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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间

南部分校 四二班 张臣嘉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的房间是绿色的，很大。我的房
间有很多东西，我可以玩。我最爱玩的东
西是我的变形金刚！我的房间还有很多照
片，这些照片是我画画的照片，我很喜欢
它们。我有一个很大的床。我还有一张桌
子，我在这画画，写字，还有读书！我喜
欢我的房间，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看，也很
大呀！
南部分校 四二班 江伟翔 指导老师 周颖

我 的 房 间 在 我 家 的 楼 上， 里 面 很
大。我房间墙壁 (qiáng bì) 的颜色是蓝
色，我的一位美国老师说蓝色的房间很
“popular”因为在网课视频上，有很多
同学们的房间是蓝色的。但是我希望我房
间能变成橘色，因为我更喜欢橘色。我的
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放在窗户 (hù) 的
左侧 (zuǒ cè)。桌子上有很多东西，有
笔、纸、小绿色的箱子、眼镜、好多书，
和别的东西。我还有一张床放在窗户的右
侧 , 一个赛马的雕塑（diāo sù) 和中国
买的小飞机摆 (bǎi) 在床头柜 (guì) 上。
衣柜里面有衣服裤子。有时候我在房间看
书、画画、做作业、穿衣服、听歌、吃东
西、想东西，还有看电视。我喜欢我的房
间，因为，嘿！它挺不错哦，还有在我房
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每天在家里上
网课，周（zhōu) 六上中文学校。我其实
（qí shí) 想要回学校，因为用电脑 (nǎo)
上课会有电脑的问题，但这太冒险 (mào
xiǎn) 了。如果在学校里上学染 (rǎn) 上
病毒，就糟糕了。所以，我必须平平安安
地在家里上课。我希望你们也平平安安地
呆在家。
南部分校 四二班 林昕宜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的房间在我家的二楼 , 它不大也不
小。我的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另一张是
我妹妹的床。我们有浅粉红色的床单，我
房间的墙壁涂成粉红色。尽管我最喜欢的
颜色是粉红色，但该颜色还是太暗了，因
为我已经 12 岁了，所以它并不是我的最
佳选择。我的窗帘是灰色和粉红色的，在
我的窗户边上，我有一个舒适的小区域，
可以阅读和放松。我的衣柜在我的床尾。
我们的房间里有很多书，在我妹妹的床头
板上我们还有很多蝴蝶结和头带，它也占
用一些空间。我不能与心爱的小妹妹同住
一个房间的原因是，她有时可能会成为聊
天室，或者可能会大声地玩着芭比娃娃。
而且，她弄得一团糟，总是让我清理它。
我们的房间里也有很多书，所以当我们应
该睡觉时，我的妹妹会很烦我，让我和她
一起玩。结果第二天我无法醒来。跟我姐
姐在同一个房间里并不是最愉快的。她弄
得一团糟，让我清理了。当我必须在早上
6:45 醒来时，我需要保持安静，不能开灯，
否则我将吵醒我的小妹妹。我不会和姐姐
同时起床，她在 7:15 醒来，而我是一个
小时前醒来的。尽管我的房间不是很宽敞，
但我仍然喜欢呆在里面。我的房间里充满
自然光线和新鲜空气，这助于清除我的胡
思乱想，和甜蜜的梦。我喜欢在房间和朋
友一起闲逛并阅读。我的房间给了我很好
的想象力，也让我和我的两个小姐妹保持
平静。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在房间里可以给
我带来好处。
南部分校 四二班 王梓琪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的房间不小也不大。我的房间在
我房子的二楼。我和妹妹一起在这房间睡
觉。我的床就在妹妹的床旁边，中间有一
个小桌子。我的床就在门旁边。在我们的
床下面，有三个抽屉，我们把常用的衣服
都放在这些抽屉里面。我的房间和床是粉
红色的。我的房间有一面镜子，镜子下面
有六个小抽屉。我把我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在墙上，我们挂了我的一幅画。在房间的
后面，有一个壁橱。我们把现在不经常穿
的衣服都放在里面，像夏天的裙子和冬天
的大衣。我妹妹喜欢玩芭比娃娃。在壁橱
旁边，我妹妹的芭比房子就在那里。我的
房间已有一个 Google Mini。晚上作一个
闹钟，早上就可以起床。我很喜欢在我的
房间睡觉。
南部分校 四二班 李贝尔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房间。我房间的
墙壁漆成紫色。我的床可以拉出，所以当
我的朋友到我家过夜时，他们可以在我的
房间睡觉。我还有一张白色的书桌，每天
都用来做作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
做作业，参加在线课程，玩游戏和看书。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房间的阅读区。这里有
很多枕头。我在这里学习，很舒服。我的
房间真的很好！

2020 我想对你说
南部分校 夏奇瑞 ( 高年级班 ) 指导老师：廖山漫

新冠疫情整整一年了，我和家人健
康地生活着，我想对你说，我要感谢在
实验室工作的勇敢而被忽视的科研人员，
他们也是士兵。
也许他们不面对面照顾病人，实验
室工作人员对于打败冠状病毒仍然至关
重要。测试完成后，将交给实验室技术
人员。没有他们，医生将无法诊断疾病
和检测冠状病毒。在大流行期间，资源
变得稀缺，机器工作过度。没有这些重

要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我们的医疗系统
将无法在大流行中幸免。这些未被重视
的英雄永远不会被新闻报道或得到应有
的赞赏。在感谢医务工作者时，我们不
应忽视实验室技术人员所做的工作。
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幕后做了很多
工作，我非常感谢实验室技术人员所做
的一切。

我的梦想
南部分校 四二班 江伟翔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的梦想
是要创造好多
科幻小说故事
里的东西。我
看过好多科幻
电 影， 也 读 过
一些科幻小说。
在这些科幻故事
里面有好多各式各
样 的 机 器 人， 塔 楼、
地铁、高铁、飞船和机器
武器。我觉得科幻小说很有趣。现在有
好多人，比如“伊隆 • 马斯克”成功地
制造出一些科幻小说的东西，比如着陆
飞船、神经链、电动汽车和电动飞机。
但是还有好些东西人类还未能制造出来。
如果我每天努力学习数学和技术，以后
我能用我的聪明才智发明新的机器。现
在我加入了一个机器人俱乐部，并且将
参加今年的“SeaPerch”比赛。我相信我
的努力和参与可以帮我进步，有助于实
现我的梦想。

创建一个全国巧克力节
南部分校 李牧遥（六年级）指导老师 杜鹃

我想创建
一个全国巧克
力节。
每年三月
的第三个星期
六， 我 们 过 巧
克力节。
全国巧克
力节是为了庆
祝巧克力的存
在。 巧 克 力 是
很多人最喜爱
的 糖 果， 因 为
它很美味，有着独特的润滑口感。
一到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所有的
餐馆里都会有巧克力喷泉。所有巧克力商
品均享受 50％的折扣。5 岁以下的儿童可
以获得一块免费的巧克力，而且孩子可以
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
在学校里，孩子们将学习巧克力的
历史，巧克力的制造方法，巧克力在整个
人类历史中的发展情况等。孩子们可以将
巧克力带到学校当作点心，也可以跟朋友
分享。每人都应该穿巧克力颜色或有巧克
力图案的衣服、鞋子，戴巧克力小饰品。
那天最大的活动是每个镇举办的“终
极巧克力制作比赛”。想参加比赛的人在
前一天把他们的名字放入抽签箱，当天中
午由镇长随机选出 20 名幸运参赛者。这
20 名参赛者每人要用同样的原材料制作
一块巧克力。比赛在下午举行，因为是周
末，大家都有时间去现场观看或在家看电
视。5 名评委根据巧克力的口味、色泽和
创造力评选出 3 位获“巧克力终极奖”。
他们的巧克力将被拍卖出售，获奖者每人
将获得赞助商资助的 1,000 美元的“巧克
力购物券”可用来买任何跟巧克力有关的
商品。
那天还会有“巧克力的艺术”展览。
镇上的居民可以把他们自己制作的巧克
力艺术品带去展览中心展示。可以是巧克
力雕像、巧克力绘画、巧克力蛋糕、巧克
力饼干、巧克力冰淇淋等等。
巧克力厂家和巧克力供应商那天会
去活动中心介绍推销他们的产品，当然
少 不 了 免 费 品 尝。Hershey 还 会 赞 助 另
一个抽奖活动：参观巧克力工厂和获得
Hershey 游乐场年卡。那天买巧克力的人
都有机会中奖。当然最终只有 5 位幸运
者能获得进入 Hershey 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内参观的机会，和 9 位幸运者能获得在
Hershey 游乐场玩一整年的年卡。我希望
我能成为参观巧克力工厂的幸运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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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Class of 2021 华 夏
中文学校的毕业生
们!
今天 , 我不仅作
为你们的校长向你
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你们的努力和卓越作见证！
毋庸赘言，the Global Pandemic 让过去的一年对每一个人
来说是多么的不寻常和艰辛，而今天能坐在这里参加毕业典礼的
你们，更是经历了与往届毕业生不一样的挑战 -- 在毫无准备的
情况下转入了线上复习并迎接史无前例的居家网考。作为你们的
主考官，我和你们的班主任老师，爸爸妈妈一起见证了你们预备
时百折不挠和考试时的沉着冷静！当我拿到你们的成绩单时，我
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在 4 月 24 的总校三区考场中，你们中
间有 55 人挑战了 HSK5 级，6 人挑战了 HSK6 级 ,180 分的通过线，
有 205 位同学超过 220 分以上，在这傲人成绩的背后，有你们努
力的汗水，更有你们老师强大的责任心，和你们父母无条件的支
持和付出。我想利用这个时刻，请你们为你们的老师和父母鼓掌，
表示感谢！
尽管过去的一年里，亚裔也被推上不公平对待的峰尖浪口，
或许你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是我今天想对你们说，看这
个世界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内心有多么强大，你的眼界有多么
宽广，挑战和苦难很多时候是化妆的祝福，将把你们锤炼得更高
更强！你们年复一年磨练出的中文功底和你们的忍耐及坚毅将为
你们今后的人生创造出无数个机遇。希望你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
遇见任何挑战，都能博中西之所长，刚柔并济地化解危机，战胜
挑战！

最 后， 我 要
告诉你们，你们是
多么的幸运，为了
给你们打造一个
更广阔的天地，你
们的父母和老师
无偿地奉献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营造出华夏中文学校这样优良的学习环境。希
望你们走出学校毕业的那一刻也成为回馈社区的起点，更多地感
恩你们的父母和老师，帮助你们的邻舍和朋友，用你们的见识和
智慧让更多的人知道中文学校，了解中华文化并关注华裔的声音，
相信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
再次祝贺你们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功，谢谢！

博中西文化之所长 创广阔天地任遨游

总校长张凉在 2021 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致辞

人间春已尽 华夏花常开

时 近 端 午， 已 是
成长心得。优秀
盛夏景观。在美东的华
班主任代表、桥
夏中文学校却是另一片
水分校黄琳老师
景象，这里正是桃李满
则从毕业班老师
地、四处飘香的毕业季。
的角度，分享了
华夏中文学校的
师道之乐。南部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部 唐晓铨
22 所 分 校，7000 多 名
分校肖璟瑶、李
学生。今年有 233 人以
文斯顿分校王雅
优异的成绩毕业，全部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4 级以上。华
萱、博根分校杨贝贝三位同学，分别代表南、中、北三个片区的
夏的义工和师生们，在这史无前例的疫情之年，克服难以言表的
毕业生，发表了毕业感言，向老师和义工及家长们表达了感谢和
种种困难，以网络为课堂，以云端作校园。一次次会议，一堂堂
祝愿。
课程，一场场比赛，管理、教学、培训、比赛、外联、社区，各
整场毕业典礼在
项工作都取得了累累硕果，把遍及全球的“新冠”危机，化作了
有序欢乐的气氛中进
砥砺前行的良机。
行，43 名毕业生、24
( 中华新韵 )
2021 年 6 月 12 日上午，华夏毕业典礼通过 Zoom 如期举行。 名优秀毕业班主任获
典礼由副总校长游牧老师主持，总校长张凉女士向毕业生致祝
得了嘉奖。典礼还向
秋月春风，十年雪雨，多少辛苦？
词。参加会议的有各分校领导和全体毕业生、毕业班班主任和
即将离任的各分校校
笔画拼音，遣词造句，信手文章著。
总校各部门负责人。
长和董事长们表达了
新泽西州州长菲利普 • 墨菲 (Phillip Murphy) 给华夏毕业生
诚挚的感谢，并期待
光阴似水，年华轮转，今日踌躇满腹。
们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中英双语贺词。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吴晓明
华夏义工精神代代相
先生通过预录视频向同学们表示了祝贺及期望。新泽西州参议员
传，历久弥新。
上青云，前程锦绣，皆成世界梁柱！
琳达 • 格林斯坦女士 (Linda Greenstein) 通过电话连线表示了对
作为一名十几年
华夏和毕业生们的祝愿。发来预录视频祝贺或者本人亲自到场的
的华夏老义工，每一
人间有乐，英才济济，言传身教诚笃。
政界嘉宾还有新泽西州州众议员丹尼尔 • 本森 (Daniel Benson)、
年参加这一神圣的典
纽约州众议员迈克尔 • 坦诺西斯 (Michael Tannousis) 和迈克尔 •
礼，每一次都会有新
异域山川，同心戮力，抗疫争朝暮。
雷厉 (Michael Reilly)。
的感动。谨以《永遇
行舟逆水，道长且阻，霜鬓皱纹无数。
“新州中国日”主席林洁辉、AAF 总裁宁森、海投全球 CEO
乐》一阕，向今年的
王金龙等三位企业界代表，作为华夏之友，也向同学们送上了祝福。 全体毕业生送上真诚
此时刻，芬芳遍地，赏心悦目。
李文斯顿分校 2016 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哈佛大学的胡贝贝
的祝愿：
同学作为本届典礼特邀嘉宾，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她的学习和

――记 2021 年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

永遇乐 • 毕业

插上了创意的翅膀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 表达我们声音

们一直抱有乐观且
积极向上的心态，这
是 我 们 的 骄 傲！ 我
们作为老师在指导
过程中不仅要帮助
孩子们更好地运用
林芳老师
中文去沟通，也要帮
助孩子们在合作中提高凝聚力。视频里每个小情节每个创意都是
孩子们激情的碰撞，他们书写文案，寻找论据，用天马行空的创
意加添视频的亮点，一次次的语言练习，反复录制视频达到最佳
效果，孩子们享受着录制过程中的乐趣，通过视频传达他们乐观
的态度，他们的付出也是他们的收获。语言表达的进步也增加了
他们的自信。
这次比赛是锻炼语言表达最好的机会，孩子们要用中文来沟
通表达想法，作为老师我也深刻地理解孩子们在英语环境下生活，
却要用中文来表达的难度，但孩子们仍然乘风破浪直面挑战，不
惧困难。我们和家长齐心协力来为他们撑起远航的帆，希望孩子
们继续扬帆远航，学好中文，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努力！也能在时
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用开创精神面对挑战，不断思考不断学
习，凝聚华人的力量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

--2021 第一届华夏中文学校文创大赛之感
南部分校
北美的疫情仍然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出入公共场所仍然
要戴口罩，但随着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了恢复正常
生活的希望，也是在这春夏之际我们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第一届
《文创大赛》的活动。
这个活动让我想起大学时的“创业文案大赛”，一群稚嫩的
学生在一起畅想如何通过创意与合作为社会创造价值，很多校友
和企业家也纷纷投来了“启动资金”，来为学子们加油。
此时，同样的开创意识也让我们华夏中文学校的学生插上了
创意的翅膀。这个活动不仅让学生从语言运用和表达能力上得到
锻炼，也能让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增加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
团队，每一个人都在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努力，尽自己的能力去做
到最好，我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我们互相鼓励并肩前行。
疫情下孩子们都有看到问题，并站出来为我们华裔发声，他

信心被激励 热情被点燃

疫情当下，各行
从学生和家长的
各业遭受着重创，各
准备、制作来讲，真
年龄层的人们经历磨
是多了很多家长的帮
难。教育领域，作为
助和支持，无论是朗
一个联系着未来希望
诵演讲比赛还是“文
南部分校 滕孟凝老师
的孩子们、中流砥柱
创”大赛，都需要孩
的家长们、压力空前的教师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再具体关
子们录制视频，虽然欠缺了临场表演的锻炼，但是在反复练习和录
系到我们华人教育的中文教学，对每一位参与其中的教育者、受教者
制的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亲子互动和合作的效力，学生和家长的
以及管理者，都经历了受创—低靡—改变—希望—涅槃—收获的过程， 沟通多了，配合多了，分享的喜悦也是倍增！几分钟的作品，从无
艰难前行。
到有的过程，无论是中文使用，还是对中文学习的认真态度和深度
在这样一个艰难时期，华夏中文学校没有被打垮，老师们、义
思考，都大大提升，这也是以往的赛事不能企及的！学生和家长在
工们纷纷迎难而上，顶住网课的压力，不但没有在教学上掉链子，而
经历这一番不易的辛苦后，都对学习中文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且以往该有的锻炼学生们中文水平的比赛一个不少，内容、规则、手
从比赛现场来讲，真是吸引了更多学生和家长前来观摩学习，
法、形式，样样推陈出新，使得孩子们在“云比赛”的现场，仍能一
有为自己的亲朋加油助威的，有一睹各校学生风采的，赋予比赛很
决高下，彼此学习、彼此鼓励！
多额外的意义——学生们看到榜样的力量，家长们思考帮助孩子的
我有幸带领南部分校的学生们参加了1-3年级的朗诵演讲比赛，
方向，老师们明确教学的目标，真是让方方面面热衷中文学习的人
及刚刚结束的 4-10 年级的首届“文创”大赛。从发放通知到说明会
们受益良多！
动员，从学生报名到培训指导，借着线上的交流形式拉近了学校与学
当然，作为一线教师的我，在精彩赛事之后，更多的是反思：
生的距离。
教授中文到底是停留在书面纸面上，还是重于表达让学生们能够说的
从组织工作来讲，线上的沟通更直接，打破了时间、地点的限
舒服明白，想要表达的时候，中文能够作为工具辅助到他们？中文学
制，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有机会了解比赛的内容和形式，也给了大
习任重道远，感谢给我有这样反思的机会，而且是信心被激励、热情
家实时进行沟通指导的机会，于是我们有了内容丰富明确的说明会、
被点燃的反思，既然我们教师的成长就是学生们进步的前提和动力，
专业有效的指导会、排演预热的选拔会，反复打磨的交流会、真诚
那么就让我们先武装好自己，学习和改变永远不迟，时代给我们这样
感动的总结会，如此丰富的赛前赛后支持和学习活动，为学生们参
的机会，我们自己不可辜负。感谢当下，让我们为着托起学生学习中
赛打下坚实基础！
文的希望，而加倍努力！

-- 参加华夏中文学校各种比赛随想

剑锋梅香绩骄人 梦想扬帆继金秋

过去的一
在紧张的
年注定是平凡
学 习 中， 南 部
而又特殊的一
组织了多场文
学 年，2020 年
化 活 动。 诗 词
初当我们还盼
晚 会， 云 集 海
着可以很快回
内 外 嘉 宾， 共
南部分校 校长 赵昀
到万宝路高中
赏 诗 词 歌 赋；
恢复正常学习时，新冠的病例却是逐节攀升再也没有下来过。
学生闹元宵晚会，孩子们的节目精彩纷呈；诗词讲座，在人间
南部开始了漫漫的网上学习历程。
四月解会四月诗词的美意。南部毕业典礼的学年盛宴将为 2020可庆的是疫情虽关上了上学的门，却打开了互联网的窗。南
2021 画上完美的句号。
部的网课从赶鸭子上架到驾轻就熟，老师、学校教务和校委们齐
有付出就有回报，今年南部收获了无数的荣誉，无论是年初
心协力，共度难关，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从暑假就开始组
的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 • 福州”大赛、侨报中文大赛、华
织了多轮培训，不光是从技术上解决了网课的难点，更多的是从
夏中文学校跳绳比赛、年中的华夏总校书画大赛、华夏朗诵演讲
心理上提升了老师的自信，为新学年的网上教学打下了扎实的基
大赛、全球华裔青少年作文大赛、首届“华夏杯”文创大赛、第
础。家长会更是在九月份疫情稍稍喘息的时候为全校的师生准备
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以及总校文化知识大赛，到处都可以见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停车场开学典礼，南部的新学年就此开启。
到华夏南部学子的身影，忙碌中，收获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新学年南部开始了马立
中文学校不仅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致力于多民
平中文教材的试点，九年级毕业班在老师学生的努力下，付出了
族文化的交融，今年学校利用网络的便利，多门中国传统文化课
比以往更多的努力，在 HSK 居家网络考试中南部同学大部分同
程继续火热，同时开设了多门针对成人的课程，极大地提高了家
学都远远高过及格线，肖璟瑶同学获得华夏中文学校所有分校的
长的参与度，特别要突出的是，今年 TA 极大地的参与到了教学
总分最高分的骄人成绩。
活动，好多课程更是 TA 主导了教学，得到了极大地锻炼，也受
年轻老师脱颖而出，为南部带来了活力和清新，滕孟凝、林
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芳二位老师多次参加华夏老师讲座，无私奉献自己的教学体会和
在 2021 的毕业季，祝愿南部扬帆起航，放飞梦想！相约
实践经验。
金秋，期待校园相见！

南部分校 2020-2021 学年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