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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6 日下午，“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教务管理会议”在樱

桃山分校成功举办，包括来自长岛、大纽约等 15 个分校的近 40 名教务

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这是华夏总校第四次举办类似活动，旨在加强各分校之间的学习，

推动华夏教务管理的正规化专业化进程。今年教务管理会议重点是“日

常教务管理和暑期学生活动”，涉及经验介绍，课堂评估，讨论交流等几

个方面。	

	 总校董事长郝建明先生致开幕词，樱桃山分校董事长李默瑞简单

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李礼校长重申了“以教学为中心，育人为本”的办

学宗旨，并详细介绍了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夏令营的运作。张萍教务

长介绍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师管理，学生活动等等，还介绍了保障教

学正常运行的规章制度。

	 接下来，与会者深入课堂，考查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

进展。本次活动共开放了 12 门课程，包括高、低年级的继承语中文班、

CSL（中文作为第二语言）课程，还有文化课班，以供观摩及评判。听课

之后，老师们交回评估表，供承办学校总结提高。樱桃山分校不仅为此

次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为大家准备了暖心的餐饮。

	 听课活动后，总校教学部长游牧组织了辩论比赛独立评委的分区

抽签。总校顾问张长春、校长助理兼文艺部长林胜天忙前忙后为大家

摄影。副总校长张元也远道赶来参加此次交流。

	 最后，华夏副总校长许兰薇代表本次活动的组委会，衷心感谢各参

会分校及承办学校的协助与支持，希望各分校多交流，多讨论，集思广

益，取长补短，使华夏中文学校在

“三化”建设上阔步前行。

	 本次活动的组委会成员有：

李礼、李墨瑞、张萍、王荣鹏、罗

竟、游牧、林胜天、李晓京、张长

春、许兰薇、潘仁南、张元、王宏。

	 （总校教学部供稿。摄影：王

荣鹏 / 林胜天）

	 在美国，几乎所有不同兴趣的儿童都可以找到专属自己的夏令营，

有体育的，有艺术的，有 STEM 或 SAT 班，甚至也有单纯游戏玩乐的。

但是在樱桃山附近的华裔小朋友却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中文夏令营。

去年，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校长李礼决定由实际需求出发，由中文学校

出面为附近的华裔家庭举办为期 8 周的夏令营。

	 从一开始，校长李礼就设计了“沉浸式”的中文教学课程，夏令营

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为纲，课程设置围绕着八个知识点展开：中国城市，

朝代，历史人物，地理，音乐，饮食，工艺美术，体育 / 武术。一周一个知

识点，一个周一个 project。课堂上的教学，课下的游戏和作业都是围绕

这个知识点来设计。每个周五，所有小朋友参与汇报演出，形式不限，

表演各异，或儿歌童谣，或舞蹈唱歌，尽其所能地将一周所学介绍给观

众。

	 考虑到来夏令营的小朋友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从零基础到中文学

校 6 年级的都有。课程的设置最大程度地包容大家的水平，保证所有

的小朋友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中文锻炼。除了学习中文知识，夏令营

也设置了英语和科学课，帮助小朋友巩固在自己学校所学的课本知识。

下午则提供相对轻松的节目，各种 club 让小朋友们在此“乐不思蜀”。

	 每周一次的旅行 field	trip，更是小朋友假日中的节日。旅行的地点

设置力求多元化，神秘异域的印度神庙，现代艺术的雕塑公园，近距离

触摸大自然的水族馆。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和小伙伴一起去游玩，也希

望能让小朋友耳濡目染各种文化自然知识。

	 夏令营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热烈的欢迎。开营一周后，还有家长慕

名而来。也有韩国的家长将不懂中文的孩子送来，就是为了能让孩子

有一个良好的中文环境。去年的夏令营刚过半，就有家长要预定今年

夏天的名额。校长李礼说：“很欣慰孩子们喜欢我们的夏令营。通过这

个夏令营，孩子们增进了与中国文化的感情，培养了与其他华裔子弟的

友谊，这是最重要的。今年我们一定将夏令营办的更好！”

东部分校供稿

“2019 华夏中文学校
总校教务管理会议”圆满落幕

樱桃山华夏第一届夏令营
罗竟

我的名字
AP 中文班 曹立汉 
指导老师：窦泽和

	 我姓曹，名立汉。在中国历史
上最有名的姓曹的人是曹操，他是
三国时最有名的将军，精通兵法，善
于用人。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和书法家，但同时也是个心狠手辣
的人。“曹”的意思是辈、类。我猜
如果在古代，我可能会是一个什么
官？中文的字形长时间来有或多或
少的演变。“曹”是“遭”的本字，表
示两个旅人相遇。“曹”以前是上面
两个“东”和下面一个“口”，直到隶
书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立”的意思是站、做出、立刻。
父母希望我站得挺立，人有精神；我
是家里老大，所以也希望我给妹妹
树立榜样。“立”还有一个意思是马
上。我希望做任何事动作迅速敏捷，
不要拖拖拉拉。以前的“立”是画
了一个人站在地上，跟现在的字形
差不多，后来演变到现在的写法。	
	 “汉”是汉族的汉。中国一共
有 56 个民族，汉族是其中人数最多
的一个，也表明我是中国人的后代。

“汉”原来左边画着一条河，右边是
黄帝的黄，表示黄帝之水，可见水是
很重要的。我属龙，龙需要大量的水，
从风水上来说，水对我也很重要。

中国的美食
AP 中文班 郑倩茵
指导老师：窦泽和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
分。中国美食种类非常多，而且每
一种美食都有不同的意义，代表不
同的符号。每年，中国人庆祝许多
传统节日。每一节日很多家庭聚集
在桌子周围，享受传统美食。不仅
中国人喜欢享受中国美食，而且很
多外国人很喜欢来中国度假，为了
能吃上真正的中国美食。	
	 中国美食有很多品种，清淡、
甜、辣或者酸。中国的不同地区，有
着不同的和独特的口味。比如，成
都那边以烹制辛辣食物而闻名。一
个有名的四川菜是麻婆豆腐。麻婆
豆腐是一种柔软的豆腐，配以豆腐
浆和碎牛肉，在四川很受欢迎。上
海最有名的菜是它们的上海小笼
包。上海小笼包是一个精致的薄皮
包子，里面有猪肉、蔬菜、虾或蟹馅
加上美味的热汤。放在嘴里像吃美
国的雪糕一样，真好吃。广东菜比
较清淡但有味道。广东人喜欢吃点
心，而广东菜是在国外最为人所知
的。叉烧是一种广东美食，在外国
很受欢迎。在纽约，我妈妈常常买
叉烧给我和我妹妹吃。中国还有其
它许多不同的美食。
	 中国美食不但给人享受，而且
还代表很多意思。面条是一种流行
的中国美食，对中国人来说代表了
长寿。每年生日，爸爸妈妈都会煮
或者炒面条给我和妹妹吃，过年的
时候也吃。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很
重要的美食，那就是年糕。爸爸每
年做年糕是因为年糕代表幸运和新
的开始，年年高升。还有，妈妈每年
都会做汤圆给我和妹妹吃，代表团
结、团聚。鲍鱼又称鳆，是另一种的
中国美食，代表福。爸爸每次过年
和过生日都会煮鳆。
	 我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所以
对中国美食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
出生的中国人会认为中国菜是很平
常的，并没有很大的意思。可对于
我来说，中国美食有一个很特殊的
意思。去年，我和我家人回香港。
我们不只是去游览了香港的许多景
点和海岛，还享受到了真正的广东
美食。我在美国经常去纽约唐人街
吃广东菜，可是跟真正的广东菜不
一样。我回香港的时候，在一个小
饭店吃了我最爱吃的皮蛋瘦肉粥和
油条，味道和美国饭店里真的不一
样，给了我一个好温柔的感觉。	
	 中国美食不只是食品，还以很
多种方法来代表家庭幸福和富裕。

游华山
八年级  马睿冬  指导老师：高清
	 暑假的一天早晨，我和爸爸妈
妈起得特别早，背着行李，离开姥姥
家，准备去西安旁边的华山游玩。
我们首先到达西安北站，坐上了去
华山的高铁。高铁上的座位像飞机
上的一样整洁舒适。大约 40 分钟
后，我们抵达华山站。购票后我们
坐上公交车到达华山景点的入口，
发现排队坐缆车的游客已经排起了

长龙，一眼看不到头。游客来自五
湖四海，肤色语言各异。看来世界
各地的游客都想来体验一下这个

“奇险天下第一山”。
		 坐缆车登华山有两条线路：一
条是从西峰上北峰下（西上北下），
另一条则从北峰上西峰下（北上西
下），每条线路沿途的景色各有特
色。我们选择了西上北下，坐缆车
到西峰，一路攀爬游览南峰、中峰和
东峰，最后从北峰坐缆车下山。终
于，我们移动到了队伍的前面，坐上
了去缆车的大巴。
	 我们和另外一家游客坐上了同
一辆缆车。随着缆车越升越高，一
幅幅令人惊叹的奇峰异景呈现在我
们眼前。有的山峰长满翠绿的松柏，
直插云霄；有的峭壁又光秃秃地如
同刚被神仙砍开一样。当缆车抵达
终点的时候，我们仍旧意犹未尽，沉
浸在这些令人赞叹的美景中不愿离
开。
	 一走出缆车，就有许多小贩热
情地向我们兜售各种产品，从纪念
品到各种食品，真是应有尽有。爸
爸说山上卖的这些商品都很贵，因
为需要人工把它们一点点背上山
来。我们吃了点东西，就开始攀登
西峰。关于西峰还流传着一个神话
故事：相传一个美丽的仙女嫁给了
一个地上的凡人，受到了天神的惩
罚，被压在了西峰底下。他们的儿
子长大成人后，学成武艺，用一把利
斧劈开了华山，救出了他的母亲。
我们在西峰上还看到了一把巨型的
斧头挂在那里，仿佛在述说着劈山
救母的传说。
	 东峰又被称作“朝阳峰”，是观
赏华山日出的好去处。可惜我们来
得太晚，没能看到美丽的华山日出。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东峰上的“下棋
亭”。相传汉朝的皇帝和一个道士
打赌下棋，如果道士赢了，皇帝就把
华山赠送给他。经过几番较量，最
终道士胜出，得到了华山。据说华
山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令我惊叹
的是，这个“下棋亭”位于一座独立
的山峰，与其它山峰完全隔离，只能
远远观望，而难以靠近。不知当年
道士和皇帝是怎么登上小亭下棋
的？	
	 以“华山第一天险”出名的长
空栈道位于南峰。我们来到长空栈
道时，排队等候的人已经很多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决定不走栈道
只远远地看一下。长空栈道跟它被
形容的一模一样的，太险了！一条
窄窄的木板镶嵌在半空中的悬崖边
上，脚下就是几百米的悬崖。如果
想挑战自己走一走长空栈道，你必
须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力气，因为在
栈道上你的上下都是悬崖峭壁，手
要紧紧抓牢铁索，身体紧贴峭壁缓
缓行走。真的是令人胆战心惊！		
	 在华山，另外一件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华山收垃圾的人。我们
下山的时候看见有人背着垃圾下
山。我问爸爸：“为什么这些人背垃
圾下山？”爸爸回答：“因为华山的
险峻，车开不上来，只能靠人把垃圾
背下山。”我上网查了一下，暑假每
天大约有一万多游客来游华山，如
果每个人只扔一个矿泉水瓶子，没
有人清理的话，华山将到处都是矿
泉水瓶子。这些收垃圾的人做着最
普通的事情，却给大家留下了干净
美丽的华山。

一次难忘的考试
七年级  朱道中   指导老师：李颖
	 我的考试在十月七日这天完
成。为了这个考试，我在暑假就开
始准备了。
				首先，我爸爸在网上帮我订了一
本专门用来考试的练习本，还有我
哥哥给了我一些他曾经用过的书，
来帮助我学习。我哥哥还告诉我在
考试时注意的事情，比如他说大部
分的问题都不难，最重要是把问题
读懂，然后冷静下来去回答。爸爸
按时每个星期六陪我到图书馆学习
两小时。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放心，
决定送我去暑期班。	
	 我终于在七月份上了暑期班，
一共上六个星期。暑期班里面大部
分都是中国小孩，主要学习代数和
写作文法，下课回家还要完成很多
巩固练习。每个星期有一次模拟考
试，每次考试结果出来爸爸都和我
一起检查。如果有错的题目，他会
问我为什么错？是不懂还是不小心
犯错的？如果是不小心做错的，就
受到爸爸狠狠地批评，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特别不开心。如果是不懂，
爸爸就会很有耐心地帮助我解决问
题。很快六个星期的课程就完成了，
但是周末我还继续练习直到十月份
的考试。	
	 今天终于要考试了！七点钟我
爸爸妈妈送我去考试的学校。学校
门口已经有学生在排队了。八点钟
开始考试，原来我是早到了半小时。
没几分钟后，学校就开门让我们进
去了。今天有几百个学生一块考试。
当我拿到考试卷时，我心里非常紧
张。但是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因
为我哥哥对我说过一定要冷静下来
才可以专心考试。本次考试一共有
一百四十道题，我用了三小时去完
成。当我和几个同学走出学校门口
时，我整个人的心情都放松了。因
为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考试今天终
于完成了 !
	 我注意到，在不远的地方我爸
爸已经在那边等着我回家了，太开
心了。

游黄石
六年级  徐子鑫  指导老师：夏芳
	 我们钻进车里奔向机场，新的
旅程开始了！我们今天要去的是黄
石国家公园。
	 飞机的马达声轰隆隆，一眨眼
就起飞了。飞机场在我们的脚下变
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几个小时
后我们来到了旅程的第一站，大提
顿公园。大提顿的山巍峨壮观，山
顶还有万年积雪。我们沿着小路，
来到了湖边。湖在山的脚下，很美
很静。妈妈很喜欢这个地方，拍了
很多照片。
	 穿过大提顿公园，我们到达了
黄石南门。让我们吃惊的是，南门
关了 !	“怎们可能？”	我吃惊地问。
原来，一场大火堵住了路，为了安全
公园让大家从另一个门走。
	 后面的两天，我们参观了黄石
里面各种各样的奇特景观。我们参
观了各式各样的热泉。比如里面有
五彩缤纷的大棱镜，还有湛蓝蓝的
Excelsior 热泉等等。这些热泉都冒
着热气，看上去很美，但是温度很高
呢，不能够靠近。之后，我们还参观
了“老忠实”。时间一到，巨大的热
水柱，冲上天空。这是黄石最受欢
迎的景点。
	 除了这些，黄石公园里面还有
壮观的瀑布，茂密的森林。路上还
有很多动物。我们看到了很多牦牛。
我们也看到了一头狼。
	 哇，黄石真是太好玩儿了 !

神奇的寿司
卞美琳 五年级  指导老师：刘婉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两个外星
人坐在他们神秘的飞船里，想做点
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叫麦柯的
外星人说：“我们在小鱼寿司店里做
一点手脚，给他们制造些麻烦。”	另
一个叫皮特的外星人悄悄地走进
了飞船的实验室，按照一个神秘的
药方，忙碌地做了几个五颜六色的
小胶囊。然后，他们驾驶着飞船来
到了 18 号路上有名的小鱼寿司店。
麦柯用手中的激光枪打开了店门，
飞快地跑进店里的厨房。皮特把胶
囊撒到做寿司的原料中，得意地说：

“明天，这里会成为热闹的地方。”
他俩就匆匆地离开了寿司店。
	 第二天早晨，服务员和厨师做
了一些寿司。吃了寿司的客人觉得
有一点怪味道。忽然，客人们就变
成了大脑袋的外星人。这时候，厨
师打了报警电话，很快很多警车来
了。当警察正要抓外星人的时候，
一种神秘的力量把外星人送到了皮
特和麦柯的飞船上，	一起消失在天
空中。从这以后，小鱼寿司店成为
了有名的研究外星人的地方。

狮子和老虎
四年级 陈怡桦  指导老师：沈岩君
	 从前，森林里住着狮子和老虎，
它们是好朋友。
	 有一天，它们为谁是森林之王
而争吵着。狮子说：“我是森林之
王。”老虎也说：“我才是森林之王。”	
后来，它们越吵越凶就打起来了，谁
也不让谁。老虎咬着狮子的脖子，
可是咬不下去。因为它的头发太多
了，所以老虎咬不死狮子。可是狮
子一口就咬住了老虎的脖子，老虎
就这样被咬死了，动不起来了。“哈
哈哈，我赢了”，狮子边走边说：“我
是最棒的，我才是森林之王。”
	 从此，狮子和老虎就不再是好
朋友了。

同学们展示中国书法艺术课
的学习成果

在 Camden 的水族馆和鲨鱼
亲密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