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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一家
 《标准中文》四年级二班 郑齐轩
我们家在一起，有数不清的快
乐时光。妈妈教我煮吃的东西，我
现在都会煮一整桌大餐了。妹妹和
爸爸总是逗我笑。爸爸还教我修理
不同的东西。
爸爸妈妈最喜欢带我们周游世
界。今年暑假我们去了香港、泰国，
还有新加坡。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天
气非常热，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好
吃的。在泰国，我去了皇帝岛，还有
甲米岛。泰国的天气没有很热。新
加坡也很热，我在那儿吃了很多东
西。
爸爸和妈妈童年的时候，住在
福建省的同一个城市。他们从小到
大都是好朋友。两家就在对面，但
是走不过去因为中间有一条河。他
们住的地方有很多山。马路上有很
多鸡、鸭，还有狗。以前还有牛和很
多田。菜市场很像跳蚤市场，路边
还有很多餐馆。我不是很喜欢那些
吃的，但我喜欢去我爸爸和妈妈的
家乡玩。

小宝贝长成故事大王小学霸
 《标准中文》四年级二班 姚桐桐
我最喜欢吃的中餐是小笼汤
包。爸爸说汤包是用小竹笼蒸的，
所以叫小笼汤包。汤包的面皮包着
肉，旁边有很多汤。我喜欢吃小笼
汤包是因为它的汤很香，皮蘸着汤
也很香，肉很甜，而且跟醋一起更好
吃。我喜欢皮和肉分开吃，可是爸
爸妈妈说有点恶心，叫我不要那样
吃。但是我不管，我可以一次吃三
个，如果不是爸爸妈妈不让我再吃
更多。
原来学中文对我来说很痛苦。
做功课都要做好长时间。复习的时
候，常常把学过的字都忘了。我感
觉很不高兴，会在车子里又叫又闹。
我那么小，在座位上坐两节课好累，
有时就忍不住动来动去踢椅子。可
是最近我不那么痛苦了。谢谢爸爸
妈妈帮我，我能安安静静听课，还回
答很多问题，考试考得越来越好。
老师说我的作文非常棒，讲的故事
打动了她。
上星期，我写了我阿公的故事。
阿公是一九四五年在台湾出生的。
在他很小的时侯，他的妈妈就去世
了，而他爸爸很忙。他就会在他自
己的阿公阿妈家待着，把自己的阿
公和阿妈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也
把阿公阿妈的家当作自己家。
他上中学的时侯，需要离开家
去外地上学，只能暑假的时候回家。
他的阿公家的狗会在火车站等他，
陪他走回家。他阿公阿妈的家旁边
有很多稻田，有山有水有湖，有河有
树林还有海。我的阿公每天都出去
跟好多小朋友玩，他们会去打猎抓
鸟，射鱼钓鱼，还有游泳玩耍。我阿
公现在会教我好多东西，都是那个
时候学到的。我中文越来越好了，
才能缠着阿公听更多他的故事。

致我终将消逝的童年
 学生义工 秦楚玉
我只对我的童年留下了模糊的
记忆。但每当外婆翻动我们家的相
册时，她总是生动地向我讲述每一
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通过我的外婆
讲述和我微弱的记忆，我知道我的
家人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我们贫
穷而挣扎，但我们的生活是满意和
快乐的。
那是我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后的
夏天，在新的幼儿园里开始了我的
大班的生活。外婆告诉我，当时我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站在舅舅的电动
自行车前面，和舅舅一起去接舅妈。
我舅妈在一所大学工作，在我们去
她学校的路上，我们会经过一个美
丽的乡村，在那里，小路的两边满是

鲜艳的黄色油菜籽。我舅舅会把他
的电池自行车停在小路上一会儿，
看着我跑到花丛里和蒲公英一起
玩，有时他也会加入。我已经记不
清在那花海里有多少房子，也不记
得那条小径的出入，但我还记得的
是那辆过时的电池自行车，它承载
着我所有的童年记忆。
早在 12 年前，那辆电池自行车
就已经是一件老古董了。它被我舅
舅从二手市场买了回来。它的一些
油漆已经脱落，刹车也失灵了。当
我舅舅把它带回家时，他不得不修
理它，以便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安全地使用它。虽然它又旧又破，
但它成了我家里最重要的交通工
具。
当我外公骑着这辆电瓶车带我
去学校的时候，他没有让我站在前
面，因为他认为这太危险了。但是
每次我舅舅带我出去，我都能站在
他的电瓶车前面。眼前的风景一览
无余，让我觉得骑那辆电池自行车
的人是我。并且在车上可以很快地
发现周围发生的新事情，我感觉好
极了。当时，我认为我家最依赖这
辆自行车的人是我舅妈。如果它的
某些部分坏了，她就不得不步行回
家，或者早起去上班。
一辆二手的电池自行车是我们
交通上的最大预算，我们住的地方
亦是如此。我们全家住在一个只有
两间卧室的出租小公寓里。我的舅
舅和舅妈共用一个房间，另一个房
间是我和我外婆的。因此，我外公
不得不睡在一个客厅里的沙发上。
现在，如果我回忆起那张沙发，它并
没有那么大。但作为一个孩子，我
觉得那张沙发大得可以像蹦床一样
跳来跳去。我过去常常用沙发上的
枕头垫垒起一个小城堡，并假装我
是这个小地方的公主，没有我的许
可没人能进到我的小天地里。
小时候，外公就像我的“保镖”，
用舅舅的车送我上学，放学后接我
回家。我的舅舅在我童年时扮演了
父亲的角色。他会做父亲做的一切。
他带我出去“冒险”，鼓励我爬树，并
问我是否想骑自行车。他还买了很
多东西来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然
而，当我说谎或对别人不礼貌时，他
也很严肃，教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其实在这之前，我的生活并不
是这样。在离开我出生的城市之前，
我们的家庭经济状况还算比较好。
在我母亲决定和我父亲离婚之前，
我们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当时我
只有三岁，早已记不起我父亲的脸
和他的所作所为。但从我的外公外
婆那里，我知道了一些，他打了我妈
妈。作为一个三岁的孩子，我对家
庭暴力没有任何概念，但当我看到
母亲离婚证上的照片时，我知道父
亲一定伤透了她的心。我明白了为
什么妈妈决定离开他，开始新的生
活。
在我们搬离了那片爱恨交织的
土地后，我妈妈在另一个城市努力
工作，为我们的整个家庭提供更好
的生活。我记得我妈妈第一次离开
的时候，我以为她要抛弃我了，我哭
得很厉害，在外面等着她以为她很
快会回来，等了很长时间后，我并没
有等到妈妈。外婆会把我带进来，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以至于后来，
这种分离变得很平常，我妈妈会离
开我们好几个月，回来也就几天。
然而，一旦她有机会来看我，就会马
上回来。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是一
个聪明坚强的女性。她知道自己想
要什么，不管有什么困难，她都为之
奋斗。虽然我的家庭遇到了很多困
难，特别是我的妈妈经历了她的生
活起起伏伏，在我家人的爱意包围
下，我还是像一个小公主一样长大。
这是我和电池自行车的合影童年，
拍摄于 2007 年。它不仅记录了我
家族的历史，还展现了我奇异又幸
福的童年。

社区动态
爱迪生市新学委陈云霞宣誓就职
陈云霞女士 2018 年勇敢参选爱迪生市学区委员，经过激励角逐，成
功当选。2019 年 1 月 2 日，爱迪生市新学委陈云霞宣誓就职。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为提升华人形象做努力
Peter Wang 在 2018 年的情人节 , 佛罗里达高中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S 的枪杀案中为了让同学尽快离开现场顶住门而牺牲，年仅
十五岁。这种为保护别人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对华人形象的提升，不是
一般学术或经济成就所能替代的。为此，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号召大
家广为宣传 Peter Wang 的英雄事迹，让为了保护同学而献身的 15 岁华
裔中学生 Peter Wang 能够得到总统自由奖章。

由总校文艺部主办的“华夏
之星”今年又要和大家见面了，日
程安排如下。
1.“华夏之星”。四月六日，星
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承办学校：
中 部 分 校。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 08558                                                                                              

2.“北 部 华 夏 之 星”。 三 月
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一点半至
三点半。
承办学校：
纽约中心分校。                                                          
75 Grasslands Road, Valhalla, NY
10595
“华夏之星”是华夏中文学校
的一个品牌活动，
有近 20 年历史。

它不仅给学生们一个展示才艺的
机会，也是对各分校文艺类课程的
考核，因而一直受到华夏的学生、
家长及指导教师的追捧。  
                              （林胜天供稿）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吴强校长 2019 新年贺词与展望
各位华夏老师、同学、家长、义
工们：
2018 年 是 辛 苦 的 一 年，也 是
收获的一年。中文学习上我们小
朋友们学习进步，毕业生们全部通

过了 HSK 考试。体育上在总校运
动会上勇夺第一。向大家表示由
衷的祝贺。
展望 2019，我们信心满满，期
盼更多的收获。祝福每一位华夏

人，感恩所有老师、义工的无私奉
献，感恩所有支持我们的捐助者，
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
愿欢乐天天伴随着你。猪年
吉祥，大吉大利！

活动回顾
我校勇夺华夏中文学校 AIG2018 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名
华夏中文学校 AIG2018 田径
运动会于 10 月 14 日在普林斯堡
高中举行，今年是十年来首次在
金秋十月举办。华夏爱迪生分校
有三十多名健儿参加了比赛。虽
然人数不是最多的，但是我们取
得了最好的成绩，勇夺团体总分
第一名！

举办图书交换活动
12 月 16 日周日两点到五点，
在餐厅举办图书交换活动。成人

书、小孩书、中英文书都有。捐书
者领买一送一的折扣卷。成人书
一 元 一 本，小 孩 书 一 元 两 本，所
得 收 入 捐 给 学 校。Nonperishable

Food Items，学校收集后捐给本地
Food Pantry。很多学生及家长，还
有义工参加。大家纷纷表示这样
的活动很有意义。

美食活动及中国传统手工才艺展示
2 月 3 日，我校为大家献上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活动和精彩纷呈的演出节目以及
“美食品尝分享”等一系列精彩的庆祝活
动。这是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第二届迎新
春美食分享活动，美食达人带来了自家的
拿手菜，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咖啡
厅的中国传统剪纸，写春联等手工才艺展
示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不少小朋友拿
起剪刀，剪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春字。

华夏教坛

编者按：
“教材”一直是中文学校关心的话题。这是一篇曾
经提交给“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四次全国大会”的小组专题讨
论稿。虽是旧文，但在今天依然有借鉴与参考价值。因版面有限，
文章有删节，保留原署名。感谢作者赐稿！

如何选择和使用教材（节选）
兼谈《中文》的使用和辅助教学方法
美国的中文学校绝大部分是
一周一次课的周末学校，教师来源
多为热心的家长和热心海外中文
教育的人士，专业中文教育工作者
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且由于是业余
工作，教师的流动性很大。正是有
着这些特殊性，使得中文学校的教
学往往出现一种看似一棵参天大
树“枝繁叶茂”，而实际教学却像
无根小草“不扎不实”的局面，风
一吹就倒！因此，除了组织管理和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之外，一套合
适的教材能使中文学校的教学事
半功倍。
然而有了一套“好”教材，老
师就能教得好，学生就能学得好
吗？一个学校该如何决定使用哪
一套教材呢？这些都是我校多年
来一直琢磨、研讨的问题。下面就
谈谈奔腾建校六年来在“如何决
定和如何使用教材”上所做的一
些工作。
一、教材是重要的。
因为，一套“合适的”教材能
让中文学校的教学事半功倍。那
么，为 什 么 说“合 适 的”，而 不 说
“最 好 的”呢？ 因 为 教 材 不 是 万
能的，没有任何一套教材是十全
十美的。一位大学教授说过，
“教
材永远是遗憾的”。这是一句大
实话，因为当你在编教材时，绝对
是希望这是一套最好的教材；但
是当老师在使用这套教材时，常
常会发现许多问题，许多不合适
的地方，这是因为编者往往不是
直接使用者。那么是不是说，使
用者教师就能当编者了呢？不一
定！因为编写一套教材要考虑全
方位的问题，而使用者所发现的
问题则是某一点上的。因此，一
套教材只要在总体上是“适合的”
就可以了，至于内容上、选材上稍
有出入，只要不是语法以及用词
之类会误人子弟的问题，就可以

 华夏中文学校奔腾分校校长 张悦

认为是一套合适的教材。
二、教材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 为，在 教 学 中 教 材 固 然 重
要，然而教材的使用者——老师才
是更重要的。一个好老师手中有
了一套“合适的”教材，就可以取
其精华，扬长避短，教出一班好学
生来。这就好比一位优秀的裁缝
手中拿着一件稍有缺陷旗袍（而不
是一件短衫），修修剪剪，照样能让
一位姑娘穿出旗袍的风采来。也
就是说，如何使用好一套教材比仅
仅有一套好教材更重要。因此，对
中文学校来说，有一支优秀的教师
队伍才是最重要的，优秀的教师才
能教出优秀的学生。

助材料，那就更理想了。
3）再 次，必 须 了 解 整 套 的 教
材。因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侧重
点都各不相同，能编得好初级的，
不一定能编得好中级或高级的。
作为一个学校，得考虑到学生从入
门一直到他毕业的整个中文学习
的过程。
4. 决定在学校内使用或更换
教材时，以下两点是必须注意的：
1）不能以行政手段来决定使用哪
一套教材。
2）换教材必须循序渐进，一学期或
一学年换一册。全校同一学年或
同一学期统一换教材的做法是欠
妥当的。

四、我们学校所做的取长补短的工
三、学校如何决定使用哪一套教材
作。
我认为以下这几点是必须要
鉴于以上谈到的这些问题，奔
做的：
腾整理并编写了以下一些辅助教
1. 了解学生。要知道学生的
学材料：
《没有拼音的课文》、
《看看
来源，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习
我们学了多少中文字》、
《生字卡》、
动力。
《补充辨字练习》、
《偏旁部首表》、
2. 了解教师。要了解教师的 《教学大纲》、
《期末统一复习提纲
中文程度、英文程度；是否喜欢孩
和统一试卷》。通过这一系列的教
子、能否和初、高中生有良好的沟
学辅助材料的编撰工作，配合学校
通能力；在美国多久了、对美国生
的几项教学比赛，奔腾已基本结束
活的了解程度；除站讲台的时间
了学生“回炉”的现象。
外，每周有多少时间可以花在教学
教师方面，学校把重点放在要
上；是否能吸引学生，控制课堂的
求老师站好每周两个 50 分钟的讲
能力如何等等。
台，其他事情有章可循，有人可问，
3. 教材的评估。要评估一套
有资料可查。应此，大大调动了每
教材是否合适，我们应该考虑以下
位老师的积极性。同时，我们又实
几点：
行了每学年的“试卷分析”和“巡
1）首先，要考虑是否对学生合
回听课”制度，从而进一步了解老
适。课文的长短、内容、词汇量的
师的教学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地、
多少、练习册作业量的多少、是否
有效地当好老师们的后勤部。
合适这里的学生每周一次的学习。
2）其次，要考虑是否对老师合
后记：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
适。教师手册能否成为好帮手？
已有 17 年了。我校目前已达到了
因为这里非科班出身的中文老师
八年级的毕业班（每年 30-40 名）
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在边教边学。 学生已经用 HSK 五级作为毕业考
因此，一本好的教参就变得十分重
试。2018 届 的 毕 业 生 HSK 五 级
要了。同时，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辅
的通过率已达到 89%。

新澤西辦公室 : 1876 Lincoln Hwy Suite 201, Edison, NJ 08817; Cell：732-485-6860 Tel: 732-287-5598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新聞、廣告線索：732-485-6860

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