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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妈画像
七年级二班 李昊林 指导老师 刘芳
	 妈妈的眼睛。
	 给我妈妈画像很难。我妈妈
戴着一副眼镜。当她看着我的时
候，她的眼睛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
觉，我看到了她对我们的关心和
爱。
	 妈妈的鼻子。
	 妈妈的鼻子很敏感。她可以
闻到来自很远地方的味道。
	 妈妈的手。
	 妈妈的手很软。当她给我挠
痒痒的时候，好舒服。她的手快，
她手的动作很好看。她可以做很
多好吃的菜和肉，还可以做饺子。
	 妈妈的耳朵。
	 妈妈听力很好。她可以听见
很远很远地方的声音。
	 妈妈的脚。
		 妈妈的脚很厉害。她跑步很
快。她跑步的动作很轻很优美，她
小时候还经常参加运动会。
	 像画完了。
	 我终于画完了。在我的心里，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给悟空的一封信
五年级一班 熊以清  

指导老师 刘芳
亲爱的孙悟空，你好！
	 今年我们学习了《西游记》。
我非常喜欢你，我有一些问题想问
你。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过流沙
河的时候，你没有变出一只船呢？
这样子不就把过河的问题解决了
吗？
	 第二个问题：现在谁是花果山
的猴王？我非常喜欢花果山，今年
夏天我想去花果山去见他。我也
想去参观你们的水帘洞，听起来挺
不错呢。最后，我想去尝尝那些花
果，看看那些花果好不好吃。
	 第三个问题：你还记得你第一
个师父菩提祖师吗？你有没有跟
他再见过面？如果没有，我觉得你
应该跟他见个面。别忘了，是他教
给你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和长生
不老的本领。
	 最后，我想问你在天上过得怎
么样？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回信，我
们做个朋友吧。
							很喜欢你的同学		熊以清	
																											2020 年 3 月

暴风雨
六年级二班 王昊喆  

指导老师 龚万凤
	 暴风雨来了。天空变成了灰
色。我抬起头，看到乌云开始在天
空中翻滚。突然，雨开始下。开始
小得像针头滴溅到我的衣服上。
然后变得越来越重。很快，雨水变
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远方变得一片
模糊。我赶快跑回屋内。地面上
有了很多水坑。雷声开始在云层
中滚动。BOOM ！紧接着是闪电，
像一把利剑划过夜空。雨水越来
越大，雷声越来越响。听起来好像
有人在将一百个玻璃花瓶扔在水
泥地上。它使我整夜不眠。
	 第二天早上，雨仍然很大，但
已经听不到雷声。我看到一根巨
大的树枝从树上折断砸在灌木上。
午餐时间风暴仍在肆虐。最终在
两点左右，风暴开始减弱，直到完
全停止。我往外面看，虽然暴风雨
的痕迹到处都是：被水淹没的道路，
折断的树枝。但是在所有破坏中，
你猜我还看到什么？天空中的彩
虹！它闪烁着红色、橙色、黄色、绿
色、青色、蓝色、紫色的光芒，挂在
高高的天空。真是太美了！

雪花
六年级二班 刘紫羽  

指导老师 龚万凤
	 一个冬天的早晨 ,	我静静地坐
在窗边 ,	看着窗外被厚厚白雪覆盖
的景色。两只白兔子在雪地里奔
跑 ,	寻找食物。它们美丽的白色毛
发与白雪融为一体。爱美的冬姑
娘给大地披上了一件洁白的衣裳，
我喜欢雪！
	 雪花看起来很普通。当我知
道雪是由单独千万个小雪花组成
的事实很是吃惊 !	雪花非常漂亮 ,	
大多数雪花只有 0.02 英寸。它们
很小但是很美。您知道每个雪花
都有自己的形状吗 ?	我觉得很有
趣。如果有一堆雪，每个单独的雪
花都有自己的形状 , 那么就会有
千万种不同的雪花 !	想到这些 ,	我
看着窗户上的雪花 ,	真好看 !	我赞
叹雪花的形状和高雅。小雪花像
大自然的小天使 ,	它们是冬天的使
者。我看到邻居家的小朋友正在
雪地里玩耍 ,	他们造了雪天使，还
堆了雪人 ,	看起来非常开心。
	 雪象征着舒适和希望。雪传
播着快乐和乐趣。虽然下雪很冷 ,	
但它却给我的心带来了温暖。我
看着窗外 ,	雪已经停止了。我希望
雪能尽快回来 , 它会像一条白色的
大毯子一样再次落在土地上 ,	给我
们的世界带来希望和喜悦 !

花开花落
六年级二班 游昕	
指导老师 龚万凤

	 花开花落是常常发生的一种
自然现象。
	 首先，它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
始。这颗种子被风吹落在地上，为
了生长，种子在泥土中顽强地生
根，吸取土壤中的养分，沐浴着阳
光，靠着雨水的滋润努力地成长。
它会慢慢地发芽，长出茎叶，长出
花苞，最后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各种不同的种子长大后会开
出各种不同的五颜六色的花朵。
花朵盛开的时候是很美丽的，人们
都喜欢美好的东西，美丽的花朵若
能永不凋谢那该有多好呀。但是
大自然有它自己的安排，盛开的
花朵会慢慢地凋零，结出果实，果
实里面孕育的就是下一代的种子。
等到季节变化，成熟的果实就会脱
落，掉在泥土里，或者被风吹往远
方。
	 落在土地里的种子慢慢地成
长，花开花落的过程就会再一次在
相同或不同的地方重复地发生。
花开花落这样的美景就是这样从
一颗小种子开始在自然界中周而
复始地循环。

日落
六年级二班 陈尔玉 

指导老师 龚万凤
	 您有看过日落吗？
	 2018 年 4 月妈妈带着我、妹妹
和外婆一起去了 KEY	WEST 旅游 .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一天，我们一起到码头看日落
的地方。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
那等待美丽的日落了。太阳还在
半空中，再过一会儿太阳就要下山
了。我们在码头上逛了一会儿。
有人在跳舞，还有人在弹琴。终于，
时间到了。大家都站在码头边上
看太阳缓缓地落下来。我看着天
空，有许多美丽的颜色。红色，橘
色，黄色，粉色。多漂亮的天空啊！
那时，我觉得我们是在别的星球上
呢！我想，地球怎么能有这么迷人
的色彩呢？太阳落下的那一刻，大
家都欢呼起来了。后来，天空渐渐
暗下来了，大家都纷纷回到停车
场。我们到码头边上一家特别有
名的巴西餐馆吃饭。吃完晚饭，我
们一起回到酒店了。
	 美丽的日落深深地留在我的
记忆里。旅行结束回家后，我把在
Key	West 买的纪念品都挂了起来。
每一件都会让我想到我们在那儿
看到的日落，我永远会记得这一次
跟我的外婆、妹妹和妈妈一起去的
旅行 !

疫情期的趣事
六年级二班 黄颖星  

指导老师 龚万凤
	 这个星期由于新冠疫情的因
素 ,	除了上学我们几乎都在家。我
们家有个好可爱的小宝宝，她给我
们家带来了好多欢声笑语。这个
小宝宝叫 Liana，她是外婆一个朋友
家的宝宝 ,	外婆帮她朋友看护。
	 Liana 从刚满月就送到我们家
来 ,	现在已经 14 个月大了。她小
巧玲珑 ,	脑袋小小 ,	眼睛	小小 ,	鼻
子小小 ,	嘴巴小小 ,	特别的可爱 ,	
特别招人喜欢。而且她是个特别
聪明的宝宝 ,	当她十个月大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走路了 ,	妈妈告诉我 ,	
我十三个月才会走路呢。	
	 星期六 ,	我们吃完晚饭 ,	全家
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每当我们看
到有唱歌节目时 ,	宝宝就开始随着
音乐摇摆起来了 ,	看见电视里有人
劈腿她也跟着有模有样地学。看
着她玩得这么开心 ,	我想逗逗她。
我知道她跟外婆的感情特别好 ,	把
外婆当妈妈一样 ,	也知道她不允许
外婆去抱除她以外的人。于是我
就紧紧地抱着外婆故意说 :“哦 ,	婆
婆只爱我了，不爱 Liana 了”	。瞬间 ,	
她那手舞足蹈的兴致全没 ,	怒气冲
冲地跑过来 ,	把我的手拉开 ,	随后
抱着外婆哭 ,	似乎要告诉我“婆婆
是我的 ,	你不可以抱”。当我离开
外婆的怀抱 ,	她又眉开眼笑了。于
是我们就在 Liana 的哭哭笑笑中结
束了这一天。	
	 有 Liana 在家，我们家每天都
有许多趣事！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五年级二班 张鲁源 

指导老师 吴学敏
	 每年回中国过暑假，总会被电
视台里播映的《西游记》所吸引。
我和很多人一样，最喜欢里面的孙
悟空。他头戴紫荆冠，身披黄金甲，
脚蹬步云履，手拿金箍棒，瞪着火
眼金睛的样子很帅。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
马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孙悟
空足智多谋，勇于担当，每次遇到
困难，他总能想出办法。我觉得师
徒四人最终能取得真经，孙悟空功
不可没。
	 孙悟空对师傅忠诚，对师弟们
包容。在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唐僧
因为误会悟空，将他赶走。孙悟空
再三请求留下，都没有成功。悟空

不得不离开唐僧，但是，当八戒到
花果山请悟空救师父的时候，他没
有犹豫，救出了唐僧，并且继续护
送唐僧西天取经。在猪八戒多次
偷懒帮倒忙的时候，孙悟空只是骂
他呆子，但还是帮他收拾烂摊子。
	 孙悟空心地善良，他在比丘国
救出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男孩。
他从铁扇公主那里借来了芭蕉扇，
熄灭了火焰山的大火，让人们可以
不再受火烤的炎热。
	 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孙悟
空的本领了。一个筋斗可以翻
十万八千里，有七十二般变化。天
下之大，任他遨游！
	 我很喜欢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再多一分宽容。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孙悟空
五年级二班 张颜   
指导老师 吴学敏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
悟空。因为他有七十二般变化还
有神奇的“金箍棒”。他聪明机智，
可以认出妖精，打败妖怪。在保护
师父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功不
可没，所以他是一个厉害的大圣。
	 孙悟空第一次和唐僧相见的
情形，是他被佛祖如来压在五行山
下五百年后，观音菩萨告诉他说一
个取经的人会救他，还让悟空要叫
这个人师父，这个人就是唐僧。悟
空被唐僧救出后，跟随他一起去西
天取经。为了管束悟空，观音菩萨
送给唐僧一顶金丝花帽作为紧箍
咒。只要悟空不听唐僧的话，唐僧
就可以念紧箍咒，悟空就会头痛，
不得不服从唐僧。在去西天取经
的路上，悟空和唐僧遇到了猪八戒
和沙僧，他们齐心合力一起保护唐
僧去西天取经。
	 师徒四人在取经的路上历经
十四年，遇到了很多艰险和阻碍，
每次都是悟空用自己的足智多谋
和高超的本领，化险为夷。他打败
所有遇到的妖魔鬼怪，克服重重困
难，终于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
保护师父唐僧完成了取得真经的
使命。我喜欢悟空，因为不论多么
辛苦和危险，他都会想办法坚持努
力战胜困难，完成任务。这是个很
好的品质，我对他印象深刻，所以
我喜欢《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我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
五年级二班 陈喆  
指导老师 吴学敏

	 我今年在中文学校学习了《西
游记》。在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的
人物是沙僧。
	 沙僧原来是天宫玉皇大帝的
卷帘大将，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
碎了琉璃盏，触犯了天条，才受罚
到流沙河成了妖怪。在遇到唐僧
之前，他在流沙河兴风作浪，专吃
过路人。后来经过观音点化，改名
沙悟净，和悟空、八戒一起保护唐
僧去西天取经。
	 沙僧老实忠厚、忠心耿耿，不
像悟空那样经常不听唐僧的话，也
不像八戒那样好吃懒做。沙僧不
怕苦不怕累，一路上挑着沉重的行
李跟随师父西天取经。
	 沙僧自知本领不高，没有悟空
的火眼金睛和七十二般变化，但是
他精通水性，当唐僧在通天河被金
鱼怪抓走的时候，沙僧毫不犹豫拿
着宝杖和八戒一起去河里救唐僧，
他跳进通天河，分开水路，一直前
行，当金鱼怪出现的时候，沙僧二
话不说就朝金鱼怪劈头打了过去，
打了整整两个小时，还是不分胜
败，于是他就假装败阵把金鱼怪引
上岸，让悟空来抓这只妖怪。这说
明了沙僧是一位有勇气有责任感
的人，就算遇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会尽力去做。
	 沙僧跟着师父和师兄们历经
了千辛万苦，历时十四年，经历
九九八十一难，最后终于取得真经
并被封为金身罗汉。

 

 

网 课 记    樱桃山分校  于雷

	 三月六日星期五，我们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正在准备第二天正常上
课。中午得到消息，新泽西出现第一位因“新冠肺炎”离去的病人。于是，
学校决定取消星期六的课程。随着疫情的恶化，复课遥遥无期。
	 停课之后，校委会立即开始组织老师学习网络教学方法。一连三个
晚上，仲玲教务长和数十位老师一起熟悉刚刚下载的“Zoom”网络教学
软件。校务罗竞也为每位老师设置了方便教学的学校账户。绝大多数
老师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有的老师连续三天钻研软件的各种功能
细节。仅仅是七天之后，三月十四日，我校的网课全面开始了。
	 我的儿子在六年级一班，和他的同学们一样，提前十分钟就坐在电脑
前了。有老师提醒我，第一节网课十分重要，家长应该和孩子们一起上
课，于是我也在旁边陪读。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观察一个个呆萌小脸儿，
看起来比在教室里还要可爱。当傅蕾老师出现在屏幕上，学生们都非常
兴奋，比平时更多了一份上课的兴趣。而在白向利老师的辩论班里，学
生们辩论的热情更高了，距离让学生忘记了紧张和羞怯，发言更多了，下
课的时间不得不一延再延。整个下午，在南泽西这几个城市里，电磁波
载着横竖撇捺在空中穿梭，读书声从这个麦克风传到那个扬声器，空中
都充满着墨水的气息。
	 高韬老师刚刚教完小提琴课，就开始了声乐课。自从开始网课以来，
高韬开放了他的声乐课，欢迎所有的老师参加。这个星期，教的歌曲是

《在水一方》。高韬老师在前面示唱，壮壮小帅在后面钢琴伴奏，几十位
老师一起在线合唱。虽然大家可能隔着几十里的距离，感觉确是咫尺之
间，网课和歌声把大家联系的比平常很更加紧密了。“绿草苍苍，白露茫
茫”... 歌声响起，仿佛看到的是五音纷纷缀满屏，听到歌声欣欣祝乐康。
	 一堂网课下来，老师们要付出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准备。每一张图
文都经过精心细致的设计，每一分钟时间都要充分的使用。老师们用全
新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的备课和讲课，把网课变得生动有趣。

园丁勤耕耘，桃李竞芬芳
中部分校 5 月 30 日举行了别具一格的网上学年结业式

	 5 月 30 日成为华夏中部分校最忙碌且有意义的一天：从上午九年级
的毕业典礼到下午全校的结业总结大会，环环相扣，令人充满惊喜和视
觉享受的演讲和活动影片一波接一
波。	园丁勤耕耘，桃李竞芬芳！又
是一年圆满结束了 !	
	 副校长雷志军主持的别具一格
的网上结业大会在下午 2：10	拉开
序幕。	董事长王延荣和校长王缨
分别总结介绍了本学年董事会和校
委会的各项工作。	“爱心捐赠”、“教
师培训”、	“网上授课”	成为今年三
大热点。	
	 多灾多难的 2020	年新春伊始，	
新冠疫情逐渐肆虐。二月份全校师
生家长忙着为武汉抗疫募捐，很多
小学生把压岁钱都拿出来捐了。根
据总校的统一安排，	承载着中部分
校满心关爱的捐款送达武汉医院。	
到了三四月间，新州疫情火速蔓延，
中部分校的大家庭又展开新一轮募
捐。短短两个星期就集资一万两千
多元，并成功在海外购买了 4000 只
医用口罩捐赠给普林斯顿医院。另
外还有家长向医院捐赠了 N95	口
罩和 3D 打印的面罩。	为了支持坚持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学校专门为
EMS 购买了防护服，并与湖南饭店合作，为执勤警员送饭送咖啡。	
	 近年来中部分校为了让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而非常重视教师的培训
和提高。本学年已经举办了两次《美洲华语》教学培训，其中还第二次请
来教材的编著者许笑濃老师介绍教材特点、传授教学方法。另外，学校
在积极鼓励老师们参加华语教学社区的各种讲座之外，还请本校老师陈
坚为大家介绍 Google	Classroom 的运用。	疫情当头，副校长雷志军几次
为老师们开设 ZOOM	培训，帮助老师设置没有时间限制的 Zoom 账号，
使全校老师们全员顺利转换为网上授课。	
	 面对网上教课带来的挑战，	特别是期末考试的设计的难度，老师们
线上线下又展开了讨论，	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考试和期末总结顺
利进行。	老师们的在网课期间往往要花费比平时更多的时间设计课件，
审阅作业，有的老师还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主动为临考的学生加时加课，
帮助学生复习功课。
	 疫情让很多正常活动受阻，但是经过努力，这些活动并没有完全停
摆。虽然中部分校全校上下从入冬就开始准备的春节文化庙会活动和
晚会不得不取消了，但是各班制作的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文化展板按
计划被送到图书馆展出，为当地图书馆增添了多元文化风采。学期后半
段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华夏杯中华知识竞赛。
		 九年级的学生常壮代表毕业班感谢老师和家长对自己中文学习的帮
助和支持。	他也介绍了自己对中文由抵触到热爱，	由被动到主动的心
路历程，	给师生和家长留下深刻印象。		
				 各班级也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他们有的朗读课文，	有的表演唱歌，
美术老师展示了线上素描课的镜头，	舞蹈老师和学生在银幕上翩翩起
舞，		陈坚老师的七年级班的视频竟然是实境表演做红烧肉！
			 两个多小时的结业大会在雷老师精心挑选的《祝你平安》的歌声中
落幕了。	但是很多人仍然恋恋不舍没有马上下线。	令人期待的 2020-
2021	学年招生工作已经拉开序幕，	希望秋季再相见 !	
																																																																																											（文		王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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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春季学期开始，一场让人
措不及防的新冠疫情，把在讲台前
侃侃而谈的中文老师们以突如其来
的方式推进网络课堂。老师们感叹
再一次体验到了忐忑不安、新手上
路的感觉。感谢学校的管理层早已
先行一步，事先研究 zoom 软件的
功能，并由教务长仲玲老师举行多
次培训，终于推进老师们顺利上线。
站在讲台上与坐在屏幕前教学是两
种截然不同的体验，您是否也遇到
了下面提到的几类问题？

“第一次上讲台”的老教师？
	 网课与实体课的不同，首先是
教学方式的改变，积累了多年的实
体课堂经验，突然间在网课上失去
了用武之地。教学内容需要转化成
直观的文件形式，各类演练方式也
要适用于屏幕教学，教学流程需要
重新设计。教学变成了一场在实践
和反馈中不断改进的过程。既需要
软件操作技术的熟练，也需要教学
资源的重新拣选，还要培训网络空
间的另一端 --- 同样是生手的学
生和家长。但是有一点始终都没有
改变，那就是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
随时迎接挑战的热情。老师们调侃，
好像又体验到了当年第一次上讲台

的感觉。初登网课银屏，最棘手的
还是课堂管理 ---
一键静音的课堂管理？
	 有效的课堂管理，一直是教学
领域的热点话题，zoom 软件的一键
静音功能，让在实体课堂上为保持
课堂安静而焦头烂额老师们初试惊
喜，但很快就尝到了唱独角戏的失
落。老师讲解的每一个知识点，都
需要学生的反馈和配合，在反复思
量之后，很多老师还是选择慎用这
一功能。活跃的课堂氛围需要学生
的积极参与，老师是导演，主角始终
是学生。老师需要透过一方屏幕兼
顾全局，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本事。管制不是办法，课堂的吸引
力是关键。课堂吸引力是通过互动
课堂来实现的 ----
老生常谈的互动课堂？
	 互动课堂的话题大家并不陌
生，离开互动的网络课堂，老师与学
生的状态可以借用泰戈尔诗句中的
飞鸟和鱼来形容：“一个在天，一个
却潜入水底”。“飞鸟”和“鱼”如何
突破网络的遥远距离实现沟通和互
动？除了传统课堂上的提问方式和
课堂游戏，网络互动教学软件的功
能不可忽略。直接设计 PPT 互动

小游戏，或者借助 quizlet,	kahoot 等
具有游戏功能的平台，它们的计时
和计分的功能，可以把枯燥的课堂
变成游戏竞赛场，效果甚至超出了
传统课堂的互动方式。于是，大家
不禁产生了下面的疑问 ----
网课优于实体课？
	 网课相比于传统的实体课，不
受时间甚至地域的限制，可以充分
借助网络资源和智能的教学方式，
让初体验网络学习的学生也倍感新
奇。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仅仅局限于
掌握知识这一环节，特别是中文学
习为学生提供的是传承文化的土壤
和环境，这一点是不能通过网络空
间达到的。上网课的孩子永远摆脱
不了因为社交隔离所带来的孤独
感。人在同一空间的直面交流和社
交需求就像人与自然的关系，纵有
万般美景，不能身临其境，总有无法
言说的遗憾。但是网课中积累的经
验和方法，却可以借鉴到日后的实
体课堂。
	 相信每一位经历了数月网课教
学的老师，都有很多经验值得分享
和借鉴。引人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仅在此略谈一二，与您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