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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已于9月10日正式开学！

	 密尔本学区是新泽西著名的

好学区，同时交通便利，被称为华

尔街的后花园。近年来搬入密尔

本的华裔家庭越来越多，目前华

裔人口占整个社区人口的10%以

上，华裔在社区的影响力也日渐

增大。密尔本华夏中文学校自去

年开办以来，本着教授中文，传承

传播中国文化，增加华人社区凝

聚力，促进与其他社区交流的办

学宗旨，受到了本地和附近社区

家长的大力欢迎。

	 中文学校团队由一群热爱中

国文化，了解社区需求，长期服务

社区的热心人士组成。校长欧阳

了寒博士长期服务于密尔本华人

社区。教务长方嘉博士毕业于北

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拥

有新州教师资格证书，有着丰富

的中英文学校教学和管理经验。

我们的中文老师教学经验丰富，

专业、敬业，大部分毕业于北大，

人大，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学府，并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从

事中小学或中文语言教学。

	 学校招收从学前班到九年级

的学生，今年共开设16个中文／

CSL班，是新州唯一一家全部采用

双双中文教材的学校。老师在课

堂上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

音频、视频等方式全方位呈现汉

字、汉语及中华文化的魅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中文的实

际应用，为孩子们营造一个高效、

有趣的学习环境。同时学校还利

用网上资源，鼓励家长和孩子一

起参加每周的课外亲子阅读，既

帮助孩子学习中文，又丰富了全

家的亲子时间。

	 《双双中文教材》是一套专门

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贴

近美国生活，适用于有一定中文

背景的青少年学生（周末中文班）

使用。课本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深入浅出，易教易学。教材编写的

指导思想是：将汉字和中国文化

的学习同步进行，学习汉字以掌

握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再以文

化知识加深汉字的理解。

	 《双双中文教材》全套共15

册。1-5册为语言学习，每册附课

本、练习册及字卡。6-15册为文化

学习部分，每册一个专题，分别介

绍中国地理、历史、哲学等文化板

块。文化部分的教材包括《中国成

语故事》，《中国地理常识》，《中国

古代故事》，《中国神话传说》，《中

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国文学欣

赏》,	《中国诗歌欣赏》，《中文科普

读物》，《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中

国历史知识》。课程设置为十年，

识字量超过2500个，包括了从识

字、拼音、句型、短文，到初步成体

系的中国文化的学习。双双教程

的设置完美衔接了美国中文AP考

试。

	 多年实践经验表明，双双教

材激发了各个年龄段学生的兴

趣，深受学生的喜爱。	从精心编

排的教程中，学生们较系统地了

解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提高了中

文水平和思辨能力，了解到勤劳

智慧的华夏祖先对人类文明的贡

献，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

家长们普遍感觉到，开设这些课

程使学生们的眼界开阔，对中国

了解更加深入，对学生的身心发

展也大有裨益。

	 除了教授汉语，学校同时开

设绘画、声乐、舞蹈、体育、乐高机

器人等各种课后兴趣班	。此外，通

过读书俱乐部、成人读书会、老年

俱乐部、跑步俱乐部、家长俱乐部

等课外团体，以及书法、作文、朗

读、演讲比赛等竞赛活动，为学生

们提供了展现才艺的平台，也为

筑建当地华人社区，丰富华人家

庭的业余生活做出了贡献。

密尔本华夏中文学校欢迎家长和

朋友们加入。让我们携手在海外

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

	 	 学 校 设 于 密 尔 本 高 中 ，

交 通 便 利 。学 校 网 址 : 	 w w w .

millburntalent.org，邮箱:	 info@

millburntalent.org

红枫树
陈子安 (指导老师：方彩罗)

	 在我家后院长着一棵红枫树。

站在一棵参天的橡树旁边，它显得

很小。它的叶子红红的，像一团火在

燃烧。

	 四年前，飓风桑迪袭来了。橡树

的一个粗大的树干被冰雪压断，落

在红枫树上。红枫树的一半被砸断

了，像一把被砍掉半边的红雨伞。看

到它的样子，我以为它会死的。爷爷

和爸爸锯掉了红枫树的的另一半。

只留下一棵孤零零的树干。爷爷告

诉我，树根还在，它一定能活过来。

	 后来，我上中学了。作业多，活

动多，红枫树渐渐地从我的脑海里

变模糊了。我只是知道它真的又活

过来了。长出了新枝叶，并且一年又

一年长大了。

	 前几天，我无意中发现红枫树

竟然又长成一棵跟以前一样的大树

了。在秋

	 天灿烂的阳光下，它的叶子红

红的，密密的，像一棵巨大的红蘑

菇。它顽强的生

命力真令人惊叹。

	 这个秋天，我看到了红枫树，

明白了一个道理：经历过挫折的生

命才更加美丽。风雨过后，就会见彩

虹。

如果时光回到西周
张佳蕾 (指导老师：蔡芹)

	 终于到星期天下午了，这是我

一个星期最闲的时候。我坐在门外

看小松鼠忙忙碌碌的准备过冬的食

物，想着干点什么。这时我想起了今

天在上下五千年课上学的有关西周

的事，我于是决定去看看西周人到

底是怎么生活的。我穿上了我的隐

身衣，坐上时空器，嗖的一下就飞到

了西周。

	 我下了时空器，在大街上走。我

发现西周人穿的衣服和我们穿的很

不一样。更奇怪的是大街上看不到

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路过一个人家，看见一位老

奶奶在教一个小女孩织布。可是小

女孩很想出去玩。奶奶说：“女孩子

是不能到街上去的。我们女人只能

在家里织布，做家务。这是社会的法

律。”小女孩深深的叹了口气，又低

下头织布。我真为她难过。

	 我接着往前走。我路过了一所

大房子，里面传出读书的声音房子

外面一个放牛的男孩对他爸爸说：

“爸爸我真想上学。”	 	爸爸摸摸他

的头说：“不行啊，只有富人的孩子

才能上学读书。”	男孩又问：“那我

们能不能变成富人？”	爸爸说：“不

行的。但你可以去当兵。这个社会上

人分六等。最上面是天子，然后是诸

侯，之后是卿大夫，士兵，然后才是

我们平民。我们之下又有奴隶。如果

你不想一辈子放牛，种地，那就只

能去当兵。”	 	听到这里，我赶快坐

上时空器回家了，因为我想上学，想

逛街，想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再见了

可怜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再见了，西

周！

秋天
刘晶韵 (指导老师：方彩罗)

	 秋天是个很漂亮的季节。小孩

子喜欢在路边奔跑，大人耙树叶的

时候，小孩子可以一边叫喊，一边跳

上树叶堆。小孩和大人一起开心地

大笑。

	 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小孩子

和大人可以吃新鲜的苹果、梨子、石

榴，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水果。

	 秋天还有个很好玩的节日：万

圣节。孩子们和有些大人都打扮成

不同的角色。他们去周边的邻居家，

门一开，就说“Trick	or	Treat？”，他

们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糖。秋天真

是个美丽的季节。

金秋
黄显安 (指导老师：王莘)

	 月饼，香甜的月饼！我最喜欢

吃那金黄色，圆圆的月饼，	各种口

味，让我思念。在秋天里，	有两个节

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中秋，另一

个是万圣节。

	 中秋节里，月亮又大又圆，我们

吃着香甜的月饼，	听着大人给我们

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那美丽的玉兔

与她相伴。我常常想月亮上真有这

仙女吗？西方的万圣节也是与鬼神

有关的故事，	只是我们可以装扮成

不同的鬼怪去要糖，我会要到不同

的，我喜欢的糖果。

	 秋天也是郊游的好季节，与家

人和朋友们一起走在满山金黄色的

小径里，踏着松软的落叶，	听着沙

沙作响的脚步声，如同唱着“金秋"

的歌声。蓝蓝的天空白云飘，金色的

树叶盖山丘，	多美的风景！我爱金

秋!

武则天
汪皓宁 (指导老师：王莘)

	 我喜欢武则天。因为她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

帝。

	 在古代中国男人至尊的社会

里，女人连生存都不易，哪里还能当

皇帝？但是武则天做到了。

	 那么她是怎么当上女皇的？

武则天原本连名字都没有，唐太宗

李世民给武则天赐了名叫武媚娘。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被贬入了感业

寺，改名叫明空。一年过去了，武则

天利用唐高宗回了宫，做了昭仪。唐

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

到了公元654年，李治废了王皇后，

立了武则天为后。高宗死后，在公元

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号“圣

神皇帝”。到了705那年，武则天81岁

时，大臣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逼

迫她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李治和

武则天的儿子），恢复唐的国号。武

则天被封了“则天大圣皇太后”的尊

号。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武则天病

死在上阳宫。

	 武则天在位时，提倡科学，重视

农业，文化发达，为开元盛世打下了

基础。但是她也伤害了很多好人。不

管怎样，她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

很多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神医扁鹊
章天骄 (指导老师：方彩罗)

	 《神医扁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古代故事。在这故事里，有一个在两

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中医叫扁鹊。

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医生，只要对病

人看上一眼，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病。

有一天，他去见齐王。扁鹊告诉齐王

他的皮肤下面有病，但是齐王不听。

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王。他告诉

齐王他的病到肌肉，应该马上治，但

是他还是不听。又过了十天，扁鹊第

三次见齐王。扁鹊说他的病进入肠

胃了，再不治就危险了。齐王不听，

把扁鹊赶走了。又过了十天，扁鹊和

齐王在路上遇见了。扁鹊一看见齐

王，就转身跑。齐王觉得很奇怪，就

派人去追问。扁鹊告诉他们，第一

次见齐王时，可以用热水敷一敷治

好齐王的病。第二次，可用针灸治

好病。第三次，可以用汤药治好病。

这一次太晚了，病进到骨髓里了。扁

鹊没有办法治齐王了，不想见他了。

过了几天，齐王果然全身很疼痛。这

时，齐王很后悔，派人找扁鹊，但是

他已经逃走了。过了不久，齐王死

了。从这故事里，我们能学到一个道

理。如果得了病，要及时治病。同样，

如果犯了过错，就要及时改正。

退避三舍
梁誉文 (指导老师：蔡芹)

	 公元前633年，晋、楚两国军队

在一个叫城濮的地方发生了冲突。

晋文公第一时间让将领们带着部

下撤退。将军们一听，炸开了锅。他

们忙问：“主公，如此退军，恐怕对

士气不利啊！”晋文公不慌不忙地

道：“当我还是公子时候，我被迫流

亡各国，是楚王收留了我。若不是因

为他，我现在也不一定是晋王。我离

开楚国那天，楚王问我将来要以什

么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我就对他说：

“楚王，你的国家如此之大，还有什

么是我能给予的？不如这样吧，我

们日后若是兵马相交，我先退三舍，

以示感谢。（古时一舍是三十里）。	

所以现在是我履行承诺的时候。”众

将军听了，都道：“主公，我们支持

您！”不过楚国大军可不知道这些

细节，他们还道晋军怕了他们，所以

楚军穷追不舍。晋军越看越愤怒，士

气不跌反涨，大杀楚军。晋文公连忙

喊手下留情。此战之后，晋国国力日

升高，最终成为中原霸主。

	 这个故事告诉我晋文公是一个

言出必行的人。守信是一个金钱买

不了的好品德，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守信用的人。虽然有时候守信看上

去是失去了什么，但其实你信用在

增加，到时别人会更加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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