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文 斯
顿 华 夏 中 文
学校 ( 李庄华
夏 ) 作为新泽
西李文斯顿及
周边地区最大
的华人文化教育团体，承担着普及中文
教育、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三
年来，学校和社区无疑遭受到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的严重影响。学校领导
层和全体师生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克服疫情造成的困难，始终保持着学校
的教学质量，维系华人社区的团结和信
心。2022 新学年，学校的注册人数有所
回升，各种艺术、体育、文化课程全面
恢复。今年，学校迎来了20周年校庆。
为帮助学校尽快恢复人气，进一步提高
华人社区的文化凝聚力，李庄华夏家长
会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在学校前面草
坪成功举办了美食烘焙义卖活动。王丹
会长、李肖娜副会长和杜红梅女士共同
组织了这次义卖。

这是自疫情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全
校师生及李文斯顿和周边社区朋友的热
烈响应和大力支持。义卖通知发出后，
很快就有超过 40 位热心家长和朋友捐
赠响应。参加义买义卖的既有现任家长
和教职员工，也有孩子已经毕业的老家
长和离任的老领导们，甚至还有住在博
根郡的华人朋友们，当然更是离不开李
庄美食群的美食大咖们的捧场。

10 月 15 日周六一大早，热情的
美食捐赠者和商家们就已经早早把美食
和饮料送到学校。志愿者们忙着接收美
食，布置场地，分类包装，定价摆放。
很快，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就准备就
绪，浓香四溢。其中有热气腾腾的酒酿
汤圆、皮蛋瘦肉粥、馒头、花卷、油条
和烧麦等中国传统早点，有精心烹制的
油酥饼、布朗尼点心、双色年糕、柠檬
蛋糕、苹果派，还有高大上的肉松小贝、

雪媚娘、凤梨
酥、炒丝饼、
水晶南瓜黑豆
糕等。本次义
卖，还得到了
Cafe UniBread 

(Hoboken) 和 East Flour (Livingston) 等
知名商家的慷慨捐赠。卓越青藤学校校
长王朝芳女士也捐赠了最受孩子们喜爱
的猪猪包和熊仔包。

天气晴朗，暖风醉人，绿草坪上人
来人往，热闹非凡。有家长带着不上课
的小小孩在购买早点，有课间的老师带
着小朋友们来学习和品尝，也有一家祖
孙三代在美食桌前流连忘返。大人孩子
的脸上都洋溢着久违了幸福笑容。李庄
学委主席 Seth Cohen 以及市议员候选人
和学委候选人也都来参加了这次活动。

很快，各种甜点美食就被抢购一空。
来迟一步的师生家长只好大叹意外。义
卖的受欢迎程度和大家的购买力超出了
家长会的预估。整个美食义卖活动共计
募得大约一千五百美元，将全部用于中
文学校的教育活动。

这是一次交融和传递文化与爱心的
盛举，是本届家长会新学年工作计划中
的重点项目之一。中文学校家长会感谢
所有参加义卖活动的组织者、志愿者、
美食提供者、赞助商家和合作伙伴以及
全校师生！同时也特别感谢校委会和董
事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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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金秋，李文
斯顿华夏中
文学校（李
庄华夏）迎
来了一个特
别的里程碑，我们建校二十周年啦！ 9
月，忙碌的开学季节刚刚告一段落，大
型系列校庆活动就接踵而来：我们编撰
了精美的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举办了盛
大的二十周年庆祝晚宴，还在校园里组
织师生和家长校庆二十年蛋糕分享和美
食义卖活动。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让
新老李庄华夏人相聚，让因为疫情原因
久久没有能够参加校园活动的家长义工
们回归校园，也让社会名流和社区管理
者有机会来到校园，见证李庄华夏人
二十年来对中文教育的坚持和建设开放
自信的中华文化社区的执着。好多家新
州的中英文报纸，《侨报》和《中国日
报》网站都报道了我们的庆祝盛况。李
庄华夏的影响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董事长，我非常高兴参与了学
校的各个庆祝活动，从筹备到实施，再
到最后的新闻报道。我看到学校三个领
导机构（董事会、校委会和家长会）的
成员们通力合作，成果斐然。三个机构
虽然责任不同，分工有别，但是在学校
的管理、运营和操作上，我们不分彼此，
互相支持。董事们在校庆活动中都身
先士卒，与校委会成员一起，担当了场
地协调、布置、演出主持、礼品采购等
具体而繁琐的工作。在家长会领导的美

食义卖活动
中，董事们
积极地帮助
外联，并加
入了义卖的
义工队伍。

三个机构能够和谐互动，在紧张的
开学之余还能顺利地举办四个大型庆祝
活动，有着以下几个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所有的管理者都本着一
颗为学校奉献的心。没有私欲，容易沟
通，互相理解，偶尔即便有分歧，也会
弱化到最小，少数服从多数。

其次，董事会本身的责任是决策办
学方向，指导监督校委会工作，并不干
预校委会和家长会的运作，但是我积极
支持校董们以个人身份带头参与到各项
活动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摆出领导
姿态。

最后，加强三个领导机构的联络沟
通，增加三驾马车的和谐程度。当我们
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家长会还
有校委会成员列席，交流互动，这样在
今后的各项活动中大家都能够很自然地
互相支持。

疫情已经逐渐远去，作为华人社区
的标杆，我们李庄华夏会加大开放力度，
办好各种活动，把更多的家长、学生和
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社区人士吸引到
学校里来。我们的三驾马车会继续通力
合作，把李庄华夏带向更加光明美好的
未来。

李文斯顿专刊 图文组稿：李剑老师

三驾马车 同心协力
董事长  叶剑

2022年的夏天充满了简单的时刻：
简单的八年级毕业典礼，简单的中文
学校毕业，在饭馆和我的朋友们大吃
了一顿简单的饭……像夏天的雨珠从
小花朵上一滴一滴跌落下来，我的生
活一滴一滴地变得简单了。没有考试
的疲惫，没有学习的烦恼。疫情造成
的愁绪、以前对某些同学的不喜，都
被这夏天的第一阵风吹走了。

可生活不是完美的。我本准备去
宾州的一个夏令营，可夏令营突然通
知我说我的课程被取消了。当时，我
很生气。可是我也没有办法。突然我
的夏天空了很多，所以我想，生活不
用太匆忙吧。

简单的夏天正式开始了。上午读
书和睡觉，下午骑自行车和打排球。
树上的叶色变得更绿了，天空的蓝色
也加重了，云彩仿佛大鲸鱼漂在天上
的海里。阳光想从树叶中漏下来，地
上的影子就成了景色。简单的日子一
下就过去了。

七月来了。我和三个同学一起上
了一些数学和语文课。虽然开车的距
离比较远，但是我们在路上的交流使
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我不学习的时候，
就到外面玩。有时候我会约着和我的
朋友们一起去喝一杯奶茶，逛一逛商
店。但是美好的日子不会一直长留下
来。朋友之间慢慢地疏离了，虽然那
些时刻让我真的感受到了友谊。

很快的，八月到来了。坐在飞往
罗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粉红
色云彩。在意大利，我们游览了罗马、
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比萨。我
们买了各种颜色的衣服和皮包。我的
皮肤也变深了一个色系。回到美国，
我跟妈妈说，“我的朋友都可能不认
识我了。”

转眼已经秋天了。夏天的美妙时
刻确实只能在夏天的太阳底下才能感
受到。但是夏天明年还是会回来的。
暂别了，可爱的夏天！

2022 年 夏
天，我和爸爸
妈妈还有妹妹
一起去佛罗里
达州的迪斯尼
世界玩了。

那一天，我们去了游乐园的神奇王
国，里面有我期待已久的飞越太空山项
目。我们排队的时候就能听到远处传来
的诡异音乐，妈妈皱起眉头问：“这个
过山车可怕吗？”因为爸爸和妈妈不喜
欢那些很高的过山车，而且还要照顾妹
妹，所以我们一家不会尝试惊险项目。
但是我真的很想我们一家人一起坐那里
的过山车。于是我回答：“不会很可怕。”
爸爸和妈妈将信将疑的上网查看我说
的是不是真的。遗憾的是，网上说飞
越太空山时会突然停下来，也会急速
下跌，还会急转弯。这可把妈妈吓坏了。
幸亏爸爸劝说，妈妈才终于答应爸爸
一家人一起上去。我明白妈妈为什么
有点怕，说实在话，我自己心里也有
点儿忐忑。

队伍很长，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我们
才终于排到头。虽然我脸上还是笑眯眯
的，但其实我心里还是害怕的。我们刚
坐上过山车，车就开动了。很快拐了一
个弯后，车变成缓慢往上爬。爬呀爬呀，
终于爬到最上面。我的心怦怦地跳，跳
得好像真要发射到外太空了。我急了，
开始倒数：二十，十九，十八……三，
二，一，发射！过山车“嗖”的一声飞
快地落了下去，我满耳都是妈妈的尖叫
声。我也跟着“啊——”地大喊一声。
过山车一落到最低点就开始急速拐弯。
我的心也跟着拐弯的频率剧烈跳动着，
没一会儿车突然停了！紧接着又是突然
一个直线下落。我开始有了害怕的感觉。
这趟车有时候突然拐弯，有时候急速往
下落，终于在来回升降几次之后停下来
了——我们一家人成功飞越了太空山！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飞越太空山
虽然有点怕，但还是很好玩的。妈妈说
她吓死了，爸爸也不舒服，只有妹妹很
开心没有事。我们一家人最后都哈哈大
笑起来。一些东西你觉得可能有点儿恐
怖，但是它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因
为一家人在一起体会到的总是快乐！

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命的自然现象。
每个人的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一星期
有七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多天。大自然
给予我们这么多时间，但是没有人觉得
够用。一分钟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一
个小时飞一样地流过，匆匆忙忙的一天
似乎也只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人们常常
发现，到了晚上不知道一天做了些什么。
新年来临时，你发现一年又从你的眼皮
底下溜走了。我们怎样才能珍惜每分每
秒，把每天都分配好呢？

我小的时候，有个暑假我天天不做
功课。每天不是玩积木，就是看电视。
两个月过去了，父母发现了我每天在做
的事情，他们当然很生气。我那时还不
明白他们让我做功课不是想折腾我，而
是想让我学习、成长和进步。现在我慢
慢地开始懂得，那些作业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功课可
以在今后补回来，但是那两个月的时间
是永远不会回来的。我现在只能珍惜以
后的时间，不再让它悄悄溜走。

今年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读到了
很多关于时间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
的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文章里描述
了时间是怎样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
就飞走的。我经常会遇到课文里讲的情
况，浪费时间也是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一天过去的时候，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做，
想玩的东西没玩，但是我想让时间掉头

回来的时候，它就是
偏偏不听我的召唤。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决定今年要提高学
习效率，不能在不知
不觉中浪费时间了。

我想，世界上的
每个人都想找到下面

今年暑
假，我参加
了李文斯顿
华夏中文学
校的“回归
自然”实体
夏令营。这

个夏令营的活动非常丰富，在那里周一
到周五都跟其他营员在一起上课、学习、
玩乐，不仅学到了很多学校书本以外的
知识，而且还能强身健体，更交到了很
多有意思的新朋友。

每个周一至周四，我们会学习中文、
科学、演讲、画画、武术、表演等课程，
老师们都很用心地教导我们，准备很多
好玩的游戏活动，让我们在乐趣中学习，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中文课学到了很多
中华文化知识；演讲课锻炼了我的逻辑
思维和表达能力；科学课更有趣，做了
不少实验和亲手制作的一些生活里很实
用的物品。

最让我们期待和兴奋的就是每周五
的“field trip”了。当天我一定会早早
地准备好，催促妈妈快送我去夏令营，
别错过了上巴士的时间。我们每周都会
去不同的农场或制造工厂，每个地方我
觉得都很酷、很好玩。不过，我最喜欢
的还是能亲近大自然的农场。我们去了
好几个不同类型的农场，有的是专门种
水果的，还有种蔬菜的、种花的，普遍
的农场都会有养小动物。那些农场里的
专业人员不仅给我们介绍了各种植物的
知识，我们还可以采摘蔬菜、水果、花卉，
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品尝，我们甚至可
以自己动手体验如何种植。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农场
和大家一起种了向日葵。农场主让我们
设计向日葵地的形状，我们一起商量，
并尝试了几个方案，最后选定了一个外
围是长方形，里面是一个光明会标志的
形状。接着，我们在地里用耕地的工具
把图案的形状挖了出来，然后我们在地
上撒向日葵种子。种好向日葵后，就去
喂了鸡和火鸡，还去看了羊。最后有一
个画画老师，让我们细心观察农场里的
各种花，我在我的画板上画了一棵向日
葵。我画得很仔细，并画了一个蓝色的
火柴人在它的旁边，老师说我画得挺有
创意的。我那一天玩得流连忘返。

我很喜欢这个夏令营，希望明年还
能再参加。

疫情期间，因为要隔离，爸爸和妈
妈都在家里上班，我和哥哥也在家上网
课。长期在家呆得很无趣，于是我们每
天傍晚都会沿着李文斯顿高中前的草坪
散步。草坪是椭圆形的，面积非常大，
走完一圈大概需要九分钟。绿幽幽的草
地就像一块美丽的毛毯似的。夏天的时
候，草坪周围很热闹。除了在草坪上做
各种运动的人们，还有鸟儿叽叽喳喳地
叫，就像在唱歌似的。萤火虫也岀来跳舞，
一闪一闪的，就像小小的精灵，打着小
小的灯笼，好看极了。偶尔，我们会看
到一群鹿在草坪上咀嚼和玩耍，鹿妈妈
还用舌头舔小鹿的屁股呢！我和哥哥觉
得这情景又奇怪又好笑。草坪一头的内
边缘有各种花丛和树木，路过的时候能
闻到各种花香，其中我们最喜欢的是金
银花的香味。有时候我们会走近那些灌
木丛，一边欣赏美丽的花儿一边嗅着醉
人的花香。

散步时，我们看到大人小孩在草坪
上进行各种体育运动，例如足球、垒球、
排球等，也有少数的年轻人使用单杠做
引体向上的运动，还有成群结队的中学
生骑着自行车在周围游玩。我们甚至看
到小孩在放风筝。我和哥哥从来没放过
风筝，所以我们俩都很羡慕地看着像雄
鹰似的风筝在空中飞翔。

我和哥哥边走边做其他活动，其中
之一就是短跑比赛。因为我长得比哥哥
强壮，几乎每次都是我赢的。我们也喜
欢一边走路一边唱歌，哥哥比我唱得好，
也唱得多。他喜欢百老汇演出和迪士尼
电影中的音乐，几乎每首都会唱。我们
要求妈妈用她的手机播放我们喜爱的歌
曲，边走边跟着大声唱，好开心呀！

当然，我们散步时做的一切并不完
全只是为了娱乐。有时我们会进行拼字
比赛。因为我的拼写能力非常好，妈妈
总是给哥哥更容易的单词。为了让哥哥
记住世界各国的首都，我想出了许多有
趣并有创意的方法来帮助他。聪明的哥
哥很快把大多数的内容都记下来了。

那年秋天，我刚满七岁，加入了童
子军。秋天是童子军卖爆米花季节。一
天下午，我在家练习自我介绍并熟悉爆
米花宣传单，经过多次练习后，我觉得
自己准备好了。

妈妈开车带我到家附近的一条街，
开始我人生第一次的逐户敲门卖爆米花
任务。我给自己定的总目标是卖到400
元钱，那一天的目标是150元。下了车，
妈妈帮我整理了童子军帽子和领巾，拍
了拍我的背，我拿着爆米花宣传单，按
响了第一户的门铃。

一位老人打开了门。我觉得自己的
心都要跳出来了，但我尽量让自己听起
来平静。“下午好！我叫 Lucas，来自
Pack 16。您想买些爆米花吗？”老人问
我有什么选择，我递给他宣传单。他看
了看价格，说：“对不起，我不要，你
们的爆米花比超市里的贵多了。我下次
再买吧！”他关上了门。

我的脸一下子变热了，皱起了眉头。
妈妈建议我：“下次推销的时候，你可
以告诉他们卖爆米花就是在支持童子军，
就算不买，他们可以捐钱。另外，即使
他们不买或不捐，也要说声‘谢谢’。”
我点了点头。

我们走到第二个房子，出来一个年
轻人。我介绍自己：“我叫 Lucas，来自 
Pack 16。我正在卖爆米花来支持童子军。
你想要买一些吗？”“对不起，我不喜

欢爆米花。”他说。“那，那我们也接
受捐款。”我说。他拿出一美元。“谢谢！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我回答并收下了
捐款。

“恭喜你，宝贝！你得到捐款了！”
妈妈欢呼起来。我却很失望，敲了两扇门，
只得到一美元，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销
售目标啊？我觉得很累，想回家。妈妈
鼓励我：“不要放弃，一美元也是你的
成绩。在生活中被拒绝是很常见的，不
要因此而气馁。只要你敲了足够多的门，
最终一定会有人买。”我点点头，答应
妈妈再试试。

两分钟后，我和妈妈站在第三家房
子前。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制服，
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一位老太太
开了门。“下午好！我叫 Lucas，来自 
Pack 16。您想买些爆米花来支持童子军
吗？”“小甜心，请问你有哪些选择呀？”
老太太笑咪咪地看着我。我给她看了宣
传单，她想听我的推荐。“很多人喜
欢 Caramel 口味爆米花，我喜欢 White 
Cheddar 口味的。Unbelievable Butter 最
合算，因为18美元可以买18袋。”我
耐心地解释。“我都要了。”老太太微
笑着说。妈妈帮我算了一下，我总共卖
了48美元。

当老太太把48美元给我时，我高兴
极了，把钱装进了一个信封，催妈妈赶
紧帮我做记录。离开的时候，老太太说：
“祝你好运！”“谢谢您！祝您有美好
的一天！”我笑着回答。妈妈给了我一
个大大的拥抱。“太棒了，宝贝！你完
成了第一次销售！”

那次成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继
续敲门，最后共卖了将近200美元的爆
米花，超过了那天定的目标，我感到非
常自豪。被拒绝没有关系，只要坚持，
最后一定能够成
功。直到今天，我
还记得妈妈的话：
“只要你敲了足
够多的门，最终
一定会有人买。”

今年暑假，我跟我的朋友参加了
几位高中毕业生主办的辩论夏令营，叫
Omega Speech and Debate。夏令营是 8
月 8 日那个星期开始的。同一个星期每
天下午，我还要参加一个网球夏令营。
在开始的时候，我和朋友因为是第一次
参加，不认识教练和其他的营员，并不
太喜欢那几位高中生教练。由于我每天
都要早退去赶网球营，错过了部分课程，
也少了与教练交流一些辩论技巧。也许
是因为这个，那些教练似乎也不太了解
和喜欢我。

到了辩论演练的时候，我跟朋友感
觉这辩题没有太多可辩性：反方显然有
很多内容可说，正方却好像没啥可说的。
但是，我们是要正反双方都参加的。没
办法，我们只好埋头痛苦地查找资料，
并确定一些有说服力的论据。

写完草稿交上去，教练一读，居然
眼睛开始发光。他兴奋地说：“如果换
个角度看，把你们的正方理由挪到反方，
肯定会更有说服力，而且会变成一个很
棒的辩点！”然后，他开始开心地解释
我们应该怎样怎样辩。他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大声，引得大家都想知道我们的
论据是什么，但是教练就是不肯说。大
家都以为我们俩特别厉害，但我们自己
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只好埋着
头，重新撰写我们的辩论稿，努力地查
找证据。

到了比赛的第一天，我和朋友开始
都很紧张，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
我想怎么也不会有好的成绩，更不觉得
会进入决赛。反正就那样了，与其体现
紧张结果，还不如放轻松享受这个过程。
于是，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辩了一天。虽
然感觉没有发挥很好，但模糊觉得应该
赢了一场。

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万万没想到，
我们居然积分第二，进入了决赛。我们
两个这才变得紧张起来。要知道我们的
对手都特别厉害，而且他们在这个夏令
营已学完好几期了。更糟糕的是，比赛
时我们被分配为正方，就是我们觉得没
法辩而且准备不充分的一方。但是我们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而且没有思想包袱，
有啥说啥，输了也正常。决赛结果出来
了，我们居然三比二赢了！

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跟朋友
都特别开心。我们决定开学后，就参加
高中的辩论俱乐部，继续学习提高辩论
技巧，并在高中几年里，一起把辩论做
下去。

暑假辩论营
AP 中文班 严心悦  指导老师 唐晓铨

李文斯顿高中前的草坪有着我们美
好的回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经常去那
里散步了，但是它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
是特别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怎样可以获得更多的
时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曾经天天寻找
不死药；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里，有无
数的人想寻找长生不老之术。他们没有
一个人成功，你也不必去尝试他们的方
法。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有限的时间利
用到最佳，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分配得最
好，这就相当于我们获得了最多的有效
时间。

怎样把时间利用好？这是人生最
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前人几千
年的经验，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人都对
这个问题有过贡献，帮助我们搭建了
各种时间分配的模型，现在轮到我们
了。你能为这个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
问题做出贡献吗？

夏天来了，天气热热的。有一天，
我的肚子有点儿饿。我妈妈正好买了个
牛油果和一些香蕉。“我知道了！” 
我说。我的妈妈疑惑地问：“什么？”
我告诉她：“我今天要做个冰沙。” 

我拿出了搅拌机，蜂蜜，以及刚买
来的牛油果和香蕉，接着把原料和冰块
一起放进搅拌机。“现在这看上去还不
是很诱人，可是我相信做完后一定会很
好吃。”我对妈妈说。然后，我开动了
搅拌机，我和妈妈一起注视着搅拌机，
看着食物飞快地旋转着。等了几秒钟，
食物终于变成小小的微粒，混合在一起。
我拿出两个杯子，一个给我自己，一个
给妈妈。我把淡绿色的冰沙倒进杯子里。
它闻上去香香的，
味道甜甜的，口感
厚厚的，很好喝，
妈妈也说真好喝。

冰沙在夏天吃
好吃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