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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那年，一个白色的圣诞节
南部分校九年级 黄慧玲 指导老师 杨迎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要到了，我印
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度过的白色圣诞节。
那天我一睁开眼睛就从床上蹦下。那天
不只是平常的一天，是圣诞节！
我急急忙忙拉开了窗帘往外看。雪
花轻轻地从天上飘落下来，像棉花糖一
样柔软。世界好像盖了一层又厚又白的
毛绒被子。我迫不及待地跑下楼梯，期
待着玩雪的时间。当我穿上外套，雪裤
和雪鞋，戴上了帽子和手套，冲出门口
时，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哇，冬天真的
来了！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太完美了，
我生怕踩一步就会把这份完美破环掉
了。我转身问弟弟，“你想要搭一个雪
人吗？”“好啊 ,”他同意。没想到，
搭一个雪人也不简单，需要费很大的功
夫。从一朵朵的雪花，揉成小小的雪球，
一点点的变成大雪球，终于拼成一个小
雪人。但是怎样能让小雪人活起来呢？
我跑回家里，拿了妈妈的围巾和帽子，
爸爸的 T 恤衫，一些扣子，和一根胡萝
卜。弟弟已经找了几根树枝，给雪人装
上了一双膀子。哇，小雪人果然活起来
了！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吧！小白！之
后的好几天早晨，我们都会从窗户向外
望，小白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好像在跟
我们招手。
可是有一天，小白消失了。但是我
们知道圣诞节的魔法明年还会再来的，
还会再次给我
们带来新的惊
喜。 除 了 圣 诞
节漂亮的彩灯
和许多的礼物，
我更想念那个
白色的圣诞节。

没有执照的老师
南部分校十年级班 罗子翾 指导老师 廖山漫
我的父母是我的老师，可是他们
并没有执照。
从我牙牙学语，到我学走路，骑车，
读书识字，各种运动以及我成长过程
中的各种学习，都离不开他们的指导
和教育，我的父母一直都是我的老师。
特别是我学习中文的这些年，遇到了
很多学习上的挑战，他们总会耐心帮
助我，给我鼓励，帮助我坚持。无论
是为考试而准备复习，还是做家庭作
业，他们总是无条件地，不厌其烦地
解释我的疑问和难题，他们从来都没
有考虑过报酬，而且他们让我知道，
如果我任何时候有任何疑问，他们都
将随时在我身边帮助我，保护我。
尽管他们没有执照，但他们是最
好的老师。除了学习功课，他们教我
如何通过知识和智慧去赚钱，以及合
理的去投资，给我建议什么可做和什

么不能做，避免我在生活中走弯路和
犯不必要的错误，教会我学校没有教
授的知识。尽管有时候他们的确可能
让我不太高兴，我会觉得他们太啰嗦，
但是不能否认，我的父母也是我最好
的老师。

我家的院子
南部分校四年级一班 朱敏烜 指导老师 周颖
我的家座落在新泽西中部海洋县
的一个安静的小区里。我家的院子很
美。
房子的前院有一片绿绿的草坪和
许多高矮不一的树。在春天，树发芽
长出绿叶，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在
秋天，树叶变成不同的颜色，有红色，
黄色，棕色和橙色。后院两边是草坪，
中间有一个游泳池。在夏天，我最喜
欢的是游泳和露营。在游泳池里，我
和朋友们会比赛游泳，玩水和跳水，
很开心。每年夏天爸爸，弟弟和我会
在草坪上搭帐篷露营，我和弟弟都非
常兴奋。我们也在草坪上踢球，打羽
毛球和玩飞碟。后院也有很多树，比
如松树，梨树和樱花树。春天里，很
多小鸟飞到我们家的院子叽叽喳喳叫
个不停，十分热闹。后院的绣球花开
花的时候，紫色粉红色非常美丽。
我很喜欢我的院子！

我的新家
南部分校四年级一班 谢悦 指导老师 陈岭
我搬家了。新家很漂亮。走进大
门，右边是起居室。里面有钢琴。我
喜欢弹钢琴 , 每天都会练一会儿琴。往
前走就是书房。里面有一个小图书馆。
我很喜欢读书，我会在这里花很多时
间读书。我也会在书房里写作业。
从大门左转，就是餐厅。餐厅里
有餐桌。有时候我们会在餐厅去吃饭。
从大门往前走是客厅。客厅里有沙发，
还有电视和火炉。我可以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从客厅左转就是厨房。在厨
房里妈妈可以烧饭，我可以在厨房吃
饭。上楼左转就是我的房间，里面有
我的床，衣橱和桌子，我很喜欢我的
房间。
外面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
游泳池。我喜欢游泳，夏天到了我会
去游泳。
我喜欢我们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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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南部分校
在夏天里，太阳映在明净的湖面
上，鱼儿在水里欢快的游来游去，人
们沿着湖岸边的小道漫步。
在秋天里，轻风吹过，树叶变成
了黄色和红色，景色非常美丽，人就
如身在画中一样。
在冬天里，大雪飘落在树林和湖
面上，白茫茫一片，十分迷人！
妈妈常常带我去公园玩，公园带
给了我很多快乐，我喜欢我家以南的
公园。

感恩的季节结硕果

我眼中的秋

南部分校新学期新动态

南部分校八年级 曲奕澍 指导老师 万莉芳
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上午，妈妈
带我和朋友一起去郊外游玩。没多久
我们就停在一个桥边的停车场里，我
们下了车，顺着旁边的小路往里面走
去，很快我们来到一个湖边儿，大家
瞬间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这个地方
好美呀。
由于季节的原因湖水已经退去一
大半，于是岸边露出许多白色的树干
和树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全部树根
暴露在外面的树，很奇妙但我不能确
定这些树是不是还活着。远处还有很
多树枝只露出了一半，一眼望去蓝蓝
的湖水中倒影着蓝天白云和白色的树
干，好像是一副画一样，好漂亮呀！
大家很兴奋纷纷拿出手机拍了许多照
片保存下来。我们沿着湖边继续往前
走，这时突然有人大叫一声：“快看
呀！是天鹅！”我马上转过头看见两
只白色的天鹅在远处慢慢地游动着，
它们的脖子很长，弯弯的样子很好看，
我用妈妈的手机迅速拍了一张照片拿
给她看，妈妈惊讶地说拍的好棒呀！
很快，我们穿过了大桥来到一条
林荫大路，看到一些人在行走和跑步，
我发现两旁的树木都是红色的很迷人，
于是我再次拿出手机，等待身边的人
走到前面后，在镜头里找到合适的角
度拍了下去。我兴奋的拿给朋友看，
他们都很喜欢我的照片。还说我的照
片象一个杂志的封面呢。我越来越喜
欢拍照片了。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天，
还吃了一些小吃，渐渐的天黑了下来，
我虽然感觉有些累了，但我很开心很
满意。

我喜欢的公园
南部分校四年级一班 吴逸辉 指导老师 陈岭
在我家以南的地方，有一个又大
又美丽的公园。公园里种了很多树，
公园中间有一个大湖，湖岸边还有长
长的小道。
在春天里，到处都是绿色的树，
美丽的花，鸟语花香。

九月开学以来，南部中文学校在
新一任校长和校委会的引领下，学校
正常运行，各类活动转入线上精彩纷
呈。经过了上半年的历练，还有各种
培训，老师们也更加熟悉了“主播”
这一新的老职位，充满信心地走在这
个舞台上。南部的学生在所有学习转
入线上的时期，依然保持学习中文的
热情。这两个月，南部除了正常的教
学活动，学生们参与了总校的各项活
动，我们有七个同学参加了 2020“华
夏杯”绘画比赛，其中幼儿组的戴悦
龄同学荣获二等奖，于荞西同学荣获
三等奖；在少儿组中·杜立昂同学荣
获一等奖，劉煊垚、杜立欧、于琪畅
同学荣获二等奖，林泽睿荣获三等奖。
杜立欧同学同时获得少年组 1/2 年级

跳绳比赛第一名。南部的孩子们还积
极参与其他学习活动，在今年侨报中
文大赛新州赛区复赛上，于琪畅同学
获儿童组第一名，李牧遥，苏爱玲同
学获第三名。
为了丰富南部家长和学生生活，
南部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卡拉 OK 大
奖赛，18 位参赛选手放歌南部舞台，
为南部带来了欢乐。为迎战即将到来
的总校朗诵比赛，南部几位年轻的新
老师齐心协力培训南部演讲小选手，
专业老师的培训不仅吸引了学生，更
吸引了家长们，我们期待南部小朋友
的精彩表演。感恩的季节，南部感恩
每一个南部家庭不忘初心，为传播中
国语言和中华文化不懈的努力，感恩
健康的每一天。（文 廖山漫）

女儿暑假读中文小说的收获
南部分校家长 李彬
2020 年是不寻常的一年，疫情犹
如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打破我们平静从
容的生活。春天里，不安、震惊、恐
慌和焦虑把我们往年该有的朝气蓬勃
完全淹没，无奈囿于家中深居简出。
中国有句老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既然我们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眼下的
困境，何不泰然处之，好好享受这种
生活带来的一点“小福利”呢？——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谈天
说地，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把以前没
有付诸行动的想法变成现实。
我女儿是华夏中文学校南校九年
级的学生，中文基础算中上。我一直
希望她能接触一些中国古代文学，领
略古文的简洁精炼和微言大义。但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期望
对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近似于奢望。
暑假里当我女儿说她想读中文小说的
时候，我心中暗喜，一下子觉得奢望
不再遥不可及。虽然她最终选择只是
一本通俗古风网络小说，文学性无法
和名著相比，但毕竟故事情节有趣，
文风和课本里的课文不同。
在读中文小说的过程中，女儿不时
发出感叹和疑问：
“这一章大部分的字，我们中文课
上都学过。”

“原来笑有这么多种表达啊！——
嫣然而笑、莞尔一笑、哑然失笑！”
“他喝酒是一饮而尽，她喝酒是浅
酌。”
“不都是房子吗？为什么一会儿
用亭？一会儿用阁？有什么区别？”
面对这么多的疑惑，女儿有时候
直接问我们，有时候网上搜索。通过
词条解释了解文字的读音和基本意思，
然后利用例句加深理解。而且她发现
有些字是在中文课上学过的，长时间
不用忘掉了；有些课本上的字在小说
中多次出现，使她记忆更牢固。而对
于有些疑问，例如“亭台楼阁有什么
不同”、“衣袂是什么衣服”，很难
通过言语描述解释清楚就只能通过网
络搜索一些图片来帮助理解。趁机再
灌输一些中国古代的风土人情，那就
是锦上添花的收获了。
通过阅读，既巩固原有中文词汇 ,
又积累新词汇，女儿感觉读中文越来
越轻松，并且对中文小说的兴趣也开
始提高。我很欣慰看到暑假期间女儿
在中文方面的收获，衷心希望她可以
热情不减坚持下去，享受到中文的神
韵。同时也希望中文学校的孩子们选
择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中文故事，
使中文学习不再那么枯燥。

咪咪。
咪咪急中生智，跑向冰城最大的
城堡，这个城堡有高高的穹顶，厚厚
的冰墙，只有两扇门——一进一出。
咪咪悄悄地指挥说：“福特，你先跑
到城堡里，把出口堵上。我自己站在
外面，负责把龙引进去。叶和，你等
龙进去后，把进口也关上。然后，我
从烟囱里飞出来。火龙那么大，出不来，
就会被卡住。”
火龙真的被咪咪引进了城堡里，
咪咪通过烟囱飞出来。三个小魔法师
和马老师一起施法，加厚冰层。
火龙一看四周的墙壁离它越来越
近，开始紧张起来。它对着屋顶和厚
厚的冰墙喷火。屋顶的大吊灯融化了，
像雨一样滴滴答答地落在它的头上。
火龙惨叫了一声，它身上的火被水浇
灭，发出了嗞嗞的响声。周围的墙也
开始融化，城堡里形成了一个大池，
池塘的水越升越高。火龙的四面八方
都被水淹没了，再也没法喷火了。
终于，火龙一动也动不了了，砰
的一声摔倒在地。冰城里传来一阵欢
呼声，整个冰城都在为小魔法师们拍
手叫好。咪咪骄傲地站在人群当中，
心里高兴极了。
“咪咪，醒一醒！快醒醒！”咪
咪突然被老师从梦中惊醒。她迷迷糊
糊地看了看时间。“啊？”感觉过了
好久的魔法旅程，实际上居然只过了
几分钟。她又看向屏幕中的福特和叶
和。他们还趴在桌子上睡觉！嘴角都
还流着口水……

都是头把交椅。那次比赛进行得非常
激烈，两队实力相当，场上比分一直
交替上升。比赛在快接近尾声时，吉
米拿到了球准备进攻投篮时，发现我
的位置比他更有利，他迅速地把球传
给了我，我快速投球，比赛就结束了。
我们赢得了比赛，大家欢呼跳跃，那
次比赛我们每个人都很棒！但是吉米
表现是最好的。从那以后我和吉米成
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球和交
流打球的技巧和经验，使我们俩的球
艺都不断的提高。

ぁ 长岛分校

怎么反而长矮了？
长岛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薛露露 指导老师 鲍克菊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父亲拿
着锤子和钉子，带儿子进入附近的树
林。
这时，父亲突然有了一个注意，
要给儿子量量身高。父亲选了一棵又
细又矮的小树，在树干上标上儿子的
高度，然后用锤子把钉子钉在相应的
高度上。他告诉儿子，春天来时，他
们会再来到这棵树前，看看儿子到底
又长了多高。
冬天来了，小树的叶子慢慢掉光
了。一天，天气下起了大雪，周围一
片白茫茫。儿子跑进树林，找到那棵
小树。他发现他已经比钉子高了一点。
他开心地按自己的高度做了一个雪人。
雪人的头上带着帽子，身上的衬衫有
四个黑石头的纽扣，手里拿着一枝从
小树上掉下来的树枝。他高兴地对小
雪人说：“明年春天见！”
冬去春来，父亲把儿子带进树林，
找到了那棵带钉子的小树。他们惊奇
地发现，树上的钉子比儿子要高。父
亲大吃一惊，茫然地站在那儿，一动
也不动，皱着眉头说：“你……你怎
么……怎么反而长矮了？”
儿子想了一会，哈哈大笑起来，
他看着爸爸说：“爸爸，小树也会变，
它 跟 我 一 起 长 大， 但 是 它 比 我 长 得
快！”
父亲笑着说：“儿子，你说得很对。
凡事都在变，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才
是绝对的。”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长岛分校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虞方羿 指导老师 鲍克菊
有一天，狐狸又饿了，想再去乌
鸦那里偷些肉来吃，于是就坐在家门
口，等待乌鸦的到来。可是，狐狸等
了好久好久，乌鸦还没来。于是狐狸想：
“乌鸦有可能需要帮忙，让我去路上
找找它吧。”于是它就顺着路去找乌鸦。
半路上，它发现了几根黑羽毛，
狐狸想：“这肯定是乌鸦的。”于是
就沿着黑羽毛走，来到了一座房子。
狐狸推开门进到房子里面，发现
乌鸦和它的两个孩子被关在一个笼子
里，原来它们被猎人捉住了。狐狸看

见猎人在睡觉，它就从猎人的手里偷
走钥匙，把笼子打开了。乌鸦和它的
两个孩子们马上出来，拿上三只口袋，
立刻飞出房子。
狐狸在路上问乌鸦它是怎么被抓
住的，乌鸦说它和它的孩子们正在休
息的时候被猎人捉住了。乌鸦又跟狐
狸说，因为它救了乌鸦，它会给它两
块肉。乌鸦就把一只口袋打开，里面
全都是肉！
狐狸一下子就流口水了，立刻问
乌鸦它从哪里拿到那么多肉。乌鸦表
示，鉴于狐狸非常喜欢吃肉，狐狸应
该帮助它们找肉，并且帮忙把肉搬回
乌鸦的家，然后可以把一半的肉分给
狐狸。狐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一
口答应了。可是乌鸦又担心抓它的猎
人会再次来抓它们，就给狐狸用木头
做了一把剑，来保护它们。
从那天开始，乌鸦一家和狐狸一
起分工合作，去外面找肉和其它食物。
乌鸦和狐狸就这样从敌人变成了好朋
友。

冰城梦
长岛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黄琬莹、陈潇然、彭钰婷
指导老师 鲍克菊
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可是兔
子咪咪不得不坐在家里上无聊的网课。
她多么想要跟她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呀。
可是马老师却没完没了地讲着历史课。
“一六九二年，马萨诸塞，塞勒
姆村，”马老师说，“很多人因为被
认为是巫师而被处罚。所有奇怪的事
都被他们认为是黑暗的魔法。”
“魔法？”咪咪想，“如果我能有
魔法就好了。”想着想着，她的头开始
变得沉重，眼皮也慢慢地垂了下来。
恍惚间，她的面前出现了一座晶
莹透明的城市。城市周围围着一圈湿
淋淋的围墙，城市的正当中立着一座
壮丽雄伟的银色城堡，整座城市都散
发出一股寒气。
不知什么时候，咪咪的好朋友福
特和猫咪叶和也出现在她身旁。三顶
黄色的巫师帽从天而降地落到了朋友
们的头上。这三顶帽子，像是专为他
们做的似的，戴在头上非常合适。叶
和的帽子前面还有两个洞，帽子戴在
她头上，两只猫耳朵像土拨鼠似的戳
出了帽檐。

紧接着，几根闪闪发光的魔法棒
飞到了朋友们的手里。
“哇，这也太酷了吧，”叶和说，
“不会真的有魔法吧？”
福特疑惑地看着魔法棒说：“我
想吃雪糕，你们说这根棒子可以变出
雪糕吗？”
说着，魔法棒就开始疯狂地抖动。
一根雪糕真的出现在了福特手里！魔
法居然是真的！
咪咪看了看冰城说：“那座城市
那么漂亮，不会也是用魔法变出来的
吧？”
咪咪走到围墙旁边，用手摸了摸。
“是冰！”咪咪惊讶地说，“这座城
市居然是用冰建成的！”
“咦？那是什么？”叶和指着城
市里隐隐的火光问，“冰城里怎么会
有火呢？
“不好啦！救命啊！”一位长胡
子的老先生突然冲出了城墙。他身上
穿着的紫色袍子已经完全湿透了，他
头上戴的巫师帽已经被火烧掉了一半，
手里的魔法棒着着火呢！他竟然是马
老师！
“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
咪咪问，连忙帮助老先生熄灭魔法棒
上的火焰。
“我们的城被火龙占领了，快跑！”
老先生气喘吁吁地说。
伙伴们抬头一看。一条金色的巨
龙正喷着熊熊火焰，向乱成一团的人
群张牙舞爪地扑来。热烈的火焰烧伤
了人们，毁坏了房屋。火龙哈哈大笑，
在寻找它的猎物。
一团火突然射向了伙伴们。福特
快速一闪，勉强躲开了火龙的攻击。
“你们还小，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吧！”马老师说。
“我们不能跑，我们是魔法师，
只 有 我 们 和 火 龙 斗 争， 人 们 才 能 得
救！”三个好朋友异口同声地说。
马老师非常感动，说：“好，我
留下来帮你们。”
叶和、咪咪、福特和马老师钻进
冰城里面。那条火龙越来越近。马老
师说：“我引开它，你们从侧面攻击。”
三个孩子立即兵分三路，冲了出去。
叶和跑到龙的头上，咪咪跑到龙的左
边，福特去了右边。他们一起拿出了
魔法棒，指向了火龙。嘴里念着咒语。
火龙突然觉得浑身疼痛，转过身冲向

我的朋友
长岛分校八年级标准中文 程鑫强 指导老师 朱毅颖
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但是好朋
友吉米，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人。
他可以和我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困惑，
也是一个关心和了解我的人。我在乎
他，他也在乎我。我们一起做很多有
趣的事情，当我难过时候，他会给我
安慰和鼓励；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
也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们经常分享
和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
有趣的是吉米最初不是我的好朋
友，是我们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的，
那就是我们都喜欢打球。记得那是一
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们队和另外一
个队进行比赛，在我们队里我和吉米

秋风吹
长岛分校 标准中文三年级 A 班 陈简烨 指导老师 景屹
秋风吹，秋风吹，
吹黄了树叶，
吹红了果实，
吹走了大雁，
青蛙去冬眠，
秋风轻轻吹，
秋雨细细下，
大家快来扫秋叶，
大家快来摘果实。

秋天来了
长岛分校标准中文三年级 A 班 陈琰欢 指导老师 景屹
秋风吹，秋风吹。
吹黄了树林，
吹红了枫叶，
吹走了大雁，
吹睡了小熊，
秋风呼呼地吹，
秋雨绵绵地下，
大家快来扫树叶，
大家快来收南瓜。
秋风轻轻地吹，
秋叶飘飘地下，
大家快来摘苹果，
大家快来刻南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