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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 2072 年
马立平八年级 范祖铭 指导老师 王晓辉

2022 年，美国，地球。
早上已经快八点钟了，我吃了早餐
准备要去工作。可是刚一出门，我就听
见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音，我吓得闭上
了眼睛捂着耳朵就趴地上了。
等我再睁开眼睛之后，就看见了一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什么都跟我熟悉的
世界不同了，城市的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我熟悉的小公园也不见了，就连从我身
边走过的人穿的衣服都是很奇怪的样子。
我问一个从我身旁边经过的人：“我在
哪？今天是什么日子？”那个人伸出胳
膊让我看到他手腕上的一个屏幕，回答：
“你在新泽西啊，今天就是个普通的日
子啊。你的头还好吧？”从那个屏幕上，
我赫然发现，上面显示的是 2072 年！那
一声“爆炸”把我的时间直接从 2022 年
“炸”到了 2072 年！
我激动地到处走动，眼睛四处转着
看风景，看周围走过的人的奇装异服。
路上各种奇形怪状的交通工具和我完全
没见过的仪器设备让我的眼睛应接不
暇！虽然有很多光怪陆离的新玩意吸引
着我，不过跟我熟悉的过去比较，这个
未来明显差多了。草没了，树没了，天
地变得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生气。很少
能看到一点自然的景色，所有的地方都
变成了城市。
我有点沮丧地在路边坐了下来，打
算休息一下。这时候，一辆警车开过来，
停在我面前。警察把窗户放下来，问道：
“你是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难道我能告诉警察说我是从 2022 年穿越
到了 2072 年吗？于是我赶紧站起来打算
跑走。警察在后面追着我，然后，我又
听到了一声很响的枪声！我吓得赶紧趴
到地上，捂着耳朵闭上了眼睛。
等我再次把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发
现我还是躺在我的床上，手机显示的时
间还是 2022 年。
原来我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跟我一起穿越 50 年
马立平八年级 郭瑞丽 指导老师 王晓辉
今年夏天我刚刚十三岁。
有一天晚上，我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
突然听见外面有个声音。它开始是一个非
常小的“嗡嗡”声，然后声音渐渐地大了
起来。我警觉地在床上坐起来，朝着窗户
的方向看。正在这时，我的窗帘突然飞了
起来，从窗帘后走进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
的生物，我惊讶地喊出了声！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的皮肤是绿色的，显得很光滑，
外星人长着两个亮晶晶的眼睛，手似乎是
像青蛙的脚。他慢慢地靠近我，我吓得慢
慢地后退。
“你好，我叫氡气。”外星人突然开
始讲话了。“我是从火星来的，让我带你
到 50 年后的地球吧。”虽然我很害怕，
但也很好奇，50 年以后的地球会是怎样
呢？最后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于是，
我点了点头，答应了外星人。我的眼前忽
然闪现出了一个亮的光团，挡住了我的视
线，我只好闭上了眼睛。等我感觉到光散
了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还是坐在那张床
上，可是气氛不太一样。氡气也不见了，
我只好起来走出家门。
家门外的路上，我熟悉的邻居都不见
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像氡气那样的
外星人走来走去。“咦，奇怪，人类都去
哪儿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 50
年后的地球。突然，我看到一个外星人身
后有一个男人走过来。他穿着一件破布，
也没有鞋子，脸上脏脏的。他低着头走着，
就像奴隶一样。我害怕地后退，躲了起来。
难道五十年后，人类就是外星人的奴隶
吗？我躲在街边认真观察，又看到断断续
续出现了许多人，这些人类都在为外星人
工作。我躲在街角的灌木丛中，一动也不
敢动。等到路上看不见人的时候，我从藏
身处走出来，跑过马路，跑进我以前经常
进去逛的 mall 里。Mall 里竟然变成了一个
大的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外星人，当然
也有许多的人类。人都是为外星人工作。
有些在为他们做饭，有些在为他们手洗衣
服，有些在打扫。突然，有一个外星人看
到了我，指着我说：“看！那里有个人在
乱跑，快去追她！”
我一听见他说的话，连忙跑出门，头
也不回地拼命跑！我听见后面的脚步，慢
慢地近了起来。坏了，我快跑不动了。就
在外星人快要抓住我的时候，突然我面前
又出现了那个大光团，我感觉有点晕，就
什么都看不见了。
当我再睁开眼睛，发现我还躺在我
自己的床上，我妈妈正在楼下叫我起来，
就知道我回到了现在。想起来 50 年后的
情形，我感到非常担心，也很害怕，希望
人类好好的珍惜，保护地球，永远能做地
球的主人。

《西游记》读后感
马立平五年级 闵馨冉 指导老师 司静
我读完《西游记》，最大的感受是
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可能会遇到困难。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优点，因此有不同的解决
方法。
唐僧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遇到
任何困难都不会放弃。唐僧也是个很好的
领导者，他虽然不能降妖除魔，但是他会
找有能力的人帮他，像悟空。
孙悟空非常聪明能干，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他都能想出很多解决方法。他也
很勇敢，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害怕，而
且永不放弃。
猪八戒虽然很懒惰，但他会说话，
也很幽默。他把这么长的取经过程变得很
有乐趣。他也有很强的团队合作能力，能
帮悟空战胜妖魔鬼怪。
沙僧任劳任怨，累活都是他干，没
有任何抱怨。沙僧也很忠诚，重感情，他
不但没有离开过唐僧，唐僧赶走悟空的时
候，他还求唐僧原谅悟空。
取经的路上，虽然困难重重，但是
每个人用他们自己的特长，和其他人合作，
战胜了一切困难，取到真经。

我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
马立平五年级 谭楚漪 指导老师 司静
我最喜欢的西游
记人物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很聪
明。她给唐僧一个金
丝花帽，要他送给悟
空。如果菩萨没有给
唐僧金丝花帽还有紧
箍咒，唐僧就管不了
悟空。
观音菩萨也很能
干，她救活人参果树，
还有把金鱼怪用篮子收回去了。
悟空每一次打不过妖怪的时候，观
音都会去帮忙。唐僧的马鞍和袈裟都是观
音菩萨送的。取经的事情是如来想出来的，
不过是观音找到唐僧，还有找到了悟空、
八戒和沙僧一起去的。如来没有管什么事。
因为观音菩萨的聪明和能干，我最
喜欢她。

学《西游记》有感
马立平五年级 解郅臻 指导老师 司静
我学习了一年《西游记》，最大的
感受是团队精神对唐僧取经很有帮助。唐
僧师徒走在西天取经的路上，每个成员都
对取经有很大帮助。
唐僧没有本领，也没有太聪明。他
认为每个人都是好人，所以他总是被骗。
但是他是取经的人，没有唐僧，徒弟们就
不能成佛了。
悟空，他对唐僧取经有很大的帮助。
他会找路，保护唐僧，并且化斋饭。悟空
很聪明，有火眼金睛，能认出妖怪。
八戒，他很像唐僧，也觉得每个人
都是好人，但是他有时会听悟空的话。他
没有脑子，很喜欢吃的和女子，有很多的
缺点，但是他有一些本领，能和悟空一起
捉妖怪。
沙僧，没有很多本领，但是也有很
大的作用。我们能看见沙僧挑着行李，跟
在唐僧、悟空和八戒后面。沙僧也听悟空
的话。
最后的徒弟是白龙马。我认为白龙
马是唐僧取经路上最重要的。唐僧也说过，
没有马，他就去不了西天，取不了经了。

我看《西游记》
马立平五年级 刘轩明 指导老师 司静

我觉得唐僧是个有点懒的人，他把
多数的任务交给他的徒弟去做。他最后得
了一个比他徒弟高的佛是因为观音菩萨选
了他去西天取经。
我最喜欢的《西游记》的课文是“大
闹蟠桃会”，因为孙悟空很大胆，他做了
个很勇敢的事，那就是他敢挑战天上的神
和如来佛祖。

公共汽车在哪里呢？
马立平七年级 蔡朗乐 指导老师 樊敏敏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和哥哥
去中国玩儿。
一天早晨，我们家想去一个地方（我
忘记是什么地方了）。但是，那里太远了！
如果我们走路的话，我们的腿会掉下来
的！因为没有车，我们只好去坐公共汽
车。但是，我们到了车站的时候，那里
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等了五分钟。这时候，车站又
来了两三个人。我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说：“你是等公共汽车吗？”“是啊！
这公共汽车到哪里去了呢？”看起来，
大家又着急，又不知道怎么办。大家都
以为自己的手表坏了。
几分钟以后，又来了十几个人。我
们都东张西望，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哎呀，妈呀！
我们的公共汽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
呢？”
突然，我们要坐的公共汽车来了！
我们立刻准备上车。谁知道，公共汽车
没有停下，而是继续飞快地往前开。“等
等！”我们一起大声地喊。但是，公共
汽车的发动机声音太大声了！公共汽车
的司机没听到。糟糕，我们只好跟着公
共汽车跑。
跑着跑着，大家就到了我们想去的
地方！“咦？我们跑了这么久了吗？”
我想跟大家说。啊？好像没有人听到我
说话。我就再说了一次。“咦？我们跑
了这么久了吗？”还是没有人听到。
正在这时，天黑了。我着急了。“现
在不是早晨吗？”原来，是我累得睡着了。
刚才，我是在说梦话呢！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在餐
馆吃饭了。我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公共汽车在哪里？”妈妈告诉我：“你
睡着了。我们今天去了很好玩的地方。”
糟糕！我怎么什么也没有玩到呢？

加拿大之行
马立平七年级 金成烨 指导老师 樊敏敏
今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去加拿大。
去加拿大要开很久的车，我们还必须过
边境海关才能进入加拿大。交通很拥挤，
因为我们是周末去的，所以有很多人像
我们一样去参观瀑布，或者他们要回去
加拿大。
当我们在桥上等的时候，我和妹妹
一起玩了扑克。终于到了对岸，我们先
去酒店放下行李，然后我们再去自助餐
厅吃晚餐，吃完就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旁
边拍照。晚上的瀑布每隔几分钟就会变
颜色。夜晚十点开始放烟花，烟花非常
美丽壮观，我很喜欢。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餐就开车去多伦
多了，我们路过一个印度寺庙，真的很
整洁。离开后，我们又继续去多伦多。
到了那里，我哥哥和我阿姨去了加拿大
国家电视塔，我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到附近的唐人街去探索。我们拍了很多
照片，还买了一些三明治当点心。后来
我们一起又来到中国街吃晚餐。
第三天我们去探索克利夫顿山的街
道，然后我们又去瀑布拍照，我们一路
走到水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地方。接着，
我的哥哥、妹妹、阿姨和我一起乘船到
瀑布旁边近距离观看瀑布。瀑布很壮观，
虽然我们淋湿了，但很值得去。
之后，我们去了游戏店玩。妹妹赢
了一个杯子，我赢了一个彩虹球。晚上
的时候，我们去巨大的喜来登塔吃自助
晚餐，食物真的很美味。最后我们去探
索西部的街道，因为我们上次来加拿大
的时候没有去。
第四天，我们在离开之前去了一个
中国寺庙。寺庙很大很安静，我们参观
完寺庙就给寺庙捐赠了一些钱。然后我
们开车回家的时候，雨下得很大。遗憾
的是，我们不得不离开加拿大，因为我
的父母必须工作。
我很享受这次和家人一起旅行，因
为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壮观的
景色，也品尝了很多美食。我希望以后
可以再去加拿大。

2022 华夏教师培训暨学校管理研讨
年会，将于十一月五号至六号在新泽西
East Brunswick 希尔顿酒店会议中心隆重
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凝心聚力 惟
志惟勤”。在经历疫情的三年里，华夏各
分校的广大义工和老师们不忘初心，克服
网课教学以及生源减少的困难，坚持开学
开课，兢兢业业地完成教学任务，总校也
顺应需求推出一个个应时的校际线上交流
比赛，在疫情中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海外华
教风景线。随着疫情阴霾的渐渐褪去，华
夏将以更强的实力和精神面貌在华教第一
线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当地社区。
本次大会组委会有幸邀请到中美两
地从事海外华教学术研究工作的嘉宾讲员
来分享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华侨大学华
文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世界华语文教育
学会理事长任弘教授将远程与大家分享
《海外华文教育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
师胡灵均将向大家介绍与时俱进的教学方
式《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多模态语
料》；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中
文项目华裔读写班负责人 Grace Wu 为大
家带来《反思中文传承语教学：课程，教材，
挑战及其他》。老师们还能听到当前的热
点课题，《华裔美国人》的作者台进强老

（图文供稿 华夏总校年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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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校开学动态

九月十号中
的资深教师们。
部分校迎来了后
今年为教师培训
疫情时代的第一
做出突出贡献的
中部分校 教务长 王延荣
个 金 秋。 中 文 和
刘影和张烨老师
文化课招生迈上一个新台阶，教师队伍也
多次与新教师一对一地磋商答疑。王晓辉
增添了新生力量，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学期
老师一直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也
红红火火地开始了！
是学校辩论队的指导老师。她的学生在总
从八月就开始忙碌的校委会紧锣密鼓
校活动中勇挑大梁，开学第一期的华夏园
安排招生和课程安排工作。校长雷志军拜
地小语世界就有他们的重要贡献。
访了学区委员会并与租用的学校顺利签订
了场地租约。招生工作的明星是分管注册
的宋丽老师，她忙前忙后跑邮局、登记更
新学生注册、回答家长问题，使整个注册
工作有条不紊地妥善展开。负责家长值班
和其他事务的唐伟也早就安排好了一学年
的值班表。新上任的会计 Lily 主动购买教
学用品，满足了开学第一天老师们的教学
需要。负责学校活动的总导演广媛，在开
学前的教师会上为大家呈现了本学年各项
精彩活动的计划。
今年有七位新教师加盟或归队中部分
校。新老师们的热情与奉献令人刮目相看。
这一张中部学校新学年大事记由广媛
虽然学校已经为他们举办了新教师培训，
精心设计。总校的华夏之星和中部分校的
为了更好地开张课堂教学，他们还主动向
春晚和庙会是我校两场重头戏，过去的这
有经验的教师们请教，并在开学前就向教
个周末上课时，广媛和唐伟已经开始运筹
务长提交了教学计划。为了让新老教师共
帷幄，出谋划策，提早开始构思设计了。
同进步，更多的教师培训和观摩教学正在
展望新的一年，华夏中部分校充满了
计划之中。
期待。我们相信，这将又是一个桃李芬芳、
学校的教学成绩离不开勤奋耕耘多年
硕果累累的一年！

新学年 新气象
高楠老师的小主持人班

今年中部分校又迎来史上人数最多
之一的马立平一年级。刘栎老师和 TA 们
的新学年肯定更加多彩多姿。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我们盼望这些可爱的花朵们
在中文学校茁壮成长！

Katherine 和 Joyce 的少儿声乐班

由大众传媒硕士高楠老师创办的少
儿主持人班，为学生提高中文表达能力
和自信心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期待他们
在今年的各项活动中有精彩的表现。
我觉得今年马立平是最有趣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里，每节课都讲一个西游记的
故事，每篇课文都是一个唐僧师徒四人冒
险的经历。
《西游记》里我最喜欢的人是孙悟
空。孙悟空是个很重要的角色，西游记
里讲的主要就是他。孙悟空神通广大，
没有他的贡献，唐僧可能会取不到真经，
极有可能会被妖怪抓住或被妖怪挡住去
西天的路。

师将分享他的前瞻探索：《让本地华人历
史融入中文各年级教学的意义和实践》。
除此之外，华夏各分校的优秀教师将有机
会在两天的小讲座中，以示范教学和主题
分享为窗口进行校际教学经验的交流；分
校董事长、校长和教务长将通过论坛形式
交流学校规范化管理经验和了解相关的法
律规则和责任。同时，应组委会邀请，曾
带领美国队参加“亚洲杯”辩论赛并获得
亚军的阎永忠教练，将从亚特兰大赶赴年
会现场与华夏老师一起交流分享辩论培训
的心得体会。
在今年年会“重头戏”答谢晚宴中，
总校组委会将为上年度分校优秀教师和总
校义工进行颁奖，也将对承办总校活动的
分校及一直以来支持华夏的商界精英予以
表彰和嘉奖。更期待各分校老师和义工在
晚会文艺表演中一展风采！
在金秋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迎接这
一场久违的盛会，期待华夏同仁在交流中
碰撞出愿景的火花，衷心祝愿华夏中文学
校在后疫情时代凝心聚力，再创辉煌！
欢迎中文学校同行们参加年会，也
热诚欢迎有合作意向的商家与我们联系赞
助事宜，联系方式 pr@hxcs.org。

刘栎老师的马立平一年级班

少儿声乐班是中部分校引以自豪的
幼儿声乐启蒙项目。年轻的老师们寓教
于乐，在优美的歌声中启迪、培养孩子
们对声乐的兴趣和热爱。很多学生因此
走上专业学习之路，在各个年级踊跃参
与合唱团和戏剧表演，取得优异成绩。
（中部分校专刊 图文组稿：广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