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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华灯灯火辉煌   华夏师生获赠展票
谢华夏教职人员之奉献，敬弘扬中华文化之贡献

	 天下华灯（Hello	Panda	Festival)	是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中国对外演出有限公司精心打造，是一款以灯展为基础，融合艺术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民间工艺、现场演出、小吃美食、游戏互动、文创品销
售等诸多酷炫元素的大型节日集会，以四川自贡的民间彩灯工艺为基
础，结合国际化的灵感设计，打造的最潮的大型综合式文化体验！
	 为表达对华夏中文学校，长期以来在发展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
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敬意，及对全体华夏教职人员奉献精神的感谢，
天下华灯决定赠送华夏所有12岁以下在校学生每人一张免费票，并赠送
200张免费票给华夏教职人员。同时天下华灯将给华夏中文学校的家长
和朋友提供集体购票的优惠。
	 10月31日，赠票交接仪式在新泽西East	Brunswick图书馆举行，参加
交接仪式的有天下华灯新泽西Vernon站首席执行官张宝利先生、华夏中
文学校副总校长潘仁南、文艺部部长马咏、天下华灯新泽西项目公关总
监吴丽雅女士。潘仁南副总校长、马咏部长代表华夏中文学校接受了赠
票并向天下华灯表示感谢。
	 天下华灯Vernon，NJ站将于11月15日晚正式开始，于2020年1月5日
结束，灯展占地面积8公顷，共分三个展区，超过100个展品，详细信息请
访问天下华灯网站，网址为：https://vernonlightsfestival.com/。							
																																																																																								（文			潘仁南）

长岛分校将喜迎20岁生日 

建校自始成绩斐然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始建于二〇〇〇年，至今已经是第十九个年头
了。学校从创建伊始至今，一直是一所完全由学生家长义工自主管理和
经营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长岛华夏中文学校也是华夏中文学校系统在
长岛地区的唯一分校。
	 长岛中文学校以其出类拔萃的教学质量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程
和家长活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家长。学校从建校初期的几户
人家，十余名同学，发展到如今来自四百多户家庭的五百多名学生。学校
的学生遍布于长岛的纳苏郡和萨福郡，以及纽约皇后区。学校的蓬勃发
展不仅为学生营造了一个难得的学习中文的良好环境，还为社区提供了
一个传播和学习中华文化，继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的平台。学校现设
有从学前班（4岁左右）到十年级的各级中文课程。学校同时还为低年级
学生免费开设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琴棋书画、诗歌朗诵、音乐舞蹈等
文体课以及高年级中文辩论培训课。毕业班学生每年都在美国AP中文考
试和国家汉办HSK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020年学校将迎来20岁生日。希望各界朋友，一如既往的继续关注和
支持长岛华夏中文学校。让方块字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在美国这
片开放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继承发扬。

	 AP课程是在高中阶段的大
学先修课。AP中文考试的全称
是：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美国大学理
事会(College	Board)是考试的主办
单位。考试的内容涉及到中国语言
和传统文化。整个考试包括听、说、
读、写四种考试形式。
								考试的题型涉及到听力、阅读
理解、看图写话、邮件回复、口语对
话和文化表达演示，所以基本上涉
及到了掌握一种语言文化的各方
面能力。因此要想考试取得理想的
成绩，必须达到一定的中文水平。
我们建议中文学校的学生在九年
级毕业以后再考虑参加AP中文考
试，这样才能够达到基本的字词量
和文化学习要求。在准备过程中，
听、说、读、写每个部分同等重要，
缺一不可。	要想比较有把握地拿
到好成绩，考生最少应该有2000-
2500字词量，有相应的综合中文知
识和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并且要
学习一定的中华文化和历史知识。
	 坊 间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复 习 资
料，但是都不能做为我们推荐给
大家的复习教材，以免误导大家。
College	Board	没有出版过任何一
种复习资料，所以我们不能说某一
种复习资料是权威的。在文化内

容学习方面，我推荐马立平中文的
《中华文化巡礼》作为AP中文复习
时的文化类参考教材。	
	 准备考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在长岛中文学校，我
们是把整个中华文化知识进行一
个综合整理，让学生们对自己的
中文学习有一个系统整理和提高
的过程，体会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基
本世界观？天人合一，自强不息，
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它是如何体
现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贯穿
历史，我们要尽可能把这些交到孩
子们手中，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去领
悟，这个学习过程不只是复习迎考
的过程，还是作为一个中华后裔文
化认同的过程。
	 为了让AP中文学习成为学生
们喜闻乐见的学习过程，我们充分
地使用网络和视频资源。使用现代
化的同步网络ZOOM、Mindmeister	
Sway、quizlet等教学工具帮助教学，
同时也进行一定的考试技巧的培
养，在教学环节就让学生们融于AP
中文考试的模拟中。今后的教学我
们还会继续寻找更多更好的现代
化教学模式来提高我们的教学效
果。最后希望更多的学生在AP中文
考试中获得好成绩！

一年四季
五年级 陈智成

辅导老师   杨美玲

	 春天到了，树叶长出来了。小朋

友们喜欢到绿绿的草地上玩游戏。

	 夏天到了，花儿开了，天气热

了，小朋友们喜欢在屋子里吃冰激

凌。

	 秋天到了，树叶黄了，天气凉

了，我们穿上长袖的衣裳出去玩耍。

	 冬天到了，下雪了！我们喜欢

堆雪人，打雪仗。

我第一次坐滑翔伞
五年级 钟俊越

辅导老师   邢濛霞

	 这个暑假，我第一次坐了滑翔

伞。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了巴厘

岛。有一天，我对妈妈说：“妈妈，我

想去滑伞。”当时我正在看一本旅行

杂志。妈妈回道：“好啊！我们今天

就去！”我很兴奋！爸爸叫了一辆

出租车，让驾驶员带我们去一个山

顶滑伞的地方。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看见别

人在天上滑伞，我有一点紧张。我们

报名后，那里的工作人员教了我怎

么滑。我坐上滑翔伞，因为我是第一

次滑，一个教练坐在我的后面。三，

二，一！工作人员把我们从山上推

了下去。啊！我发现刚开始的时候

在往下冲！过了一会儿，我飞起来

了！

		 一开始，我眼睛都不敢睁开。过

了一会儿，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了，我

看到的第一个景色是我脚下蓝蓝的

大海，我也看到了海浪一次一次打

在岸上。大风吹在我的脸上，我身后

是高高的悬崖。大自然多美啊！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的弟弟
六年级 虞方羿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我的弟弟叫虞方悟，今年九岁，

在中文学校和英文学校都上四年

级。弟弟长得跟我有点像，但是他长

得胖乎乎的，我却很瘦，一点儿都不

胖。弟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经常帮助他的同学和老师。弟弟不

但喜欢画画、看书，而且喜欢参加各

类运动，他还特别喜欢吹竖笛，笛声

悠扬，非常好听。

	 有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去摘苹

果。弟弟和我在苹果园里走来走去，

睁大眼睛找哪棵树上的苹果最多。

他左看右看，终于找到了一棵大树，

上面全是苹果，弟弟大声对我说：

“哥哥，这里有苹果！很多很多苹

果！”因为弟弟的个子有些矮，他伸

长了手臂，踮起脚，可是怎么也摘不

到苹果。我看到了，就飞跑过去，帮

他把苹果摘了下来。弟弟抱着大苹

果，高兴地说：“谢谢哥哥！”我们俩

一起跑向爸爸妈妈，大喊着：“我们

摘到了一个大苹果！”我们又摘了

一会儿，吃了午饭，就开开心心地回

家了。

	 还有一次，我们俩的作业都做

完了，可是我们又没有其他事情干。

我就拿着水枪，对弟弟说：“我们去

浇花吧！”他高兴地答应了，也拿起

了自己的水枪。我俩先把水枪装满

了水，可是，当我们走到外面院子的

时候，我并没有浇花，我大声说：“开

枪！”	我就向弟弟开了一枪，水打到

了弟弟，弟弟就立刻回击，拿起水枪

就向我开枪，就这样，我们俩开始打

起水仗来了！我开一枪，他开一枪，

我们打来打去。当水枪里所有的水

都打完的时候，我们俩全身都湿漉

漉的，像刚从游泳池出来一样，我们

觉得可好玩了！这次水枪大战真有

趣！真过瘾！

	 弟弟的性格很外向，还特别阳

光！他每天走起路来都蹦蹦跳跳

的，脸上笑眯眯的，总是很开心的样

子，弟弟也从来不撒谎。我可以放心

地告诉他一些我的小秘密，他都能

保密得好好的！从来不说给别人

听，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弟弟生气的时候，可就不像他

平时那样阳光快乐了。他生了气以

后，我要对他特别温柔，他才会停止

生气，慢慢地重新开心起来。我从来

没有把弟弟弄生气过，所以我是弟

弟最好的朋友，是他最爱的哥哥！

当然啦，弟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很爱我的弟弟。

我的妈妈
六年级 陈潇然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我的妈妈有四十多岁，中等个

头，不胖也不瘦。她长着一头深咖啡

色的头发，圆圆的脸庞，一双深棕色

的眼睛闪闪发亮。虽然她工作很忙，

但是她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我身

上，关注我的衣食住行，关注我的中

文学习。

	 我的妈妈会做很多中国菜，而

且每道菜色香味俱全，都特别好吃。

平时在家里，她还手把手教我如何

包饺子，怎么做川菜。今年秋天，我

开始学习马力平六册，在课本上提

到了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妈妈就

教我怎么做这两道菜，这两道菜都

做得很成功，全家吃得非常开心。

	 我的妈妈几乎每天陪我学习中

文，在家里我们说中文，不说英文，

读中文报刊和写中文作业。每天晚

上我和妈妈一起在平板电脑上完成

马力平网络中文作业。

	 去年，我们在中文学校学习了

《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今年暑假，

妈妈特地带我去孙悟空的老家——

花果山和水帘洞去游玩。我们还真

的在山路上遇到了猴群，大约十几

只猴子成群结队，这是我第一次和

一大群猴子靠得这么近啊！无比兴

奋呢！我们还看到了观音菩萨的

庙，也吃到了美味的斋饭。接着我们

又去了孙权的老家——东吴，还去

了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建业，也就

是现在的南京市。通过妈妈安排的

这次游行，我对学习中文，了解中国

历史和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我的妈妈常常鼓励我认识新的

朋友，积极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活

动，因此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朋友，我

参加过朗诵、舞蹈、时装表演、女童

子军等许多有趣的活动。

	 我的妈妈很勤劳，经常带着我

做家务活。比如说，怎么种花，怎么

择菜，如何整理房间，叠衣服。我渐

渐变成了一个独立和爱劳动的人。

	 我非常爱我的妈妈。我要做妈

妈的好孩子。我希望妈妈天天健健

康康，快快乐乐。

我的弟弟
六年级  黄琬莹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我有一个既聪明又调皮的弟

弟，他叫黄安宸，小名叫安安。今年

十月份，弟弟刚过了五岁生日。

	 弟弟的个子长得不是很高。圆

圆的脑袋上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

大大的眼睛里透着一股子聪明机灵

劲儿。弟弟很爱笑，笑点很低，一点

点非常小的事情都能让他咯咯咯地

笑个不停。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玩

具总动员四》，里面有一个镜头，是

三只小羊咬住了一个玩偶的屁股。

弟弟反反复复看了很多次，每次都

看得很入神，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的弟弟有很多很多玩具，其

中他最喜欢的玩具就是变形金刚

了。他的变形金刚玩具实在太多了，

简直数不胜数，我都懒得数了。最

近他看中了一个玩具威震天。他向

爸爸恳求了好久，有一天爸爸终于

同意给他买威震天，但是有一个条

件——他必须通过做中文作业集齐

三十个金币。我觉得这个条件有些

高，因为我知道，弟弟最不喜欢写中

文作业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弟弟

居然答应了，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

了！整整一个月，弟弟每天都认真

坚持做中文作业，有时还超前做，并

且忍着不看视频，不买虚拟的衣服，

因为那样要花掉他一个金币。就这

样弟弟一天天攒着金币，终于在他

生日来临之前的一个星期，集满了

三十三个金币（加税），当爸爸带着

弟弟买回威震天，弟弟高高兴兴地

捧着心爱的威震天回家时，我真为

他感到高兴。另外，弟弟还能忍住好

奇心，只隔着包装，坚持看着威震天

一个星期，一直到生日那天才拆开

包装，才真是得到了威震天。

	 我的弟弟就是这么可爱有趣！

他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我真心希望他能实现这个愿望。我

爱我可爱的弟弟。

我希望成为的人
八年级 张家忻 

辅导老师  朱毅颖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一位

儿科医生，小孩儿无论何时有病，我

都可以帮助他们，确保每个人都健

康和快乐，也包括我的家人和朋友。

我也想帮助没有钱看病的人，免费

帮他们看病，挽救他们的生命，让他

们尽快康复，并捐款给慈善机构。

	 我也要成为一个好妈妈，希望

我的孩子成为健康、快乐和对社会

有用的人。当我的妈妈和爸爸老的

时候，我也会帮助他们，并带着他们

和家人去很多的地方旅游，一起度

过美好的假期。

	 当个儿科医生是我的愿望。除

了帮助别人，也可以去世界各地旅

游增长我的知识。

我的哥哥
八年级  蔡若怡

辅导老师  朱毅颖

	 我很爱我的哥哥。他的名字是

蔡若晨。他很聪明能干。他的学习成

绩很棒，都是A和A+，是我学习的榜

样。

	 哥哥很有爱心。每当我不开心

的时候哥哥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开

心。哥哥教会我玩游戏和游泳，还和

我一起打球，骑自行车。下雪天，一

起堆雪人，打雪仗。当爸爸妈妈忙的

时候，哥哥就带我去参加各种活动。

哥哥每天都坚持跑步。当我想偷懒

时，哥哥就会陪我一起跑。有时候，

哥哥还在我的作业上签字，像家长

一样爱护我，帮助我。

	 哥哥上大学了。我真的舍不得

哥哥离开家，但是我知道哥哥要去

为他的梦想奋斗。我相信哥哥一定

会继续努力，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

的医生。

	 我爱哥哥！我祝福哥哥的梦想

早日实现！

中秋节给外公外婆的信
九年级  孔德坤    

辅导老师  王桂枝

亲爱的外公外婆：

	 你们好！从今年春假妈妈带我

们回广州探望你们，到现在已经有

半年了，好久没有联系，外公外婆的

身体还好吧？

	 暑假的时候，我们去了爱尔兰

和英国旅游，去了好多地方，其中我

喜欢的有爱尔兰的莫赫悬崖，和在

碎片大厦上面看伦敦的夜景，真是

太漂亮了。

	 我和妹妹9月4日开始上学了，

我们俩每天都还坚持参加游泳训

练，每个星期天还坚持上中文学校，

我已经上9年级了，现在作业还不是

很多，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中秋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

亲”，我非常想念你们，要是我可以

和外公外婆一起过中秋节那该多好

呀！请顺便告诉舅舅和舅妈，我们

一切都好，祝他们中秋节快乐。

	 祝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外孙	孔德坤

浅谈中文AP考试  长岛分校  古滢老师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