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里了。妈妈两手一扑，终于成功
的抓到了已经累坏的小仓鼠，把它
放回了笼子里。

小仓鼠出去溜达一圈高不高兴，
我不知道。
妈妈抓了一
个小时的小
仓鼠高不高
兴，我也不
知道。但是，
我知道，这
个小时的时
间我是过得
很开心！

张三：您今天
吃了什么？

李四：我今天
吃了炖猪蹄子。

张三：您吃了
一吨猪蹄子？

李四：你才吃
了一吨猪蹄子呢。我吃的是炖蹄子。

张三：哦，您的蹄子好吃吗？
李四：那不是我的蹄子，你见

过人长蹄子吗？是猪蹄子。
张三：那，您的猪蹄子怎样？
李四：味道还不错，而且不贵，

这一顿饭，才 151 人民币！
张三：150 亿人民币？
李四：是啊？
张三：您在哪儿工作？能这么

有钱。
李四：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有时候炒点股票，也算凑合生活。
张三：我有一个推荐，我们这

里不远，有一个神经病医院，你在
那里住，就好了。

李四：我去精神病院干嘛？
张三：150

亿吃猪蹄子？
李四：我说

一百五十一！
张三：嗨

李时珍听了我的话，就从他的篓
篓下面拿出了一本他正在写的书《本
草纲目》，开始找药方。过了一会儿，
他把书放下，然后开始在山上找东西。
突然，他从地里拔了一棵又大又美的
红花递给我。李时珍说：“把我手里
的花洗干净，在水里泡一个小时，然
后让病人把花水喝掉。过几天，他就
会好了。”李时珍把那朵花放到我手
里，还送了我一些花的种子。

我谢了李时
珍， 开 心 极 了
就开始往家跑。
到 了 家， 发 现
手里没有红花，
也 没 有 种 子！
原 来 我 只 是 做
了一个梦！

新 学 期
开 始 了， 老
师们又要对
本学年的教
学有一个统
一 的 规 划，
为此教务处

颁发了学年进度表。在此我愿把制作
课程进度表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
对大家有点帮助。

大家都知道中文学校一年的课时
是三十次，对应着暨南中文教材六
个单元。每个单元需用五次课时完
成（三次新课，一次复习，一次考
试）。可是一年中学校有两次特殊
活动：百词冲关大赛（5 月 1 日）举
行，毕业典礼 (6 月 5 日）。这样以
来上课时间只有 28 次，必须压缩课
时才能完成教学计划，怎么压缩呢？
我的做法如下：

第一次压缩是在第五次课第一单元
考试上。开学伊始学生们学中文的热情
还没有消退，要掌握的内容也比较少，
所以第一堂课考试，第二堂上新课。

第二次压缩要安排在假期比较多
的日子里，例如一月份或四月份，
跳过复习课。但在结束那个单元时
要留出五分钟对复习题中的难点进
行提示，然后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
学生们本单元已经复习了，等到假
期结束上课时就是考试时间，请在
家认真复习。我是通过这两种方法
挤出了两次课时。

再说一下百词复习。百词是老师
们从本学年学习的课本中挑选出来
的 100 个常用词组。教学安排上每
次单元考试都占用一次课时（两节
课），但学生们完成考试通常只需
要一节课的时间，这样就有了多余
的空间。我的做法是从第二单元考
试开始，第一节课用来单元考试，
第二节课就复习百词中的前三十
个词组，并在下次上新课前测验。
第三单元考试时复习中间的三十个
词组；第四单元考试时复习最后的
四十个词组。这样赶在五月前就把
百词复习一遍了。通过多次实践，
效果不错，大家可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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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梦
四年级 1班 符明智  指导老师 刘杨

我的一个梦
四年级 2班 蔡舒玉  指导老师 刘杨

普林斯顿大学半日游
五年级 1班 丁钰恒  指导老师 范嫚婧

画画让我很快乐
六年级 2班 王泽琪  指导老师  彭宇轩

相声：富豪啃猪蹄
六年级 2班 白熠凡  指导老师 彭宇轩

奇怪的梦
四年级 2班 吴小石  指导老师 刘杨

百花盛开 各有锦绣
2021 年“华文创想曲”海外华裔
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圆满落幕

华夏中文学校外联公关部

自 2021 年 5 月起华夏中文学校
总校积极组织筹备并指导参与了由
江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江苏
省文化厅、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凤凰母语
教育科学研究所、《七彩语文》杂
志社等单位发起的 2021 年“华文创
想曲”海外华裔青少年创意作文大
赛有奖征文活动，历经数月，在华
夏中文学校总校外联公关部的积极
参与运作下，于 12 月初圆满落下了
帷幕。

由于这次征文比赛活动下达期间
正值暑假，中文学校也在放假之中，
外联公关部义工张为民老师和新闻
媒体部卫亚利老师及时传达落实组
稿，得到了老师家长及孩子们的热
忱支持。

此次征文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体现
出华夏中文学校各分校一直以来重
视语言学习与文化并蓄的教学方式，
重视培养孩子中文学习与应用的写
作训练。此次活动共收到 304 篇学
生作文。有游记，有美食，有读后感，
有对季节的礼赞，有对现实的思考，
还有对故乡的思念等等，可谓百花
盛开各有锦绣，篇篇习作汇就了此
次征文比赛的灵魂！

最后，经过专家评定，华夏学子
成绩斐然，分别获得了特等奖一等
奖二等奖和习作奖。感谢孩子们的
努力，老师的指导以及家长们的支
持，这些征文就像花园里绚丽的花
朵，用汗水浇灌出的花朵格外艳丽，
花开万朵，芬芳各异。

制作课程进度表的几点体会
普兰斯堡分校 范嫚婧老师

感恩节的晚上，吃完饭我迷迷
糊糊地睡着了。我还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在一座房子里……

房子里有油灯还有一张床，房
里有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
这两个人很像孟郊诗里写的人，因
为那位母亲递给她的孩子一件刚缝
好的衣服。孩子很感谢他的母亲。

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感恩节，
我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是妈妈。我
很爱我的妈妈。妈妈对我很严厉，
时常督促我做作业。虽然我不喜欢
做作业，不过我知道她是对我好。
妈妈也时常陪我玩。她会陪我骑脚
踏车、滑滑轮、打篮球和玩游戏。
她天天给我做饭，她的厨艺非常好。
我很爱吃妈妈煮的饭。

想到这里，那位老母亲开口问
我：“小弟弟，你从哪里
来？”我正想回答她
时，突然感觉身体在
往下掉，吓得我大
叫了起来。一睁眼，
哦，原来是一个梦。

感恩节的晚上，吃完饭我迷迷糊
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我轻轻一跳，就慢慢地
飞了起来，我在太空里遇到了一个
飞行器和一位宇航员。

喔，我知道他！他是中国太空第
一人杨利伟！他邀请我参观了他的
飞船，我们开始了聊天。

“你觉得神舟五号怎么样？ "
我问。

杨利伟说：“我觉得神舟五号
很好。”

“那你在太空里怎么睡觉呢？“
“我在太空里不能像在地球上

一样，我要睡在睡袋里。”杨利伟
告诉我。“睡袋还要被固定起来，
所以我不能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

我说：“很有意思！那你怎么吃
饭呢？”

杨利伟说：“宇航员吃的食物也
要装在固定的袋子里，放在一个大盘
子上并且用磁铁、绳子、和魔术贴固
定。打开袋子之后用刀、叉子和勺子
吃饭。刀、叉子和勺子也要用磁铁固
定起来。我在太空里吃到了特殊包装
的中餐，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和八
宝饭。它们都很好吃！”

“听起来真的不错！”我又问：
“飞船飞了多久？”

杨利伟说：“神舟五号在太空飞
行了二十多个小时。”

“啊，当宇航员很有意思吧！”
我说。

杨利伟回答：“很对，我觉得你
也想当宇航员了！”

我说：“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接着我听到了“哔哔哔”声，杨

利伟说：“那个‘哔哔哔’的声音
告诉我要回到地面了！”

我和杨利伟正聊天聊得开心的
时候，突然感觉身体在往下掉，而
且越来越快，吓得我大叫了起来，
一睁眼，哦，原来是我做了一个梦！

感恩节的晚上，吃完饭我迷迷糊
糊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我来到了一座又高又大
的山下。我往上一看，就看到远处
有一位老人正在从地里摘各种各样
的花和草。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小竹
篓篓。这位老人是谁呢？我走到了
这位老人的面前。

“您好，我叫吴小石，我是来自
2021年的，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

“你好吴小石，我的名字是李时
珍，我是一个医生，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您呀，您和您的著作在
2021 年还是很有名的。请问您篓篓
里的花和草都是治什么病的？”

“这些花和草可以治感冒和发
烧。”

我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就问：“李
医生，现在在 2021 年有一个病叫作
新冠病毒 Covid-19。”

“ 新 冠 病 毒 Covid-19 是 什 么
病？”李时珍问。

“人们得了 Covid-19 会流鼻涕，
咳嗽，发烧，身体疼，也会感到呼
吸困难。因为这个病，世界上已经
死了很多人了！”

普兰斯堡分校

今天晴朗，我们一家开车去普林
斯顿大学参观，一路上我和妹妹都
很兴奋。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很多车，
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两边
的树从我们的身边飞快地溜过去。
我问妹妹：“你心中理想的大学是
哪所？”妹妹说：“普林斯顿大学。”
我们说着说着，不一会儿就来到了
普林斯顿大学的门口，但找了很久
才找了一个地方停车。

普林斯顿大学的正门，就在
Nassau 楼前面，听说普林斯顿大学
生入学的时候有个仪式，要从这个
正门走进来，毕业之前，不能再从
这门走出去，否则就别想毕业，如
果要出去，只能走偏门。我们一起
来到了Levis Library，图书馆很大，
这门口有两个老虎。这建筑非常壮
观，里面的藏书很丰富。我们穿梭
在宁静的校园和小镇间，被一栋栋
风格迥异的建筑物所吸引，由衷地
赞叹先辈们的聪明才智，这里曾是
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也培养出
了几位总统，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所
大学。

到了下午吃过中饭，我们逛了一
会儿书店，买了几本书，怀着依依
不舍得心情回家去了。

我三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报了
个画画课。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
还是挺紧张，挺害羞的。可是，上
了几次以后，我发现老师和同学们
都很友善，就慢慢变得大方起来了。

我第一次上课画的是牛，刚开始
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老师就跟
我说：“先画中心线，然后再画牛。”
在老师耐心的指导下，花了一上午，
我终于把牛画好了。虽然我画的那
只牛不怎么好看，我还是很高兴，
很喜欢。我看着纸上的牛，它也好
像在高兴地对我笑。这只牛有大大
的鼻子，显得很神气，好像想要把
世界全部的好气味都吸进去。我到
家的时候，很兴奋地把画举起来给
妈妈看，妈妈说它很漂亮时，我高
兴得跳了起来。

第二节课画了两只小鸟。老师跟
我说我可以自己挑喜欢的颜色，不
用按照图片上的颜色。于是我就开
始积极地找来找去，非得找到最漂
亮的颜色用来涂到我画的鸟上。我
把颜色涂好时，我自己也很满意，
因为这些颜色的确很好看。我感觉
小鸟也在高兴地对我叽叽的叫呢！

到今天为止我还在坚持画画。画
画能发挥我
的 想 象 力，
我可以用很
好看的颜色
和 线 条， 把
眼前的白纸
变成一副美
丽 的 画， 这
些都会让我
很开心。

相声：找香蕉
六年级 2班 梁恩铭  指导老师 彭宇轩

甲：嗨，你好！今天没有看见你
哥哥出来玩？

乙：他在家帮我妈妈收拾屋子
呢！

甲：喔，他咋突然变得很勤快了？
乙：不是，他被我妈妈惩罚了。
甲：为什么？
乙：今天早上我妈妈在锻炼身体，

录音里面说“双手十指相交”，他以
为妈妈买了香蕉。

甲：咦，不对吗？不是香蕉那是
什么？

乙：是十指相交，把两个手掌贴
在一起。

甲：喔，原来是这个意思。然
后呢？

乙：我哥哥想吃香蕉，就在家
里到处找，把冰箱、壁橱、柜子、
抽屉都翻得乱七八糟。

甲：那我知道
了。那你哥哥肯
定现在还在家收
拾屋子，对吧！

乙： 可 不 是
嘛，我估计今天
一天他都不能出
来玩了！

仓鼠哪儿去了？
七年级 3班 Jason 刘  指导老师 胡爱春

读孔子思想之体会
八年级 4班 李溪璨  指导老师 吴雯

两年前的冬天，我的弟弟用他
的压岁钱买了两只小小的仓鼠，特
别可爱。一般来讲，养小仓鼠是件
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遇
到麻烦了 --- 小仓鼠逃跑了！

我刚到二楼就听见了一声：呀！
我赶快跑进屋，发现弟弟在喂食时，
一不小心把小仓鼠放出来，小仓鼠
噌噌噌跑到床底下去了！

妈妈也匆忙赶过来帮忙，弟弟
看见了，也赶快开始找。我却在旁
边心里偷偷笑：“这下好玩了。”

小仓鼠躲在床下不肯出来，妈
妈只好拿木杆把仓鼠赶出来。可是
它一转眼又跑到沙发下面，妈妈就
又拿木杆把它赶出来，可是它又跑
了，这回躲到柜子下面。小仓鼠跟
妈妈和弟弟玩了半个小时这样的游
戏。我看不下去了，只好也去帮忙。

我先用小零食做了几个陷阱，
然后跟弟弟和妈妈一起围堵。我们
又抓又叫又笑，又过了一个小时，
小仓鼠最后无路可逃，被围到了角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
不惧”，是指聪明人不会被迷惑，
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
会畏惧。

你知道这是谁的思想吗？对，
就是孔子。孔子他是一个知识渊博
的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他有弟子三千，被后人尊
称为大成至圣。他的学生根据他的
言行，编纂了著名的《论语》。
2000 多年过去了，这本书至今还被
视为珍宝，反复研读，因为它包涵
了许多能激励我们奋发向上的思想。
例如，孔子曾经说过“道路是为旅
途而建造的，而不是为目的地而设”。
我的理解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
旅程一无所知，不知道旅程中可能
会发生什么，你总是会遇到新的事
物，有苦有乐。而不是一切已经准
备好了等着你的到来。你会经历很
多困难，就像我们学习中文一样。
可是你必须得坚持努力和不要放弃。

孔子还创造了关于儒家的哲学，
他提倡如果你有良好的道德，你就
会成功；如果你
与别人和谐相处，
你就会快乐。孔
子的思想对每个
人都有帮助，这
些传统的文化只
有通过认真学习
中文才能领会。
但最重要的是，
他是我的榜样，
激励我去做更多
更好事情。

人要聚在一起。爸爸、妈妈、弟弟
和我一起吃团圆饭。爸爸做了拿手
的烧烤鸡腿，我们还一起吃了烤鸭，
西兰花，和弟弟最喜欢的鸡蛋炒西
红柿。妈妈买了莲蓉蛋黄月饼，我
们一起分吃月饼。我不喜欢蛋黄，
但妈妈很喜欢，所以我们合作。妈
妈吃了蛋黄，我吃了莲蓉。大家都
很高兴。

我们还和远在中国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视频通话，祝他们中秋
节快乐！

中秋吃月饼
四年级 4班 周斯翮  指导老师 范志华

我很喜欢中国节日，因为我可以
吃好吃的。比如元宵节吃元宵，春
节吃饺子，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
吃月饼。我很喜欢吃月饼。月饼是
圆形的，长的像一个月亮，吃到嘴
里很甜。

中秋节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全家

中文的美丽
普兰斯堡分校 彭宇轩老师

我一直在寻求，
找寻中文的美丽。
怀着虔诚的心，
追逐她迷人的倩影，
古老的源头。

儿时的中文，
美丽牵着稚嫩的小手，
伴着妈妈的呵护，
在田字格里漫游。

启蒙的日子，
美丽和着风雨，
对着河流，
在爷爷的欢笑声中，
朗朗上口。

读书的时候，
美丽是白居易的贵妃，
是范仲淹的楼。
剪不断的诗词歌赋，
不离左右。

他乡的漂泊，
洋腔洋调，
随波逐流。
为了生活，
美丽离开了我太久。

走过错过，
蓦然回首，
美丽在华夏的校园里，
向我招手。
一周周的教学，
一次次的备课，
美丽在孩子们的读书声里，
汇成文化传承的涓涓细流。
我不再迷茫，
不再寻求，
伴着一张张求知的脸庞，
我知道，
方块字的美，
已经久久地刻在了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