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非常开心。我这一辈子就是想要
在家里陪着爸爸妈妈。

对我来说，我妈妈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人。我妈妈既聪明又善良，每天
帮我做事情，帮我画画，还煮东西给
我吃，让我开心等等。妈妈写字画画
都是很好的，也是最懂我的人，我很
爱我妈妈。以后，我想要跟我妈妈一
模一样。

我爸爸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
我数学作业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都可
以问他。我爸爸也会整天跟我开玩
笑，每天也会帮我煮好吃的，我最喜
欢我爸爸做的糖醋排骨。

我弟弟十二岁，我跟他差两岁。
我弟弟整天跟着我，有时候特别烦，
有时候陪着我特别开心。虽然他脾气
不太好，可是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当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的家人
会 帮 我。
如 果 没 有
我 家 人 的
话， 我 不
知 道 我 会
怎 么 样 子
的。 我 爱
我的家人。

色彩鲜艳的美丽森林。此外，松树
等常绿植物即使在冬季也能保持自
然之美。它们为不断变化的田野、
公园和森林景观带来了一致性！

其次，树木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
用的资源。木材通常可以用来生产各
种家具和建筑：木桌、椅子、橱柜——
甚至衣柜都是用木头做的。此外，
木材曾经被用来建造房屋。事实上，
这是新英格兰地区获利最多的资源
之一。树木的原木也可用于生火，
为人们提供能源。树木可以结出果
实供我们食用，它的叶子和树冠为
森林中的许多小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最后，树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
活力。进行光合作用的树木和其他
生物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氧气来
源。我相信你知道，氧气是生存所
必需的。此外，树木可以生产各种
健康的水果，
如 椰 子、 苹
果和桃子等。
对 我 们 的 健
康至关重要。

希望我已
经让你认识到
树木对人类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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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中文和中华文化
南部优秀毕业生黄智能同学的毕业感言

在美国学校学习中国历史
王汉雄 七年级 指导老师 陈雅心

特殊的寒假
王析慧 八年级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我喜欢的车

李小松 八年级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树
Henry Liu 刘正翔 八年级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我的家人
张梦妍 八年级  指导老师 万莉芳

南部分校
南部分校

ぁ 南部分校
一路精彩纷呈 南部风采依旧

南部分校 2021-2022 学年记
南部中文学校

进入本学年第二学
期以来，一路精彩
纷呈，南部孩子们
老师们为周末的高
中校园带来了郎朗
书声，快乐学习中
文，同时，同学们
的身影还踊跃在华
夏总校的活动中。

	五月，南部完成了下一任校长和
董事会增补工作，汤海樱博士继续担任
南部下一学年校长，李彬、王露生和赵
巍成为董事会成员。

	去年南部中文学校加入了新泽西
中文教师学会，叶翠老师和汤校长共同
为南部申请到 1200 元经费支持，将用
于学校多元文化活动，感谢学会支持。

	今年南部九年级八位同学参加了
HSK4 和 HSK5 考试，并且全部通过，感
恩陪伴同学们走过每一年的老师们，同
学们是南部各年级老师们的共同骄傲！

	祝贺六年级同学代表南部参加了
2022 年 4 月 24 日的华夏中文学校辩论
比赛。小辩手们是：游安娜、张志宏、
刘黎蔚、薛可轩、陈烁、谢子翔。

	南部在今年母亲节举行鲜花糕点
义卖，每一位贡献的糕点都让大家爱不
释手，十几位南部庖厨贡献了米其林厨
艺和美好心情，琳琅满目的糕点让家长
会的义卖桌子排起了长龙，同学们纷纷
给老师买花送花，家长们慷慨购买，贡
献爱心。南部的大厨是 ; 秦颖、于芳、
王露生、吴小媛、许哲行、廖山漫、陈红、
Jennifer L、谢玫、叶翠、杨迎、高春梅、
梅子、龚婵。

	南部组织了一次图书捐赠活动，
图书捐赠给位于 Jersey City 的课外非
盈利组织，NewCityKids.org，用于提高
本地 1-4 年级孩子们的阅读能力 , 和
相应的读书活动。汤海樱校长和王珍
老师率领义工同学参加了 4 月 30 日在
NCK(Jersey City) 的读书和捐书活动。

	南部同学参加了华夏第三届知识
竞赛，王佳、何骏霖获得 4-6 年级组二
等奖，王汉雄获得 7 年级组三等奖。

	6 月 4 日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
在南部大礼堂隆重举行，南部毕业班杨
老师带 8 位同学参加了总校毕业典礼。

南部学年结业典礼
6 月 11 日，南部中文学校举行了

2021-2022 学年结业典礼，师生齐聚万

宝路高中，欢庆南
部师生家长面临疫
情挑战，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坚守汉
语教学，并取得佳
绩！服务于南部 25
年的滕爱敏老师，
孙玉珠老师和谢玫
老师荣获了南部 25
周年杰出贡献奖！

6 月 18 日，南部中文学校与 CAMEL 
华人协会联合举办了周年烧烤活动，
BBQ 也是南部中文学校的传统活动，也
是家长会的重头活动，家长会长李彬和
王露生，汤海樱校长，秦颖副校长为本
次活动的圆满举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
作。今年在欢庆学年结束的同时，南部
社区为小同学家的不幸举行了募捐和义
卖，南部朋友慷慨解囊，为同学家庭送
去了温暖和关爱，充分展示了南部的友
爱和合作精神。

南部在去年一年在 CSL 班级、文
化课班级人数不够的情况下坚持开课，
以秉持疫情之后学校回归教室课堂为
主，逐步恢复正常教学，兼顾维持具
有网课优势的课堂为辅的宗旨，感谢
老师们对南部中文、CSL、文化课程、
TA 课程和俱乐部的支持，学校也支持
老师开课，支持想学习中文的孩子们
能够在南部学习中文！很高兴大家一
起齐心协力坚持了过来！感谢过去一
年我们的中文教师、教务团队，文化
课教师团队，TA 团队，家长会 PTA 团
队，admin 团队，董事会，和南部家长
们的齐心协力，希望新的学年越来越
好，学生越来越多！中文老师们也期
望在暑期和新的学年想出更多的办法
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教学内容，
与时俱进，帮助孩子们喜欢学习中文，
轻松学习中文，学好中文！

滕爱敏老师，孙玉珠老师和谢玫老师荣获了
南部 25 周年杰出贡献奖

CSL 1 班小朋友倾情演唱，指导老师叶翠

学前班小朋友可爱的表演 -陈锦云老师指导

杜康宁老师的舞蹈班表演

回校一周年
南部分校家长 叶晶

转眼华夏南部中文学校 2021-2022 学年就要结束了。
仿佛就在昨天，2021 年 9 月，周边中文学校不断传来

继续网课的消息，不禁让我开始为孩子担心。孩子们经历
了太多的网课，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学校生活？想念
以前每个周六，背着书包去中文学校学习会友的美好时光。
等啊等啊等，终于等到了南部回到实体上课的好消息！

开学第一天，汤海缨校长、秦颖副校长、李彬家长会
长等学校的义工管理层都在学校迎接家长和孩子们的到
来。健康表格、量体温、戴口罩、社交距离，每一个防疫
措施的背后，凝聚了学校管理层多少的用心付出。

孩子们终于回到教室，见到了小伙伴，这份欢喜隔着
口罩也不能掩饰。世间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挡风
避雨。感谢华夏南部中文学校的义工团队，为孩子和家长
们争取到难得的实体教学机会。

2021-2022 学年，不光是传统的中文课，华夏南部开
发了大量线上线下成人、儿童文体课程，和青少年俱乐部，
让更多的华人和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社区人士，能够在中
文学校找到认同，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结交新朋。

同时，2021-2022学年，学校的各项活动更是精彩纷呈。
绘画比赛、演讲比赛、新年活动、辩论比赛、母亲节鲜花
糕点义卖、青少年捐书活动等等等等，全体义工团队在校长、
副校长和家长会长带领下，由全体义工团队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作为一位三年级同学的家长，感恩华夏南部，感谢默
默付出的义工，更感谢老师们给孩子们带来的完美的中文
学习体验。期待一周后的传统重头戏 --- 社区烧烤活动！

疫情下的实体一年
PTA 不负众望的贡献

南部分校家长 王露生

2021-2022学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回想华夏南部一年来
的实体课经历，的确是完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使命。且
不说校委会、董事会在经历了2020到 2021一年半的线上教
学后作出恢复实体课程的决定是多么地艰难，也不说各个家
庭毅然送学生回校上课有多大地决心。单是在疫情反复扑来，
病毒两次变种的境况下，为了保证学校师生不被感染，实体
教学正常运作而做的工作就足以看出为之努力的人和他们的
付出。

华夏南部之所以能够在2021年秋季入学开始实体授课，
是因为事先准备好了一整套防疫方案和保护措施。然而这些
方案的严格实施才是一个学年没有在学校造成传染，并完成
各种教学任务，各种活动的保证。PTA从开学起便担当起了
这些保护方案执行任务。从口罩令的严格执行到健康调查结
果的逐一查证，从校内禁食措施的落实到各种活动食物发放
的巧妙安排，无一不是PTA义工们的辛勤努力的结果。

有了PTA的爱的付出，有了义工们的保驾护航，华夏南
部完成了一年的实体教学任务和与社区的互动。艰苦的付出
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和成功的回报。

一年的抗疫实践也让人们体验到了大爱无疆，上
善若水的人际关系。华
夏南部必定会在未来的
学年吸引更多的莘莘学
子来领略中文风采和欣
赏中华文化。

汤海樱校长的
祝贺：祝贺今年的
毕业生们，希望一
年或多年后，其他
同学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顺利
毕业；祝贺达到每一个里程碑的教师、
管理人员、和 PTA 成员。华夏南部中文
学校成立于 1997 年，今年是学校成立
的第 25 周年！我们也有老师和志愿者
为学校服务了 25 年。我们今天将祝贺
27 位老师和义工，他们在过去的两年达
到了5、10、15、20和 25年的里程碑。
不仅今天，我们更希望看到并期待在明
年和未来的几年一直有周年纪念奖发给
更多的老师和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教
职员工和PTA成员常年坚持为学校服务，
学校就无法持续发展，他们与学校长年
陪伴，如影随形，是因为你们，我们的
学生，他们是学校的基石。感谢大家长
久以来的持续支持！

林芳教务长对毕业生说的话：又是
一年毕业季，今天我和毕业生的老师、
家长们一样，有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恭
喜同学们！因为你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会
中文！对于每个毕业生来说，在中文学
校的经历都会留下特别的回忆！同学们
从对中文的懵懵懂懂到对古诗词和人文
地理的了解，中文学校为你们打开了中
华文化的大门，要知道华夏的文明源远
流长，仍等着你们去发掘，研究和传
承。当你怀念在中文学校的时光，当你

发现空出的时间没事
做的时候，请不要忘
记继续学习！中文学
校的大门仍然为你们

敞开，这里有AP班，欢迎你们回家来，
继续充电！也欢迎你们回来做义工，为
你们的弟弟妹妹们做榜样！

滕孟凝教务长的感言：上周六在毕
业生的欢声笑语中，在孩子们高质量的
中文节目中，在文化课精彩的演出中，
华夏南部完成了 2021-2022 学年所有教
学、教务工作。回顾这一年，可谓艰辛
不断、挑战不断，当然也是惊喜不断！
在经历一年多网课之后，华夏南部顶着
压力，本着给孩子们一个良好中文环境
的原则，毅然恢复到校实体上课，可想
而知，困难重重：从防疫工作到现场监
督，从做好老师学生的网课切换准备到
时时与家长联络沟通隔离工作，无不需
要各个环节义工老师的付出和努力。然
而，再多的困难都没有难住满腔热情的
南部人，老师们积极参与配合安排教学
时间和内容，校务、家长会义工们为老
师做好所有后勤工作，同时还有教务老
师们支持各种总校举办的比赛 --- 朗
诵、辩论、绘画、知识竞赛等。这一年，
华夏南部做出的卓越成绩，绝不仅仅是
坚守了实体教学任务，更突出的成就是
各方各面人士在艰难时期，齐心协力、
秉着坚守中华文化的信念，出色完成了
一个学年的教育教学任务。

校委会之声

今天，2022 年 6 月 11 日，对我
们华夏南部的九年级同学们来说，真
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从华夏南部毕业啦，终于结
束了长达十年的周末中文学校的学
习，今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站在了学
校舞台上，从校长手中领取了毕业证。
我们都特别高兴，也特别感恩。感谢
这么多年来，老师们的教导和爸爸妈
妈的陪伴。我们也会想念一起学习的
小伙伴们，想念在一起比赛认字、知
识竞赛、练习演讲的日子，想念春节
联欢会的精彩表演、过年的红包和美
食，还有运动会上一起加油。

中文是我们祖籍国的语言，中文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中文是
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我
们为自己能学习中文感到庆幸和骄
傲。我们也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感
到自豪。

毕业后我们
会继续为学校服
务，用所学到的
知识帮助学弟学
妹们，还有我们
的社区，让更多
的人喜欢上中文
和中华文化。

今年在我的六年级美国学校，上
了一门课叫人类历史学。我们学到了
很多新的知识。比如，中国当时在战
国时期之前有一百七十个小国，最后
剩下了战国时期的七个国家。还有，
长城不是秦始皇做的，是他连接起来
的。虽然老师教得挺好的，但是他的
发音超级不好。您肯定现在想要问，
“那为什么他还教呢？”原因是他比
别的美国老师教得更好。他在中国住
了四到五年呢！我有时候要纠正老
师。他一说“夏”,他发音是“sha”。
他说“秦”，他发音的是“chin”。
他一说“匈奴”，他发音是“shung 
nu”。可是我的同学们比他念的还要
差。别的同学还开始编词。比如把

“秦”，说成“Kin”。还有人吧“匈奴”，
给念成了“zhee-yang-noo”。我听
着他们发音都觉得难受。除了学这些
朝代，我们还学了比较现代的中国特
殊的时期：文革。同样，老师讲的蛮好。
可是他发音还是不如我，把“毛泽东”
给念成了“mao zei-dong”。我们先
是读了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小孩在文
革的经历。我学到了当时毛泽东是第
一个主席，他创立了共产党和国家。
今年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如果我没
去上这个课，我的收获会非常的少。

对我来说，家里的人是最重要的。
家人会帮我做事情，帮我解决问题，
还会陪我度过每天的好日子。我和妈
妈爸爸还有弟弟住在一起。我每天在

这个寒假与我以前的寒假都
不同。

由于 COVID-19 的限制，我大部
分时间都只能呆在家里。但是，在家
里我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幸运的是，
我最近一直喜欢烘焙。所以，这个寒
假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烘焙上。我
跟妈妈一起烤了几次饼干，有的是糖
饼干，有的是巧克力饼干。一次比一
次做得好看也好吃。我还烤了松饼，
也很好吃。我做了很多糕点，给我的
朋友们送了不少，她们都非常高兴，
说好吃极了。在过去的几个寒假里，
烘焙一直是我打发时间的有趣方式。
除了花时间烘烤以外，我还花时间画
画，因为画画是我的一大享受。在我
的空闲时间里，我开始尝试数字艺
术——在计算机上画画。我素描并不
是太好，但我一直挺喜欢素描，因为
素描让我感觉很放松。这个寒假我花
了不少时间在艺术上，画画使我汲取
了灵感，进步很大。此外，我还完成
了学校的作业，拉了小提琴，玩了游
戏。虽然我不能去朋友家玩，但我很
幸运能去 Holmdel 公园和朋友见面。

对我来说，能
够和朋友一起
走路聊天乐趣
无穷。

总而言之，
在这个寒假期
间，即使有很
多限制，我仍
然很享受生活。

树 , 它们对人有很多好处。它们
具有多种功能，可以让我们心情快乐,
使我们身体健康。

首先，树木很漂亮。种类繁多的
树木可以产生数百种不同的场景，
供人们在远足、划独木舟甚至只是
从阳台上眺望时欣赏。有些树的叶
子甚至会变色。在春天，樱花可以
照亮任何环境，将繁忙的城市景观
变成奇妙的公园。在秋天，红色的
枫树和金色的秋叶可以将公园变成

赛车冲过终点线，像在身后呼
啸而过的狂风，看起来三号夺冠了！
那是我自己小时候想象的。三号车
是一个风火轮福特 F-150。 

我会把汽车画报贴在墙上。还
要叮嘱妈妈不要把它撕掉。那时
我喜欢的汽车与我现在喜欢的汽
车在速度方面不同，它已经不像
100mph 快，而是像闪电一样快。
它们的声音和外观也有不同的地
方。爸爸知道我非常喜欢快车，所
以他带我去看汽车总动员。这是关
于会说话的车，Nascar。我爸爸还
带我去看车展，他们每一年出产的
新车，看得我很兴奋。回家后爸爸
让我坐在他 2009 款 GMC 的驾驶座
上，感觉就像我在高速公路上急速
行驶。汽车只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现在我比那时知道的要多
得多，我知道 turbo 和 steering。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当时拥
有的梦想几乎无法实现的汽车是如
此昂贵，以至于无法成为我的第一
辆汽车。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丰田
更实用的汽车上，而不是一个疯狂
昂贵的劳斯莱斯幽灵。

赛车是我生命中的光，我不再
想第一辆拥有价值 100 万美元的跑
车，而是我和我的朋友有着相同的
梦想，那就是赛车并改造它们。人
生教训：梦想只是一种想，只有努
力才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