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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分校

“华夏-爱飞翔小画家”绘画展览开幕
	 “	爱飞翔--华夏小画家”大型儿童绘画展览于12月15日下午在新泽
西中城艺术中心正式展出。参加开幕式的有来自中城艺术中心的负责
人，Marlboro	市副市长，多所华夏中文学校的小画家和他们的家长，华夏
总校、南部分校的代表等。
	 本次画展由华夏中文学校组织，具体由叶晶，廖山漫，刘伟红负责。
缘起今年夏天，新泽西彩虹桥公益机构组织华夏中文学校的部分小画家
参加了“2019	第三届爱飞翔.中华杯‘我是乡村小画家’全国小学生绘画
比赛”，	画展在七月、八月分别在上海美术博物馆和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感谢【爱飞翔-乡村教育】，让美国华夏的儿童有机会参加画展，华夏中文
学校的部分小画家们带着独特想象力的绘画作品走进了“我是乡村小画
家”展览。	画展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和爱飞翔乡村
教师培训上海组委会联合主办。旨在支持中国乡村小学的美学教育，发
掘中国乡村小学中热爱绘画，有绘画天赋，有想象力的孩子，激励乡村的
孩子们努力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属于童年和家乡的美丽图景，成就孩子
们的绘画梦想。
	 为了帮助“爱飞翔”成就乡村小画家的梦想，彩虹桥牵线搭桥，把近
二百幅小画家的作品由上海运送到美国新泽西，并在多位热心义工的协
调之下，中城艺术中心热情地接纳了小画家的作品，并作为期一个月的
展出。本次展出的作品除了来自中国的“我是乡村小画家”作品，还有来
自华夏中文学校优秀的学生作品，傅德霞美术老师工作室的儿童作品以
及河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学生作品，共二百余幅，有铅笔画，水彩画以
及油画。画展的主题突出了对家乡对祖国的赞美，对自然的热爱，对和平
的向往。
	 在开幕式上，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Jack	Oliver	对画展在当地展出表
示诚挚的欢迎，他也特别赞赏了小画家的作品，Marlboro	市副市长Terry	
Lou	先生对画展的开幕表示衷心地祝贺，他认为艺术也为中美文化交流
搭建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华夏总校张凉副总校长代表王宏总校长发
表了热情的讲话，张凉说，“画展和华夏中文学校教授汉字，传播中华文
化，激励孩子们对中文感兴趣，努力去体验中华文化的美，感受中国的美
丽和发展，助力他们成为拥有两种思维方式的双语人才的目标是不谋而
合”。	爱飞翔乡村教育中国组委会主任查建渝先生在中国送来他的祝贺，
他介绍了“乡村小画家”公益项目设立的三年来，覆盖了中国二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共有二千多位“乡村小画家”参与投稿。今年美国华夏中文学
校师生共同参与，为画展带来了大洋彼岸华夏风。中美两国虽然相隔千
山万水，“小画家”们都表达了对家乡，对和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艺术无国
界！
	 画展成功举办，离不开中美双方的通力协调合作。感谢爱飞翔乡村
教育中国组委会主任查建翔先生、总监刘泊女士，Vision	Culture邹晴女
士的大力协助、安排和支持，感谢华夏南部中文学校校长赵巍先生、董
事王珍女士，姜昆玲女士，王辉女士，美术傅德霞老师。华夏南部的青少
年义工承担了从策划、宣传、整理和布展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感谢Anita	
Osuri,	Sabrina	Xi,	Helena	Tan和
Megan	Lu.
	 “华夏-爱飞翔小画家”绘
画 展 览 目 前 正 在 新 泽 西 孟 君
的中城艺术中心展出，为期四
周，欢迎大家前往观赏，支持
小画家。地址是：	36	Church	St.	
Middletown,	NJ	07748
												（文	华夏总校	廖山漫）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雷婧彤

	 有一天，乌鸦太太正为难地站
在她的窝旁边。“哎呀，”乌鸦对自己
说，“那只狐狸实在是太狡猾了，都
骗了我两次了！我得想个办法骗一
下他，让他受受苦。”
	 乌鸦想了整整一天一夜。一直
到她早上去给她的孩子找饭的时
候，她看到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
长得真像一块肉的形状呀！”她心
里想到。乌鸦飞过去看了看。那块石
头的确长得很像一小块兔肉。乌鸦
太太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个好法
子去骗狐狸。
	 她叼起那块石头，飞到空中去。
乌鸦太太找呀找，过了好长时间，终
于找到了一只死兔子。那只兔子看
起来是被什么小肉食动物吃了一
半，然后就没有动物碰过。她赶紧飞
过去，把石头放下，又用喙把石头滚
到那只兔子跟前。她把那块石头在
兔子血里滚了滚，直到无论谁看，都
觉得是肉。最后，她还从兔子身上咬
了几块碎肉，放到石头上，让石头变
得像一块肉那样。	
	 乌鸦又叼着石头飞回到她的窝
旁边的那支树枝上。那块“肉”慢慢
地往下滴血，被狐狸发现了。狐狸
说：“亲爱的乌鸦太太，您实在是太
好心了，已经送了我两块肉，还给我
唱了歌！您肯定是世界上最善良的
乌鸦了！”乌鸦不吭声，心里想：“如
果我这么快被骗的话，狐狸肯定会
起疑心。”所以她紧咬着那块“肉”，
不吭声。狐狸又说：“乌鸦太太，您
怎么不说话了呢？哦，我看错乌鸦
了。您不是那只又善良，又会唱歌的
乌鸦。”乌鸦还是不说话。狐狸急了，
说：“你能听见我吗，乌鸦？您是聋
哑乌鸦吗？”乌鸦这才松口说：“我
不聋，也不哑。我就是住在你上面的
那只乌鸦！”话没说完，那块“肉”掉
到地上了。狐狸叼着就走，但发现这
块肉很硬。他咬下去的时候，他的一
颗牙都崩掉一半了！乌鸦太太看着
这一幕，哈哈大笑。
	 狐狸终于明白这是乌鸦骗他的
一个计谋，说：“我会报仇的，咱们走
着瞧！”

我的小狗
马立平六年级 赵怡然

	 每天，当我从学校回家时，我的
小狗会在门口迎接我。她兴奋地绕
着我的脚，她的小尾巴来回摇摆。
	 我的小狗是一个博美犬，非常
可爱。小狗有毛茸茸的白色皮毛，像
蓬松的雪。她黑色的大眼睛充满了
俏皮和好奇。小狗有一个小脑袋，两
个小耳朵竖着。她的尾巴向上翘起，
像一只松鼠的尾巴。
	 小狗精力充沛而听话。我每天
下午会带小狗去后院玩。她喜欢追
球，跑来跑去。我把球扔到远处，小
狗就飞快地跑过去，把球叼回来。我
每天会教她技能。我叫她坐，她就会
坐。如果我叫她不要动，她就会留在
那儿。我每天带她去散步。小狗蹦蹦
跳跳地追着花栗鼠，嗅闻花朵。小狗
玩累了就会回家吃妈妈准备的食物
和清水。
	 我每天晚上上床时，小狗就跟
着我爬进被窝里。我们俩就安静地
睡着觉，做起好梦。
	 我的小狗给我带来很大的快
乐。

我的暑假
马立平八年级 蔡朗悦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北京
旅游。北京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由于
时间的限制，我们只是参观了故宫、
颐和园、天坛和八达岭长城。
	 课本里说故宫很大。我到故宫
的时候，发现故宫比我想象的还要
大！我印象里最深的是三大殿：太
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最
大，是以前皇帝接见大官的地方，它
跟一座房子一样大。太和殿大门的
门钉和碗一样大。金碧辉煌的屋顶
和蓝色的天空对比鲜明。中和殿最
小，是皇帝歇脚和思考的地方，也是
故宫里唯一的方形建筑。保和殿是

官员写文章的地方，它比中和殿大，
但是比太和殿小。保和殿也是一座
雄伟的建筑，可惜不允许参观。
	 在颐和园我们看到了著名的长
廊和石舫。我们是从颐和园的西门
进去的。西门离长廊很远，所以我们
要先在昆明湖坐船到南湖岛。船上
看到的风景特别漂亮。昆明湖里开
满了荷花。下了船以后，我们要走很
远的路，才到颐和园的北边。北边有
长廊和石舫。长廊很长，上面有许许
多多五颜六色的画。石舫是白色的，
上面有蓝色的图案，很美丽。
	 天坛也比我想象的更大。在天
坛，我们看到了祈年殿、丹陛桥、圆
丘坛、和皇穹宇。因为天坛里人山人
海，所以我们没有能够领略天坛声
学三奇：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
	 八达岭长城不在北京市区里。
虽然它比别的长城更容易爬，但是
爬到第二座敌楼的时候，我们已经
累得走不动了。站在高高的长城上，
你能看得很远，但是那天我只看到
绿色的树叶和灰色的长城。
	 我在北京去了很多有趣的地
方。它们各有各的特点。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薛皓宸

	 乌鸦的窝在一棵大树上，狐狸
的洞就在树底下。
	 有一天，乌鸦去找食物了。过了
一会，它叼回来了一块肉。当它刚刚
要吃它的早餐的时候，狐狸出现了。
	 乌鸦都能听见狐狸肚子咕噜咕
噜的响，但是狐狸还是站的直直的。

“早上好，亲爱的乌鸦太太！”狐狸
一边笑一边说，“您今天看着真漂
亮！”乌鸦只看了狐狸一眼，没说
话。以前，妈妈每一天晚上都给乌鸦
讲《乌鸦和狐狸》的故事。乌鸦才不
会张开它的嘴呢。
	 “可不可以给我唱一首歌呢?”狐
狸问，“我最不喜欢不会唱歌的乌鸦
了！”乌鸦还是不说话。狐狸等不及
了，它爬上树，想要把肉从乌鸦的嘴
里撕出来。但是，乌鸦赶快飞回洞里
了。
	 狐狸只能自己去找食物了。
第二天，乌鸦早早的就起来了。它先
找着食物，把早饭吃掉，然后把一个
木片叼在嘴里。果然，狐狸又来了。

“早上好，亲爱的乌鸦太太！”狐狸
又说道，“今天可不可以给我唱一首
歌?”狐狸问，“我求您了！谁唱歌都
没有乌鸦太太唱的好！”乌鸦只是
摇了一下头。狐狸不耐烦了，“您知
道吗，这块肉很臭！我的鼻子都被
臭气堵住了！”
	 乌鸦终于张开嘴了。“你这个臭
狐狸还想骗我?！你不是就想要那块
肉吗?！给你吧！”
	 狐狸高高兴兴地把“肉”一嘴吞
进肚子里。忽然，它的脸变得比熟的
樱桃都红。“这是什么东西啊！”它
说。
	 “哈！我就知道你会上我的
当！”乌鸦在树上大声地叫，“下次
你可别从我这儿要饭了，你这个臭
乞丐！”
	 从此以后，狡猾的狐狸再也没
有出现过。

麻婆豆腐
马立平六年级 徐嘉怡

	 麻婆豆腐是一道又麻又辣又香
的四川名菜。大约两百年前，在中国
清朝的四川省成都地区，一个叫陈
麻婆的老婆婆和她的丈夫在万福桥
旁边开了一个小餐馆儿。陈麻婆不
是她真正的名字。她的名字其实是
温巧巧。因为她的丈夫的脸上长了
麻子，大家都叫她陈麻婆。在那时
候，万福桥非常繁忙，经常有些做苦
力的人在桥附近休息。陈麻婆知道
他们很辛苦，常常会给他们做豆腐。
在豆腐里面会放姜、辣椒、花椒和四
川辣酱。这道菜虽然不贵重，却很美
味，深受大家喜爱。很快，一传十，十
传百，大家都来陈麻婆的店里品尝
这道菜。麻婆豆腐也因此得名，流传
下来，成为四川一道独特的名菜。

过桥米线
马立平六年级 林萌

	 云南的米线非常著名和好吃。
在所有的米线里，有一种很著名的

米线叫过桥米线。为什么这种米线
叫过桥米线呢？很久以前，在云南
蒙自(méng	zì)，有一个小岛。在小
岛上，有一个学者。他的妻子每天会
走很长的路，然后过个桥到那个岛
给他带饭，但是那个学者没时间吃，
直到晚上了才想到吃饭。等他吃的
时候，饭已经冷掉了。那个学者的妻
子有一点儿担心他的身体。有一天，
妻子想到一个主意。她做了很烫的
鸡汤，然后分别做了那个学者最喜
欢的米线和佐料。她把那些东西带
过桥，然后等那个学者要吃了，妻子
就把米线和佐料，都放在鸡汤里。鸡
汤保持得很烫，可以烫煮那些东西。
大家喜欢这个主意所以就变成云南
很著名的米线—过桥米线。

红豆年糕
马立平六年级 朱美齐

	 每逢春节，中国很多地区都有
吃年糕的习惯。在北京，最有名的是
红豆年糕。红豆年糕主要原料有糯
米、砂糖、红豆、鸡蛋和牛奶。烹制方
法多为烘烤或蒸。软滑甜香，味美可
口。关于春节年糕的来历，有一个很
古老的传说。在远古时期有一种怪
兽称为“年”，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深
山老林里。到了严冬季节，“年”饿了
就下山伤害百姓。后来有个聪明的
部落叫“高氏族”，每到严冬就用粮
食做大量食物，放在门外喂“年”。
年复一年，这种方法传了下来。人们
把“年”与“高”联在一起，称作为年
糕（谐音）了。年糕，饱含吉祥之意。

“年”与“粘”同音，为新年或团圆凝
聚之意，而“糕”谐音“高”，寓意步步
高升。

河南菜
马立平六年级 曹茜茜

	 河南有很多种特色的菜。例如，
他们最有名的食物之一是水宴，它
也被称为“水上盛宴”。它由24道菜
组成，之所以被称为水宴，是因为它
们的菜肴由许多不同的汤制成。这
些汤可能包括肉类或蔬菜。它们有
许多不同的口味，如甜味，咸味，辛
辣味或酸味。这道菜是为了给皇帝
留下深刻印象，但却在普通民众中
流行起来。这是非常美味的。这是洛
阳最独特，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邢泽西

	 有一天，狐狸找到了一片肉，当
他带着肉刚要走进自己的树洞的时
候，头顶上传来了乌鸦沙哑的声音。

“你好呀，狐狸先生。今天你过得怎
么样？你怎么找到了这么大的一块
肉？”乌鸦问道。狐狸抬起头看了看
乌鸦，心想：“乌鸦是不是想要报我
骗她两次的仇，这次她想来骗走我
的肉？”狐狸摇了摇头，又想：“不
行，不能让她骗走，我要保护我的
肉。”狐狸把肉放在地上，用身体挡
住，对乌鸦说：“你好，亲爱的乌鸦，
我今天很好，肉是在东边找到的，拜
拜。”说完，狐狸就跑到洞里，吃肉去
了。
	 过了几天，狐狸肚子饿了，又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肉。狐狸刚想
跑进洞里去吃，乌鸦又开口了，“你
好，狐狸先生。我看你又找到了一
块肉，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像你
一样，能找到那么多肉？”狐狸又心
想：“乌鸦还是有可能想要来偷我的
肉，我必须要小心一点。”‘狐狸把肉
放在胸前，说：“你好啊！我用我灵
敏的鼻子顺着肉的气味找到的。再
见。”狐狸说完就回家享受美味去
了。
	 又过了几天，一个乌云密布的
下午，狐狸找到了一块很大的肉，正
准备要吃，树上的乌鸦拿出了更大
的一块肉，说道：“狐狸先生，我用这
块肉，换你那块肉，你说怎么样？”
狐狸心想：“我当然要更大的肉了。
乌鸦好像也没有想骗我，我就跟她
换吧。”狐狸就说：“好！我跟你换。”
狐狸把乌鸦换给他的肉拖到了洞
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啊？啊？
啊！原来是块很像肉的石头！狐狸
跑出去想找乌鸦算账的时候，真的
肉已经被乌鸦叼走了。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中部分校教学交流--教师大会续集
	 在华夏总校教学研讨大会结束后，	中部分校的老师们趁热打铁展开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教学讨论。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分享参会的
所见所闻，并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对未来的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老师们普遍认为参加大会受益颇多启发很大，能够把会上学到的理
论和方法应用到教学里，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新老师尤其受益于
会上的示范教学，	从教学的目标设置，	课堂管理，节奏把握，趣味引导等
方面都学到了非常实用的经验。比如在低年级教学中以下几种方法对教
学很有帮助：1.	运用图片、字卡、实物、游戏等教学工具让中文课的时间
飞起来；2.	减少纯粹的讲课时间，多让学生在课堂上参与，运用、实践所
学的内容；3.	把握教学节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注意衔接，步步递进；4.	
根据学生的接收理解能力，延伸和课文有关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
	 另外，大家一致认为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自信的培养很重
要。大纽约分校台进强老师的讲座提到我们在教学中要做到语言学习、
文化教育、族裔文化身份塑造三结合，以触及孩子的内心。老师们反观我
们自己的教学，鲜有把族裔文化身份塑造的因素放入教学中。如何三项
结合，是我们要探索提高的方面。是不是可以以识字为一个开始点呢？
在教学中从象形文字开始由字源导入，了解汉字，这样可以加深理解和
记忆，也增加识字的乐趣。让我们多思考多交流，逐步推进三元素结合的
中文教育，打造更有价值的课堂。
	 通过讨论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些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如何在每
一年级系统地提供给学生教材以外的阅读和学习材料，或者文化积淀
的内容，这样就能使
教授不同教材的老师
传授给学生同样的知
识内容，	也使学生在
九年的学习中在文化
阅读方面有一定的延
续性；老师如何帮助
学生在完成一年的学
习后更顺利地衔接到
下一年级的学习中，
上一年级的老师给下
一年级的老师介绍学
生情况	。最后老师们
一致认为要更进一步
相互交流提高教学质
量，共同努力把中文
学校越办越好。

图 华夏南部分校 林晓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