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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至	4	日，“华夏中文
学校	2018	教师培训暨校务研讨年
会”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隆重
举行，来自华夏 22	所分校的	350	
多名教师代表齐聚一堂，交流推广
先进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我们大纽约分校新任校长何
青女士带领教师和管理团队共十
人参与了这次盛会。我校资深教
师林宇老师和孙凌云教务长做了

《中高年级教学活动设计》的报告。
报告介绍了多项深受学生欢迎的
课堂活动设计，包括中华美食节、
中国童玩日、辩论会、	 我的小发
明、茶文化等。这些活动以学生为
主体，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拓展
了教学深度，寓教于乐，并且由家
长和学生共同参与，增进感情。讲
座非常成功，与会的各校老师反响
热烈。
	 我校林骏董事长做了题为

《针对海外中文学校管理实践的若
干思考》的报告，分享了我校成功

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大多数海外
中文学校都是志愿者运营的非盈
利性组织，在如何实现长期、持续、
稳定发展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林
骏从战略组织管理的角度出发，探
讨如何从深层次理解志愿精神与
专业精神，结合不同的领导风格，
弥补志愿管理团队在动力、规范、
行为方式、管理系统和期待效果等
方面的不足，从人力资源建设、知
识与竞争力培养、领导传承等几方
面促成可持续发展。
	 孙凌云教务长代表我校老师
领取华文教师证。各分校此次获
得证书的五十多位老师中，我校就
占了十五位，由此可见我校对教师
正规化培训的重视和在这方面的
工作成绩。整个培训研讨活动使
我们的团队收获丰厚，不虚此行，
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将会有很多的
助益。我们期待学校的教学和管
理水平持续发展和提高。

	 啥事能让孩子记忆深刻？	在
饿的时候吃美食，应该可以让孩子
们记忆犹新！
	 近日，理海谷分校邀请几位义
工家长准备了周日下午课后的“菜
篮子早茶”试吃活动。“菜篮子早茶”
多年来一直捐助理海谷分校，他们
的虾饺、烧麦、糯米鸡和菜肉大包等
美食丰富了我校同学的早餐。在很
短的时间里，家长就可以准备好营
养早餐，让孩子们吃得饱饱的去上
学。
	 义工家长参加了学校的活动管
理，增强主人责任感；“菜篮子”的品
牌的小铜锣敲响了；孩子们的肚肚
吃饱了，家长有了孩子们的新菜单，
高兴了；华夏中文学校的社区建设
也更上一个台阶！	

	 今年 4 月，利用春假 ,	 两位华
夏中文学校的义工带领五位青少
年，也带着中国风筝、彩纸和画笔来
到海地，	一个饱受战乱与天灾人祸
摧残的国家，与当地义工一起经历
了一周难忘的公益之行。
	 整个行程由和平基金会当地义
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他们凭着
多年的经验并结合每个志愿队伍的
自身特点，为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提
供成熟完善的义工平台。在短短的
一周中，队员们带着孤困儿童做彩
纸手工，教英文歌，组织户外运动和
表演魔术；粉刷飓风后重建的校舍；
给 50 多位海地高中生举办了四堂
讲座，内容涉及 CPR 急救，基础卫
生知识，显微镜使用，还介绍了基础
会计知识及模拟市场供求关系；去
灾后重建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发放食
物。与海地人短短几天近距离的接
触，队员们与海地人建立起了感情，
并从他们身上学到：贫穷并不能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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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人们追求快乐的权利，乐观和感
恩是战胜一切苦难的力量。
	 本次海地行的筹备工作历经六
个月，组织了三次义卖及慈善募款
茶会。所募善款除去购买援助物资，
全部捐助当地小学。2019 年暑假的
义 工 团 (6.21.2019	-	6.28.2019)	 目
前已完成组队，请关注 2020 年暑假
的义工团信息，联系人：张凉	；电话：
732-325-7223

有趣的寻根夏令营
冯佳璐（九年级）   
   冯佳瑞（七年级）

	 我们姐妹俩今年参加了在中国

山东省烟台市举办的“寻根之旅”

夏令营。烟台有很棒的地理位置，

那里临海，夏天很凉快，风景也很漂

亮。两位领队是我在中文学校就熟

悉的老师，他们都非常棒，帮了我们

很多忙。我们去了很多博物馆和好

玩的景点，比如龙口粉丝博物馆、钟

表博物馆、甲骨文博物馆等等，还游

玩了蓬莱岛，爬了南山，看到了巨大

的南山坐佛。

	 我们去的博物馆里我印象最深

的是淘金博物馆。我们在那里学会

了怎么辨别金子，还看到了很多金

子做的展品，都很漂亮。有金的老

虎、马、龙等等。我们还体验了一个

很大很冷的金矿。在那里我们看到

淘金是很辛苦的工作，要做很多工

才能找到金子。我们还亲手体验了

淘金，很好玩！我们也能在那里买

到很多有趣的小礼品、冷饮和小吃，

雪糕总是最受欢迎的

	 烟台的水族馆也很有趣。在那

里我们看到了许多许多的水中动

物，像鲨鱼、海蜇、企鹅，还有很多其

他地方看不到的动物。我们看到了

海豚和海狮表演节目，	还有美人鱼

的表演。在水族馆里，有很多可爱

的小礼品，如毛绒玩具和可爱的哨

子等。我们还可以抱着小猴子拍照。

我抱着小猴子的时候，它很听话，它

的手和脚非常软。

	 在夏令营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

活动，我们每天都很开心快乐！我

们吃的东西也很好。我还在夏令营

交到了许多新朋友。寻根夏令营太

棒了！你明年也来参加噢！

中文学校的秋季派对
江韵天

	 今天我参加了中文学校主办

的秋季派对。派对在 Hartsdale	 的

Ridge	Road 公园里。我到公园的

时候已经开始吃午饭了。午饭有美

味的中国菜和又大又甜的西瓜。公

园里有三个充气城堡，其中一个巨

大无比！学校还准备了好玩的氢气

球呢！我拿了一个，可是被我的朋

友不小心放走了。		

	 我们玩了几个游戏。第一个游

戏是躲避球，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

蓝队，最后我们的队赢了！我选了

一个 emoji 钥匙圈奖品。躲避球游

戏结束后，我参加了跑步接力比赛。

这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们队只比

对手快了一秒！之后，我们又进行

了一场特殊的比赛。我们必须把乒

乓球放在拍子上，保证它不掉下来，

同时人要往前走。由于我暑假练习

了打乒乓球，所以这个对我不难，我

赢了好几次。	

	 后来，我们还用长气球做的宝

剑，玩了城堡斗剑游戏。我们一直

玩到派对结束都舍不得走。我和朋

友们在今天的派对上玩了个痛快，

我想明年再来。谢谢学校为我们举

办了这么丰富而有趣的派对！

参观美国华人博物馆随想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八年级马立平班

台进强老师按语：

 这是马立平八年级班以“作为

华裔美国人的思考”为主题的作文

节选。同学们实地参观了华人博物

馆，在课堂上观看讨论了华裔青少

年成长的视频故事，多角度深化了

对华裔美国人自我群体的认同，对

华人历史的认知，和对未来华人命

运和地位的思考。孩子们用稚嫩但

坦诚的笔，写下了他们对这个人生

问题的理解。我为这些十余岁的孩

子们写出如此有思想的句子而欣

喜，为他们对自我群体的清醒认识

而自豪。

 作为一名家长和老师，我祝愿

孩子们双语精通，能在英语、华语两

个世界里飞翔驰骋；祝愿他们成为

中美文化的结晶，长在东西方文明

土壤里，根深叶盛。血管里涌动着

美利坚人张扬个性的热情，又流淌

着华夏子孙内敛成熟的厚重；灵魂

里洋溢着自由独立、开拓冒险的美

国精神，也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

的精华品行。这两股巨大的基因链

在他们身上碰撞、缠绕和融合，将这

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完美地铸成 !		

赵天慧

	 在美国，人家只会把我看成一

个中国人。不管我跟他们多么一样，

跟他们一样热爱吃汉堡、薯条和比

萨饼；热爱打网球；热爱看他们的电

视节目。但是我们不同，只因我们

长得不同。

	 那在中国呢？我长得跟他们一

样啊！他们看我是一样的吗？错，

在中国也跟在美国差不多，他们只

是觉得我是美国人。他们觉得我天

天只会吃汉堡、薯条这类的。我觉

得只有跟我一样的“ABC”或是生

在美国的亚洲人，会懂我的心。

	 最终，我觉得我不是美国人也

不完全是中国人。我是一个身在美

国的 ABC ！我很自豪，也很热爱中

国和美国文化。

张书越  周宇童

	 在 我 的 印 象 中，中 国 人 对

“ABC”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

第一种认为“ABC”就是中国人，

既然是中国人，那为什么不会说中

文？就会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认为

这样说的人不够了解“ABC”	。我

们从小在美国长大，当然中文不如

中国人好了，不能拿中国人的方法

评价我们。第二种认为“ABC”	是

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我也不认同这

种看法。其实很多“ABC”都很喜

欢中国，向往中国，并不像这些人说

的那样不喜欢中国。最后一种看法

在我看来是最真实的“ABC”，既保

持了祖国的传统文化，也很好地融

入了西方文化。既活泼外向，又有

着一些中华民族的稳重与勤奋，这

才是真正的“ABC”！

	 我想将来我会有机会去中国和

我同龄的朋友交流，和他们一起学

习和工作。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

来到美国，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有很

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他们有勇

气来到一个陌生全新的地方从零开

始。几年以后，中国会越来越强大，

有值得美国人学习的地方，我也会

寻找这样的机会去中国学习和工

作。我们努力学习中文，就是因为

爸爸妈妈希望将来我们有一天回到

中国的时候，更容易融入他们，可以

和他们成为朋友。

李千寻   冯家琰

	 我们住的地方周围大多数都是

美国人，所以我们有一些美国朋友。

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将来，一定会有很聪明的美国

人，可以和我们一起申请大学。在

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和他们一起

合作。我爸爸妈妈的公司里有很多

美国老板，世界上有很多又善良又

聪明的美国人，华裔可以从他们身

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会交到很多

美国朋友。中国人应该多了解不同

族裔。只有互相了解，才能减少相

互的误解，生活得快乐。	

	 总体上，虽然华裔和别的族裔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作为华

裔引以为自豪！

杜圣玟    黄若涵

	 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我们通常都是被中国式的方法教育

出来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因为我们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期

望。	我们既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

两者兼之。我们跟完全的美国人或

者中国人都是不一样的。	

陈语彤  蔡杰琳   林经山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所有中

国人都是学霸，好像我们的数学水

平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

是亚洲人。有些美国人还相信如果

我们成绩不是“A+”，我们的父母会

打我们，批评我们。这不一定都是

真的。虽然我们的外表不同，但是

我们像他们一样，用努力来成功。

高圣凯   单烁   王天鹏

	 我与美国其他的族裔有许多不

同之处，比如长相不同，在家里说的

语言不同。我和其他族裔的相同之

处就是我们都注意锻炼身体，都努

力学习科学知识。大多数人都很友

好，不论是什么族裔。别的族裔觉

得我们中国孩子聪明，学习好。有

的美国人觉得我们不锻炼，每天看

书和做数学。还有人觉得我们英语

差一点儿，尤其是口语。

孟悦  吴雨菲  左亦鹏

	 华裔美国人自豪的地方是我们

很重视学习，所以在美国，我们华裔

学生的学习比较好，长大后也可能

找到挺好的工作。但我们有一个不

足的地方是不容易跟别的族裔交

流。这是因为中文和英文很不同，

所以我们学英语有些困难。另外华

裔美国人也不重视跟别的族裔交

流。如何提高这些不足？华裔应该

跟别人多说话，也应该花更多功夫

学习英文。在生活和工作中，华裔

的问题就是整天工作，很单一。来

美国的中国人没有很多做艺术的。

我们华裔需要有人做各种各样的工

作。

邹卓屹  董静漪  黄俏希  黄秋涵

	 与其他族裔相比，我们“ABC”

可以为我们聪明的头脑感到自豪。

“ABC”也非常努力。如果我们有

目标，我们就不会停下来，尽一切努

力来实现目标。中国的烹饪和美食

也很美味。大多数“ABC”现在没

有时间学习中国传统，我在美国住

了十一年，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我都

不懂，不知道。如果“ABC”想学习

传统知识，可以去中国。中国人每

年都庆祝节日，如端午节、春节和中

秋节。我们还可以问我们的妈妈、

爸爸、奶奶、爷爷和兄弟姐妹是如何

庆祝这些活动的。

王旗  孙嘉琪   陆书乐

	 在未来，我们希望华裔美国人

都能表达他们的想法。现在在美国

没有很多华裔美国人代表。我们希

望我们能更多地发表意见。更多华

裔美国人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政

治家、演员和歌手。在工作上，在

学校和公共场合里，华裔美国人应

该得到同样的尊重。我们不应该受

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应该被忽视。

将来，我们希望华裔美国人有创新，

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