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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

校召开了2017-2018新学年首次

教师教学研讨会及教职工会议。

学校董事会和家长会都给予了极

大支持。校董事长刘友军先生首

先介绍了今年中文学校董事会新

成员，家长会会长潘莉也做了慷

慨激扬的发言，并祝各位老师在

新学年里工作愉快，教学取得更

显著的成绩。

	 俞强校长首先总结了过去一

年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

学校的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应对措施。他说，成绩属于

过去，接下来一年机遇与挑战并

存。他强调了抓好教学工作的关

键是态度和细节，希望每一位老

师遵循教育原则，灵活运用教学

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之后校长就

2017-2018学年的工作重点做了

展望。教学任务除每周周六正常

教学教务工作以外，会定期举办

教师教学培训和研讨；定期出版

教学刊物（包括校刊，11月的华夏

园地和六月的小语世界）；组织各

类教学竞赛，包括校内的朗诵，认

字比赛以及总校的演讲辩论比

赛，还有HSK汉语水平考试。在新

学年里，学校还会组织一系列活

动，主要包括学校建校15周年庆

祝及圣诞新年晚会；2018年度选

举；总校智力运动会，总校运动

会，万圣节游行，国殇节游行，以

及寻根之旅夏令营。俞校长还特

别指出在新学年里有效推进学校

行政管理建设和学校信息透明化

的重要性，增加学校在新闻媒体

和社交媒体的宣传，高效管理和

利用学校的资源和财物。教学任务

和行政建设会在俞强校长的领导

下有效进行；学校的其他活动则由

家长会会长潘莉主要负责开展。

	 朱恩琳教务长对上一年的教

学也进行了总结，讲述了开学的

准备工作以及新学年的课堂管理

方案，同时也对新学年的课程进

行了安排。客观评价了我校教学

的现状、分析了教学各个环节存

在的问题，围绕教与学、质与量、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做了

精彩的阐述。

	 本次教学工作研讨会议的召

开使全体教师倍受鼓舞和激励。

下午各位中文教研组组长还对各

项教学教研工作进行了培训和讲

解。几位资深老师的结合自身教

学经历的汇报也给与会教师带来

了不少启示。在新的一年里，大家

一起继续开拓创新、凝心聚力，将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的各项工

作推向更新一个台阶。

	 李文斯顿华人社区去年中秋节

举办了首届李庄美食节，大受好评，

组织者决定今年中秋再次举办大李

庄中秋美食节，由微信李庄美食群

一群热心的美食爱好者们和李文斯

顿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共同主办。

	 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星期，老

饕们已经按耐不住了，纷纷询问何

时再次举办美食节。当报名的消息

一公布，二十四小时之内280个名额

全部爆满。10月8日下午，来自李庄

和周边市镇的八十多家华人家庭，

带着来自自家厨房的各款佳肴，精

心打扮，汇聚在李文斯顿的社区中

心。组织者特别要求大家不光要带

美食，还要用美盘帅锅，参加者更要

以美发美服出场，展示华人社区对

美好生活的热情。晚会的主持人还

是华夏中文学校的美女帅哥董事高

静和王昀，身穿靓丽白底红花洋装

的美食群群主朱旖旎和典雅黑色雕

花晚装的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主席

潘莉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福。

	 跟去年相比，今年美食节的菜

式更加丰富多彩，三条长长的桌子

摆满了一百多道菜，热食冷盘，素菜

荤菜，浓汤粥品，蛋糕点心，中西合

璧，南北风味，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大家面对众多美食佳肴，慨叹自己

怎么只有一个胃。各款菜式不光美

味，而且美观，完全是星级大厨的手

艺，配上高大上的帅锅和美瓷，让视

觉和味蕾都得到美美的享受，大家

还给自己的作品取了响亮的名字，

如花好月圆，月凉的热情，牛气冲天等。

	 今年的美食节得到了社区不少

商家的支持，方太企业，家园地产，

Lynda海鲜，猫山王榴莲月饼，红霞

插花和Winsor	Kitchen	 and	Bath等

为晚会赞助了丰富的奖品，从价值

一千多元的抽油烟机到各种居家用

品以及各种购物礼劵四十多份，抽

奖活动为晚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

大家吃得愉快，聊得开心，美食节丰

富了华人社区的生活，为大家提供了

交友，分享的平台，还有丰富的奖品，

真正是李庄明月时，千家共欢乐！

	 2017年10月22日，	我们李文斯

顿华夏中文学校由8个学生队员组

成的团队参加了在新泽西州桥水高

中举行的华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会，	

我们学校赢得了团队并列第八名。

	 各位队员不仅努力参加比赛取

得自己的最佳成绩，还交到从不同

华夏分校来的好朋友，	真正是以棋

会友。我校有位小朋友比赛当天感

冒发烧了在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坚

持比赛，晚上睡前还说下次再好好

比赛争取拿到更好的名次；真心为

这位小朋友的运动精神感动，同时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赛后家长

们为在异国他乡能看到和参与这样

的华人特有的智力活动很很高兴

的，希望一年比一年好；	同时提出

了将来此类活动可能提高的想法和

建议，比如可以请高手一人对阵多

人挑战；及增加团体对抗赛。	我为

咱们学校的参赛队员的友谊及运动

精神，和家长的支持总结点赞骄傲！
请见附上的比赛成绩和现场照片。

	 华夏李文斯顿中文学校2017-

2018学年的第一次比赛	1-3年级

背诵/演讲比赛在2017年10月14日

顺利开赛，并在当天圆满结束。非

常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家长们的支

持和同学们的努力。参加这次比赛

的班级是：《标准中文》、《马立平中

文》班的一至三年级和CSL初级班

(beginner	 level)。参加比赛的同学自

选背诵/演讲的内容，可以是故事、

儿歌、或课文等等，时间不超过3分

钟。评分的标准包括：语句正确流

畅，声音洪亮，内容丰富，富有感情，

举止大方。

	 演讲比赛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说

中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

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的孩

子们能够培养自己多说中文的习

惯，把中文说得更好。

	 在这次比赛中，每位参赛同学

认真准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共

评出35位优胜者。我们祝贺得奖的

同学，也鼓励其他参赛的同学继续

努力，在以后的比赛中取得优胜成

绩。	以下是这次比赛的优胜者：

	 万圣节起源于2千多年前被罗

马人称为蛮族的凯尔特人的习俗。

当时的人们穿上盛装载歌载舞以

图驱赶魔鬼，同时庆祝丰收，迎接

漫长的冬天的到来。今天的万圣

节已经演变成人们包括大人和孩

子们的欢乐的节日。2017年10月28

日，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家长会

的热心家长们组织了一场热热闹

闹的万圣节游行。周六晴朗而温

暖，正是室外活动的好天气。家长

会决定游行在校外的草坪上举行。

	 第一批孩子游行开始了，老师

们带着自己班级的学生从教学楼

出来，孩子们穿着心爱的小熊，小

仙女和超人的服装，排着队去领好

吃的糖果。在发糖果之前，家长们

商量好一个孩子一块糖果，可是发

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了。孩子们痴痴

看着糖果，伸出小手，好几个家长

都情不自禁的多发给孩子几块糖。

爸爸们尤其心软，手里的一大包糖

块很快就发完了。

	 眼见第二批孩子就要下课，

但是我们准备的糖果已经在第一

批发完了。情急之下，李与非家长

飞快又去商店买了几大包糖果以

解燃眉之急。同时家长们根据第一

批游行情况果断作出战略调整，在

第二批游行开始时，孩子们准时下

课，整齐地排着两行队伍，一人两

块糖，快快乐乐地结束了2017年的

万圣节游行。明年又会有新的小朋

友加入我们。明年再见！
以下是活动照片集锦：

我第一次烤披萨
马立平七年级 朱瑞杰

指导老师  王燕平

	 每个人都喜欢吃披萨，可是我还

亲手做过披萨呢。

我第一次做披萨是为了完成一个学校

的课题。开始做披萨的时候要先发面，

然后把浇头准备好。我用的浇头是鸡

肉、青椒、意大利辣味香肠和蘑菇。做

的时候首先要把番茄酱放在面上，然

后在番茄酱上加芝士，接着把浇头放

在芝士上。最后就要把披萨放进烤箱

里开始烤了。

	 我透过烤箱的玻璃窗仔细地观察

披萨饼的变化：面饼慢慢地开始变样

了，薄薄的饼坯变成了厚墩墩的饼，它

的颜色从白色变成了金黄色，你能感

到它变成脆脆的了。芝士从碎碎的条

状融成了一大片，披萨饼上面开始出

了很多的小气泡。它们咕嘟咕嘟地好

像小动物在一起说话，好玩儿极了！

那些小泡泡像是在说他们要变成一个

大大的好吃的披萨。我觉得，那些小泡泡

是在呐喊：“加油！加油！一定要努力工

作让披萨变成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二十分钟以后，我把披萨从烤箱

里拿出来。披萨是长方形的，我用刀把

漂亮的披萨切成了八块。我把一块儿

披萨放进盘子里，尝了一口，哇；太好

吃了！蘑菇加上芝士和番茄酱的味道

简直好极了！我品尝到了所有的食材

的味道。接下来的四五天我每天回家

之后吃一小片当作我的零食，那真是

一段美好的幸福时光。

	 这第一次做披萨是在妈妈的帮助

下完成的，我觉得非常成功。人人都喜

欢吃披萨，经过实践我现在知道了做

一个很好吃的披萨还真是不容易呢！

坐车					

马立平七年级   吴雨隆

指导老师  王燕平

	 我爸爸妈妈经常会开着车带我们

出去玩。远的地方开两三个小时，近的

地方二三十分钟。总之，我们家经常开

车出游。					

	 我的爸爸是	司机，开再远的路，

他都能行。爸爸很能干，什	么样的路

都找得到，从来不会让我们担心。他

经常会提一些怪怪的问题。“你	想去

吗？”他有一次问我。“当然了，我们今

天起了个大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了	，你怎么还能问这个问题啊？！”	

我爸爸笑了。	我妈妈一般都是坐在爸

爸旁边，承担副驾驶的作用。她经常的

工作是帮助爸爸按GPS，拿零食和水，

和一些其他我爸爸	开车时做不了的

事。要是太阳大，妈妈会盖上毛巾，带

上太阳眼镜，睡一会儿觉。妈妈对旅游

非常感兴趣，她看旅游书，就会给我们

讲一讲要去的地方的历	史和背后的

故事。	我在车上，没事可干，就很不耐

烦，经常问：“到了没	有？还要过多久

啊？”		到达目的地之前的长途车程可

真是够无聊的。我一般会用睡一觉来

打发时间，我盼着一睁开眼就到了玩

的地方。要是	开车的时间不是那么长

的话，我就看看风景。但是我总觉得坐

在车上没事干，好没劲！	

	 我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处去

玩，可是坐在车上无所事事可真是很

无聊啊！

我爱我家
标准中文七年级   汪皓宁

指导老师  武国珍

	 我是一条小小热带鱼，身上长着

灰色的条纹。我很寂寞，因为宠物店的

鱼缸里只有我一条鱼。为什么大家都

不要我，是不是我长得太丑了。

有一天，我看到有个小姐姐走过鱼缸

面前。为了吸引她的注意，我游得飞

快。小姐姐看到我眼睛一亮，决定把我

买回家。家里的鱼缸除了我，还有四条

红、黄、蓝、橙色的鱼姐妹。真是个热热

闹闹的大家庭。小姐姐每天喂我们吃

彩色的鱼食。每天好吃好喝好玩，我好

开心啊，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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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Title Student Name Ranking
	 Grade1-4	Chess	 Calvin	Cheng	 程志凯	 20
	 Grade1-4	Chess	 Pierce	Zhao	 赵天睿	 10
	 Grade	5-6	Chess	 Alan	Hu	 胡文耀	 1
	 Kids	Wuziqi	 Henry	Tang	 唐加楷	 5
	 Kids	Wuziqi	 Audrey	Xi	 席圣霖	 7
	 Kids	Wuziqi	 Claire	Qiu	 邱玥	 6
	 Student	Sudoku	 Xander	L.	Luo	 罗熠喾	 7
	 Teenage	Chess	 Lucas	Zhu	 朱乐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