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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暖花开的五月是美丽的，发芽的草儿、花儿在春雨中茁壮成长，竞相开放的鲜花不但标志着春夏交替，

对于学校来说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华夏奔腾中文学校自去年九月份开学以来，按照教学计划走过了一个

完美的学年，成功地举办了传统的写字比赛、朗读比赛、认字比赛，积极地参与了总校的演讲比赛、辩论比赛

等，还协助国家汉办承办了华夏毕业生的 HSK 考试。这些活动的成功是因为奔腾拥有一个四十多人默默奉

献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拥有众多给予学校支持的义工和热心家长。总结，也是新的开始。欢迎加入奔腾的大

家庭！

写字比赛 —教务处宋虹

	 写字比赛的参赛者是由老师推荐字写得整齐美观的学生。有些甚至在班级初赛，由学生自己评出优胜

者。校级比赛的评委则是全体奔腾的教职员工。写字比赛评选的标准是：1. 页面整洁度；2. 抄写格式是否

正确；3. 是否有错字、漏字；4. 字迹是否工整，书写是否整齐划一；5. 每个字的结构及文章的整体是否美观等。

通过比赛提高了学生作业的质量，对书面写作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学生们的字也越写越好了！这也是唯

一的不需要根据学习成绩来进行的比赛！

朗读比赛—教务处宋虹

	 朗读比赛是奔腾中文学校的传统教学活动之一，目的在于三个：1.	通过比赛全面复习和巩固所学课文；

2.	通过比赛增强学生的认字和朗读能力；3.	通过比赛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这是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

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从普通中文班到 CSL 班，这样做就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参与，提高中文朗读水平。

比赛的内容为本学期开学至比赛日期所学全部课文，比赛程序是先进行班级朗读比赛，由家长们做评委，然

后选出胜出者参加校级朗读比赛。校级朗读比赛以抽签形式进行，评委由学校老师组成。通过班级和校级

朗读比赛，老师们和教务处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认字比赛—教务长刘彬

	 认字比赛是我校的传统教学活动之一，	其目的在于：希望孩子们能多认字，认好字；借助认字比赛，来提

高学习汉字的兴趣！这是一个全校性的教学活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从普通中文班到 CSL 班，每一个学生

都参与，以此来提高汉字认知水平。比赛的内容为各年级至本学年度为止所学全部汉字，词语。比赛程序是

先进行班级书面认字比赛，然后根据比赛结果选出各年级前十六位选手参加校级认字比赛。校级认字比赛

以抽签形式进行，经过第一轮的单字认读，组词，造句；第二轮的认字抢答和第三轮的汉字速认，最后以班级

笔试 / 校级综合比赛总成绩得出一、二、三等奖项。今年八年级毕业班还增加了阅读理解题目，取得了喜人

的成绩。通过班级和校级认字比赛，老师们和教务处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辩论比赛—教务处潘爱芳

	 奔腾中文学校辩论队在 4 月 29 日的华夏辩论再一次不负众望为奔腾摘得本年度的双桂冠 ,	并获得两

个最佳辩手奖。今年的辩题是围绕着人工智能，高深而抽象。从 1 月 27 日的海选开始，历经 10 次培训，通

过一次次的实战磨合，各个辩手从刚开始的结结巴巴、无法流利问答，到后面的伶牙俐齿，快速辩答，倾注了

家长们和培训老师的无数心血。辩论比赛不是一项简单而普通的比赛，是思维、论辩、语言等等综合应变能

力的提升。在 5 月 5 日晚赛后的总结会上，孩子们纷纷表示明年将继续参加辩论比赛。家长们也表示，亲眼

看到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变化和成长。祝贺小选手们取得骄人的成绩！孩子们的努力与付出喜得硕果！

标准考试—教学总监张悦

	 衡量一所学校的教学水平，两个参数相当重要，

这就是标准考试和毕业生。本年度奔腾中文学校在

全校性的汉办 YCT/HSK 考试中取得亮眼的成绩：

YCT 三级：46 人参考，通过率 100%，其中 16 人满分

YCT 四级：39 人参考，通过率 100%，其中 3 人满分

HSK 四级：40 人参考，通过率 95%，其中最高分为 284/300

HSK 五级：28 人参考，通过率 89%，其中最高分为 28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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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和梦想
校长郭玉坤 

【教学活动】

照片“程喆”提供

華夏園地 ( 簡體 ) EDUCATION

感恩
六年级一班：王星雨 

指导老师：刘俊青
	 在世界上 ,	有很多要感谢的人

或事 ,	像你的父母 ,	你周围的人 ,	

或是你自己。很多人一出生就拥有

很多宝贵的东西 ,	但有些人没有意

识到它。我感谢我拥有的一切 ,	特

别是支持我的人。我相信每个人的

生活都有些不如意 ,	但我们应该感

激我们拥有的美好事物。

	 首先 ,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

需要的时候总是陪在我身边。如果

我需要帮助 ,	他们是我第一个会去

找的人。我也感谢他们没有离婚或

分居,	因为许多孩子都经历过这些。

如果我的父母不在我身边 ,	我都不

知道该怎么办 !

	 其次，我要感谢周围的人。他

们也很重要，像老师、警察、医生、农

民和消防员。老师教了我一切我想

知道的 ,	警察让每个人都安全。如

果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的世界 ,	我们

会在哪里？朋友是你生活中至关重

要的一部分。当你跌倒时 ,	他们会

来扶你 ,	如果你感到忧郁 ,	你可以

和他交谈。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

人 ,	以及那些试图使世界变得更美

好的人。

	 再次，我要感谢生命。活着是

一种快乐。如果你没有活着 ,	你就

不能去有趣的地方,	体验爱和幸福。

你只有一次生命 ,	为什么在你可以

享受的时候，不去享受它？我感激

我的生命 ,	我希望其他人也一样。

	 最后，我想说没有什么是不能

感激的。食物、衣服、亲人和朋友 ,	

我感激我所有的一切。感恩让我感

到快乐和满足。感恩的人有幸福的

生活 ,	为什么不成为其中之一呢？

春假之行
七年级一班：宋士博

指导老师：刘彬
	 今年的春假可好了！从 3 月

30 日到 4 月 8 日，我跟着爸爸妈妈

旅游观光了一些国家公园。其中

去的公园有 Zion 国家公园，Bryce	

Canyon 国 家 公 园 和 Glen	Canyon

国家公园。这几个峡谷公园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了大自然

的改造，这些公园都很特别。

	 当我们去这些国家公园时，每

一个公园都有数不清的风景。在

Zion 国家公园，我们爬上了好几座

山。每次一到山顶，美丽的风景就

在我们的眼前，到处都是数不完的

灰色的高山。有的山至今还有一些

绿色的植物。在 Bryce	Canyon 国

家公园，我们走到峡谷里面了。那

里的动植物非常多，我们有时看见

了一只小松鼠，有时看见了好几棵

大树在我们的侧面。除了鸟唱歌和

风的声音，一切都很安静。下一站，

我们来到了Glen	Canyon国家公园，

我最喜欢的国家公园。这里的地点

可好看了，其中有马蹄湾，因为马蹄

湾像马蹄的形状才会取这个名字。

那里的河叫科罗拉多河，在阳光的

照射下，银光闪闪。在 Glen	Canyon

另 外 的 一 边 有 两 个 很 漂 亮 的 地

方， 叫 Upper	Antelope	and	Lower	

Antelope。那两个地方里的石头

墙像被人刻了然后刷成金色一样，

简直都像金色的海浪。在 Lower	

Antelope 里面时，阳光非常好，在弯

弯曲曲地山洞里也能看见光线，真

是美极了！在Upper	Antelope里面，

虽然阳光不怎么好，但是景色还很

漂亮的。这两个地方里的石头有的

像林肯的头像，有的像一只雄鹰，有

的像一朵花。这三个国家公园的一

切都非常漂亮，都有各自的特点。

	 这些公园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

的杰作。每一峡谷都像一幅美丽的

画。到了这些公园，就像到了火星	

一样，满眼都是红土。不过，星星点

点的绿色提醒了我还在地球上。这

种感觉令我流连忘返。九天的春假

太短了，下次我还要再来。

珍惜时间
七年级二班 郭彦宜

指导老师 曾海霞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时间，
什么事都做不成。莎士比亚曾经
说过，“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
他”。凡是浪费时间的人，都不能成
功。成才的人，都是会珍惜时间的。
我自己常常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要处
理，二十四小时真是太短了。每天
不仅要上学，也有很多作业要完成。
加上中文学校的作业，还要练钢琴
和小提琴，有时还要吹长笛，要准备
跳舞和唱歌的表演，甚至还有数学
课、画画课和跑步比赛。有这么多
事情，该怎么安排时间呢？我会给
自己写一个日程表，知道总共有什
么事，要花多少时间，什么时候要做
好。这样做好时间管理，自然就不
会忘记，也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
	 去年四月春假，我和家人去欧
洲旅行时，就学会了如何珍惜时间。
因为旅游回来的第二天，我必须代
表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参加总校辩论
比赛，所以虽然我们在旅游，但是我
一有空就练习辩论。在飞机上、火
车上、吃饭空档时或在旅馆里都抽
空练习，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最后，
不仅我们队得到了第一名，而且我
也得到了最佳辩手奖。
	 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
我们有的，只是今天。以前的错，
我们现在要改。明天，要做得更好。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时间过去了，就没办法
再拿回来了。因此我们要学会抓紧
时间，把握现在，努力学习，以后才
能成为成功的人。

读后感

读《ABC 成长的烦恼》有感
八年级二班 胡以珊

指导老师 张美加
	 有一位年轻人在 1993 年出生
在加州。他的爸爸妈妈在 1983 年
从北京移民到加州湾区，后来他的
祖父母也移民到美国来照顾孙子。
这位小孩在家里说的语言是中文；
同时，他也上了中文学校八年。他
从九岁开始使用英文跟父母交流。
爸爸会用英文回答，但是妈妈只会
用中文回答。小时候，他很喜欢看
他妈妈看的武侠电视剧，因此就保
持住了他的中文。他们也住在一个
华人多的社区，就给他一个很好的
机会学习中文。十三岁的时候，他
放弃了周末中文课。妈妈对他这个
决定非常难过，可是没办法就放弃
了。过了许多年，他都没有学中文
一直到大学一年级中国文化背景也
忘了。过了一年，他参加了一个创
意写作班，其中一位同学写了一篇
发生在上海的短故事。听完后，他
于是想更多地了解中文。大二，他
就开始又上了中文课。他的中文老
师说：“现在你们长大了，改变了想
法，感觉中文对你重要了，所以我很
高兴教你们。”	他们的中文课是关
于美国文化和中文文化之间的典型
差异，还有讨论其他的话题。这不
只是一个语言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
身份认同。现在中文课成为他大学
里最喜欢的课。他总想起妈妈当时
提醒他的那句话：“你有一天会感谢
我。”
	 我读完这位年轻人的故事后，
我感觉到他的母亲说的话和我的父
母说的话一样，告诉我学习中文很
重要，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必须学会
自己的语言 - 中文。再说我们全家
暑假有回去台湾，探望亲人，有爷爷
奶奶，阿姨叔叔，还有表哥表姐们，
我们都用中文跟他们交流，因此我
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虽然我住在
美国，但是我与爸爸妈妈和两个哥
哥都用中文交流，我们也常去中国
城买东西等等。因此，我常常用中
文交流。
	 我很感谢父母让我去中文学校
学习中文，当和这位年轻人有一样
思想问题时就可以从美国人和中国
人的角度去思考，使我对它们的价
值观就有较多的理解，这就是学中
文的好处。他跟我在学习中文时很
多感情和想法很像。因此，我们都
爱上了中文。

【家长支持】

《再给一次机会，让书香飘散》
—— 奔腾家长会捐书义卖点赞

家长会长：陈明杰
	 书籍是人的精神粮食。读书人

爱书，宁可食无肉，不可手无书。但

是，一本书买回来，读过了就“躺”

到书架上“休眠”。怪可惜的！中

国父母“望子成龙”，为孩子买书不

计成本，甚至一掷千金！奔腾家庭

众多，奔腾的的学生从婴儿到高中，

看过读过的书籍可用“堆积如山”

来形容。大凡读书人家，闲置在书

架上的书是舍不得扔掉的。怎么

处置才好，如何物尽其用 ?	那就给

书第二次机会，再一次让别人带回

家去，爱不释手！ 2017 年 10 月，家

长会向家长发出一条信息：“如果清

理书架，请将旧书捐出来与他人分

享！”消息一出，立刻得到热烈响

应。对呀，再给书籍一次机会。多

好的事情！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哉 ?	11 月的第一个学校日，第一批

捐书的家长把家里的“剩书”带到

学校。经验收后，分成 1 美元，50

美分和免费三类进行义卖。琳琅满

目的书籍让闻讯而来的师生家长大

喜过望。第一天就获得 135 美元的

收入——	小试牛刀，旗开得胜！如

今，捐书义卖已经成为家长会的一

个固定的校内公益活动。俗话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何况是书

籍呢？正是：喜看书籍传递爱心，静

闻书香飘满校园。借此衷心感谢奔

腾的家长们，学校有您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