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能这么早来？”我想。
打开门，我看到一个小包裹。我环顾四周，

没有看见任何人。我好奇地打开包裹，发现是
一个盒子，上面写着“时光宝盒”。我想这一
定是谁在开玩笑。

突然，它自己就打开了，红灯开始在我周
围闪烁。我吓得扭头就跑跑，但为时已晚。

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公园的长椅上。我
的头放在冰冷的金属椅子上，非常不舒服。我
在哪？我急忙站起来，开始尽可能地快步走，
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

我停下来喘口气。当我弯腰时，有人撞到
了我，她手里的的东西掉到地上。

“我非常抱歉。”我喃喃地抬头。我迅速
帮助那个女孩捡起了她所有的物品。

“谢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她说道。
“等等！嗯，我需要问你一件事，”我追

着她说。“今天是星期几？现在几点了？”
“当然，现在是上午10点。现在是2013

年5月22日。”
我的下巴掉了。时间机器真正起作用了

吗？这不只是一个噩梦吗？
“求求你，你能帮助我吗？”我恳求。我

尽可能快地向她解释了时光宝盒。
她感到震惊，但决定帮助我。
我们在公园周围搜寻了一些可以帮助我回

到未来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在喷
泉中找到了一个棕色的盒子。它和我家门口的
那个一样。

“我找到了！”我大叫。
女孩赶紧过去。“你确定这是这个吗？”
“是的。但是，一旦我打开它，我就会被

带到未来。”我告诉她。“你最好站开。”
“好的，但是，你叫什么名字？也许我可

以再找到你。”她回答。
“美齐。我希望我能再见到你。”
当我打开盒子时，她向我招手，绿色的光

在我周围闪烁。
刹那间，我回到了家门口。盒子不见了。

我捏自己了一下，
以确保这是真实
的。现在我明白了，
我确实是在以前见
过安琪。我急忙出
门去找她，想尽快
告诉她我刚刚经历
的过去。

我从事
教学工作时
间 不 长， 以
前做过一年
华夏中文学
校 管 理， 现
在执教华夏中文教学第三年，从做为家长关注
自己孩子的中文学习到现在班里的学生，体会
颇多。

孩子由于天生或者后天成长环境不同，
性格各异，但却是各有所长，加上中文作为第
二语言，又要利用周末时间上课，对于孩子学
习中文的习惯和兴趣培养则尤其重要。另外退
而求其次，即便现在没有太大的兴趣，学习中
文的习惯和坚持则更加重要。

对于学生，要经常鼓励。只要周末来上
课，就值得表扬。坚持做到不管学多学少，
高高兴兴进课堂，快快乐乐下课堂，因为这
是个持久战。

另外由于课堂学生的中文程度略有不同，
学习态度也不尽相同，课堂的教学内容的延伸
和抓住孩子的兴趣点也凸显重要。

课堂互动，老师和同学，同学和同学之
间的互动，也很重要，多包容多理解，给予支
持，让孩子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度过这段课堂
时间。想想大家能够在一起度过这段时光，也
是一种缘分。

中文课堂根据班里学生的情况，增加一
些小游戏，例如脑筋急转弯、猜谜等等，发现
同学热闹非凡，积极回答讨论，增加了孩子对
课堂的期待，也扩展了知识面，一举多得。

和家长及时沟通和反馈信息，毕竟学生

大部分时间在
家里，家长和
老 师 互 补 有
无， 建 立 良
好的互动和共
勉，为学生提

供一个持续健康的关注。
老师课外知识的扩充和课堂教学内容的

准备也很重要，为人师表，老师的一言一行确
实影响学生。上课的言谈举止，其实无形之中
都展现出来。

最后就是教学内容的伸张，每堂课除了
大量细节教学外，也要及时反复强调所学重点，
同时经常复习以前的重要提示。当一个学年结
束的时候，学生不可能记住所有细节，但是重
点提示可以帮助学生延伸所学的知识。

教学是一门艺术，在海外的中文教学更
是一种挑战，尊重教学，热爱华文教育，传承
文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
能的分享给学生，是一种快乐，也为社会发展
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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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中部分校小语世界

金秋十月，是个色彩缤纷的季节，华夏中文学校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绘画大赛后，
在这个美丽的季节迎来了第二届 2021“华夏杯”绘画大赛。

本届绘画大赛主题为：美丽家园， 世界和平，探索未来。参赛选手可以任选一
主题进行创作。

应广大学生家长的要求，今年比赛不仅增添成人组别，更诚意邀请华夏和非华夏
的人士参加，让更多人在华夏的宽阔平台上，展示才华，创作美好，切磋技艺。让我
们一起放飞梦想，挥洒豪情，拥抱家园，期待未来！

活动详情请参看海报，或华夏网站：www.hxcs.org。
目前，大赛已经拉开帷幕。华夏系统的同学请联系各自分校领取编号和密码。非

华夏分校的参赛人员请 email 联系：hxcs.drawing@gmail.com 进行报名。10 月 20 日开
始，各位选手可以凭编号和密码进入大赛官网提交作品。

大赛官网：https://hxcs.org/drawing2021.aspx

9 月 11 日
这个阳光灿烂
的日子是令很
多人难忘的一
天：中部分校
的师生回到了
阔别一年半的周末校园！增长的学生注册人
数不难看出大家对此已经盼望已久了！

为了争取学校教学工作安全有效，校长
雷志军提前率领校委会展开细密准备。由校长
亲自起草的防疫守则反复在分校社区进行宣
传。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坚持满足各种程度的学
生需求，今年继续开设双轨教学，即平行采用
马立平和美洲华语教材。教师们都早早在暑假
就备课完毕，为回到教室做好了准备。针对防
疫对策，分校制定了紧急情况下由网课替代或
补充实体课的计划，以便在天气或健康风险状
况下网课实体课即时转换。开学以来已经有几
个班级采用了这项灵活教学方式，既做到了让

家长放心，又
充分运用网上
资源，还为高
年级学生提供
了时间上的方
便，持续而有

效地推进了教学工作。
面对中文教育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部分

校充分发掘自身的优势，比如吸引新移民中
的专业教师加盟，以及增加对教师中文水平的
要求，有效地提高了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中部分校还坚持小班授课，尽最大能力确保小
班继续开课，为学生提供了最优资源。在文体
课上力求把关教师专业水准，舞蹈、美术、机
器人、数理化等文体课都延揽了经验丰富的专
业教师任课。

星移斗转，年复一年，中部分校的师生
们正在传播中华文化、服务社区的道路上坚持
不懈地积极探索和努力着。

中部分校开学动态
中部分校 教务长 王延荣

分校消息

华夏教坛

中部分校

中部分校

中文教学体会随感
中部分校 李雯老师

打败成吉思汗
马立平八年级 朱子轩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时光宝盒
马立平八年级 朱美齐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没有作业的地方
马立平八年级 唐宝宁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星期天的晚上，我从眼边看了手表上
的时间，都 11 点了，可是我需要把这个作
业做完。我手往前伸了个懒腰，突然一闪，
一道白光刺瞎了我的眼。

几秒钟过去，我慢慢地把我的眼睛打
开了。啊！我一看周围环境，就知道我到了
那儿——我进入我的游戏中了！我从游戏
中的屋子里出来，时间已经到了中午。忽然，
一队骑马的蒙古人往我这边冲，我大吃一
惊，急忙躲起来。他们穿着用动物皮做的战
袍，头上戴着也是又轻又软的头盔。在最前
面就是威猛高大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脸
大胡子，手里拿着弓箭，腰上配着剑。在我
后面站着一群胆小的士兵。士兵手忙脚乱，
有一些想逃跑，另一些则嚷嚷着要谈和平条
约。我心里也很害怕，我不是蒙古人，所以
我担心他们会杀我。我刚刚想跑的时候，眼
睛一亮，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朝士兵们跑去，
喊着：“绳子，绳子！”那些士兵们看来看去，
也没人手上有绳子。我看了看周围，确实
也没有什么绳子。那些蒙古人开始接近了。
他们只有几百米了，我坐到地上，叹了一大
口气。“我真的帮不了他们了，只能放弃了。”
突然，后面十几个士兵拿着一条长长的绳
子，远处有一艘船在海里飘浮着，另外两艘
还有绳子绑着。真的像背水一战那个说法，
我想着。我又有了底气，信心十足地说：“大
家把绳子铺到地上，我们要把他们的马绊
倒。”士兵们分成了两队，每人拿着绳子的
一边把它慢慢的拉开。我叫剩下的士兵把火
药放到炮里，准备发射。那些蒙古人一点儿
都没想到地上有绳子，就一直向前冲。我
很担心他们会发现，可是运气站在我这边。
那群蒙古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连串的倒
下去。“我一开口说：“射！”一闪白光就
又把我带回我的床上。

我终于回到了家，可是这天我永远都
不会忘记掉。战场上的经历会帮助我在我未
来艰难的日子里沉着冷静。战争里谁都有机
会赢，士兵少也不是一定要输。打仗需要有
勇有谋，不能放弃，不然你就真的会打败仗
了。战争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没有太多区别。
你需要努力用功才能往上爬，一直赢，可是
你一旦放弃，全部的努力就没用了。我十
分高兴在那个紧急关头想到了主意，真希望
我还在那里庆祝我们的胜利呢。哦！糟了！
我明天早上有学校！

“亲爱的笔记本，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早
晨，我去学校的路上发
现了一个怪房子。它似
乎已经被荒废了很久。
那个房子的周围都是荒
草和野花，到处都是瓦

片和玻璃渣。现在我就要去探索一下。”
我合拢了我的笔记本，然后准备出发。

我把我的手机，水和一些零食放到了我的背
包里。吱扭，我小心翼翼地开了门，生怕吵
醒我的父母。

当我关上了门，我心想：这次我应该不
会犯错了！对的，我犯过，不对，我犯过无数遍。
小时候，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妈妈特别喜爱
的花瓶，没做作业，还打过同学。其实他们
都很坏，要么嘲笑我，要么集体对我扔石头。
反正，我是全校最惨的那一个人。

我哼着小曲儿，一路小跑，跑到了那个
荒凉的房子。路上的星空很美，到处都是萤火
虫。过了一会儿我停下了脚步，我看向了路边。
在那儿，坐落着那个废弃的房子。

当我慢慢地走向前，我发现它很像一个
动画片里的房子。嘭！突然，大门倒了。我
本能地叫了一声，后退了一步，但还是抵不
住好奇心，把我的头伸了进去。

房子里到处都是蜘蛛网，昆虫，都是我
最怕的。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摸索着踩脚
点。房子里黑漆漆的，只有一扇门——很奇
怪的门——被月光照着。那扇门在屋子的中
央，没有连接任何的屋子。我慢慢的向那扇
门凑近了一点。在月光底下，我隐隐约约的
看到那扇门是红色的。握着门把，我转了一下。
当我转门把时，那扇门也慢慢的打开。

“您好，亲爱的主人。请问你想要到什
么地方？”

我满脸疑惑，但转念一想，这不是那个
哆啦A梦的传送门吗，难怪那么像他的家。

等等！我心想，“童话存在过吗？”“没
事，反正现在我可以到任何地方”

我想了一会儿说：“把我送到一个没有
作业的地方。”

“咻……”一瞬间，我被传送到了一个
没有作业的地方。

那个地方比我想象的地方差多了。我想
象的就是孩子们的天堂，所有人都可以玩游戏，
睡觉，想干啥干啥；但实际上，到处都是脏东西，
没有教室，没有智能家居，甚至当我把我的
手伸进我的背包里时，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我崩溃了。你知道吗，我的那个手机是最新款
的oppo香蕉手机，总共花了我10万才买到的。

我看到人们都在垃圾上傻傻乎乎的走来
走去，都在说：“aba aba”他们都丧失了基
本的语言。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没人喜欢要做作业，
但是没有作业，世界会天翻地覆。

过了一会儿，我也跟着人流走来走去。
我也变得傻乎乎了。不行，我心想，我必须要
找到那个门，然后传送到我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说干就干，我立马开始找了起来。在树
底下？没有，在垃圾下面？没有。过了一分钟
左右，我奔溃了，说到：“啊！把我送回去吧！”

突然，我就回到了家里，我的作业本正
躺在桌子上等着我呢！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安琪时，她
告诉我她认识我。

“五年前我见过你。你比现在大，你要求
我帮助你回到未来。我帮了你，直到现在我才
再见到你。”

自然，我不相信她。这种类型的东西只会
在电影中发生。

今天是星期六。我醒来吃了早餐。直到门
铃响起，一切都很正常的。

我的唐朝经历
马立平八年级 薛皓宸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我来到了东海龙宫
马立平八年级 邢泽西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怪物小偷
马立平八年级 林萌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我的企鹅朋友
马立平八年级 徐嘉怡  指导老师 王晓辉

我的夏威夷之旅
马立平八年级 解郅猷  指导老师 王晓辉

今天我睡了一个大懒觉。可是，当我
睁开眼睛……哎？！我……怎么穿长袍睡觉
呀？我在我的——哎呦喂！我的床怎么又有
圆枕头啊？我睡的明明是方枕头！

哎呀！怎么回事？我边想边挠我的脑袋。
呀？！我有长头发！我怎么是个女的？！我
打开窗户，看一下外面的美景。没想到，有
一个皇宫，后面还有山？！不会爸爸妈妈把
我送到故宫了吧？我再一看，这不是故宫，
这明明是长安的大明宫！但是……大明宫早
就被烧掉了！

“太后陛下，”后面的一个人在说，“皇
帝陛下要见您”。我差点笑死。太后！你说
谁呢？“太后陛下！！！”这个人又接着说，“皇
帝陛下要见您！！！”我现在变得不耐烦了。
“谁是太后？！”我问。

“您啊！”她回答。
“啥？？？你别想骗我。我才不是太后

呢！”
“您当然是啊！”
“我只是住在新泽西州蒙哥马利镇的一

个13岁的小孩儿！”
“陛下……您要宣太医么？”
“我要！”我气哄哄的走出房间的门。

在路上，我看见了一个牌子，上头写着“妃
贵杨”，等等，牌子上说“妃贵杨”……唐
朝人又是从右到左写字……所以我是……

我差点晕倒。我？！是杨贵妃？！我使
劲尖叫了一下，差点儿把大明宫震塌了。“皇
后陛下，您还好吧？”仆人（刚才的那个人）
说。“我OK，我没事。”我回答。

“那……我们去见皇帝陛下吧！”
哦，对了。还有皇帝呢！所以……现在

我马上就要去见玄宗皇帝了。
救命！！！救命！！！

庆余年叶轻眉的故事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穿越中的使用

马立平八年级 薛皓宸  指导老师 王晓辉

范闲，
这是你收到的第二封信。肖恩告诉你

了你的身世了吧？是不是让你很惊讶？我如
何知道这些事情，你暂时不需要知道。反正，
你也应该很好奇，这神庙里到底是什么？

其实，神庙不是座庙，而是时光穿越
的仪器。只是因为现在的人理解不了，所以
肖恩看到了一座神庙。当我们时代的人发现
冰川期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就建了这个
仪器。当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但只有中
国的没有被冰川期毁掉。这仪器其实是一个
很大很大，能够移动的铁箱子，里面有可以
生产水，食物，和氧气的机器。长话短说，
人可以在里面生存。

在里面，有无数的人在特殊的床里睡
着，也有几位阿姨拿着大名单。每个人都有
一个到外界的日期，阿姨们会按照排名顺序
穿越到不同时代。等一个人的日子到了，她
们就把那个人叫醒，给他们当时的衣服，钱，
和特殊的用品。他们在外界的任务就是帮助
社会更快的发展。在现在的历史记载里，他
们往往是著名的人物，甚至是皇帝。

告诉你这么多，你应该意识到了你的
不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为何会有现代
人的所有记忆。但是你有三条命。每一个从
仪器出来的人都有三条命，也就是说，你可
以“死”两次，但都不会真正的死。言冰云
刺你的时候，你没有死，也是因为这个。

小竹竹，如果你在听，你就知道我没
死，只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要过很久
才能回来。闲儿，
好好地走你的路。
我没有发明的东
西还多着呢！可
以从纸巾开始，然
后是唇膏和日历。
还有，赶快和婉儿
一起给我生一个
孙子孙女哦！

你 的 母 亲，
叶轻眉

今天是星期六，没上学。我就在家睡
懒觉。我睁开眼睛，忽然发现我不在床上，
而是在沙滩上。我眨了眨眼，确定不在做梦。
我竟然来到了夏威夷，特别高兴。我想拿出
手机，用 Google Maps 找我在哪个岛，但是
发现没有带手机。其实，我也真不在乎有没
有手机。我看了看周围，不知道应该先干什
么。我也没带钱，所以决定先在海里游一会
儿泳。

我没带游泳衣，所以就把上衣直接脱
了，扔到旁边的沙滩上，跳到海里。海水又
蓝又清，特别美丽。水也很凉，特别舒服。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沙滩，穿上衣服。我沿
着海边走，看到前面有一个潜水的船。船前
有一个牌子，说今天免费潜水。我的年龄也
符合要求。我一直想要潜水，现在终于有一
个机会，我就立刻跟那个人到船上。

船离开岸，过了一会儿，船终于停下了。
一些人帮我穿上潜水装备，工作人员告诉我
很多安全程序，讲完了就让我下水。我立刻
就看见了很多小鱼在我周围游来游去，真好
玩！我又看到了很多乌贼，黄貂鱼，乌龟，
和海豚！突然，所有动物转身游走了。我感
觉什么不对劲，往四周看了看，看到一个大
鲨鱼，正在往我这边飞快地游。我吓坏了，
转身就往远处游。我边游边回头看，鲨鱼还
在追我，越来越近。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我吓得从床上跳起来了。原来这只是
一个梦！我松了一口气，爬下床。我打开电
脑，搜索了一些夏威夷的照片。我真的想去
那儿旅游，希望有一天能真的去那儿。

我的眼睛慢慢张开了。我只记得我跟家
人在爬山，向上一看，有一块大石头向我砸来，
世界就变黑了。所有的光芒离开我的眼睛以后，
我发现我的身体在水里！我一下子恐慌起来，
想要游到表面。但是真的太远了。我的肺需
要空气。我不得不呼了一大口气。但是很奇
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可以在水下呼吸。

我往下一看，吃了一惊。我的手变成了
钳子。我的腿变成了一条尾巴。我变成了一
只龙虾！我往两边看，各种各样的鱼游来游去，
彩色珊瑚中有上千种动物飘来飘去，简直太
美了。我被穿越到了一个海底世界！

我仔细地看了看。哎，好像有点不对。
乌龟，虾，和很多动物都拿着兵器。看起来
像东海龙王的虾兵蟹将。我再仔细看看，远
处好像有一个宫殿。

有可能东海龙王会知道怎么把我变回我
的原样。我问了问边上的鱼：“那个宫殿是
东海龙王的吗？”他回答说：“你是新来的吧，
都没武器呢。那个宫殿除了东海龙王的还会
是谁的？”我谢了谢那条鱼就往宫殿游去。

来到了宫殿的门前，两只龙虾把我拦住
了。“你去宫殿里要干什么？”他们问我。
我告诉他们：“我要去跟东海龙王说话。”
那两只虾就把我带到了东海龙王面前。东海
龙王问我：“你找我要干什么？”我就跟他说：
“您可不可以把我送回我的世界？”东海龙
王一话不说，手一挥，我的视线就变黑了。

我睁开眼睛就发现我在医院里。这个旅
行真有趣啊。我现在想要去海边了。想着想
着我就睡着了……

今天的天气很暖和。
我正在找我的铅笔。忽然，妈妈敲了门。
妈妈进来说：“林萌，赶紧来！”
我一跑出去就大吃了一惊。外面有一只

怪物。那个怪物拿着我的铅笔！
我说：“怪物！把我的铅笔还给我！”
怪物转身就跑。我追着怪物来到中国。
我一到中国就看到了很多人。我的左右

都有人挤着我。怪物不见了！
突然，有一个人说：“那里有一个怪物！

快跑！”
大家开始逃跑了。我皱了我的眉毛，往

前冲。
“怪物！”我喊。“把我的铅笔还给我！”
怪物转过身。它有一个深绿的身子和四

只脚。怪物一跳起来，我就理解了。它想吃我！
“别吃我！”我说。我们拳打脚踢。
过了几个小时，怪物倒了。我把它打

死了！
“哈哈！”我笑着说。“我拿到我的铅

笔了！”
我笑咪咪地跑回美国。
我很累，因为今天跑了那么多。但是，

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我的铅笔很重要。我终
于能写我的作业了！

“今天我们晚餐吃什么？”我问。妈妈
回答：“今天我们要吃外卖”。“外卖？我
最不喜欢外卖！”我说。妈妈伤心地低头。“对
不起，明明。这几天爸爸和妈妈特别忙，没
时间做饭。”爸爸补充道。“那我就不吃饭了！”
我一边叫一边跑上楼。我关上我卧室的门，躺
在床上。突然，我周围开始旋转。我尖叫一声，
可是没有人听到我。然后，一切就变黑了。

忽然，我醒来了。“等一下，我在哪里？”
我想。我仔细看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到
处都是雪，肯定不是我的卧室。“妈妈！爸爸！
你们在哪儿里？”我喊。冷冷的狂风使我从
头到脚颤抖。突然，我感到非常孤独，开始哭。
等我哭得没眼泪以后，我只好站起来，开始
找爸爸妈妈。

过了很长时间，我还没找到我的父母。
我伤心地坐下来。旁边一群企鹅走过来，好
像要安慰我的样子。它们可爱地走来走去，让
我微笑起来，我开始感到快乐，并且跟他们
玩了一会儿。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很难过。

突然，我周围又开始旋转。我的企鹅朋
友迷惑地摇头，好像它们也很困惑。“哎呀，
又来了”我想。世界再次变黑。

“明明，该起床了！”我睁开眼睛，发
现我好好地躺在我自己的床上！还好一切都
只是一场梦。我高高兴兴地下楼去和爸爸妈
妈一起吃饭。

我来到了火星
马立平八年级 刘蕴迪  指导老师 王晓辉

今天是周六，天上飘着朵朵白云。我在
家里和我的朋友们看电视。忽然，有一个无形
的手帮我穿上了去星球的服装，然后把我抬起
来了，这时候有一个亮光很刺眼，我只好把眼
睛闭上了。等我能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我
穿越到了火星。

我左看看，右看看，旁边都是石头，路
很颠簸，然后天气也挺热的。突然，我听见了
有人在我的左边说话。我走到那里，发现了中
国三国故事里的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

他们正在聊天，聊得太开心了，没有看到我。
几分钟以后，诸葛亮转了一下头，然后看到
了我。我就过去向他们自我介绍了自己是谁，
是怎么到这里的，和我怎么知道他们的。我
们聊了好几个小时。

我的朋友忽然叫了我的名字。突然，我
从火星回到了自己地
球上的家。我跟朋友
们说了这个很完美的
事情，我还见到了中
国三国里的人物。她
们都很羡慕，我答应
她们，下次可以跟她
们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