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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在美国做一个中国人
马立平八年级二班 赵晨皓 指导老师 陈纪元

在美国做一个中国人很有趣。有很多好
处，但是也不是十全十美。好的地方更多。
比如说有更多节日可以庆祝，像春节，八月
十五，端午节都是吃好吃的。还有，我和好多
人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有，
中国的历史悠久，故事多得很。
在美国过中国的节日非常有趣。爸爸说
美国一年只有一天能把想要吃的东西吃了，不
用怕长胖，就是感恩节。中国每一个节日都是
吃，到底怕不怕长胖？有一个问题是在中国
节日的时候，美国不放假。所以，只能晚上写
完作业再过节。
在美国做中国人的朋友也是我很喜欢的
一方面。我们常常会先说英文，英文聊够了
就说中文。我今年结交了一个新朋友，她是
从上海来的。我在学校看见过她，但是没有
跟她聊过。
有一天，
我们一起复习演出的台词，
然后她告诉我她是从上海来的。我们就成了
朋友。我更喜欢陪我的中国朋友，因为美国人
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片面
的。所以有些美国人因为新冠病毒指责在美
国的中国人。
我在美国学校很喜欢讲中国的故事。我
觉得没有故事比得上中国的。我最喜欢听三国
的故事，因为它们很精彩。美国的打仗故事实
在是太无聊了。
在美国做一个中国人虽然不是十全十
美，但是我很自豪，不愿意跟别人交换我的
身份。

如果我能回到 2019 的疫情之前
马立平八年级二班 毛筠宁 指导老师 陈纪元

如果，我能回到 2019 的疫情之前，我会
带着我脑海里每一份现在的记忆回去。我的
目标就是，挣钱，努力学习，和多买几本书。
我来把我的想法判断，讲给您听吧。
第一，如果我穿越回到了疫情之前，我
就会赶快跑回家，叫我妈什么都停止。赶紧
的用家里全部的钱，都用来买特斯拉股票，
只剩下一点钱生活和买东西。我还会告诉她
千万不要在 2021年1月26 之前把股票卖掉。
要是算下去的话，我们要是真的那么做了，就
至少会赚到 $1713600。那说下去的话，要是
事情能真的那么发展，那我们现在就很有可
能是富翁了。
第二，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看看网上有
什么介绍或者资料，
然后再多练习一下数学，
西班牙语，和写作文。给我上 7 年级年级之
前更多准备，成为一个顶尖的学生。
第三，要是我知道现在的疫情能有多无
聊，我就会立刻多买几本书，让自己的生活更
有趣，还多更有安排一些。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或者想，我不可能
肯能再活一遍我以前的生活。太多事已经完
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
流走的的光阴，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书信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陆靖恒 指导老师 杨波

亲爱的姥姥、姥爷：
今年春节我们回
不了国了，你们也来不
了，我和弟弟都很想你
们。你们在中国好么？
我们在这边都挺好的，
就是不能出去玩。但
我们出去滑雪了。
我们家滑雪的时候，
都有不一样的滑法。
比如说麦麦，特别的慢。他总是很小心，这
是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害怕，所以就会慢
一点来控制速度。
他每次都是在最后，
喊着
“嘿，
：
等等我呀！”然后赶紧加快一点速度。他特
别喜欢自由滑雪场。自由滑雪场是有很大的
坡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滑道。
他很喜欢那个坡，
但是他总是慢慢地滑上去，然后再慢慢地滑
下来。他滑的时候会紧紧抓着他的雪杆。稍
微速度快了一点，他就会立刻把脚分开变成
剪刀式来减速。
有几次看到他减不下来速度，
就坐在了地上。他喜欢自由滑雪场还因为那
里大部分地方都很平，滑起来不会太快。
跟麦麦相反，来来总是会滑得很快，能
多快就多快，爸爸都追不上。如果不是爸爸
让他滑平行滑法的话，他就“嗖！”的一下从
山顶到山下直接冲出去。一点都不拐弯。他也
喜欢自由滑雪场，因为他喜欢滑的特别快，
然后冲到那个坡上去，再冲下来。有时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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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反而变矮了？
ぁ 大纽约分校

不是冲下来，看起来就是飞出去了。我和来
来总是会看谁滑到山底下最快。他会说：
“追
不上我！追不上我！”然后就没影了。来来也
喜欢在自由滑雪场中间转来转去。
一颠一颠的，
就是摔跤了也没事儿。他会立刻站起继续往
前冲。
我呢，就在他们俩中间。不会太慢也不
会太快。我也喜欢自由滑雪场，因为我喜欢跳
在那个坡的上面的时候，有个起伏。我特别
不喜欢蘑菇雪堆因为滑起来会上下颠簸，很
难控制，也容易摔跤。我喜欢能控制速度的
地方。
姥姥姥爷，希望我们明年能回去。妈妈
说新疆有很大的雪山。要是我们冬天能回去
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滑了。
祝你们一切都好！
爱你们的陆靖恒
2021 年 2 月 6 日

我妈妈做的晚餐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王祯亮 指导老师 杨波

我的妈妈每天都能做出来健康又好吃
的晚餐。现在我们都在家里上班学习。妈妈
每天下午 5 点以后开始准备做晚餐。爸爸会
帮着妈妈先洗菜，和淘米。这样可以尽快煮
上米饭。
然后，
她把洗干净的菜给切成丝，
块，
条，
柳，丁，等等。有一天，我走进厨房里，看到妈
妈的眼睛流出来几滴眼泪。我想：
“这是什么
回事？她为什么做饭突然开始哭了？”但我往
她走近一点，
发现原来是因为切洋葱才哭的。
我问：
“今天晚饭吃什么？
“洋葱牛肉丝，
番茄炒鸡蛋，
和炒青菜。
”
她回答说，一边听着手机里放出来的视频。
妈妈做饭时喜欢在手机上放一些视频。
大多时候她会听一帮台湾人讨论政治。有时候
她会听歌手的演唱会和微信头条上的视频。
“啪！嘶……”一阵仿佛像烟火和暴雨
的声音冲击了我的耳朵。这就是妈妈炒肉的
声音。过了几分钟又传来了一阵油爆的声音。
这一次，是炒青菜的声音。妈妈做菜不喜欢
用很多油，所以她先炒能出油的东西，然后
炒其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少放油。
大多时候妈妈能在一小时内做完晚餐，
每一顿晚餐都有事先计划。有时妈妈会前一
天晚上躺在床上想明天吃什么。
“吃饭啦！”妈妈从厨房叫了一声。
“来了！”我一边喊，一边起身去洗手。
当我做在饭桌前，一
顿丰盛美味的晚餐
已经摆到饭桌上了。
桌上有红色，绿色，
黄色，和棕色；番茄
炒鸡蛋，炒青菜，和
洋葱炒牛肉丝。多么
丰盛的晚餐！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詹瀚文 指导老师 杨波

有一天，
一只小狐狸在树林里走来走去。
它非常饿，整天都没有找到吃的。突然，它往
上看，在树枝上，有一只乌鸦，正在吃一块肉。
狐狸一看到，
就开始流口水。
它就问：
“小乌鸦，
你看到这些各种各样颜色的叶子吗？”乌鸦
早就知道狐狸要骗它，就吃完了肉回答：
“你
不用来骗我，我才没那么笨呢！”狐狸伤心
地走了，它肚子还在大叫呢。乌鸦心想：
“这
个小狐狸看上去非常饿，我应该帮帮它。”乌
鸦赶紧追上去说：
“别伤心，你跟着我来找
好吃的！”
小狐狸抬起头，问乌鸦：
“你真的要帮
我吗？”乌鸦回答：
“你这个可怜的小狐狸，
好久都没吃饭了，我当然要帮你了。”乌鸦刚
说完就飞走了。它叫道：
“赶紧跟着我！”狐
狸虽然很久都没有吃食物，可是它听到乌鸦
说的就赶紧跑着跟上了乌鸦。过了几分钟，它
们到了一个有很多食物的地方。那里有很多
果子，还有一些狐狸喜欢吃的小动物。
它们吃饱了就
回去它们住 的地
方，乌鸦回去它的
鸟巢，狐狸回它的
洞里去了。狐狸非
常感谢乌鸦帮助它
找 到一 个有食物
的地方。乌鸦和狐
狸也当了好朋友。
从此，狐狸开始帮
助别的动物，不会
欺负小动物了。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卢贤燊 指导老师 杨波

我有一个朋友，人们叫他麻烦提。每
天，他都喜欢造成尽可能多的麻烦，所以
得了“麻烦提”这个名字。比如，即使有
很短的路要走，他也总是走长而艰难的路。
有一天，我看着他和他的父亲走到他院子
中间的一棵小树。那棵树是我们附近最小
的树，一些老人说他们还小的时候那棵树
就已经老了。那棵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树
种，虽然这棵树很老，它的高度只会保持
现在的样子。他父亲带了两个钉子和一把
锤子。我的朋友背对着树站在树旁。麻烦
提的父亲将手指放在他的头顶上，然后麻
烦提走到他父亲的身边。他父亲把钉子放
在手只指的地方，然后将其锤入树的侧面。
之后，他们回到了房子。我心想：“他
在做什么？钉子是他有多高的标志吗？如
果是，那他为什么不在房子的墙上画一条
线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我见到他
时，他显得更加快乐。他的话比平常多，
根本不像他。他甚至和所有欺负过他的身
高的恶霸们交谈。我很困惑。麻烦提是我
所认识的最害羞，最安静的人之一。这种
行为持续了一到两个月，直到圣诞节。他
不停地交谈和交谈，与众不同。但是，有
一天，我正在仔细地看着麻烦提，我发现
他的全身都有怪异的外星人痕迹，他的皮
肤上有小星星的图案。
在冬季的一天，我和我的母亲搭起了
一个雪人，他的身高和树上的钉子一样高，
也就是说，很矮。麻烦提要那个雪人看着
他的钉子。
春天到了，有一天，麻烦提和他的爸
爸去那个树。他站在那个树的时候，钉子
比他还高！突然，巨大的不明飞行物出现
在天空中！不明飞行物绑架了麻烦提，他
在船上狂笑。原来，麻烦提实际上是外星
人，他确实缩水了。我做了一点研究，发
现自那天他测量自己的身高那一天起，他
就被绑架并被外星人模仿。麻烦提原来，
是因为去了那棵古树才被外星人模仿的。
那棵树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平台。这解释
了他在学校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所有怪异习
惯和怪异方式。我解决了这个谜，而且连
他的爸爸都不知道。

尝试一件新事情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恺皊 指导老师 杨波

两年前，我跟妹妹第一次单独坐飞机
去法国。有一个空姐把我们的全部重要的
证件放在一个小袋子里，让我们挎在脖子
上。到了要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有
点伤心，我既伤心又有点兴奋，我和妹妹
抱一抱他们。
然后，我们跟着空姐去一个单独通
道，过海关不用排队，比全部人先上飞
机了！全部人还在等着呢！起飞时候，
我跟妹妹从窗看下来，可以看到曼哈顿
变得越来越小。太美了！飞机上我们先
看一下书和电视。过了一个小时，飞机
上空姐拿给我们晚餐，烤宽面条。太好
吃了！过了三十分钟，他们把全部灯关
了。我们知道要去睡觉了。到了现在，
没有爸爸妈妈还是可以阿！我们把枕头
放在头后边，闭上眼睛睡觉。我早上醒
来呢，空姐还没有给早餐。因为光线很
亮，我又在窗里看下面，只能看见云。
我把我的书拿出来，可是空姐跟我说要
吃早餐。我把妹妹叫醒，跟她说你好。
她问：" 我们过多长时间才到？ " 我回答：
“过再三个小时才到目的地。”有点长，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我已经读了两本书
而且看了两个电影。太好笑！到了现在，
不跟爸爸妈妈一起坐飞机也做得到！早
餐只是面包和果酱。他们也给我们饼子，
可是有点恶心，所以我不吃。
到了法国，空姐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单
独通道，把我们交给爷爷奶奶。我跟妹妹
叫起来，我们开心自己可以从美国飞到法
国，不跟爸爸妈妈。妹妹说：
“太好玩了！”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
每年都这样回去。真的，是很好！

华 夏 教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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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应考要点总结

又快到华夏中文学校毕业考的衡量
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和连词是考试
标准之一的 HSK 考试期了。连续两年，
的重点。选词填空，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
我都在考前为华夏大纽约的考生们进行
词义。我们可以根据词的语法特点，判断
考试攻略的讲座，帮助考生分析题型，
要填的是动词、形容词，或者其他的词，
华夏大纽约 教务长 孙凌云
介绍一些答题技巧。我曾辅导过一位非
这样可以进一步缩小选择的范围。
华裔学生，他的听力由开始的 60 分提高到了 99 分。由此可见，临时
抱佛脚还是有点用的。希望我下面介绍的应考要点能帮助到各位考生，
动词、形容词、副词和连词的句法特点可以看下表：
也可以给辅导老师一些参考。
词类
句法特点
例句
HSK4 分听力、阅读和写作三部分。
(1) 拍口正在＋ V
动词
小红在学习。/ 她正在做饭。
听力有判断对错题、对话题。听力题最关键的是要预测：在听
(2) VV/V 了 VIV 一 V
你尝尝。/ 他看了看手表。/ 你来说一说。
力录音开始前，先看一遍选项，猜测这段听力可能会讨论什么，要听
(3) V ＋了 /V ＋着 /V ＋过 他走了。/ 她骑着一辆自行车。/ 我看过这本书。
的重点是什么。
形容词 很 / 特别 / 非常＋ A
今天很冷。/ 小张特别聪明。/ 这次考试非常难。
例 1：比赛九点半开始。我们可以预测听力内容主要是说比赛的
副词
动词或形容词前
他有时不来上课。/ 下班的时候顺便买点菜。
时间，听的重点应该是几点开始。对话题中要抓与听力对话对应的选
连词
句子前或两句之间
因为今天太冷了，所以他不想出去肴电影。
项，HSK4 级的考题相对比较直接，抓住关键词一般就能找到答案。长
对话要注意关键句。如注意第一句话，
可以了解这段对话谈的是什么。
排列顺序主要考查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对关联词语的掌握情况。
对话题的内容大多跟日常生活有关，包括家庭、学校、公司等场景，熟
例 3：A: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B: 它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C:
悉相关字词会帮助了解主题。例如，地点题常需要你根据听力录音的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
内容来推测这是在什么地方。
题中出现的连词“不仅仅”和“而且”，是程度上的逐步深化，所
例 2：A 医院 B 宾馆 C 图书馆 D 体育场
以 A 在 C 的前面，B 中的代词“它”是指代前面的茶，要放在最后，
录音文本：女：姓名、年龄、性别、联系电话，都写在这张表上。
所以答案是 ACB。
男：好的，是在一楼打针吗？
阅读并选答案这类题可以先看选项，再从阅读里找关键词，着重
女：对，一楼，就在对面。一会儿请把这张表交给护士。
看含关键词的句子，常常就可以找到答案。当然，理解全文大意还是
男：好的，谢谢你。
有必要的。特别要注意一般用来交代主题的第一句，和用来总结的最
问：男的最可能在哪儿？
后一句。
写作有完成句子和看图造句两种题型。完成句子题型主要考
在这道例题里，虽然没有“医院”，但听到了跟医院有关的“打针”
和“护士”，所以可以猜到他们应该在医院里。
查考生是否熟悉动词、形容词的用法和搭配；能否掌握“把”字句、
“被”
阅读有三个部分：选词填空，排列顺序和阅读并选答案。阅读
字句、
比较句等常考句式的特点。
看图造句的答题技巧是：
一要利用图片，
主要考查考生对生词的掌握和对句子的理解。
HSK四级的1200 个词汇， 补充有用信息；二要先保证写对，再追求丰富内容，争取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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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执照的老师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十年级班 王天健 指导老师 廖山漫

九年级 陈乐倩 指导老师 杨迎

老师们通常都是有执照的，那么有哪
一些老师没有执照呢？在很多人的生活
中，这样的老师就是父母。每一个人的爸
爸和妈妈就是我们第一个老师，没有执照
的老师。我们充满着感激之情。
他们是没有执照的老师。可是在我们
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一直在教我们。举个例
子，我的妈妈非常喜欢中文，所以她教我
中文。在我多年的中文学校学习过程中，
妈妈都在我的身边。妈妈和我一起复习
HSK4 的考试，她是我最好的老师，让我
变得喜欢中文，不过她没有执照。我的爸
爸非常喜欢物理和数学，他就是我最好的
数学老师。如果我没有他的帮助，我都不
知道我可不可以过得了每一次的考试。我
的爸爸也没有执照，但是他是我十四年生
活中最好的数学老师。
爸爸还教我很多别的事，像很多生活
的技能。很多东西别的老师在学校是教不
了我的。比如教我怎么骑自行车。我爸爸
还教我做饭。教我怎么煎鸡蛋和做别的好
吃的，比如木须肉。我的爸爸是没有厨师
执照的，但是他是我最好的做饭老师。
生命之中有很多老师会教你很多东
西，但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执照的。我最
好的老师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教了我
很多非常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只有三天的光明的话，你会怎么
用那三天？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好好地过这
三天的时间。
我首先会把这三天的所有的内容都记录
下来。无论是拍照片，视频，或者写笔记，我
都会把这三天的记忆保存起来。那样，就算
以后看不见也可以让其他人发现或者我可以
分享给他们我最后三天的光明是怎么过的。
第一天我会把日常记在笔记本里，去做
一些我从来都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蹦极，坐
过山车，还要把整个游乐场都包了！边拍照
边享受克服恐惧带来的乐趣。去完游乐场就
会去吃火锅。吃饱了后，就会回家看综艺，听
音乐和看侦探小说。第二天，我会去水族馆
看海洋生物。去完就去拱廊玩游戏。回家之
后会把第二天的过程记下来。第三天，我会
去逛街，整天就买买买。之后会去温泉。回
到家之后，记录最后一天。渐渐会发现，三天
的时间过得真快。
不过，因为过得很快乐，就不会留
下遗憾。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九年级 肖璟瑶 指导老师 杨迎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我一定会小
心地使用我仅有的时间。
我不像海伦·凯勒，我很不知好歹。
所以去看景色和世界就大可不必了。首
先，我一定要先去买一副心仪的墨镜。毕
竟，这可能会变成陪伴我最久的饰品。当
然衣服也要买买买。女生放飞自我逛街的
感觉一定要体验。第二天我会宅在家里，
把十八小时都花在看视频、动漫，和追剧
上面（国产剧就不必了，反正都听得懂）。
我会用剩下的六小时来看漫画，必须要好
好欣赏。（反正眼睛再过一天就瞎了。
早上用电脑，晚上看书什么的都可以一笔
带过。）在最后一天我会和爸爸妈妈呆在
一起。和他们说笑，吵架。以最寻常但是
从来不会让人讨厌的方式来享受最后的光
明。在下午的时候，我会约好朋友一起出
去散步，然后在六点之前准时回家吃晚饭。
过完最后的“普普通通”的一天后，
我会安心的躺在床上，睡一个好觉，然后
认命。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九年级 黄天爱 指导老师 杨迎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九年级 邓涵宜 指导老师 杨迎

要是我只有三天光明，我可能啥大事都
不要干。
很多人可能会想用这三天出去玩儿，好
好看一看世界的美丽。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最
大的美丽还是我家里的人。世界那么大，没
有啥能在三天这么少的时间里全部都看尽的。
可能你会觉得我很无聊，不过我真的觉得这
三天，除了真的好好看一下家人的脸，没有什
么我可看的。
当我没光明时，对我最痛苦的事肯定
是看不见朋友和家人的脸。我觉得我会很
害怕忘记他们的脸，然后还会很后悔以前
没有珍惜能看见他们的时间。可能我也会
很伤心，因为我也不会看见家里的人和我
朋友们的成长和变化。我可能生命中只知
道他们那么多年前的样子。我也不会知道
我长大会长成什么样。
可能这三天时间，我看见的颜色会丰富
多彩一点儿。可能秋天的黄红树叶会看着精
彩一点儿。
可能外面的蓝天会看着漂亮一点儿。
可能晚上的星星会看着多一点儿。
不过我知道那三天我会把我的爸爸、妈
妈、弟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朋友
们的脸都一个一个的记住。

如果只有三天的光明，我将环游世界，
欣赏闪烁的星星。在看星星之前，我将去一
个花田，看看用颜色和光线编织的挂毯。我
会给所有朋友打电话，最后一次见面。我会
做一些只能在视觉上完成的事情，例如跳舞
或蹦极跳。此外，在最后三天内将绘制许多
充满活力的图纸。在我的视力消失之前，我
将用三天的时间查看尽可能多的事物。
除了花时间看很多东西，我还将练习使
用拐杖。因为使用手杖很困难，所以最好尽
快学习如何使用手杖，这样当我再也看不见
的时候我就不会挣扎。
总的来说，我会用这最后三天为适应
新的生活做最大的努力。我会尽力去发现
生活中的每一点美丽，也许是阳光，花朵
或土地。我能够最后一次看到这些东西，
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最
喜欢的房间是我的房间。我喜欢我的房间因
为我可以玩乐高积木，看书，睡觉和画画儿。
我也喜欢弹钢琴，因为我喜欢音乐。在我的
家里，我喜欢在我的长椅上看书。我也喜欢
家里的厨房，
因为我可以吃
东西。我 还喜
欢家里的地下
室，因为我可
以打曲棍球。
我爱我美
丽的家！

假如我只有三天的光明

读学生习作有感

九年级 黄慧玲 指导老师 杨迎

如果我只有三天光明，我一定会想办法
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不要留下什么后悔或者
遗憾。
第一天，我会看一看大自然的美景。我
会去爬一爬山，看一看壮观的瀑布，闻一闻
花的香味，最后去看美丽的日落和星星。第
二天，我会买一条狗，我没有光明的时候，希
望它可以引导我。然后，我会花时间陪伴我的
家人，还会跟我的朋友联系，和他们一起度
过一段快乐的时光。晚上时，我会自由自在地
放松一会儿，读书，看电视，听音乐，等等。
最后一天，
我会用心地准备没有视力的生活。
我会趁还有光明的时候去学习盲文，还会练
习在没有视力的情况下，怎么在家里走动。
比如：爬楼梯，上厕所，洗澡，用手机和电脑，
等等。因为我知道在没有视力的时候，很多
我现在觉得简单的事情会变得难了，所以我
想要做充分的准备。
这个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我会静静
地等待眼睛变化的那一秒钟。

我的家
四年级一班 谭文浩 指导老师 周颖

九年级老师 杨迎

读完了海伦·凯勒的名作《假如给
我三天光明》后，学生们以“假如我只有
三天的光明“为题做了一次短文写作练习。
孩子们的一篇篇质朴的文字让我莫名的
感动。在这些习作里，我们可以看出孩子
们为此做了认真的思考，尽情发挥了自己
的想象力。从一篇篇稚嫩而充满真情的短
文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纯真
的心灵，欣喜地看到了孩子们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亲情友情的珍视，也从一个侧面
让我们更了解了孩子们看待世界的眼光。
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上课
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改变不了的是孩子们对亲情友情的
渴望与向往。盼望疫情早日结束，孩
子们能重返昔日紧张而充实的校园生
活，愿所有的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平
安健康！

分 校 消 息

大纽约分校

埋首奉献 精诚团结

时 间 已
经快到学期的
结束，这一学
年全面远程教
学， 从 去 年 9
月到现在，虽然大家不能见面，但校委会、
志愿团队以及老师家长紧密团结，把学
校的活动办的有声有色。今年学校活动
的主题是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和兴趣，
让孩子感到集体活动的氛围。
学校的演讲比赛、写字比赛、数学
竞赛，都是传统活动，学生参与度很高。
今年全部在线，校委会和老师们认真组
织，把活动细节准备好，每个组负责一面，
让参与的家长顺利备赛，学生们全力参
赛。这些活动，今年吸引了更多参赛学生，
家长同学们对比赛的组织和质量都非常
满意。
汉语水平考试是本年度毕业生的重
要一环，我校孙凌云教务长和去年一样，
精心为考生组织培训，在很短时间就组
织 2 次大培训，把 HSK 考试每一部分分
拆细讲，包括准备材料、题型分析和解

题技巧。考生
们获益匪浅，
对 HSK 考试信
心更足。同时，
考生家长感谢

学校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校资深老师林宇，结合当前反亚
裔仇恨活动，和学生们组织了一场深入
讨论，指导学生们写出关于他们对于反
亚裔仇恨活动的观察和理解以及社会上
存在的霸凌现象。班级学生准备了多种
形式的展示，有文稿、绘画、图片，有
历史事件总结，也有身边现象的思考。
一次课堂讨论，学生们对华裔所面临的
社会困境深入了解，而且置身其中，积
极思考。林老师做到把教中文和对社会
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帮助孩子们成长。
学校校委会、老师、家长三方一体，
紧密团结在一起，会把今年这个特殊的
学年，完美收官，给学生们留下一个美
好的记忆，也为下一学年的更好开局打
下坚实的基础。
（供稿：大纽约分校校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