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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辩论队喜获高低年级组冠军 - 老师、家长、学生有话说

“不行才要练，不会才要学”奔腾家长 / 主教练 吴丽雅    

“你比你妈小时候强多了”   奔腾家长：采采  

“我可以从容自信地表达看法了” 奔腾学生：郭彦宜  

华夏博根分校家长赛后感言  王志红

“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巧妙地问、精准地答”   奔腾学生：陈堉泫

“结果只是一瞬间，挑战的过程是终身受益”    奔腾家长：沈素凤

群策群力 共创新契机   华夏 19 位代表应邀出席纽约华教座谈会
	 5 月 11 日，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和分校的 19 位代表前往纽约参加
了华文教育座谈会。出席本次会议
的还有来自美国东部十州其他中文
学校的 19 位代表。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组织这次座谈会的主要目的
是听取美国华文教育一线人员的意
见和要求，以便更好地支持和帮助
进一步发展华文教育。目前国内的
海外华文教育服务专业化，需要当
地领馆认证，避免了过去国内不了
解海外教育机构的问题。
	 座谈会由副总领事王雷主持，
黄屏大使作了开场发言。继来自波

士顿的纽英伦中华侨立中文学校梁
添光老先生之后，华夏代表团领队
潘仁南副总校长代表华夏中文学校
发言。潘副校长从中文教材订购，
中文教材本土化，教师培训和认证，
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等几方面提出了
11 项实用性建议。随后与会的其他
36 位中文学校代表分别作了发言。
华夏总校教学部长游牧发言中谈到
华夏中文学校在北美华裔群体中的
广泛影响，表示愿意做华文教育事
业的领军学校，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进行教学调研和组织工作。她还就
美国主流学校中文教学与国内教学

前沿的学校和组织加强合作与合作
提出了建议。代表们充分利用与黄
大使等领馆工作人员见面的宝贵机
会，全方位、多层次地交流了华文教
学经验，讨论克服目前面临挑战的
措施，提出了很多保障华文教育持
续发展的建议和要求。
	 最后，黄屏大使当场接受了与
会代表提出的几项要求：第一，中文
教材本土化很有必要，领馆和其本
人会与国内相关部门联系，支持和
大力推进中文本土化教材的编写。
第二，鼓励中文学校充分利用网络
教育的优势增强中文教师的培训。

	 5 月 5 日，“2019 华夏辩论赛 -
中区”在爱迪生分校如期举行，奔腾
辩论队再次获得高低年级冠军，三

名学生摘取“最佳辩手奖”。奔腾辩
论队是在 1 月 26 日海选之后成立
的，高年级及低年级组的选手们经

过了两个多月的培训。荣誉的背后
是老师、家长及学生的大量付出。

	 这篇感言不是作为一名在奔腾
工作了十来年的老教师，也不是作
为奔腾辩论队的主教练；而是作为
一名母亲，一名陪伴女儿 5 年辩论
生涯的妈妈的感言。
	 因为有奔腾中文课的好基础，
女儿中文成绩非常优秀。她连续三
年参加总校演讲比赛，年年参加校
级朗读比赛、认字比赛，四年级海选
顺利进入辩论队。本以为她也会
像其他方面一样优秀，可是辩论不
等同于简单的朗读与演讲，这是语
言学运用的最高表现形式。孩子在
辩论队的第一年狠狠地吃了憋！无
论是听力还是表达，无论是现场表

现还是反应速度都不及其他同学，
以致于女儿常常哭着对我说：“妈妈
我尽力啦！我在家准备得挺好的，
可是一站起来我脑袋里就一片空
白……我害怕辩论，我可以不去培
训吗？！”从小就优秀的她第一次遭
受如此挫败，我心疼但不心软！不
行才要练，不会才要学！
	 第一年，女儿以候补队员的身
份参加了比赛。第二年，她在我的
一再要求下继续参加培训，成为了
正式队员，还拿了第二名。第三年
她继续参加，且轻松成为正式队员
并为学校拿下她人生第一个辩论第
一名。第四年还没开始报名已经主

	 去年 9 月，女儿的中文学习终
于从散养状态回归了学校。在一所
中文学校上了第一节课后，老公和
我商量着赶紧换学校吧。于是方圆
百里辗转找到了奔腾。经过教务处
评估，结果是降一级入学。临走时
教务处老师放话，“你这属于带条件
入学。如果每次测验考不到 80 分，
还得降级！”就这样我的女儿开始
了在奔腾的中文学习。他从拒绝去
学校到主动学习中文，到报名参加
辩论比赛，变化非常大。	
			 	我们夫妻对辩论比赛一无所知，
觉得小姑娘需要多锻炼，恰巧她也
不反对，就报名参加了。我们以为
就是学校内部比赛，老师发了辩题
也没留意，更没提醒女儿准备。海
选前 20 分钟，她和爸爸临时想了几
条，到那儿就傻眼了，大家都是有备
而来呀！女儿抽签还排在后面，越
等越紧张，还没上场就把自己吓哭
了！回家就跟我说她肯定选不上，
我赶紧安慰她没事没事就当锻炼，
你比你妈小时候强多了。

				结果出乎意料，海选过了，就稀里
糊涂地开始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奔
腾的培训老师不愧是魔鬼训练师，
对辩论的内容、程序、技巧和礼仪等
摸得透彻，庖丁解牛，得心应手。关
键是还犀利严格，让孩子们又爱又
怕。连女儿爸爸都怕了，中途非让
我这个当妈的顶上去，接受训练。
眼见着小姑娘一次次练，被批评，被
表扬，纠正，再练 ..... 孩子在过程中
成长变化。															
	 赛后全家一起看比赛视频，不
禁感叹万分。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
说，中文辩论比赛归根结底比的是
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
没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谈思辨能力，
临场反应都是空中楼阁。比赛胜利
的队伍，都是孩子的中文整体水平
高、赛前充分准备的队伍。在这一
点上，奔腾占了绝对的优势。在整
个努力的过程中，女儿用心思考，勇
敢面对，不懈努力，这些品质都是很
重要的。与女儿共勉。 小时候我是个很害羞的人 , 说话细

声细气 , 不太敢在大家面前大声说
话。四年级时参加了辨论海选 , 被
老师问得回答不出来，自然就落选
了。五年级时卷土重来 , 终于得到
了培训的机会，虽然最后只是候补
队员 ,	但是我开始学会思考问题 ,
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事物的看
法。六年级以后 , 我再次参加辨论
培训 , 在老师专业与严格的教导之
下 ,	我开始一步步学习思考问题的

正反面 ,	并用最简洁有力的方法去
说服别人。这一年 , 我们团队获得
了冠军 ,	我也幸运地得到了最佳辨
手奖。接下来两年 , 我持续参加奔
腾辨论培训 , 也代表学校得到了连
续三次的团体冠军 , 为我在中文学
校的这段岁月留下了最美好的回
忆。
					回想这些年的培训 ,	真的很感谢
奔腾的老师们不辞辛劳地提供我们
这么好的机会练习。从开始时口齿

	 自从我加入到辩论队伍之后，
辩论比赛前期我每个星期六晚上都
参加培训，转眼已经历了五年的辩
论培训。虽然我第一年只是当候补，
但之后这几年的培训和比赛，使我
的中文水平得到巨大的提高。我六
年级时甚至被放到高年级组，那一

年的我疑虑重重，恐怕做不好。我
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巧妙地问、
精准地答，深入透彻理解辩题，用正
反方的思维考核自己，努力地反复
练习。结果不但代表高年级获得团
体第一名，还赢得了来之不易的最
佳辩手奖。

	 2019 年 4 月 28 日，华夏中文学
校总校辩论赛北部赛区的比赛在华
夏博根中文学校圆满结束。比赛结
束后家长们感慨万分，让我们听听
他们的心声。	
	 杜兴：感谢唐老师和张老师的悉
心指导和学校特别是王朝芳校长的
大力支持。我们家两个孩子跟着张
莉莉和唐晓铨老师在辩论班培训的
这段时间进步很大。他们在这一段
培训时间内听和说了大量的中文，
也掌握了许多还没有在课本中学
习到的词汇和语句。更重要的是他
们临场发挥组织罗列语言的水平，
以及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能力得到了
锻炼和提高。作为家长，看到孩子
实实在在的进步让人高兴和令人欣
慰 !	
	 张晔：我女儿非常有幸参加了此
次辩论比赛，非常感谢张莉莉老师
耐心细致的指导，从语言的组织及
表达，整体礼仪，吐字发音，表达气
势，礼貌用语，记录技巧等等方面高
标准严要求，大大地提升了孩子的
能力。这次辩论赛真的是给我女儿
上了一次生动的人生课，让她深深
的明白面对巨大的压力是退缩不前
还是知难而上，好在她没有辜负老
师们的期望选择了后者，用她的行
动很好的诠释了面对压力如何挑战
自己。还有王朝芳校长，从每次培
训时的陪伴，到选衣服的细节考量，
一直在默默的贴心的为孩子们提供
支持。这些宝贵的经历都是她成长
过程中的财富，而您们是重要的参
与者，谢谢您们！

	 Helen：感谢中文学校王校长、
两位指导老师及其他校委会成员、
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使得这次辨论
比赛圆满成功，我女儿无论是在比
赛前的准备培训阶段，还是在比赛
当天，均得到了校方的无私帮助和
鼓励，使得她能够从一个腼腆的，中
文说得不太流利的孩子，成长为一
个能够在众多陌生评委老师面前大
胆、沉着应对的小辩手，并喜爱上了
中文。感谢中文学校为孩子们搭建
了这么一个精彩平台，使得他们在
这过程中，既学到团结互助，同时又
拓展了他们的视野。
	 李丽：这次辩论赛我们家两位孩
子从刚开始的胆怯和迷茫，到后面
的勇敢和热情。一路的成长和蜕变
都离不开两位老师尽职尽责的培
训。孩子们有今天的成绩除了自身
的努力之外，更离不开老师，家长、
义工、校长和校委会的大力支持。
	 Hawthorne	，Po	Wu，美 林，邵
美，郑磊，陈锋等家长也都感慨孩子
们通过辩论赛中文的思辨能力和表
达能力都有极大的提高。校长王朝
芳表示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孩子参加
辩论赛，华夏博根再创辉煌！

	 在今年的中区辩论比赛中，我
的女儿晓婷拿到了最佳辩手奖！当
小队友们纷纷来祝贺时，她如数家
珍似地对着队友们说，这是她第四
年参加比赛，第一年没被选上；第二
年被选上了，自己没有努力，结果被
踢出团队了，惹得小队友们听了哄
堂大笑；第三年被选上一辩，就知道
珍惜了。我在一旁听着，辩论比赛
竟然能挖掘孩子的自觉性，真是我
们的意外收获。
	 吴老师的培训，给的都是最艰
难的任务，每次的培训，都带来强度
的挑战，培训结束回家的路上，父女
俩仍继续热烈讨论，把吴老师训练

的要点，马上捋清楚，我安静地把他
们讨论的亮点巨细靡遗地记录下
来。“今日事，今日毕”也是解压的
方法。在每周的训练中，孩子们从
不抱怨，晓婷也不怕被骂哭，从当初
害怕吴老师，到后来敢举手跟老师
辩论，让我们默默看在眼里。这是
晓婷在培训中的跳跃性进步，她开
始无惧并懂得思考问题了。	
	 在奔腾学校出了名的严谨教学
下，循序渐进，打下相当扎实的基
础，女儿自己对“一辩”信心满满，既
然老师都能托付晓婷重任，加上爸
爸的辅导，我也就不能打退堂鼓了。
经过父女俩每天的交流和磨合，在
培训后期，我发觉女儿不但开拓了

思路，并且懂得幽默，学会自我解嘲
了，进步和成长是惊人的。
	 女儿能得到最佳辩手奖，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得奖了非常雀跃，
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荣誉告诉正在
出差的吴老师，她非常感谢老师们
平时的严格要求和训练。这一路走
来的心路历程让她明白，任何的比
赛都需要平时的努力和积累，接受
老师和教练的批评和建议是必须
的，没有侥幸只有扎实的努力，才能
接经得起挑战，“结果”只是一瞬间，
但是这挑战的过程是终身受益，虽
然辛苦，压力也很大，但是孩子已经
懂得感恩，她成长了！

第三，纽约总领馆将组织开放日，为
中文学校师生提供中国文化展出及
交流的机会。第四，总领馆将大力
支持中文学校开展文化活动，提议
由华夏中文学校潘仁南统计美东各
学校对文化用品和
教具的具体要求，
汇总后报给领馆。
第五，乐见华夏领
头，推动美东各校
交流合作，一起为
华文教育努力。
	 参加座谈会的
华 夏 代 表 有 孙 凌

云、叶翠、李礼、王雨林、沈波、刘申、
陈康府、王剑卫、张悦、韦有华、徐天
昕、王朝芳、雷志军、祝卿、冯兰、游
牧、李晓京、王虹、潘仁南。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举办开放日   文：刘宏杰    摄影：葛亮

	 “开门迎宾客，华夏腾飞时”。5
月 11 日星期六，李文斯顿华夏中
文学校成功举办了开放日（Open	
House），为新学年的招生工作造势，
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开放日
的形式介绍本校。	
	 李华校长首先代表学校欢迎大
家，副校长唐华介绍了学校概况和
课程设置。唐晓铨教务长详细介绍
了中文课教学情况及各套中文教材
的不同特点，其中 CSL 是特色中文
课程，它针对非华裔学生或者在家
不说中文的华裔学生，这为喜欢中
文的学生和家庭提供了一个深入了
解中国文化的平台。《马立平》中文
教研组组长游毅敏和 CSL 中文教研
组组长何心平老师，在授课间隙来
到现场并详细回答了许多家长的问
题。由于学校在开放日之前就在多
家媒体做了宣传，当天有许多适龄
儿童的家长从周边赶来参加活动。
校委会制作了介绍中文课和文化课
的精美展板及 PPT 投影，家长会为
大家准备了咖啡和各式点心。
	 值得一提的是，新学年将会有

几位重量级专业老师加盟我校，其
中包括被誉为“第二代七仙女”和

“小严凤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陈小
芳女士。陈老师参加了开放日活动，
将在学校开设黄梅戏班（少儿、少年
和成人）与成人旗袍舞蹈表演班。
	 郭庆玲老师是一直活跃于李文
斯顿地区的专业美术老师。她毕业
于中国上海戏剧学院，曾任职于中
国发行量第一的时尚杂志《瑞丽》上
海编辑部，并任上海“非艺术中心”
设计总监至今。新学期郭老师将开
设少儿 (10 岁 +) 基础线描、素描和
色彩课。
		 另外一个重量级的新文化课是
体育类的击剑课。学校有幸请到了
王磊国际击剑俱乐部 - 北美市场部
经理 Lillian 女士，她携中国青年重
剑冠军张杰教练参加了展示会。王
磊是中国和亚洲第一位男子世界个
人冠军，曾获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重
剑个人亚军和 2006 年都灵世界击
剑锦标赛男子重剑个人冠军。王磊
国际击剑俱乐部蜚声海内外，在上
海和新泽西开有多家俱乐部。新学

期我校将开设儿童击剑基础课和成
人实战提高班。Lillian 女士和张杰
教练现场展示了击剑所需要的个人
装备和三种不同的剑种，并邀请已
经学习击剑的小朋友现场展示击剑
运动的速度和魅力。
	 几周以前，李文斯顿华夏中文
学校举行了新一届董事会及 PTA 选
举。开放日当天，新当选的校董刘
薇、葛亮、刘宏杰和 PTA 主席高岳，
现任董事会董事长高静女士、校董
王海笑、李与非等一起前来，与社区
各界来宾广泛交流。学校感谢参与
开放日活动的新老家长，感谢筹备
此次活动的老师和义工。我们期待
新学年学校会有全新的面貌，更好
地为大李庄社区服务！

灿烂的五月，收获的季节
奔腾分校的教学成果精彩回顾 文：宋虹   摄影：程喆    

	 转眼间，2018-2019 学年又接
近尾声。华夏奔腾中文学校一如既
往地严把教学关，一步一个脚印取
得了傲人的成绩，与大家分享几个
精彩片段。
		 写字比赛。去年 12 月中旬举
办。由全体教师、教务处和校务处
组成的工作人员，从近二百张作品
中评比出了一二三等奖，并将获奖
作品向全校展示。这次活动也激励
了学习成绩一般、但是愿意努力认
真写字的学生。
		 朗读比赛。2 月份举办。目的
是为了提高对中文朗读的重视，并
检查老师的教学成果。从班级的朗
读比赛中胜出的学生，参加校级朗
读比赛。通过朗读比赛，推进和调
动了学生们朗读课文的热情。
	 认字比赛。3 月底启动。首先
是班级赛，年级前 16 名参加校级比
赛。通过认字比赛，可以发现学生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
不足，提高教学水平，增加学生的学
习兴趣。
	 YCT/HSK 考试。以下数据显
出了奔腾教学管理的严谨和教学质

量的优异：YCT 三级，42 名考生全
员通过，其中 10 名满分；YCT 四级，
30 名考生全员通过，其中 3 名满分；
HSK 四级，37 名考生全员通过，平
均分 264（满分 300）；HSK 五级，40
名考生通过率 80%，平均分 213.5（满
分 300）。
	 奔腾十分注重教师的培训，不
但参加总校教师年会，还会举办本
校教师培训。今年的重点放在“课
堂管理在教学中的重要性”。除了
教学活动，我校成功举办了“2019
年春节晚会”、“给好书第二次生命”
等活动。此外，也积极参与总校的
活动，例如华夏运动会，演讲比赛，
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智力运动
会，辩论比赛，等等。
	 学中文，来奔腾，欢迎您加入奔
腾大家庭！

动请缨，“妈妈我要参加辩论比赛！”
这一年虽然得了第一，但却与最佳
辩手失之交臂！今年是第五年，女
儿再次以老队员的身份参赛。她作
为一辩，带领同伴们参加培训。在
第一次独立裁判跨区评分的制度
下，奔腾辩论队再次拿下高低年级
总分第一的双料冠军，三位选手获
得最佳辩手奖，其中就包括我的女
儿！
	 十年陪伴，看着这个由丑小鸭
蜕变成白天鹅的宝贝，我真心感谢
奔腾的老师，感谢奔腾的教学体制，
更加感谢奔腾教务处一代又一代的
领导人！作为奔腾人我无比自豪，
作为奔腾的一员我真心感恩！

	 我特别感谢老师们的辅导和鼓
励，没有她们，我就不可能取得这样
的好成绩。而且，近几年我每次参
加的辩论比赛都赢了团体第一名，
我不但为自己自豪，作为一名学生
也为学校感到骄傲！

不清 ,	完全听不懂问题到胸有成竹 ,
并且可以从容自信地表达看法。这
中间的改变真的非常大。我记得出
国去欧洲旅游时，在火车上努力背
诵一辨陈词还历历在目；也记得被
老师批评时面红耳赤 ,	回家路上流
泪的情景；更记得因为表现不好被
换辩手位置的伤心。但是这一切的
经历却让我成长为一个有自信 ,	并
能勇于追求梦想的人。辨论比赛的
成功只是一时的 ,	但是在训练过程
中所学习到的时间管理 , 团队合作 ,
思辨分明和举止合宜却是我们终身
受益的。

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