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 )
宾州中期选举临近，为了促进华裔

投票，华夏大费城中文学校邀请宾州政
府亚太裔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Stephanie 
Sun 于 10 月 9 日来学校，举行了一场
无党派的投票互动活动。此次活动旨在
回答有关选民登记和投票流程方面的问
题，同时宣传宾州选民注册系统新添中
文语言，方便更多华裔进行选民登记。

宾州政府亚太裔事务委员会执行
主任 Stephanie Sun 首先介绍了华裔家
长参与投票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提醒华
裔家长要认真了解相关候选人的政治
立场，独立思考后投下重要的一票。在
场近百位华裔家长纷纷表示，通过这场
互动，大家都进一步了解了选民注册的
重要意义，并对投票流程的细节进行了
讨论。

此次活动也得到了宾州 Rose Tree 
Media 学区华人家长协会的大力支持。

（二）
10 月 30 日，华夏大费城中文学校

组织了万圣节盛装游行活动。为了合理
安排游行活动，学校推迟了 3 点上课的
时间，让孩子们游行、要糖、上课都不
耽误。

孩子们穿上了争奇斗艳的服装，
有人是绿巨人，有人是小魔女，有人是
可爱的小恐龙，有人是精神抖擞的孙悟
空。孩子们喜笑颜开地排成一队，浩浩

荡荡从学校正
门出发开始游
行，家长们站
成一排，给孩
子们鼓掌和欢
呼，有老师和
家长义工负责
发糖。结束游
行后，每个孩
子回到教室，
都是口袋鼓鼓
的，嘴里也鼓
鼓的，甜蜜的

滋味一直渗透到心田。家长和孩子们都
非常感谢中文学校的用心安排，让孩子
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事半功倍！（摄
影：曹晓言）

（三）
自 9 月 11 日开课以来，华夏大费

城中文学校领导本着“为华人家长服务”
的宗旨，出面为华人家长联系了优质的
食品和蔬菜提供
商，包括蛋糕、奶
茶、中餐、蔬菜等
产品，送货到学校，
家长可在等孩子下
课的同时购买晚
餐，替家长节省了
不少时间。此举获
得了广大家长的好
评。（摄影：Jing 
Wen） 

（四）
华夏大费城分校在大费城地区是

一座影响力深远的华人社区学校，在
2022-2023 学年，华夏大费城分校为学
生和家长们提供了 122 门不同主题不同
时段的课程供大家选择。这里不只是华
人青少年学习继承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
的地方，也是华人家长陶冶情操的一方
沃土。

学校近几年的注册人数都在 700 人
以上，远超附近其它任何一所中文学校，
周日下午上课，偌大的高中停车场，常
会出现停车位难求的情况。学校教员人
才济济，马立平中文、美洲华语课中文
老师们坚持多年培养华人二代的中文听
说读写和文化素养，各位老师非常有经
验。其它文化课的教员也有很多专业背

景的人士，比如上
戏表演系毕业的老
师、专业的声乐和
舞蹈老师、接受过
常年美术训练的美
术老师等。这些老
师为华人家长的业
余文化生活带来了
很多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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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消息

春天来了
Anna Wang 一年级 一等奖

春天来了
程佳伟 三年级一等奖

我最想感谢的人
蔡若龑 六年级 一等奖

我最想感谢的老师
刘凯莉 八年级 二等奖

我最想感谢她
何婷 七年级 一等奖

我最想感谢她
张苗苗 七年级 一等奖

放猫小记
马立平七年级 张一湉  指导老师 张下委

我最想感谢的老师
郗雅沐 八年级 一等奖

不请自来的客人
马立平七年级 周叶璇 指导老师 陈雅君

春天来了
王奕澄 三年级 一等奖

我的足球比赛
边贝贝 四年级 一等奖

一次比赛
王语诗 五年级一等奖

我最想要感谢的她
宋映熹 六年级 一等奖

家长之声

大费城分校

大费城分校

ぁ 大费城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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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州 政 府 亚 太 裔 事 务 委 员 会 执 行 主 任
Stephanie Sun（左二）在华夏做讲座。

温暖 - 张莉

每 个
周日下午，
如果你走
进华夏中
文学校大
费城分校
的体育馆，都会被这样的场景吸引：场
上二十几个身穿球衣的家长，挥动球拍，
在球场上扣杀封挡，激烈酣战；场外，
喝彩和笑声时时响起，一派热火朝天的
运动景象。这里，就是华夏大费城羽毛
球俱乐部（费城华羽）的活动场地。而
费城华羽，则是大费城分校人气最旺，
广受家长喜爱的俱乐部团体。

费城华羽是直属大费城分校，由爱
好羽毛球运动的家长自发成立的组织。
俱乐部宗旨是为会员提供机会，让大家
安全，快乐，健康地进行各项羽毛球运
动，并在享受运动的同时，与队友增进
友谊，共同进步。目前俱乐部有会员近
80名，每周日在学校的体育馆进行活动。
会员按照水平的不同程度被分成三组，
一组是业余中水平较高的球员，三组是
初学和以锻炼身体为主的队员，二组则
是介于二者中间。俱乐部有 5 个场地，
每组队员有自己专用的场地，还有两个
公用场地。俱乐部每年都会举行内部友
谊赛，每组统计出优胜者，发以奖杯鼓
励。通过比赛，大家的球技都普遍提高，
还认识了更多新的球友。

追溯历史，俱乐部最早时只有不到
10个人，大家自带球网和羽毛球。后来
随着打球人的逐渐增多，第一任会长肖
宏明和其他的元老建立了俱乐部，开始
集体购买设施。华夏中文学校的领导尤
其是焦群校长这几年大力支持，给俱乐

部提供了固
定场地。现
任会长范晓
春，带领大
家制定了明
确的会章，

包括会员资格，会费缴纳，使用场地等
细节。俱乐部还要求会员遵守校规，在
友谊赛中安全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
三，以及义务值班和服务。这些措施都
为俱乐部的顺利运行提供了保障，使大
家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环境里，快乐地打
球。值得一提的还有热心的赞助商，卓
越地产的赵凯杰（Jack Zhao) 为会员提
供了统一的队服，大家穿着在球场上更
显飒爽英姿。

在费城华羽，既有近七十仍身手
矫健，在赛场活跃的长者，又有初学
技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初中生，大
家聚在华羽的初衷只是源于对羽毛球
运动的喜爱，但是在俱乐部良好的氛
围里，球员彼此像大家庭的兄弟姐妹，
相互关心帮助。哪个人不小心在打球
时摔倒，队友和其他人都会赶紧跑来
慰问；球打得好的一组队员有空时主
动去其他的组，示范他们如何击球；
场上常常看到几个人互不相让，球打
得难解难分，场下他们又会谈笑风生，
彼此切磋球技……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
西”,虽然在华羽，很多球友都鬓已微霜，
但是这阻挡不了他们对羽毛球的挚爱，
对生活的挚爱。在挥起球拍的一刻，每
个人，都仿佛回到几十年前那个朝气蓬
勃的少年……

大费城分校专刊 图文组稿：宋青

费城华羽尽少年
——小记华夏大费城羽毛球俱乐部

作者：王燕萍 摄影：袁湘林

编者按：这一期小语世界包括了
华夏大费城中文学校 2021-2022
学年中文写作比赛获奖作品集
锦，以及最近的两篇学生习作，
还有更多佳作，期待下次分享。

“春天来了吗 ?”小小问。
“有十天。”妈妈说。
小小天天跑跑笑笑着玩。
弟弟说：“有五天。”
小小希望春天到了。
爸爸说：“有三个天。”
小小说：“我等了七天了。”
三天过去了，春天到了。

一年四季中我最喜欢美丽的春天。
每年我都盼着春天的到来。

最让人开心的是看到各种各样的鲜
花都在春天开放，把大自然装扮得五颜
六色。

每年的春天，我和爸爸妈妈都会一
起去划船。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
波浪，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
我们，悄悄听我们愉快地游玩。小船儿
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我们尽情地感受着春天的来临，吹走了
我们心中许多的不快乐。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疫情会尽早结
束。我能回中国看我最亲爱的外婆。人
类真正的春天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候，
我们可以像疫情以前快乐的生活。

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草地变绿
了。人们脱了厚厚的外衣，穿上了轻便
又好看的衣服。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
欢乐地叫着，好像在唱歌。冬眠的小动
物们，从洞里出来了，又看到了这美丽
的世界。春天真好啊！我爱春天，动物
们爱春天，大家都爱春天！

有一次，我有一个足球比赛！我非
常着急。我对我自己说：“要勇敢！”
可是我们要踢全国最强的队！我怎么能
冷静下来呢？我吸了一口气，我又叹了
一口气。我这样做了五六遍我才放心。

过了一两天，是比赛的时间了。
我和我们的队一起喊：“一二三，
Delco！”比赛开始了。过了三十分钟，
上半场踢完了，比分是三比二我队在赢
着呢。下半场开始了，又开始踢了。

三十分钟了，比
赛踢完了！比分
是三比三平了！
我们平了全国最
好的队！我很高
兴地回家了。

在足球场上，我和朋友们要开始踢
球了！我在场上，等着比赛开始。忽然，
比赛开始了 !

我边跑边带球，跑到了球门前。我
用了很大的力气，把球踢进门里。我高
兴地跑来跑去。我的朋友们也跟着我跑。
我的教练把我叫到旁边休息。他说：“非
常好！”。我高兴地喝了几口水。

过了十分钟，我又上场了。我叫我
好朋友的名字，她看了我一眼，一下
子把球传给我。我很快地跑到球门前，
正要用力把球踢进门里时，我看到对
方最好的球员在我的旁边。我一下子
被那个球员推倒了。裁判说是犯规。

我拿到罚球，用我全身
的力气，把球踢到门里。
正好，比赛比完了。我
的好朋友们高兴地把我
抱住。

我们赢了！比分是
四比二！我回到家后，
仍然非常高兴。

我最想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妈妈，因
为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她能让我开心，
告诉我不要担心。如果我有一个梦想，
她就会鼓励我。 

每天我一下校车，我就快跑进她的
怀里，她的嘴巴笑了，她的眼睛亮了，
她的手伸出来搂着我。我紧紧地和妈妈
抱一抱，心里好舒服。我可以看到她的
温暖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爱。妈妈每
天都问我：“宝宝，你今天高兴吗？”
她告诉我，她爱我和想我了一整天。她
带我进家，一边聊天，一边给我倒一杯

水，我什么小事情都告诉她，因为我信
任她。妈妈也什么事情都告诉我，因为
她也相信我。

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她鼓励
我。如果我要做什么，我的妈妈一定会
鼓励我。她每天告诉我：“宝宝，你做
什么都好，就是你要高兴的工作，用心
的干！”她每天都帮助我，教我很多东
西。我要感谢她，因为她帮助我太多太
多。我的妈妈是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和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要感谢她的爱，
她的努力和辛劳。

妈妈是我要感谢的人，她是我最好
的朋友，而我就像航船离不开灯塔的指
航。我爱我的妈妈，她是我要感谢的人。

我最感谢我的
妈妈，因为她每天都
给我做香喷喷的饭，
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
的，还有帮助我学习。

我妈妈是我们
家的厨师。除了她
天天给我做饭，星期天早上她还会做世
界上最好吃的粥。她还会做很多不同的
饭菜，都做得很好吃。

她除了做饭，还会打扫卫生。星期
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她会把家里的地板
拖得干干净净的，这让我更感谢我妈妈。

最后，我妈妈会帮助我学习。如果
我有作业做不出来，就会问我妈妈。这
也是我感谢我妈妈的一个原因。

你能看到，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她
天天都会帮助家里做很多事情。不管是
做很香的饭，或是帮忙打扫卫生，或是
每天帮助我学习，她是我最感谢的人。

很多人想感谢的人是警察，老师，
和工作人员，但是我最想感谢我的妈妈。

我最想感谢妈妈的第一个原因是因
为她会帮助我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在学
校的时候我的妈妈会帮我收拾房间，洗
衣服，和打扫卫生。我在家里的时候她
会辅导我做作业。妈妈不只是帮助我，
她还会给我的姐姐和爸爸做很多事儿。

我最感谢妈妈的第二个原因是因
为她非常辛苦。每天妈妈很早起来给
我们做早饭，晚上给我们做晚饭。妈
妈做的饭我都会干净利索地吃完，非
常好吃！她辛苦还因为她每天把狗遛
好和喂它吃喝。

最后一个原因我为什么感谢妈妈
是因为她很用功。我的妈妈能一边工
作给我和姐姐赚钱，一边照顾家人。
她每周都会去好几次超市给我们买各
种好吃的。

上面这些是为什么我最感谢我的妈
妈。她给我和我家付出了很多努力。如
果没有她，那我不会在这个好玩的世界
上面，所以我非常爱和感谢我的妈妈。

我小时候很高
兴，因为我爸爸妈妈
很爱我。可是，当我
两岁的时候，我的生
活变了。我有了一个
妹妹，叫可儿。我更
快乐了。

从小我就觉得妹妹很可爱。她有一
张红红的小脸和明亮的眼睛。她一见到
我就笑。我记得我每天都会跟她玩。

但是，可儿一下就长大了。她现在
要上六年级了，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虽然我还是很爱我妹妹，但我们俩一点
也不一样了，我们都忙了，而且一到一
起，我们就得吵。因为我们太不一样了，
可儿是一个外向的人，学习不好，但是
很招人喜欢，她有很多朋友。而我很内
向，不喜欢跟别的人说话。就算这样，
我也很感谢她，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高兴的时候，可儿一直在我身边。

我要是有问题，我肯定会先问她。
她是我生活中最了解我的人。

虽然她跟我一点儿也不一样，她还
是了解我的想法。虽然我们完全不同，
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虽然我们不一样，
我妹妹还是很爱我，而我也很爱她。

我最想感谢的老师不是一个人，它
也不是动物，不是一个想法。它，就是
每一次的失败。它，就是我每次不应该
做的事情，它就是我每次犯的错误。

您肯定在想：“哎？每次的错误怎
么会是你最想感谢的老师呢 ?”那就让
我来告诉您吧。

每一次你犯错误，你都会收获到一
点什么。有可能你的收获是你现在知道
这条路不能走，下次就不犯同一个错误
了。有可能你还知道了正确的路，下次
你就会走正确的路。 

不管哪个，你都学到了些什么，那
不就是老师的职责吗？

然后我再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犯的错
误比老师都好。你犯的错误会忍心让你
受你错误选择的痛苦，而其他老师有可
能会心软。你犯的错误会使你知道你错

了，而其他老师有可能没有看见，所以
他们不会来纠正你。而且自己的亲身经
验总比其他人告诉你管用。有一次，我
在游泳池旁边赤着脚着跑。地面有水很
滑。旁边的大人大喊让我注意，但是我
没有听。结果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就
结结实实摔了一跤。从此我再也不在游
泳池旁边跑了。这
就是错误这位好老
师的效果。 

俗话说得好，
吃一堑，长一智。
就让自己的错误帮
助我们吧！

我最要感谢的她是我的二年级老
师。她帮了我很多。那时候的我是一个
不懂英文的小女孩。那时候，我的英文
考试分数不好。我不认识很多的英文单
词，也不知道怎么用英文写作文。我那
时候的成绩很差。

我二年级老师有很多办法帮助我。
拼字的时候，老师会先把英文词读出来，
这样我们就拼得简单一点了。词汇读完
以后，老师会把这些字写出来让我们看
看自己写对了没。快到考试的前一两天，
老师会让我们玩一个拼字游戏。老师给
一个字，叫每一个学生拼一个字母。等
一个词汇被拼完了，下一个学生必须把
这个词读出来，这样的下去。谁先拼错
或读错就会被淘汰，最后谁没有被淘汰
谁就赢了。这个游戏我赢了很多次，也
提升了我拼字的能力。考试的时候也能
考回一个很好的成绩。

老师还有帮助我理解过如何做阅
读理解的问答：文章在告诉我们什么，
它的主题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还有
如何有效率的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最开
始我没有听得很懂，但是一回头比开学
的时候我已经进步很多了。

我的老师不但会用游戏教我们需
要的知识，而且尽管特别抽空帮助了我，
她还能同时教导其他的学生。因为我的
老师，我现在的英文已经和在美国土生
土长的人们一样顺溜了。这是为什么我
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二年级老师。

一天下午，天气非常好。我们家的
小花猫正在阳台的纱门前叫，闹着想出
去玩。

我看见它着急的样子，就对爸爸说：
“爸爸，我能把猫放出去玩吗？”爸爸
把遛猫用的绳子交给我，说：“玩儿一
会儿就回来吧，不能玩儿太久了。”我
把绳子给猫咪带上，打开门就出去了。

猫咪像到了天堂一样，东蹿西跳，
一会儿抓一抓虫子，一会儿吃一口草。
我在一边拔草玩儿球。玩着玩着，突然
看见猫咪飞快地跑上我们后院的坡，前
面有一只小飞虫，猫咪跟着虫子上了坡。
不一会儿，虫子不见了，猫咪才停下来，
左看看右闻闻。我急坏了，马上跑到坡底。
我们家的后院是一个树林，到处都是野
草。我不敢上去抓住它，否则它会跑得
更远。我只好站在那儿叫它下来。我怎
么叫，它也不理我，不久它就不见了。

我伤心地走回家，把所有事情都告
诉了爸爸。说着说着，我都快哭起来了。
爸爸安慰我说：“没事的，你不用担心。
猫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会回家的。但是，
以后你可不能这么粗心了。”我点点头，
只好耐心地等着猫咪回家。爸爸走到前
门看了一眼。我跟着去看，什么都没有。

忽然，一个小花头从
树丛里伸出来了。接
着，猫咪的身体也跟
着出来了。我惊讶地
看看爸爸，忍不住咧
开嘴笑了。这就是我
放猫的经历。

大家好！我是周叶璇，今年十岁。
我今天要说一个黑熊来到我们的营地“做
客”的故事。

今年夏天，我跟爸爸妈妈和几个朋
友一起去露营。那天晚上格外安静，正
当我们悠闲地烤火时，爸爸忽然惊喊一
声——“熊！”。我们随即飞快地逃到
厕所边的空地上，仔细一看，果然是一
只大黑熊！

我们既害怕又好奇地望着这只大而
凶猛的动物。而这只黑熊正在津津有味
地吃我们的食物！我们都在想该怎样才
能把这只黑熊赶走。这时更可怕的事儿
发生了。我的爸爸偷偷地走到了离黑熊
不远的桌子前，想把食物收起来！我着
急地喊了几声爸爸，吓得哭了起来，我
好担心爸爸被熊伤害。妈妈也开始喊爸
爸的名字，爸爸这才回到我们身边。我
立即紧紧地拉住爸爸，不让他再离开。

当时，有人小声提议可以用响声赶走
黑熊。爸爸们就先拿了锅铲和铁锅，用劲
地敲了几下，可是黑熊没有动静。爸爸们

于是就把两个铁
盆儿敲在一起，
这次发出了更大
的声响，可是黑
熊还是一动不动。
我的爸爸就和一

个叔叔偷偷地溜到我们营地旁边的停车
场。他们一钻进车里就猛按喇叭。我赶紧
捂着耳朵，可是熊好像没听到似的，继续
在那里吃。莫非这熊聋了吗？

无奈的我们现在只能干两件事：等
熊自己离开，或者请公园护林员来帮忙。
正想着，护林员出现了。可能是听到我
们弄出的声响，自己赶来了，手里还拿
着一杆长枪。天太黑了，我没有看清他
射出了什么，但我想那个东西打到黑熊
的身上，一定是很痛的，大黑熊可能因

此而放弃美食走了。事后，妈妈告诉我
那个护林员射出的东西有可能是一颗软
子弹。

后来，我们看到公园里有一块竖
立的牌子，告诉我们黑熊的鼻子虽然很
灵敏，但是耳朵和眼睛不是很好，所以
它才会远远闻到我们带来的鸡爪，然后
偷偷地来到我们营地找吃的。我还学到
了为什么我们敲锅按喇叭对黑熊没有用
了！这件惊悚又有趣的事情真是让人记
忆深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