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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中国人懂中文
一年级 叶子健 Ajay Yie 指导老师 何铮琳

大家好！我是叶子键，华夏中文学
校史泰登岛分校一年级学生，我想跟大
家分享我学习中文的乐趣。
我从 2020 年 9 月份开始学中文，到
现在已经半年了。我学中文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中文很有趣。一开始学中文
的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在家只说
英文，所以懂得中文很少。现在我觉得
学中文很有趣，例如，我最喜欢念童谣，
数数手指头！我的朋友们知道我会中文
后，都觉得我很厉害。我以前曾经和我
的妈妈、外公去给过中国。那一次，我
爬上了长城，我觉得有点累，但是很好玩。
我也常常去唐人街，我最喜欢吃点心和
烤鸭。
以前我不会说中文，我希望努力学
中文，去唐人街的时候，可以用中文点菜，
去中国的时候，说中文，我觉得中国人
应该懂中文。

我开始学中文了
一年级 陈蕊 Rui Chen 指导老师 何铮琳
大家好！我是陈蕊，华夏中文学校
史泰登岛分校一年级学生。我想跟大家
分享我学习中文的感受。
我 2020 年 9 月开始学习中文，到现
在已经半年了。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是⼀些简单的字和数字，我觉得挺容易
的。上课的时候，老师会使用一些图片
来教我们汉字，我发现那些字和图片看
上去很像，让我更好的记住这些字，我
也觉得很有趣。但是，现在学拼音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难了，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把
拼音说成英语，而且拼音有四个声调，
我总是说不标准，经常搞错。但是我的
爸爸妈妈，我的老师鼓励我，让我没有
放弃学习中文，我还鼓起勇气参加了中
文演讲比赛，那真是我的一大挑战。
我以前在唐人街读幼儿园，我在那
里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好朋友，我感到非
常开心。唐人街还有很多好吃的中国食
物，而我最喜欢的是肠粉，每次去唐⼈
街的时候，妈妈都会买给我吃。学中文
让我了解中国文化，让我交了很多朋友，
我觉得学习中文让我收获很多。
我希望以后我的中文也能像爸爸妈
妈⼀样好，能够读很多的中文书。

美丽的春夏秋冬
二年级 陈皓然 Aiden Chen 指导老师 余静华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
有它自己的特色和美丽，所以四季都是
我喜爱的季节。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来了，春暖
花开，春雨润湿了大地。树上田间花园里，
开满了绿色的嫩芽和花苞。
春去夏至，蓝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
温暖了大地，五颜六色的花儿美丽地盛
开。花儿吸引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在花丛
中翩翩起舞。
秋天来了，果园里硕果累累。树上
的绿叶，慢慢变成黄叶和红叶，秋风吹来，
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小路。
冬天到了，天空中下起了小雪，雪
花从小到大，飘落在树上和路上，变成
冰，晶莹剔透。圣诞节屋顶上亮起了彩灯，
五彩缤纷闪闪发光。
我爱你，绿色的春天，五颜六色的
夏天，金色的秋天，白色的冬天。我爱你，
美丽的春夏秋冬。

我喜爱的季节
二年级 郑榆豪 Raymond Zheng  指导老师 余静华
冬天到了，这是我喜爱的季节。
冬天冷，但下雪很好玩。昨晚下了
一场大雪，今天不用上学，我好开心啊！
今天早上，我穿上厚厚的衣服手套和帽
子，开始玩雪的一天。在房子前面的雪
地上，我和姐姐扔雪球，堆雪人，跑了
跑去打雪仗，快乐地玩了一天。回到家里，
看着外面雪后的景色和我们堆的大雪人，
我和姐姐开心地笑了。
玩雪的快乐来自冬天，所以我喜欢
冬天。

我的家庭
三年级 伍升平 Stella Eng 指导老师 李喜丽 叶翠
我的家庭是普通的华人家庭，我家
有四个人：爸爸、妈妈、我和弟弟。我
爸爸退休了，但是他还很年轻。爸爸退
休前是警察，他抓坏人，他很厉害，我
很崇拜他。爸爸很勤劳，他做很多家务
和每天接送我和弟弟上学和放学。我爱
我的爸爸。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妈妈很懒，
她不大做家务。她不煮饭、不扫地、不
洗衣服，她还看很多手机。但我妈妈不
是真的懒，她是太累了。我妈妈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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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备课和改作业，还
要辅导我和弟弟做作业。我妈妈看手机
是因为她用手机工作和写作，她是个业
余的中文作家。我很爱我的妈妈。
我的名字叫升平，代表歌舞升平、
世界和平。我弟弟的名字叫升华，代表
华人的地位不断上升。
我今年八岁，在公立学校读三年级。
三年前我还不懂中文，现在我可以讲普
通话，读简单的中文书和写短的中文作
文了。我要继续学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的弟弟五岁，读幼儿园。他很烦，
动不动就发脾气和哭。他经常抢我的玩
具，搞乱我的东西，破坏我的作业，我
原谅他因为他还小和不懂事。虽然我的
弟弟让我很烦，但我也很爱我的弟弟，
因为妈妈说当爸爸妈妈不在了，我和弟
弟是这个家庭唯一的亲人，我和我弟弟
应该爱对方和互相照顾。

我喜欢做的事情
三年级 蔡卓禧 Anthony Choi 指导老师 叶翠
您好！我的名字叫蔡卓禧。我学习
汉语已经三年了。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武
术和运动，我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
活动。
但是过去一年里，因为新冠病毒，
我不能外出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总是
需要呆在家里，没办法参加户外的运动，
特别是集体项目。所以我花了更多时间
在完成学校的功课和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上。我每天用电脑时间更长了，除了上
网课、做作业、交功课需要在电脑上完成，
我还在电脑上玩游戏、听音乐、看电影
等等。
这种隔离也有好的一面，比如因为
过去一年，人们需要长时间呆在家里，
这可以帮助兄弟姐妹之间建立更好的关
系，使我们可以与家人在一起享受更多
的快乐时光。我不喜欢校园恶霸，因为
他们不仅浪费自己时间，还会让其他同
学感到难过。我也不喜欢老师什么也不
教，因为那样也会浪费时间，我们的学
业也不能进步。
因 为 疫 情 居 家 的 一 年 里， 我 发 现
了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
他 们 总 是 鼓 励 我， 激 励 我 做 一 些 我 从
来 不 知 道 我 能 实 现 的 事 情。 我 永 远 爱
我的家人！

我喜欢数学
五年级 薄君弈 Tyler Bo 指导老师 褚明辉
在所有的学习科目里，我最喜爱的
是数学。数学不仅是个非常有趣的科目，
而且还能提高和加强我的思考能力。和
数学有关的学习，例如代数和几何虽然
看起来复杂，但它们通常只有一个正确
的答案，从而简化了事情。不像其他科目，
例如英文和社会学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正
确答案，回答问题反而变得复杂。
在七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数学成绩
好，被选为学校代表和其他七、八年级
的同学们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这对我
来说是很有挑战的。
在比赛前，带队老师组织我们一起
练习和讨论。我对自己七年级数学知识
掌握得很不错，并且能从高年级同学那
里学到不同的解题思考方式，这让我很
兴奋。在比赛当天，我努力去解答遇到
的各种难题，当为学校得分的时候，我
很有成就感。虽然最终我们学校没能进
入前三名，但是能代表学校出赛我感到
很自豪。
总而言之，我认为数学是一个更令
人振奋和充满活力的学科。它看起来复
杂，但解题有一定的逻辑和只有一个正
确的答案，这是我特别喜欢数学的原因。
学习数学也是我学习思考和运用逻辑的
练习。虽然我也喜欢其他科目和学习不
同的知识，但数学对于我的吸引力更强。

我的喜好
五年级 梁秋玉 Jade Leong 指导老师 褚明辉
大家好！我叫梁秋玉，来自华夏中
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中文五年级。
我平时最大的喜好就是看电视！空
闲时间，我喜欢看电视。在完成学校的
家庭作业后，我就开始看电视。我自己
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看电视可
以带来很多领域的知识。通常，我会看
新闻，大多数时候我会看非常好看的动
画片，这些动画片为我提供了创造动画
和艺术的创意和新想法。我的父母不喜
欢我这个喜好。当他们看到我只是看电
视时会生气，但是当我做作业的时候他
们却看不到。
以适当的方式看电视在人生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
创意，也使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各种新闻
和观点，知道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
由于竞争激烈，获得新闻知识对于现代
社会非常重要，给我们发展和提高我们
的知识和思想时带来很多的好处。看电
视丰富了我的思想、观念和经验。
疫情之前，我参加了很多课外的活
动。有游泳、田径，也做一些拼图和绘画。
疫情发生后，我没有办法继续以前的方
式去参加游泳和田径活动了，但是我还
是可以继续用电脑上网做一些别的锻炼
活动。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做手工和绘画，
就在手机上做更多的绘画。在时间安排
上，我还是要首先完成学业，然后就可
以一边看 Netflix，一边在手机上绘画。
当然，要是再吃着我喜欢的塔吉斯等小
吃的话，就更美妙了！

史泰登岛分校

2020 年转眼就过去了。想起 2020 年初，
我将自己的履历发到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
岛分校的办公室邮箱，第一次跟学校的老
师见面，仿佛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加入华
夏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不久，因为新冠疫
情的爆发，教室里的中文课转移到了网上，
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初到华夏中文学校，
在还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的情况下，又迎来
更多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准备中文教学的
材料，以及认识班上的孩子们，另一方面，
还需要学习如何进行网课。刚开始的时候，
对设备的不熟悉，对孩子们不熟悉等，上
课的时候，经常手忙脚乱，跌跌撞撞地走
到今天。在这一年里，我收获了非常多。
我参加了华夏中文学校总校为老师

中文教学心得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 何铮琳老师
们所办的网课培训课。许多有经验的老
师分享着自己的网课经验，为老师们提建
议，为老师们解答网课教学中的疑惑。每
一次的网课培训课都会有不同内容，例如
PowerPoint 的制作，如何善用网络资源进
行中文教学等。我真的获益良多。另外，
我还参加了华夏中文学校举办的夏令营教
学，担任了四川营小班的海外班主任。我
觉得担任夏令营的海外班主任是我在中文
教学中最难得的教学经验。夏令营的教学

是我第一次将四川文化主题加入到中文的
教学中。我在夏令营的教学中，以学生们
的口语练习为目标，并将四川文化元素加
入到课程中。孩子们每一次的练习都让我
感受到他们的进步，让我有满满的成就
感。同时在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史泰登岛
分校办的暑期课程，担任趣味拼音班的老
师。在拼音的教学中，除了朗读，我使用
了许多网络资源进行教学，比如 Kahoot、
Wordwall 等，让同学们在游戏中学习中文。
因为这些经验，让我在 2020 年秋季班的时
候，更加得心应手。而在这个过程中，感
谢华夏老师们一直的鼓励与支持。学生们
在疫情期间，积极参加中文课程，享受中
文的乐趣是老师们最好的回馈。

贵在坚持 --- 疫情下的中文学习

一场疫情的突然降
临，让我们手足无措，
持续地反弹，更是让疫
情的结束遥遥无期。但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 褚明辉老师
是，生活要继续，并且
还要保持一种合适的节
有做怎么办？
奏。政府与民众都在努力地战胜和适应这
• 上课的时候学生不开视频，或开
种特殊情况下的新生活方式。于是，工作
了视频老师看不到人怎么办？
改为在家办公；学校的学习改为网课，或
• 课后布置的作业，学生不提交，
者是网课与到校学习的混合制。
或者只提交一部分，怎么办？
学习环境的变化，教学手段的改变，
• 跟学生家长沟通，家长跟学生沟
都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各种的
通不畅，导致学生反感心态影响教学，怎
软件使用培训，教学方法的分享，教学心
么办？
理课程的辅导，让我们在适应这种急剧变
除了参加中文学习的同学持有坚定的
化中慢慢站稳了脚跟，逐步摸索出一套适
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在各个地区环境不同， 要通过考级拿到证书的愿望，在这里英文
是孩子们的母语，更多学习中文的同学都
各地学生的不同，家长的期望值不同的各
种因素中寻找平衡，
继续我们的中文教学。 是基于要了解和掌握一些初步的中文听、
说、读、写能力，对于年级比较小的同学
在努力解决好相应的教学方式方法的
来说，更是如此。这个期望值不同，我们
过程中，我感觉在教学中正确地处理好教
的教学管理也会不同。
师自己的教学期望值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
在参加学习培训的时候，有很多老
的话题。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点拙见。
师分享的教学基础与我这边学校的情况
有一些经常感到很困惑的问题：
有些不同。他们开课的频率比较密集，
• 在网课中学生注意力不集中，老
我们的间隔比较大，是每周六才上一课。
师又没法兼顾的时候，怎么办？
这样中间的间隔是一周，尽管我们尽量
• 给学生布置的提前预习，学生没

利用这个时间来帮助
学 生 增 加 操 练 中 文，
但是因为要有家长的
配 合， 使 得 效 果 就 因
人而异。
退后一步天地宽。
从疫情的大局下，无论家长还是学生，
老师都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压力。各种问
题的出现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个人觉
得审时度势，张弛有度才是正道。应该
把如何让学生可以坚持来到课堂作为整
个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让所有的教
学手段为这个目的服务。贵在坚持！因
为老师感觉学生配合度不够而持续加大
力度，导致学生或反感学习中文，或根
本就知难而退，放弃到场学习，我们失
去了教的对象，学就是空的。学生能够
在这种疫情状态下，坚持到课参加学习，
至少在教学的这几个小时是可以尽量让
学生得到中文学习的信息和操练的环境，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要他们来了，
教师就有发挥各种教学方式的机会，让
学生学到中文知识，通过教学，能够改
变学生的心理态度和建立积极的学习热
情，让教学具有可持续性。不以学生一
时的表现不佳而改变我们的初心。

梅花香自苦寒来

提 笔 又 一 年！ 感 慨 于
改文字稿以及纠正发音。最终孩
二〇二〇的风云起伏，回首疫
子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通过
情中学校走过的路，既有付出
参加这样的比赛，既培养了学生
时的艰辛与忍耐，也有收获时
学习中文的兴趣以及建立在比
史泰登岛分校 2020-2021 阶段工作总结 – 董事长 薄英戡
的喜悦和满足。在工作上，史
赛中的自信心，也加强了老师和
泰登岛分校全体教师克服种种
家长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学生中
活动中，提高了教学质量。
困难，凭着执着和热爱坚毅地一步步走
文水平的提高，同时对于学校口碑和教学
三、HSK 监考
过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下面就本学
质量是一个极好的宣传。
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包括 HSK 开
期的学校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
回顾一年的工作，本校全体老师在艰辛
始了居家网考。为了支援总校监考，本
一、疫情下的招生
与执着中默默前行，追寻着“真诚为教”的
校三位老师在短时间内通过 HSK 监考资
2020 年秋季招生之初，学校对于疫
不变信念，始终保持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与
质考试，并多次圆满完成监考任务。老
情下的严峻形势已有所估计，除了为线
勤勉。在此新春之际，祝同学们在学业上取
师们的这些实践，将会给以后我们学生
上招生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动员全体
得好成绩，祝老师们平安健康，也祝愿我们
参加 HSK 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老师连续几个周末，在学校门口驻守宣
的学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教师培训
传。但是事实上疫情的冲击还是超乎我
2020 年总校组织了由中国华文教育
们的预计。面对生源大幅减少，学校老
基金会主办的“名师讲堂”华文教师远
师们没有气馁，“让我们把教学做好，
程培训，本校全体老师利用工作之余，
学生会回来的”。众志成城、齐心聚力，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在困难面前的精神。 完成了全部 30 个小时的培训课程，并获
得资格证书。在之后总校继续举办的“华
有了这样的老师，这样的风貌，学校对
夏师塾”系列讲座中，老师们学习了不
后疫情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少教学经验。随着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
二、教师年会
课堂效果和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一年一度的教师年会是老师们学习
从家长的反馈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师
交流的好机会。与往年一样，学校全体
们在这一年网课中取得的巨大进步。
教师都参加了本次年会。虽然少了面对
五、朗诵演讲比赛
面 的 交 流， 但 是 新 形 势 下 的 ZOOM 讲 座
总校举办的校际朗诵演讲比赛，是让
和培训，同样让老师们获益良多。整个
学生锻炼勇气、练习中文的好机会。虽然
年会过程中以及后续很长一段时间，教
这次比赛是在网上举行，但是同学们仍然
师工作微信群里充满了教学方法的探讨
充满了参赛的热情。为了让孩子们取得好
以及对于中文教育的思考。同时，老师
成绩，老师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学生修
把新的理解和方式运用到了实际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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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的盛典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又
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联欢
是一年百花竞放，又是一载春
活动中，主持人杨迪老师、游
华 秋 实。 踏 着 新 春 的 锣 鼓，
戏互动主持人孙长慧老师和导
2021 年的春天，走近了⋯⋯＂
播张永和老师配合完美，衔接
-- 记首届华夏博根中文学校辛丑牛年云端春节联欢会 流畅自然，精彩纷呈的节目让
2021 年 2 月 6 日 下 午 3:00， 主
持人杨迪女士用深情款款的声
与会的朋友们享受了一场视觉
新。历时两个多月的筹备，三场完整彩排， 的盛宴。
音拉开了首届华夏博根中文学校辛丑牛
数个昼夜奋战，克服了种种困难，解决
年＂云端春节联欢会＂的大幕，在今年
当＂难忘今宵＂的旋律再次响起，
了各样的难题，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在今
这别样的春节里，浓浓的年味带着海外
2021 年首届华夏博根中文学校辛丑牛年
天终于迎来了首届云端春节联欢会的庆
华人一缕缕的乡愁和对新的一年美好的
的＂云端春节联欢会＂圆满落下了帷幕，
典。
愿望，穿过屏幕扑面而来
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这是我们又
联欢会期间我们收到来自华夏中文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春节为了传
一次的和衷共济，又一次的激情绽放。
学校总校长张凉女士、副总校长游牧女
承我们的传统节日，为了给海外华人提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是一个值得
士的祝贺，她们充分肯定了华夏博根分
供精神上的故乡和家园，我们学校都会
珍藏的日子！感谢所有台前幕后倾情付
校在过去一年里网课教学所取得的丰硕
举办春节联欢活动，已成了仪式和留在
出的义工们，感谢积极参与演出的老师
成果，祝愿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进步。
人们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情结。由于今年
和同学们，感谢背后默默支持的家长朋
同 时 我 们 还 收 到 来 自 Bergen County
情况特殊，经校领导们讨论决定，将今
友们！今天我们欢聚云端，通过网线传
Executive: James J.Tedesco III，Bergen
年的联欢活动搬到云端，打造一场史无
达彼此的情感，期盼来年吉祥如意，大
County Community Relations Specialist:
前例的云端春节联欢会，改变的只是形
家能够早日再相见，用热烈的拥抱给彼
Ludi Hughes；Paramus Catholic High
式，不变的是传统。
此最真诚的感动！
School Director of Operations：Michael R.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是一
最后，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的新老义
Freimuth 发来的贺信，高度赞扬华夏博
次书写博根历史新章的机遇。为此，学
工们用春联抒发了他们的华夏情结：
根中文学校在社区服务及抗疫中所做出
校成立了由董事长刘一帆、校长王虹任
一枝秀笔绘十载韶华经百锤千炼聚
总指挥，董事会成员李丽、Joyce、张晓平、 的贡献。
万篇雅颂
值此欢乐的节日里，我们也迎来了
张为民、王志红，副校长孙长慧、马璐，
万仞高山擎千钧雷霆纵百骑十車留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建校 24 周年的生日，
校委会成员张永和、江丽群、杭静，校
一纸豪情
杨秀杰老师中文八册一班的家长谭坤女
义工谭坤及校友义工杨迪为成员的筹备
华夏流芳
士创作并自编自导了配乐诗朗诵＂闪亮
委员会。有的负责到各班征集节目，有
春回大地华夏联欢俏春犹俏
的日子＂，八册一班的全体师生一起倾
的制作美宣，有的负责前期宣传，有的
岁启新州英才画卷牛岁更牛
情演绎，以记念华夏博根 24 年的风雨历
负责活动期间的实时报道……大家分工
程，表达了一代又一代华夏人薪火传承
明确，认真负责。很快我们就征集到从
万象更新
的初心，盛赞了华夏博根老师们和义工
学前班到 AP 班、绘画班、中国结班、声
龙啸潜底催千帆艋舸
乐班、瑜珈班、舞蹈班、董事会、校委会、 们 24 年无愿无悔的付出精神，深情款款，
凤舞九天绘万朵祥云
情义绵绵，感人至深。
教职员工等报名的 24 个节目，我们从最
福兆华夏
为了增加同学们的参与感，我们在
初的担心节目不够变成怕活动时长超长。
播放节目的期间还插入了游戏互动环节，
全校师生和家长们克服由于网络编排节
让大家在参与中学习有关春节的文化知
目带来的困难，利用各种技能和手段，
供稿：博根分
识，同时还赢得了奖品，其乐融融。
编辑出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令人耳目一
校新闻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