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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一个教训
学生：熊梅雅 指导老师：文萍

星期天早上，阿尔伯塔叫了一辆
出租车去火车站。她在首都华盛顿刚
刚度完假，现在准备坐火车回家。因
为昨天晚上太忙，她只睡了三个小时，
所以早上去火车站的时候特别累，坐
上出租车就睡着了。出租车到了火车
站，出租车司机把她叫醒，要她付车费。
司机想骗阿尔伯塔，告诉她需要付 150
美元。
阿尔伯塔知道她的酒店离火车站
只有五英里，所以她告诉司机他要的
价格太贵了。阿尔伯塔和司机终于谈
好了价格，走进了火车站。阿尔伯塔
在排队检票上火车时，发现她找不到
火车票了。她把袋子里所有的东⻄都
翻了一遍，可还是没找到。
阿尔伯塔知道她早上从酒店出发
时带了她的票，那么票只能是被她稀
里糊涂地落在出租⻋上了。她飞快地
跑出了火车站，寻找她坐过的出租车。
当她看到司机的时候，司机刚要去别
处找其他的客户。幸好阿尔伯塔把他
叫住了。果然，她在出租车椅子缝里
找到了车票。
她急忙跑回火车站，来到站台，
看到一列火车已经开走。糟糕！我误
了我的火车，现在怎么办？ 阿尔伯塔
心里想，真是太倒霉了，我怎么先把
票弄丢了，找到了以后，还是没坐上
火车呢？太惨了！当阿尔伯塔刚要去
买下一班车的票时，一列火车进了车
站。阿尔伯塔认出，这正是她要坐的
火车。阿尔伯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原来，刚刚开走的那一列火车不
是她的，她的火车迟到了，现在才到。
于是，阿尔伯塔上了火车回家了。
虽然一切都成功了，她还是学到了一
个重要的教训：千万不要在出租车里
睡觉。

还好找到车票了
还好找到车票了
学生：杨韵嘉 指导老师：文萍

寒假终于来了，小月可以回家拜
访爸爸妈妈了！她很长时间都没有见
到她的父母了，很想念他们，决定坐
火车回家。
还有半小时火车就开了，小月觉
得她快迟到了，她赶紧叫了一辆出租
车去火车站。到了火⻋站，她排队准
备上火车。小月在书包里找她的⻋票，
找 来 找 去 都 找 不 到， 但 她 清 清 楚 楚
地记得，她把票放在书包里。她的票
到底在哪里呢？难道有谁把票拿走了
吗？小月想来想去，头都有点疼了。
突然，她记得她在出租车上拿过书包
里的东西，票有可能就在出租车上！
她飞快地从玻璃门看出去，看有没有
她坐过的出租车。她的出租车还在火
车站旁边。好极了！小月跑出车站，
去拿车票。
小月的车票就在出租车里，她感
到十分幸福。可是她回到车站以后，
她要坐的火车已经离开了。真倒霉呀！
小月心里很难过，现在怎么办呢？她
赶紧给父母打电话，然后买了一张新
的火车票。之后，小月告诉自己，下
次千万不能再丢三落四，要好好检查
自己的东西。

斯特拉通勤到她的办公室的故事
学生：欣薇 指导老师：文萍

斯特拉要去上班了。因为她的房
子离地铁站很远，她每天必须非常早
醒来。可是她昨天晚上很晚才睡，所
以斯特拉今天很累，睡过头了。
当她坐上出租⻋时，她低头看看
手表，8:30。糟糕！她想，我一定会迟
到的。斯特拉很紧张 , 她的老板非常不
喜欢迟到的人。如果有人迟到，斯特
拉的老板罗伯特 , 会给那个人很大量的
工作，以至于这个人整夜都需要在工
作。而在他们最终完成工作，将离开
办公室的时候，会看到罗伯特吃着一
块巨大的蛋糕庆祝他们被解雇。在那
之后，罗伯特会写给其他公司的招聘
经理一个不好的建议。这表示，他们
之后在就业市场会很被动。想到这，
斯特拉变得更加紧张。到了地铁站排
队时，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地铁票。糟
糕！斯特拉想 , 我一定把它留在了出租
⻋上了！斯特拉很快地跑到来的时候
坐的出租⻋。“停！停！”她说 :“我
把票留在⻋里了 !”幸运的是 , 司机停
下来 , 让斯特拉拿她的票。之后，斯特
拉很快地跑进地铁站。
当她跑回车站 , 发现地铁刚刚开
走 !“停！停！”斯特拉大声地喊。但
是地铁慢慢开走了。斯特拉很伤心，
开始哭。现在罗伯特一定会开除我！
这时，在办公室里的罗伯特正在
仔细观察钟表，等待斯特拉迟到。“呵
呵呵 !”罗伯特不怀好意地说：“斯特
拉今天会迟到！我最好先订一个蛋糕，
想想怎么写推荐信！今天是我的幸运
日！”
回到⻋站 , 斯特拉还在哭。就在所
有希望似乎都破灭的时候，斯特拉看
到了她的老同学 , 现在是⻜行员的安
娜。“斯特拉 , 是你吗 ?”安娜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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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哭 ?”
“安娜 ?”斯特拉问，
“你
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时间你不应该正
在为某位名人驾驶喷气机吗 ?”“不 ,”
安娜回答，“我今天休息一天。”她
看了看斯特拉红肿的眼睛 , 继续问：
“你
为什么在哭 ?”斯特拉跟安娜解释刚才
发生的事。“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安
娜说，“我的私人⻜机就停在附近。
我可以及时送你到办公室 !”
“真的吗 ?”
斯特拉问。“真的。”安娜回答。“我
们走吧！”“好！”
斯特拉和安娜开⻋到安娜的喷气
式⻜机停的地方。“准备好出发了吗 ?”
安娜问。“准备好了 !”斯特拉回答。
安娜和斯特拉⻜得如此之快 , 以至于她
们很快就到了办公室。
9 点钟斯特拉走进了办公室。在这
段时间里 , 罗伯特已经写了不好的推荐
信，把蛋糕也拿出来了。罗伯特快要
吃蛋糕，发送邮件时，他看到了斯特拉，
“那不可能 !”罗伯特生气地说：“斯
特拉在这。”“对啊 ,”斯特拉回答。
“但，但 ...... 我已经切了蛋糕，写了
信件。”
“对，你太坏了！”斯特拉回答。
“啊 !!! 我下次一定会解雇你 !”罗伯特
喊。
结果 , 斯特拉没有被解雇。但是，
她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以后再也不会
睡过头或者丢重要的东⻄了。

爱因斯坦的独白
学生：初子涵 指导老师：李燕辉

我是爱因斯坦，一位物理学家。
有人把我的生活和科学成就写成
了一本自传。我读了以后才想起来我
很小的时候就会拉小提琴了。如果我
没有做物理学家的话，我可能会当一
名音乐家呢！我小时候还很喜欢玩我
爸给我的指南针。后来，我发现这指
南针跟物理学有关，所以我对物理特
别感兴趣。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们都不喜
欢我，因为除了逻辑课以外，其它成
绩都不好。上中学的时候也不例外，
我只喜欢数学和物理，其他课都很糟
糕，补习了一年才上了大学。在大学，
很多课我也不去听，因为我觉得自己
都会。我只喜欢去学我感兴趣的东西。
平时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也是胡乱做完
就得了。教授特别不喜欢我，所以找
工作时很困难。还好，我朋友帮我终
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专利局。
这份工作并不忙，所以我有很多时间
来做科学研究。
之前，几乎没人认识我，但当我
发表了关于相对论的四篇论文，我就
非常有名了。（但其实我并不注重名
誉。）相对论就是：时间，在不同的
情况里，感觉会不一样。比如说，当
你做一件特别不喜欢的事时，时间就
像蜗牛一样，走得特别慢。但当你做
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时，时间就像
兔子一样，跑得超快。
1933 年，因为我是犹太人，德国
纳粹主义的人来追杀我（真不公平！）。
所以，我逃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待
了 22 年。
我来到普林斯顿以后，已经 54 岁
了。我喜欢吃冰激凌的，经常会去一
家叫 Thomas Sweet 的冰激凌小店。你
也可以去试试那里的冰激凌呀！

马斯克访谈录
学生：杨莉恩 初子涵 指导老师：李燕辉

记者 :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马斯克 : 把人们送往火星，并将
人的大脑和电脑联结起来。
记者 : 你打算如何扩展业务 ?
马斯克 : 也许可以跟别人说这次
登陆火星的重要性，以便更多的人愿
意帮助我。
记者 : 你打算如何发展特斯拉？
马斯克 : 也许可以打广告来吸引
更多的顾客，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特
斯拉”比其他牌子的车好。
记者 : 你会继续创造更多的公司
吗？
马斯克 : 会的。
记者：你是否曾经怀疑过要在高
风险企业中取得成功？
马斯克 : 有些时候会。
记者：与 NASA 合作进行火箭项目
的感觉怎么样？
马斯克 : 我们会互相交流解决方
案，给对方提建议，最后会选出最好
的解决方案。
记者 : 如果你要给其他的企业家
提建议的话，你会提什么样的建议？
马斯克 : 我会对他们说：“别人可能
会不喜欢你的想法，但你要坚持自己
的观点，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
记者 : 你会对竞争对手怎么说？
马斯克 : 我可能会对他们说：“我
们能不能一起合作？这样我们会更快
地完成征服火星的目标。”

蓝色背包不见了
学生：刘乐盈 指导老师：文萍

有一天下午，Mike 和 Lola 要去参
加他们好朋友 Samantha 的生日聚会。
生日聚会在一个山坡上面，所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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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山下碰头，然后一起骑车上山去
参加聚会。Mike 比 Lola 骑得快，所以
Mike 在 Lola 的前面。他们骑着骑着，
突然，Lola 看到从山上面什么地方滚
下来了一个蓝色的东西，觉得很奇怪。
可是她不能停下来，要不然她和 Mike
就可能会迟到！她继续往山上骑去。
骑到半路，他们歇了一忽儿，喝
了几口水，Mike 突然发现，他的蓝色
背包不见了！特别着急。Lola 不知道
怎么回事，就赶紧问 Mike：“怎么了
怎么了？”Mike 就慌慌张张的告诉她：
“我的蓝色背包不见了！！！！里面
还装着我们俩要送的礼物呢！找不到
就糟糕了！”Mike 开始赶快把周围的
灌木丛拨开找。可是找了好几分钟，
还是找不到，Mike 都快急哭了，不停
地拍他的头。Lola 看到 Mike 这样，着
急的样子，她就特别想帮助他。
Lola 突然想起来，他们上山的路
上，她好像看到了一个蓝色的东西，
说 不 定 就 是 Mike 的 背 包 呢！ 她 就 想
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她急急忙忙的
问 Mike：“你记得你的手机在背包里
吗？”Mike 说：“ 好 像 是。”Lola 赶
紧拿出她的手机，一边给 Mike 的手机
电话，一边往山下找。
突然 Mike 好像听到了他的手机的
声音，就拉着 Lola 往发声的地方寻找。
但是响声突然没了，Lola 又打了一次
电话。Mike 高兴起来了，沿着手机的
响声走去。Mike 看见一个灌木丛，他
拨开灌木丛之后，果真就看到了蓝色
背包！ Mike 特别高兴，Lola 也开心极
了。他们一起跑上山去找他们的自行
车。可是自行车不见了！就在他们四
处找自行车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
老人，他们就问老人有没有看到一辆
红色和橘色的自行车。老人说：
“啊……
好像吧……应该在我们这里往下走一
点点，在一个灌木丛的旁边。”老人
摸了摸胡子继续说，
“但是……我老了，
脑袋不一定记得住了……”
Mike 和 Lola 有点急了，不能再到
处乱找了，他们就赶紧谢了老爷爷，
往山下有很多灌木丛的地方走去。果
然，老爷爷没记错！真的在那儿！他
们赶紧拿着蓝色背包，急急忙忙的骑
车去参加 Samantha 的生日聚会。到了
生日聚会的地方，Samantha 跑过来抱
抱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晚。Mike
和 Lola 就告诉 Samantha 他们今天的经
过。Samantha 听后，觉得很惊讶。

窗户打碎了
学生：刘乐盈 指导老师：文萍

有一天下午，哥哥乐乐和妹妹丽
丽去他们小区的一个叫草原公园的地
方打棒球。前面四个回合，球都接住了，
可是到第五个回合，乐乐一不小心把
球打得太高了，丽丽没有接住，球向
二楼一户人家的窗户飞了去。只听到
“砰”的一声，球果然就把那家人房
子的窗户给打碎了！
乐乐吓坏了，心想，怎么办啊？
乐乐特别想跑回家，假装什么事也没
发生。乐乐把棒球棒和手套装进了他
的黄绿色背包里了，准备马上跑回家，
这时候妹妹气呼呼地跑过来，左手抓
着哥哥的白袖子，右手指着打碎的窗
户，对乐乐气冲冲地说“你想跑哪儿？
我们都还没去道歉呢！为什么要跑！”
乐乐觉得很羞愧，低着头跟着丽丽往
那家的门口去了。
他们到了那家门口，丽丽按了那
家的门铃，叮当，叮当……可是没有
人来开门。哥哥乐乐又准备跑走，结
果被妹妹丽丽给抓住了，跟他说了一
声“不能跑！”乐乐就站住了。丽丽
接着又按门铃：叮当……叮当……叮
当……可是还是没有人来开门。丽丽
对乐乐说：“没人在家！但是我们不
能走，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哥哥
乐乐叹了好长一口气说：“不知道……”
接 着， 丽 丽 问 乐 乐：“ 你 有 纸 和 笔
吗？”乐乐支支吾吾说：“没，没有……
有……”丽丽又开始有一点儿生气了，
就对乐乐说“别这样了！赶快把纸和
笔出来给我！“哥哥说“好吧好吧，
别生气嘛！”
丽丽对哥哥说“看来这家人不在
家，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写封信”。乐
乐就说“好的！这个主意好！我们可
以把写好的信，放在他们的信箱里！”
乐乐指了指信箱说。丽丽就开始认真
地写信了。信上写到：你好，我叫丽丽，
我和我的哥哥乐乐今天下午来到了你
们家前面的公园来打棒球，可是不小
心棒球飞到二楼，砸坏了你们家的窗
户了，我们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住在
41 号 chestnut street。请来找我爸爸
妈妈。很对不起啊。——丽丽和乐乐”。
乐乐读过丽丽写的信之后，觉得很好，
兄妹俩就把那封信放进了那家的信箱
里，然后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主人回到家了，把
信也拿回家了。他们家的女儿兰兰一
进到她的屋子，就发现窗户被砸碎了！
她非常紧张，赶紧跑下楼。急急忙忙
的告诉她的爸爸妈妈。可是等到她下
楼告诉爸爸妈妈后，他们都哈哈大笑
起来，兰兰就问怎么了，干嘛这样？
爸爸对兰兰说，
“我们刚刚读到一封信，
知道你的窗户为什么被打碎了，然后，
你就慌慌张张地跑下来对我们说话，
看见你刚才的样子，很好笑。不过没
事了，本来那个窗户，都已经被鸟给
抓坏了，看来我们需要马上换个新窗
户了！兰兰，你不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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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总结 展望
华夏中文学校 25 周年庆征文

二〇二〇，在这个特殊的年份，
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建校 25 周年庆。
25 载春秋，华夏从只有 70 多名学生，
发展成如今拥有 22 家分校，全美最
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中文学校。这
其间饱含了多少华夏人矢志不渝的努
力和无私辛勤的奉献！ 正是一代代华
夏人的点滴耕耘才汇聚了今日涓涓之
流！ 25 年奋斗的足迹是每个华夏人的
骄傲！
借此 25 周年之际，让我们提笔回
顾往昔，分享华夏人的故事，弘扬华
夏人的精神！为了不忘初心 , 传承华
脉 , 凝聚人气，以拓展未来，特向各
个分校征文如下：
一、征文内容：
1. 各分校总结性的历史回顾与
展望（分校投稿）
要求：
a. 言简意赅，字数 800 字左右；
b. 最好有数字说明和反映记录学
校风貌及发展的主题图片（图片或照
片 15 为限）

2.“ 桃 李 不 言， 下
自成蹊”（老师投稿）
要求：
a. 所有在校任课老
师均可参加，但务必要
鼓励与华夏同龄教龄 25
年的老师投稿。
b. 体裁不限，紧扣
主题，可以用诗歌、散
文、短小说等形式分享华夏经历感悟。
c. 字数不超过 800 字。
3.“我与华夏共时光”（义工及
家长投稿）
要求：
a. 所有曾经在华夏做过义工的教
职人员均可投稿；也鼓励家长投稿；
b. 体裁不限；
c. 字数不超过 600 字。
二、投稿邮箱：hxcsnews@gmail.
com
三、投稿要求：
1. 以分校为单位组稿并投稿；
2. 分校要对稿件进行基本校对，
内容文责自负；
3. 投稿时务必注明分校名称，并
上述征文内容归类；
四、 投 稿 截 止 日 期：2020 年 12
月 15 日
华夏中文学校新闻部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
博根分校开学进行时
炎热的夏日悄悄接近尾声，白露将
至，秋色渐浓，度过了愉快暑假的同学
们，也将要回到课堂迎接新学年的开始。
2020 年已走过大半年，新冠疫情的阴
霾却始终盘旋不散，秋季的课程，我们
学校还是继续使用远程教学手段。 为
了保证新学期的顺利进行，董事长刘一
帆、校长王虹、副校长孙长慧、马璐及
校委会成员在暑期内做了大量的前期准
备工作。
9 月 5 日下午，风和日丽，为了让
同学们能够在开学前领到新课本，董事
长、校长带领全体校委会成员、14 位
中文课老师以及部分董事及董事候选
人，聚集在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的停车场
发放新书本，练习册以及上学年的奖杯，
并处理上学年遗留的财务事宜。
活动中，老师们和义工们热情地与
前来的家长和同学们交流，耐心解释，
建立班级联系方式，同学们兴奋地领到
了新课本和上学年的奖杯，纷纷表示怀

念学校的课堂，希望早日返回学校。有
的老师还细心地将上学年给班里同学准
备的礼物带来送给了孩子们。整个活动
中，虽然久违的朋友相见都非常开心，
但大家都自觉按照学校要求佩戴口罩并
保持社交距离，大家相互关切地问候，
热切地交谈，整个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
整个活动在持续三小时后结束，王
虹校长感谢所有义工、老师们的积极参
与，并鼓励大家在这后疫情时期一起努
力， 勇于改变困顿的现状，寻求突破，
上好网课，为华文教育寻找更加完善有
效的途径。“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
负有心人。”让我们奋力前行，岁月终
会让我们得偿所愿。   ( 文 : 王志红 )

 同学们兴奋地领取到上学年的优秀学生奖

 义工们早早来到现场准备就绪

 老师们在热情地与家长和学生交流并发放教材

 校委会工作人员办理去年的退款

伴随着“双喜临门”，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开学了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 2020 年度，华
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在“双喜临门”中
开学了！
第一“喜”：我校 2020 级毕业生
成绩优异！ 45 名毕业生参加 HSK 四级
考试，成绩全部合格。其中 21 名学生
总分在 280 分以上，获得优秀毕业生“凯
悦奖”！  
第二“喜”：我校 10 年级学生 15
人参加 2020 年 AP 中文考试，成绩全部
合格！其中 14 人成绩是 5 分！另外还
有 2 名学生参加 HSK 五级考试，也全部
过关！
这份喜悦冲走了我们在这个特殊年份
的所有疲劳和艰辛，这是我们所有老师的
努力，换来的令我们骄傲的教学成果！
有喜悦， 就有艰辛。在这个特殊
的暑假，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语言学习的
连续性，也为了让学生们过一个有意义
的暑假，我们开办了暑期班。孩子们在
假期中不但保持了中文的学习，同时也
学习了中华文化，还有各种有意思的文
体课、科技拓展课等等。孩子们充实、
开心，对下学期的中文学习不再惧怕，
充满信心，甚至喜欢上了中文，达到了
我们开办暑期班的目的！
现在，孩子们信心满满，老师们也

都做好了开学的准备。8 月 30 日，学校
举行全体教师网上会议。在会上，张颖
校长对全体老师们出色的工作表现表示
感谢，特别是参加暑期班工作的老师，
假期没有休息，尽职尽责，教好每一个
孩子，为学生们开学继续在我们学校学
习中文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断提高全体教师的教学水平，
让成立二十一年的学校更专业化、规范
化、制度化，一直是学校努力的目标。
教师会议上还聘请了资深公立学校中文
教师李颖老师来给大家做了关于“网络
课堂的管理和控制”教师培训讲座，多
才多艺的李燕辉老师介绍了活跃课堂教
学 的 应 用 软 件“edpuzzle”, 教 务 长 陈
冬青老师“好老师的特征”演讲，对全
体老师在新学期提出了希望，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现在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老师们建立了各个班级的微信群，将各
个班级的教材发放到了学生手中。不太
方便领书的家庭，学校还提供了特殊时
期的特殊服务 ---- 将教材邮寄到学生
家中。大家的辛勤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 : 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让华
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不分你我他，齐心为华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