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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到哪里去了
马立平七年级 田宇轩 

指导老师 孟青
	 很多年以前，我还小的时候，
在北京姥姥、姥爷家住过一段时
间。那是一段非常美好、非常幸福
的日子。那时，天蓝蓝的、高高的。
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好吃的，春天
嫩嫩的香椿芽，夏天甜甜的大西
瓜，秋天金黄的柿子，冬天红红的
冰糖葫芦。我记得那时我最喜欢
和姥爷一起去散步了。姥爷暖暖
的大手拉着我小小的手，一边走一
边给我讲着有趣的事，有时看到有
卖什么好吃的，还会买给我吃。冰
棒、糖炒栗子、烤白薯就成为我散
步时的好朋友。
	 有一天我和姥爷散步回来，刚
进家的小院时，我突然有了一个问
题。
	 “姥爷，我有多高了？”	 我问
道。
	 “应该有一米了吧，我们来量
一量吧！”	姥爷笑着回答到。
	 “来吧！站在这里，我给你量
一下身高。”	姥爷指着那棵大树对
我说。
	 我高兴地赶紧跑到了树底下。
站在那里，笑着，等着姥爷来量。
姥爷看看我，就在大树上做了一个
记号。
	 “你看，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姥爷高兴地说。然后又拿来尺子
一量，真的有一米。“我有一米啦！
我有一米啦！”我大声地说着。我
记得那时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
是大孩子了！
	 过了些时候，我回到了美国。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不知不觉
中，我长大了。几年后的暑假，我
又回到了北京。一切还是我熟悉
的样子，同样的院子，同样有很多
好吃的东西，同样地拉着姥爷的手
一起散步。可是不一样的却是，我
已经是一个少年了，而姥爷已经是
满头白发了。
	 我低声地问姥爷：“姥爷，时间
都到哪里去了？”	
		 姥爷笑着把我拉到院里的大
树下。“你看，时间都在那里呀！”
姥爷一边指着树一边对我说。
	 我抬头望着那棵树，树还是那
棵树，但是已经长得更高了。在那
又粗又壮的树干上面，我仍然可以
看见姥爷在我小时候留下的那个
记号。我和姥爷都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那棵树。
	 我不知道当时姥爷在想什么，
但是我仍然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该多好呀！”

院子里的春天
马立平六年级 王子萱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叽叽喳喳！鸟儿在外面唱歌
呢。我飞快地跑到院子里去，好一
个美丽的春天！树发芽了，野花开
了，太阳照在大地。春天到了！我
最喜欢我家院子里美丽的春天。
	 三月初的时候，天气还是凉
的，但是太阳在外面暖暖地晒着，
好像想慢慢地把冬天送走。风还
很大，白天还很短。花没开呢，树
也没发芽。过了几周，天气慢慢变
暖。大风慢慢变成了徐徐的微风，
太阳仿佛把冬天推走了，在天空里
放射光芒。春天的第一个信号就
是我们家院子里的紫色小野花，叫
葡萄风信子。它们在前院的草地
里零星地长出来。我一看到那些
花，我就知道春天来了。
	 没过几天，前院那颗大树发芽
了。树芽是嫩绿色的，小小的，好
像是人画在树枝上的。草地里其
他的小野花也长出来了。有白色
的小星星花，黄色的蒲公英花，还
有粉色和紫色的花。到四月底的
时候，我们后院里的樱花树也开花
了！樱花树快有我家二层楼那么
高。浅粉色的樱花挂满了树，就像
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一样。这时候
更多的鸟、松鼠和蜜蜂也到院子里
来了。鸟儿在树上挂的喂鸟器吃
米和唱歌，松鼠在树上爬来爬去，
蜜蜂在院子里嗡嗡地忙着采蜜。
这时，春天完全到了。
	 春天的时候，每天院子里的颜
色都在变，仿佛像是在放动画片。
这让我特别兴奋，感觉到生命的力
量！

日落
马立平六年级 凌嘉钰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每天晚上有日落。我每天想
看到这个好看的杰作。
	 天还是蓝色的，太阳还在天空
里闪着。突然，太阳开始移动了，
云也慢慢地走了。太阳慢慢地往
下走，我知道太阳马上要下去了，
我看着天，我知道它马上要变颜色
了。
	 果然，过一些时间，天开始变
颜色了。天本来是蓝色的，现在这
个蓝色慢慢消失了。先粉红色，跟
着紫色，最后，还有一点儿红色来！
这些颜色混合起来，很美丽。太阳
开始下去了可是天还满亮的！人
们可以开始看到月亮和星星了。
放在一起漂亮的很！可是我知道
这些颜色马上就没有了，天马上要
变黑颜色了。
	 过了几分钟，太阳真的下去
了。天里面的粉红色、紫色和红
色，都开始消失了。代替他们的地
方出现一道深蓝色，很深很深的，
像海里的水一样。过了一会儿，天
又变颜色了。这次天变黑了。月
亮和星星出来了，在天空里闪来闪
去。好美丽啊！
	 日落真是奇妙！

冠状病毒疫情后如何复工
美洲华语七年级

指导老师 陈坚
	 徐嘉怡：在意大利冠状病毒达
到顶峰之后，人们面临着一个新问
题：什么时候应该回去工作？我读
了一篇文章，它讨论了利用测试已
经恢复健康的冠状病毒患者的血
液中抗体，这可避免冠状病毒第二
次爆发。但是，只有一些人具有抗
体。如果没有抗体的人恢复工作，
他们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并使意
大利本来不幸的患者数量进一步
恶化。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想
通过给所有人测试抗体来决定谁
可以开始工作。携带这种抗体的
人将被允许恢复工作，因为他们不
会再次感染冠状病毒。同时，他们
也可以帮助经济发展。这并不是
一种歧视的行为。相反这是对国
家的保护。
	 贾叶繁：在很多地方，很多人
得了新冠病毒。大家担心的是，如
果政府让人们出去，怎么避免更多
人得病？一些科学家们说，有些人
有了抗体可能帮助他们不得新冠
病毒。政府会让那些人出去，但是
不让那些没有抗体的人出去。但
是，大家不确定那个抗体会还是不
会让人避免新冠病毒。
	 黄明雅：在意大利，人们认为
最严重的冠状病毒已经过去。一
位总统希望研究人员提出解决方
案，以便未被感染的人仍然可以上
班。在意大利，有超过 100,000 人
被感染，至少 20％死了，但 40％已
康复。但封锁城市之后，受感染人
数开始下降。意大利、德国、中国
和美国的科学家正在研究抗病毒
的药物，并研究其对人的影响。在
意大利，他们计划研究使用抗病毒
的药物。科学家帮助国家试图恢
复往常。在意大利，他们还希望给
康复的人发健康执照。
	 万博麟：意大利觉得最痛苦的
时候都已经过去了。有一些人有
抗体所以可以杀死新冠病毒。他
们也考虑允许有抗体的人去工作。
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最早有新冠病
毒，并大量传播的国家之一，	他们
有病例可以研究病毒和如何保护
人们免疫。意大利在做很多测试，
所以他们可能先复工，然后意大利
人民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为什么中文课不需要期中考试
美洲华语七年级 卢澄玥

指导老师 陈坚
	 期中考试一个大家都不想要。
平常的考试还可以，不过，期中考
试就不好了。期中考试不要，因为
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还因为考试
会让人很焦虑，写文章作为期中考
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第一个原因是要花很多时间
准备。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中学生
很难。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弹琴，游泳，跳舞，作业，中
文作业，写东西，数学等等。这些
事情都做完以后就大概是要洗澡

睡觉的时间了。啊，我忘了复习中
文了（̂_）̂这时你才知道：我的时间
不够。要是剪掉这段时间，那你可
以做别的事情。我不是说中文对
我不重要，我是说，为什么不能一
点一点地考呢？为什么得堆起来
到一个大的考试呢？很多小测验
可以减去压力，我们还可以一点一
点地复习。你要是每周都给我们
一个小测验的话，那我们不仅会记
得去复习，你还可以看谁要帮助然
后赶紧去帮他们。这个才重要。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考试很让
人焦虑。很多人说压力是一个很
不好的东西。压力可以让你觉得生
命是一个愚蠢的东西。有些人因
为太多压力就会自杀。我当然知
道一个期中考试不会让大家自杀。
不过通过很多很多压力的积累，变
成人类不可想象的压力，那我们就
接受不了了。期中考试加到我们
在学校必须要考的考试。要是这
不是必须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不
考。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
个方式（写文章）的考试是很好的
一个方式。通过写文章，我们不止
可以用到我们已经学过和刚学的
知识，还可以自己动脑筋去找别的
东西来学学。在中文学校里的人
可能很少的人用中文写过一篇文
章。写文章要求你用你的脑子，写
文章也可以用一下我们平常不会
用的中文。比如说，写文章需要用
的衔接词。写这种东西是很难的，
所以写文章会让你去问问题，问完
了，你的词汇量会增加，让你用的
词语变得更丰富。
	 我们应该不考期中考试，因为
需要很多时间去准备，因为考试很
让人焦虑，写文章这种方式作为一
个期中考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期中考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看
我们学了什么，不过大家真的不喜
欢考试，太多压力了。

为什么中文课不需要期中考试
美洲华语七年级 万博麟

指导老师 陈坚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进行期中
考试，因为学生实际上没有从考试
中学到任何东西，给学生带来了精
神压力，而且超级大考试也不应成
为判断学生智力的方法。
	 期中考试通常只要求学生记
住单词，而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学生不应该只
记住单词并写下来，因为他们不会
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中文课旨在
提高你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写
作，阅读还是交谈）使用中文的能
力。期中考试还迫使学生记住单
词，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任何
东西，因为他们通常不知道单词的
含义，只记住单词才能在考试中取
得良好的成绩。学生的父母将孩
子送到中文学校，以提高他们的中
文技能。但是，当学生面临实际说
中文的问题时，他们将无法使用在
中文学校学到的东西，因为他们不
知道自己在考试中写的单词的含
义。
	 不应采用期中考试的另一个
原因是，这给学生带来了精神压
力。学生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
复习，而中文老师却没有意识到要
花多长时间，学生们还要上学和各
种课外课。诸如期中考试和期末
考试之类的考试也占了很大的分
数，这使学生对考试感到非常大的
压力。另外，当学生获得考试成绩
却表现不佳时，父母会责怪他们不
良的学习习惯，并且他们没有做好
足够的准备。但是，最有可能的原
因是学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考试，
或学习的方法不好。
	 最后，大考试不应成为判断和
确定学生智力的方法。成绩仅仅
是衡量孩子的智力的数字，而大考
试不应该成为衡量学生在课堂上
学习成果的标准。学生在课堂上
的学习成果应该取决于对知识的
理解，而不是他们对内容的记忆能
力。例如，老师应要求他们告诉他
单词的含义并将其用于句子中。
与其进行大型测试，不如像现在这
样，每周都要进行小型测试。
	 我认为不应采用期中考，因为
期中考不能真正衡量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除了大型测试之外，我们
应该每周继续进行这些小型测试，
以确定我们的成长和成绩。

 

 

	 在这病毒肆虐的疫情期，为了保证学生老师的健康和安全，总校
取消了几项本学年重大校际赛事以遵守社交隔离的规定。
	 为了让学生在居家期间仍有精彩的中文学习活动，华夏总校教学
部精心推出了“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希望通过此项竞赛，让华夏学生在居家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能更
多地了解祖籍国壮丽的河山和璀璨的文化！
比赛规则：
* 日期：6/13/2020
* 地点：网上
* 参与年级：初级组 4-6 年级；高级组 7-9 年级							
* 分校名额：500 学生以下的分校	每个年级组可报	6 名选手参加；500
学生以上的分校每个年级组可报 8 名选手参加
* 报名截止：5/25/2020
	 竞赛复习题目及报名表已发至分校，竞赛题目将基于复习题内
容，具体比赛细则稍后公布，敬请各分校关注。
																																																																																总校教学部
																																																																																		5/4/2020

	 二Ｏ二Ｏ年三四月本应是中文学校按部就班比较轻松的时间，但是
今年这两个月却大不相同，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学校校委会和董事会在
忙里忙外竭尽全力地办理医疗防护用品的捐赠事宜。至四月底，华夏中
部 ( 蒙哥马利 ) 分校共捐赠给当地医院，EMS，senior	center	个人防护用品：
KN95	口罩 3600	个，N95	口罩 350	个，small	N95	口罩 400	个，face	shield	4	
套，防护服 100	套。另外正在进行的还有为警察送午饭、送咖啡等等。
	 三月中疫情在纽约新泽西大爆发的时候，中文学校的家长和华人社
区成员们在媒体上看到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急需防护用品，很多医院已经
严重告急。医务人员身处危险境地，其中不乏中文学校的家长和成年子
女。面对危情，大家心急如焚。	
	 蒙哥马利镇华人团体率先捐赠当地 EMS	400 套防护服，他们还辗转
纽约买来医用口罩捐赠给普林斯顿医院。	
	 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中文学校家庭和朋友们在校长王缨、副校长
雷志军、董事长王延荣的带领组织下，校委会和董事会全力出动，募捐、采
购、联络捐赠机构……大家白天上班，晚上碰头汇总各方进展状况，短短
一个星期，规模较小的中部分校就募集一万两千多元。
	 在姐妹学校博根分校的帮助下，中部分校从中国购买了 3600	 只
KN95	医用口罩准备捐赠给 Penn	Medicine	Princeton	Medical	Center。虽
然供货商快马加鞭在次日就将货物送交快递公司，但没想到好事多磨。
疫情期间，航空运输纷纷停摆，首先就给跨国快递带来极大困难。最难预
料的是，货物运达美国口岸却迟迟无法清关。校长王缨直线追踪催促，但
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接通一个客服电话要等 4-50 分钟。经过三四天的电
话沟通，补充文件，海关终于放行了，两批 KN95	口罩终于一波三折地送
到了 Penn	Medicine	Princeton	Medical	Center。
	 在这期间由董事宋丽、刘昂牵头联系，学校还从日本采购了 100	套防
护服捐献给当地 EMS 和老人中心。董事长王延荣，董事徐春晓负责联合
当地中餐馆“湖南饭店”，为执勤的警察在四五两个月送饭各一次，同时捐
赠咖啡 pods	300 个。我校前家长 Chelsea	Zheng 捐赠了 400	只	small	N95	
给学校，由副校长雷志军联系，转赠给了 RWJ	Barbara’s	Health	Center。
中 文 学 校 篮 球 队 也 捐 赠 N95 口 罩 300 只 给 Penn	Medicine	Princeton	
Medical	Center。篮球队长曾明的公司还捐赠了四套 3D	打印的防护面罩
给学校，由学校转赠给蒙哥马利 EMS。

华夏中部 ( 蒙哥马利 ) 分校 

Covid-19 捐赠记事

“华夏杯”中华知识竞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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