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样疼。但是为了我的梦想，我没有怕苦，
一直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经过几年刻苦的训练，我
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柔韧性、
力量和灵活性也大大提高，但舞蹈的
水平也到了一个瓶颈。为了突破我在
芭蕾舞方面的极限，必须要进入了一
个高级芭蕾舞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
集训，终于在 2018 年，我通过了高级
芭蕾舞项目的面试，如愿以偿进入这
个进阶项目，也叫核心项目。在这里
我接触到了更多其它的舞蹈风格，比
如爵士和现代风格。我的跳舞水平也
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参加了多场“Dance 
School Show”。 在 2018 年 和 2019
年，我参加了“Nutcracker Christmas 
Show”，扮演了一名在晚会里的女
孩。在 2022 年，我又参加了“Alice 
beyond the mirror”的演出，演出非
常成功。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虽然每次演出之前，都需要大量
的排练，有的时候每周要练四天，练
习的强度也加倍，
非常辛苦。但是每当
站在舞台上，我的
心里会洋溢着一种
从未有过的喜悦感，
再苦再累都是值得
的！因为我非常享
受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也非常开心
我的爱好——芭蕾
舞，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迈进了专业
芭蕾舞的水平。

上 中
文 学 校 已
经 成 为 我
家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将
近 8 年了。我们住在一个华人相对较
少的乡村小镇，但很幸运我们家附近
有一所中文学校。

我在美国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家
庭中出生和长大，所以我觉得保持家
庭的文化和语言很重要。这给我带来
了许多挑战。首先，普通话不是我家
的主要方言，然后，孩子们小的时候，
我说“我不懂英语”很奏效，到后来
我的孩子们意识到妈妈其实是懂英文
的。我自己的中文读写能力有限，因为
我小时候也被迫每周上中文学校。为
了不让我“辍学”，我妈妈的妥协是
不让我因为作业或考试而紧张，而是
尽可能地从老师那里吸收知识。因此，
我有能力用普通话进行对话。辅导孩子
做家庭作业有时是一个挑战，因为我
也看不懂作业的要求和说明，我还记
得我曾拍作业照片发给邻居请她帮忙
翻译。后来，我转向手机上的谷歌翻译，

现 在 我 最
大 的 孩 子
拿 起 他 自
己 的 手 机
来 完 成 作

业。另一个挑战是，我到底是使用东
方的策略，跟他们说你是个中国人怎
么不懂中文？还是使用西方的积极强
化概念用鼓励来促进他们成功？平衡
两者并不容易。

我的孩子们明白双语的重要性，
他们知道应该上中文课并尽力而为。
我一直拥有并教导我的孩子身为中国
人的自豪感，这帮助他们树立了第二
代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他们与朋友分
享他们的知识，并在面对关于他们种
族的不当评论时挺身而出。有时我感
到内疚，因为我的女儿不得不跳过一
些旅行足球比赛，因为这与中文学校
有冲突。但她明白学术是重中之重。

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最
好的，了解中文是一项长期利益，可
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打开机会。
至少，他们可以帮助英语水平有限的
中国人，结交新的朋友。

今 年 冬
天，恰好有机
会给华夏中文
学校写些我们
学习中文的心
得，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混血家庭，无
疑是个好机会。所谓混血家庭，是指
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家庭，但很
多混血家庭双方在同一国家成长，双
方其实经历着相同的文化和生活经历。
而我们家的情况迥然不同！前三十年，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面对继
而不同的生活境遇。我们对社会的期
待有所不同，却又对彼此的文化有着
钦佩和欣赏，除此以外，似乎没有任
何共同之处。

考虑到我们各自独立的人格，我
们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上帝赐予的。事
实证明，这正是我们收获的最可贵的
礼物：获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于是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和洞察力。
这些都是无价的。我们亲眼所见不同

的文化与不同
的种族的日常
生活，他们独
特的逻辑感将
我们的生活变

成了艺术。我们的不同常常让我们反
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审视自己
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重新定义
观念的价值观，同时摒弃糟粕。

回到我们这个家庭，礼物层层叠叠。
为了共同书写一个生活的故事，我们每
个人从自己的舒适地区移民到了美国。
我们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还可以从我们
选择的地方学习，感受着生活的不同。
这一点上，最为收益的是我们的儿子。
他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多样性，定将比
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他三个月大的时
候，就开始成为一名世界旅行者。他曾
经去过神奇的寺庙，体验了华丽的仪式。
他庆祝很多节日，学习尊重自然，并感
受精神生活。他会懂得如何避免寒冷，
同时又享受在海里畅游的快乐。

不知道声调是不
是中文独有的。至少
对于英语为母语的学
生而言，声调的学习
实属不易，但又至关重要。

当小孩子刚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
就开始同步学习声调了。每次念拼音
的时候，曾经尝试组词让小孩子容易
记忆。但是，很快就发现，他可以念，
但是不会写。所谓的不会“写”，是
拼音需要用英文字母联想，但是，到
了音调这部分，就不知道该如何联想
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靠猜，偶尔
猜对一两次，还是基于日常回话中的
高频词汇。

与此同时，我发现，不仅仅是刚
刚开始学习拼音的小朋友，有声调上
难以记忆的问题。很多可以流利说中
文的人，还是无法真正的掌握声调。
比如可以熟练说中文，但是不能读、
写的二代移民，或者已经通过 HSK3 考
试的美国人，他们在面对拼音的声调
的时候，同样无法脱口而出是第几声，
常常需要连猜带蒙的。

如何在短时间内，让孩子们可以
迅速加强记忆，记住一、二、三、四
的声调，成了小孩子提高拼音学习效

率的瓶颈。经过了
各种尝试，发现结
合手势记忆是一种
有效的方式。

所谓的肌肉记忆，就是每次念拼
音的时候，结合手势。一声是平的，
就像开车在平路上；二声是上扬，就
像汽车爬坡；三声是先下扬再上扬，
就像汽车先下坡，再上坡；四声就是
下扬，就像开车走下坡路。手势越夸
张，动作幅度越大，同时结合大声朗
读，记忆就越强。经过几个星期的尝
试，发现他一边念，一边打手势，错
误率在慢慢降低。每次默写的时候，
他会一边大声念一遍，一边打手势，
然后在标声调，几乎完全正确。同时，
每周末，小孩子和爸爸一起比赛写拼
音，用大声念加上手势记忆的小孩子，
和用经验记忆的爸爸相比，小孩子的
准确率比爸爸高很多，后来爸爸也开
始用手势了，两人学习中文的效果高
了很多。

其实，所谓的手势记忆，就是肌
肉记忆了，和练钢琴的原理是相似的。
但是，中文词汇量多如牛毛，恐怕不
能一直依靠这种方式，让他找到中文
的语感，才能驾驭学习中文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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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逊分校

我的名字是Tiffany，
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高
二学生。从小父母就坚持
和我说中文，在上学之前
我的英文只是从电视和朋
友口中学。记得上学前班的时候还在学校上
过一个学期的ESL。在我五岁的时候父母开始
送我去中文学校学习。刚开始学习拼音是充
满了激情，可是一年级开始学习汉字，我就
很排斥写作业，每次都是妈妈威逼利诱。

通过几年的学习还有不间断地参加华
夏总校举办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以及写
作的训练，虽然没有拿过什么名次，但是
我的中文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高了很多，也
增加了学习兴趣。两年前我完成了毕业班
的课程，也有机会继续留在学校帮忙带小
弟弟小妹妹们一起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今年是我第二年教画画班，也是我做
新班级CSL助教的第一年。通过这两年的
锻炼让我意识到教学实际上是多么具有挑
战性。让我有勇气坚持下来的是学生们的
热情和校长以及代课老师的帮助。一到上
课时间，学生们总是很投入。

学生们毫不犹豫地敞开心扉谈论他们
喜欢做的事情。每当我们参加班级活动时，
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
什么。这使得课程安排总是更容易，而且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选择他们喜欢的事情来
让他们参与进来。因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和家庭，总是会把新的信
息和观点带入课堂。不仅
学生每天都在学习新事
物，老师也是如此。这让
我开始去思考——老师的

角色是什么？
老师的工作是指导学生。去启发他们。

老师总是需要支持他们的学生，应该是他
们所仰望的人。老师们将永远在那里伸出
援助之手。

老师经常与一个教学联系在一起，但
与此同时，老师也在学习。

老师们每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
适应新的东西。学生带来了新的观点，并
教会了老师新的思想。

老师是一个必须扮演许多角色的人。
他们是会利用自己的教育和领导技能来引
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学生们总
是以不同的方法和观点帮助我们进行教学，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与这些学生
一起工作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的中文
在不停的进步 .但如果没有社区、学生以及
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这是不可能的。

当我想到这些就忍不住发自内心的
感恩，感谢中文学校给我这么好的一个
平台有机会学习和成长，也希望大家都
能坚持中文的学习，并能够从中找到学
习的乐趣。

哈德逊分校专刊 图文组稿：韩海娅 张若莉

学习感悟
双语助教 Tiffany Li

我叫张紫樱，今年十岁了。我的
爱好是骑马，从七岁开始我就去 SDEC 
(Southern Dutchess Equestrian Center) 
学习骑马。刚开始看见高大的马我有点
害怕，但是慢慢地我开始享受在马背上
奔跑的快乐。

记得有一个炎热的夏天，我骑马的
时候有两个骑马的女孩飞快地从我身边
冲过。我心想她们的马怎么可以跑那么
快，还傻傻的以为我的马不能像他们的
一样快。就在这时我的马突然开始加速
追赶它们。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没有
抓紧缰绳，结果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头上也鼓出了一个大包。

这件事虽然让我当时受到了惊吓，
但是没有影响到
我对骑马的热爱。
我仍然坚持去马
场练习骑马，同
时也让我学会了
勇敢和坚强。

我对如何切三明治的看法，应该是
沿着对角线来切。

对角线看起来很花哨且易于握持。
如果你只是简单地从中间切一个三明
治，它看起来很平淡，不像对角线切割
的三明治那样开胃。对角线切割的三明
治使其看起来更奇特，从而帮助您食欲。

如果你这样看，切成两半的三明治
会变成一个矩形，矩形是一种基本形状，
可以制作更多的正方形，因为它是由正
方形组成的。现在，如果你把它切成正
方形，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如果你再切
一次那个三明治，你会把它斜切成一个
三角形。三角形与矩形不同，因为矩形
有 4 条边，像正方形一样有 4 个角。这
与原来的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三角
形有 3 条边和 3 个角，使其与众不同，
并显示出使三明治从其原始形状改变的
结果。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显示了改进
结果的三明治，那么对角线切割三明治
将是展示这种改进的好方法。

有趣的事实！虽然大多数人更喜欢
对角线切三明治，有些人仍然喜欢把三
明治切成两半，我不能责怪他们。我们
都有不同的偏好，我们无能为力。

在故事的最
后，无论你以哪
种方式切三明治，
其实没有人会真
正关注它。他们都
只想吃他们的饭。

当可以去海边玩，当白天渐渐变长，
当暑假快到时，夏天就来了。

我最喜欢夏天了，我不喜欢冬天的
寒冷。夏天天气热，就比较少咳嗽、流
鼻涕。精神、食欲好很多，身体当然比
较壮。夏天可以吃冰淇淋、冰棒、各种
刨冰等各种消暑食品，那滋味真让人回
味无穷。

在夏天，我们最值得干的事就是去
游泳。在干净碧蓝的泳池里，“砰”的
一声跳入水中。有的人在里面打水仗，
两方都把水泼到对方的脸上，有的玩皮
球。五花八门的水中玩法，让人享受着
炎热与清凉交织带来的无比乐趣！还有
夏天放暑假，不用去学校，不用做功课，
可以睡到自然醒，每天都很舒服，还有
机会去旅游，想想都好开心啊！

我最喜欢夏天了。

我最喜欢季节是春天，因为春天
树木都发出新的枝芽，万物复苏，一
切看起来都很有生机和活力。

我喜欢春天的雨。她能把小花小
草浇灌得更有活力，她不像夏天的狂
风暴雨，也不像秋天的雨一直下个不
停。我也喜欢春天的风，那是一种很
温暖的风，刮在人的脸上十分舒服。
春天的风让小草彬彬点头；春天的风
让小花开的斗艳。

春天恰恰和我有缘，我是春天生
的，生在这个百花盛开的季节。她给
我带来了温暖，她让我脱掉厚厚的外
套，带来了色彩。我很喜欢春天的假期。
我最喜欢春天。

我感谢的人是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

他们支持我的兴趣爱好。当我度过艰
难的一天，他们会在我身边陪伴我。
每当我需要去某个地方时，他们毫不
犹豫地开车送我去，他们也开车送我
去学校、朋友家，还有许多其他地方。

我很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总是尊
重我，并用行动来表达对我的爱。他
们很有耐心，并告诉我如何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我一直都知道，当我遇到困难时，
我有一个可以依靠
的人，那就是我的
家人。我感谢很多
事情，但家人对我
来说最重要。他们
对我付出太多了，
我心存感恩。

我 爱 我 的 家
人，同时也很感谢
我的家人。

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打棒球。
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棒球
就已经成为我最最喜欢的运动了。你们
想知道为什么吗？说来话长！

在我 5 岁的时候，妈妈给我报了足
球队。我在足球队一踢就是 5 年。在这
5 年里我渐渐长大，发现自己越来越不
喜欢足球。因为足球是一项需要有很好
的团队配合的运动。既要有很好的体能，
又要有速度和耐力，要想踢进一个球非
常困难！因此我就慢慢对踢足球感到很
无聊。

两年前，正好学校有了棒球队。我
就和妈妈提出来，不想再踢足球了，想
去打棒球。妈妈也非常支持，就这样我
加入了棒球队。

一进棒球队，我就如鱼得水！虽然
棒球是一项艰巨的运动，但是如果你知
道如何去打球，它就会变得非常有趣！
棒球最好的部分是击球。我的身体很强
壮，而且胳膊很有力。这样我就可以发
挥我的优势，把球打得很远，就有更多
的时间跑到垒上。只要跑到垒上就可以
得分！

这样非常有成就感！让我更加有
激情！

但是你不要以为四肢发达就可以打
好棒球，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击球还必
须要头脑灵活！你必须要随时关注正在
发生的情况，还要观察投球手的投球模
式，这样你才能在击球时作好准备。另
外还你要预判对方扔球的速度，他们有
的时候扔得慢，有的时候扔得快。你还
必须要看到球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这样
你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并且能给接住球。

因此棒球运动不仅是对手眼协调
能力要求很高，还需要大量的付出和勤
学苦练。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们，任何一
项运动都会有危险，棒球也不例外。
球员常常会在跑步
时拉伤肌肉；也可
能会被棒球击中而
受伤。我的一个朋
友就被曾经被球击
中，掉了三个牙！
但是这吓不倒我，
相反会提醒我要更
加做好防护，避免
受伤。

这就是我打棒
球的经历和喜欢打
棒球的原因！我相
信我的棒球将会越
打越好！

我今年只有 12 岁，可我跳芭蕾舞
却有 8 年了。在我 4 岁的时候，我妈妈
就把我送到一家“培斯芭蕾舞中心”学
芭蕾舞。从进入舞蹈班的第一天，我看
到小朋友们一个个像一只只可爱的小天
鹅，我就梦想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一只
美丽的小天鹅。

可是，芭蕾舞学起来可不是那么轻
松。起初，刚进来学舞蹈的小朋友们都
需要练习压腿、踢腿、下腰等基本功。
每次下课后，我的腿和腰都像要断了一

秋天，北半球的四个季节之一，
它介于夏季和冬季之间。在这个季节，
气温逐渐变冷，导致自然界发生了惊
人的变化，例如落叶和苹果采摘。在
离赤道以北更远的地方，秋天也会带
来更短的白天和更长的夜晚。太阳升
起较晚，落下较早。由于天气凉爽，
秋天通常是收割庄稼的时间。庄稼经
过整个夏天会长得很大，农民们必须
在它们开始腐烂之前从田里收割，然
后在当地的杂货店里展示南瓜、玉米
和苹果。

秋季始于秋分，它一般在每年的 9
月的下旬，并且在东亚受到重视。这
被称为秋季的天文开始。这取决于行
星与太阳的对齐方式。秋分标志着太
阳开始从北归线向南行进。这个季节
里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与春天的春分
正好相反。

对于秋天的开始还有其他定义
吗？是的！您还可以通过其气象（与
天气相关的）定义来确定秋季的开始。
例如，秋季通常被定义为白天温度低
于 70 华氏度，而夜晚可能接近或低于
冰点的时期。这个定义与标准公历相
结合，时间通常在 9 月 1 日。那是秋
季天文开始前的几周，并且非常接近
孩子们暑假后回到学校的时间。

秋天，作为四个季节之一，非常
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知道什么
时候收割庄稼并卖到农贸市场或超市。
秋天还告诉那些在冬天冬眠的动物储
备食物以准备冬眠，以及鸟类迁移。
在美国，很多家庭都会去南瓜采摘或
苹果采摘，为感恩节制作南瓜派或苹
果派，还有火鸡、土豆泥和蔓越莓酱等。

秋天会发生这些有趣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
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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