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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李文斯顿分校小语世界
万圣节小记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四年级 朱悦 指导老师 廖明霞

有趣的圣诞节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刘威廉 指导老师 朱艳萍

疫情下的感恩节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七年级 胡睿思 指导老师 武国珍

火锅
李文斯顿分校 标准中文九年级 严心语 指导老师 李剑

李文斯顿分校在疫情的寒冬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李文斯顿分校 校长 刘宏杰 --2020 岁末寄语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李文斯顿华夏
中文学校（以下称“李庄华夏”）也和海外所有华文教育机构一样
遇到了前所未遇的困难。回顾庚子年的办学历程，深感收获与信心
同在；展望新一年的发展前景，坚信挑战和希望并存。
    春节前惊悉武汉疫情爆发。由于学生家长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李庄华夏最早受到疫情影响。通过微信平台讨论和家长问卷
调查商议把中文课搬到网上的过程，有意见分歧，也有激烈讨论，
最终得到家长们的理解和支持。学校董事会全面支持校委会的工作，
老师们则紧急行动，参加各种网课技术的培训学习。李庄教育局也
根据校舍实际使用情况灵活调整租约。所有这些促成了学校顺利完
成实体课到网课的转变。
    审时度势，李庄华夏决定 2020-2021 学年全部实施网课教学。
在各种网上免费中文课、小课堂、课后班激烈竞争的不利形势下，
李庄华夏的学生数量仅出现小幅下降。这体现了李庄华夏这个品牌
在大李庄地区获得的认同、支持和影响力。把疫情对教学工作的影
响减少到最低是李庄华夏贯穿全年的工作重点。同时，学校将很多
重要活动搬到线上如期进行，比如毕业典礼、优秀高中毕业生经验
分享、圣诞新年云端庆祝活动等等。在不久前进行的圣诞新年庆祝
活动中，老师们组织同学自编自导自演，奉献了两个小时的网上精
彩表演。此外，作为华夏总校的一个分校，李庄华夏也积极配合总
校的各项工作，出人出力，也出了成绩。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今年是本人参加李庄华夏学校工作的第
四个年头，也是作为校长的最后一年。在这个特殊的 2020 年，我
身怀感激，我为学校所有老师和义工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中文学校
作为华人社区教授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特殊平台，是所有热心海
外华文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和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使
者的海外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们不计辛劳，努力付出并结下友谊。
正如我校教务长唐老师所说：“尽管疫情限制了我们的很多行动，
但我们的热血推动了中文学校稳健发展的步伐。”2020 年，我校已
超额完成了上半学年的教学任务。课程、作业、测验、考试、才艺
竞赛等计划实现全额完成。在总校教师年会、总校演讲比赛准备、
公众号宣传、圣诞新年晚会、教学技术技巧研讨分享等方面，都超
出了要求。在疫情下的寒冬里，全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校
董事会的战略策略和校委会的组织领导功不可没，但老师们的钻研
和付出，才是成功的保证。老师们为学校所做的份内份外的工作，
点点滴滴都记在大家的心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学年余下的几个月里，
李庄华夏将继续以“教授中文，推动中华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展现我们开放自信的中华文化社区”为己任，与华夏总校和兄弟学
校同努力，共发展。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保
持这股干劲，就一定能战胜眼前的困难，迎来 2021 年的辉煌！

坚守岗位  等待花开

网 课 情 仇
实体课到网课的转型体验与教学分享

李文斯顿分校 老师 金琼

    2020 年初新冠病毒刚开始蔓延
时，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其时，中文
学校照旧开，我也照旧到学校给孩子
们上课。看到孩子们，心情总是舒畅
的。 随着疫情的逐步升级，学校开
始讨论是否要转到网络教学。因为疫
情不明朗，当时的确是很矛盾的决定。
不知道什么方式是最好的选择。我自
然是倾向于上实体课的。大半年来，
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建立起来一种亦师
亦友的特殊革命感情，割舍不下。其
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对
上网课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心里对网
课一早就产生了莫名的仇意。最终，
还是事与愿违，我“被迫”做起了网
络老师。
    说实话，第一次网课感觉很不好，
屏幕上的孩子们仿佛离我好远，生分
了。课前的伸展运动做不了，组队听
写也变成了不可能，课堂表演更是犹
如天方夜谭。我开始极度思恋起实体
课堂上斗智斗勇的硝烟和战场来。接
下来的几堂网课变得中规中矩，曾经
互动满满的课堂陡然间变成了我自己
的独角戏，干涩无味。彷徨中，是理
不清的头绪。 如何上好网课，如何
上好中文网课，我没有答案。 
    暑假中，疫情横扫全国。各类网
上课程扑面袭来。我对网课的抵触在
现实的冲击中渐渐消磨了些。新学期
开学前，学校提供的网课培训课程或
多或少倒是给了我一些启发。既然现
在没得选择，我决定还是暂时“爱”
上网课教学吧。但是，问题来了，如
何把死板的教学变得有趣些呢？特别
是面对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中的大部
分学中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家
长“威逼利诱”的结果。开学前几周，

我大脑里晃动的就只一个字，“难”！
偶尔灵光乍现的想法转眼就被自己推
翻掉了。满脑子刷屏了网红，网络女
主播，网络博主……几番挣扎后，我
最终定位了自己的网课：借鉴中，个
人风格不能丢，否则很有可能变成东
施效颦。 
    怀着满腔热情，在屏幕这一头第
一次见到了我这个学期的学生们，他
们含蓄的审视中满是朝气的活力。这
学期又会是怎样的人神交战呢？！课
前运动做起来。两个八拍的运动让我
自己也清醒了不少。孩子们很配合，
在屏幕的那头跟着节拍摇动。话筒在
支架上已经架好，小音箱就放在身后，
我对着麦克风说，“你们准备好每周
一歌吧”，我的坏笑和孩子们的尖叫
融合在一起，从特定的角度看，也还
算有一定美感。课堂听写其实是最考
验我的部分。孩子们把写好的字放到
摄像头前给我看时，我时常需要克服
反光作用，然后就是在无限的小字堆
里找到刚听写的字，个别孩子调皮，
还不停地晃动写字本，我能“看”到
孩子咯咯咯的坏笑。 其实，孩子们
最喜欢的是每周一省的介绍。我和孩
子们从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狂奔到风
景如画的苏杭，迥异的各地特色美食
是他们焦急等待的热点。孩子们说我
是 CIA，却忘了是他们自己在第一节
课给我提供的信息。在似敌似友的相
互考验中，我和孩子们达到了一种动
态平衡。 
    下课了，孩子们的脸一个个消失
在闪灭的窗口中。面对着安静的电脑
屏幕，我脑补着孩子们坐在教室里的
模样。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我
合上了电脑。桌上的清茶，余温尚存。

    今年的万圣节有点特殊，我被
“boo”了！因为发生了一件特有趣
的事。
    万圣节当天，我听到我家门铃响
了一下。我感到纳闷，会是谁呢？我
打开门一看，没有人。正想关门时，
突然看见地上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包糖。哇塞，里面还夹着
一张卡片。原来是我的朋友 Aurelie 
送我的万圣节礼物。真是一个惊喜！
原来，她按了门铃，放下礼物就逃走
了。
    这真是一个被“boo”的万圣节！
我爱你，Aurelie。

    转眼间，又一年的圣诞节即将到
来。一般说法是圣诞节起源于基督教
圣子耶稣的诞辰，基督教徒将圣诞
节的日期定为 12 月 25 日。现在西
方在圣诞节常互赠礼物，举行欢宴，
并以圣诞老人、圣诞树等增添节日气
氛，已成为普遍习俗。圣诞节也成为
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公共
假日。
    我们全家每个圣诞节都会去爷
爷奶奶家。他们住在俄亥俄州。他们
的房子装扮得非常漂亮，古色古香的
壁炉前面有一棵挂着五颜六色圣诞
彩球的圣诞树，壁炉旁边挂着三个大
大的五彩缤纷圣诞袜。我们在那里会
去参加很多圣诞节家庭聚会。平安
夜，爷爷奶奶都会举办一个特别盛大
的家庭聚会。那天，叔叔、姑姑、堂哥、
堂弟、堂妹，他们也都会来爷爷奶奶
家和我们一起聚会。叔叔会做非常好
吃的德国烤肉，姑姑会做香喷喷的意
大利面包，而妈妈会做皮脆肉嫩的北
京烤鸭。晚饭后，大人们会喝一点儿
红酒，吃美味的甜点，而我们小孩会
在漂亮的圣诞树旁边玩一些好玩的
游戏。
    圣诞节的早上，我们一睁眼，就
会争先恐后地跑到圣诞树下去看圣
诞老人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时，爷爷
奶奶会给我们做美味的培根和鸡蛋
早餐。
    我最喜欢过圣诞节了。我盼望着
圣诞节快点到来吧。

    今年的感恩节是新冠疫情开始
以来的第一个感恩节，它跟往年有很
大不同。以前的感恩节，超市和商场
里充满了出来购物的人们，大家都为
过节做准备，过节的气氛非常浓。今
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宁
愿呆在家里。 
    本来，感恩节也是全家团聚的
日子。往年的这个时候，我和爸爸、
妈妈、姑姑、姑丈还有表姐会去爷爷
奶奶那里一起团聚。爷爷奶奶住在纽
约。由于那里的疫情很严重，他们不
希望我们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去那儿，
因此，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就只好在自
己家过了。
    传统上，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
五是许多人疯狂抢购的日子。以前的
感恩节晚上，很多人为了抢到大减价
的商品就早早地去商店门口排队。现
在人们为了保持社交距离，都改成了
网上购物。很多商店也在网上推出了
黑五网购广告和折扣，鼓励大家在家
购物。
    我还是喜欢以前的感恩节。希望
下一个感恩节能像过去的一样。

    在寒冷的冬天，许多小事都会给
我带来温暖。比如说早上喝杯热牛
奶，洗个热水澡，喝碗热汤面，在
沙发上和家人一起裹着毯子看电视。
但是最能给我带来温暖和幸福的是
我和家人一起吃火锅的时光。
    这一天，下了冬天里的第一场
雪。白色的雪花从天上慢慢落到地
上，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像钻石一
样美妙。我和妹妹开心地玩了一天
的雪，爸爸也辛苦地把车道铲完了。
我们一回家就感到饿了。脱了一层
一层的衣服，洗完热水澡，我就走
到厨房里问妈妈：“今晚吃什么？”
看着妈妈从冰箱里拿出牛肉、羊肉
片，我立马就明白了。跑到客厅又
开心又兴奋地跟爸爸和妹妹说：“开
始帮忙做火锅了！”
    于是，一家人开始同时行动。
妈妈负责拌调味料，腌鱼，准备火
锅底料。爸爸切菜，有白菜、腐竹、
百叶、葱，等等。妹妹负责剥蒜，
削土豆和芋头皮，把盘子端到桌上。
我负责洗菜。虽然准备的时候话不

多，但是厨房仍然很热闹。妈妈拌料
的勺子刮碗的声音，爸爸切菜的刀打
到案板的声音，妹妹把菜皮扔到垃圾
桶里的声音，还有我洗菜水流的声音，
此起彼伏。我们很快就把所有东西准
备好了。盘子都端到桌子上，虽然菜
和肉都是生的，但是放在一起五颜六
色的，还是很好看。我们一家四口终
于可以坐下来慢慢享受等待已久的火
锅了！
    幸亏妈妈一开始就在火锅里煮上
了一些菜，否则我闻着火锅的香味儿，
口水会像瀑布一样流得停不下来。爸
爸喝着啤酒，妈妈、妹妹和我喝着果
汁。我们先把已经煮好的丸子、芋头
和豆腐泡吃掉。好像不到两秒锅里的
菜就已经吃光了！然后自己想吃什么
就涮什么。我可以保证我家的火锅比
谁家的都丰富。牛肉、羊肉、鱼、虾、
豆腐、丸子、豆腐泡、鱼豆腐、腐竹、
蘑菇、金针菇、百叶、土豆、芋头、
笋干、白菜、唐蒿、年糕、面条、粉条，
样样都有。我家买了一个鸳鸯锅，两
边可以放不同的火锅料。就这样，我
们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慢慢
地边吃边聊边笑。锅里的水咕嘟咕嘟
地翻滚着，肉菜慢慢地煮熟变颜色，
并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神奇的是：红
色的肉煮熟后变成灰色，灰色的虾煮
熟后反而变成了红色。
    冰天雪地的冬天，无论外面有多
冷，只要能在温暖的家里跟自己最亲
的家人一起享受美食，围着吃火锅，
并用心感受家庭的温暖，对我来说，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小狗熊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周易坤 指导老师 窦泽和

爬 山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七年级 杨成杰 指导老师 程悦

小兔子“跳跳”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黄宜萱 指导老师 徐颖

做个“乐之者”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八年级二班 王紫萱 指导老师 李剑

我
李文斯顿分校 马立平七年级 席圣霖 指导老师 程悦

    我的床头有一只小狗熊。它每天
都静静地躺在我的床上。
    小狗熊有一个小小的脑袋。上面
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一个撅起来的
小鼻子和一张笑眯眯的小嘴巴。小狗
熊的绒毛是咖啡色的，它穿着一件大
红色的衣服，衣服上面有一个小鹿头
的图案。
    在铺被子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放
好小狗熊，保证睡下去的时候可以找
到它。在我睡着了以后，小狗熊还是
躺在那里，静静地陪我。
    我躺下去的时候，总会抱住小狗
熊，把它压在我的头下。我可以感觉
到它毛绒绒的身体，那感觉真好。当
我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把小狗熊抱得
紧紧的。这样，我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放松。不一会儿，小狗熊就会把我带
进梦乡。
    有一次，妈妈要把我的小狗熊带
去清洗。我非常舍不得它离开我。小
狗熊离开我的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
着，因为找不到有小狗熊陪伴的那种
熟悉感觉。接下去的几天，我躺下后
总是有好长时间睡不着。小狗熊回来
的那天，我高兴得都快要飞起来了，
心想“终于又可以睡得香香的了！”
小狗熊天天都陪我睡觉，让我天天都
精神饱满。

    我八岁那年的圣诞节，月月姐姐
送给我一只毛绒绒的小兔子。我给它
取名叫跳跳。
    跳跳是用布做成的，非常可爱。
它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带，肚子
圆滚滚的。跳跳的大耳朵特别软，我
紧张的时候常常会摸一摸它。它有粉
红色的小鼻子，像是在闻周围的香气。
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看起来很高兴的
样子。它圆滚滚的小尾巴像个小球，
愉快地翘着。
    我非常爱跳跳。每天晚上，我都
跟它睡在一起。在我睡不着的那些晚
上，我就摸一摸它毛绒绒的大耳朵。
摸着摸着，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已经拥有小兔子跳跳四年了。
虽然它已经很旧了，但我还是爱它。
我长大以后，还要把它送给我的孩子。
我想让他们也感受到小兔子的爱和温
暖。这样子，跳跳也能感受到更多人
的爱。
    我爱我的小兔子跳跳，会永远爱
它。

    我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长得不
高不矮，有黑黑的头发和深棕色的眼
睛。我喜欢弹钢琴，拉小提琴，跟朋
友玩，讲笑话。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孩
子，但我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
我爱做自然常识的实验，爱做梦。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上科学课。我
以前一直以为我的眼睛是纯黑色的，
朋友们也都这样说。小时候的一次科
学课上，老师跟我们讲，我们眼中的
瞳孔的大小取决于光线的亮暗。光线
越亮，瞳孔就越小；光线越暗，瞳
孔就越大。我迫不及待地想去验证。

回家后我把灯一会儿调明，一会儿调
暗，还找出手电筒对着镜子找自己的
瞳孔，看它对光线明暗的反应，以至
于妈妈看到昏暗的屋子里我那张被手
电筒照着的脸时吓了一跳。由此我意
外地发现我的眼睛颜色并不是黑色，
而是深棕色的。我还做过纸飞机的实
验，不仅仅是玩纸飞机哦，我用纸叠
成不同样式的飞机，分别记录下它们
飞行的距离、时间、画出图表来验证
各个参数对飞行性能的影响。我最近
刚刚买了一个显微镜，打算用它来观
察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我想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
    虽然我喜欢科学，但同时我也爱
做梦，也爱讲故事。一年当中，断断
续续的，我会做许多梦，还有时候一
些梦会持续出现一两个月。人们把这
种梦叫做 Lucid  Dream——清醒梦。
就是说是做梦者于睡眠状态中保持意
识清醒而进行的冥想或幻想。我就把
那些梦都记录下来，写进故事中去，
还讲给我的朋友和爸爸妈妈听。有的
梦里我和朋友一起历险，有的梦里我
很开心，有的梦里我不开心，偶尔也
会有噩梦。比如，我记得有一个晚上，
梦到了一个可怕的火魔住在我家里，
我就试着把火魔变成朋友。我很害怕
也很好奇，即使我清楚地知道那就是
一个梦。
    我既爱做科学小实验又爱做清醒
梦，是不是很矛盾？除此之外，我还
喜欢橘色，喜欢扮演侦探、写诗和读
小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我十岁生日那天，爸爸妈妈带我
去爬山。
    我们走在有泥巴也有石头的山
路上，路的两边全是树。大概爬到四
分之一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汗水
顺着我的脸往下流。脚下是一块很大
的石头，爸爸拉着我的手，我才慢慢
地爬了上去。但是，我哪儿知道，前
面的路还长着呢。
    我们又走了一会儿，看到前面又
有一些很大的石头。这次，虽然我们
手脚并用，还是费了半天劲，好不容
易才爬了上去。站在高处，我透过树
林往上看，山顶就在眼前。我一下子
觉得一点都不累了，一口气冲到了山
顶上。那里，我看到了一辈子都不会
忘的风景。天很蓝，阳光照着山下的
绿树和另外的一个小山头。周围的
山都在我们的脚下，我仿佛站在世界
最高的地方。这么美的景色我都看呆
了。突然，肚子里传来“咕噜咕噜”
的声音，它提醒我该吃饭了。我赶紧
跑到爸爸妈妈那儿，一起吃午饭：寿
司。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
的一顿。
    爬完了这座山，我觉得自己真的
长大了。我好像懂得了爸爸妈妈的
话：只有自己站上山顶才能看见最美
的风景，只有自己努力才有最大的收
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比如唱歌、跳舞、画画、体育等各种
文体活动。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爱好充
满热情。
    人们之所以能坚持兴趣爱好，是
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时感到非常愉快。
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做的
事情，他怎么会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
学习和提高呢？例如，齐白石这位非
常著名的画家，他从小就喜欢在小溪
里钓虾玩，成为画家后喜欢画虾，并
且几十年都在画虾，边画边研究怎样
把虾画得像活的一样。他不断地观察、
思考、研究和改进，终于对虾的画法
有了创新，画出了“活”虾。他的这
份坚持源自于他对钓虾、画虾的喜爱。
因此，我认为发自内心地做一件喜欢
的事情是成功的关键。如果齐白石对
绘画失去热情，他就不会一直研究和
改进画虾的技巧了。与齐白石一样，
孔子在学琴的过程中不仅对弹琴技巧
有要求，甚至对弹奏的情感提升都有
新的要求。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指示
轻松地学习下一首新曲，但是他想继
续提高自己的弹琴水平，做到精益求
精。
    与之对比，我觉得我也应该像齐
白石和孔子那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
爱好，不断地研究和提高。我现在有
时做事情不够坚持，也缺少不断探索
和研究的精神。也许我现在还小，还
没有找到真正的爱好和兴趣，我相信
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
和接触新知识，我会找到自己真正感
兴趣的爱好。那时我会用最大的热情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断地进步并超
越自己。就像《论语》中所说的“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那样，成为一个“乐之者”。

ぁ 长岛分校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长岛分校 马立平 7年级 徐孝阳  指导老师 鲍克菊剑

    有一天，乌鸦坐在它的树窝里，
叼着一块肉，准备要吃。这时，狐
狸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它眯着小
眼睛，流着口水，看上去非常饿，
好像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乌鸦看到狐狸，一瞬间就知道
它在打坏主意。乌鸦想，我还是马
上吃掉那块回味无穷的肉吧。这时，
狐狸叫道：“亲爱的乌鸦，能不能给
我这块肉吃，我真的很饿，好几天
都没吃过饭了，给我一小块也可以，
真的！”乌鸦瞪着眼珠子，好好地
看了一下狐狸，心里想，它可能真
的很饿，还是分给他一些肉吧。
    乌鸦很小心地把肉放在地上。
狐狸不慌不忙地说：“谢谢，我只
在你的肉里吃一口，我们做朋友吧。”

乌鸦将信将疑地答应了。狐狸慢慢地
往那块肉走去，越来越快，忽然一口
把整块肉都吞进了嘴里。
    乌鸦很气愤，心里骂道，你这个
好逸恶劳的坏狐狸。狐狸坏笑了一下，
然后快速地逃走了。

秋天来了
长岛分校 标准中文三年 A班 王思宁 指导老师 景屹

秋风吹，秋风吹。
吹降了树叶，
吹走了燕子，
吹睡了松鼠，
吹熟了谷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