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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逊分校 & 李文斯顿分校

离别的意义
李文斯顿分校马立平中文

八年级：王雅萱  指导老师：方彩罗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三年前
分别的那一刻依旧历历在目，记忆
犹新。
	 那是个盛夏的傍晚，爸爸一脸
兴奋地回到家，但我又能隐约感觉
到他的一丝担忧。终于他开口了，
并试探性地问道：“萱萱，你想要到
国外去读书吗 ?”“什么 ?”我以为
自己听错了。“你想到国外去读书
吗 ?”我没有说话，一直都没有。因
为我怕离别，我不想离别，我舍不
得我的亲人、朋友，舍不得一起学
习了三年的老师和同学。
	 四年级开学后一个月，我的转
学手续按部就班地办好了，一切都
那么地悄无声息，离别的那一天也
终于来了。离别前的那段时间，我
突然觉得学校的上课铃声特别好
听，平日里严肃的老师变得愈发亲
切，我更加愿意认真对待我的课后
作业，和同学们一起的时光更是觉
得飞一样地快。书里说“天下没有
不散的筵席”，虽然我不懂其中含
义，但是我讨厌离别。
	 那天下课后，在操场上，我和
同学们拥抱在一起。我收到了很
多很多临别礼物和贺卡。我沉浸
在不舍中，却也快活地拆着各种礼
物。
	 还记得当时老师赠我贺卡里
的一段话：“离别不应该是悲伤的，
她伴随了我们的成长。今天的离
别是为了明天更好地相聚。”那时
候的我不能理解它的含义，直到今
天，我才隐约明白了一点。每次回
上海，见到老师和同学，我们都异
常兴奋，都很珍惜相见的时光。老
师说我们都长大了，有了更广阔的
天地。
	 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很多朋
友，也不断地跟他们说再见。我相
信以后能再次相见，相信再次相见
一定是最开心的时刻。
	 也许这就是离别的意义。

我看到了大熊猫
李文斯顿分校马立平中文

八年级：王诗宁  指导老师：方彩罗
	 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弟弟一
起去中国旅行。我们去了很多地
方，看了很多东西。我最喜欢的是
大熊猫。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大熊猫。
他们太可爱了！但是看起来他们
也很懒。
	 刚看到时，它们正在吃竹子。
瞧瞧，即使吃竹子的时候，他们还
要躺在地上吃！我看了其中的一
只大熊猫好一会儿，然后去看另一
只。
	 开始时，第二只大熊猫在树
上。它的四条腿抓住树干，身体摇
来摇去，好像在跳舞。真好玩儿！
后来，它似乎厌倦了跳舞，就从树
上慢慢爬下。猜猜看，它爬下树，
会马上去做什么？当然会走到另
外一只大熊猫一旁，跟它一起躺下
来，吃竹子！虽然大熊猫不会做有
趣的事，但是他们是最可爱、最好
玩儿的动物！
	 突然，我觉得我们后面来了很
多人。我转身看去，又是一只大熊
猫。人们是来看它的。但是，这只
大熊猫在玻璃屋里。为什么它在
玻璃屋里呢？我不知道。而且，这
只大熊猫吃的竟是胡萝卜！我最
拿手的卡通漫画就是胡萝卜和水
萝卜。于是，我决定要为此画一幅
漫画！
	 我们哪里只是来看很大的大
熊猫的？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见到
三只小小的熊猫和一只大黑熊！
大黑熊和大熊猫很不同。黑熊一
点都不可爱，看上去像是要一口吃
了我！
	 我们的旅行真的是很好玩啊。
对我来说，看大熊猫是个“千载难
逢”的机会。

我们的世界
李文斯顿分校标准中文

八年级：严心语  指导老师：金琼
	 我们的地球有七个大洲和五
个大洋。七大洲是北美洲、南美洲、
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
洲。
	 谷歌说，世界是整个地球，包
括所有的大洲、人和自然特征。但
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各种各样的大
洲，还是好多动物和植物的家。天
空、海洋和大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生物。天空，能让我们看到鸟、云
朵和雨后出现的彩虹等等。早上
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太阳在天上照
着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能看到
月亮和星星在夜空闪亮。海洋，能
让我们看到美丽的珊瑚，还能看到
和了解各种各样的动物的生活方
式。海里的鱼、虾和螃蟹也都成为
我们的食品。大地，能让我们看到
种各种各样的植物：花、菜、水果和
树等等。我们能在地上表演、创作
和行走奔跑。有些人可以把我们
的世界用一两句话形容出来，有些
人写完一整本书还觉得没写够。
怎么说我们的世界都没有对错，因
为每个人对我们世界的了解不同。

但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完美
的创造品，是一个我们会开心、生
气、伤心、激动、失望，以及开始和
结束的地方，是一个包含我们许多
人际关系的地方，是一个我们能学
到许多知识的地方，是一个我们能
创造很多东西的地方，是我叫家的
地方。
	 但我们的世界不只是我们生
活的地方。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它是一个我们将永远找不出它所
有的秘密的地方。世界上有好多
我们不懂但一直在寻找的动物、植
物、创作和自然资源等等。比如说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世界的全
部历史有多长，这些都是我们还在
研究和需要解答的问题。
	 虽然很难简单地形容我们的
世界，但我想我们的世界就像每年
冬天第一次吃火锅一样，能感受到
它的温暖。它给人们带来开心和
激动，它也带来家庭聚会，带来笑
容。	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味道和
欢乐。世界像火锅一样丰富多彩，
无比奇妙。地球，北美，新泽西，
埃塞克斯郡，李文斯顿——我的世
界，我的家。

奶奶的生日
李文斯顿分校标准中文

八年级：刘雯  指导老师：金琼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我为她
做了一张生日卡片，告诉她我有多
爱她！爸爸妈妈为了庆祝奶奶的
生日都请了假，这样可以花更多的
时间陪奶奶过生日！我在中文学
校学了很多中文，所以用中文给奶
奶做了个生日卡片，然后大声朗读
给奶奶听。奶奶夸我是个好孩子。
我们全家都很自豪！爸爸妈妈给
奶奶买了新衣服和中国点心。奶
奶很喜欢我们的礼物。妈妈做了
一桌很好吃的生日大餐。我们还
吃了长寿面，因为爸爸妈妈说这表
示祝奶奶健康长寿。我们吃完饭
的时候，奶奶笑着说：“哎呀，奶奶
老了，我的腰好酸！”爸爸就给奶
奶捶腰，奶奶说：“舒服多了！”妈
妈给奶奶端来了她最喜欢喝的西
湖龙井茶。奶奶说:	“啊，谢谢你们！
我觉得好幸福！”

我们的世界
李文斯顿分校标准中文

八年级：刘雯  指导老师：金琼
	 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变化之中。
有一些方面变好了，但有一些方面
却变得糟糕了。
我们的世界原来是纯自然的。但
是，现在自然受到破坏，出现了很
多环境问题。譬如说全球暖化和
空气污染。然而，我们现在如果还
只用纯自然的东西，生活就不会这
么方便和丰富！
	 现在，我们的世界有很多很棒
的新技术和有趣的新发明。譬如
说，现代的电脑和移动电话让我们
能够跟全世界的人零距离地沟通。
如果没有这些科技的发展，我们不
能做好多事情。但是，这些电子用
品把很多人带离了现实的世界，减
少了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造
成了很多精神空虚和忧郁的人们。
另外，我们的世界里，变成恶的人
增加了。每天都有枪杀、抢劫和自
杀等等的负面新闻。我为我们世
界里的这些人感到恐惧。我希望
我们长大以后可以对社会有正面
的影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

表姐的婚礼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卢美燕

	 12 月 28 号，我跟我的妈妈去
我大姨家帮忙准备我表姐的婚礼。
他们的婚礼是星期天（29 号）。一
开始的计划是我妈妈自己去纽约
帮大姨准备第二天的婚礼。我跟
我爸爸和我哥哥留在家里，婚礼当
天再去。但是，计划变了，需要我
也去帮忙。
	 第二天早上，妈妈和大姨大姨
夫，	 还有我的表姐都起得很早，五
点半就起来了。他们吃完早餐以
后开始包饺子。传统的习俗新郎
新娘早上要在娘家吃饺子。七点
三十，妈妈把我叫起来吃早饭。然
后，大姨给表姐做新娘头发。妈妈
给我梳小辫儿。八点钟，我们所有
的人都穿戴整齐。八点十分，有人
敲门了，是新郎在敲门。他说：“爸
爸妈妈，给我开门吧，我来接我的
新娘”。我的任务是负责开门。我
说：“不行，我不给你开门。”新郎说：

“请给我开门吧，我给你红包”。我
说：“好吧，我马上就给你开门。”开
了门以后，新郎进来了。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新娘的鞋。找不到，就不
能接新娘走。找了好一阵子，终于
在柜子底下找到了。紧接着，他们
吃饺子。
	 我们拿着气球和金盆开车到
新房。新房的装饰都是红色的。
床上摆放着“早（枣）生贵（桂）子”
四个字，意思是能早一天生小宝
宝。新郎和新娘又吃了面条。然后，
我们所有人就开车去法拉盛吃饭。
其他的客人陆陆续续也到了。我
们照了很多相。三个小时以后，婚
礼结束了。大家告别了新郎和新
娘。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车，九点
半终于到家了。

我最好的朋友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林紫斓

	 她的名字叫 Aleah。我三年级
的时候第一次遇见她。那天，她的
妈妈跟我的妈妈在店里聊天。与
此同时，Aleah 就和我在店后面玩。
我们玩得很开心，她还介绍我跆拳
道。从那以后，我也喜欢上了跆拳
道，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很巧
的是，四年级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
班。那一年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了
最好的老师，Ms.	Keeling。这个老
师最喜欢教数学而且教得很棒。
受她的影响，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
上了数学，大家进步很快。
	 那 一 年 Aleah 向 我 介 绍 了
Emily 和 Ciara。我们四个人经常
在 Aleah 的屋子里玩。我记得一个
冬天，我们在 Aleah 家的后院一起
雪撬。外面很冷，但是我们玩得热
火朝天。她还招待我们喝了热可
可。现在想起来很温馨。但是五
年级时，不知道怎么回事，Emily 和
Ciara 不是朋友了，所以我们就不在
一起玩了。那一年，Aleah 和我还
在一个班。我们又遇见了新的朋
友。她叫 Julianna。不久我们跟她
做了朋友。她也开始跟我们去同
一跆拳道馆所。有趣的是，Aleah
和我中学一直都在一个班。直到
高中的时候我去了另一所学校。
Aleah 和我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跆
拳道。

我的中国生活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林紫斓

	 我记得很多在中国生活时发
生的事情。我第一个记忆就是小
时候奶奶给我洗澡。我还常常回
想起奶奶帮我煮饭、洗碗、做作业，
辛苦地把我养大。现在我长大了
她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很想
念她。
	 我记得奶奶以前每天早上都
会煮稀饭，因为我爱吃。有时奶奶
还会帮我煮一碗蛋汤。吃早餐的
时候会允许我看电视，长大后我更
了解怎么使用时间就很少看电视
了。细想起来我都不记得中国的
学校什么时间开始上课，只记得吃
完早饭去读书，天黑才回家。我记
得中国的老师很严厉，给我们布置
很多的作业。
	 我还记得在中国我有两个表
姐，青青和淡淡。青青表姐有个朋
友叫薛霆。她们会一起带我去玩
碰碰车。有一天晚上，在开碰碰车
的时候，薛霆姐姐对我说，我是一
位很好的司机。我很感动，因为我
很喜欢开车，特别是碰碰车。还有
一次，两个表姐和薛霆姐姐带我去
游乐场玩儿。那时天已经黑了。
游乐场有一游戏叫海盗船，表姐说
没那么恐怖，于是薛霆姐姐和我都
上了船。不一会儿，海盗船开始晃
来晃去。我头就开始痛，我躺在她
腿上，闭着眼睛，我一直跟薛霆姐
姐说我害怕。她安慰我说：没事的，
快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紧紧地
牵着她的手走下去。现在回想起
来，我不禁笑了。那次以后我再也
不肯上海盗船了。
	 现在，回想起在中国的生活觉
得很幸福快乐！

我喜欢中文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卢美燕

	 我和好朋友 Marissa 从五岁的
时候就开始去上中文学校了。因
为我们两家很早就认识，所以在去
中文学校之前，我和 Marissa 就已经
是好朋友了。她的妈妈教我们的
拼音班。拼音是学中文的基础，非
常重要。我不喜欢每个星期日都
要去中文学校，但是我跟 Marissa 在
一起就很快乐。我也从来没想过
要放弃去中文学校，我很感激我的
妈妈坚持让我学中文，因为，我觉
得学中文很有用。
	 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另一个好
朋友 Joanna 也去了中文学校。她
认为她的中文不够好跟不上，所
以，第二年她就放弃了。糟糕的
是 Marissa 也 放 弃 了。 庆 幸 的 是
Marissa 给她妈妈帮忙做拼音班的
助教，所以我和她还会在中文学校
见面。虽然我的朋友都不在我的
班级，但是六年级和七年级比之前
所有的年级都好。我感觉老师教
得很好很有趣。中文学校已经成
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我的英
文学校。
我在中文学校不但学到了中文知
识，还可以每周和朋友们见面聊
天，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事。

可爱的大熊猫
哈德逊分校七年级  王宇卿

	 你看过大熊猫吗？如果没有，
应该去看一看！
	 去年夏天，妈妈带我回中国四
川，我们游览了很多地方，我最喜
欢的就是看大熊猫！那天早上，妈
妈把我和哥哥叫醒说去看大熊猫！
我们高兴坏了！我们准备了防晒
霜、帽子、食物和水，然后冲出酒店
坐上出租车，直奔熊猫基地。
	 到了那里之后，排队的人很
多！妈妈担心我们买不到票，可是

 

 

	 2020 年的初春大概是近代史上
最冷峻的一个春天，全世界按下了
暂停键，孩子们也不得不离开了他
们熟悉的教室，进入网络课堂。
	 1 月 26 日，武汉疫情严峻，学校
决定立即停课。同时，由校长亲自担
任技术指导，召集教师们进行网课
授课的技术培训。
	 值得庆幸的是，美洲华语六年级
李菱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探讨如何将
网络教学与实体课堂教学相结合。
李菱老师去年在华夏中文学校教师
培训研讨会上做过“如何利用网络
资源助力课堂教学”的主题报告，会
后还组织教师们进行了深入探讨。
所以我们能在疫情变幻莫测时，灵
活调整我们的教学进度。			
	 2 月 23 日和 3 月 1 日，学校返校
上课两周，谁也没想到疫情已经即
将蔓延到我们身边了。
	 随着网络实践教学的不断改进，
现在师生们对网络教学的认同度也
逐周上升，中文网课也成为了家长
们最认可的网络课程之一，甚至有
家长说：每周周日的中文网课，是孩
子们学习“新知识”的最重要渠道之
一了。
	 虽然学校的校门暂时关了，但是
老师家长们在学校这个华人社区的
大平台上，活跃依然。前半场，学校
的家长们就自发组织了各种支援武
汉的捐赠活动，后半场，更是群策群
力，一起为保家园而投入战疫。
	 从	Ardsley	 到	Armonk， 从	
Chappaqua	 到	Scarsdale，从	Rye	 到	
Edgemont	 到	Yorktown	Heights，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个村，每个镇
都有家长们发起和参与的募捐医
护用品的活动。大家不顾个人安危
把 PPE 送到 First	Responders	 手里，
还送到了大纽约地区各个医院包
括	White	Plains	Hospital,	Montefiore	
Hospital,	NYU,	Bookdale	Hospital	和	
NorthShore	Hospital。
	 中文学校积极为大家提供交流
合作的大平台，聚八方之力，积沙成
塔，守护家园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
了我们华人社区高度的责任心，快
速的行动力，强烈的服务和反馈社
区的拳拳之心。
	 1 月底刚开网课时，我们都曾
以为那只是 2-3 周的过渡期，但是
没想到，到今天，网课成为了全民常
态。我们会继续精进优化我们的网
络课程，期待着大家劫后重逢时最
真切的握手和拥抱。（文 / 宣宣）

	 拉开 214 教室重重的门，我有
些忐忑地走了进去。这就是我要
教书的地方。心里不免有些小小
激动和不安。马上要见到自己八
年级的学生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的相遇。当初刚得知学校安排我
教八年级的时候，我就不停地盘
算，这帮孩子多大了？是不是会听
话？会不会在我面前耍叛逆？各
种揣测在肚子里翻腾到如今。
	 17 个孩子，我应该对他们是严
厉还是温和？我应该是让他们言
听计从还是给他们自由的空间？
我应该和他们有什么样的灵魂碰
撞呢？从九月到明年六月的周末
中文学习，我和这 17 个孩子的缘
分仅此九个月。也许很多孩子不
愿意来，甚至有的家长也不真放心
上。我是否需要全力以赴，倾注热
情去面对这帮孩子呢？	
	 在踌躇中我步入教室，里面已
经坐着四、五个同学了。我的开门
声让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我。我
读到了好奇。我也同样好奇地看
着他们。陆陆续续地，教室坐满了。

实实在在的孩子的脸，纯真的探索
着他们的新老师，闪闪发亮的眼里
冒着稚气，这就是我的学生了。那
一刹那，我满肚子的问题已经找到
了答案。	
	 我和他们讲“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告诉他们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我们一起探讨“树欲静而风不
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他们决
定要给父母献上没有说出的爱；
考试前，孩子们向我恳求要 Study	
Guide，我狠心拒绝了，结果有孩子
考了 100 分，然后告诉我她也迫切
需要 Study	Guide!	
课前做运动，孩子们都傻了眼；课
堂练听写，teamwork	完美呈现；课
后生字词，小剧场上演。我和孩子
们的“斗智斗勇”每周上演一个半
小时。我们彼此乐此不疲，胜负难
分。	
	 下课铃响起，我一个人默默地
在空空的教室里收拾好孩子们交
上来的作业，手里沉甸甸的。下节
课，将会有什么样的精神厮杀呢？
身后，教室的门缓缓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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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学生们				李文斯顿分校 金琼老师

奇迹发生了！原来排队的人都是在
等电子票的验证，而人少的队是买纸
票的，正好我们是买纸票！于是我们
很快就拿到票进入了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哈哈，真是太幸运了！
	 进入园中，映入眼帘满眼都是绿
色，到处都是竹子，有粗有细，清风吹
过竹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园里空气
清新，因为是阴天，所以也不是很热。
我们仔细看完地图后，决定先去月亮
产房看刚出生的熊猫宝宝。去产房
的路上，我们看到好几只熊猫在树上
玩儿，有一只还很有尊严地冲我撅屁
股！看熊猫宝宝的人好多啊，终于轮
到我们了，我看到毛茸茸小宝宝趴在
婴儿床上，毛发还有些湿湿的，据说
他们刚出生几天。我们走过去的时
候，有一只宝宝冲我歪了歪头，好像
在说，“你看什么呢？”好想抱抱它们
啊！要是能多呆一会儿就好了，但是
因为人多我们无法停下来太久。
	 接着我们去看青少年熊猫，一只

只熊猫挺着圆圆胖胖的大肚子，走起
来慢慢的、笨笨的样子非常可爱！有
一只一边吃竹子一边打哈欠，还有两
只在抢竹子吃，好像他们饿了很久，
真调皮！还有一只熊猫坐在高高的
树上用爪子给肚皮抓痒，看起来就好
像是在跳舞一样。我很好奇熊猫是
怎么爬上又高又细的树枝的？很快
我就观察到了答案。正好有只熊猫
从很高的树上往下爬，缓慢地挪来挪
去，只见他屁股朝下，前爪抱着树，后
爪抓着或踩着树枝，斜着身子绕着树
往下爬，很快就下来，一点都不费劲
儿！它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好多游客
观看，大家争先恐后地给他拍照，好
玩极了！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看完了熊
猫，还在礼品店买了熊猫发卡和手
链。通过实地参观，我体会到熊猫比
想象的更有趣，更灵活，也更加聪明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