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在我软磨硬泡的恳请下终于答
应了。从家里开车到马场，一路上我都
很着急，等不及快点儿上马。我们一到
马场车刚停下我就冲到马厩前，问工作
人员哪匹马是给我骑的。她牵出了一匹
16 岁叫 Sheyene 的母马，对我说：“就
是这一匹。”Sheyene 长着栗色的毛，
有黑色的鬃毛和尾巴，它的四肢和脸是
白色的，它很精神也很友好。我踩着楼
梯骑到它的背上，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策
马飞奔，忍不住笑容绽放在我的脸上。
工作人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如何驾驭
Sheyene，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围栏里骑了
两圈。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围栏，开始绕着
马场走半里路的大圈。我们走了一会儿，
路边的树林里突然跳出一头鹿，Sheyene
被它吓了一跳，开始奔跑起来。我后面
的教练赶紧叫它停下来，但是 Sheyene
好像没有听到她的喊声，继续往前跑。
Sheyene 突然跑起来也把我吓了一跳，我
双腿不由自主地夹紧了马肚子，抓紧了
缰绳往后拉，想要让它慢下来，但是它
依然往前跑着。我看这个办法不行，于
是我就开始轻轻地拍它的脖子，同时对
它说：“Sheyene，别怕，你可以慢下来
了。”我说了几遍，它似乎听懂了我的话，
开始慢了下来。教练从后面赶上来，紧
张地问我有没有问题，我很得意地冲她
挥挥手说：“没事。”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我和 Sheyene 配合的似乎更加默契了，
我们时而慢慢地散散步，时而轻快地小
跑一阵，我一路上还不停地和它说说话，
它偶尔喘下粗
气，偶尔点下
头，仿佛是对
我的回应。

通过那一
个小时的课程
我找到了骑马
的感觉，我决
定下个暑假我
还要再去学骑
马，去学马术
运动。

在中国十大名花中，我最喜欢的两种
花是牡丹花和梅花。牡丹花的花形很大，
颜色也很漂亮。人们都称牡丹花“国色天
香”，是“花中之王”。牡丹花的分类有
很多，有开展型和半开型；按芽型可以分
为圆芽型、狭芽型、鹰嘴型和露嘴型。

牡丹花的颜色有很多，有白色、黄色、
粉色、红色，紫色、墨紫色、粉蓝、绿色
和复色。牡丹花是百花之王，所以代表圆
满、富贵、雍容华贵之意。牡丹花也象征
着期待、淡淡的爱，象征用心付出，高洁，
守信任的人。

梅花是一种非常坚强和勇敢的花。梅
花的形、姿、色，是所有花里最美的。梅
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梅花和松和竹并
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梅花象征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
们以立志奋发的激励。

很多年以来，梅花一直是中国人的
最爱。梅花有五片花瓣，人们认为它象
征着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
而人们更看重的是梅花所体现的勇敢的
品格：在寒冷的冬天，所有的花都没有
开花，只有梅花不怕寒冷，在冰天雪地
里独自地开放。

人们常说，
流光容易把人
抛，快乐的光
阴更是短暂。
在华夏中文学
校樱桃山分校
的求学时光正
是如此，它悄
悄地来，又匆匆地走。转眼间，毕业的
钟声已在窗外敲响，相伴多年的同学们
也即将走向新的学堂。回首往昔，一幕
幕关于中文学校的美好回忆，不禁又浮
现到我的眼前。

还记得我的第一堂中文课里，我和其
他胆小的新同学一样怯生生地央求妈妈
留在教室里，那时的我们像一群刚开始
学走路的小小鸭，咿咿呀呀间扑动起学
习中文的翅膀。渐渐地，老师们不懈地
关心和鼓励让我们越来越开朗自信，大
家开始壮着胆子参与学校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从第一次用颤抖的嗓音参加演
讲比赛，到出战总校辩论比赛时的侃侃
而谈；从学校运动会上的奋力拼搏，到
加入侨报寻根之旅与五湖四海的新朋友
笑语欢歌，中文学校的点点滴滴都如阳

光雨露般滋润我们的成长，让中华五千
年文明在彼此血脉中融汇相连。

华夏中文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文化
的摇篮，更是领导华人社区携手对抗危
机的前哨和舞台。早在 2020 年初席卷全
球的新冠疫情刚露出征兆时，樱桃山分
校校委会就壮士断腕毅然取消了包括春
节晚会在内的所有团体活动，并把线下
授课全部转换成网络教学。一年多来，
即使疫情仍在肆虐，中文学校的教学生
活却一天也没有中断。特别是负责毕业
班的老师和教务长，在完成正常教学任
务外还不辞辛劳组织全班同学准备全球
最权威的汉语四级水平考试。天道酬勤，
全班同学都顺利通过了考试，不少同学
还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除了坚持中
文教学，学校还组织师生为故乡疫区和

本地公卫系统
捐款捐物筹集
抗疫物资，尽
管能力微薄，
但我们坚信众
志成城聚沙成
塔，为了能够
最终战胜疫情，

樱桃山分校全体师生绝不缺席。老师们
用亲身榜样教导我们，身为华夏文明的
传承者，我们应当牢记：风声雨声读书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毕业班的全体同
学感谢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各届校委会
和全体老师们的辛勤培育。正是因为你
们多年来的奉献和坚守，才有我们今天
的成长。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收获了真挚的友谊，更找到了自己文化
的根。有了你们的授业和传道，今后我
们再不会害怕风雨兼程。正如前人歌声
所期许的那样：今天我们是桃李芬芳，
明天我们会成为民族的栋梁；今天我们
弦歌一堂，明天我们将勇敢肩负起全社
会的进步和富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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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
八年级 林可晴 指导老师 章蓬

牡丹花和梅花
八年级 江雨琪  指导老师 章蓬

海边的一天
七年级 张鲁源  指导教师 马玉杰

金秋是新泽西最美的季节，也是亲
朋好友举杯相庆共祝收获的季节。在这
个美丽的季节，2021 华夏教师培训暨
学校管理研讨年会将于 11 月 6 日在新
州的 APA 酒店举办。本次大会将以“初
心如磐，笃行致远”为主题，以远程与
实体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华夏 22 所分
校教学管理人员及周边地区关心中文教
育的热心人士，汇集华文教学专家最前
沿的教学理论 , 展示并交流不同层面的
教学经验。

会议当天，上午为网络远程培训。
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教育专家将为与会者
进行以“后疫情时代华教新形势、新模
式”为主题的线上培训。此外组委会还
安排了美国知名高校的教授们为老师们

传经送宝。下午将进行线下现场交流，
“校长董事长管理论坛”和“教学管理
论坛”将为各分校教学管理带头人和骨
干教师提供充分面对面线下交流的机
会。会务工作结束后将于晚间举行盛大
的晚宴暨颁奖仪式，表彰优秀园丁和总
校义工们。

在这特殊境遇下召开的年会，会一
如既往地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教务交流，
相信这一届年会不仅能让大家收获满
满，也将再次成为疫情中迎难而上的一
股积极力量，再次展现华夏人永不满足，
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年会旨在凝聚华
夏力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务管理水平，
促进各个华夏分校携手合作，勇往直前，
共创未来！（文 游牧）

风物长宜放眼量 --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喜迎十八岁

樱桃山分校 校长 姬亦工

马立平二年级中文教学的一点体会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金晓霞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开办于2003年 6
月，已有18年的历史。作为一个中文学校，
目的是让更多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学生学习
中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
文化断层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的文化。从
三皇五帝的神话时期到现代蓬勃发展，蒸
蒸日上的新中国，孕育出了在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文明。从老子，孔子，庄子到
鲁迅，老舍，朱自清，数不尽的思想家，
文化大家。雅人四好，四大发明，四书五经，
君子六艺，十八般武艺，唐诗宋词元曲这
些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化瑰宝，是我们
每一个华人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中文学
校，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我们的孩子去了
解去探寻去珍视我们自身的文化。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经过18年的发
展，我们有足够的老师来教授中国文化的
方方面面，更好地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中国
的传统文化，不只是春节吃饺子，中秋吃
月饼。老师们会告诉我们过年，所谓的“年”
到底是什么，中秋节实际上是跟后羿射日
有关系，等等这些国内的孩子耳熟能详的
故事。同时，我们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课程：
如棋类、武术、舞蹈、绘画、声乐等等。
虽然现在疫情还没有过去，但是我们不会
被疫情打败，不会被疫情阻挡。

在新的学期里，我们十分想念老朋友，
也十分欢迎新朋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我们的教师团队，希望我们的同学收获
知识，也希望有更多的新同学加入到我们
的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当中！

大部分二年级学生的年龄在七岁到
八岁之间，已经学习中文一到两年，有
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他们对中文学校
和中文学习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比较
快地开始新学年的学习。但是从二年级
开始，每一节课学生需要掌握大量的新
字和新词，认字和写字的任务就加大了
很多，学生难免会因为记不住生字的读
音和写法产生挫败感，因此课上尽可能
帮助学生记住更多的字词就变得尤为重
要。我在课堂上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在两节课的时间里帮助学生记住尽可能
多的字词。

说出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中文
学习的首要目的是听得懂，说得出，因
此我在课上会以不同的方式让学生发言，
增加用中文表述的机会。每次读完新课
内容我会提出 2-3 个问题，学生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使用新课里出现
的词汇。在字词讲解时，对日常生活中
经常用到的字词，我会先造几个句子示
范，然后请学生们造句，帮助他们学会
词汇的正确使用场合。遇到方位词时，
我会通过演示请学生猜出对应的方位词。
我也会利用课前和课间的时间用中文和
学生聊天，增加他们练习中文的机会。

动起来。两个小时的中文课对于七八
岁的孩子来说，时间比较长，如果一直坐
着很容易疲倦和厌烦。让学生离开座位到
讲台上回答问题，可以调动听课的积极性
和参与感，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于复习已

经学过的内容。读出字词，请学生指认对
应的字卡；将一段内容写在黑板上，请学
生找到相应的字卡并放在对应的空白处；
将字词抄写在黑板上，请学生手写填入缺
失的字，并演示正确的笔画顺序。这些方
法每节课只使用一种，学生会因为变化更
加投入和愿意参与。

比一比。中文有很多字写法很相似，
非常容易写错，我会把这样的字放在一
起比较，利用已经学过的字引入生字，
比如 “那里”和“哪里”，“目”和“自”，

“田”和“伸”等。“己”容易写成“已”
和“巳”，我会把三个字同时写出，指
出它们的区别。

画一画。象形，会意和指事的字可以
通过图画帮助记忆。比如“目”，“问”，
“明”等。

排一排。二年级课本里出现了大量
的数量词和语气词，每次遇到新的数量
词和语气词，我会把它们和已经学过的
词汇放在一起，通过造句和组词的练习，
加深和巩固正确的使用。划线连接正确
的数量词和物品名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
使用数量词，造句练习有助于语气词的
理解。

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方法都
是为了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记住和正确使
用中文。了解不同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兴
趣，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激发他们学习
热情，从而使用与之相适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流程，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

学习中文 收获友谊 传承文明
2021 年华夏中文学校樱桃山分校学生毕业感言

2021 毕业生 熊以灵

假如我只有三天光明，我不会用这
些时间去悲伤去抱怨，我一定会万分珍
惜这宝贵的三天。

第一天，我会早早地起来看太阳升
起。我会闭上眼睛去感受它那温暖的阳
光照在我身上。一抬起头就能看到那蓝
蓝的天空和白白的云，多么美好啊！我
还会给我的弟弟读一个他最喜欢的故事。
读完故事我就会把我最喜欢的书统统都
看一遍因为我以后就看不见它们了。

第二天，我会和我的家人一起去外
面感受世界的美好。我会把每一个我看
到和听到的事物记在脑子里。我会去仔
细地体会那些花花草草的香味，还有那
些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和其他动物。这些
风景将会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第三天，我会待在家里。我会把我
最喜欢和珍惜的东西都统统看一遍。我
会翻开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那些我和
我家人去外面玩的照片。我会把他们的
脸统统都印在心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
什么比家人还重要。这样即使我再也见
不到了，也能记住他们的长相。到了晚
上我会和我的家人坐在外面看星星看月
亮。看月亮时，我会感到不舍也会感到
满足。因为过了这三天，我就会失去光
明眼前一片黑暗，但是，我也很满足因
为我觉得我好好地利用了这三天。

我想，因为我看到了美好的景色，
也感受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和家人在一
起的温馨，虽然这三天过后，就会是一
片的黑暗，但是，我心中却永远保留着
光明，温馨和美丽。

2020 年夏天，我们一家人抓住夏天
的尾巴，来到每年必去的 Ship Bottom 海
边玩。那天的太阳很辣，但海上那片灰
云挡住了大多数的太阳光，只有一些光
线漏出来晒在海水上。沙滩上，沙子很热，
风却是凉飕飕的。姐姐和我在沙子上跑
来跑去；奶奶，爸爸，妈妈，哥哥都在
后面晒着太阳聊天。大海上空的天灰灰
的，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象。这让我
想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纳闷是
不是渔夫的请求惹恼了金鱼，才让平时

平静的大海如此灰暗震怒？
我换好泳装，戴上游泳眼镜，直奔

海水跑去，一头扎进水里。哇，海水冷
得像冰一样，冰冷的海水把我的头发冻
得像冰凌一样竖着，我整个身体瑟瑟发
抖，僵硬的像根冰棍儿。

“姐姐！快进来！”我声音哆哆嗦
嗦地叫着。

姐姐看到我的狼狈，小心翼翼地试
探着靠近海水。她伸出一只脚试试水温，
哈哈，她立马把脚收了回去。“好凉啊，
这水怎么这么冷，你想冻死我吗？“她
大声埋怨我。

我大笑着说：“我为啥想冻死你？
进来！我保证一会儿你就适应了，你会
喜欢的。”

姐姐翻着白眼，半信半疑，万分不
情愿地往海水里多走了几步，她立马全
身发抖地又跑了出去。就这样，她进进
出出了很多次，最后一次，我用力抓住她，
死活都不让她走。姐姐终于适应了海水
的温度，决定留在海水里。爸爸和哥哥
也瑟瑟发抖地加入到我们的冰棍儿阵营。
我们四个人拉着手在海水里和海浪嬉笑
打闹。

过了很久，爸爸和哥哥都败给了刺
骨的海水，到沙滩上去找妈妈奶奶聊天
去了，只剩下我和姐姐。我一不留神儿，
一个大浪推倒了我，我来了一个后滚翻。
姐姐正想帮我站起来，一个大浪又来了，
姐姐也被推倒了。我又做了个后滚翻，
被拍了个四脚朝天，海水铺天盖地地往
我脸上灌，我马上不能呼吸了，我有些
头晕目眩，还好，海水把我冲到水浅一
些的海滩，我的屁股着地了。我赶紧爬
起来，抓住了一直在追着要救我的姐姐。
我有些害怕但又觉得很刺激。

尽管那天天公不作美，但我们还是
度过了有惊无险，快快乐乐的一天。

摘蓝莓
七年级 李思妙  指导教师 马玉杰

学骑马
七年级 夏雨涵涵  指导教师 马玉杰

我的小狗狗
十年级 李欣然

在一个夏天的早上，妈妈打算带我们
去摘蓝莓。那天天特别热，坐在车上即使
有空调也不太舒服。终于到蓝莓农场了，
下了车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大烤炉一样。
但当我往四周一看，哇！每一个小树丛都
长满了蓝莓。在太阳的照射下，这些蓝莓
看着又大又紫，都完全熟透了。

我们赶紧拿了摘蓝莓的桶，就开始摘
蓝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桶和一瓶水，
大家可以分开挑选自己喜欢的蓝莓树采
摘。我们先问了管蓝莓农场的人最甜的蓝
莓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在农场里会有些蓝
莓是酸的但味道很浓，是拿来做甜点用的。
管农场的人热情地给我们指了方向，我们
就高高兴兴地去了。我们在蓝莓丛里钻来
钻去，在每棵经过的树上摘一颗最大的来
尝，总觉得下一棵树的蓝莓会更甜。要是
尝到一个特别好吃的，我就会叫妈妈和哥
哥过来摘。满树的蓝莓好像永远都摘不完。
一个下午我们都在挑选，采摘。太阳下山
的时候，我已经累坏了，水也喝完了，我
的桶里装满了又大又甜的蓝莓。我慢慢地
走到我们要付钱的地方，满头都是汗。我
们把我们的蓝莓都倒到一个大桶里，好家
伙，大家一共摘了差不多十几磅的蓝莓。
回到家里，妈妈和哥哥把蓝莓拿出来，洗
了一大碗。我赶快吃了几颗。太好吃了！
甜得象蜜一样，我忍不住一颗一颗地吃下
去了。

那天晚上，我累得早早躺倒在床上，
想到摘到的那么多好吃的蓝莓，觉得今天

的辛苦是值得的。
又想起我小时候做
梦，梦见自己吃到
和苹果一样大的蓝
莓，今天也算是美
梦成真了吧。

从小我就喜欢骑马，每次参加游园
活动，只要有骑马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
哪怕排再长的队我也愿意，可是这种有
人牵着或者被架子拴着的马骑起来不过
瘾，于是今年暑假我央求妈妈送我去学
骑马。

我的小狗狗名字叫 Finn。Finn 还
有个中文名字，叫李芬然。它是一个
Havanese，白色和米黄色的混合色，大约
有十五磅重。Finn 出生在二零一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时间真快，它到我家时才
十一周大，转眼它已经四岁了。Finn 是
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都很爱它。

Finn 第一次到我们家时很害羞，但
是慢慢儿地它就显露出本性了！ Finn 是
个淘气包。它喜欢叼着我们的鞋子到处
跑，让我们在后面追它。每次我们吃饭
的时候，它都会来我们的旁边，叫着要
吃的。要是看到它想吃的东西，它会两
手合起来，虔诚地给我们作揖。我们家
里来客人的时候，它即使在二楼，都会
从楼上跑下来，冲家门口的客人狂叫。
这是好客的 Finn 迎接客人的方式。

过去这一年多，因为疫情，我们一
直呆在家。Finn 没法出去找它的小伙伴
们玩。去年夏天，我们决定给 Finn 做一
个围栏，让它出去在后院撒欢。围栏装
好以后，Finn 每天在后院里围栏圈起的
草地上玩儿，常常很不情愿回家里来。

Finn 也很喜欢跟别的狗玩儿。过去
这些年，Finn 交了很多好朋友。有一个
是我们邻居的狗，叫 Mia。Mia 是一只金
毛犬，比 Finn 个头大很多，但是它们彼
此喜欢，特别能玩儿到一起。我们家的
朋友里有两家的狗是 Finn 的亲兄弟，同
父异母。它们经常一起玩。我们还有许
多朋友家都有狗。每次我们去朋友们家
做客，都会把 Finn 带上。Finn 就可以跟
他们家的狗做朋友。

我们每年都会给 Finn 庆祝生日。前
年，我们给 Finn 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们
还给它买了一个蓝色的生日帽。Finn 戴
着生日帽，小蛋糕摆在它的面前。我们
唱完生日歌，它就一口吃掉了小蛋糕。
去年，妈妈的好朋友专门给 Finn 做了一
个六层的生日蛋糕。蛋糕里三文鱼，紫薯，
鸡蛋等什么东西都有，Finn 特别喜欢。
Finn每天吃一块儿，三天才吃完。今年，
妈妈的好朋友又特意给 Finn 做了美味的
香蕉蛋糕，Finn 吃得好开心啊。被关爱
的感觉真好！

Finn 很喜欢跟我们全家一起看电
视。每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Finn 都
会躺在我们旁边，跟我们一起看。那
时候，它就会看着我们一直傻傻萌萌
地笑。有时候，它也会让我们跟他玩
各种颜色的球。它会把球叼着放到我

们的手中，然后让我们给它把球扔到
远处，它就会飞速跑过去把球叼回来。

Finn 是一个快乐的狗宝。它很淘
气，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笑声。我
们的生活因为有 Finn，变得更加开心
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