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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兔子不见了
作者：薛露露 指导老师：鲍克菊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把我
的小兔子带到户外的院子里，以便它
可以在草地上吃新鲜的草和享受温
暖的阳光。
我把它放在高高的草丛中。兔子像
一个割草机一样，草叶一棵一棵地消失
了。我突然发现忘带手机，想回到屋子
里去取。我们的后院被一道高高的篱笆
墙围住，兔子应该不会跑出去。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院子里，发
现兔子不见了。我立刻慌了神，跑回
屋子里告诉妈妈。妈妈也开始担心起
来，我们一起再次寻找兔子。正在这
个时候我姐姐回家了。当她知道我们
找不到兔子时，姐姐也惊慌失措了。
我急得直哭。姐姐跑进院子里，寻
找小兔子。突然，姐姐发现了什么，
叫起来：“妈妈！兔子在篱笆下挖了
一个洞！”我们惊讶地跑过去，顺着
姐姐指的方向看过去。是的，篱笆
下有一个小洞，看起来是兔子弄的。
“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兔子已经跑掉
了。”我着急地问。妈妈说：“不会啊，
兔子可能跑进邻居的后院里。他们也
有个篱笆。兔子可能还在那儿。
几分钟后，我和妈妈站在邻居家
门口，敲了他家的门。邻居开门时，
我妈妈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邻居笑
着说：“我从窗户看到了一只兔子跑
进后院。不知道兔子是你们的。它可
能还在院子里”。五分钟后，我们的
邻居笑着回来，手里抱着我们的小家
伙。我和我妈妈松了一口气。邻居说；
“你们的兔子很可爱”。妈妈笑着谢
了他。
回家后，我们把小兔子的阳光假
期提前结束了。
姐姐开心极了。
妈妈把篱笆下
的 洞 补 好 了。
我们从此要更
专心地爱护好
我们淘气的小
兔子。

包饺子
作者：陈潇然 指导老师：鲍克菊
星期六的下午，妈妈和爸爸正在
厨房里包饺子。弟弟和我最喜欢在
这个时候凑热闹，上去帮忙。我们
家人包饺子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工作。
爸爸负责切菜，切虾，剁肉馅，
然后把酱油、胡椒粉、蚝油和鸡蛋跟
它们混合在一起，饺子馅就准备好
了。妈妈负责开始包饺子，有时候妈
妈自己制作饺子皮，有时候她使用超
市里买来的皮。弟弟负责倒一小杯
水，准备弄湿饺子皮。还负责拿出烤
盘用来放包好的饺子。我拿起几个凳
子摆在厨房的桌子附近。然后，我们
全家一起坐下来包饺子。
妈妈包饺子，总是先从中间部分
捏，再从一边开始捏紧直到全部捏
好，形成一个弯弯的有花边的月亮。
爸爸直接从边上捏，半圆形对齐，
捏紧。如果捏不紧，就蘸点水捏紧，
没有花边。我和弟弟会包各种各样的
形状，有时我们做个三角形的，有时
做个包子形状的，有时做长方形像
ravioli 一样。弟弟和我有时候会把
我们做好的饺子放在 pizza 烤盘上，
排成一圈一圈的。有时候我们用长方
形的烤盘把饺子排的像士兵一样。
爸爸把排好的饺子一个一个地放
进沸腾的锅里。我和弟弟站在火炉旁
看着锅里的饺子慢慢地漂浮起来。这
时候，我们再倒一杯冷水进去，转眼
间，饺子又漂浮起来。过一会儿，爸
爸用漏勺把饺子捞出来放在盘子里
放凉。我和弟弟搬来醋碟子和碗准备
吃饭。这时候妈妈已经收拾完包饺子
的战场。
爸爸和妈妈用筷子，而我和弟弟
迫不及待地用手抓起饺子。多么快乐
的时光呀！

比尔的早晨
作者：黄琬莹 指导老师：鲍克菊

比尔一早起来，就从床上滚了下
来，“哎哟”一声，摔倒在地。床头
的时钟叮铃铃地叫着，好像在喊：
“已
经六点半啦！快起床吧！”。比尔
揉揉头上的包，走到厕所准备洗漱。
谁知道，厕所的地板上撒满了水，比
尔滑了一跤，一屁股坐到了湿淋淋的
地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猴子乔治
从窗户里爬了进来，把他的水盆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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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春姑娘的信
ぁ 长岛分校

了。比尔只好叹口气，抱起猴子，用
毛巾擦了擦地上的水。
比尔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员，这只
调皮的猴子是他要饲养的动物之一。
比尔穿上咖啡色的制服，带上写着
“ZOO”的帽子，骑上自行车向动物
园出发。猴子乔治坐在比尔肩上开心
地享受着小风。
到了动物园，比尔把乔治轻轻地
放进了笼子里，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比尔今天的任务是喂大象。他抱了一
捆干草，走到大象的笼子旁边。笼子
很低，大象圆圆胖胖的身体比围栏高
了两倍。它的头伸出来，眼睛紧紧地
盯着比尔手中的干草。大象水管似的
长鼻子偷偷地伸到水池，悄悄地吸了
一大口水。比尔把手里的一大捆干草
送到大象的嘴边。大象调皮地笑了笑，
把水一下子喷到了比尔身上。“真是
一个倒霉的早晨啊！”湿得像落汤鸡
一样的比尔一不小心叫了出来。猴子
乔治这时逃出了笼子，正准备把一个
苹果砸到比尔的头上。一听比尔这么
一说，调皮的猴子突然同情起比尔来。
它把苹果递给比尔，轻轻地拍了拍他
的头，回到了自己的笼子里。
比尔看着动物们快乐地吃着早
点，会心地笑了。啊！一天繁忙的工
作开始了！

铲雪
作者 : 王庆燊 指导老师：鲍克菊
我们全家经常在一起做很多有意
义的事情。最近由于天降大雪，于是
我们全家出动——铲雪。
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会下暴风
雪，于是我就希望会下很多很多雪。
第二天，我起来后，看到外面白茫茫
的一片，看到雪慢慢地飘下来，觉得
很好看，我好高兴。我听见风吹过房
子时发出呼呼的声音。到了中午，雪
差不多停了，我听到铲雪机发出的嘟
嘟声音。于是我们全家就决定出去铲
雪了。
大家商量好谁铲哪一个地方，就
分头去拿雪铲。我看到哥哥铲雪，他
铲车前面的地方。他铲得很慢，先用
雪铲把雪推到旁边，把雪堆在一起，
然后把雪堆里的雪铲到草地上，他就
像这样慢慢地铲雪。这时候妈妈会来
帮哥哥一起铲雪。
我看到爸爸铲雪，他铲得很快，
也铲得很干净。我铲雪比爸爸慢，我
也像哥哥铲雪的方法一样，可是我铲
得更快。铲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后会去
帮别人，这样互相帮忙会铲得更快。
铲完雪后，爸爸一定会撒盐，让
走道不容易结冰。我们都进去休息了，
妈妈会给我们准备热水和点心，一边
吃一边聊天。
这时，透过窗户看到自己的劳动
成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心想铲雪
这项活动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大
家一起完成一项活动也是很愉快的
一种体验。

我的妈妈
作者：任迈 指导老师：鲍克菊
从 出
生到现在，
我一直跟
着妈妈，她
是我最熟悉
的 人。 我 的 妈
妈是在一个贫
穷的小山村中长大
的，从小到现在，她一
直都是一个勤劳、周到和有
创造力的的人。
我妈妈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养
成了早起的习惯。因为家里穷，她
衣着很简朴。无论天气好坏，她只
能走路上下学。回家做完作业后，
她就去田里种菜干活。现在，她还
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天天给家人做
饭，大扫除，洗衣服，辅导我们做
作业，啥都会干。
我的妈妈也很细心周到。如果我
有朋友来玩儿，她会提前准备许许
多多的小吃和饮品。如果我们一家
人去海边玩儿，她会把我们忘记的
东西拿上。等我们到了海边，意识
到我们忘记东西了，妈妈就会把我
们需要的东西递过来。
我的妈妈还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
的人。比如，每次吃饭，我和妹妹
都会把桌子弄得很脏。在我们刚搬
到长岛时，从包装箱里扔出数不清
的很大的包装纸。妈妈就想：“既
然我们家小朋友吃饭那么邋遢，这
些纸正好可以废物利用，就拿来垫
桌子吧。这样，每次吃完饭，我们
就不用擦桌子，直接把纸卷起来扔
掉！”由于妈妈的好主意，我家到
现在吃饭时都会用包装纸垫桌子，
而不用天天清理。
总之，我妈妈是一个很勤劳很善
良的人。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人。
我爱我的妈妈。

作者：刘悦心 指导老师：景屹
你好！我们都非常想念你。
朵朵的雪花飘走了，我的雪人融
化了，春天快来了。
一阵春风吹来了，柳树也发芽了，
大雁也飞回来了，春天也就到了。
春姑娘我真喜欢你温暖的天气。
春天快来吧！我们需要你，我们
欢迎你。

文竹
作者：陈潇然 辅导老师：张晓静
七年前，我们家买了一座新房子。
为了装饰新房子，我妈妈从唐人街买
了一盆文竹，放在一楼过道的一个柜
子上。
刚开始的时候文竹非常小，只有
十几厘米高，像一棵小草一样。可是
花盆却很高，显得很不般配。当时看
着弱小的文竹，我心想，这么小的文
竹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呢？我每天放
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就看文竹有没有长
大。它却总是和昨天一模一样。妈妈
说不用着急，只要我们细心地照料，
它就会慢慢长大。文竹喜欢湿润的环
境，需要经常浇水，大概每两三天就
需要浇一次水。
眨眼之间，一年过去了，在我和
妈妈细心照料下，文竹长得很快。它
的高度已经是刚买来时的好几倍高
了。它的茎顺着墙壁慢慢爬到了壁灯
上。文竹的茎上长着小刺，就像玫瑰
花的刺一样。文竹的叶子像细细的针，
颜色绿油油的。如果你用手抚摸文竹
的叶子，你会感觉到它们很软。
文竹陪伴着我慢慢长大，七年前
我只有四岁，现在我已经十一岁了。
我个子比以前高了一倍，可是文竹比
我长得还快。
每当我看着文竹的时候，它都会
给我一种自然宁静的感觉。我已经把
它当成一个家庭成员了。我爱文竹。

后院的猫
作者 张若娇 辅导老师 张晓静
我们刚搬到美国的时候，新家的
后院有很多流浪猫，每天都会见到一
两只呢！
有一些猫是黄色的，有一些是黑
和白色的，一些是纯白的，还有橙黄
的，棕色的，白色、黑色和橙色混合
的。它们有很多种类。大部分的猫都
是差不多十八（18）寸高。它们的
身材一般是瘦瘦的，因为是流浪猫，
没有主人。我们偶尔会看见一只肥猫，
可能是因为它有主人，出来走一走，
或者它要生小猫了。有一次我看见一
只猫，一只耳朵被咬了，在一瘸一拐
地走着。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吃饭的时候
看见猫，那是因为我们的饭桌正对着
落地窗。我们一吃饭，猫就来了，它
们什么也不做，就在那儿看着我们。
有的时候我干脆想打开那个窗户让猫
进来，但是妈妈不允许。有的时候，
我和我的姐姐一起看猫，
猫也看我们，
看着看着，等到我或者我的姐姐说一
句话，那只猫就被吓跑了。或者那只
猫觉得无趣了，就走开了。除了看我
们，那些流浪猫也舔自己，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跑，
跳篱笆墙，
和转圈儿走。
有一次，一只猫跟着我的爸爸，
一直走到家门口，想要我们收养它。
也有的时候，我们去倒垃圾，猫会刷
的一下从垃圾桶后面跳出去。还有一
次，我、我姐姐和我的朋友在我们家
玩儿。忽然，客厅的窗户外面听见了
猫叫的声音。我们去看的时候，只看
见一只纯白的小猫，特别小和可爱！
有的时候我在写作业或者弹钢琴，我
会看见几只猫，一起玩儿，挺好玩和
可爱的！
不止一次，我想让流浪猫住进我
们的家，当我们的宠物。但是，我
知道那是不行的，因为我的妈妈不
会让我那样干，因为我的姐姐和哥
哥都对猫过敏。还是等长大了再养
一个宠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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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华夏中文学校教务管理会议成功落幕
暌违数月，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分校负责人、教务管理人员及部分
教师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在云端相
聚，一年一度的教务管理会议在疫
情之下相隔一年终于在网上召开。
70 余名与会者在紧张的会议议程中
就教材选择、网课管理及重返校园
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观摩了
承办学校中部分校的部分中文课。
会议由总校教学部曹作军、何
心平主持，总校校长张凉致开幕词。
他们分别欢迎与会者的参与并对中
部分校承办此次会议表示感谢。
中部分校校长雷志军首先介绍
了 中 部 分 校 的 状 况， 据 雷 校 长 介
绍，华夏中文学校中部分校创立于
1996 年 7 月。 是 一 所 在 新 州 注 册
的九年制学校。自创立至 2005 年 6
月的校址是在 Hillsborough Middle
School，后迁至蒙哥马利镇。学校
以教授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中文为主 ,
辅 以 文 体 课 , 并 开 设 CSL 班。 截 至
2017-2018 学年，学校采用两种教
材：《马立平中文》和《标准中文》。
2018-2019 学年起将《标准中文改
为《美洲华语》，至今已经是第三
个年头，现在《美洲华语》和《马
立平中文》均为九年级制，CSL 班则
采用 Chinese Made Easy 为教材。学
生 文 体 课 包 括： 美术、书法 / 中国
画、儿童歌咏、儿童 / 少年舞蹈、语
言表演艺术、国际象棋、武术、网
球、羽毛球等。面向成人的文体课
或俱乐部有 : 舞蹈、健美操、瑜伽、
声乐、太极、棋牌、篮球和排球等。
为了承办这次教务会议，中部分校
校委会和部分教师多次商讨后，从
各年级中文班级中选取了八个公开
课班级。
中部分校教务长王延荣应总校
邀请介绍了中部分校将《标准中文》
教 材 改 为《 美 洲 华 语》 教 材 的 过
程。近年来， 由于《标准中文》编
辑出版的环境和年代于现在海外华
裔儿童的生活经历和知识背景拉开
了距离，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对
教材提出改革更新的愿望。中部分
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要求于 20162018 年 间 开 始 了 更 换 教 材 的 调 研
工作。时任校长王缨和教务长卫东
研究了多种教材并咨询了使用多种
教材的姐妹分校经验，初步决定对
《美洲华语》、《中文》、《双双
中文》等进行评估。为此学校购买
了完整的教材供校领导和教师们阅
读。经过反复研究，最后一致决定
在 2018-2019 学 年 全 面 采 用《 美
洲华语》替代《标准中文》。他们
认为，《美华》内容与各年级学生
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密切衔接。是以
美 国 外 语 教 学 标 准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5C)、美
国外语评鉴规范 (National Assessment
Educational Progress Framework) 为
准则，遵循多元智力理论 (Multiple
Intelligence) 编写而成，是适合海
外中文教育的比较理想的教材。同
时这本教材的教学程度定位对《马
立平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为家长和学生增加一种选择。基于

便于统筹管理，统一教师培训等方
面的考虑，学校决定一次到位，在
九个年级同时采用《美洲华语》。
为了方便家长帮助学生选择，学校
在新学年注册之前就向家长反复介
绍，为家长答疑解惑，保证了注册
工作有序进行。学校多次为教师举
办培训讲座，确保教师们在开学前
备课准备就绪，使教材转换工作一
次到位，顺利完成。采用《美洲华语》
三年来，中部分校的最大体会是：
在课堂上，教材很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教师如何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
点，来设计安排相应的、不同层次
的课堂教学活动。大部分《美洲华语》
的老师认为，这套教材接近华裔儿
童的生活经验，学生在对教材内容
的认知上没有障碍，学习兴趣随之
增强。另外，这套教材比《马立平
中文》作业量少，教学时间充裕，
教师因此有条件也有必要根据自己
的经验增加教学内容，既弥补了《美
洲华语》相对简单的不足，又为教
师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大会的第二个议程是观摩分校的
中文课，
马立平教材班级的孟青、
司静、
甄丹彤、王晓辉四位老师和美洲华语
班级的朱晔、徐秀云、陈坚、刘影老师，
在各自的课堂上向各校老师和管理人
员展示了各自的授课风格和技巧，听
课的老师听课之余，还与授课老师积
极互动，有的老师还特别询问了不同
教材的教学内容，课件等问题。
大会的第三个部分是围绕着“教
材选用和多教材管理”和“网课教
学管理“、”网课与实体课的教学
技巧与工具”展开了分组讨论。曹
作军、何心平分别主持了分组讨论。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积极参与、
纷纷就感兴趣的议题分享各自的实
践经验，在教材管理分会场，中部
分校的王缨、王延荣、大纽约分校
的孙凌云、大费城的张莹、普兰斯
堡的陈冬青、樱桃山的于雷、南部
分校的龚婵、李文斯顿的唐晓铨等
老师分别就教材管理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他们从不同视角对多教材的
利弊、不同教材的优缺点、在管理
实践中如何做出相应调整等方面分
享了诸多宝贵经验。在网课教学和
授课技巧分会场，中部分校的刘航、
博根分校孙长慧、大费城陈淑文、
南部分校林芳四位老师介绍了各自
的教学经验，发言者讨论了如何在
网课教学中制定坚持“班规”，怎
样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和 quizlet
等网络教学工具，刘航老师特别分
享了如何设计马立平网上考试的
“Google form”，与会老师们兴致
盎然，对各种网课 APP 表示了浓厚
兴趣，热烈的讨论一直进行到 Zoom
分会场关闭前的最后一秒钟。
四个多小时的教务管理会议一
环扣一环紧凑有序地完成，最后由
总校副总校长游牧致闭幕词并宣布
成功落幕。与会者们会后反映本次
会议对各分校的教学管理讨论很有
启发，但大家意犹未尽，希望未来
会有更多时间进行这样的讨论。

我家的苹果树

甜的，香香的苹果派。
我小时候不会爬树，虽说我爬不
上树，我常常在下面玩。有的苹果长
在很低很低的地方，我伸手就可以摘
得到，特别简单。我会挑好的苹果留
下来，有点烂的或长相不好的苹果，
我就会扔到地上，给那些可爱的小动
物吃，比方说，松鼠、鹿、小兔啊。
回家的时候我叫妈妈洗苹果，我就可
以吃了，这是最新鲜的苹果。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
摘苹果，度过美好的一天。

作者：王庆燊 辅导老师：张晓静
我们家以前住在纽约上州。那时
候，我们家后面有很多很多苹果树。
有的年份会长出很多很多的苹果，有
的年份则会没有很多苹果，只有很少
很少的苹果。
秋天的时候，每棵苹果树大概可
以长出五六十个苹果，熟透的时候苹
果会自己掉下来。这时候可以见到满
地的红苹果，如果没有及时把苹果捡
回家，松鼠、鹿、小兔就会经常来野
餐。有的时候长出来的苹果太多了，
我们会把苹果装进袋子里，拿到外面
卖。
我们家的苹果是红色的，小小的，
大概跟网球一样的大小。虽然苹果长
得小，还是味道挺甜的。
苹果的用途可多了，可以做苹果
酒，榨苹果汁，做苹果派。我最爱吃
苹果派，每次都叫妈妈做很多很多甜

（供稿：中部分校 王延荣，总校教学部 曹作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