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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枪支管制问题
八年级二班 金宇晴  

指导老师 郭玉坤
	 今年三月份是美国十八年来第
一次没有发生学校枪击案的月份。
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这真的太令
人沮丧了。只有在一场病毒大流行，
感染超过 200 万人，死亡 15 多万人，
并导致所有的学校关闭时，学校的枪
杀案才会停止。不过，在新冠病毒流
行期间，枪支暴力仍然是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事实是，因为新冠病毒的流
行和大家对病毒的反应，使得更多的
人购买枪支，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反而
变得更加迫切了。
	 最近，由于大量病患，使得很多
机构不能正常运转。于是，有一部分
人开始担心这将会导致内乱，因而觉
得有必要购买枪支以保护自己，所以
枪支的销售量在直线上升，甚至打破
了记录。可是，关于枪支控制的法律
却非常弱。在美国，买枪时即使进行
背景调查，但也不是绝对必要的。当
前的联邦法律充斥着漏洞，并且执法
不力，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背
景调查。在这样紧急购买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法律，几
乎任何人都可以买到枪支。最近，发
生的几件与枪支有关的事情，让我们
格外担忧。
	 如果枪就这样被卖的话，那枪
支暴力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目前
在疫情下，枪支暴力看起来不是一个
非常突出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待
在家里，但未来会怎么样呢？从长远
来看，意味着枪支暴力行为会有泛滥
的可能。美国的枪支暴力比其他发
达国家多得多。根据联合国 2012 年
的数据，美国的枪杀凶杀率几乎是加
拿大的六倍、瑞典的七倍、德国的近
十六倍！美国宽松的枪支拥有权，就
是造成美国枪支暴力事件比其他发
达国家严重得多的主要原因。
	 对枪支的购买限制是可以减少
枪支暴力行为的，更是有必要的。

疫情改变了我们
八年级一班 王星雨

指导老师 张美加
	 2020 的新冠疫情可以被称为
近几年现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了。
目前全世界两百万人已经被确诊，
十六万人已经因为疫情而失去了生
命。一个有名的英文成语说：“黑暗
中总有一线光明。”任何事物都有好
坏两面，这场灾难带给人们不幸的同
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
	 首先，疫情增加了我们跟家人相
处的时间，促进了家庭关系。伦敦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0% 的伦敦居
民表示，因为疫情，他们的家庭成员
间的关系更紧密了。还有很多人说
他们和住在别的地方的家里人有了
更多的视频通话时间。以前，因为工
作忙，他们没有时间来跟远方的亲人
或朋友说话，忽略彼此之间的沟通，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其次，疫情也让人们更加懂得感
恩。失去了，才知道曾经的拥有是那
么幸福。人们不再认为所有事情都
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感谢身旁每
天出现的人和事。比如：每天清晨去
店里买一杯热咖啡；周末跟朋友们的
一次短暂相聚；甚至是每天上班路上
拥挤的人群和车流；这些以前简单的
事情都值得我们去怀念。现在，很多
人都意识到：生活中这些看似平常，
似乎没什么意思的东西，原来那么值
得感恩和珍惜。
	 再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善
良的本质。中文学校的捐款，爸爸妈
妈给警察局和镇上的捐助，还有很多
人为医院自制口罩，这些都让我为人
类的同情心和善良感动不已。
	 最后，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当一
个国家面临重大危险的时候，医院里
的护士和医生才是最重要的人。他
们每天每夜都要面对危险，为了对抗
疫情甚至牺牲生命。如果没有医生
和护士，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这
次疫情。我们用感谢和捐款来表达
对他们的支持。
	 总之，我们都希望通过这次疫
情，能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让以后的
世界变得更好。

“宅”在家里的体育课
六年级一班 留一如   

指导老师 杜深
	 今年三月，美国爆发了新冠肺
炎。为了防止病毒传染，学校停课了，
妈妈爸爸在家里上班。我们全都“宅”
在了家里。在疫情中，我家开设了一
门新课——家庭体育课。
	 我和姐姐为家庭体育课设计了
很多活动。一般的活动有跳绳、跑步、
举重、仰卧起坐等等。还有特别的活
动，比如：蹲马步、青蛙跳、鸭子走、四
脚爬等等。每天，如果天气好，我们
就在后院上课，如果天不好，我们就
在地下室上课。
	 体育课上，妈妈有时还会教我们
做瑜伽。妈妈站在前面，先一边讲解
一边做示范动作。然后，妈妈耐心地
手把手地教，我们认认真真地做。我
和姐姐有时一起教妈妈爸爸耍长棍。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棍子老是掉在
地上，有时还打到他们自己。后来，
慢慢地棍子在他们的手里转动起来
了。妈妈高兴地说：“像在舞金箍棒
一样！”在“四脚爬”的时候，爸爸爬

得最快，得了第一名。妈妈看到他爬
得那么快，总是哈哈大笑。但是“鸭
子走”的时候，爸爸因为太胖蹲不下
去，动作做得不到位。我们就在旁边
给他加油鼓劲，爸爸努力地一步一步
地走，终于坚持走到了终点。
	 疫情中的家庭体育课真好！虽
然我们每次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
吁，但是我们不仅锻炼了身体，变得
更加健康了，而且全家每天能在一起
运动，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口罩 -- 一道安全的“小长城”
七年级二班 潘芷悦 

指导老师 刘彬
	 新冠状病毒正在全球传播着，
从我四月六号开始写这篇文章到现
在（五月十六号）为止，新泽西州已
经从四万八千确诊病人增加到了
十四万五千零八十九人，死亡人数从
差不多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了一万零
两百六十一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非常时期很多人不知道带口罩
有多重要。口罩可以有效地阻止病
毒的传播。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不管别人说什么，出外时一定要戴口
罩。
	 合格的口罩里有一层可以过滤
空气中飞沫病毒的布。如果大家去
买菜或者去公共场所戴上口罩，就会
起到阻止病毒侵入的作用。如果一
个病人戴上口罩了，即使咳嗽、打喷
嚏，病毒也不会传到空气中，确保了
周围环境的安全。新冠状病毒的传
播途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这种病的症状一般要等二到十四天
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如果一个陌生
人看上去挺健康，并不代表他没被感
染。
	 口罩有很多种，我们一般用一次
性的三层口罩就可以了。把那些手
术专业口罩、医用口罩尽可能留给医
生和护士。如果买不到口罩，那怎么
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家里不
要出去。手呢，也尽量别乱摸，因为
任何物体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媒介物。
美国 CDC 还建议人们，自己可以动
手做一些口罩，总比没有强。
	 世界上好多专家都通过研究证
明戴口罩的重要性。比如，美国国立
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长说：“戴口罩，
你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至少戴
口罩没有什么坏处，只有好处。总之，
口罩就像一道安全的小长城，一边防
御新冠状病毒这个大敌人，一边保护
每一个人的安全。

人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社交隔离的重要性
七年级二班 杨诗戎  

指导老师 刘彬
	 新冠状病毒把全世界的人都关
在家里了。居家隔离已经超过七个
星期，大人孩子都已经受不了了，整
天呆在家里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
要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自己
和别人。
	 可是，在我家门前的街道上，我
每天都会看到很多邻居聚在一起，大
人们有说有笑，孩子们奔跑玩耍。这
真是太不像话了！这么严重的病毒，
他们竟然不重视，这样做实在是太危
险了。我觉得在病毒传播的时候，除
了自己的家人，就不能跟别人接触。
	 新冠状病毒是一种呼吸系统疾
病，人们通过咳嗽、打喷嚏、说话就能
互相传播。因此，CDC 建议大家都
与别人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出去的时
候，也要离别人远一点儿。
	 有些人会说我们反应过度，但新
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是 3% 左右，虽然
大部分死亡的人是老人和有其它疾
病而免疫力低下的人，但也有很多身
体健康的年轻人被感染，所以我觉得
过度反应总比没有准备好。
	 我认为那些在外面聚集玩耍的
行为是不对的。大家可以在外面活
动、散步，但是必须要离别人远一点，
最好戴上口罩。疫情期间的社交隔
离，不但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别
人，我们都应该严格遵守。希望疫情
早点结束，大家可以相聚的日子快点
到来。

爸爸妈妈—我的好榜样
五年级一班 李晨羽 

指导老师 刘彬
	 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勤奋。他们
认真工作，每天非常忙。他们很聪明，
遇到问题不着急，总是想办法找到有
效率又有用的办法去解决。我的爸
爸妈妈也是充满爱心的人，他们带给
我们很多的欢乐和幸福。
	 今年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陷入病
毒危机。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仔细地
研究，做了很多准备。除了不去学校，
我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天和
家人在一起感觉开心又安全。除了
照顾我们，我的爸爸妈妈还一直在帮
助别人。他们和朋友一起捐助，帮助
医院和病人，帮助因为疫情而失去工
作的人。他们不但捐了很多钱，还号
召大家尽力为我们社区的警察、邮递
员提供帮助。学着爸爸妈妈，我也参
与了，给我们这里的捐物活动画了一
个大标牌。这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
可以做出一点贡献，也只有大家一起
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应对危机。
	 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好榜样。
我很爱他们。希望我长大以后，也成
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一次特别的疫情生日聚会
六年级一班 杜辅宁  

指导老师 杜深
	 今年的春天有点让人失望。因
为新冠病毒的传播，学校与公司都关
门了。妈妈和爸爸要在家里工作，我
和哥哥开始在网上学习。我和学校
里的同学们也不能见面了。
	 我的好朋友 Gavin 的生日不幸
也在这个时候。他本来计划去迪士
尼，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的原因不得己
取消了。于是，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我
和哥哥决定给他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我们想组织一次车队游行，开车去他
家跟他说“生日快乐”！我和哥哥在
家里给 Gavin 制作了生日卡和生日
快乐的横幅。我们挑选了很多不同
颜色的纸和笔，并在纸上画了很多彩
色的气球，还画了他最喜欢的 NBA
球队的队徽。
	 Gavin 生日那天，下午五点钟的
时候，爸爸开车带我们去车队会合的
地方。我们到达的时候，前面已经有
其他同学先到了。大概十分钟后，我
们的游行就开始了。我们跟着领队
的车向 Gavin 家的方向驶去。远远
地我们就看见 Gavin 站在他家的车
道上。当爸爸把我们的车开到他的
家门前时，我和哥哥把车窗打开，拿
出早已准备好的生日卡和横幅给站
在远处的他看，我们还一起大声喊：

“生日快乐！”Gavin 看到我们很高
兴，他一直在笑，并说很开心看到我
们。
	 我们都希望学校可以很快开门，
这样我们又可以在一起玩啦。我们
的车离开后，还能不断地听见后面的
每个同学都在高喊着生日快乐。还
有的同学从车顶天窗把他们的头伸
出来，然后展开生日横幅。我们每个
人都很兴奋，因为我们又能够看到这
么多好朋友。我们决定再来一次，当
他看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开始很惊
讶，接着他兴奋地跳了起来。这次我
和哥哥用更大的声音祝他生日快乐。
	 这个游行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
我和同学们还经常提起它。这真是
一个让人难忘的生日聚会。但是我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样给朋友过生
日，我还是更喜欢大家都在一起玩，
一起吃生日蛋糕，一起唱生日歌。

买菜成了一件冒险的事
六年级一班 陆嘉懿  

指导老师 杜深
	 “嘉懿，帮我拿一个盘子，然后叫
哥哥也出来！”刚买完菜回来的妈妈
大声地叫我们出去帮忙。以前，每个
周末妈妈都会去买菜，是一件再平常
不过的事情。现在，有了新冠病毒后，
每次我妈妈去买菜，都是一次冒险。
	 每次出门以前，妈妈都要穿上大
衣，接着再戴上一个医用口罩，她还
会带着一个 Lysol	 消毒液和消毒抹
布。如果我们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
全副武装的妈妈。
	 妈妈出外的时候，我很担心她
会感染到新冠病毒，没法专心做远程
学习。我也想到她回来需要我们做
的事情，帮妈妈把菜放到冰箱里。啊
呀！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到家后，把物品搬回家，
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妈妈要
把物品放在外面长桌子的一头，我们
叫它红色区；然后，妈妈会把它们一
个一个擦干净，移到桌子的另一头，
我们叫它绿色区；最后我们和爸爸才
再把它们搬进屋里。同时，妈妈还要
马上去洗澡。这个过程好长啊 !
	 新冠病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买
东西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回想新
冠病毒以前的生活，许多我们平时的
必需品，现在都成了奢侈品。这让我
懂得要珍惜我们生活中一些平凡的
事。虽然现在的生活很艰难，但我相
信新冠病毒会过去，我们会回到以前
的生活。我们也会从中学到许多，变
得更坚强。

大疫情中的小工程
六年级一班  李可欣  

指导老师 杜深
	 我非常喜欢我的新房间 !	
我们早就想整理房间了，但是没有时
间。近来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
不能出去，终于可以好好地整理一下
我们的房间了。而且结果比我预期
的要好！
	 首先，我和弟弟妹妹都要整理各
自的书本、衣物和玩具。我们把东西
分为四大类，1- 必需用品；2- 可以
捐赠类；3- 可以丢掉的垃圾；4- 很
少用的置放于阁楼。整理东西时我
找到了我和弟弟妹妹小时候的照片
和功课。照片好可爱啊！原来我小
时候跟弟弟长得一模一样，连奶奶都
分不清谁是谁。
	 然后，我们把房间刷上了浅蓝色
的油漆。我的房间除了床和书桌之
外，还有一个小桌子，三个书柜，和一
个圆形浅蓝色的地毯。我把我的小
物件放在书柜和小桌子上。我惊喜
地发现原来地毯的颜色和油漆非常
搭配！
	 妹妹也非常喜欢她的新房间。
她有一个很高的梯形柜子，可以收纳
很多玩具。现在她在上面摆满了大
大小小的娃娃。非常可爱！弟弟的
房间虽然最小，但是最适合他。他有
漂亮的蓝色落地窗帘，上面是很多各
种各样的小鱼花纹。爸爸妈妈也决
定把他们的衣橱重新装修整理。爸
爸和爷爷重新改装了里面的衣架。
更加合理的设计，使衣橱更方便使
用。爸爸妈妈很高兴他们也有了更
大的空间。
	 这真是一个好玩又高效的家庭
工程！

 

	 网课的教学效果好吗？孩子们能学成什么样？作为周末的中文学
校，是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中文学好学扎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中文学
校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次的疫情，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课时，变得更加扑朔
迷离。
	 其实，远程教学对奔腾教学团队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新泽西的
冬天时常大雪纷飞，把学校安排好的课程搞得乱七八糟。为了不影响孩
子们的学习，从 2012 年起，奔腾就开始了雪天的远程教学。当时，我们就
以电话会议、skype 和微信等形式开始了奔腾的“网上授课”。
	 到了今年冬天，1 月 18 日的那场大雪又把我们赶回了家，接着就因为
疫情（除了二月的两周）开始了长达近五个月的“远程教学”。
	 今年起最初的网课，我们用的是微信上课，虽然不能见面，但是群里
也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老师利用字卡、语音、语音输入文字等形式，让
学生们按部就班地完成了生字词和课文的完整学习。并且在教师会上互
相交流经验，微信上课越来越成熟。后来，我们又尝试了 Jitsi	meet、Zoom
等可以视频的网络教学。每次改变之前，教务处人员都会自己先摸索，然
后召开教师会议，给予老师培训。而奔腾的老师们在运用软件前一定会
和家长们交流，彻底弄明白之后才上课。由于疫情不能到学校上课，学校
各种活动都取消了，对此，教务处开会讨论决定，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
力，在教学任务紧张的情况下，特意抽出一周时间给学生讲解如何写文
章。从一年级的看图说话，到二年级的看图写话；三年级的写信和电邮写
作；四年级的看图写短文；五年级的写人；六年级的写事；七年级的议论文；
八年级的读后感和日记。均要求围绕目前的疫情情况写作。为了给老
师培训，我们还特意请来了李晓京老师为我们进行了 2 个多小时的讲座。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和教务处真是费尽了心血。
	 特别是在疫情到来的时候，教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 Zoom 上
课时，教学生字词的时候，老师们有利用卡片的；有用 word 形式边打字边
让学生组词造句互动的；有用 power	point	活字动画教学的；更有利用多
媒体给学生播放和课文有关的人物、历史、中国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上课
期间老师和学生一直视频对接，低年级的孩子们，有些家长陪在身边，和
孩子们一起上课。

家长们反映说：
	 “奔腾的网课上得很棒，老师负责 , 孩子们全神贯注，但这一切来之不
易。教务处为了找到‘不掉线’的软件，几经周折，反复比对，这份责任心
让家长们深深感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尽可以安心，因为奔腾的老师
们绝不会辜负大家，绝不忍心浪费孩子们的时间，更不愿看到家长们为孩
子的中文学习操太多心。网课看似简单方便，背后却凝聚着奔腾教职员
工的多少心血呀！”
	 还有一位家长在家庭群里说：“感觉孩子们上网课也学得不错，比我们
这里的公立学校的网课要好不少。老师也非常地认真，也可以关心到所
有上课的学生。所以下学期就算是一开始还是上网课，也希望能够让孩
子继续有机会学习中文课。”
	 另一位家长在班群里面留言：“因为是视频教学，老师可以看到每个孩
子，孩子们也很开心在视频上看到同学们和老师，虽然物理距离远了，但
视频的时候近在眼前，相互讨论问题，和老师一起朗读中文，我们做家长
的也有陪读的好机会，一起享受这段特殊的美好时光。面对疫情的巨大
挑战，非常感谢中文学校和老师积极应对以及不懈努力，让孩子们依然可
以不间断地学习中文。
	 一位 CSL 的家长发微信给老师：“Thank	you	for	your	dedication	with	
the	students!	We	appreciate	all	your	hard	work	!	It	must	not	be	easy	teaching	
the	kids	online	and	you	are	doing	a	great	job!	Thanks	again”	
	 来自家长们的反映，温暖着奔腾每一位老师和教职员工的心！我们
愿意为海外华人孩子们的中文学习付出我们的努力！
	 在新的学年即将到来之际，无论疫情能否很快度过，我们都希望能在
奔腾继续相见！来吧！学中文，到奔腾！
																																																（奔腾分校教务处		宋虹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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