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3 日，爱迪
生分校将春节福包发送
给爱迪生茵曼老人公寓
的长寿老人，给他们带
去了祖国的关怀和华夏
人的问候与祝福。

1 月 26 日，奔腾
分校代表纽约总领馆向
新泽西 Baldwin Oaks 老
人公寓赠送春节礼包，
给老人们送去了节日的
问候和关怀。

7 月 4 日总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每
年的这一天我会到外婆家玩一个星期。

外婆和外公住在马里兰，爸爸开车带
我们去，五个小时就到了。妈妈的兄弟姐妹
也带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外婆家很大，有六
个房间和两个大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花和菜。

今年在外婆家，早上我在花园里踢足
球，中午我和表哥表弟在大厅里打游戏。我
最喜欢的游戏是 Roblox。下午爸爸在花园里
做烧鸡、烤牛肉和羊肉。
妈妈和外婆准备蔬菜和
饺子。晚餐时大家开心地
聊天吃美食。晚饭后，我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看电
影“猴王孙悟空”。

7 月 4 日 国 庆 日，
我在外婆家过了热闹开
心的一天。

作 为 华
夏中文学校史
泰登岛分校的
老师，有幸受
邀成为华夏中
文 学 校 2022
年演讲朗诵比
赛北区二年级
的评委，这让我收获良多。

因为疫情的原因，老师和同学们只能在
线上进行演讲朗诵比赛，但这一点都没影响
到同学们的发挥。同学们都是饱满的精神状
态，声情并茂的演讲，个别选手字正腔圆的
发音，让我惊喜中有着些许的意外。因为身
在海外的孩子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基本
使用的都是当地的语言，除了与家人的交流，
基本是不说中文的。能脱稿朗诵一篇一分钟
以上的文章是相当难得的。

赞叹之余，我更多的是深思。作为老师，
深入地研读教材是最根本的，老师的中文功
底要扎实，中文素养要高。不仅仅只是单纯
地只是教孩子们认字，更应该鼓励他们多说
多练，用已经掌握的字进行组词和造句，甚
至可以尝试写一写小作文。

老师对驾驭课堂教学能力要加强。因为
目前多为网课，更加需要巧用心思，精心设
计，活跃课堂气氛，让孩子们对上每节中文
课都有所期待。可以在每节课备课时，充分
考虑到学生的积极性，创设情景，培养兴趣。
结合课文内容可展开既丰富多彩又在线上容
易操作的小游戏，使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得到充分的体
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让 学 生 从 被
动的接受者，
变成学习的主
人。让孩子们
在轻松的氛围

中不知不觉的把中文学好、说好。
老师还要注意课堂上对孩子们的评价，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善于发展学生的闪
光点，以鼓励为主进行评价。如当学生的回
答远离标准，或根本无价值时，就可以从他
发言的声音、说话的口齿、回答问题的积极
性等其他的方面去鼓励。

同时，应该争取家长的配合，在中文沙
漠中创造绿洲。因为海外的中文课，课时少，
每周一次中文课，要想让学生的中文有较快
的进步，仅靠老师一人不行的。可以请家长
在与孩子们沟通时多用中文，并鼓励孩子们
用中文回答。

我想在今
后的教学中，
我要多去尝试
新的教学方法，
为学生营造宽
松的表达氛围、
和蔼的创作气
氛，让学生们
可以更好的学
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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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的快乐
一年级 林彦博 指导老师 蔡小晴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陈浩然 指导老师 余静华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郑榆豪 指导老师 余静华

棒棒糖
二年级 Alice Chen 指导老师 熊婷妮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梁雪莹 指导老师 余静华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梅乐琪 指导老师 余静华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曹妍熙 指导老师 余静华

我喜欢中文
四年级 陈博轩 指导老师 江冰玲

开心的一天
三年级 郑榆萱 指导老师 余静华

我快乐的一天
三年级 Carter Lin（林卡特）指导老师 余静华

史泰登岛分校

飞雪迎新春 福包暖人心
华夏各分校春节期间为社区

送达百份纽约使领馆“春节包”

2020 年疫情的突然来袭
波及全球，对我们每个人的
工作与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也包括学生与家长所
关注的教育问题。疫情以来
为了做到防疫上课两不误，
在线教学成了我们华夏中文
学校的应急首选。从面对面
授课到网络授课，这一转变对我们学校、老师与学生都是一种新的挑战。
因为疫情与网课的影响，我们这一年多学生入学人数也比疫情前有所
减少。

2021年 7月初我们史泰登岛迎来了新的校长与校委团队加入学校
这个大家庭，开始接手负责2021-2022学年招生。因为考虑到师生的
安全与健康，还有公立学校也持续不对外租赁校舍，新学年的招生任
务成了我们新团队的一大挑战。在历经了一年多的网课，大部分家长
都期望孩子们能够回到实体课。有一部分家长认同配合网课教学；有
些家长则觉得网课太麻烦；一些低年级的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陪伴孩
子上网课；还有一些家长觉得网课只上中文课没有才艺班，会很枯燥，
家长们众口难调。虽然刚接手问题诸多，我们新的团队齐心协力没有
退缩。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家长能来咨询注册， 我们把招生活动设计成
了游园会。我们分别在八月份举办了两次注册游园会。从七月初开始
一起筹划，设计招生广告，租了当地公园做招生场地。我们当场提供
咨询、老师评估、注册、游戏环节、抽奖及彩绘等。即使当天没有注
册的家长，通过活动也了解我们学校情况，孩子们既能玩又能带回奖
品都很开心，同时也给我们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打开了知名度。
我们特别欣慰两次游园会天公作美，举行得都非常顺利。最终，在如
此艰难的情况下，本学期入学人数仍比上个学期增加了将近50%。

与实体课相比，网课教学的课堂互动往往受限。疫情前的兴趣课，
比如武术、象棋等都受制于场地，尤其对于喜爱游戏活泼好动的低年

级孩子，线上课程老师们需
要花更多的心思。为了使学
生们不会觉得网课枯燥乏味，
校委团队与老师们开了几次
会议一起商讨制定相对合理
的线上授课方式与时长。商
讨得出缩短以往的课堂时间，
两节课之间安排休息时间，

另外老师们可以根据各个班的学生情况安排20分钟的活动课，包括画
画、播放视频做体操、听听音乐、讲中文故事等等。老师们在课堂上
也会安排游戏互动，例如词语接龙，看图抢答等等。学校规定老师们
每周督促家长一起监督孩子的中文学习，按时交作业。鼓励老师们相
互分享教师线上技术信息。2021年秋季教学刚刚圆满结束，老师们给
学生按照他们学期的学习情况颁发了不同的奖励证书以资鼓励。看到
有家长们在微信班群里发的“孩子喜欢上我们中文课的信息”，我们
都觉得特别感动。

除了线上上课，我们校委团队也想方设法安排户外共聚的活动。
希望孩子们与老师能有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平台。于是我们安排了万圣
节游行。疫情阻挡不了孩子们对万圣节装扮，拿糖的渴望。孩子们穿
着各自喜欢的扮演服饰，跟我们老师一起玩游戏，涂鸦南瓜，拍照，
排着长长的队在公园绕圈拿糖。看着孩子们拿着糖果满足快乐的样子，
我们的活动目的达到了。

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面临的租赁校舍回实体课的事情还
未解决，还在继续努力公立学校洽谈，争取下学年回归实体。虽然疫
情暂时阻挡了我们的相见，但是对中文的教育热爱，会使我们继续前行，
希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

愿大家都平安度过疫情，让我们期待下个学年阳光灿烂时，老师
可以面对面地授课，同学们可以面对面地分享学习心得，老师和家长
可以更加密切地交流。

希望的脚步
2021-2022 秋季学期工作汇报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校长 石晓敏 

2022 年 2 月 5 日，正月初
五，经过一周暴雪冰雨的洗礼，
纽约的周末迎来了明朗的天空。
由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主
办的 “华夏有好礼，新年大派送” 
迎春活动，因为天气原因顺延一周之后，终于拉开了帷幕。

本次活动面向大众，在庆祝新年的同时，扩大华夏中文学校的知
名度，为今后的招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派发的主要礼物是由中国
驻纽约总领馆提供的中国风剪纸礼盒。美轮美奂的传统剪纸文化艺术，
传承着悠远的历史，把我们带回遥远的故乡，这定将会在新春给孩子
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摄氏零下 5 度！冷！哪怕是在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哪怕是层层冬
衣的包裹。但是再冷，也挡不住师生们对于相见的渴望，挡不住我们

迎接新春的喜悦，挡不住老师们
对华教事业的热诚！

当日，以副校长江冰玲、
陈庸伟及董事长薄英戡为主要
负责的学校团队早早地来到了
活动场地，在老师和义工们的协
助下，规划好线路，设置好场地，
布置好展台，等待与家长和学生
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不一会儿，有成群结队骑

着自行车的孩子来了，也有拉着
爸爸妈妈手的小朋友来了，还有
路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当地居
民！他们排着队，依次领取礼盒。
孩子们的脸被寒风吹得红扑扑，

手中拿着大红色的礼盒，映衬着纯真喜悦笑容。“新年好，恭喜发财”，
处处都是童声稚语的新年问候，好一幅喜庆的场面！在孩子们领取礼
物的同时，学校工作人员也不失时机地向校外的家长介绍华夏中文学
校的课程、理念及使命。两个小时的活动在欢乐中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孩子收获了祝福，而我们的老师们则收获了欣慰与满足！期待疫情之
后，我们在校园的相见！

值此新春佳节
之际，华夏中文学
校史泰登岛分校给
全体华夏学生、家
长和教职员工拜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
虎年吉祥；同时向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你们为我们带
了暖暖的中国风，
浓浓的家乡情！

春寒料峭 史岛迎新

今年冬天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雪。早晨，
我起床一看，哇！天上飘着雪花，白茫茫
的一片。树像披上了银纱幔，房子像穿上
了白衣，大地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

我和弟弟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
和手套，套着暖暖的靴子。在雪地里打滚
玩耍，我和弟弟一人一把小铲子，把雪铲
到一堆，堆成了雪人的身子，妈妈帮忙滚
了一个大雪球，做成雪人的脑袋瓜。然后
我用小扣子给雪人做了一双明亮的小眼睛，
用一个胡萝卜做了一个可爱的红鼻子，弟
弟还拿了一个大帽子给雪人戴上，又给雪
人找了条围巾给它披上。一个憨态可爱的
小雪人终于诞生了。爸爸还帮我们和雪人
合照。

虽然我们的脸都冻得通红，但是能和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玩耍，我很开心，
很满足。

小朋友们，谁家里没有棒棒糖？谁不
喜欢棒棒糖？美味可口的棒棒糖。

一天在家里我打开一包捧棒糖啊，一
股水果的香味扑面而来，五颜六色的外衣包
着晶莹剔透的棒棒糖。我开心极了，拿着
就吃，甜甜的味道美极了。这时候妈妈走
过来说：糖不要吃的太
多，会蛀牙的，吃完要
刷干净牙牙呀。OK，我
答应了妈妈后就继续
品尝我美味的棒棒糖
了。棒棒糖美味可口，
我爱你！

去年暑假一个炎热的夏日，爸爸妈妈，
带我跟妹妹、堂哥、还有堂姐一起去滨州
的一个户外水上乐园玩。

爸爸开着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
了水上乐园，进去看到里面有很多好玩的。
有波浪池，有漂流河，水上滑梯，还有很多
不知名的。我们换上游泳衣，涂了防晒霜就
各自去玩自己喜欢的活动。我跟堂哥一起，
先去玩水上滑梯，从很高的地方坐着救生
圈冲到了水池，好玩又刺激。接着我们集
体一起去波浪池，里面可以游泳，又好像
在海上冲浪一样，很好玩。后来我们又玩
了漂流河，我们坐在大大的救生圈上面随
波逐流，很舒服。

我们玩累了，爸爸妈妈给我们买了
Pizza，汉堡，薯条跟汽水。等我们吃饱了，
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
那是我快乐的一天。

我最开心的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天是圣诞节，我去了祖父母家，收

到了很多礼物。我很喜欢拆礼物，因为它总
会让我有惊喜的感觉。在爷爷奶奶家里，我
还可以和表弟表妹一起玩，一起度过快乐的
时光。晚饭有我喜欢的烤猪和 Sushi，大家

在一起吃饭真
的很热闹。吃
完饭我们还一
起去外面欣赏
每家每户的圣
诞装饰。这是
我最开心的一
天。

2020 年的圣诞节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那天早晨，房子外面下起了大雪，我和我的
弟弟在后院堆雪人和打雪仗，玩得很开心。
吃了中饭后，我跟弟弟一起看电视，那些卡
通节目真的很有趣。我还读了我最喜欢的童
话故事。晚饭时候，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大家
一起开心地吃饭，好多好吃的食物，大家都
吃得很饱。然后，我们一起拆礼物，我很喜
欢爸爸妈妈给我买的玩具。之后，我跟朋友
们一起玩打游戏。到了十点，我洗完澡就去
睡觉了。

整整一天，我都在快乐中度过，因此
圣诞节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我开心的一天是圣诞节，因为我的堂哥
会来我家做客，他的名字是 Anthony，我喜欢
和他一起玩游戏。他一早就来了，然后我们
就在我的房间里打Minecraft。到了中午，爸
爸叫我们去吃饭，我俩很快地吃完，继续去
打游戏。过了一会儿，爸爸叫我们休息一下，
不要一直打游戏，这样对眼睛不好。于是，
我和Anthony就到后院打篮球，由于他个子比
我高，所以打篮球比赛他赢了。我们还比赛
骑自行车，看谁骑得快。我和Anthony一起吃、
一起玩，我很开心！

我最开心的一天是去迪斯尼乐园的时
候，这是我姐姐参加完大型比赛后的假期，
我们去那里庆祝。

那天早晨我看到妈妈给我们买了公园
的门票，我们可以去五个地方，我们选择了
魔法王国。我姐姐的舞伴和朋友 Jermey 也
和我们一起去。为了能早一些到公园，我叫
我的弟弟抓紧吃早饭。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
候，我和弟弟去了一个专为小孩子准备的游
乐设施。对于我姐姐和 Jermey 来说，这些
不刺激，于是，他们就去玩大型的过山车。
我和弟弟在妈妈的陪伴下，玩了旋转木马，
旋转升降飞船等游戏。我们
在公园里吃了中饭，玩了一
整天。快天黑的时候，姐姐
他们和我们汇合，我们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公园。

在迪斯尼的一整天，我
们玩得很开心，这是我最开
心的一天。

我最开心的一天是过新年，因为我可
以拿很多很多的红包。红包里面有很多很
多钱，那个钱叫做压岁钱。过新年的时候
我也穿红色的衣服，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
红色是代表喜庆的意思。我觉得红色的衣
服很好看。

过新年的早上，我和爸爸妈妈整理一
起整理房间，然后把水果、糖果和瓜子等
零食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品尝。晚饭的时候，
我们吃了火锅。我最喜欢吃火锅，因为里
面有很多我喜欢的食物，比如牛肉、鱼丸
和蔬菜等等。吃过晚饭，我们在家门口点
烟花和放炮仗。烟花在晚上看上去真的很
漂 亮， 但 是 炮
仗的声音有点
太响了。

过 年 的 时
候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吃饭和
玩 乐， 我 很 开
心！

中文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文字，它飘过
上古、流过商周、路过秦汉、望过魏晋，书
过隋唐、写过宋元明清，走到今天。它记载
历史的更替，传颂墨客的风流，显现书法的
飘逸。字中有乾坤，曼妙韵无穷。

中文并不像英文那般直截了当，它十
分的含蓄。中文里面相同的发音可以有不同
的文字；相同的文字可以组成不同的词语；
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又会有不一样的
意思。这些足以把人家老外绕得团团转，这
也就拉大了中外文化的差距。

初学中文时，我常常觉得写每个中文
都七弯八拐的，就像在画画。但通过多年的
学习，在老师和爸爸妈妈的帮助下，让我领
略了中文的魅力。中文是音美、形美、意美
的综合体。读来时抑扬顿挫，看似变化多端，
意蕴回味无穷。比如“福”字，方正圆润，
无任何缺角，意思是上天所赐，富足安康；
比如“明”字，就是日月交辉，太阳和月亮
拼在一起就是明亮了；比如“聪”字，有耳
有心，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中文不是生硬呆板的符号，而是有着
独特魅力和生命力的。它们组合成一首首动
听 的 诗、 一
曲 曲 感 人 的
歌、 一 篇 篇
精美的文章，
告 诉 我 一 个
个 传 奇 的 故
事， 为 我 打
开 了 一 个 全
新的世界。

朗诵比赛后的心得体会
——之如何改进教学方法

一年级老师 蔡小晴

李喜丽老师
是我加入华夏中文
学校史泰登岛分校
后遇见的第一位教
务长。她是一位非
常热爱教育和写作
的优秀老师。 由
于癌症，李老师在
2021 年 12 月 29 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虽
然她在分校的时间不长，但她对教学认真执
着的态度令我不能忘怀。

因为我们孩子都在华夏史岛分校学中
文，我和喜丽老师相遇瑜伽课班，她给我的
第一印象是沉稳、谦虚和好学。 在慢慢地
接触和闲聊中了解到，她是高中公校的数学
老师，有时候兼任中文课老师。

2019 年因为学校老师短缺，我们在同
一年加入了老师的行列，她同时还兼任教务
长一职。在教学方面我是新人，喜丽教务长
就成为了我的导师。她会在活动课的时候来
我课堂，看我如何教，做一些笔记，然后在
下课后告诉我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开学没多久，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
往年我们只是准备一些 PPT 教材，介绍一下
这个节日的起源和特色的食物，但这一年李
喜丽老师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自己做一个冰
皮月饼。她花了很多功夫和时间去准备了
一百多份月饼的材料。为了让成品好看，她
还准备了红豆和绿茶两种不同颜色的月饼
皮。在活动课中，李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
何把馅放进皮子里搓圆，然后放进磨具里

推出去，一个个带
有中秋快乐祝福语
的紫色和绿色月饼
就出来了。同学们
看着吃着好看又有
意思的月饼非常开
心。这是我们开学
以来，最欢乐和有

意义的活动课。李喜丽老师仅凭个人之力，
把这个活动做得如此有声有色，令全校老师
和家长都很感动。她辛劳而不求回报的付出
是出于教学和传承中国文化的热爱。

作为教育工作者，喜丽老师教过的学
生已有不少人加入了教师的队伍。她不仅是
一位优秀老师和称职妈妈，同时还是一位出
色的作家。她总共发表了近20万字的作品，
有散文、小说和诗歌。李喜丽老师的一生虽
然短暂，但在她美丽的人生中，每一天都闪
烁着光辉！

美 丽 的 心
——纪念李喜丽教务长

三年级老师 余静华

虎年新春，福满万家，中国驻纽约使领馆特意为困难侨胞准备了暖心的“春节包”，
里面有瓜子、花生、糖果、洗手液、口罩、春联等春节必备品。华夏中文学校分发派送
了100个春节包。每个春节包都传递着祖国的关爱和节日的问候。

  Baldwin Oaks 老人

公寓华人住户联谊
会会长李淳和副会
长潘志凌代表老人
们接收礼包并向总
领馆表达感谢。

1 月 29 日和 2 月 3 日华夏中文学校东
部分校，组织学校的大小义工们，将驻纽约
总领馆向美东侨胞的“春节爱心大礼包”陆
续送到East Brunswick部分华人老人的手中，
风风火火喜气洋洋地搞了个“福禄来敲门”
活动。礼包中有春联、福字、虎年挂件，装
点喜庆气氛，还有糖果、花生、瓜子等年货；
医用口罩、免洗洗手液等必备个人防疫用品；
为了安全考虑，礼包中还有提醒同胞防诈骗、
反诈骗及领保联系电话等实用信息的宣传
卡。无微不至的关爱令老人们感动万分！

1月26日，史泰登岛分校薄英戡董事长
代表学校将纽约使领馆“春节包”送达给当地
老人等，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关怀。

2022 年 2 月 6 日，华夏大纽约中文学
校组织了春节庙会，校园锣鼓喧天，热闹非
凡。在庙会期间，学校向在场的华夏家庭的
老人和资深老师发放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赠送的春节礼包。
两年来由于疫情
影响，很多往返
于中美两国的华
夏家庭成员不得
不在美滞留，接
到了礼包，让他
们听到了故乡的
问候，感受到了
来自家乡的温暖。

 张凉总校长将“春节包”送达新泽西老桥
镇如家老年中心的老人们，并代表华夏中
文学校给老人们送去节日的问候与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