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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文学校 2019 年运动会

将于 10 月 13 日在普兰斯堡举行

2019 华夏中文学校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年会

筹备就绪，报名工作正式启动

青春走过二十五年 华夏北部分校 - 汤江勤老师

华夏教坛

	 2019 年华夏 -AIG 田径运动会（即第二十一届华夏田径运动会）将
于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普兰斯堡举行，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希望各分
校积极报名参加。除了以往的常规项目，还有大众期盼的趣味运动项
目，包括八戒背媳妇（成人）和赶猪跑及三腿四足。	
比赛时间：8:00AM-5:00PM,	Sunday,	Oct	13th,	2019.
比赛地点 :	West	Windsor-Plainsboro	High	School	North,	90	Grovers	Mill	
Road,	Plainsboro,	NJ	08536
详情请登录：http://www.hxcs.org/EventDetail.aspx?id=656

	 2019	华夏教师培训暨教教务管理研讨年会将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
在新泽西州的 Princeton 举办，	大会将面向华夏 22 所分校及周边地区
关心中文教育的热心人士，汇集一线教师的优秀课程及教学理论 ,	展示
不同层面的教学经验。
	 这是华夏中文学校连续第九年举办此类大型教学交流活动，旨在
通过交流和学习，规范学校管理，增强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本次
大会的主题为“奉献、精进、合作”，将体现以下几层含意：“传承奉献”是
我们的 value，是我们不变的主题，“精进创新”是我们的 strategy，“携手
合作”体现了作为领军者的风范和海纳百川的胸怀，“砥砺同行”讲的
是我们华夏这个大团队团结奋进的团队精神。
	 本次教学研讨会除了讲座培训、示范课交流及盛大感恩晚餐宴会
外，同时还设有国内“海外教育专家的远程培训”、“校长董事长校务管
理论坛”和“校长教务长教务管理论坛”。
	 分校及教师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也是教师会的重要目的。与会者除
了在场内讲座和论坛上交流之外，	还有机会在场外进行小规模探讨。
另外，	组织者还将举办联谊晚会，	以活跃气氛，	增进友谊，使老师们感
受到华夏大家庭的温暖。本次教学研讨会除了讲座培训、示范课交流
及盛大感恩晚餐宴会外，同时还设有国内“海外教育专家的远程培训”、

“校长董事长校务管理论坛”和“校长教务长教务管理论坛”。

欢迎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赞助和支持华夏。
赞助和广告请联系 pr@hxcs.org

	 时间真快，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了，我们的北部华夏中文学校从创
建到现在已经走过二十多年，我也
跟着它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看着
孩子们每个周六坚持来中文学校
学习，五年坚持下来的大有人在，
七八年坚持下来直至孩子从中文
学校毕业的更有人在，有的孩子甚
至毕业后又回到学校做义工。因
为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坚持，而是
一大家子人的坚持，这是中国人对
自己文化认同的坚持。由于这份
坚持，又由于有一群热心肠的，热
爱公益的，爱奉献的中国人，我们
的学校走过了二十多年。
				 	 	 	当有的家长知道我在中文学
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由衷地感叹：

“汤老师，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是啊！二十多年，人生又有几个
二十多年？我从国内的中学课堂
来到美国，看着华夏从最初的一所
到如今遍地开花，心中感慨万千。
当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求知的眼
光，我就想把我那半杯子水全都倒
给他们，去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喜
欢静下心去钻研我的专业知识，从
最初使用国内的教材，到如今各种
美国的教学用书，我们的教学课本
前前后后换了很多种，而每次换教
材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备课，即使
是同一种教材不同的年级也需要
投入大量时间去备课，不备课是不
敢站在讲台前的。所教班级的作

中秋月亮
	HSK 班： MIYA MENSCHER 

指导老师：董秀敏
	 中国有很多传统节日，	我最喜
欢的是中秋节。每到中秋节，我都
会吃到最爱吃的蛋黄月饼。到了夜
晚，妈妈带我在院子里看月亮，还给
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那时我总在
想，嫦娥一个人住在月亮里，没有家
人陪伴，一定很孤单吧！
	 今年的中秋节，我和妈妈一起
去看望了我的老师。她请我们吃了
晚饭。晚饭虽很简单，但吃得很温
暖。饭后我们一起赏月，今年的月
亮又大又圆，还有美丽妖娆的白云
环绕着，好像是仙女们要迎接嫦娥
从月亮里出来似的，我激动不已，拍
下了那美丽的瞬间。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飞上天，飞
到月球上，与嫦娥一起看星星玩耍，
一起畅游月球。

给奶奶的信
四年级：杨睿滢  
指导老师：汤江勤

亲爱的奶奶，您好！
	 今年我上四年级了，新老师对
我很好。在四年级我要学吹单簧管。
在我的新学校还有一个很大的图书
馆，有好多好多的书。我给自己定
一个目标，每周去图书馆借五本书
并看完它。妈妈也说了我现在可以
养一只小白鼠，培养我照顾别人的
习惯，我用中文给您写信，我的中文
水平是不是提高了好多？今后我要
争取更大的进步！
	 亲 爱 的 奶 奶，祝 您 中 秋 节 快
乐！
																	爱您的孙女——杨睿滢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号

中秋团圆
HSK 班：江菲菲   
指导老师：董秀敏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
日，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家家户户
都要吃月饼赏月。中秋节是庆祝月
圆，纪念嫦娥，祈盼丰收，家人团聚
的节日。
	 听妈妈说，在她小时候，月饼都
是大大的，里面装着一些肥肉、糖和
花生，还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不像现
在的月饼做得那么精致和漂亮，里
面的东西也是各种各样的。中秋月
圆夜是人们最喜欢的夜晚，各地都
有很多庆祝中秋的活动，妈妈说她
们那里可以去公园看灯笼猜谜语，
孩子们都很喜欢。
	 今年中秋节正是我表弟十一岁
的生日，外婆和外公从中国赶来给
我表弟过生日。我们全家带着礼物
和月饼去舅舅舅妈家，为表弟庆祝
生日，一起吃月饼赏月。一大家人
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中秋夜。

给舅舅的一封信
四年级：彭仪伟   
指导老师：汤江勤

亲爱的舅舅，您好！
	 您最近怎么样？工作忙不忙？
今年夏天您有没有去旅游？
	 今年夏天放假我们全家去首都
华盛顿旅游。我们去了白宫、国会
山、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华
盛顿纪念碑和五角大楼。我们还去
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和华盛顿动
物园。我们在首都华盛顿住了一个
星期，然后去了奶奶家。最后我们
去了水上公园。水上公园里有游泳
池，还有水滑梯和海盗船。我最喜
欢玩儿水滑梯和海盗船。我们度过
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希望圣诞节时
我们能见到您。
	 祝舅舅身体好！
																															外甥	彭仪伟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一封信
四年级：菲菲

指导老师：汤江勤
亲爱的桥易：
	 你好！我好想你呀！这次假期
你来我家住了三个星期，我们一起
坐飞机去了环球影城，我天天跟着
你和妈妈练习说中文，我的中文水
平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提高，进步很
快！
	 桥易，你什么时候再来我家玩
呢？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西海岸，
黄石公园和尼亚加拉瀑布。我爸爸
说到时候我们租辆房车从我家开到
黄石公园，再从黄石公园开到西海
岸，最后再一直向北开往尼亚加拉
瀑布。如果一路玩下来，我都和你
说中文，那我的中文会有更大的进
步啦！

	 来信告诉我妈妈的小秘密，好
吗？
	 祝你天天有好吃的，好喝的，还
有好梦！
																										你的外甥女	菲菲
																											二零一九年九月

阿拉斯加之行
三年级：范积扬  指导老师：王英

	 今年暑假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姐姐，还有奶奶爷爷坐游轮去了阿
拉斯加。我们一上船，就进入了我
们的船舱，我感觉房间很拥挤。
	 我们的第一个港口是凯奇坎。
我们一下船，先看了伐木工人秀。
节目非常有趣，工人们扔斧子比赛。
看完表演我们就回船上吃晚饭了。
晚上我们又在船上观看了一场歌唱
表演。
	 第二个港口是阿拉斯加州首府
朱诺。我们去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公
园。我们乘坐电车进山，看到了很
多倒置的树干，上面有美丽的花朵。
从公园出来，我们又去吃了帝王蟹。
帝王蟹腿的外壳比蓝蟹略软，肉很
鲜美。我们在那里吃了大约一个小
时，然后就回到了船上。晚饭后我
们在游轮上观看了一场马戏表演。
	 第三个港口是史凯威。我们乘
坐了一辆有 100 年历史的火车进入
山区，那里曾经有一座金矿，那里的
湖水很清澈。回到游轮，我们看到
了冰川。我们这次旅行来看冰川，
是因为它们正在融化，也许几十年
后将不再有冰川了。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旅行，只
可惜时间太短。我希望下次可以再
去阿拉斯加。

中秋随笔
HSK 班：李子轩
指导老师：董秀敏

	 中秋节是秋天最美的时刻，圆
圆的月亮照亮大地，家家户户聚在
一起吃月饼赏月，人们品尝美味的
月饼，回味着美丽的童年和远方的
亲人。
	 每到中秋，我就会想起小时候
妈妈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我总
是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觉得妈妈讲
的故事非常有趣，觉得自己比嫦娥
幸福，因为妈妈一直守候在我的身
边。
	 中秋节对我们这些华裔后代有
着独特的声音和味道，它不仅代表
着丰收的日子，更代表着中国人祈
盼家人团圆的文化精髓，秋天在我
心里是所有季节中最至高无上的！

过中秋
HSK 班：关恩恩
指导老师：董秀敏

	 中秋节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
子，可以见到很多久别的亲人。
	 今年中秋节，我们约了姨妈一
家去餐馆吃饭。饭店里有很多中国
人在那里吃饭，等了很长时间菜才
上来。那家饭店的菜很好吃，爸妈
和姨妈姨丈点了很多菜，我最喜欢
的是鸭子和鸡，全家人吃得都非常
开心。大人们在饭桌上大声地聊着
天，我和表哥们凑在一起嬉笑玩耍，
我们两家很久都没有见面了，中秋
聚餐特别高兴。
	 吃完晚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姨
妈家吃月饼赏月。那晚的月亮很大
很亮，还有一点橙晕，漂亮极了，我
们一大家人在美丽的月光中度过了
今年美好的中秋夜晚。

一次有意义的中国旅行
四年级：王悦峰
指导老师：汤江勤

	 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的飞机去香
港，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去澳门。
第二天一大早两点我们就起来吃早
饭，下午我们看了老城，还吃了猪肉
三明治，在澳门我们看到了威尼斯
赌场和教堂。第三天我们坐渡轮去
了香港。在那里我们坐缆车到了太
平山顶，那里的景色非常漂亮。然
后，我们坐双层巴士回到了山底。
我们还去了卖活昆虫的鸟市场。游
完香港我们坐高速火车去了桂林。
在那里我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游船，
还坐竹筏漂流，这很有趣。在那里
我们还看到龙脊梯田。在很高的地
方，我们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也看
到农民在烧麦。接着我们乘了两个
小时的飞机去了大理。我们全家一
起骑自行车绕湖玩。最后，我们来
到了昆明。
								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次旅
行。有机会我还要和家人一起来一
次这样的旅行！

暑假趣事
七年级：蔡悦熙    

指导老师：欧阳红宇
	 今年暑假我和妈妈、妹妹去中
国看望姥姥。我的姥姥住在广东省
汕头市。在姥姥家的小区里，我认
识了几个和我同龄的朋友，我们每
天都在小区楼下一起玩。我们经常
一起骑单车和踩滑板互相追赶，有
时候我们玩单车特技，一人骑车，一
人站在前轮踏板，两人站在后轮踏
板，看起来好惊险！有时候我们也
玩猫追老鼠，一人当猫，其他人当老
鼠，猫想要抓住老鼠，老鼠就要试着
逃跑，有时候猫老是抓不到老鼠，因
为老鼠都躲起来了！有时候我们还
一起打扑克，打乒乓球和羽毛球。
	 三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离
开姥姥家的前一天，我觉得很伤心，
因为我必须要和我的朋友们说再见
了，朋友们也舍不得我离开，他们都
来陪我玩扑克牌，并送给我小礼物，
我们互相留了 QQ 号码，我答应他
们等我回美国后会和他们联系。
	 这个暑假在中国过得很开心。
我希望明年暑假能再回中国和我的
朋友们玩。

游乔治湖
七年级：张天翼

指导老师：欧阳红宇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去乔
治湖玩了两天。
	 第一天，我们开车到乔治湖。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买了穿越
湖泊的游船票。湖水很美，水很蓝，
树木延绵数英里。我们游完湖以后，
去了我们的酒店，它被称为乔治湖
上的别墅。我和我的弟弟去游泳池
嬉水，开心极了。之后，我们到一家
德国餐馆吃饭，食物很好吃，份量非
常大，我点了一份有各种肉的晚餐，
味道很神奇。晚饭后，我们回到酒
店。在我们的酒店旁边有一个地方
可以租到皮划艇，我和爸爸租了一
只皮划艇，一直划到天黑，我们才回
到酒店休息。
	 第二天，我们去码头租了一艘
快艇，一个专业人士先教会爸爸如
何开快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我
们开着快艇在湖上畅游了几个小
时，爸爸也让我开了一会儿快艇，这
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在湖
上，我们还看到有人在划皮划艇，有
人在滑水，有人在开帆船。
	 晚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一
直在想我们的旅行，这是一个我永
远不会忘记的迷你假期。

给爷爷的一封信
四年级：郭伟胜 
指导老师：汤江勤

亲爱的爷爷：
	 您好！近来您身体好吗？虽然
过几个月我们又可以见面了，但是
我和姐姐都很想念您。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每次
只要经过球场看见有人踢足球，我
就心痒痒的也想踢上两脚。终于等
到放暑假了，我自动报名参加足球
课和游泳课。每一天的生活我都感
到很充实，天天都有新的收获。每
天早上，妈妈陪我到球场准时报到。
教练给我们分了三个队，我当后卫，
有一次踢球，在来回跑的途中，突然
一个球从天而降，没有防备的我用
我的脑袋瓜子弹走了；第二次又有
一个球朝我迎面而来，我用脚猛地
一踢，踢开了，球没有进门，最终 2：1
收场。
	 暑假的生活我过得很有意义。
	 祝爷爷身体健康！
																											您的孙儿：郭维胜
																										2019	年	9	月	16 日

暑假游记
六年级：蔡悦涵
指导老师：师文

	 今 年 暑 假 我 和 妈 妈、哥 哥 一
起去中国玩。我们先去妈妈的家
乡——广东汕头看望我的姥姥和其
他亲戚，然后再去广州游玩。
	 到广州的第一天，我们先去长
隆水上乐园玩。我和哥哥先玩了好
几个大型水上滑梯，接着我们一起
坐橡皮圈在长河上漂流。沿途看到
很多灯光和瀑布，景色很美！我们
还去水上大舞台看电音表演，跟随
音乐玩冲浪。水上乐园太好玩了！
	 第二天，我们去长隆野生动物
园参观。我们先去熊猫馆看有名的
熊猫三胞胎。它们有的坐在地上吃
竹子，有的趴在冰上睡觉，有的在玩
耍，十分可爱！看完熊猫，我们就去
坐缆车。在缆车上面可以看到整个
动物园的风景，还可以看到很多种

动物的栖息地。从缆车下来，我们
去看了白老虎和猴子，然后排队坐
小火车。小火车经过草地和丛林，
一路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的动
物：大象、长颈鹿、斑马、老虎、狮子、
鸵鸟、羊驼、犀牛、羚羊等等，有些动
物还走到汽车旁边，把头伸过去，让
人喂它吃东西。坐完火车我们去喂
长颈鹿，最后去考拉馆看考拉和树
懒。
	 在广州的最后一天，我们和妈
妈的朋友们一起吃饭，逛广州市区，
晚上去花城广场看广州塔夜景。
	 广州很美丽，有很多好玩的地
方，下次我还要重游广州！

阿拉斯加之旅
六年级：关凯文  指导老师：师文

	 这个暑假我们一家去了阿拉斯
加旅行，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坐了六个小时飞机，飞到
温哥华。在那里我们游览了维多
利亚岛，参观了一个有名的花园
Butchard	Garden，非常漂亮。过了
两天我们坐车去码头上游轮，出发

去阿拉斯加。上船后第一件事就是
去吃自助餐。晚上我们去看了一场
表演。
	 船在海上走了一整天后，来到
一个叫 Ketchikan 的小城市靠岸。
我们坐了一辆可以在水上和路上
走的车参观了这个城市，还去吃了
帝皇蟹，我们都很喜欢。接着游轮
带着我们来到了阿拉斯加的首府
Junea。我们参观了一个冰川公园，
里面有很多倒长的树，上面还有很
多鲜花。接着游轮来到了一个叫
Skagway 的小城，我们坐小火车开上
了一条十九世纪修建的铁路。回来
后我们又去吃了帝皇蟹，真是太好
吃了！
	 最后两天，我们就坐在船上看
冰川，有一位冰川公园的工作人
员上船来给我们作讲解，介绍冰川
的历史。最后一天，我们下了船，
坐 了 两 个 小 时 汽 车 从 Seward 到
Anchorage，从那里坐飞机回到了新
泽西。
	 这次游览阿拉斯加，我们做了
很多很有趣的事，参观了很多地方，
玩得很愉快！

业通知也是我这二十多年很好的
见证，从最初用手写在一张张的
作业纸上，再复印给学生，到现在
我能用电脑打印及微信通知，我
不断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希
望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二十年多年变化真大，我们
的教学质量在不断提高，教师的
队伍也总有新鲜血液在不断地
补充。多少人的辛勤付出，无怨
无悔地守护着我们这片“学中文
的热土”，就在服务华夏十五年和
二十五之际，我两次得到了国侨
办颁发的“优秀教师奖”；并在华
夏总校成立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
得到了华夏总校专为服务二十年
以上的教师颁发的“贡献奖”。我
和所有热爱中文教育的同仁们一
样勤勤恳恳地耕耘，认认真真地
钻研教学，努力地与时俱进，跟上
时代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