由。
采访记者：在中文教学的诸多事务中，您最喜欢哪些呢?
向校长 :我教学喜欢看到学生呢学会怎么用中文交流，也喜欢看到学生
会写中文。还有，我也希望能让中文在这留下根，能把中国的传统继续下
去。
采访记者：谢谢您，向老师！希
望今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活
动！
	 纵观这次活动以及对多位
名师的采访，我们可以非常自
豪地向广大海外华人宣传这
次教学交流的重要意义：海外
华文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
识，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的作
用，为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留
住中华文化的根。

	 我校中秋聚会10月2日在Ridge	Road	Park举行.老中青少400多人热

情参与。大菜，烧烤，加月饼和西瓜，充气城堡和滑梯，魔术表演出神入

化，操场另一边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参加的秋运会也别开生面，拔河，三腿

跑，运水球，推小车，接力赛，高潮迭起，喝彩不断.	

	 10月16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在书声琅琅的华夏大纽约中文
学校校园里，小语世界的新一届编委会评选也在紧张而又有序地进行。
共有十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这次评选，活动由黄茵老师和黄磊老师主持，	
评委由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以及管理团队（通讯组、教育组等部门）的多
名成员组成。
	 所有参选学生首先做个人介绍，之后参选的主编副主编和美术主编
竞选人发言，现场气氛活跃。今年的主编和副主编主要竞选人吴宗书和
林亦勤都是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资深编辑，同时在他们所在的英文学
校也都有过校报的主编或编辑的经历，	他们各自提出了对小语世界的
计划和目标，以及针对往年的问题提出如何改进和对新一年的小语世界
的安排，之后临场对评委的问题做应答。今年的小语世界新增了美术主
编这个职位，应选者田育诚有深厚的美术功底，他提出了希望为出版的
文章做插画，使校报更加新颖生动，吸引更多的读者。
	 经过评委们的认真筛选，新一届的小编辑编委会成员如下：
	 主编：吴宗书	,	副主编：林亦勤		雷翰	,	美术主编：田育诚

烟台印象
 林亦勤（AP 中文)

（烟台夏令营征文比赛二等奖）

	 我们都是从海外来到中国去参

加这个烟台夏令营。它不光是一个

学习中国文化的夏令营，它也帮我

们了解烟台和山东。你可能想问，烟

台有什么特色呢？虽然夏天的天气

感觉太热烘烘，不卫生的卫生间是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和我们要走成

千上万的楼梯了，但是烟台也有一

些优点。

	 首先，他有许多迷人的历史景

点。比如说，在海阳地雷战景区，我

们看了一个搞笑的戏剧，去了一个

纪念碑，和一个小博物馆。我们前天

看到了一个一样的题目的电影《地

道战》，那个戏剧让我们对那个战争

的了解变得更丰富。而且，他们用了

假的地景区，但是它们看的和听的

跟真的一模一样，所以大家都从头

到尾认证的看着他们的表演。

	 另一个优点就是烟台的食物。

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是在烟

台开始的，它们也有很多很多海鲜

因为是在海边。我对烟台食物一窍

不通，所以我们每次到外面吃烟台

食物的时候，我对大部分的食物都

没理解。但是我在一个餐馆里尝到

了我们民俗课里老师讲到的鲅鱼水

饺。我们学到了烟台人喜欢过年的

时候吃。

	 我也挺喜欢烟台的沙滩。我们

去了一个海滩烧烤的时候，我们玩

得开开心心，叽叽喳喳的说话，哈哈

大笑。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无害的海

蜇，可以拿在手里。很多美好的记忆

发生在这个沙滩上。虽然我有的时

候想念美国，我的时间在这个夏令

营过的心高彩烈地。如果你有机会，

你也因该来烟台看一看。

我的宁夏之行
 吴宗书

	 今年的暑假跟往年的不一样。

我往年多是待在美国，可是今年我

的父母告诉	 我要去中国，我很兴

奋，这是我在十二年里第一次去中

国。我和我的妈妈七月三十一号从

纽约出发，飞到加拿大，然后乘加航

飞到了北京，再从北京飞到银川，最

后八月一号到了宁夏。在飞机上真

没有意思，我只能看电影和读书。	

我在宁夏做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来

的第二天我和我的小组去参加了开

幕式。那里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比如

舞蹈，二胡，笛子，和演讲。这些表演

多很好看，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二胡，因为他们的音乐很活波，给了

大家更多的力量。	

	 下面三天我们去了石嘴山的一

个艺术中学和重点高中去上课，学

到了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我们在

中学的第一天学了书法，中国画，跳

舞和唱歌。书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

非常难，所以我和我的小组写的字

都很难看。我在画画的时候，没有耐

心，所以我画得特别乱。第二天，我

们学了太极拳和剪纸，可	是那天主

要是和中学的学生办一个运动会。

我报名的是乒乓球，可是一去跟中

学的学生打的时候，我们不堪一击

就全军覆没了，最后发现篮球队和

排球队也一样。第三天是在高中上

了中国服装，武术，诗歌，和礼仪的

课。	

	 到了宁夏我不仅学到了中国文

化，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

也交了很多来自各国的朋友。在我

的组里我和好朋友Vincent已经认

识了八年了,关系很近。我也跟来自

Hong	Kong的Austen,	Oscar,	Asian,	

Dicky可以和Eddie交了朋友。我跟

从德国来的Charly，和bobby成为了

朋友。我们每天晚上会聚集在一起

打扑克，也天天在外面玩。有一次，

我们在玩扑克的时候，有人在敲门，

然后再跑走。我们不想打草惊蛇，所

以派一个人从门的眼睛洞看就发现

了它们。	

	 说到去外面玩，我们去了六盘

山，走了红军战士走过的路线，去了

村庄，从那里去看了一个博物管。我

们也去了风景迷人的沙湖。我们也

去了沙漠，在沙漠，我们玩了滑索

渡黄河，滑沙，滑翔，和快艇。滑沙的

时候，坐的是一个小木板，看着很

不安全，可是滑的时候，根本停不下

来，因为滑得太快了，最后撞到了别

人！我们还去了西夏王陵跟着导游

转了一圈儿。	

	 我今年来宁夏玩得很开心！

我的欧洲之行
 李凯文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人去欧洲

度假。我很喜欢这次旅行。

	 我们在伦敦玩了6天，再去阿姆

斯特丹玩了4天。在伦敦，我们去了

大笨钟，帝国战争博物馆，大英博物

馆，国家美术馆，白金汉宫，伦敦塔

和其它好些地方。一些难忘的时刻，

包括我的爸爸将他的特殊的枕头忘

在酒店，之后我们去了不同的酒店

后，他再也睡不好觉。我们还观看了

新上演的电影独立日，我很喜欢它。

我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体验了一

种新的文化。6天后我们飞越英吉利

海峡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我们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参观Rijks博

物馆。当我爸爸不能正确地将Rijks

发音时（Rijks发音为Rikes)，我感到

好笑。我们在一个非常好的厄瓜多

尔餐馆吃了午饭。我们还去了动物

园，当我们看到树懒时，便想起动物

乌托邦电影中那一只懒堕的树懒，

觉得很有趣。

	 总而言之，夏天我有一个很愉

快的旅行，并期待下一次再去欧洲

比如意大利或法国旅游。

宁夏夏令营之见闻
 郑逸佳

	 在宁夏过的十多天，我们玩了

很多有趣的项目。滑沙，水上摩托，

走上红军的纪念馆，学中文的歌和

历史。这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在宁夏

玩了很多多姿多彩的项目。有这么

多丰富的活动，很难去挑选我最喜

欢的活动。我想了想，最后不是决定

挑穿上灿烂多彩的中国传统衣服，

也不是选择伴着音乐学打鼓，亦不

是写中国书法。我觉得这十天多我

最喜欢的项目就是和另外的影友玩

牌。	

	 不管我们是从地球什么地方来

的，不管是说德语，英文，或者广东

话，我们一起玩牌的时候只知道快

乐和竞争性。玩的时候还有时间来

介绍自己还有自己国家的牌类游

戏。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换旅馆，每

天也会有不同的活动。可是，每个在

旅馆里香港，德国，还有美国的孩子

都会一起玩牌，一起学学别国的语

言，一起痛快的玩耍。	

	 虽然有的博物馆我们看不懂，

有的课堂活动很难，可是我们所有

人可以学会玩。玩牌时我们没有分

任何的国家。我们一起玩的时候经

常会混语言。从屋子里可以听到不

同的语言还有哈哈笑的声音。十分

的热闹。	

	 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能来到宁

夏交到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

友，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历史。我们

玩到了许多项目，每天回到旅馆很

累。但是，不管多么的累，我们还是

会一起玩牌。我认为这夏令营最令

人快乐就是晚上所有国家的孩子一

起到屋子玩牌，吃喝玩乐。

烟台印象
 张天天      美洲华语八年级

	 这是我第一次到山东，到烟台。

在来之前，我只听说过泰山和孔夫

子。经过十几小时飞行，我们到了烟

台大学。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天很

热，还有蚊子和时差。很快我就改变

看法。我们发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山东有很多不同年代的遗迹和景

点。在海阳地雷战景区，我们不仅看

了地雷战的电影还看了真人表演，

表演特别精彩象好莱坞大片一样，	

人在天上飞来飞去。让我对二战有

了一些直观的印象。也让我明白爷

爷对这战争的感慨。我们还去了一

个现代化的核电站参观，烟台即有

现代又有传统。我们学习茶道和京

剧，这些有很长的历史，让我们感

受古人的生活。这些都是课本里没

有的东西，很有趣，	和美国很不一

样。另外烟台好玩和好吃的东西特

别多，爸爸给了我一些人民币。我买

了不少纪念品，钱还没有用完。我最

喜欢折叠纸扇。折起来很小，打开很

大，上面有漂亮得到中文和图。而且

它也很实用，天热的时候可以用它

扇风。还有一种很小的电风扇带水

瓶也可以扇风。

	 我们还去海滩吃烧烤，有很多

海鲜。真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

西可丰富了，而且好像都是当地产

的。

	 在夏令营里，我们还认识了从

别的国家的小朋友。大家一起玩的

时候都很开心。可惜只有两周时间，

我明年还要去夏令营。

宁夏夏令营
 冯佳璐

	 我在宁夏过得很快乐。每天都

有很多活动，玩了很多游戏。

	 我最喜欢的活动有跳舞班，滑

沙，和飞索。跳舞班的老师很友善，

她教了我和同学很多舞蹈。还有好

多“小老师”，她们也对我们很好。我

和朋友学得很快，一下就学会了。

我们自己跳的时候，朋友跟我都跳

的特别棒。	滑沙也很好玩，但是，在

滑下去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因为路

很弯。我剛下去時閉上了眼睛。10秒

后，我就不用再閉上了，但是沙子

都进眼裡了！一半的路完了後，我

就打开了眼睛。再有一会儿就到地

上了。真的很好玩。	我们那天玩的

很开心，也坐了飞索。那一个是真的

令我害怕，我和我的朋友都害怕死

了！我和陆尔希是先下去的，我都

没闭眼睛！看着河在下面很漂亮，

我和陆尔希都很开心。我在别的地

方都没坐过。	我们在自己的休息時

間玩撲克牌，每个晚上都在我还是

朋友的房间玩到九点半。我们都在

玩着，笑着，	大家都很开心。我赢了

好多把牌！	

	 我也很喜欢宁夏的食物，东西

都特别棒！我特别爱宾馆的米饭。

我最喜欢吃的是包子，有很多种类

和不同的馅儿。我最喜欢喝茶，但是

有时候太热了，我就喝可口可樂。但

是可樂还是太热，我就加一块冰。还

是太热，我就在加五块冰。然后就太

凉了，我就再喝茶。	

	 我还交朋友了。我跟很多同学

都聊了天，像是陈雯靜。她是从香港

來的，会唱很多歌，也对大家都很

好。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特别喜

欢这个夏令营。下年我会再回来

的！

广东中山教育代表团来我校访问
  吴宗书

中秋野餐会圆满成功 Mid Autumn Pic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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