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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的美好回忆
 五年级 毛逸清
对我来说，一个美好的回忆是
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回忆，我想
说的回忆是我暑假去阿拉斯加的旅
程。
我们先从温哥华出发，航行了
两天后来到了阿拉斯加的第一座城
市 Ketchikan 。在那里我们去看了
三文鱼洄游。那么多拼命向自己的
出生地游去的三文鱼，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形象。我们还看了图腾博物
馆。我想，这么雄壮的雕塑，不知道
是谁刻出来的。
我们上了船以后，就向壮丽的
朱诺出发了。到达朱诺的时候，是
一个大阴天，偶尔还会下一点儿小
雨。在那里我们去了一个大冰川，
我们还得知冰川现在已经比原来短
了 50 米！回到朱诺的时候，我还去
看了阿拉斯加的首府呢！我们在轮
船上吃了晚饭，就向美丽的史凯威
开去了。
到了史凯威的翡翠湖，看了一
眼就觉得像是神仙创造的美景。湖
面绿得象是被撒了真正的翡翠，湖
边的森林也和别处的不同，树就像
一根根竖直了背的神，在往湖里撒
翡翠呢！看到这样的仙境，真是让
人难忘。
又 航 行 了 两 天，我 们 来 到
了 Seward，从 那 里 出 发 到 达 了
Anchorage。那里还是阿拉斯加大
学的所在地呢！然后我们去了一
个博物馆，在草坪上飞纸飞机，好
玩极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
了 我 这 次 旅 程 最 喜 欢 的 地 方 了，
Denali ！
到达 Denali 国家公园，我们上
了巴士，没开出去多久，就看见了一
头庞大的棕熊在前方的草坪上徘
徊。从这么近的距离看熊，显然是
非常难忘的一幕。然后又看见了两
只鹿在路旁边喝水呢！我下车以
后，就有一种去了天上的感觉，因为
Denali 山峰的风景就像天上的山一
样美丽。
过了一天，我们来到了费尔班
克斯，这城市被称作“阿拉斯加的
心脏”。我们先吃了午饭，然后在酒
店外面看见了一座冰屋，进去一看，
满屋子都是像水晶一样的冰雕，还
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好看极了。从
冰屋里出来，又去了温泉游泳池，玩
到九点才睡觉。
这次不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旅
程，而是像到了天下第一仙境。我
们玩得非常愉快！希望以后还有像
这样的旅程！

假如我是…
 六年级 宋佳胜
假如我是蓝鲸，我是地球上最
大的动物。
夏天我们住在北极，那里有无
穷无尽的美食；  
冬天我们迁徙到温暖的海域，
墨西哥湾就是我的出生地。  
海洋的每个角落，都曾是我的
游乐场，直到人类把这一切变了模
样。
钢铁怪兽般的巨轮在海上横行

霸道，我的很多同伴丧失了生命。
海水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污
染、垃圾，我们一个个开始生病。
最可怕的是猎杀我们的人们，
两万八千，是人们曾经一年捕
杀蓝鲸的数量，
而五千，是现在地球上生存的
全部蓝鲸的数量。
假如我是蓝鲸，请救救我们！
假如我是海鸟，我该是多么的
快乐！
我可以在蔚蓝的天空翱翔，展
开我强壮的翅膀，和风儿追逐、游
戏。
我可以在洁白的沙滩上跳舞，
和笨笨的螃蟹比个高低。
可是，我并不快乐。 我被人类
的垃圾包围。
每天，很多同伴死亡。它们的
胃里塞满了垃圾。
人们破坏了我们的居住地，我
们无处生息。  
假如我是海鸟，请救救我们！
假如我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
树，我是地球环境的守护神。
我和我的同伴一起，为地球储
存水分，输送氧气。
我这个无敌的勇士，却败在人
类的锯刀面前。
利刃割断了我们的躯干，我的
同伴一个个倒下。
森林一步步消失，环境一天天
变差。
假如我是热带雨林的大树，请
救救我们！  
假如我是自然科学家，我会告
诉所有的人们，
拯救地球，迫在眉睫！
请停止滥捕滥杀，乱砍乱伐；
请停止乱丢垃圾，污染环境。
保护地球，每个人都有责任。
因为，这儿是我们的家。       

红烧肉的记忆
AP 班 诸致玮
虽然我不怎么爱吃红烧肉，但
是它还是对我很重要，它是外婆给
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我第一次学会用筷子的那天晚
上，外婆烧的就是红烧肉，里面还有
好多鹌鹑蛋。以前我只会用叉子或
者勺子。但是那天，我记得晚饭还
没有准备好，只有红烧肉刚刚被外
婆端上来。爸爸妈妈还在洗手，外
婆还在厨房里盛饭，所以饭桌边只
有我。我那时才五六岁吧，觉得自
己站在那儿太无聊了。我一手把妈
妈的筷子拿起来，夹了一个蛋。  
外婆去世了以后，我们好几年
都没有吃到家里烧的红烧肉。我也
不太在乎，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觉得
那道菜有多么好吃。我有时嫌它太
咸或太甜，有时又嫌它太淡。它不
是太肥，就是太瘦；肉不是太硬，就
是太软。反正都让我觉得不好吃。
我跟着妈妈去高中团聚的时候，更
喜欢吃的常常是饭店里的凉拌黄
瓜，或者西瓜汁。
几个月前，爸爸做了一锅红烧
肉。这一次，我觉得好像世界上从
来没有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但是也
有可能是我想到了外婆，突然见识
了世界的美丽。  

社区动态
星光 歌韵 梦想
“星韵儿童艺术团”深受华人社区热捧

华夏总校教学部将于三月十六日在华夏樱桃山
分校举行 2018-2019 年度“教务管理交流会议”。这
是华夏总校第四次举办此类活动，旨在为各分校搭建
教学管理交流的平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
会议将举办实地观摩课堂教学，分享教学管理经
验，讨论教学管理的热门话题等。目前组织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预祝会议圆满举办。       （许兰薇 供稿）

2018 年教务管理
交流会议

华夏红火人如织，歌舞游戏庆新春！  大纽约分校 刘颖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
今年二月十日下午，华夏大纽约
分校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隆重
举行。礼堂内外张灯结彩，欢歌
笑语，全校师生、家长近千人欢聚
一堂。在校领导和志愿者团队的
精心策划和周详准备下，活动的
午餐、演出、摄影、游艺等各个环
节精彩纷呈，让大家共度了又一
场难忘的新春盛宴。
联欢会上共演出了四十多个
节目，学生和家长各显身手，共庆
佳节 ! 全校大多数语言课班级都
排演了节目，歌舞、说唱、三句半、
小品，形式多样，内容从经典到流
行，不一而足。排练节目的过程，
也是孩子们切身体验中国文化的
机会。老师和家长们寓教于乐，
特别能促进孩子们对中文的兴
趣。而文化课班级的节目则更是
在编排设计、服装造型、表演水平
等各方面都颇有水准，美轮美奂。
联欢会以热闹的舞狮开场，古典
舞蹈《春江花月夜》展现了羽衣
霓裳的大唐风韵，传统乡土风的
红绸舞热闹喜庆，武术表演功底
扎实，气势挺拔，民族舞蹈《离人
愁》表现古代征夫和妻子的两地
相思，少儿舞蹈《海韵》结合了芭
蕾与现代舞元素，小演员们演绎

得清新灵动。观众们不仅欣赏了一
场美好的文化盛宴，节目中丰富多
样的文化元素更是对中华文化的致
敬和巡礼。
何青校长还带领志愿者团队向
全校师生、家长送上了浓浓的新年
祝福。除了演出，礼堂外还有中国
风拍照点，专业摄影师为大家留下
一幅幅春意盎然的“全家福”。还有
空竹、书法、套圈、画脸等多种儿童
手工游艺活动。由高年级学生组织，
带领小朋友游戏、积分、领奖，也是
锻炼大孩子领导能力的好机会。摄
影团队拍摄了大量的精彩照片和联
欢会完整的节目视频。
大家都说联欢会是一年年办得
越来越好，审美情趣、编导水平逐年
上升，真要为我们的团队不断总结
经验、精益求精的精神而点赞！而
从活动策划、节目创意到排练演出，

更是让全校师生全方位地提高了
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感谢参与 2 月 10 日华夏大
纽约春节联欢会的每一位家长、老
师、同学和志愿者！正是：燕舞莺
歌，携手纽约辞旧岁。桃欢李笑，
并肩华夏谱新春。

大纽约分校园丁风采
韩璐璐老师
现任我校启蒙班和学前班老
师。她自幼热爱音乐，早年师从于
著名钢琴家朗朗的同一启蒙教授
朱亚芬老师，多次在比赛中获奖。
后在波士顿完成文学硕士学位。
带着对教育的浓厚兴趣，选择从事
音乐和中文教学。韩老师性格活
泼，多才多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课堂教学生动有感染力，多次被评
为优秀教师，深受孩子和家长的喜
爱。
韩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快乐学
习。她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使用
发散型思维，通过儿歌、游戏、诗
词、表演等各种形式，让孩子们真
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用热
情和爱心使孩子们自然地爱上中
文。韩老师曾在总校做过一个“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讲座，受到
一致好评。
傅耘老师
现任我校《马立平》六年级老
师。毕业于日本亚洲大学。现在
曼哈顿一家艺术教育公司从事行
政管理及教育指导。加入大纽约
之前，傅老师曾在两所顶尖私立中
学任中文课老师，教六至十二年级
非继承语学生学习中文。近十年
来私教学生不断，积累了海外中

在 新 泽 西 和 大 纽 约 地 区，活
2 月 2 日在 NJPAC，
“星韵儿童艺术
“星韵儿童艺术团”现有成员
跃着一个名为“星韵儿童艺术团” 团”和新泽西交响乐团合作，在首
一百名，都是从 300 多名申请者中
（Starry Arts Group Children's Chorus） 届中国新春音乐会上一展歌喉，演
选拔出来的，年龄在 7 岁至 16 岁之
的演出团体；其创始人为华夏资深
唱了《送别》、
《让我们荡起双桨》和
间。很多小演员来自华夏中文学校
义工，很多小演员也来自华夏各个 《茉莉花》等耳熟能详的曲目，演出
各分校，比如李文斯顿、密尔本、伯
分校。这个艺术团新近的两场演出，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方好评如潮。
克利、奔腾、博根、东部、北部、南部、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前艺术团已经收到邀请，明年初
桥水、爱迪生等等。
将再次和新泽西交响乐团合作。
在负责人沈哓星老师和家长
另一场演出在 2 月 8 日。“星韵儿
及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该团从成
童艺术团”接受了美国亚文交响乐
立起就活跃在各个华人社区，比如
团的邀请，在世贸中心旧址白鸟大
参 加“2018 年 普 兰 斯 堡 艺 术 节”、
厅举行的中国新年音乐会上表演 “华夏李文斯顿圣诞晚会演出”、
“教
《茉莉花》。这是在纽约世贸中心地
会 抗 灾 义 捐 慈 善 晚 会”等 等。 今
标 建 筑 The Oculus 首 次 举 办 中 国
年的演出更是频繁，达至少九场之
新年庆祝活动。
多，比如去老人中心（Chatham Hills

文 教 学 第 一 手 经 验，拥 有 Hunter
配合，她认为只有老师、孩子、家长
College 中文教师资格证及国侨办
共同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三角关
颁发的海外华文教师证书，并多次
系，才能促进孩子学好中文。她说：
获得华夏优秀教师奖。
“在国外环境学习中文，不是一件
傅老师自华夏大纽约成立以来，从
容易的事！ 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
一年级、三年级一路教到六年级， 来说，对学习中文的兴趣、课堂的
有丰富的针对各年龄段孩子的教
表现，以及最后取得的成绩，绝大
学经验及一套管理学生的方法。 部分取决于家长对中文学习的重
傅老师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孩子，主
视程度、对孩子的敦促和每天所花
张把课堂还给学生，通过丰富的课
的辅导时间。”
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主动参
与度，并根据学习难点进行有针对
马捷老师
性的指导，让学生在自信中逐步提
华夏资深教师，曾经教过《马
高汉语能力，长期保持对中文的兴
立平》和《标准中文》低年级，现在
趣。
又担任《美洲华语》七年级的教学。
马老师经验丰富，富有耐心和爱
李谦云老师   
心，在重视基本教学要求的同时，
现任我校二年级《马立平》教
注重寓教于乐，保持学生学习中文
材教师。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出
的兴趣。春节期间，马老师根据七
国前是水电专业高级工程师，现在
某医学院研究实验室工作。我校
年级孩子不愿上大舞台的特点，组
资深教师，十多年华夏教龄，持有
织了班级春节联欢会。每个孩子
华文教师证书，多次获优秀教师
都要上台表演，表演形式不限，但
奖，其中包括“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是节目一定要有中国元素，如唱中
优秀教师奖”。曾担任两届华夏教
文歌，演奏中国乐曲，玩中国乐器。
务长。有多种教材教学经验，注重
最低要求是背一首中国诗词。表
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有丰
演结束后，还进行了猜谜活动。这
富的教学和课堂管理经验。李老
样的活动让学生们在欢声笑语，吃
师的课是我校教《马立平》的老师
吃喝喝中达到了体验式教学的成
都必听的示范课。
果。
李老师特别注重与家长们的
Subacute Care Center）义演，受邀参
加新泽西华人联合总会举办的 2019
新春团拜会，在李文斯顿图书馆举
办的中国新春活动献演等等。
星韵儿童艺术团（所属东方文

化艺术交流协会）以弘扬东方华夏
的艺术为宗旨。今年星韵儿童艺术
团会继续给孩子们创造学习和演出
的机会，继续把中华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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