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4 日一早，由大都会人
寿冠名的“2014 华夏中文学校田
径运动会”在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开幕，来自 11 所华夏中文学校的
七百多名运动员从美东四州再次
相聚。在东道主的舞龙表演、东
南部分校腰鼓齐击及现代舞联队
的助兴率领之下，各路选手列队
入场。开幕式上，普林斯堡分校
校长潘仁南代表东道主盛情欢迎
各路贵宾和华夏健儿，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带来了来自
祖国的慰问和祝福。新州参议员
Greenstein、西温莎市长华裔市长
薛信夫、普林斯堡市长 Cantu 及
Metlife 代表宁森发言。10 点整，
王坚总校长宣布各项比赛正式开
始，孙国祥大使打响第一发令枪。

本届比赛各分校组织得力，
家长学生踊跃报名，参赛人数比
往年有大幅增加。东道主普兰斯
堡曾是多年的田径霸主，但近年
来大费城异军突起，已连续三年
囊括冠军。这次这两个分校都派
出 150 人左右的强大队伍，强强
比拼，上演龙虎斗，成为本届比
赛的最大看点，两支队伍在各项
比赛中都显示出人数和实力上的
优势，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均遥
遥领先。最终普兰斯堡借助天时
地利，夺得团体总分第一，捧起
冠军奖杯。在最为精彩的拔河比
赛中，这两队也是一路斩关，双
双闯入决赛；最终大费城队更胜
一筹，从华夏荣誉校长吕敏伟手
中接过“拔河冠军杯”。在男子
成人 4x100 米接力赛中，也
是大费城队打破了普兰斯堡
队的十年垄断，夺得冠军。
其他分校决不是运动场上的
配角，虽然无法和这两强全
面抗衡，不论是传统强队爱
迪生队、桥水队，还是新秀
李文斯顿队、樱桃山队等，
都在各自的强项中展现了实
力，取得多项奖牌。最终李

文斯顿队取得团体总分第三。
    本届比赛另一可喜的变化就是
新人涌现，很多年轻父母出现在
华夏运动场，他们不仅仅注入新
的活力，也大幅度提高了比赛成
绩，特别是男子成人 100 米、跳远、
1500 米等项目都出现了多年未见
的好成绩，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
未来和希望。当我们看到年幼的
小朋友带着稚气，奋力跑步，跳跃，
投掷的时候，看到年近半百的爸
爸妈妈依然挑战自我，不断拼搏，
冲向终点的时候，我们感到的不
是数字，而是感动，是震撼，是
顽强生命力最优美的旋律！

经过一整天的比赛，“2014
华夏运动会”顺利落幕。运动会
不仅是成绩和奖牌的比赛，更是
华夏精神的展现。我们在此向所
有运动员表示祝贺，正是他们不
断进取的精神，使得本届比赛更
为精彩。我们也要感谢东道主普
兰斯堡分校的热情组织，感谢默
默奉献的志愿者们，他们是把华
夏运动会推向胜利的幕后英雄。
特别感谢本次运动会冠名赞助商
“大都会人寿”，感谢金牌赞助
商“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中心”
和 Metro Insurance。运动会组委会
成员是 : 王宏、陈晓东、孙儒林、
于晖、潘仁南、陈延辉、王琦、
阎明、郝若飞、谷灵、林合、叶森、
Jaclyn Lee、谢少平、石伟、刘建、
王舰、许兰薇、噗荣荪、刘澍、
李盛京、张长春、吕敏伟、王坚。 
（孙儒林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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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一周之内传来了两
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在马
立平七年级的 22 位同学中，有 9
位通过了 HSK 五级考试； 参加
HSK 四级考试的 11 位同学全部通
过。其中四位同学的 HSK 五级考
试分数达到优秀水平。第二个好
消息是我所带领的华夏大纽约辩
论队在今年的华夏总校辩论比赛
中获得高年级组第一名和低年级
组第二名的好成绩，其中高年级
代表队的成员全部来自我所任教
的马立平七年级。

马立平七年级同学取得的成
绩不仅是对学生的鼓励，更是对
我们这些教师的鼓励，如果能从
这些孩子的成长中总结出规律，
推广到更多的孩子身上，是我们
对海外中文教育最实际的贡献。
作为这个班级四年级和七年级的
任课教师，在此把我的观察和思
考和大家分享。

减低对于拼音的依赖，提高
独立阅读的能力。这班的孩子在
三年级以前是用标准中文为教材，
在四年级以后转学马立平教材。
在四年级转的时候，每个孩子都
摩拳擦掌，准备弥补两个教材间
的差距，经过四五年级两年的努
力，这班孩子的中文阅读基本过
关。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集中认
字集中阅读，大家成功地甩掉了
拼音拐棍。对于后来家长的建议
就是要趁孩子年纪小，功课不重
时，抓紧时间突破识字关，突破
阅读关，让孩子有时间有机会在
中文学校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

语感的培养是阅读的关键。
在复习的过程中，发生了有的同
学字都认识，就是不明白全文是
什么意思的情况，这些同学还是
从小成绩很好的同学。通过进一
步了解，发现这些同学在课堂之
外接触中文机会很少，家里说中
文的机会不多，这样就影响的学

生的语感培养，所以建议家长要
在家讲中文，从小培养语感。华
夏大纽约中文学校开设 3-5 岁的
启蒙班，就是要把听说从娃娃抓
起，语感从小培养。但是父母是
最好的老师，家庭是最好的课堂，
希望父母不仅在家讲中文，而且
多带孩子回国，上纯中文夏令营，
扩大视野，了解文化，培养语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中文
教学中，我利用流行歌曲，应用
题，时事新闻等一切孩子可能喜
欢的内容作为教材的补充；我不
断参考美国学校的大作业形式，
设计出相近的大作业，从形式上
吸引孩子；我尽量了解他们在美
国学校的生活，帮助他们用中文
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讨论他们
关心的话题，尽最大可能地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培养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觉得学中文是一件很有趣
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培养小孩子
学习的主动性，在课堂之外甚至
毕业以后继续学习。家长也要从
孩子的兴趣培养出发，采用灵活
的办法，达到一个长久的效果。

中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提高
中文综合能力的最佳途径。辩论
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思维的
艺术，中文辩论对于中文表达和
中文思辨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在我带领这些孩子准备辩论赛的
几年里，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孩子
的逻辑思维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中文演讲和中文表达上适度的
指导，训练之后，这些孩子完全
可以出色地辩论。对于低年级家
长来说，从小陪孩子聊天会让孩
子受益终生。

马立平七年级同学的 HSK 考
试和辩论赛的成果清楚地告诉我
们海外中文教学是可以到达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科学的教学方
法和合理的时间安排是成功的关
键。

是不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
九年级美洲华语班 胡薇敏 

任课老师 林宇
是谁最先发现美洲？是哥伦

布 还 是 中 国 明 朝 的 航 海 舰 队？
根 据 影 片“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最先发现美
洲新大陆的应该是中国明朝的郑和
航海舰队。

首先，哥伦布去美洲之前，已
经有美洲的地图了。不可能是别的
国家绘制这张地图，只可能是中国；
不可能是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正
在百年战争之中；不可能是威尼斯，
因为他们那时正在政治动荡；不可
能是伊斯兰世界，因为他们也在动
荡中；最可能的就是中国。第二，
考古学家发现在中国南京有很大的
码头，中国可以制造很大的木船在
大海中航行。这些船很大很结实，
能航行到美洲。第三，中国航海舰
队当时就能把一只活的长颈鹿从非
洲运回中国，献给皇帝。这是一件
难以置信的事情。第四，在郑和去
美洲的路上，他经过很多国家，比
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
等。在这些国家，人们都很感激郑
和，为他造了铜像。

以上四个证据都支持郑和发现
美洲的观点。

我的小乌龟
九年级美洲华语班 庞岳豪  

任课老师 林宇
我曾经养过一只小乌龟，它是

我的姨夫送给我的宠物，它的名字
叫“Charlie”。   

“Charlie”比我的手大一点，
头是椭圆形的，一对眼睛圆圆的，
三角形的嘴小小的。它有一条长
长的脖子，缩进缩出，像弹簧一
样 ...... 它的外壳很硬，深绿色，有
很多花纹。外壳下面有四条短脚和
一条细而短的尾巴，非常可爱。它
很温和，不调皮，但也很好玩，有
不少趣闻。每次看见生人，它就会
把头偷偷地缩进外壳内。如果微微
地碰一碰到它的外壳，它也会一下
子就把头和尾巴钻进壳里，常常逗
得我和妹妹哈哈大笑！
     我喜欢亲手喂它食物，它吃食
物时特别可爱！它看见食物，会慢
慢地爬过来，一摇一摆地，不着急，
很平静，快接近时，它会很快地把
头伸出来，抓住食物，然后津津有
味地慢慢吃起来，还发出了“叭嗒
叭嗒“的声音。吃完后，它还转过
头来，好象在问我：“主人，还有
吗？我肚子还饿！” 有一次，我
想逗它玩，灵机一动，拿来一块肉，
我把肉往东移，它也跟着乖乖地往
东爬；我把肉往西移，它又乖乖地
跟着往西爬。有时，它也会抬起头，
默默地看着我，好像在抱怨：“小
主人，你真坏，快给我吧。”我不
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就把肉给
了它，毕竟它是我的小宠物。这真
是好玩极了！

我很喜欢我的小乌龟！它
很好玩，也很可爱！它给我带
来了很多乐趣！我们就像是一
对亲密的好朋友。

要不要养宠物？
九年级美洲华语班 林伊茗

任课老师 林宇
逛街时，我在一个小店里看见

了一只可爱的小狗。我特别想要领
养它，但是在做决定之前，我要先
考虑一下养宠物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我要知道为什么养这只
宠物。宠物能带给我亲密的感觉，
给我安慰；孤单时，它还可以陪
伴我。养狗能教我怎么负起责任 -
每天喂它食物，跟它散步。与此同
时，我每天在室外得到了锻炼，变
得更健康。据教育专家 Dr. Dennis 
Owenby 分析，七岁以下的孩子养
宠物，可以减少对动物、草、尘螨
等过敏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宠物
不对孩子有偏见，它们能帮残疾儿
童们学得更快。不用说，动物们特
别可爱，让我们感觉特别温馨。

但是，养宠物会给我的生活带
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我没有时间，
不好好照顾它，就要面对一系列后
果。据估计，美国家庭平均每年
要花几千美元在宠物的食物、医
生检查，和预防针等方面。想一
想，去年美国人在宠物上共花费了
五百一十亿美元，你能想象养宠物
每年会花那么多钱吗 ? 这些钱花在
动物上，合算吗？人们可能会说，
宠物能让孤单的老人们感觉更开心
一点儿。但是老人养这只狗好多年，
肯定会特别爱它。不到六、七年，
狗死了，老人就会更加痛不欲生。
我还在报纸上读到，大多数的宠物
是从宠物繁殖场进货。那种地方环
境特别恶劣，空间狭小，食物发霉，
每天都有好几例死亡发生。还有，

宠物也可能传染疾病，比如猫的粪
便对孕妇特别危险。
    养宠物有优点，但是缺点更多。
想来想去，我今天还是决定不买那
只狗吧 !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七年级马立平班 吴奕康  

任课老师 黄岳
你坐过豪华游轮吗？我最难忘

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条豪
华游轮到底是多么漂亮。这一次
坐豪华游轮是 2012 年十一月十六
日。我、我的妈妈、我的外公、
徐翰扬家和曹仁皓家一起登上了
Norwegian Gem 号豪华游轮。上游
轮的地点是纽约市 88 号船站。我
们的船已经停在那里了。一看上去，
我忍不住“哇 !” 的大叫一声。因为，
这艘豪华游轮实在是太大了！这一
条船长 965 英尺，重 93530 吨，还
能坐 2394 个人！我从来没有坐过
这么大的豪华游轮。

进了上船的大门后，我看到了
一个特别漂亮的场景。船里面的大
厅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大厅的房顶是完全用钴石灯做的，
使整个大厅闪闪发亮。大厅里面有
50 多个粉色的软沙发，一次可以
坐 150 个人。大厅的右方有一个两
层楼高的一个屏幕，可以看电影、
电视和玩电子游戏。大厅的左边是
轮船的问询处；大厅的中间是一个
很大的玻璃楼梯，可以从第七层楼
上到第八层楼。楼梯中间有一个很
大的五彩六色的钻石，像是有一道
彩虹在那里。

第一次登上这一艘豪华游轮是
我最难忘的事，因为我这时候已经
有三年没有坐过豪华游轮了，并且
我看到了真正的美丽。看到了豪华
游轮的豪华大厅，看到了这些美景
之后，这些事情在我的心里已经变
成难忘的事情了。这一条豪华游轮
是挪威豪华游轮公司的第十条豪华
游轮，它是 2009 年在德国建造的，
上面有 14 个餐馆，12 个酒吧，18
个娱乐场所，包括四个保林球场，
一个篮球 / 网球 / 足球场所，两个
游泳池和六个温泉，还有一个能坐
1042 个人的表演场所！哦，船上
还有大家都爱吃的日本铁板烧！

上一次豪华游轮是一件非常不
容易的一个事情。我妈妈提前一年
才订购了这一次坐豪华游轮的票。
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坐豪华游轮。这
一次我坐豪华游轮的感想是我非
常，非常喜欢这一次坐豪华游轮。
这一件事情在我的心里是一件非常
难忘的事情。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坐豪华游轮！

我的爸爸
七年级马立平班 林亦勤

任课老师 黄岳
当我很小的时候，爸爸是我的

英雄，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在我
眼里，他不但可以跑得像闪电，可
以跳到天空中，可以举起一头大象，
而且他可以保护我，什么问题都可
以解决。

等我长大一点后，他还是我的
英雄，但我开始知道有的东西他不
能做。大家都有他们的极限。尽管
这样，爸爸还是可以保护我，安慰
我。

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于是开始
看到爸爸像一个普通人，和大家一
样，他的优点和缺点混在一起。不
过，我还是爱他，甚至可能更多些。
虽然在我眼里，他不再有超人的魔
力，但他还是我的英雄，我的亲爸
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总是要求我
们尽自己努力做到最好。比如，他
带我们学钢琴。我还记得我的第一
次钢琴课就是爸爸陪我去的。每天
我需要练，有的时候我要帮忙，所
以爸爸会坐在我旁边耐心地帮我。
逐渐地，我越学越进步。爸爸跟不
上了，也就不能教我。六年后，我
每天坐在钢琴前，弹着黑和白的键，
让音乐流淌，我能弹奏鸣曲和各种
古典音乐。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陪伴
和指导。

我的爸爸肯定不是天下最强大
的、最好的、或者最了不起的人，
但他是我的爸爸。

我的姐姐
七年级马立平班 陈恩璐

任课老师 黄岳
有很多人觉得他们的兄弟姐妹

很烦人，可是我的姐姐不是那样。
她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她喜欢说笑
话或开玩笑。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姐姐总会过来安慰我。

有一次，我非常生气，紧抿着
嘴使劲忍住心中的怒火，但从鼻孔
里呼出来的气，就像打气筒放出来

似的呼呼有声。我站在厨房里，不
想跟任何人说话。这时，姐姐走到
我的身旁，小声地跟我说话，想让
我笑起来：“璐璐，你知道吗 ...”
她接着开始说她在书里读的东西，
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她
还会用一个特别的声音说话，或者
做一些看起来非常好笑的怪样子。
我和姐姐也有我们自己的“秘密语
言”，所以她也会用那个“秘密语
言”跟我说话，好像她在告诉我一
个大秘密似的。开始的时候，我不
理睬她，把她的话当耳边风一样。
可是，她还是不停地说呀说。每一
句都比前一句更加好笑。我听了，
开始想笑，但是我记住我为什么生
气，就突然停住。姐姐可能已经看
见了我瞬间的笑容，她就停下来，
好像对自己的努力很满意。然后她
又开始不停地讲笑话。过了好几分
钟，我终于忍不住笑了。不过，我
没有哈哈大笑，只是微微一笑。姐
姐看到后也得意地笑了。

我的姐姐是这样一个乐于帮助
别人，风趣和善良的人。当我遇到
困难时，姐姐总会来帮助我。她是
我的好姐姐。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太空站的一天
四年级马立平一班 魏齐 

任课老师 孙凌云
如果你住在太空站，想象一下，

你平常的日子，会是怎么样的呢？
晚上你在哪儿睡觉呢？太空站

里没有上和下的区分，所以你不需
要一张床，只要用一根带子把你固
定在你的空间就行了。在太空站吃
一顿饭很有趣。因为在太空中没有
重力，所以你飘浮到厨房吃你的早
餐。你可以从一个塑料容器里吸食
物，或者扔一个糖豆豆在空中，然
后用嘴巴咬过去。如果你去太空站
外做科学实验，你要穿一件厚厚的
太空服才能走出去。这件太空服包
括一个头盔、一双太空靴子和一套
呼吸系统。

我的梦想之屋
四年级马立平一班 王思成

任课老师 孙凌云
我的梦想之屋建在一座美丽的

高山上。那是一座高大的玻璃屋
子。屋里阳光明媚，温暖舒适，屋
外四季分明，风景优美。我的图书
馆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藏书，四壁的
大屏幕播放全世界最精彩的电视节
目和电影 , 屋里有全世界最好玩的
电子游戏和最香的美食。我的直升
飞机和热气球可以随时带我去世界
各地，也可以让我的家人和朋友随
时来到我的梦想之屋。

在台湾 / 中国过圣诞节和新年
三年级马立平二班 张枢敏

任课老师 韩晓英
我的名字叫张枢敏，念马立平

三年级。我们刚从台湾 / 中国过完
圣诞节和新年回来。台湾的圣诞节
很热，不像这里还会下雪。台湾的
夜市有很多小吃，哥哥和我都吃到
很撑。二姑姑、二姑丈和阿妈带我
们去佛光山。佛光山有很大的佛像，
还有很多好吃的素食。我们接着飞
到江西去参加表哥的婚礼，并且在
那里过新年。二舅舅和小舅舅带我
们去三清山，为了爬上全是冰雪的
山顶，我们还需要在鞋子下装上冰
爪，才不会滑倒。我和哥哥都爱死
了这次的度假！

电脑帮助我
三年级马立平二班 高圣凯

 任课老师 韩晓英
我很喜欢电脑，在学前班的时

候就开始学习电脑。在电脑的帮助
下，我学中文，学英文，做数学题，
看天气预报，当然还有看儿童节目
和电子游戏。爸爸妈妈让我玩电脑，
但不让我玩得时间太长。他们说用
电脑时间太长了，会影响视力！

用电脑练歌
三年级马立平二班 王旗

任课老师 韩晓英
我每个礼拜用电脑四次。我用

它做中文作业。我还可以用电脑帮
我练歌。一天妈妈说有一个唱歌活
动，她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当
然啦！”过了几天，我想起来我该
唱什么歌，我要唱“你想搭一个雪
人吗？”它是从一个电影叫 Frozen
来的歌。我跟我的朋友 Serina 练，
因为她要唱“我当然要搭一个雪人
了！”我们就回我的家里，上了电
脑。我先去了 Mozilla Firefox，再
查到了 Google, 然后就查到了“你
想搭一个雪人吗？”和“我当然要
搭一个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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