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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纽约分校

网络中文学校新体验
马立平八年级一班  任钧也

	 这几个星期，因为有新冠病毒
的影响，要减少人群聚集，中文学校
改成了大家使用Zoom上网课。每个
星期天上午九点一到，我和弟弟们
在各自房间，一台电脑，一副耳机，
认认真真坐下来上课。只有课间休
息时，家里才有打闹嬉笑声。十二点
我们下课了，爸爸又开始在Zoom上
教他的编程课。我觉得其实网课和
普通上课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的
中文学习还在继续进行。当然网课
也有它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区别是同学互相说话聊
天不会太影响老师上课了。在教室
里上课时，不少同学会互相聊天，老
师是很不喜欢的。可是，在网课上老
师可以随时把大家放在“静音”状
态，再有人讲话大家也不会听见。只
有老师叫到你读课文或者回答问题
时，你说话才会全班都听到。这样，
老师讲课的时候就不会被任何人打
扰。一开始有同学上课时在老师的
屏幕上画画，输入调皮的玩笑话，分
享自己的照片，造成了干扰。后来管
理好了，只有在课间时，大家才会分
享屏幕，一起看同学玩电子游戏。
	 第二个区别是学习的环境和学
习的效果。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大家
文化课和语言课之间换教室要急
急忙忙地跑来跑去。走到教室后就
要坐在椅子上，规规矩矩地坐一节
课。而上网课的时候，大家在自己的
家里，可以上课时吃东西，带耳机，
姿势随意地坐在舒服又宽松的椅子
上，感觉非常放松。当然可能太放松
了，学习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在教室
里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同学的表情，
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容易专注和互
动，可是在网课上表情看不清楚，声
音也有可能会模糊。加上没有直接
互动，好像不那么有学习氛围。很久
没见到老师同学，还是很想再见到
他们的。
	 最后一个区别是大家的路程、
时间和准备。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大
家需要早早起床，收拾好书本文具，
开车到SUNY	Purchase，还是有点辛
苦的。在Zoom上上网课，大家可以
晚点起床，不用开车，不用赶时间，
课本铅笔都在身边，感觉非常轻松。
	 总体来说，上网课与上真的中
文学校区别不少，有利有弊。我觉得
大家很容易就适应了网课。如果以
后要回到中文学校，还得再花一段
时间重新适应了。听爸爸妈妈说，为
了让网课顺利运行，中文学校的领
导团队、老师和志愿者们都付出了
很多辛苦努力，很多次熬夜开会讨
论、测试，家长们都很感动。我听了
也很感谢和敬佩他们。我们要好好
珍惜网课的机会，继续学习，提高中
文水平。

自信的我最美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尹真

	 同学们，你喜欢自己吗？你对
自己满意吗？你曾经羡慕某些人，
甚至愿意自己也成为她吗？如果你
对自己有怀疑，那么我来告诉你：就
像每一片叶子都有它独特的形状，
每一朵花儿都有它独特的香味，我
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上独一
无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
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别人可以比我
好，也可以比我差，但没有人可以取
代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而
充满自信地活着，因为自信是人生
的一盏明灯，它照耀着我们成长，它
照耀着我们走向成功！
	 世界科学领域本来应该拥有更
多的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世界
文坛本来也应该拥有更多的托尔斯
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然而，许许
多多本来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人都
被埋没了，那究竟是被什么埋没的
呢？就是自卑！
	 因为自卑，就没有勇气选择奋
斗的目标；因为自卑，就失去了战胜
困难的勇气；因为自卑，就得过且
过，随波逐流……因此，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自卑就是自我扼杀！一
个人要想写出人生瑰丽的诗篇，就
要摆脱自卑的困扰，点亮自信的明
灯！
	 居里夫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
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	我们必须
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
事情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活着的
人总要照常工作。”正是自信，支持
她在经受了各种打击之后，两次获
得了诺贝尔奖，为人类的科学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要多鼓励自己：“一时
成绩不漂亮没关系，只要我努力，就
会有进步，就会走向成功！”“我的
生活是充满阳光的，努力而自信的
我最美！”这样自信度过的每一天，
你会越来越体会到：我的人生是非
常有价值的，我是最棒的！

 

	 1月25日大年初一，一整天里大
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校长、副校长、
董事们的电话、微信铃声不间断地
作响，直至深夜，几个人仍围坐在一
起。言谈间略过节日的问候，也少有
新年的喜悦，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
情：在疫情之下如何把学校教学做
好，如何就此和家长们沟通。
	 自1月20日起媒体开始大量报
道新冠病毒，美国华盛顿州发现本
土首例确诊病人，武汉封城，国内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如火箭般迅猛窜
升，疫情报道如雪片般铺天盖地，焦
灼不安的情绪迅速席卷了海外华人
圈。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是纽约地
区最大的周末中文学校，此刻她却
像一叶小舟，被新冠海啸的波涛荡
击得起伏不定。校委会、董事会是这
叶小舟的锚与舵，他们夜以继日地
关注着疫情发展，讨论方案，并连续
三天向全校发出防疫通知。但这还
不够，周边中文学校停课的消息不
断传来，家长们要求停课的呼声此
起彼伏。怎么办？学校的判断是：疫
情会越演越烈，要做关校的准备。另
一方面，虽然国内局势严峻，但疫情
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才会在美国
爆发，目前没有关校的紧迫性。而一
旦关校，短期内将无法复课，关校前
必须准备好替代教学方案—远程
教学，但具体怎么做，无先例可循。
学校反复权衡，决定1月26日照常上
课，同时组织人力，制定、实验各种
远程教学方案。
	 1月24日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
正式通知：26日正常上课，上千字的
开课详细问答也同时发给了全校家
长。面对国内肆虐的疫情，周遭惶惶
的人心，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也
是一个注定不讨喜的决定。一夜之
间，质疑争论声喧喧而起。校委会的
志愿者们正常上班之余，为周末上
课做了各种准备和预案，紧锣密鼓
地设计、实施多项远程教学的方案，
但更头疼的是他们要不停地在各个
场合对家长们解释、说明。1月25日，
周日正常开课前24小时内，各个渠
道涌来的不同声音更是接连不断。
周日凌晨两点，校长何青终于合上
了手机，几天来，只有凌晨两点到五
点，才是团队所有志愿者都能够休
息的时间段。	“周日天亮见吧”。
	 1月26日，星期天，风和日丽，学
校正常到校开课，所有防疫安全措
施一一到位，老师们出席得齐齐整
整。五年级马立平班的罗亦冰老师，
二年级双语班的李隽老师都说:“只
要有一个学生来，我就会在这里”。
然而学校的安全措施、老师们的敬
业精神不能驱散家长们心头的阴
影，到校学生不足50%。但是这一天
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一天里
11个班级实验和评估了多种远程教
学方案和技术工具，	几个班级的教
学效果好得出乎意料，四年级雷天

敏老师的班级就是其中之一，雷老
师兴奋不已，课后立刻写了长篇的
教学经验报告。一场战役的胜利往
往在于最后时刻的坚持，华夏大纽
约这一天坚持在校授课不但保证了
教学安排的完整和流畅，而且获得
了重要的网课实战经验，为其后的
高质量网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月27日，校长何青、副校长林
翠微、教务长孙凌云全天都在分析
周日远程实验课程的结果。周日的
演练给他们带来了如下的信息。
	 第1．远程教学的多种平台中，
首选Zoom，而且要使用商务账号；
	 第2．使用Zoom教学时应避免
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同时进行；
	 第3．除中文课外，部分文化课
也可以通过Zoom教授；
	 第4．短期内迅速全校推广网课
教学是当前形势下必须的，也是可
能的。
	 当晚的会议上，学校决定2/2开
通全校远程教学。
	 现实总是骨感的，	七十多位老
师，五百多个家庭，散住在几十个镇
里，百分之九十的人没用过Zoom，
仅有的经验也基本限于用来开会，
有的老师计算机使用都不熟练，在
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面普及Zoom
教学，如何做到?		百里山路半九十，
把一件事做到可以接受也许并不
难，但是把事情做到最好做到极致
却往往需要成倍的努力。
	 1月28、29日，校长何青和教务
长孙凌云、何芳花了整整两天的时
间和全体老师一对一地沟通，分享
学校在线授课的决定和原因，听取
老师的考虑和意见，并针对不同教
材和不同年级商讨必要的教学调
整。诚恳和广泛的交流迅速得到了
所有老师的响应和支持。老师们一
个个全力投入，牺牲个人时间修改
教案，彼此分享经验，耐心地跟家长
沟通。
	 1月29日，副校长林翠微经过和
Zoom销售部几天的商谈，为学校争
得了最优惠的条件，为每位老师配
置了Zoom教育专用系统商务账号。
凭借一周来与家长积极交流讨论的
基础，林翠微汇集骨灰级技术大咖
校董许春川，副校长袁晓川、曹作
军、王灏、樊晓飞迅速组织起技术骨
干组和六十多人的网课志愿者后援
团。
	 1月30日下午，历经几个晚上的
挑灯夜战，技术组赶写出了教师端、
家长端使用说明、常见问题说明，录
制了多个YouTube培训教程，为可
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准备了预案。
	 1月30日晚，全校家长端培训成
功实施。百余个家庭成功上线体验
了Zoom网课。
	 1月31日，2月1日，技术团队连
续两天给老师们提供现场培训，
六十多人的后援团分组为每一位老

师们当陪练，反复演练课堂可能出
现的各种状况。
		 2月1日晚，学校组织人力为老
师和家长和家长开通了五条实时技
术支持热线。准备周日上课时全程
提供技术服务和网课客服答疑。
	 紧张的筹备中暖心小细节随处
可见，每个小插曲都折射着志愿者
精神的闪光：
	 周五晚上到学校现场培训，要
从停车场走到教学楼，女老师怕走
夜路怎么办？暖心帅哥许春川在路
上拿着手电负责接应。K 班的马尔
罕老师担心远程教学小朋友注意力
不集中怎么办？教务长孙凌云近身
加油打气，全方位模拟上课实况。九
年级傅耘老师希望在线进行口试，
需要家长和同学随机组合怎么办？
技术高手们开发出Zoom课堂内小
房间，允许十几个组同时在线考试，
又为老师录制了技术使用视频。
		 多年的教学，每位老师都有成
熟的教学方法，面对Zoom这个崭新
的平台，怎么教，怎么吸引孩子们的
注意力。老师们一遍又一遍地修改
教案，一次又一次在Zoom上演练，
无论是培训现场还是微信群上，紧
张、进取、专注、协作的氛围感染着
每一个人。
			 2月2日，星期天，大纽约华夏中
文学校的 Zoom 远程教学登场了。
校长副校长们紧张地穿梭于各个网
上教室。慢慢的，大家紧张的面孔放
松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浮现在每个
人的嘴角。没有翻车，没有冷场，也
没有“看得见我吗”、“这个怎么用”
之类的发问，课堂教学行云流水般
的流畅平稳。	同学们对网课热情空
前，抢着在网上“举手”回答问题，争
取老师的“大拇指”点赞。
	 下课后，杨志耕老师依然兴致

盎然地说着他今天的经历、趣事。在
华夏中文学校教了二十年书，这是
他第一次网课经验。为此几天前他
找出了多年不用的手提电脑，技术
团队从重新设置电脑做起，和杨老
师一起越过一个又一个技术关隘。
技术人员认真，老师更认真，几天下
来，杨老师使用Zoom教课已经是如
臂使指了。
	 2月2日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成
为全美中文教学领域里首批全校
Zoom授课的学校之一，学生出勤率
超过90%，课后家长问卷调查满意
度超过80%。
	 自1月22日新冠状肺炎全面爆
发后，为了能够“不停课、不停教、不
停学”，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领导
团队，老师和家长志愿者任劳任怨，
殚精竭虑。他们都有自己的正职工
作，在业余时间里分文不取、夜以继
日地为社区服务。熬红的眼睛里丝
毫不减满腔的热忱，疲倦的脸上更
掩不住成功的喜悦。
	 在这疫情汹汹的世界里，华夏
大纽约中文学校只是其中平凡的一
角。这里没有超级英雄，只有许许多
多不求回报，不辞辛劳的华夏人竭
尽全力贡献着自己的点滴。涓涓细
流汇成了华夏的江河，滋润着孩子
们的成长，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天涯虽远，真爱无价，虽然隔着千山
万水，海外华人的目光依然关注着
遭受疫情肆虐的故乡。这次新型冠
状肺炎灾情严重，医疗资源的不敷
使用，更让疫情雪上加霜。	国内抗
击新冠病毒，身在美国的华夏同胞
无法亲历亲为，但出钱出物，	大纽
约华夏中文学校的家长们却是义不
容辞，争先恐后。
									二月初，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
就通过不同渠道为国内一线医院筹
款筹物。华夏总校发起“一元压岁
钱，心系华夏情”爱心捐赠活动以
来，大纽约学校团队更是积极响应，
把捐助活动向学生，向家长，向朋

友，向社区大力宣传，把华人社区的
爱心汇集一起，驰援国内抗疫活动。	
大纽约学校的募捐活动，赢得了周
边社区的全力支持。联系大纽约校
方的，不但有校内家长，还有校外的
家庭，甚至远在加州的朋友，也把捐
款打来，委托学校为患者买医疗物
资。更有的家庭捐款后，又再次来补
捐，希望能多尽一份心力。四海同
心，其利断金，是这次募捐活动的写
照。
								几周以来，大纽约华夏中文学
校共筹得2万余元捐款。首期捐款已
经通过华夏总校转交华文教育基金
会。学校还与北美华人医师协会、清

岁寒知松柏，雪劲梅愈香									新冠疫情下的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

大纽约分校抗击疫情爱心募捐活动
华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会、中
国华大基因等不同组织、公司联手，
以多个渠道购买抗疫物资，并将医
药用品送至武汉前线。大灾面前，无

弗人远近；抗击疫情，不分海内外。
每一分捐款，都变成了战胜病毒的
资源，每一份支持，都化为了恢复家
园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