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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多才多艺的王坚先生
接任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校长的职
位，他对华夏注入了满腔热忱，呕
心沥血地工作，带领团队举办了高
质量的教师研讨会和丰富多彩的
学生活动，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绩。在2013-2014学年结束前夕，本
刊采访了即将卸任王坚先生。	

	 问：华夏的办学宗旨是什么？
学校的运营模式有什么特点？
	 答：华夏中文学校的宗旨是教
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和服务社
区。华夏作为周末的华文学校，一
直是非营利，靠许许多多一年又一
年的华夏家长义务奉献他们的时
间精力来运作。华夏的成功离不开
无私奉献的华夏各方的人员，学校
的管理人员、教师和我们的家长。
同时，华夏的成功从来离不开无数
关心、热爱华文教育的各界朋友的
鼎力支持。

	 问：这两年华夏的教学及文体
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您能大致
介绍一下吗？
	 答：两年来华夏总校的工作延
续了19年来逐步建立的成功模式，
以教学活动为主，兼顾文体活动。
华夏平均每个月举办一个总校组
织的大型活动。教学部的活动有11
月的“华夏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
会”、1月的“朗诵演讲比赛”、3月的

“HSK统一毕业考试”、4月的“辩论
比赛”；文艺部的活动是1月的主要
有家长和老师参加的“华夏艺术
节”和4月的“华夏之星”；体育部的
活动有10月的“智力运动会”、5月
的“田径运动会”以及5、6月份举办
的三大球类比赛。总校毕业典礼在
6 月初举行。在这里感谢各分校对
总校活动积极参与和支持，感谢总
校各部义务工作人员杰出的组织。

另外，一学年里，华夏总校在《侨报
周末》安排出版“华夏园地”，每个
校两期，并编辑＂教师年会＂和＂
总校毕业典礼＂两个专刊；学年结
束时，总校还组织编辑出版《华夏
年鉴》，汇集总校及分校活动和成
就。总校积极扩展对外交流学习的
平台，组织学生参加中国的＂寻根
之旅夏令营＂，且选派教师、校长
和董事多次参加国侨办举办的教
学培训。

	 问：虽然华夏的办学模式及教
学效果赢得了广大家长的认可，华
夏目前还面临哪些问题？明年正
值华夏教学20周年校庆。您对华夏
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答：华夏应该继续开拓适应时
代需求的发展，深化教学质量，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同时扩大华夏在
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且
寻求多方支持和合作，把华夏中文
学校推向更一个高度。中国在世界
范围有着日趋巨大的影响，学生在
华夏中文学校中国语言的学习和
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将对他们
今后学业，工作和生活带来积极的
影响。希望同学们在参与促进美
国、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促
进世界和多元文化之间的了解交
流与合作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我们为华夏奉献过的人们都盼望
着华夏更美好的明天。谢谢。

	 一个学年结束了，很多家长都
已经给孩子报名下个学年继续到
中文学校来学中文。
	 以前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到中
文学校来学中文，只是为了让我们
的下一代了解继承父辈的文化；同
时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世界
上开始起主导地位，我们觉得让孩
子学会中文将来会比别人有更多
的竞争优势。
	 自从 ABC 公然播出让华人
愤怒的节目，加州西裔议员提出
SCA5议案，以及最近纽约州参议
院将要审议S7738议案，加上有人
在Millburn/Short	Hills对华人社区
提出的把中国农历新年设为学校
假日的要求百般阻扰这接连发生

的一系列事件，让很多华人家长开
始反省，拼尽老命努力熔入主流社
会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美国社会还
没有在机会面前各族裔都公正，平
等地遵循同样的原则，而是血比水
浓，大家想尽办法只为自己的族裔
谋利益。
	 由此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开始
对送孩子去中文学校赋以了新的
意义。在中文学校孩子不仅可以了
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语言，而且
还会增加孩子对自己是华裔的认
同感，培养孩子作为中国人后代的
自豪感，而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是
我们的孩子今后在美国这个利益
还是以族裔为界线的社会兴家立
业和文化知识一样重要的根本保

证。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来下学年
不想继续念中文的孩子的家长又
给孩子报了名，已经缀学的孩子又
要回来上中文课了，以前经常在和
其它课外活动有冲突时牺牲中文
课的孩子的家长也开始把中文课
放在了优先的位置。大家认识到，
足球、钢琴、绘画只是一项有了更
好的技艺，而让孩子到中文学校
来，则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对自
己作为华裔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
感必将成为他们将来征服世界的
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让我们坚持把孩子送到中文
学校来！

	 蔡一雯 Chris t ine	 Cai、钱嘉
扬 Max	Chien、葛可欣 Katherine	
Ge、洪浩然 Henry	Hong、黄逸飞
Andrew	Huang、李嘉瑞Carrie	Li、李
博静Janis	Bojing	Li、李清清Jessica、
李天怡Nora	 Li	 Li、李楚澜Selene	
Chulan	Li、李温蒂Wendy	Li、林汇
川Camillo	Lin、马雪蕊Cherie	Ma、
潘停云Megan	Pan、史旭东Keri	Shi、
舒昕 Laura	 Xin	 Shu、
谭小杰	 Jeff	Tan、谈妮
珂	Nicole	Lily	Tan、王
紫葳 Emily	 Wang、温
瑞华Richard	Wen、夏
洋阳Andy	Xia、向舒锦

Chloe	Xiang、萧韵Melody	Xiao、徐
天玙Avory	Lauren	Xu、杨亦
婷Christine	Yang、杨然Mary	
Yang、俞嘉馨Catherine	Yu、
于爱林Eileene	Yu、赵佳佳
Serena	Zhao、郑佳菁Jessica	
Zheng、仲润达Jason	Zhong、
周之卓Zhizhuo	Zhou、朱紫

怡Jenny	Zhu、庄佳成Jerry	Zhuang

	 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
学，大家好！
	 如果你曾经注意到我们的田格
本的背后，有这么一句话：“Chinese?	
Hum…Not	that	hard	to	learn.”我个人
的体会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中文本身就不是很容易，单字就有
五万多。更难的是，怎样才能找到想
去学习并且能够坚持不懈的动力呢?
	 大家可能觉得站在这儿发言的
一定是一位典型的优秀学生。她非常
喜欢上中文学校，每次考试即使没有
附加题也能得个一百零七分，没事儿
的时候，就捧着一本新华字典背单
字。
	 大家可以尽情地想象，但是说
实在的，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学中
文。我不得不承认在刚开始学中文的
时候，我甚至讨厌它。特别是每到星
期五，学校里的同学们都高兴的不
得了，“Yay！星期五了!”而我却在想

“Yaaay，还有十几页中文作业明天要
交。”十年过去了，即使是上个星期六
我也没有那么想来上中文学校。我还
算了一下：十年。一年三十个礼拜。一
个礼拜两个小时，那就是我一生中宝
贵的三万六千分钟呀。
	 虽然说中文课占据了我星期六
的黄金时间，使得我很难安排其他活
动。但是，渐渐地我终于了解了它的
好处。说正经的，无论我们喜不喜欢
它，上中文学校已然成了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学习中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通往另一门语言、另一种文化和另一
个世界的大门。不管我们喜欢不喜
欢，中国文化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
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了
解我们来自哪里，就像我们有责任了
解我们是谁一样。

	 学习中文不光教会我怎么书写
复杂的汉字，如何欣赏那些似懂非懂
的诗词，它还让我学会怎样在快要放
弃的时候能够坚持，它让我学会凡事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辛苦付出一定
会有收获。它让我学会要用开放的眼
光去接触新鲜事物，它让我学会不要
害怕失败，因为要取得成功首先得学
会如何对待失败。
	 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请记
得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这段时光。当
有一天我们回顾以往，我们会记得我
们怎样在上课时偷偷玩iPhone,会记
得每次听写生字写不出来的时候是
多么的难受，会记得每年期末考试结
束之后是多么的快乐。今后不管我们
去到哪里，我们都会因为在这里学到
的知识而更加成功。不管我们做什
么，我们的故事都会因为我们在这里
度过的岁月更加多彩。中文是我们的
一部分，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觉这
三万六千分钟没有白白浪费。我要感
谢所有的老师，学校领导、义工和家
长们，他们把本来可以喝咖啡或者靠
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或者聚在一起打
麻将的时间奉献出来，把他们的宝贵
精力和辛苦劳动用来教育和启发我
们这些下一代。今天是我们毕业的日
子，也是他们丰收的日子。最后，最要
感谢的是我的同学们，所有的二零
一四届毕业生。十年的辛苦努力终于
有所收获，祝贺大家圆满结业，前程
似锦。再见！
	 谢谢。

毕业感言
九年级一班  指导老师：朱艳萍

	 黄逸飞：我学中文已经九年了，
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在这九年里，有
的时候，我觉得读中文书、写中文字
真的是很痛苦的，让你看到中文就要
头晕；又有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学校
发下来的作业真的太多，真的很烦。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些痛苦，这些烦
恼让我学习中文的能力提高了很多。
	 王紫葳：我终于毕业了，有很多
感想。我以后周六再也不用一大早起
来赶去中文学校了，再也不用在中文
考试前的那个晚上十一、二点还要复
习了。但是，我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想。
我从小就开始去中文学校。好多难忘
的回忆都是与学中文有关的回忆。看
来，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不是一次中文
考试，也不是毕业典礼，而是每天、每
周、每年的有关中文学习的点点滴滴
的小事情。
	 李温蒂：	终于中文学校毕业了，
心里特别开心。每年我都学了很多新
东西，自己的中文水平都在提高。虽
然今年就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
有机会继续学习中文。为了让我中文
在好一点，我每天都坚持在家里跟父
母用中文讲话。我也有很多刚从国内
过来的朋友，跟他们交流我多用中
文。在这毕业的时刻，我特别感谢教
过我的中文老师们。	
	 潘停云：从小，中文学校就成了
我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星期六中文学
校里就会聚集着好多人，有和我一样
的黑头发黑眼睛的人，也有金发碧眼
的人，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
望，都希望能学好中文，了解中国的
历史文化常识。大家一定很高兴中文
学校就要毕业了，但是我要对我的中
文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我们取得的成
绩是与您们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

我最喜欢的动物
八年级一班 程心怡 

指导老师：陈虹
	 我喜欢许多动物，其中我最喜
欢的动物是小熊猫。
	 小熊猫的背上长着红褐色的细
长柔软的毛，腹部则覆盖着黑色的
毛。小熊猫有一条环形条纹的尾巴，
一张尖尖的嘴，看起来像一只狸；但
它们的脸、黑色的四肢和手指头长
得像大熊猫。小熊猫的饮食习惯跟
大熊猫也一样；只是因为体型比较
小，所以取名叫小熊猫。小熊猫是昼
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在树上躺
着睡觉，晚上的时候它们开始活动。
小熊猫是杂食动物，它们吃竹子、坚
果、根茎和水果，也吃小动物比如小
老鼠、小鸟和鸟蛋。
	 至今我只亲眼看到过一次小熊
猫。那一次我去参观动物园。当我来
到小熊猫笼子前却没有找到它。我
在树枝中仔细搜寻，这才发现小熊
猫正在打瞌睡：它的毛发在树枝中
伪装得很好。我仰望着小熊猫，它突
然转身面对着我打了个哈欠，然后
爬下树来。它慢慢地走到一个小池
塘，喝了口水。突然小熊猫奔跑起
来，像是在追逐什么似的——原来
那是一根羽毛，小熊猫正在试图抓
住它。	它是如此的可爱！
	 由于森林砍伐和狩猎，小熊猫
的生存面临着危险。我们应该停止
伐木，并在小熊猫的栖息之地种植
更多的竹子。我想，如果发现有遗弃
的小熊猫，我会领养一只或几只；当
小熊猫有足够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时，我将会把它们放归自然。
	 小熊猫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
一，我们应该保护它！

我最喜欢的节日
六年级二班  夏安娜

指导老师：王丽华
	 我的朋友们都喜欢圣诞节，因
为他们收到很多圣诞礼物。可是我
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	--	春
节。我喜欢春节不仅因为大人送小
孩子压岁钱（红包）和铜钱形状的金
币巧克力，而且因为这个一年一度
的中国传统节日总是让我的一家人
高高兴兴，家里充满欢乐祥和的气
氛。
	 我的父母是从中国北方来的，
所以，春节的当天妈妈包饺子。饺
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
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形似元宝，
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
的吉祥含义。晚上我们一家大小一

边吃着妈妈做的美味可口的团圆饺
子，大饱口福；一边欣赏着春节联欢
晚会，大饱眼福。一家人开开心心，
其乐融融。然后我们一家人给在中
国的亲戚们打电话，给他们拜年。最
后，妈妈和爸爸偷偷地把红包放在
我和姐姐的枕头底下。红包里有压
岁钱和铜钱巧克力，早晨我们才可
以打开。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
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
过一年，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
的美好祝愿。每次我和姐姐打开红
包，都欣喜不已，赶紧去向爸爸妈妈
拜年。春节是我最喜爱的节日，我希
望春节可以每天可以过。

《说中国话就好》
教务长 游牧

	 这个世界说大不大，说小也不
小。但好像不管在哪，我都能遇到我
教过的学生，甚至在更新我自己的
驾照时也能碰到平生第一次前去领
驾照的学生。听到他们叫我“游老
师”或“游老四”好（前后齿音误差），
我都觉得比拎着爱马仕的包都“倍
儿有面”。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
来越多的人们发现或体验出会中文
的好处。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非华
裔家庭出现在了我的CSL（Chinese	
Second	Language	Program）班级里，
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这部分家长
非常珍惜每周上课的时间，经常会
向我打听哪里能接触到更多的中文
环境，有什么适龄的电视节目，我
也经常去找一些有用的链接发给家
长。
	 毕竟，我们每周两课的时间对
这些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孩子是远
远不够的，要想学好中文，家里的中
文环境相当重要，就这一点来说我
们在家说中文的学生占了得天独厚
的优势。
	 但我也注意到，有些家长，明
明自己会说中文却在家跟孩子说
英文。我问他们平时为什么不说中
文？有的说下班后没时间，孩子在
学校都说英文，回家不肯说中文。但
很多的答案竟然是“我的普通话不
标准，怕孩子说话有口音。”
	 站在纽约的大街上，谁没有口
音？我不太理解的是，您情愿用带
口音的非母语也不愿意用纯熟的母
语跟孩子交流。结果孩子英文有口
音，文法也明显Chinglish，中文也属

“洋泾浜”。对此，我每次家长会都会
再三鼓励家长，不要怕有口音，只要
肯说，坚持跟孩子说“中国话”，长期
下来，孩子肯定有收获。家庭生活涉

《在中文天地放飞梦想 
专访华夏总校校长王坚先生》

王坚主持华夏教学研讨会

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的发言   Emily Wang王紫葳

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孩子的整
个学习生涯，此中的“耳濡目染”和

“潜移默化”岂是每周一次的中文
课能比得了的？
	 小时候，我在很多的城市呆
过，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学当
地的方言。我是南方人，但我小时
候的梦想就是能说一口像中央电
视台的主持人们那样一口标准优
美的普通话，但口音往往就是那样
一个除了你的名字以外伴随你时
间最长的“死党”。所以，我上课的
时候经常提醒自己，降低语速，管
住自己的舌头，尽量用标准的正音
普通话教书。平时回家多看《老梁
故事会》、《国宝档案》，锻炼听力和
口才。
	 作为教务长，有些家长向我反
映个别老师的口音问题，在这里我
也要替老师们向家长要求一个“理
解”，我相信我们的老师肯定是尽
力了。
	 所以话又说回来，亲爱的老
师们！我们不能只是“说中国话
就好”，而是要“好好说中国话”！
让我们的下一代说“好好的中国
话”！

积极思维
 周芹彥

	 前几天去 YMCA 锻炼的时候
偶然看到电视上一个布道的节目，

讲到我们身上有来自大能的神的
基因，因而我们注定会成功，注定
会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些话像一把
重锤猛地敲在了我的心上，给我
很大的震撼，同时也在一剎那间开
启了我的心眼。反观自己，我虽然
做事从不言放弃，但也常常思维消
极，不知不觉中这种负面思维就会
传染给孩子。	
	 有一次，上五年级的儿子做题
时犯了很多粗心的错误，我便不加
思索地说了一句“你这样的态度将
来考不上好大学的。”之后有一天
儿子在学校跟老师交谈，老师说到
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有一个课题研
究做得很好，将来会前途光明。儿
子却对老师说，但是我妈妈担心我
考不上好大学。后来儿子跟我提起
这事,我才意识到我这番不经意的
旨在达到教育目的的负面言语居
然产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另外有一天,女儿花了很多时
间做其他的功课，结果沒有时间准
备第二天的社会学考试了，就非常
着急地不停念叨着，“我明天肯定
考不好，我明天肯定会考不好。”我
就说“我来帮你一起复习，肯定没
问题的”，还反复地强调“我相信你
会考好的，肯定会的。”过了几天，
她拿回卷子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
考了一百分。又过了几天，我发现
她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帖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Believe	in	yourself	always,	

no	matter	 	what	happens.”这让我深
刻体会到了积极思维的力量。我们
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自信的人，那
么我们作父母的就要用正面的积
极的思维去影响他们，感染他们。
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是最有
效的，现在至少领悟到一点，积极
的方式肯定是有效的。
	 我们在遇到挫折和阻碍时往
往会产生负面的思维。特别是旁
人一句泄气的话更容易使我们否
定自己。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我做不到”，“我不够资格”,“我不
可能找到好工作”，“我不可能当
冠军”……而不会是，“我一定做
得到”，“我肯定够资格”,“我肯定
能找到好工作”，“我一定能当冠
军”……。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我们
的人生。我们只要有积极的思维就
会有正面的结果。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小鸡
看到老鹰在天上自由高飞，非常羡
慕，就盼望有一天也能像老鹰那样
飞得高。她就每天苦练立志要飞得
很高。她的朋友都嘲笑她,“你是小
鸡,怎么可能飞得像老鹰那么高？”
但她始终不甘心放弃这个梦想,坚
信有一天会像老鹰一样飞得高。她
不断坚持苦练，日复—日，年复—
年,终于有一天她突然就飞起来了。
希望我们的孩子从今日的小鸡成
长为明日的雄鹰,飞得更高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