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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的奶酪
康州分校七年级 江楚帆

指导老师  薛艳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叫小宝。小
宝特别喜欢吃奶酪。其实，他的家特
别贫困。然而，他一拿到钱，就会花
在奶酪上，不会节约钱。每一次买奶
酪的时候，她的妈妈都会批评他。但
每一次，他还是这样做。
	 有一天在他的小村里，小宝又拿
了钱去买奶酪了。这时他遇到一个
衣衫褴褛的老人。
	 老人跑到小宝跟前，说：“这是你
的钱吗？”
	 小宝回答：“不是，是我妈妈给我
的。”
	 “你 的 妈 妈 知 道 你 在 买 东 西
吗？”
	 “她已经知道了。”
	 那个老人的脸一下变得很吃惊。
小宝觉得好奇怪。然后那个老人脸
又变得很冷静。
	 “你不要浪费钱。我知道你的家
不富裕。”
	 那个老人走了以后，小宝觉得特
别奇怪。“这个老人是谁？他为什么
要问我这个问题？他为什么知道我
的家里穷？”这个人那么了解小宝，
这让小宝很害怕。没顾得上买奶酪，
就跑回家里了。
	 几天以后，他在自己家前面用铁
改了个小房子。小宝把他家里人的
积蓄都花完了，可是他知道他现在会
安全。他特别害怕那个老人会找他
做坏事。
	 小宝的妈妈问他：“这看起来特
别奇怪又很小的房子花掉家里所
有积蓄，值得吗？你觉得你不自私
吗？”
	 “值得！”
	 “可是你已经一个月没见朋友。
也不再买奶酪了。”
	 小宝的妈妈说的是真的。从那
天遇到神秘老人后，小宝没见过他朋
友。他们已经忘记他了。小宝的妈
妈看起来有一点难过。
	 “妈妈，你不是应该高兴吗？现
在我安全了。”
	 “小宝，我就是那个老人。我假
装穿了旧衣服，用了泥摸在脸上。我
就是希望你不再浪费钱在很多奶酪
上。可是现在，你一个月没有接触社
会，也没朋友了，你说怎么办？”
	 推荐理由：虽然孩子的笔法还很
幼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他的
故事构思新颖，理由值得鼓励。我们
课堂补充介绍世界名著和名作家，本
期介绍欧亨利。这位同学就是在练
习使用欧亨利式结尾。

我们家的饮食
康州分校七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  薛艳
	 “饿死了，妈妈饭做好了吗？”
	 “	别急，马上就好！先去洗干净
手，再去倒牛奶。”
	 这就是我们家每天吃饭前的步
骤。我妈妈做的饭特别好吃。我每
天一坐下来就很兴奋的等她做好饭。
妈妈把饭和菜放到几个盘子和碗里
就端了过来。一放到桌上，我和哥哥
就开始快快地吃起来。吃啊吃啊，哎
呀真的太好吃了！我和哥哥都吃得
挺多，妈妈吃得少一些。我们总是会
问她为什么不多吃一点，妈妈总是回
答说想减肥。
	 哥哥现在在健身，很注意吃什
么和吃多少。他总是对妈妈说要吃
更多蔬菜，少吃一点肉。他特别喜欢
喝妈妈煮的鸡汤。因为我现在在长
身体，妈妈要求我多吃一些肉，而且
现在跟哥哥吃的量差不多。我喜欢
吃妈妈做的蛋炒饭，牛排，猪排等等。
对于蔬菜，我比较挑剔。我不太喜欢
吃茄子和芦笋。但是我喜欢吃上海
青，四季豆，生菜等等。哥哥比较随
意，不会挑食，只要是健康食品他都
爱吃。
	 现在妈妈在家上班，每天有时间
给我们做新鲜饭菜吃。以前妈妈去
公司上班的时候，她会在前一天把第
二天的晚饭准备好，这样我们放学回
家后就可以有现成的饭吃了。
	 妈妈有时候也会在做饭的时候
教我一些基本的知识。现在我会煮
饭，切菜，打鸡蛋，做蛋炒饭，炒菜等
等。我也知道怎么做一些简单的面
食。妈妈说有了这些基本的技能以
后就不会饿死了。
	 我平时喜欢看一些关于美食的
视频，	从中也学到了一些技巧。	但
是我还没有花时间把自己的想法变
成现实，	如果你们有类似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推荐理由： 这篇文章很朴实，第
一次读甚至感觉在写流水账。可是
仔细再读，我想起了一个动画短篇

《Bao》。我组织学生们看过这部短片。
全程没有一句对白，只是在日常生活
的画面里流露出浓浓的母爱。中国
式的父母之爱都在一餐一饭间。妈

妈真的要减肥吗？这让我们联想到
鱼头的故事。不管什么年代，妈妈都
会把最好吃的让给孩子。平时妈妈
要工作，还要准备两个孩子的饭菜，
非常辛苦。其实孩子眼里都看着，心
里都记着。我能透过文字看到他们
母子在厨房一起做饭的画面。最美
不过人间烟火，在这个非常的时期，
一家人健康的在一起，才是最幸福
的。

我的孩子是一棵植物
康州分校七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薛艳
	 在三月十五号的晚上，我正在开
心地看我长得很茂盛的植物。突然，
我发现了一片叶子折弯了。我一下
子就慌乱了。这是我最心爱的植物，
我从种子开始对它们精心照顾，看着
它们发芽，长大。它们就像我的孩子，
我要我的孩子健健康康。
	 我的脑子也开始快速地想我的
植物是怎么了。我最害怕的是这个
植物的根会被我浇水浇烂了。因为
如果很多根已经烂掉的话，这颗植物
就死定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
又发现了其它的叶子接二连三的被
折弯了。
	 两个星期后，我终于决定要问
一下我的六年级科学老师。因为我
知道他有很多的经验在这种植物上。
但是，这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过得
忧心忡忡。每次看到我的植物，脑子
就会慌乱，心里特别着急。两天后，
我的科学老师回答了我的问题。他
告诉我叶子折弯了是很正常的。他
还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我的
这些叶子长得很快，所以它就承受不
了自己的重量了。他告诉我不需要
担心这件事，有一些叶子就会自己死
亡，然后掉下来，还有一些叶子会自
己修复的，然后最奇妙的是她说我的
这一棵植物有可能会开始长更短和
更胖的叶子。我读完我的老师的回
答立刻开始开心地跳起来。我没有
把我的植物杀死！我的心情就像春
天一样风和日丽。	
	 经历了这次叶子折弯的事情，我
更珍惜我的植物。也多少体会到什
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一手
养大的“孩子”一定要茁壮成长哦！
我们一起加油！
	 底下是我的大植物。植物的种
类是叫 Spider	Plants。

	 推荐理由： 嘉睿同学是一个科
学型的小男生。我喜欢他的作文总
是有时间记录的照片。对于没有宠
物的孩子，植物就是他最体现爱心的
陪伴。故事很小，但情节转折突出。
让读者跟着他一起着急，一起开心。

烤羊肉串
康州分校七年级 江楚帆

指导老师  薛艳
	 烤羊肉串是我喜欢做的。虽然
我不喜欢吃羊肉串，可是我喜欢给大
家烤。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家人
喜欢我给他们做羊肉串。我们家的
羊肉串配方可正宗了，因为我妈妈的
故乡就是美丽的新疆。
	 最近有一天，我的家人想吃羊肉
串，虽然天还有点小冷，我就给他们
做了。还好，站在烤炉边的时候，不
冷。
			 我先把肉放到上面让香味飘出
来。我不吃羊肉串，可是我喜欢这味
道。闻起来就像闻一个用肉做的花
一样。这听起来有一点恶心，可是你
如果闻过就会知道是什么感觉。
			 我烤时会先撒一些盐在肉上。
没有盐就不好吃了，却不能放太多。
放太多盐的话，我的家人会喊：“太咸
啦！”
			 把下面的肉烤成棕色，然后把串
翻过来，烤另一边。两边都要烤好，
要不然肉上会有许多病毒。我不想
让我的家人得病，所以我要把两边烤
熟。
			 两边快烤熟的时候，香味越来越
浓，还有油滋滋地冒出。应该放调料
了。孜然和辣子放在羊肉上面。放
在上面以后，要把有调料的羊肉抹在
别的没调料的羊肉上面。那样子羊
肉串的两边都能沾上调料。
	 烤羊肉串做完了。我把羊肉串
放在一个大的盘里给大家吃。做羊
肉串虽然很简单，可是让我快乐。因
为我知道我在给我的家人做饭，也让
家人高兴。
	 推荐理由：我能在楚帆同学的文
字里看到烤羊肉串的画面，彷佛闻到
香气，听到油被炙烤后滋滋的声响。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让武汉停摆，让美国措手
不及，让世界陷入危机。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里，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而海外华人打全
场。虽然，这是网上流传的一段话，但说的一点没错。
	 今年新春我们中文学校没有迎来一年一度的春
晚，也没有欢天喜地的春假，我们接到的是武汉封
城，远在国内的亲友，同胞需要大量口罩和医疗防护
设备的消息。我们康州华夏中文学校虽然是华夏大
家庭里的小学校，但在收到总校号召后，校长戚英来
立刻召开了校委会议，在家长们的支持下，我们中文
学校发起了网上捐款，鼓励学生捐出压岁钱，募捐筹
集医疗物资支援武汉。那段日子，老师们最喜欢给学
生讲解的偈语就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们的
家长群每天都会有家长报道和武汉，和祖国相关的
信息。同根同祖，同一片月光，我们深深牵挂着中国。
	 好不容易盼来中国的拐点，武汉的解封，美国开
始了医疗物资紧缺的现象。
	 3 月 21 日	西康州华联会会长马林英女士代表华
联会联络中文学校开始向西康州华人家庭集资为丹
城及周边城镇的医院捐献医疗防护设备。这一善举
立刻迎来广大学生家长的积极响应，他们又纷纷联
系自己的单位，自己的朋友，短短一周有 180 户华人
家庭加入了募捐队伍。和其他华人社区密集的城市
比，西康的华人分布稀疏，也就是说几乎整个华人社
区都加入了这次募捐活动。截止此文的撰稿时间，
募捐活动还在持续进行，西康州华联会已经向丹城
医院，圣玛丽医院以及周边其他医院捐献了 10,200
个口罩，其中有 1500 个是最紧缺的 N95 口罩。这期
间，我们中文学校很荣幸能参与其中，并成为华人社
区的一个纽带。

	 我觉得自己是个细腻感性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
胡思乱想，草木皆兵。自从 3 月 3 日医院对外公布第
一批新冠确诊人数以来，连医院里的小教堂都停止
发圣餐，就可以想象有多严重。果然后来 6 楼北翼
改成新冠病房，一半急诊也改成新冠病房，然后 3 楼
北翼再改成新冠病房，现在楼下大堂那一层北翼也
改成新冠病房。医院要把一半的科室改成负压病房，
大概只保留骨科、肿瘤科和产科。希望不要像意大利
的医院病床满了，病人躺到过道里。医院红色的外墙
一根根银色的排气管从病房窗户爬出来，感觉像极
外星人入侵。后来，3 月 20 日我们的院长对外宣布
被检测阳性，3 月 23 日我们的一员安德雷斯永远地
离开，3 月 28 日全美新冠确诊人数过十万，坏消息一
个接一个 ......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被调配到需要的科室。担心
是免不了的，咱又不是敢死队。只是没想到，上战场
的日子来得那么快。3 月 30 日星期一将会是我第一
次上战场。我紧紧地抱着家里最小的女儿，肉肉的软
软的，一下就触到心里最脆弱的弦：4 岁的你，会记得
妈妈的样子，记得妈妈对你说过的话，记得曾经有个
很爱很爱你的妈妈？
	 但是当逃兵是不可能的，老公也不会像周星驰

《喜剧之王》里说的：我养你啦。因为他本来就不是
浪漫的人，而且他见证了我毕业典礼上的誓言。好
吧，我来了，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他自会有他的安排。
起床，体温 35.9。灌下一杯维生素 C，泡了一杯咖啡，
几分钟后我就已经在路上了。今天我被安排在急诊
科帮 X 光技师做新冠病人的床边胸片。换上医院配
发的服装，戴上发套，里面一层 N95 口罩 ( 感谢各界
的热心捐助，尤其是华人组织 )，外面一层外科口罩，
护目镜，手套，鞋套。以前外科无菌操作无菌戴手套
那些影像全部涌现，原来肌肉真的是有记忆的，就像
你小时候学会游泳，你很久都不练 , 到老了还会游泳
一样。终于全副武装，上战场了。
	 急诊科被改得完全变了模样，“严禁入内”的红
色醒目大字贴在各道门上，而我们就迎着这些红字
进入。“逆行者”的美名原来是这样来的。急诊科的

 分享您身边一线医护人
员的故事，真心非常敬佩逆
行者袁丽的勇气！袁丽是我
们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家长，
3 个娃的妈 ，老大袁敏连续
2 年获得华夏北区演讲比赛 
第一名， 老二袁捷今年获得
华夏北区演讲比赛第二名，
先生经常帮忙学校做义工，
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

	 随着疫情的扩散，全世界都开始居家隔离的生活。
我们中文学校在疫情最初就考虑到传统课堂教育可
能会存在的潜在风险，开始着手实行网络远程教育。
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断摸索，我们的网络课程已经在技
术和内容上得到了充分的完善。老师已经适应这种对
着镜头做“主播”的教课方式，孩子们也习惯了和老师
和其他孩子一起云聚会。比起很多没有互动的在线学
习，这些互动的网络课堂要生动有趣的多。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家长可以借此在孩子身边旁
听，这样能更好地让家长了解我们的上课内容，下课
后可以更好地帮这些年龄尚小的学生进行复习。据我
观察，网课后，平时捣蛋的学生都变乖了，因为家长能
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并及时帮助他们改正。
	 有一天我路过女儿的房间，听见里面一大群孩子
一起在唱 << 春天在哪里 >>。面对镜头，害羞的孩
子也无所顾忌，大声地歌唱着，这是比阳光更明媚的
画面。为了和孩子们互动，我们学校的各位老师都非

常用心地安排，为此他们比平时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备
课，去准备课件。很感谢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和奉献。
	 提到努力和付出，除了课前的准备，课堂上老师
除了做主播，还要记录每一位学生的表现。比如我们
二年级的张老师和冷老师夫妻档，张老师讲课生动活
泼，冷老师则认真记录每一个孩子的表现。孩子们点
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得见。孩子们在得到老师肯定后也
因此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除了开设网络语言课，我们学校还有网络国际象
棋和网络亲子厨艺课。这些课程让学生和家长在疫情
的压力下得到片刻的轻松。因为我们网络课程的精
彩，有家长最近还希望我们春假继续开课。为此我们
校委讨论后，准备搞一次特别专题，介绍中国历史文
化，中国的发明创造。尽力做到停课不停学，网课不牺
牲质量。我们很希望和其他同行一起探讨更多更有趣
的教育方法，把中文教育认真地办下去。

一门之隔 	——记近距离接触新冠      袁丽 

明月何曾是两乡	

康州分校积极参与募捐医护物资  成为华人社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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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文远程教育				康州分校教务长   薛艳

	 我们学生中有人读小说《奇迹》（wonder）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when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right	or	being	kind,	choose	kind.”	“当需要在正确和善
良之间做出选择时，选择善良。”	我们华夏康州会把
这句话作为我们的原则，告诉我们的学生，善举不在
大小，不分先后，贵在一份爱心。
																																														（康州分校校委		薛艳）

医生、护士都只戴一个 N95, 其他装备都没有，让我
感觉我们太小题大做了。看到他们在忙忙碌碌，不停
地洗手，严肃的表情，疲倦的身躯，还有似曾相识的
眼神。
	 X 光技师穿好隔离衣和两重手套，把 IP 板、旋转
摇臂还有手动开关用一次性塑料袋包好。一切准备
就绪，她义无反顾地推门进去了。我留在门外，隔着
玻璃看着里面插满了各种管子的病人。他们穿着同
样白底蓝条的病人服，摆着一摸一样的解剖学姿势。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职业，应该有各种
各样不同的故事。但此时此刻，他们只能任技师“摆
布”。技师还是耐心地对病人说“吸气，憋住气”( 这
样拍片就不会因为呼吸而模糊 )。虽然说了病人不
一定能听见，即使听见了也大概没办法自主憋住气。
嘟，一声声长按，意味着一张照片拍好。我们一层层
脱掉手套，用墙上的消毒液洗手，风干，再戴上一层
手套，又向下一个病房走去 ...... 直到床边机电池显
示电量不足，我们才离开了急诊室。
	 绕来绕去，从来没觉得急诊科有那么长的过道，
有那么多拐弯，有那么多道门。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时
光隧道，把我带回到新冠到来以前的美好日子。我
们再一次洗手，换了一层手套，然后拿出消毒巾使劲
地擦，擦眼镜，擦护目镜，擦胸卡，扔掉外层外科口罩
保留 N95，换一个新的外科口罩，等待下一轮任务。
这个过程中，两个口罩的带子老是和我的耳朵打架，
N95 的边缘老是和脸颊皮肤过不去，不敢喝太多水
是为了减少上厕所次数。如果病毒是通过接触传播
的，那公共卫生间就是一个培养基。我感觉我的上颚
好干，只好通过漱口水冲洗口腔和盐水喷鼻。
	 下班后的卸装步骤一点都不敢马虎，小心翼翼地
脱掉身上的制服，只碰里面不碰外面，碰到了就用消
毒巾擦手，擦鞋换鞋 ... 到家还要经过家人为我设计
的专用通道，经过有菌区 ( 车道 ) 脱掉一层，过渡区
( 车库和洗衣房 ) 再脱掉一层，然后用超级烫的水洗
澡，最后才进入“无菌区”，终于回到家里。狠狠地灌
上两杯水，接着狼吞虎咽但又下意识去提醒自己还
有嗅觉和味觉，因为听说食欲不佳和味觉消失是新
冠软指证之一。然后逆我从下车到回家的轨迹，倒退
着把所有我有可能碰过的地方、门把手和电开关都
用消毒纸巾擦一遍，再喷上空气消毒剂。
	 回想起来，那一门之隔也不是很恐怖的事情。你
上到战场，你就自动会拿起枪瞄准开火，因为你本来
就是一个士兵，因为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对比起我们
的洗洗刷刷双重口罩几乎全副武装，那些不戴口罩
去超市买一堆东西但忘记洗手的人，新冠的感染机
会是不是一样大？最后借用母亲在朋友圈的话来结
束：愿春来，疫去，山河无恙！愿情存，疾散，你我安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