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
月是南泽西
地区一年中
最美的季节，
这个收获的
季节让人充
满了憧憬和
期待，今年似乎也不列外。但是对于每位樱
桃山华夏中文学校人来说，这个九月似乎有
更深刻的含义，那是因为我们中文学校的开
学季的到来。

如果说今年的开学季有什么不一样
的话，那就是每位家长、老师和学生更加
渴望回归实体学校。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
来，学校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准备。春季
学期还未结束，各种课程注册工作就已经
开始了。炎热的盛夏期间，校委会除了一
边运作夏令营，还一边积极向家长宣传秋
季课程。这种未雨绸缪的事先准备，使学
生的注册工作能有条不紊的进行。特别是
新董事会八月份正式成立之后，各位热心
以及有丰富校务管理经验的董事，立马以
服务学校、扩大招生为己任热情洋溢地投
入到工作中。

甫入九月，对学校的宣传更是如火
如荼地开展起来。董事会联合校委会和老
师除了例行宣传外，决定更进一步深入社
区，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周边社区的许多
图书馆、社区 中心、华人商铺，都摆上
了我们中文学校的宣传材料。

9 月 7 日，校委会和董事会联合举
办了一个网上的学校开放日活动，各位
老师积极推介自己所开的课程，吸引了
近百位家长的参与。9 月 10 日的恒发广
场预售书活动更是将学校的宣传活动推

向了高潮，
多位新生家
长在了解学
校后，当场
就进行了报
名。老师、
家长和学生

们过了一个暑假相见格外亲切，相约一
起向自己的亲朋好友积极宣传学校。

9 月 17 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全
体校委会和董事会成员中午十二点钟就来
到学校，为迎接学生和家长们紧张忙碌着。
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当天时间紧、任务重
的困难，认真仔细地完成了注册、卖书、
咨询等工作。家长和学生志愿者们也忙着
张贴课程和学生名单以及学校教室分布
图，引导学生进入教室，帮助老师们复印
资料，确保了各班的正式开课。开学第一
天，老师家长和学生们满怀喜悦，彼此问
候，校园内漾溢着一片友好和谐的气氛。

校委会、董事会、家长和老师的相
互配合，积极宣传学校硕果颇丰，今年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的注册和开课数目
都是疫情以来最多的一年，总注册人数
超过了 600 人次，许多班级的学生人数都
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作为南泽西最
大的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华裔社
区文化中心，我们依托华夏总校，在疫
情期间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各项工
作依旧井然有序，管理层也充满活力。
在新学年到来之际，我们将继续扬帆起
航，董事会和校委会将继续携手共进，
共创辉煌。

酷暑已褪，秋风渐起，
凉爽惬意的九月，樱桃山华
夏中文学校迎来了 22-23 学
年的开学日。这对樱桃山学
区及其毗邻的华裔家庭而言，
是不容忽略的重要日子。孩
子们早早准备好了书包和学习用品，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中文学校
的好朋友。老师和家长们同样对开学满怀期待，这份熟悉又温暖
的感觉由来已久，因为中文学校已经成为华人心目中维系亲情、
传承文化、丰富生活、回馈社区、增强族裔凝聚力的重要所在。

9 月 17 日下午 1 点，位于 Beck 中学的樱桃山中文学校准时
开门，络绎不绝的家长、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很快就在学校走
廊里汇聚成熙熙攘攘的人流。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家长、师生之
间的亲切问候，交织成最和谐的声音；牵着爸爸妈妈手的新生好
奇又紧张，和蔼可亲的老师在耐心疏导，热心服务的志愿者在人
群里穿梭，构成了一幅幅最温暖的画面；咨询台的工作人员在认
真地回答家长的提问，注册处、购书处也很快排起了长龙，校委会、
董事会的老师们分工明确，家长们的注册队伍井然有序，老师们
在讲台前侃侃而谈，新学年在紧张、忙碌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与去年相比，学校中文
课和文化课的注册人数普遍
回升，有些班级甚至超过了
疫情前的水平。老师们在疫
情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教室
满员的压力，然而很快就被

欢迎学生回归课堂的喜悦所取代。开学第一周，很多学生还在试
听课程，后续的注册人数会继续攀升。超出预期的注册人数和董
事会、校委会、全体老师们的精心组织筹备，以及家长和社区的
支持息息相关。

8月底，学校的中英文招生广告就在董事会的联系下张贴到了
各个社区图书馆、餐馆、以及各商家的布告栏。为了扩大宣传，董
事会和校委会还组织了一次线上课程宣传介绍会。通过精心制作的
PPT，老师们耐心详细的课程介绍，家长们感受到了老师教书育人
的诚意。学校还于9月10日在恒发超市前举行了一次预售教材、
现场注册和咨询活动，不但吸引了疫情中流失的生源回归，还吸引
了更多的新家庭注册中文学校。董事长王荣鹏和校长姬亦工分别在
微信群中对志愿者和老师们的工作表示感谢！期待通过大家的通力
合作和无私奉献，樱桃山中文学校会迎来成果丰硕的一年！

今天中文学校开学了！校委
会董事会为了迎接新的学期做了
充分的计划和准备。他们早早来
到学校，为老师和志愿者们安排
工作，以便欢迎学生们的到来。
虽然事情很多，例如购买教材、
课程注册，但在学校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各位志愿者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所有事情，帮助家长们解决问题。开
学的第一天，学校回到了疫情前的热闹，孩子们欢声笑语充满
了走廊和整个校园。

我们的所有老师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恭喜我校在HSK的考试中取得
了总校二十多所学校中第二名的好
成绩。相信今年我们能够再接再厉，
努力比去年做得更好。我们和老师
以及同学们都很兴奋能够回来，在
新的一年里同处一个屋檐下，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在学生和家长的期待下在新的一个学年学习中国艺
术、文化和语言，取得更多的进步，获取更多的知识。希望大家新
的一年再接再厉，比去年的自己更加努力，做得更好。

最后祝大家：春去秋往万事胜意，山高水长终有回甘，万
般熙攘化清风朗月，四方梦想皆如愿以偿！

刷牙、上课（上班）、
吃饭和睡觉。要是我们
更有效率做好这些基本
的东西，我们肯定会有
多余的时间。有多少的
时间要靠你自己合理安
排。要是你把你的时间
看作金钱，你应该会更
好地利用时间。

时间在我们生活中不是一件我们会经
常想到的事，但我们每一天都在用。时间
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要看你怎么利用它。
比如，有的人会把他多余的时间用来学习，
也有别人用这个时间做其他喜欢的事情，
比如有的人喜欢体育，所以他会花时间锻
炼身体。而有些觉得时间太多的人，也许
会选择玩游戏，看手机。每个人都会有不
一样的他们想要做的事。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
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
开的时候。”但是时间去了，就不可能
会再回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时间，
好好珍惜时间！

因为疫情，我和妈妈三年都没有回
中国看你们了，我特别想念外婆煮的菜，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这样我就可以回去看
你们了，也可以吃到外婆煮的菜了。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外孙：陈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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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海投全球“华夏杯”绘画比赛快讯
网上投票开始啦！

自 10 月 1 日开始接受绘画作品并进
行网上作品展览以来，2022 海投全球“华
夏杯”绘画比赛每天都收到不少作品提交。
跟前两年一样，今年的作品依然是多种多
样、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

今年的比赛在去年的基础上做了一
些调整，包括比赛结束后会向每一位参赛
者赠送画册，将少儿组拆分为三组，增加
“不参加网上投票”选项等。这些修改让
比赛更平衡和合理，也给有不同需求的家
长多种选项。

绘画作品的提交将于15日截止，从
12日开始，开始对公众开放网上投票。

网上投票规则：网上投票时间为
10/12-10/20，一共 9 天。每个 IP 地址每
天可以投五个不同作品。20 号后主办方
统计出得票数最高的 20 人为人气奖获奖

者，获得 $10 礼卡。
主办方特别说明，网上投票的人气

奖与专家评选是两个分开的奖项，互不影
响。绘画大赛特、一、二、三等奖是根据
专家对作品质量进行的评定。

如不想参与网上投票人气奖，作品
提交时可以选择“不参加网上投票”，这
样该作品下方没有投票按钮，也就没有投
票数，但并不影响评委对该作品的评定。

网上投票的宗旨是给所有参赛者搭
建更广大的平台，让更多的人进入我们的
展厅，欣赏小朋友们的精彩作品，给所有
参赛者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在此，
我们提前感谢所有参加网上投票的人员和
你们的亲朋好友，期待看见大家的点赞和
喝彩！

图文供稿：总校外宣部

如果任何人问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春节！问我的
人又会说，为什么是春节，而不是其他受
欢迎的节日像圣诞节？我会告诉他们，因
为春节这个节日把全家人都聚在一起，那
样就会带来更多乐趣、欢笑和兴奋。妈妈
总是跟我说，新年不仅是吃吃喝喝、收红
包和跟家人们在一起，而是要向你关心的
人，也要向你周围的人表达爱。真的，今
年的春节，让我充分体会到这句话的内涵
和道理。

我的名字叫小丽，家人和朋友们经
常叫我丽丽。今年刚上高中。我的亲戚们，
除了我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住在很远
的地方。因此我并不常见到他们。但是，
每一年春节，他们都会从远方来到我住的
小镇和我们一家团聚。

春节那天我放学回家时，我的家人就
已经开始准备今晚的大餐和活动了。我一
进门口，妈妈叫我上楼，先把作业做完，
然后可以和家人一起玩个痛快！听了妈妈
的话，我赶紧去我的房间写作业。做完以
后，妈妈叫我和兄弟姐妹一起把房子打扫
干净。我们都不喜欢打扫，但因为亲戚们
待会要来，大家都认为这件小事是值得的。

家庭中的每个人终于把烦恼的事情处
理完以后，我们从窗户看到许多车正向我
们家开来！兴奋的我和兄弟姐妹们急忙跑
到外面迎接亲戚。过了一会，大家进屋子
去聊天，兴奋地说个没完，一直热闹到晚
餐时间。过春节最重要的是吃年夜饭吧？
既然如此，今年，我们决定去一个餐馆吃
年夜饭。

来到餐馆，就知道这家店非常繁忙
热闹。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开始点餐了。
点了很多好吃的，好期待呀！一会儿，香
喷喷的各种各样的菜就来到了我们的桌
上。我们一边和家人聊天一边享受美味的
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春节！

突然，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走了进
来，她看起来和我的年龄相仿。在这样过
年的日子，她却不像其他人有家人一起进
来，而且，她点餐的时候，不像其他人一
样点了大餐，她只点了一瓶水。我好奇地
看着，想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家人来陪她吃
年夜饭。

等了好一会儿，看见她的桌上还是一
瓶水，于是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对服务
员说：“请给那女孩送一份红烧牛肉面，
把帐单给我。”服务员冲我笑了笑。很快
给那女孩送上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是我
最爱吃的啊），那女孩看到牛肉面很惊讶，
服务员跟她说了几句。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漂亮。

这件事发生后，我意识到妈妈的话多
么重要。春节的确不只是和家人们一起庆
祝新年的到来，而是要把爱分享给他人的
节日。很开心我在今年的春节做了一件有
意义的小事。

我们的时间过得好快，每天你有没有
想到过你时间不够用？还是觉得有太多时
间？也有可能你觉得时间太少了，或者时
间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用。那我们应该怎
么利用好时间呢？

学完《匆匆》，我想到，我们的时
间真的很宝贵。我们大部分的人每一星期
都做差不多一样的事。起床、穿衣服、

我们学了许多
成语故事。胸有成
竹、杞人忧天、拔
苗助长、画龙点睛、
双管齐下、反复推
敲、抛砖引玉和“千
里送鹅毛，礼轻情
意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就经历过拔苗助长。
小时候，我很喜欢做数学，但是，我很不
喜欢做简单的练习题，因为我觉得很无聊。
因为我没有多做练习题，我的基本功没有
打好。所以，我到做难题的时候，想也想
不出来算答案的方法。只有我回去把基本
功练熟了之后，才可以往前走呢。要不然，
我就会卡在那个程度了。生活中有很多父
母逼他们小孩儿做特别复杂的数学，但是
大部分的小孩五六岁的时候还没有那种思
考问题的方式呢！这样孩子不但看不到进
步，而且会不想学习。

最近，我还有一个拔苗助长的经历。
本来刚开始练习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慢慢
地提高速度和延长距离。我开始第一天跑
的时候，就用力跑得很快，结果第二天的
时候，我的腿和肌肉非常疼，过了两个星
期以后才彻底好了。我都快忘掉跑步的事
情了。

总的来说，拔苗助长是一个有害而无
利的事情。拔苗助长告诉人一个特别重要
的道理；做事情的时候要有耐心，而且要
用逻辑思考自己的方式。不要飞快的往前
跳，要慢慢的积累。这样才可以达到成功。

亲爱的外公外婆：
你们好！
好久不见，我

很想念你们！外公
在医院上班还很忙
吗？外婆的腿怎么
样了？走路还会痛吗？这星期姐姐要从大
学放春假回来了，我又可以跟姐姐一起玩
了。我这个学期在学校的成绩都是 A，每
周六还坚持去中文学校上课，我在中文学
校已经上七年级了，妈妈说再学两年就可
以毕业了。

我每周坚持练习跆拳道，过三周又
要去参加比赛了，上次比赛我拿了三个项
目的第一名，今年我还要拿第一名。

我现在喜欢上打篮球，也喜欢看 NBA
比赛，妈妈买了一个篮球架放在家门口的
路边。放学回来我就会和邻居的小孩一起
打篮球。

我有一个哥哥。
他现在十八岁，九月
份就要去上大学了。
他现在还在上高中，
他每天都很忙，作业
也特别多。但是，他
还是每天会找一两件
有趣的事情跟我分享。
周末和放假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一起跑步
或者一起玩运动游戏，每一次都很有趣。

我的哥哥特别喜欢做数学题，也做
得很好。但是我呢？每次做题都会稍微有
一点儿问题，有时候一个小数点忘加了，
有时候坐标图的数字写错了，等等。我每
次犯错的时候，哥哥都会过来把数学题再
给我讲一遍，我一下就懂了。他两年以前
给我解释的数学题，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
楚呢。

是哥哥启发我去拉小提琴的。我开始
学小提琴以前，哥哥已经在教我怎样调音，
怎么保管我的小提琴，还教了我小提琴的
弓应该怎么握。如果我练小提琴的时候碰
到了困难，哥哥会马上过来教我怎么解决。

在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做甜点。哥哥
会帮我做，也会帮我把不是那么好吃的甜
点咽下去。我们一起做过巧克力饼干、芝
士蛋糕和纸杯蛋糕。

我的哥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想到他
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我就很难过，每次
都默默地希望他能去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大
学，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和我一起说笑话，
教我数学小提琴，还有烤甜点。

金秋时节天气爽 中文学校迎新忙
致 2022-2023 学年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开学季

董事长：王荣鹏

我 家 厨 房
的窗边，有两盆
美丽的兰花。七
年前我们也有
一棵兰花，以前
的我们不知道
兰花可以每一
年都开花，就把

它扔掉了。可是，七年后的今天，我
们家有了两盆兰花，每一年都会开出
漂亮的花朵。

我家的两盆兰花都很漂亮，有一棵
是紫色的，花儿紫中带白，真美丽。另
外一棵兰花是黄色的，黄中带白，晶莹
剔透，也非常好看。兰花盛开的时候，
花朵好像爬上花茎一样，是从下而上有
次序地开花。

妈妈没有每一天都浇水，但兰花
还是从一个个花骨朵里“跑”出来了。
每一年，快春天的时侯，我都会去看
看兰花开起了几朵花。有些时候我很
无聊，就仔细地看着它们，一朵一朵
数着。

我有时候看了兰花，想画一个兰花
的画。要是你现在来到我们家做客，你
们会看见很多画，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
有画出一张兰花的画来。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画一张兰花，像真的一样。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闻兰花的香味。
兰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它表达爱
和美丽。兰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让它
们被很多人喜爱，很多人都养它们。

开学季，希望季
——中文学校开学第一天纪实

校长：姬亦工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喜迎开学日
走出疫情影响生源回归超出预期

校务长：白向利

接到樱桃山华夏中
文学校开学日志愿者邀
请时，我作为学生家长，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转
念一想我没做过义工，对学校情况也不太
了解，做多少贡献先不说别给帮倒忙了。

开学那天中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
到了学校，现场已经人头攒动，校长跟老
师们还有一部分志愿者已经撸起袖子热火
朝天地干起来了。校长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给现场搬运书籍。这份干劲着实感染了现
场的小伙伴，大家都参与进来，群策群力，
各司其职，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每
一位到现场的家长都被妥善指引到位。老
师们也陆续抵达，大家脸上都写满兴奋激
动，眼中闪烁着光芒，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如同带领载满新生的船长，即将扬帆远航
驶向知识的海洋。

大家都忙碌着洋溢着热情，有的家长
主动加入进来给其他家长指引方向，也有
热心的家长给忙碌的大家捐赠矿泉水，现
场一片其乐融融。此刻这里已经不仅仅是
一所教育机构，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
中华儿女汇聚一堂，为着传承中华文化做

着共同的努力。
中文学校的意义不

但是给孩子们提供丰富
多样的兴趣班，更是肩

负传承中华文化重任，将五千年文明发扬
光大，在大洋彼岸播洒，耕耘灌溉开花结
果。在 2022 年的今天，我们处于经济全
球化和中国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让在海
外长大的孩子学好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在培养他们成
为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最近几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家的学习与生活都受
到巨大冲击，而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中
华文化，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
下，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向世界生动诠
释了中国情怀。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在这次活动中学
习到很多，体会到每一位教职员的传承中
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非常敬佩，由衷
感激。祝愿我们中文学校越办越好，愿我
们海外莘莘学子都能学业有成！

樱桃山专刊 图文组稿：
教务长 冯朝晖 董事 张婷

开学日感受
志愿者：晴天

开
学
日
掠
影

图
片
来
源
：
张
长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