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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侨办组织、华夏中文学
校承办的“海外华文教师培训”于
8月29日在环境优美的奔腾分校
举行，来自十二所分校的近七十
位老师参加了培训。				
	 “名师巡讲团”一行四人，由
李德广处长带队，三名讲员分别
为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
授詹颂、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学院汉语言系主任应晨锦及北京
市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副教授兼
北京语文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吴
琳。詹颂老师分析了中国文化对
汉语语言系统的影响，并结合实
例探讨了汉语词汇与语言教学
中的文化问题。应晨锦老师讲解
了汉语语法教学的原则。吴琳老

师的演讲题目是《识字、阅读、习
作》。
	 张长春总校长鼓励教师们将
演讲内容应用到教学中去，并代
表华夏与李德广领队互赠了礼
品。奔腾分校向巡讲团成员赠送
了毕业生纪念册，国侨办向所有
受训老师颁发了培训证书。教师
们大加赞誉本次培训活动，希望
总校能够提供更多这样的学习机
会。
	 为了筹办本次培训，奔腾分
校行政总监王子衡、奔腾分校校
长卜光明、华夏总校长张长春、总
校教学部长许兰薇及奔腾分校的
老师和家长们都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和心血。（摄影：郝若飞）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家
长，
	 大家好！
	 作为这一届毕业班的老师，
我此刻的心情格外激动。站在这
里的11位同学，通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九年的中文学习，并
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HSK四级
考试。作为他们的老师，我由衷地
感叹：你们真棒！
	 孩子们，你们还记得第一次
走进中文学校的情景吗？爸爸妈
妈的大手牵着你们稚嫩的小手，
大大的书包晃荡在肩头，好奇的
眼神左顾右盼，懵懵懂懂的你们
开始了“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
颗黑葡萄。”一天又一天，你们就
像一株株树苗，在老师们的谆谆
教诲下，家长们的悉心照料下不
断地茁壮成长。也许其间你们有

倦怠的时候，甚至无数次产生停
止学中文的念头，但有一个信念
提醒着你们，催促着你们，让你们
最终站在了这里，成为华夏樱桃
山中文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这个
信念就是“持之以恒”，这也是我
们华夏的老师们和家长们的一致
信念！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
会成功。希望“持之以恒”这个词，
成为以后你们面对人生的座右
铭。
	 今天你们就要毕业了，以后
可以不用来中文学校了。但毕业
并不是停止学习中文，而是一个
新的开始，学无止境，学海无涯，
老师希望同学们开拓视野，继续
努力，利用你们在中文学校里学
到的中文知识，在今后的学习工
作中发挥聪明才智，成为一个通
晓多种语言文化的国际人才！

	 夏去秋来，暑期结束，新学期
开始了！
	 9月12日是樱桃山分校开学
的第一天。一大早，涂汉明校长、
仲玲教务长和陈伟校务长便聚集
在老校长许兰薇家里忙着分书，
搬书，为开学第一天做准备......
	 早在几个星期前，校委会和
董事会便开始为新学期做准备
了，订书，分班，购买教学用具，召
开分工会议等等。董事长王建军、
董事谭璐忙着为大家联系购买月
饼。
	 下午一点半，注册处购书处
就已排起了长队，走廊里人头攒
动。返校生、新生及其陪
同家长，脸上都洋溢着
喜悦和兴奋。许多初来
乍到的家长，带着稚气
未脱的孩子，围着校委
会的工作人员询问各种
问题，校委们耐心细致
地为大家做着解释。
	 从收费情况看，今

年第一天的收入是去年第一天的
三倍，因此工作量相当大，负责注
册的钱俊和唐玉萍始终埋着头，
输入数据，清点钱款。
	 新任校长涂汉明穿梭于各个
服务点，老校长许兰薇坐镇买书
处，教学总监张长春忙于回答家
长们有关教学的问题。大家通力
合作，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
	 樱桃山分校成立十三年了。
在董事会和校委会的领导下，在
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在热心
家长的支持下，一年一个台阶，教
学和管理越来越好。	

“华文教师暑期培训”大受好评

毕业班教师致词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九年级赵峥老师

樱桃山分校开学第一天纪实

专题作文 
《我最敬佩的人》

沈文龙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外公。他
的名字叫唐承炳。他出生在上海，生
长在上海，并在上海完成了他的小
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外公小时候
不但十分聪明，而且非常努力。他
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著名的上海中
学。中学毕业后，他又考进了中国著
名的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43
年外公从交通大学毕业，考取了上
海杨树浦发电厂的工程师职位。他
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 1949 年。由于
外公的中英文都很好，所以他能在
这个英美合资的公司顺利工作。
	 1955 年外公参加了中国第一台
发电机组在上海南市电厂的发电生
产。1967 年外公又参加了中国第一
台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的生产运行和
职工培训。1985 年外公被特聘为顾
问工程师，编写技术资料，为世界银
行给中国的一个贷款项目作准备。
中国水电部曾经发给外公热机高级
工程师的任职资格证书。外公还是
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
	 1987 年外公从上海吴泾热电厂
退休后，担任上海瑞丰实业公司科
技部主任。1993 年外公正式退休后，
他和外婆一起来到美国，一直和我
们住在一起，直到 2010 年在纽约去
世。
	 我的外公有很多爱好。他喜欢
吃西餐、巧克力和奶油蛋糕。他特别
喜爱喝咖啡。他还十分欣赏古典音
乐，他有许多珍贵的唱片。有时候，
他非常幽默。我小时候，他给我讲了
不少有趣的故事，经常逗得我哈哈
大笑。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我
外公的一生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
好好学习。我十分怀念我的外公！

金诗怡
	 	我小时候非常敬佩妈妈。她
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神人。那时候，
我最佩服的是我妈妈的键盘打字能
力。当然，我也很佩服她许多其他
方面的能力，比如数学、研究、历史等
等。可是，小时候不懂，就佩服她打
字的能力。有一次，妈妈在计算机上
工作。我看到她一边在读桌上的书，
一边打字。我简直看呆了。我想，我
妈的本领好大呀！她能够不看键盘
就能打出正确的字。可是妈妈说“这
个很容易呀。你看。”她一边看着我，
一边在屏幕上打出了我的名字。我
以为这是件很牛的事。长大了以后，
我才发现不看键盘打字是个很普通
的本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只要
多练练，我也会像妈妈一样，能够以
很快的速度来打字。
	 现在我还很敬佩我的妹妹。她
六年前开始学钢琴。说实话，她不是
迷上钢琴的那种喜欢，她也不是下
一个朗郎。可她就是天天弹，天天练，
从不间断，一年比一年弹得好。如果
碰到了一首比较难的曲子，她也不
放弃，慢慢把它学会。今年我十一岁
的妹妹竟然获得了在卡耐基音乐厅
表演的机会 !	我感到非常骄傲。
	 事实上，我还有其他敬佩的人。
他们跟妈妈和妹妹一样，都是能坚
持做事的人。因为我周围人都给我
树立了个好榜样，所以我也是抱着
这个心态来学中文的。我已经上了
那么多年的中文学校，终于快毕业
了。想想我以前没有放弃学中文是
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我没坚持下来，
没有每个星期努力去上学，学中文，
我就不会写出这篇文章，站在大家
面前用中文演讲。我真心感谢我周
围的人给我树立了好的榜样。

刁宇菲
	 我到底佩服谁呢？我和这个人
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了。她就是我的
姐姐刘宇欣。
	 我的姐姐学习很刻苦，是我的
好榜样。姐姐从小就热爱学习，赢得
了无数的奖牌。除了在学校里学习，
姐姐在家里也学。说实话，很多我知
道的东西都是她告诉我的。她对学
习有一种浓浓的兴趣，这种态度是
相当难得的。通过阅读书籍和网上
的文章，她把这有用和有趣的内容
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了，而且也会有
效地和别人分享。
	 这也包括中文。姐姐在中文学
校的时候是一个杰出的学生。她参
加了差不多所有的演讲比赛、辩论
比赛，而且每次都很配合。她每次不
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而我，说心里
话，对那些活动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大。我尽管也参加了不少演讲和辩
论比赛，但成绩没有她的好。姐姐积
极配合参与的精神使我很佩服和感
动。任何事情，不管喜欢不喜欢，如
果有必要做的，她就老老实实地去
做好。
	 姐姐的胆子很大。她从小不仅
爱学习，也爱玩。她最喜欢坐最惊险
刺激的过山车了。我原来一看见那
过山车从高处像快马奔跑一样地冲
下来，心就慌了，“砰砰砰”地跳得可
快了。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的我有
很大的进步了。我也喜欢坐过山车
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

有一个好榜样，我的姐姐刘宇欣。是
勇敢的她把我拉到过山车前。是她
要和我一起坐那吓人的过山车的。
真是不坐不知道，坐完了我才意识
到什么叫做好玩，什么叫做享受。姐
姐让我开了眼界，看到好东西想得
到必须要有勇气去闯去拼才行。
	 我的姐姐在我眼里是个了不起
的人。我决心向她学习，象她一样好，
尽管有一些难度，但我一定会尽力。	

涂采祥
	 好的榜样能点燃其他人的愿望
和梦想。他 / 她帮助引导人们变得
更勇敢，更坚强，更善良和更智慧。
我最佩服和最想成为的人是列奥纳
多 • 达 • 芬奇。他是博学者中的
典型、一个有着不可遏制的好奇心
和极其活跃的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
人。达芬奇持久地辛勤工作让他在
科学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同时
他博学多才：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
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员，植物学家
和作家集于一身。
	 达芬奇被称为“文艺复兴人”，
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才能和拥有多
领域知识的典型。我希望能成为像
达 • 芬奇那样的人，因为我想拥有
很多优秀才能，并不断去发现新的
东西。如果我像达芬奇那样努力学
习，我就能学好中文；如果我像达芬
奇那样具有好奇心，我每天醒来都
会渴望继续学习更多的中文。达芬
奇的精神会鼓励我学习中文。学好
中文后，我将利用中文这个工具作
为学习其他中文知识和中国文化的
基础，以帮助我继续学习中文和了
解中国文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不
断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然后成为
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学习中文，尤其是懂得中国博
大精深的文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
达芬奇面对困难一定不会放弃的，
用雄心勃勃的奉献精神献身于他的
研究。他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和促
进了科学，技术，建筑和工程的发展。
我渴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继续学
习中文 ,	不断增长我的知识；用我学
到的知识，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创造
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刘博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敬佩的人。
在我家，每天早上，有一个人起得最
早，他给大家做完早饭，有时自己还
没有吃，就到外面干活去了。等外面
活儿干完了，他就在家里学英文。他
做了这么多事，但是一句话都没有。
这个人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的爷
爷。	
	 我的爷爷在中国出生，上了很
好的大学，然后就不停地工作。直到
现在，他还在工作，他做了老板 ,	虽
然在美国照顾我和妹妹，他每年还
要回国工作一会儿。在美国，他在我
家后院种了一个大菜园，还自己搭
了一个小房子。在家里，他总是关心
我和我妹妹，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等
等。
	 我非常敬佩我的爷爷，他不是
什么伟大有名的人，但是他很用功。
他从不说累，反而还总是说“没事，
没事。”虽然全家都知道他已经干了
一天的活了。有时连吃饭都忘了。
他还在刻苦地学英文，要是不在电
脑前学新词，就在地下室读书。虽然
他学得不是很好，但是他从不放弃。
爷爷为了方便照顾我和妹妹，他要
考驾照。他的英文不好，但是通过努
力学习，终于通过了笔试好路考。
	 爷爷是我最敬佩的人，因为在
我的眼里，他是我家最让人敬佩的
人。我们全家都向他学习。等我长
大了，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努力用
功，做一个有用的人。

张琳
	 很多人都有他们敬佩的人，都
有他们佩服的人。我肯定会不加思
索地说，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母亲。
	 人们常常说，“我妈妈最伟大，
我妈妈最聪明。”	其实在我眼里，我
妈妈真正的高于一切。她善良，聪慧，
很懂得照顾别人。
	 妈妈很值得佩服，特别不容易。
她一个人照顾两个，我和我哥哥，还
有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的全部日常
生活。洗衣服、做饭、收拾前后院、
接送孩子、清理房间，她自己一个人
面对这么多事情，很多人都很佩服
她，尤其我哥哥和我。虽然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会不听话她会很着急很生
气，但是还是一如既往地爱我们，照
顾我们。
	 妈妈总是让我和我哥哥得到最
好的老师，最好的条件，得到最好的
教育。很多人都会说我妈妈费九牛
二虎之力照顾着家庭，任劳任怨，无
怨无悔。看着妈妈的艰辛，我知道只
有加倍的努力才能回报妈妈无私的
爱。

黄章诚
	 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林来疯 ---	
林书豪。
	 林书豪的篮球技艺在高中开始
展露头角。他不仅在校队比赛中频
频得高分，而且还带领全队拿下了

全加州高中篮球赛的冠军！后来，
林书豪进入哈佛大学，在 NCAA 打
篮球，这是更高层次的球赛，也是更
高难度的挑战和荣誉。在阅读和学
习了更多关于林书豪的事迹后，他
激励着我，无论学业，还是打球，使我
更加敬佩他！也正因为他，我学习
着如何做一个勤奋坚韧，谦逊礼让
的人。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一个在
篮球队个头中等，体质偏瘦的亚裔
篮球运动员，在高手如云，体格强壮
的 NCAA，要打出水平，已经非常不
容易了。在 NCAA 那几年，林书豪
还面临着种族歧视的侮辱。哈佛毕
业后，在不同的球队，又经历了种种
被漠视冷淡的遭遇，但是，这些挫折
并没能让他放弃篮球，反而磨练了
他，林书豪变的更坚定，也更努力。
这就造就了今天的林来疯。当我们
观赏着精彩激烈的 NBA 比赛时，有
谁能够质疑林书豪的高超球技呢？
我们在惊叹他灵敏的带球技能和精
湛的投球技术的同时，又怎能想象
他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如果不是因为林书豪，我以前
不认为篮球有多少乐趣，自己对打
好篮球也没有很高的热情和信心。
正是因为林书豪，在过去的三年多
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人生
足迹。虽然我也许和 NBA 无缘，
但林书豪为人处事的精神会激励着
我努力做好想做的事，努力打好篮
球！

张斯佳
	 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生物老
师，她的名字是 Mrs.DeSantis	。
	 我现在上九年级，我觉得她的
课最难了。我一开始上她的课的时
候，特别不喜欢她。	我觉得她特别
严格，也很怕跟她说话。但是后来我
开始了解她了。虽然她的课特别难，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很幽默，
常常用笑话把那天要学的东西教给
我们。我每次上她的课的时候，总是
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很多学生特
别怕她，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她对学生特别严格，所以我们可以
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刚开始的时
候我觉得她特别可怕，我也觉得这
课特别费劲，但是我慢慢地开始懂
她的课是怎么上的了。
	 她不但教了我进化论还有基
因，而且我还从她那里学到了最有
用的东西，就是凡事要努力。我很感
谢她，因为她帮我成为了一个更用
功，更懂事，更成熟的学生。

张大伟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值得敬佩
的人，但最令我敬佩的人是我的外
婆。尽管我的外婆不是最酷的人，但
她是个既幽默又善良的人。
	 外婆很善良，因为她总是为我
们着想。有一次我父母需要帮助，她
不仅帮我爸妈解决了经济问题，而
且还照看着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
让爸妈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地忙事
业。此外她经常呵护我和姐妹们。
从小我体弱多病，是她精心照看我，
带我看医生，给我喂药喝水。从她身
上，我感受到无比的温暖。所以我长
大后要跟外婆学：多为别人着想，帮
助父母，服务大家。

王子瑞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科学家，现在
中国工作，他有雄心，有爱心，不管在
干什么，在任何地方都会想着我们。
爸爸只要在美国，每天下班的时候
就会去院子里面干活。不管是种菜，
种花，浇水，他会花好几个小时在太
阳地下辛辛苦苦的干活，把我家的
后院打扮得十分美丽。他不管工作
有多难，必须努力地做，直到做成功
才能休息，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子。	
	 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他会为了我们的家人做最危险的事
情。我的屋里面要是有虫子，他就回
来把他们杀了，所以我不会怕虫子
咬我。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像我的爸
爸一样勇敢，可以帮助大家。我爱爸
爸。
	

刘子婷
	 我最敬佩的人既不是什么伟大
的科学家 , 也不是什么发明家 , 也
不是一个有名的人。其实 , 他就生
活在我们当中。也许他是你的朋友 ,
你的邻居 , 也许 , 那个人就是你。他
们跟你我一样 ,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人。我最敬佩的人不是一个人 ,
而是一种人。
	 我最敬佩的人是医生。医生值
得我们敬佩 , 值得我们爱。他们是
人类的天使 , 帮助我们 , 保护我们。
他们是人类的救命恩人 , 每天跟英
雄一样抢救人们的生命。我们要是
生病了 , 他们会照顾我们 , 帮我们治
病；我们要是受伤了 , 他们会帮我们
疗伤；我们要是得了绝症 , 他们会给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的手
里。要是没有医生 , 那些生病的人
就没有希望。医生给我们希望 , 所
以他们就是我最敬佩的人 .
	 也许有一天 , 你也会成为一个
我敬佩的人。

奔腾的会议服务人员

参加培训的全体人员

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