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 着
越来越多
的人接种
了 疫 苗，
全面开放回到疫情前的日子似乎不远了。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的中文课是
否也会变回从前的样子呢？我的想法是：
是也不是。

这里有很多可能性，各位见仁见智。
有的老师可能更喜欢实体课，虽然在线上
教学，仍然习惯地在身后放一块写字板，
随讲随写多方便，以不变应万变；有的老
师则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网上教学方法：
让人眼花缭乱的装满图片视频的PPT，用
Kahoot，Word wall，Padlet 等精心设计
的游戏、展板等，回到实体课还真有点舍
不得呢。

我觉得，就算又回到了黑板加粉笔的
课堂，它应该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首先我
们将更加珍惜与学生相处一堂的时光。今
年教的学生，除了个别孩子以前就认识，
大部份都只在屏幕上看到一张小脸，甚至
连这小脸有时也看不全，或者光线不好模
模糊糊的。回到实体课堂后，我要好好地
看看他们，四目相视地教他们说中文。

另一个不同的是，经过一年多线上
教学掌握的教学工具，其实仍然可以在
实体教学中继续使用。比如利用Google 
Classroom留作业，再不需要把作业打印

出来给学生
了。我教的
马立平六年
级有大量的

作文练习，学生的作文都可以用Google 
Doc 交到 Google Classroom 上来，评语
修改非常方便，而且教过的每个班的作
业都会保存得有条有理。曾经花了很多时
间找到的教学图片和视频，以及制作好的
Quizlet 生字卡片也可以放在里面作为学
习补充材料。Padlet 展示板仍能用来展
示学生的作品，甚至比以前我让学生画在
纸上的更加美观，而且学生的作品摆在一
起，互相交流学习更加方便。

当然，我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我曾经惊喜地发现，班上一个平时认读比
较吃力的学生，在玩 Quizlet 词汇游戏时
却极其踊跃，甚至好几次榜上有名，让我刮
目相看；那么回到实体课后，我能用什么手
段来调动他的积极性呢？

现在谁也说不好全球疫情会如何发
展下去，也许病毒一个变异又会反扑而来。
让我们做好两手准
备，不断学习掌握
新的方法，提升自
身的能力，不管上网
课还是实体课，我
们都能自如地切换。
也许，这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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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樱桃山分校小 语 世 界
成长的脚印——中文陪伴着我成长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熊以灵  指导老师 赵峥

2020 我想对你说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刘熙冉  指导老师 赵峥

我的小天地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二班 严益升  指导老师 龚万凤

2021 中国新年
樱桃山分校 五年级一班 高云彩虹  指导老师 宋敏

参观新学校
奔腾分校 五年级 孙卓雅  指导老师 宋虹

快乐中国年——记述新年中有趣的事情
樱桃山分校 五年级一班 任晓曦  指导老师 宋敏

我爱我的家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二班 熊以清  指导老师 龚万凤

分 校 消 息

华 夏 教 坛

ぁ 奔腾分校

首届”华夏杯“文创大赛快讯：2021 首届”华夏杯“文创大赛将于美东时间 5
月8日上午9点拉开帷幕。本次大赛共有8所分校19个代表队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其中 4-6 年级组 10 支队，7 年级以上组 9 支队。组委会诚挚邀请所有分校长带领各
个分校教学团队组团观摩，预祝各参赛团队取得好成绩！

樱桃山分校

樱桃山分校

樱 桃 山
华夏中文学 校
（Cherry Hill 
Huaxia Chinese 
School）成立于二
ＯＯ三年六月。学
校借用 Beck Middle School 作为校址开
展了多年的中文教育和华裔社区中心的建
设。同时也通过举办各种文化班，组织各
种少儿和成人的文体活动，促进社会各界
了解中国文化。从二Ｏ二Ｏ年三月到现在，
已经进入疫情状态一年多了，中文学校进
入网络教学也是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学生、老师，和学校都在不断地成长。

樱桃山分校有六十余位资深老师。除
了中文老师、中文CSL 老师，还有包括舞
蹈、绘画、乐器、声乐、棋类、武术、手工、
体育，及SAT等多位才艺班老师。在网课
刚开始的时候，我校老师仅仅用了一周的
时间，就全部开始用ZOOM系统同步教学。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老师们都早早开启网
络课堂，在课前播放仔细挑选的歌曲和动
画，在课上精心地利用每一分钟。网络中
的每一堂课都十分精彩。

近三百多名学生也在网课中学到了知
识和全新的体验。除了每周的课程，学生
们还参加了朗诵演讲比赛、绘画比赛、作
文比赛、中华知识大奖赛等多种活动。进
一步学习和丰富了中文知识。

网课期间，学校还有许多集体活动。

包括夏令营、跑
步比赛、跳绳比
赛、摄影大赛等。
新春佳节时候，
我校举办了第一
次网络春晚。经

过校务长王荣鹏的收集和大师曾葵的编
辑加工，学生表演的节目精彩不断，留下
一个特别的“难忘今宵”。晚会过后，校委
会和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恒发超市广场为
参加表演的学生和获奖的学生颁发了奖状
奖品，给同学们送去了新年的礼物和祝福。

最好的学校培养学生的心性，培养心
性最好的办法是用诚心。在这一年多的疫
情和网课期间，学生们在中文学校学到了
爱心，学到了专心，学到了恒心，更学会了耐心。
疫情终将过去，学校也为再次开学做好了
准备。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将以最大
的诚心期待所有熟悉的面孔再次回到教室
和舞台，也真诚的期待更多新的同学新老
师加入我们的学校，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樱 花 待 放
后疫情时代的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樱桃山分校 董事长 于雷

您准备好疫情后的中文课了吗？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老师 傅蕾

由中国国家汉办举办的新HSK四级、
五级考试作为华夏中文学校的毕业考
试，今年定在 2021 年 4 月 24 日。由于
疫情的影响，考试仍然是居家网考形式。
我儿子今年九年级，将参加南区考点的
四级考试。

为了准备这次考试，学校老师、家
长和孩子们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和精
力。从这个学年一开始，班上的同学们
就在赵峥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备考：练习
听力、阅读、写作；学习、掌握、复习
词汇；做模拟试题 …… 每一道题赵老
师都耐心仔细地讲解，孩子们有不明白

的地方，她就不厌其烦、想方
设法地让孩子们充分理解题意，
而不是简单地提供正确答案。

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文学
校的课程全部采取网课的形式。时间长
了，孩子们难免注意力不集中，觉得无
聊。赵老师想方设法地调动孩子们的积
极性：穿插一个小幽默，展开一个小故
事，让孩子们轮流朗读等等，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兴趣。

赵老师还建立了一个家长微信群，及
时在群里跟家长沟通，让家长实时了解学
习进展，帮助督促孩子按时完成作业。

从年初开始，教务长仲玲老师也加入
了微信群。仲老师早早提醒家长准备报名
需要的各项材料以及具体要求。多亏开始
的早，有些孩子的护照过期了，有些孩子的
照片不合格……仲老师认真仔细地检查
每一位学生的报名资料，帮助大家及时地
发现并解决了各种问题，确保孩子们按时
完成了考试的报名工作。

三月份，赵老师给大家发来了更多

的信息：网上模拟考试APP的链
接、居家网络考试考生须知；
仲老师和赵老师一起组织学生
和家长进行了一次网上答疑，

确保每位考生了解考试流程和注意事
项。四月初两位老师又组织大家加入了
南区考点的微信群，由总校主考张凉老
师和薄英戡老师给大家提供在线答疑。
这期间我校一位考生的家长发现家里的
两台电脑都无法安装考试软件，校长李
礼马上跟家长联系，提供了符合要求的
电脑…… 

随着考试日子的临近，赵老师提醒

同学们复习词汇，要求每个字都认识。
我也在周末花时间考核儿子的认字水
平，真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绝大部分
的字儿子都能读出来，担心的是发现了
好些他不认识的字。

居家备考的日子，有困难，有挫折，
有烦恼，更有华夏中文学校大家庭的帮
助和温暖。冲刺线就在前方，让我们一
起加油，不负这半年的努力！

【注】樱桃山分校今年有 15 名考
生参加了南区 HSK4 的考试，有 3 名
考生参加了南区 HSK5 的考试。

居家备考 HSK 的日子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学生家长 陶亮

奶奶经常告诉我“饭可以一日不吃，
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我
今年十三岁，从五岁开始上中文学校，开始
上课的时候每一节课都要妈妈陪，不敢主
动回答问题。直到我八岁，因为我回答问
题还是声音很小，妈妈鼓励我报了演讲班。
经过两个月的练习，我勇敢地参加了演讲
比赛。演讲当天，演讲老师一直告诉我：“声
音要哄亮，吐字要清楚，眼睛要看着观众。”
我演讲时非常地紧张，身体一直在颤抖。
当我抬头看到了后排为我加油的演讲老师，
我鼓起了勇气，顺利地完成我的演讲。老
师无微不至的支持和鼓励使得我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通过这一次的演讲经历，我也
顺利地当上那一年春节晚会的主持人。从
那以后，我有了自信，也不再害怕演讲。我
非常感谢中文老师们对我的教导。

为了更好地提高中文水平，我参加了
辩论比赛。一开始我连辩题的意思都不知
道。辩论比演讲难很多，经常被对手辩得
哑口无言。回家以后我认真地研究了辩论
的技巧。不仅要想到自己的观点，也要想
到对方反问我的观点。辩论还需要三个人
的配合。经过我们数周不辞劳苦地练习，
我们终于忐忑地迎来辩论比赛。比赛的气
氛很紧张。我当天感到没有把握，一直在
反反复复地读我的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
加辩论赛。那一年，我们学校得了第一名。
我非常感谢辩论老师的帮助和鼓励。

最近一年，爸爸推荐给我一些古文书。
我读了《三字经》，《千字文》和《论语》。
刚开始，我读古文时两眼摸黑，陌生字一
大片，读起来磕磕巴巴的。但是通过不断
的练习，慢慢地变得朗朗上口了。虽然我以
前在辩论里用过一些古文，但是通过这次
的学习，我更加了解了它的意义。有些时候，
我觉得古文不实用，但爸爸告诉我：“虽然
你现在不能完全读懂古文的含义，但将来
古文会随着你年龄的增加指引你做一个更
好的自己。”

今年是我在中文学校的第九年，在这
里我认识了很多老师，也交了很多朋友。每
一年，我的中文水平都会提高。对我来说，
学中文不仅是为了和父母家人沟通，也是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很感谢中
文学校和爸爸妈妈对我学习中文的帮助。
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中文。

2020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接二连
三地发生了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由
于新冠病毒的爆发，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疾
病，饥饿和受限制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得
不面对和亲人朋友的生离死别。但是请相
信，伴随着新年的到来各种困难会慢慢消
失。虽然去年是个难以预料的一年，但在
这一年中我做了很多我喜欢的事情。

每个同学都必须要习惯在网上上课，
包括学校的各门课及课外的文体课。由于
都是在家上课，我有了更多时间去打高尔
夫球。我很快喜爱上了高尔夫球并且在这
个夏天开始参加了比赛。在前几个比赛中，
我非常紧张，所以我决定每天花更多时间
练习。今天比昨天练得多，明天比今天练得
更多，等等。随着练习的增多，不但比赛成
绩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更加喜爱高尔夫
球。在整个夏天，打高尔夫球是我唯一做
的事情，我的生活几乎在围绕着高尔夫球。
我去球场的时候，当然是跟爸爸或者妈妈
一起去，我最喜欢的是他们俩一起陪着我
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进步，也让他们看到我
是怎样超越他们期望的。

2020 年已经过去，在这一年里，虽然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
也做了很多喜欢的事，找到了很多乐趣。我
们要学会积极乐观地面对所有的困难，早
日战胜疫情。

我家有一个小客厅，是全家人最喜欢
聚在一起的地方。每天我放学回到家，进
门后往左转，就进到了客厅里。

客厅左边有一宽敞明亮的大窗户，窗
台上摆满了妈妈喜欢的植物。窗台下有两
个可旋转的小沙发，我总爱盘腿坐在小沙
发上读书。天气冷的时候，我的小猫“仔仔”
就会跳到我的腿上睡觉。沙发后面的花有
很多种，在两个沙发中间还有一个小茶几。
我们会挑最漂亮的花放在这里。等到每年
春天，这些花就会一团一团地盛开，整个
客厅就像花园一样美丽。

从沙发上抬眼可以看到客厅右边靠
墙的白色书架，是专门用来展示我和姐姐
获得的奖杯和奖状的地方，四层架子已经
摆得满满当当。每当我看到这些奖杯和奖
状，就会从心底里涌起满满的成就感。学

习过程中经历的辛苦和烦恼，我觉得都是
值得的。

顺着沙发和书架往客厅深处走，迎面
是一个纯白色高低柜。柜子上摆放着我们
全家人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保存着很多美
好的记忆！有的照片让我想起快乐的童年，
有的照片记录了旅行时有趣的瞬间，有的
照片带我回到遥远而又亲近的故乡，有的
照片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我爱这个小小的温馨的客厅，我更爱
我的家人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由于疫情
的原因，我们家的客厅变成了我的小天地。

一走进客厅，就能看见左手边摆放着
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十五
英寸笔记本电脑，另外还放着两个大的显
示屏，一个键盘和一个鼠标。因为我们学
校现在采用线上教学，所以我天天用它们
来上课学习。我最喜欢的东西是那两个显
示屏。一个显示屏当作zoom的摄像头，另
一个显示屏可以展示老师发的资料。每天
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把桌子整理得整整齐
齐的。

书桌的对面放着一个很大的白色的书
架。书架上摆放着好多我爱看的书，其中
有最喜欢看的《哈利波特》。

客厅天花板正中间挂着一个很漂亮的
吊灯，吊灯由六个朝上的喇叭花型小灯围
成一圈。每天看到这漂亮的吊灯，我就会轻
松高兴起来。当我做作业做到天黑的时侯，
它就会给我照亮，帮助我学习。桌子旁边
的地上放着一片软垫子。当我学习很累的
时候，可以躺在垫子上休息休息。我有时
候也会在垫子上面锻炼身体。

我的小天地已经陪了我一年多了。它
不仅是我读书听音乐放松的地方，也是我
学习写作业的地方，还是我锻炼身体的小
场地呢！我很爱我的小天地，它让我的学习
和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快乐！

2021年是牛年，
农历辛丑年。牛是中
国十二生肖排行第二
的动物，在中国人的
心中，牛是勤劳、力量
和财富的象征。2021年
的春节是 2月12日。春节俗
称“过年”，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也是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前夕，我们全家把屋里、屋外角
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俗称“除尘”。
传说这样就可以把坏运气通通扫出门去。
“尘”与“陈”同音，在传统上与“陈旧”
联系在一起，所以打扫房屋和扫除灰尘意
味着辞“旧”迎“新”。

贴春联也是春节必备的活动。我帮着
妈妈在门上贴了大红春联。春联是成对张
贴的，因为双数在中国文化中是好运气和
吉祥的象征。我家春联的上联是“一帆风
顺年年好”，下联是“万事如意步步高”，
横批是“五福临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春联有“卫家宅、保平安、降吉祥”的作用，
可以祛灾避祸，所以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

我最喜欢和妹妹一起剪漂亮的窗花。
我们用红色的宣纸，画上喜欢的线条，折叠
后剪出各种形状的花纹。我和妹妹踮起脚
尖，小心翼翼地把窗花贴在明亮的窗户上，
家里一下子就营造出了喜庆的新年气氛。

大年三十这一天对华人家庭来说是
极为重要的。这一天，家人们会聚在一起
吃丰盛的年夜饭。妈妈包饺子，蒸年糕，
炖鱼……家里热气腾腾，好热闹！年夜饭
后，我们全家坐在一起，愉快地聊天，和国
内的亲友云拜年，云团聚，等待春节的到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是喜庆的节日，
更是希望的节日。让我们在春天整装待发，
在春天杨帆起航！祝大家春节快乐，牛年
大吉！

早晨我睁开眼睛，感到非常兴奋，因
为今天是中国新年，也叫春节。今年的中国
新年我又开心又伤心。我开心的是，今年
要和新宠物一起过新年，Jeff是一只小蜥

二Ｏ二Ｏ年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去参观
我的新学校，因为我们九月份从新泽西州
搬家到纽约州，所以我需要转学。九月十日，
妈妈开车带我去新学校参观。妈妈跟我说，
我会见到校长和老师们，我有点紧张，也
有点兴奋，我非常期待参观我的新学校！

学校的大门是红色的，走近之后，我
看见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士笑着打开门让我
们进去，原来她就是我的新校长。校长带
我们去看了体操馆、大礼堂、新图书馆和
餐厅，又带我们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上。
这条走廊的一边全是大大的落地玻璃窗
户，中间有一个玻璃门，通到一片漂亮的花
园。校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植物园，里
面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还养了很多蝴蝶。
纽约州里只有二十二个公立学校有像这样
的植物园，我的新学校就是其中一个，老
师和同学们都喜欢这个植物园。校长还说，
因为疫情，植物园暂时不能开放。我真希
望疫情快快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享
受这个美丽的花园了！

校长又带我来到一个教室门口，告诉
我这就是我的教室。这个教室在学校建筑
的一个角落里，所以比别的教室大得多。
我往里面一看，有几个老师正戴着口罩坐
在一起开会，看见我来了，都冲我笑和挥
手。校长指着其中一位戴眼镜的长头发女
老师，告诉我她就是我的班主任。她看起
来非常和蔼可亲，我期待她做我的老师！

我以前去过的学校都没有这么正式的
参观，以前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去找教室。
但是这个学校是校长亲自给我介绍学校
的每一个地方，并且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让我觉得很受欢迎。我对我的新学校没有
那么紧张了，我很期待在这里上学，交到
好朋友！

第一次漂流
奔腾分校 五年级 孙思美  指导老师 程喆

二零二零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爸爸带
着妹妹和我，还有另外两家朋友一起去特
拉华河上漂流。我和妹妹还有两个女孩坐
在后面的气垫船上，爸爸和一个大哥哥坐
在前面划船拖着我们，还有一个姐姐和她
爸爸妈妈坐在另外一条船上。

那天是一个晴天，但是早上水很冷，
我们都不想下水游泳。爸爸说：“等一会儿，
水就会变得暖和一些。”果然，我们等到中
午的时候跳进水里，发现水不是那么冷了，
我们在水里自由自在玩得很开心。游了一
会儿，肚子饿了，我们回到船上吃饭。吃完
了饭，我们发现前面的河流有两条分支。
妹妹和一个朋友划船走了右边，我和爸爸
还有其它几个孩子划船走了左边。我们的
河道长，河流也变得很浅很窄，周围有很
多大树，期间我们看见了一群可爱的鸭子，
它们游在我们船的前面，像是在给我们带
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妹
妹的船。这时河流突然变得很急，我们的
船开始上下跳动，像是游乐园里的过山车，
我们都快乐地大叫。

我觉得划船是二零二零年里最好玩
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和很多朋友们安全
地一起玩儿。因为新冠病毒，我们不能去
中国或者其它国家旅游。能和家人与朋友
在风景如画的河上度过一天，我觉得非常
开心。

蜴。有了它的陪伴，虽然因为新冠病毒不能
外去旅游，我也不感到很无聊。我伤心的是，
也是因为新冠病毒，我的爷爷奶奶不能来
一起过年了。

今年的春节刚好学校放假，妈妈和爸
爸都休假在家，一起庆祝春节。妈妈准备
了许多美味食物。我们一起包饺子，做面食。
妈妈还教我用剪刀剪出一个小刺猬。我们
还煮汤圆吃。我一直想吃糖葫芦，可是妈妈
没有买到红果，就没做成糖葫芦。希望以
后可以有机会吃到。

晚饭后，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一起
玩麻将。我通过玩麻将还学了一些中文。
我画了一些卡片，每次游戏结束，不同名次
可以兑换不同卡片。根据卡片的数量最后
计算总分。总分最高的就可以用脚踩气球。
我把小玩具塞在气球里，等气球爆炸了，
就知道是什么奖品了。

我们最后的节目是唱卡拉 OK，许多歌
我都不会唱。但是爸爸唱得很有趣，很大声。
哈哈哈！已经晚上八点半了，我非常担心邻
居会来拍门，抱怨。最后，我和哥哥得到了
红包。

这是快乐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