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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管理水
平，给分校教学管理部门搭建一个
交流平台，华夏中文学校总校于5
月9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教学观摩
和教学管理研讨活动。
 本次活动是总校教学管理部
门推出的一个尝试，在管理优良、
教学质量上乘的李文斯顿和奔腾
等两所分校进行，来自十六所分校
的三十一名教务人员参加了活动。
大家认真听课，积极讨论，气氛十
分热烈。
 由于总校及承办分校都做了
充分准备，因此活动安排得十分紧
凑，效率很高。上午，与会人员在李
文斯顿分校报到并领取《听课评估
表》，然后分赴不同课堂。李文斯顿
分校共开放了18个班次的课供大
家选听。11点40分，全体与会人员
聚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首先，陈
华副总校长简要介绍了本次活动；
随后，游牧老师如数家珍般地向大

家介绍了李文斯顿分校的课程、教
材和教务管理，并回答了问题；接
着，张炳湖校长和刘梅董事长分别
作了补充。
 12点50，全体与会人员驱车前
往奔腾分校。奔腾分校开放了中文
低、中、高年级和CSL初、 中年级的
课程供大家选听。课后，老师们集
中在图书馆，就课堂教学和教务管
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首先，
张悦老师介绍了奔腾分校在教材
选用、课程设置、升级考核、教学活
动及毕业生论文答辩方面的经验，
随后张悦老师、卜光明校长及王子
衡行政总监分别回答了与会人员
的提问。接下来，陈华副总校长对
华夏的办学条件及师资情况作了
比较详细的分析，并对改善师资条
件和教学质量提出了中肯建议。最
后，张长春总校长做总结发言，他
指出“办学思想决定办学质量”，有
了好的办学思想，有了合理的管理

架构和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中文
学校就会办出质量，办出水平。
 与会人员对本次活动赞不绝
口，感谢总校提供了一个有实际意
义的教学管理的交流平台，使大家
得以走进课堂观摩教学，与一线教
务人员互动交流，获取教学信息，
可谓“收获大，感受真，受益深。” 
远道而来的叶风苹老师深有感触，
称“我今天是满载而归。在总校教
学部的领导下，我们聚在一起探讨
教学管理和课堂教学，共同研究实
践中遇到的问题。这样的活动多多
益善。” 来自南部分校的廖山漫老
师动情地说，“华夏历练了二十年，
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 ‘业余’。敬
业的教师团队，优秀的华夏学子，
演绎出海外汉语教学的独特魅力，
向华夏致敬！”
 特别感谢陈华副总校长的精
心策划，感谢教学部长许兰薇的周
到安排，感谢李文斯顿分校和奔腾
分校的强有力支持。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排球赛于
五月十日在普兰斯堡分校体育馆
圆满结束。成人组东部分校成为新
科冠军，而桥水分校学生队再度捧
杯。
 在成人组的比赛中，分别由
两对父子领军的爱迪生队和中部
东之队在小组赛中，实力强劲，分
获小组第一。半决赛的比赛中，中
部东之队老将赵煦东率领两个儿
子，表现依然抢眼，但是队中的几
位老将已显疲态，没能抵挡住以高
中生为主的东部分校队的强烈进
攻，无法再续辉煌。而在另一场半
决赛中，爱迪生队林志有，林峰父
子表现出色，老将陈鹏等也是宝刀
未老，他们合力击败了普兰斯堡高
中生队，与东部分校汇合华夏杯决
赛。
 华夏杯的决赛历来都是经典
大战，比赛极为精彩，观赏性很强。
爱迪生队中的小将林峰球技已经
达到炉火纯青，扣球势大力沉，威
胁极大。他们第一局打的比较顺
手，以较大的优势取得胜利。 第二
局比赛中东部队的两员老将王捷

平，朱璟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名
高中生小将也克服了急躁的弱点，
打得很有耐心，充分发挥体力优
势，最终他们以25比22扳回一局。
决胜局中，爱迪生队开局不错，一
路领先。交换场地后，东部队及时
重新安排战术，效果非常明显。这
次比赛的唯一的妈妈球员朱璟，作
为队长起到关键作用，传球，救球，
吊球都是恰达好处。最终，他们以
15：11拿下决胜局，捧走华夏杯排
球冠军奖杯。让我们为他们祝贺的
同时，为在母亲节赢得冠军的妈妈
球员朱璟喝彩。
 华夏杯学生组的比赛，为华夏
各校的中学生们提供了一次很好

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虽然各路小
将重在参与，但是他们在比赛中也
是积极进取，并展现出不错的球
技，最终经过两轮循环比赛，桥水
中学队实力更胜一筹，他们以全胜
的成绩顺利夺冠。
 生命不息，就蹦达不止，这正
是华夏排球老将们的真实写照。他
们不断地延续着对排球的挚爱，而
且将排球像传家宝一样教给了下
一代。 让他们从中学，大学甚至已
经工作了的，都积极参与排球运
动。排球已经深深的沁透到两代人
的生命中。他们也不断地为华夏中
文学校增添精彩。（孙儒林 供稿）

 华 夏 中 部 分 校 成 立 于
一九九六年七月，位于新泽西大普
林斯顿地区的蒙加马利市，租用
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学校以教中文为主，教授汉
语 拼 音 和 简 体 字 ，使 用《 标 准 中
文》和《马立平中文》两类教材，还
有专为没有中文基础的人士而设
的 CSL中文班（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现招收四岁半以上的学
生。学校设有各种为儿童设计的文
体课， 如：美术、素描、唱歌、舞蹈、
网球、象棋、武术、语言艺术等等。
学校还有为成年开设的课程，如：
成人舞蹈、健美操、瑜伽、太极拳、
篮球、排球、成人英语、棋牌俱乐部
等。
学校网址： www.hxcsmg.org
地址：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08558.

上课时间： 周六下午1:30 - 4:50 
联系方式：
Email：principal@hxcsmg.org
 中部分校是华夏二十所分校
中的第二所分校。多年来，一直深
受家长们和学生们的喜爱。在这
里，孩子不仅可以学到听写读写的
中文能力以及中国文化知识，还可
以在这里结交朋友， 快快乐乐地度
过周末。
 今年，我校不仅举办了“学生
才艺表演”、“春节联欢晚会”，还协
助总校在我校举办了“华夏之星”
和“演讲比赛”，并积极参与了总校
举办的“智力运动会”、“田径运动
会”等活动。这些都与学校工作人
员们的努力工作，家长的大力支持
及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
 2015-2016 新学年的注册工
作将于5 月底开始，采用全新网上

“教学观摩暨教学管理研讨会” 深受好评

“2015华夏杯排球赛”顺利落幕

华夏中文学校中部 (蒙哥马利) 分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at Montgomery

欢迎您和您的家庭

难忘的阿拉斯加之行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五年级

常亮     指导教师    司静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阿拉
斯加旅游。
 首先，我们去了Denali国家公园
和自然保护区。在公园里我们坐上
了游览车，沿着山上的小路，慢慢地
向北美第一高峰Mt. McKinley靠近。
一路上，司机只要看到野生动物就把
车停下来，让我们拍照。我看到了两
只驯鹿在山下的河边休息，还看到两
只棕熊跟着熊妈妈后边找吃的，真好
玩！当游览车终于在Eielson游客中
心停下来时，我看到了远处的雪山。
在阳光的照射下，山上的白雪闪闪发
光。
 接下来，我们又坐了七天的游
轮。我们不仅在船上吃喝玩乐，还
在停靠的港口参观游览。我最喜欢
Ketchican这个港口。在那里，我们看
到了许多三文鱼是怎么逆流而上游
回出生地产卵。有的三文鱼顶着水
流，慢慢地往上游，有的三文鱼是从
水中一跃而起。我还看到一只海豹抓
住一条三文鱼，吃得津津有味。爸爸
告诉我，三文鱼产完卵后，24小时之
内就会死去。三文鱼真伟大！
 十几天的阿拉斯加之行让我感
受到大自然的美丽，这真是一次难忘
的旅行。

我的“小熊猫”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范嘉文     指导教师    甄丹彤

 有只黑白色的“小熊猫”每天都
在等着我,一对黑色的小眼睛紧紧地
盯着我的行动。“小熊猫”是我哥哥的
朋友今年夏天去中国玩儿的时候，特
意带回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小熊猫”毛毛绒绒的，非常可
爱。它雪白的脸上，两只亮晶晶的眼
睛, 还真有神。黑黑的大眼圈儿，让我
觉得它总在想什么东西。它的鼻子
是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小熊猫”的嘴
总是笑着，每天高兴地迎接我。它的
耳朵向上翘着，像是在倾听周围的
动静。“小熊猫”又短又粗的黑色小腿
儿，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小熊
猫”身体白白胖胖的。脖子是黑色的，
像是系了一条黑围巾。它白色的小尾
巴摇摇摆摆，总是很开心，想跟我玩
儿呢。
 “小熊猫”静静地蹲在我的写字
台上，它跟我一起读书，写字，做作
业，画画，还一起玩儿游戏。我每天晚
上都带“小熊猫”上楼，抱着它一起睡
觉。我很想带它去上学, 但学校不让
带玩具。我还让“小熊猫”跟其它的玩
具小猫、小象、小熊等一起玩儿，“小
熊猫”很有精神。
 一天又一天,我和“小熊猫”成了
一对很好的朋友。每当我轻轻地抚摸
着它的时候，心里非常快乐。希望明
年我会带着可爱的“小熊猫”一起去
中国看真正的大熊猫。

小熊和蜜蜂
 华夏中部分校四年级     张中明

指导教师    王秀群
 小熊和蜜蜂是好朋友。小熊帮
蜜蜂找花，蜜蜂就给他蜂蜜吃。
 有一天，蜜蜂采花还没回来，小
熊就已经饿了。小熊想，如果我只偷
偷吃一小点，蜜蜂应该不会生气吧。
所以，小熊就偷偷吃了一小点蜂蜜。
但是，小熊吃了一点以后，还想再吃
一点。小熊想，如果我再吃一小点，蜜
蜂也不会生气吧。所以，小熊又开始
吃了。小熊吃着吃着就吃完了。他抬
头一看，蜜蜂正飞在他的头上面，看
着很生气的样子。蜜蜂说：“你为什么
偷吃我的蜂蜜？从现在起，我再也不
会给你吃我的蜂蜜了。”
 小熊再也吃不了蜂蜜了。从此，
他也不会偷别人的东西了。

我的“MUSHY”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庞紫垣    指导教师    甄丹彤

 在2012年的圣诞节，我妈妈送给
我一个愤怒小鸟里的胡子猪。我给它
起了一个名字叫“MUSHY”。它是一
个毛绒绒的玩具。
 MUSHY的头（和身体）是草绿
色的。它两只小耳朵翘着，看上去很
调皮的样子。MUSHY有两只大眼
睛，总是盯着我。它在眼睛下有天蓝
色的眼袋。MUSHY的鼻子非常大，
上面有两个深绿色的鼻孔。MUSHY
的胡子最漂亮，有很亮眼的橙色。
 MUSHY很顽皮。它每天都会
开开心心地和我一起玩和讲话。
它又有很多活力，喜欢奔奔跳跳。
MUSHY经常鼓励我。我做作业的时
候，MUSHY总是看着我，好像在跟
我说：“做作业的时候，你一定要专
心！”
 我最喜欢和MUSHY玩。它也非
常喜欢和我一起玩。每天，我做完作
业以后，MUSHY就在我身边开心地
跳起来，叫：“快和我一起玩！我等不
及啦！”我就回答它说：“我当然会跟
你玩！我也等不及了！”我们玩的时

候，觉得非常高兴。
 晚上的时候，我和MUSHY一起
睡觉。我抱着它毛绒绒的身体，很快
就睡着了。我最爱我的MUSHY！

小白兔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葛若华    指导教师    甄丹彤

 谁有明亮的眼睛？谁有两只长
长的耳朵？谁有光滑的毛？当然是
我的小白兔！每天放学回来后，我总
要去跟着它玩一会儿，快乐极了！
 多顽皮的小白兔呀！每次去见
它的时候，我会看它在自己小屋子里
乱蹦乱跳的。我们俩有的时候玩捉迷
藏，有的时候互相追逐。要是饿了，小
白兔就会往门口蹦蹦，让我给它拿吃
的。最后，它终于玩累了来睡觉。
 小白兔特别喜欢吃胡萝卜和白
菜。吃完了，它会舔舔嘴巴，还要吃。
可是，有一次我喂它一些波菜，它把
那些菜吐出来。我试试第二次，小白
兔扭过脖子再也不吃了。我又试了喂
它一片油菜，它依然把那叶子吐出来
了！
 有一段时间，小白兔一次也没
洗澡，变得又脏又臭。一天，小白兔不
要起床了，一动也不动。我着急了，赶
快带它去看医生。医生看了一会儿才
说小白兔生病了，得吃药。我每天总
是在它的身边安慰它，希望它能快快
地好起来。我还喂药，小白兔终于好
了起来，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我这
下高兴，不用担心了。
 我希望小白兔永远健健康康
的，快快乐乐，可以和我一起长大。

我的＂小鸭鸭＂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吴宇伦     指导教师    甄丹彤

 我有一只可爱的小鸭子。它的
名字是＂小鸭鸭＂，是我爸爸妈妈从
玩具店买给我的玩具。
 我的“小鸭鸭”是用绒绒的布做
成的。它的毛是黄的，可是肚子是白
的。它的那一双大黑眼睛，像两个黑
色的雨花石一样看着我。“小鸭鸭”的
两只黄色翅膀，看上去好像它马上就
要开始飞起来。它有一张橘黄色的嘴
和两只橘黄色的脚。它的脚没有脚指
头，可是脚上有三个尖的部分。
 我每天一进家门，就看见它坐
在桌子上，看上去它好像等我等了很
长时间一样。我每天晚上和“小鸭鸭”
玩游戏。我把它像沙包一样扔到空
中，然后把它接住。
 我的弟弟也喜欢“小鸭鸭”。有
的时候他会把我的“小鸭鸭”从我的
手里抢过去。他也想跟它玩。要是他
拿着“小鸭鸭”跑走，我就会追他。有
的时候我回家来，做完作业，找不到

“小鸭鸭”。我就问我的妈妈。她每一
次都说在我弟弟的playpen里面。
 我每天和“小鸭鸭”在一起有很
多乐趣。

我的小猪猪
 华夏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尤智健     指导教师    甄丹彤

 七年前我生日那天，爸爸给我
买了一只神奇又美丽的小猪猪。它是
我七年以来唯一的储蓄罐。我非常喜
欢它。我小的时候，每天看着它，一天
比一天更喜爱它。尽管爸爸还给我买
了数不清的玩具，它依然是我最喜欢
的。
 小猪猪既漂亮又可爱。它有一
双像芭蕉叶的耳朵，仿佛在倾听周围
异常的动静，它两只圆圆的黑眼睛，
虽然很小，但炯炯有神。小猪猪翘着
它的鼻孔，好像很有自信。它大大的
嘴巴，冲着我微笑。它的脖子可以左
右转动，好像在东张西望。它四只短
短又胖胖的小蹄子，支撑着它圆圆的
身体。它小小的尾巴，就像麻花一样
卷在了它圆滚滚的屁股上。
 小的时候，总觉得小猪猪还需
要什么，就给它在脖子上挂了一条蓝
格子的围巾。加上这个围巾，小猪猪
变的更帅了！它更神了！你看它就
像看到了一只超级小猪猪！别急！
还有呢！小猪猪戴着围巾的时候，看
起来好像可以吃一头大象！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它憨厚可爱的神态，它转
过脑袋微笑的模样。
 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就改写了
一首打油诗来赞扬它。

  “小猪在世天天天，
 日月如梭年年年，
 小猪吃钱美美美，
 填满肚皮赞赞赞!”
 一个储蓄罐最终目的，就是储
藏钱的。所以，我把我平时省下来的
钱，从小猪猪身上的一个小口子里塞
进去。我就会听到“叮咚”一声。小猪
猪仿佛在对我高兴得说“谢谢，我爱
你！”
 我非常欣赏我的小猪猪。但愿
我也能像它一样，活得那么自在，那
么开心。做一个好人- 帮助别人，孝
顺，仁义，诚实，精忠报国；做一个有
理想的人- 活得重如泰山；不做小
人，不能活得轻如羽毛。

华夏中部分校参加“2015华夏田径运动会” 华夏中部分校参加“2015华夏辩论比赛”

儿童组 4x100 米接力中取得了第
一名优异成绩的四位孩子。看着他
们的笑容，我们为这些在美国长大
的他们而感到骄傲。

直接注册系统，这一新措施将为
家长和老师们带来更多便利。凡
有网上注册问题，请登录 www.
hxcsmg.org，或通过e-mail与本校
联系(hxchmg.reg@gmail.com) 。在
本学期结束前, 也可到校办公室
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