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暑假活动
 作者：王知彰 (七年级一班 )    

老师：王宏
	 站立式桨登机,		stand	up	paddle	
boarding	 (SUP),	这是我今年暑假最
新爱好的活动。	 我们全家经常去
Ringwood,	NJ的湖里划船。那个湖
是个蓄水湖，湖水比较平静，	正适
合学习新的水上运动。初学的那一
天，我心里有些紧张。爸爸安慰我
说：“大不了，就跳水呗，反正你会游
泳。”
	 我们的教练很认真。	下水前，
她带着我们在岸上练习一些基本动
作。比如，拿着桨时，总是用一只手
抓住桨的顶部，另一只手在轴的中
心。握住桨时，手肘弯曲90度，这应
该给你舒适的间距划。当划桨时，	
保持叶片角度面对远离你。练了好
一会，终于可以进水了。我兴奋级
了。
	 我的板滑到湖里以后，我先跪
在自己的膝盖上。过了会，我才慢慢
地	站起来时，保持双脚平行与肩同
宽的姿势。我尽量想保持着冲浪的
姿态，可是SUP在水上左右晃动，很
难平衡。好几次，我差点跌倒，幸亏
及时用浆撑住了板才没掉进水里。
	 慢慢得，我逐渐找到了感觉。板
划得越来越顺，教练大声表扬了我，
我得意级了。教练又教了我们一个
新动作。大家可以坐在SUP的顶端，
另一头翘起，用浆划着圆圈。这样，
连人带板可以在水上转圈。教练说
有些人还可以在 SUP	板上做瑜伽
呢！
	 时间飞快，3 个小时的课程很
快就要结束了。划回岸上的途中，
我终于觉得有些累了，难怪教练说
划SUP是一个有效的全身的核心训
练。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冲浪波桨
运动，我为自己能克服紧张和害怕
而自豪。

男孩与苹果树
 作者：吴思璇 （马立平一年级二班）

老师：张莉莉
	 有一天，妈妈借了一本故事书。
我抱着书读了起来。
	 这本书讲的是一棵苹果树和一
个小男孩的故事。这棵苹果树喜欢
一个小男孩，让他吃树上的苹果，在
树下睡觉。它爱小男孩，小男孩也爱
它。
	 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每天
来和树一起玩了。一天他又来到树
下，对苹果树说：“我想要玩具，可是
没钱买。”苹果树说：“对不起，我也
没有钱，不过，你可以把我所有的苹
果摘下来卖掉，你就会有钱了。”男
孩摘下所有的苹果，高高兴兴地走
了。然后，好久都没有来。苹果树很
伤心。
	 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苹果树
很高兴地想和他一起玩。男孩说：

“不行，我没有时间，我想要一个房
子，你能帮忙吗？”		苹果树说：“我
没有房子。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
都砍下来，拿去搭房子。”于是，男孩
砍下所有的树枝，高兴地去盖房子。

看到男孩高兴，苹果树好快乐。从
此，男孩又不来了。树又感到孤单和
悲伤了。
	 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树太
快乐了，它说：“来呀！孩子，来和
我玩吧。”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
一天天老了，我想要开船出海，轻松
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苹果
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
吧！”于是男孩砍下了它的树干，造
船出海了，很久都没有回来。树好快
乐……但不是真的快乐。
	 很多年过去了，男孩终于回来
了，苹果树流着泪说：“对不起，孩
子，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了，只剩下一截老根。”	男孩说：“现
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
一个休息的地方。”
	 “好啊！老根最适合坐下来休
息了，来啊，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
吧！”男孩坐下来，苹果树高兴得流
下了眼泪……
	 我流着眼泪读完了这个故事，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妈妈抱着
我也留下了眼泪。这时候，我想妈妈
可能在思念地球另一边的外婆吧。

调皮的弟弟 
 作者：郭羡鈴（三年级一班）

老师：王青
	 有些人应该会了解有一个小弟
弟的感受吧。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
大部分的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弟弟
像个可爱的小天使,可又有部分的
人觉得他就像调皮捣蛋的小妖精!
	 我的弟弟,	他已经读三年级了。
但他就是一个永远停不了永远在哪
里搞破坏的一个小小妖精。
	 记得小时候,在他五岁之前,我
养了两只漂亮的斗鱼在我房间。可
是每一次我读书回来就发现鱼缸里
就莫名其妙多出了一些乱七八槽的
东西。有小纸条,	小小球,还有一些
小玩具,等等。弄得鱼缸里的水都变
色了。重复又重覆的发生。每次问他
是不是他干的，他都不承认。其实,
我们都知道是他干的。但也没办法。
骂了骂,教了教,他也不懂。到了最
后，我那两只可怜的斗鱼就被他给
折磨去世了，害的我伤心死了。
	 还有那么一次 , 我妈妈种植了
几颗好看的小树放在窗口旁边。每
次都是妈妈来浇水。可是就有一次,
妈妈发现了一些小树的土壤里多了
好多好多水分,小树都被他给弄死
了。妈吗急了，赶紧叫来我们,问我
们到底是谁干的。我们都说不是自
己干的。当时我已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到底谁弄得。妈妈虽然很生气,
但也没法子,只好让我们走了。后来
我猜了猜，只能是我那调皮的弟弟
干的。等过了这事后，我偷偷问了弟
弟，他才承认是他干的。唉，我弟弟
就是这么不让人省心的调皮蛋。反
正每样东西让他一动，这个东西就
活不长了。就如他的那些玩具一样，
不是断这边,就是断那边，要不就是
粉身碎骨了，真是馋呀!
	 我的弟弟这么调皮 , 难怪他是
鼠年生的小老鼠呀!他总会一直带
给我们不一样惊喜的小鼠呀!

B 6 2016年11月11日 . 星期五

NJ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I      費城: 917 Arch St #201, Philadelphia, PA 19107;    Tel/Fax: 215-627-1506;    E-mail: pa@chinapress.net

华 夏 园 地
第 8 期

2016 年 11 月 11 日

Huaxia Chinese School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华夏园地》投稿 : hxyonline@yahoo.com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小语世界》投稿：Huaxia_XYSJ@yahoo.com
稿件提供：李文斯顿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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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0日，李文斯顿华
夏中文学校2016-2017新学年首次
教师教学研讨会及教职工会议在
校长俞强和教务长游牧的主导下
如期举行。首先董事长胡克平介绍
了今年中文学校董事会新成员；家
长会长王昀也就做了简短发言，同
时祝各位老师在新学年里工作愉
快。

俞强校长就2016-2017学年
工作重点做了展望，其中包括新学
年的教学任务，行政建设，以及学
校其他活动。1）教学任务除每周周
六正常教学教务工作以外，还有教
学培训和研讨，包括这第一次教师
培训会议；教学刊物包括定期校
刊，11月的华夏园地和六月的小语
世界；各类教学竞赛，包括校内的
朗诵•查字典•认字比赛以及总校

的演讲辩论比赛；还有H	S	K汉语
水平考试。2）新学年的行政建设主
要包括网站内容更新以推动学校
信息透明化；增加学校在新闻媒体
和社交媒体的宣传；资源和财产的
集中管理以保证高效利用；以及
2017-2018新学年注册启动。3）学
校的其他活动主要包括各项圣诞
新年晚会和春节聚会；2017年度选
举；总校智力运动会，总校运动会；
万圣节游行，国殇节游行，以及寻
根之旅夏令营。教学任务和行政建
设会在俞强校长的领导下有效进
行；学校的其他活动则由家长会会
长王昀主要负责开展。

接下来游牧教务长对上一学
年的教学进行了总结，生动活泼地
讲述了开学的准备工作以及新学
年的课堂管理方案，同时也对新学

年的课程进行了安排。
上午的教学研讨会在俞强校

长和游牧教务长的精彩寄语中圆
满结束。简单的工作午餐过后各位
中文教研组组长对各项教学教研
工作进行了培训和讲解。

感谢同学们的努力，家长们的
支持和老师们的指导，	2016-2017
学年的第一次比赛	--	1-3年级的
背诵/演讲比赛	--	在10月15日顺
利开赛，并在当天圆满结束。参加这
次比赛的班级是：《标准中文》、《马
立平中文》班的一至三年级和CSL
初级班(beginner	 level)。参加比赛的
同学自选背诵/演讲的内容，可以是
故事、儿歌、或课文等等，时间不超

过3	分钟。评分的标准包括：语句正
确流畅，声音洪亮，内容丰富，富有
感情，举止大方。

这次比赛获得了家长们的全
力支持，有四十多位家长放弃休息
时间，主动要求做评审，并为学生们
加油，鼓劲。每位参赛同学认真准
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演讲比赛不仅能够培养学生
说中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提

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的
孩子们能够培养自己多说中文的习
惯，把中文说得更好。

这次比赛一共评出 42 位优胜
者。我们祝贺得奖的同学，也鼓励其
他参赛的同学继续努力，在以后的
比赛中取得优胜成绩。以下是这次
比赛优胜者的名单：

年级/班 教师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CLS	Beginner	Level	1	 姚樱	 梅靖彤	 陳樂軒	
CLS	Beginner	Level	2	 姚樱	 张天禄	 Alyson	Hom	 王语嫣
中文一年级一班		 钟云	 郑娜娜	 赵心泽	 杨迈，	王依然
中文一年级二班		 向晶晶	 梁佑辰	 刘文鑫	 高奕涵
中文二年级一班		 冯冉	 汤崴廷	 梁思羽	 Amelia	Stetson，	徐咏淳
中文三年级一班		 王青	 郭羡玲	 郭羡冰	 盛安睿
中文三年级二班		 王青	 王文惠	 张海天	
马力平一年级一班	 章阿芳	 苏瑞哲	 张翰贝	
马力平一年级二班		 张莉莉	 吴思璇	 罗可心	 王睿安，	王傲虨
马力平二年级一班		 吕红	 赵天睿	 哈懿真	 黄鸿瑞
马力平二年级二班		 吕红	 周易坤	 卫思澄	 姚奕鸣
马力平三年级一班		 赵谊	 李书瑜	 吴悠	 刘昕怡，	陈瑞恩，	刘金锐
马力平三年级二班		 朱旭燕	 陈皓轩	 王浩谦			 梅昊然

2016年10月29日李文斯顿华夏
中文学校万圣节游行发糖活动由家
长会长王昀和会员林琳领头准备了
糖果，肖庆军，陈伟等志愿者分发糖
果。在第二节和第四节课下课前20
分钟由各班老师带着学生们穿上他
们心爱的costume去领糖。志愿者妈
妈Jenny	Zhou发表了感想:	“这次万
盛节做志愿者给中文学校的孩子们
发糖，最大的感受就是小朋友们都
非常有礼有节，我们跟他们说每人
只拿一块，他们都很自觉地遵守，没
有人多拿一块，而且拿了之后都不
忘说声'谢谢'。”	另一位志愿者妈妈
阳芳也说孩子们都很有礼貌，只拿
一袋，看到有的孩子来晚了，没有拿
到糖，先到的孩子主动拿出糖来分
享，十分感动!

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家长学生

来加入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游行发糖活动！

陈思伊老师	-	热爱中文及中

国文化，擅长教育，本人拥有八年

以上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大学本科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硕士学位就读于 Seton	Hall	

University，Asian	Studies	Program,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Track	 of	 Teaching	

Chinese汉语教学方向）。陈老师今

年在我校教CSL中级班及马立平中

文学前一班。

方彩罗老师 -	先后毕业于北

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并于

2012年参加对外汉语教师培训，系

统地修习了汉语言、中国文化和教

学理论。持有中级汉语教师资格证

书。她曾长期从事与儿童相关的工

作，教育培训和教学实践经验丰富。

方彩罗老师注重把文化信息带进课

堂，注重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

合，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和对

中华文化的认

同感、自豪感。

方老师今年在

我校教马立平

中文八年级一

班。

2016年10月23日，	我们李文
斯顿华夏中文学校由 13 个学生和
成 人 队 员 组 成 的 团 队 在 陈 伟 副
校长的带领下参加了在新泽西州
Bridgewater-Raritan高中举行的华
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会。	我们的团
队赢得了国际象棋和围棋的三银一
铜。这是我们学校在参加此项运动
会以来参与队员最多，	比赛成绩最
佳的一次比赛。谢谢所有队员的参
与和祝贺得奖的队员们！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	感谢陈伟副校长带领我
们学校的团队参加此项运动会和取

华人聚居的李文斯顿镇，被大
家亲切地简称为李庄，9月24日，李
庄的华人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
秋美食节，参加活动的家庭不光是
李庄的居民，还吸引了附近其他镇
的老饕来参加，美食节上的美食，都
是来自各家各户厨房的拿菜。

微信已经成了一种新型的交
友联谊方式，李庄的美食爱好者有
一个美食群，大家在群里互相交流
烹饪手艺，组织团购，分享美食体
验，好不热闹。大家每天在网络交流
美食经验，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朱
旖旎，宋玫，高静和王昀等几个热心
人商量决定举办一个中秋美食节，
让大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拿手厨
艺，也让吃货们品尝各地美食。这个
建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也得
到了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
的支持，报名人数很快就达到了场
地的上限，大家都期待这个暨可以
交友联谊，又可以享受美食的活动。

有人说这个星期六李庄的华
人像过年一样，大家都在家里精心
炮制自己的拿手好菜。晚上在美食
节的会场，三排长长的桌子摆满了
来自各家各户精心制作的佳肴美
食，菜式超过150种。口味东南西北，
菜色五花八门，啤酒鸭，旮旯鸡，毛
峰笋干烩猪手，贵妃醉鸡，韩式烤排
骨，醉海虹，粽香肉饭，冰皮月饼，向
日葵豆沙饼，光看菜名就让人口水
流一地。不少作品不光是好吃，而且
好看，完全是星级大厨的功夫。美食
节还特别为小朋友们准备了适合他
们口味的食品，特别受欢迎。当天来
参加活动的大人小孩将近300人，十

多位志愿工作人员早早来到会场
做各项准备工作，美食节的主持人
高静和王昀是社区活动的热心人，
也是中文学校的董事，在他们的主
持下，加上众多的工作人员的帮忙，
活动进行的有条不紊，主持人特别
让老人家和小朋友先取食物，体现
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几个摄影
师抢着在大家下筷之前为美食拍照
留念，主持人还特别请了几个有特
色的菜的作者给大家介绍菜谱和做
法。

大家享受美食的同时，也结交
了许多新朋友，平时大家在微信上
看着一些有趣的昵称，	终于在美食
节上跟真人对上号了，有种从虚拟
的网络世界回到现实的感觉。大家
说，李庄聚人气，除了美丽的自然环
境，还有热爱生活的居民，更重要的
是有一群热心社区活动的人把大家
串联在一起，享受美好的生活，名副
其实的生活屯。

2016-2017学年首次教师教学研讨会及教职工会议报道
 作者：李华；  摄影：雨虹

一到三年级朗诵演讲比赛报道      作者：朱恩琳副教务长

万圣节发糖活动感想 
 摄影：阳芳

新老师介绍

华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会报道
 摄影：陈伟副校长

李文斯顿华人举办中秋美食节报道 

- 中华美食     作者：余毅涛     摄影：杨得犀

得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
会历史上最佳参与记录和最佳成
绩！请看以下成绩和现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