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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和家长们：

今年是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开校第五个年头。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所有师生，家长和义工对希望泰城的创校及这些年发展的大力支持。今天的希

望泰城校区有900 多名学生，70多位老师，是一所本地规模较大的中文学校

之一。我们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是和老师辛勤耕耘，同学努力学习，义工无

私奉献，和家长们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我希望在新的学年里继续得到大家的

协助和支持。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让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和在校的同学

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代理校长 朱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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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伞高张欢聚一堂 小记者： 胡嘉佳
——记希望泰城校区2019年夏日野餐 指导教师： 陆强

     又是一年夏日季，结束了一年的繁忙和
奔波，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大家在6月
16日这个星期天于Carderock Recreation 
Area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动。共有
180名教师，家长和同学们到场，在阳光下
为本次活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早晨9
点左右，大家便陆陆续续地忙碌了起来，
天气和心情一样晴朗。

     野餐活动绝不是仅仅和大家在一起的一
顿饭那么简单，在现场我们设置了各种各
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各位老师，同学和
家长们在忙碌的学业和工作中抽出时间，
和朋友们社交，畅谈和玩乐。在宽阔的草
地上，打排球和羽毛球的健将们换了一批
又一批，球拍甚至都有些供不应求。飞盘
和足球也是设置的体育活动，无论是孩童
还是大人，都不亦乐乎。除了体育活动之
外，阴凉处的桌上也摆上了围棋手们的最
爱。还有爆米花机，棉花糖机，冰沙机，
给嘴馋的人们在午饭之前图个快活。这么
多活动，到来的泰城校区家长们都赞不绝
口，表示野餐真是一年比一年更好了。庞
松涵，杨若涵两位同学都表示本次活动举
办得十分成功，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加。

     11点左右，中西式的不同午餐准时到达
现场，大家拿着提前发好的红色或白色餐
票，在志愿者面前排好一条长龙。无人插
队，无人喧哗，现场整齐有序，不愧在美
国也没有忘记华夏子孙的教导。拿好自己
的午餐后，大家便在棚内坐下，和朋友们
聊天说地。除了中西餐之外，还有两份赠
送的蛋糕和几个爽口的西瓜给大家解馋，
无人不感到心满意足。后来，他们举行了
儿童和成人的呼啦圈比赛，儿童组竞争激
烈，经过四轮的比赛，四位同学脱颖而出
，夺得了比赛胜利。成人组一位家长经过
短暂的角逐，成功击败其他家长夺得冠
军。随后校长颁发了”希望杯”国际象棋比
赛优胜者的奖金。在抽奖活动中，很多同
学、家长、义工成为幸运的获奖者，满意
地拿到了奖品。

     对此次野餐活动，陈学勤校长笑着道：
“上学的时候，我们社交，和朋友坐下来聊
天的机会并不多。这次活动创造了一个很
好的社交环境和机会，能够让大家都认识
新朋友。”当我们问起对今年总结时，校长
对今年的总体发展表示满意，称泰城校
区正在向一个好的趋势发展，尽管学校越
来越大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挑
战。“我们希望明年在今年的基础，现有的
课程上继续提高教学质量，”陈校长说，“
我们也想把中文学校向更多不同族裔开放
，不把社区局限于中国人。我们想把这个
学校变成一个真正的社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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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餐活动在中午一点钟结束，义工
们和学校领导们一同开始清理野餐活
动现场，把公园的环境清洁得干干净
净。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结束了一年的
任务，大家都为明年的发展跃跃欲试。和
朋友们要告别一整个暑假时，大家都显得
有些依依不舍，但也期待金秋时分再见。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 Corner, 简称HCS- TC)
的地址是：773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 22043, 每周日下午两点到六
点上课，报名可到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
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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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 小记者： 丁浩轩 高泓元
——记希望泰城校区2019年秋季开学 指导教师： 陆强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间，泰城校
区秋季学期于2019年9月8日正式扬帆起航
了。当日，我们泰城校区小记者们站在学
校门口，就看见许多师生已经在学校里面
了，每一个人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似
乎都很期待新学期的开始。往里走，看到
注册前台的人源源不断，家长们都洋溢着
笑容，满怀期待地为自己的孩子挑选喜欢
的课程，同时也有很多家长注册了成人
课。

     今年已经是泰城校区的第五周年了，在
过去的四年里，泰城校区的师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他们在不断地为泰城校区这
个大家庭贡献出自己的磅礴之力，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多年积极参与泰城校区注
册工作的梁正言老师很有感慨地说如今的
泰城校区已经由四年之前的400人，发展到
了目前的870人，还会陆续有更多人来报
名。泰城校区的人数不仅增加了，学校的
教学质量和课程也在增加，今年学校又新
开设了许多有意思的课程，这些成果都离
不开每一位泰城的领导、教师、家长义工
和学生义工的努力与付出。
     在泰城校区，大家仿佛像回到了中国一
样，处处伴随着熟悉又亲昵的汉语。除了
学校的领导，还有一部分人也在一直默默
地为这个集体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他们就是学校的义工体系，学生助教帮助
老师批改作业，复印课堂材料，清理教室
等；家长义工帮助学校分发书籍，布置大
厅，他们任劳任怨，分工明确！所以泰城
校区才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本学期泰城校区最热门的课程依旧是马
立平中文,除此之外,学校还开设了许多,多
元化的课程,如:数学、国际象棋、绘画、网

老年英语等。梁正言老师还提到今年最新
开的课程是双语口语练习和家长网球。双
语口语是专门为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群而
开设的,这门课特别适合愿意提高汉语对话
交流水平的同学学习。家长网球也给家长
提供了很多的乐趣,原来很多家长在学校等
孩子时会非常的无聊,而如今这门课程不仅
给家长们添加了许多乐趣还增强了家长们
的身体素质。
     今天我们小记者还采访了几位义工老师
和家长，他们一直在为希望泰城校区辛勤
付出。负责管理学生助教的岳岚老师说：
今年目前已有45位已注册的学生助教义工
，他们的工作范围也十分广泛，主要为中
文课服务，除此之外也为数学，绘画，国
际象棋，网球，排球，书法，还有老年英
语班等课程服务，大多数学生助教都是八
年级或八年级以上的同学，也有少部分的
七年级学生。

     现任代理校长朱一枫说今年泰城校区目
前的报名人数和去年差不多，课程也十分
丰富，光中文就有三种。泰城校区对老师
的标准也在逐渐提高，为的就是提高教学
质量，满足越来越多同学学习中文的要
求。学校的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本学期已
经定好的12月15日开期末文艺汇报表演，
朱校长希望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认真
准备节目，在汇演时精彩表演。负责卖书
的义工家长说今天的书销售量的非常好,
但同时他们也反应教科书重量大，搬来
搬去很累，希望家长能在网上定好，这
样他们就不用在教科书搬运上费很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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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总体上讲尽管工作很艰辛，但是义工们
仍然在不辞劳苦地工作。
     希望泰城校区如今已是非常壮大，现在
更多的学生都聚在希望泰城校区，为的就是
希望学有所成，真正为社会踏踏实实地做贡
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年是泰城校区建校
五周年,这五年学校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
学校的这些成就离不开前校长陈学勤、郑汉
振副理事长、理事许毅远、王笑海等诸多义
工的任劳任怨的工作和忘我的精神，我们相
信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泰城校区一定会
蒸蒸日上的！

希望泰城校区(Hope ChineseSchool at 
Tysons Corner，简称HCSTC)的地址
是:7731Leesburg Pike,Falls 
Church,VA22043，https://www.hopec
hineseschool.org/hc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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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泰城校区2019年 小记者： 陈泽宇

秋季家长会成功举行 指导教师： 陆强

     今年是希望中文学校建校二十六年，也
是泰城校区成立的第五年。在2019年9月
29日，泰城校区再次举办了年度家长会。
这次家长会主要介绍了学校的现状：注册
人数、教师情况、财政收入情况，以及学
校注意事项等等。学校领导们谈到了为本
学年的发展做了规划，同时请家长们积极
参与到学校的义工活动中来，并与学校积
极沟通，及时反馈教学方面出现的问题。
此次会议由离任的副理事长郑汉振主持，
新任代理校长朱一枫，理事王笑海、许毅
远，新任理事陈学勤和梁正言等发了言，
与会的听众有近百位家长，情况介绍完后
学校领导与家长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
场面积极热烈。
     陈学勤先讲了关于经费支出的问题：学
校向菲尔法克斯郡支付租场地、老师的工
资等都是很大的开销。所有的包括学校领
导在内的家长义工、部分老师和学生义工
都是无偿为学校服务，这样使得泰城校区
能够保持比较低的学费。希望中文学校是
一所由家长义工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组织，
他鼓励更多的家长和学生加入到义工的行
列里来，共建泰城校区！

     原任校长陈学勤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校
长，校区理事会选举了朱一枫女士担任代
理校长，原副理事长郑汉振因任期届满卸
任理事，会议选举了注册组义工梁正言和
陈学勤为理事会新任成员。会议对郑汉振
多年为泰城校区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泰城校区自2015年建校以来，注册人
数从300多人上升到本学期的912人，泰城
校区是希望中文学校八个校区中人数最多
的。与此同时，校方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
多。学校领导要求家长们不要在周日1点半

之前到校，因为这会影响到学校所租校舍
其它组织的活动及停车位的使用。学校领
导还希望家长们多多监督自己的孩子。这
不止给学校所在的马歇尔高中的老师们一
个不好的印象，更关系到学生的安全！比
如，当学生玩饮水池的时候，水溅到地上
，其他学生在走廊就很容易滑到、受伤。
从教学角度讲，一些学生不愿意完成中文
作业，不愿意复习中文学校所教授的内容
，学校领导要求家长们有责任督促学生下
课后在家里认真学习中文。单单依靠学校
一周几个小时的课程是不够的。

（从左至右）许毅远、陈学勤、朱一枫（代理校
长）、梁正言和王笑海

     泰城校区今年增加了课外的双语口语练
习班，宣传组将制作泰城校区五周年年
鉴。同时学校将继续加强教师培训，加强
与家长和学生们之间的沟通，强化家长义
工和学生义工的体系，推动教学工作的发
展。学校的成功是需要老师、同学和家长
们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祝愿泰城校区
在新的学年中教学与学校建设工作更上一
层楼！

希 望 中 文 学 校 泰 城 校 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Corner，简称
HCS- TC)的地址是：7731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VA22043，每周日下午两点
到六点上 课，报 名 可 到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 
h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关于更
多的校方信息，可到https://hcsmarsha
ll .wixsite.com/hcs-web-2017了解。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tc%E6%B3%B0%E5%9F%8E%E6%A0%A1%E5%8C%BA%E7%BD%91%E9%A1%B5%E6%B3%A8%E5%86%8C%E6%8A%A5%E5%90%8D%E3%80%82%E5%85%B3%E4%BA%8E%E6%9B%B4%E5%A4%9A%E7%9A%84%E6%A0%A1%E6%96%B9%E4%BF%A1%E6%81%AF%EF%BC%8C%E5%8F%AF%E5%88%B0https://hcsmarshall.wixsite.com/hcs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tc%E6%B3%B0%E5%9F%8E%E6%A0%A1%E5%8C%BA%E7%BD%91%E9%A1%B5%E6%B3%A8%E5%86%8C%E6%8A%A5%E5%90%8D%E3%80%82%E5%85%B3%E4%BA%8E%E6%9B%B4%E5%A4%9A%E7%9A%84%E6%A0%A1%E6%96%B9%E4%BF%A1%E6%81%AF%EF%BC%8C%E5%8F%AF%E5%88%B0https://hcsmarshall.wixsite.com/hcs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tc%E6%B3%B0%E5%9F%8E%E6%A0%A1%E5%8C%BA%E7%BD%91%E9%A1%B5%E6%B3%A8%E5%86%8C%E6%8A%A5%E5%90%8D%E3%80%82%E5%85%B3%E4%BA%8E%E6%9B%B4%E5%A4%9A%E7%9A%84%E6%A0%A1%E6%96%B9%E4%BF%A1%E6%81%AF%EF%BC%8C%E5%8F%AF%E5%88%B0https://hcsmarshall.wixsite.com/hcs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tc%E6%B3%B0%E5%9F%8E%E6%A0%A1%E5%8C%BA%E7%BD%91%E9%A1%B5%E6%B3%A8%E5%86%8C%E6%8A%A5%E5%90%8D%E3%80%82%E5%85%B3%E4%BA%8E%E6%9B%B4%E5%A4%9A%E7%9A%84%E6%A0%A1%E6%96%B9%E4%BF%A1%E6%81%AF%EF%BC%8C%E5%8F%AF%E5%88%B0https://hcsmarshall.wixsite.com/h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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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莹老师和马立平 小记者： 杨若涵

学前班的小朋友们 指导教师： 陆强

     “熊猫宝宝，走路摇摇。翻个跟头，让你
瞧瞧”随着稚嫩的童谣声，希望泰城校区章诗
莹老师的马立平学前班开始上课了。
    学习一门语言对于年龄只有六，七岁的儿
童来说，可能是一件很枯燥的事。而章老师
的儿歌教学法，用她自己的话说，“儿歌的出
发点是孩子，所以对孩子很有吸引力。有些
孩子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可是在朗朗上口儿
歌中，孩子们就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也正因
如此，虽然要连续上两小时的中文课·，章老
师的学生们也一点不显得无聊。
     章老师今年很年轻，来美国的时间也不
长。她从十岁开始，就接受专业的京剧教育
，一直到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赴美。三年
前，章老师正式开始从事海外中文教育工
作。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传播中国
文化，让海外的孩子们喜欢上中文，不要觉
得它是枯燥无味的。
     课堂时间差不多快过去一半了，章老师开
始教孩子们认识各种动物。她先是给一些提
示，然后让孩子们猜猜看是什么动物。“中间
有黄，圆圆的，前面有两个爪子”，“会吐泡
泡”，“老师超级喜欢吃”。
     同学们意见产生了分歧。有的说是龙虾，
有的说是螃蟹。

     “是螃蟹！”老师说，并举起了一个画着螃
蟹图案的卡片。就这样，孩子们又学会了一
个新词：螃蟹。虽然这两个字看着很复杂，
可是通过这种“猜猜看”游戏，学龄前的孩子
也可以认识十分复杂的汉字。
     教学工作的成功要归功于章老师对马立平
教材细致的研究。第一步，章老师说，是要
理解教材。这就需要仔仔细细的看马立平官
网，站在马立平的角度看这套教材。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的理解教材。
     第二步，就是让孩子们理解并喜欢中文

了。章老师教学方法的有趣之处远不止前
文提到的儿歌和游戏。得力于她的戏曲基
础，她会用“一些演绎的方式，用夸张的
表情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她会用近期
在孩子们中很流行的“Baby Shark”来教
授鲨鱼的中文，会在同学们感到劳累时让
大家站起来活动一下，摇摇头抖抖脚：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扭扭屁股，跳十
下......”

     随着清脆的下课铃声，孩子们背着书
包从教室里鱼贯而出。教授学前班的重点
是让孩子们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并且掌握
中文的基础。根据这个标准，章老师的课
堂无疑是学龄前中文教育的最佳选择。

希望泰城校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Tysons Corner，简称HCSTC)的地址
是:7731Leesburg Pike，Falls 
Church，VA22043。网 址 是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
hc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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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人工智能”的 小记者： 杨若涵

神秘面纱 指导教师： 陆强

     最近大热的电影《流浪地球》中，人工智
能Moss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角色。它在试图
阻止刘培强毁灭自身以保护地球后，被刘培
强烧毁。很多观众都不会忘记它摄像头发出
的红光，在空间站的一片黑暗中，那一点红
光近乎冷酷。
     人工智能已经是科幻作品的常客了。它们
既可能是人类的救星，也可能是人类的毁灭
者；它们有的温柔无害，有的草菅人命；有
的外表与人类无异，有的外表与人类截然不
同。人工智能这四个字，似乎充满了未来感
和神秘感。然而，人工智能真的如此神秘
吗？

     在希望泰城校区，人工智能的很重要的一
种实现方法“机器学习”成为了一门课程。在
侯永进老师的教导下，近二十位学生正在通
过学习“机器学习”课程来了解“人工智能”的
相关知识。“机器学习”最基本的做法，是使
用算法来解析数据、从中学习，然后对真实
世界中的事件做出决策和预测。与传统的为
解决特定任务、硬编码的软件程序不同，“机
器学习”是用大量的数据来“训练”，通过各种
算法从数据中学习如何完成任务。
     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的理由因人而异。
有的人希望以后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
有的人或许只是受了科幻作品的启发希望对
科学的前沿有所了解。
     在侯老师心目中，人工智能是强大的，也
是有局限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不确定
的。人工智能的强大，人们已经有所了解。
不论是在现实中下围棋击败数位世界大师，
还是在电影中所向披靡，人工智能已经与强
大画上了等号。可是人工智能的强大其实是

有局限性的。它只能应用在一些特定领域
，在其他的领域，人工智能就不那么强大
了。比如说，人除了下棋，还可以写出优
美的诗句，与其他人类交流，甚至去设计
人工智能。然而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写诗
，无法与其他人工智能交流，也没有办法
设计自身。但它拥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它会帮助人类，还是毁灭人类？这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回答。然而在这不确定的未来
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人工智能会成
为未来中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人工智能会
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现如
今，人们对于人工智能还存在一定误解，
而侯老师的学生们则对它保持了一个开放
的心态。这不仅让我想起了七八年前，人
们对于计算机的态度。与人工智能一样，
曾几何时，电子产品在中国家长心目中，
好像洪水猛兽。似乎学生们一接触计算机
或手机，就会立刻染上网瘾。但是，对计
算机有一定了解甚至系统的学习过计算机
的人们则对它抱有开放的态度。他们跟上
了时代的潮流，并在这个计算机的时代取
得了成功。对于新事物保持一个开放的心
态对于在未来取得成功尤其重要，特别
是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因此，学习人
工智能能让学生对它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不会在未来，面对无处不在的人工智
能是手足无措。

     当然，学习人工智能也会收获关于它
的知识。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以后很多职
业会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当学生对人工
智能有了解后，就会明白要避开那些职
业。学习人工智能也会对学生提供一
些学业规划上的帮助。如果对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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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兴趣的话，学生可以在大学选择一些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如果对人工智能不
感兴趣，学习人工智能也会对学生以后择业
很有帮助。

希望泰城校区建校于2015年，目前拥有
学生850余人，是希望中文学校九个校区
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校区。希望泰城校
区（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 
Corner，简称 HCSTC) 的地址是：7731 
Leesburg Pike, Falls Church, 
VA22043，每周日下 午两点到六点上课
，注册网址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 
hc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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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万圣节聚会 小记者班 刘澄澄
指导教师： 陆强

那一年的万圣节天气很好。我妈妈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做装饰。她在前院放了一个桌
子，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饼干和甜点。我们家前院放着足球、篮球和飞盘准备给小朋友们玩。房
子的门上有一个很大的海报，五颜六色。海报上面画着一个鬼，那个鬼在说：“Happy 
Halloween!”（万圣节快乐！）在门旁边，是我和妹妹两三天前刻的南瓜。南瓜里面都有一个蜡
烛。这样在晚上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刻的图案。我们把我的小狗狗栓到了旁边的小树上。小狗狗闻
来闻去，看起来很想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大约晚上六点钟的时候，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有一
些朋友打扮成公主的样子，有一些朋友则打扮成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一些朋友打扮成了鬼或
者巫婆。聚会终于开始了！

有一些朋友玩球，有一些朋友玩游戏，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家和邻居家的狗在玩。大人们
都在一起吃甜点和聊天。我的狗狗非常喜欢别人摸它和跟它玩！可是，如果它看到了穿着可怕的
服装的人靠近，就会开始退后，小狗狗害怕了！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对它很好的，还会分给小
狗狗一些吃的呢！多么热闹的聚会啊！

七、八点的时候，大家都拿着要糖的篮子，准备去要糖啦！

万圣节 小记者班 何佳森
指导教师： 陆强

万圣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大概两千多年前开始的，凯尔特人认为我们世界和灵
魂的世界在这个时候相交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庆祝。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地狱的鬼魂来到
人间，要是在这个时候把你带到地狱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在庆祝？要糖的传统是七百多年前开
始的，有一些人会在万圣节的那一天，家家户户要饭和药糖，如果给他们的话他们就不捣乱，不
给的话他们会搞恶作剧。慢慢的这个庆祝就变成了我们知道的万圣节。

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在万圣节的晚上出去要糖，好几年我都打扮成一个狗的样子。我
的那个服装更像一个外套，只不过在帽子上装了两个棕色的耳朵，肚子？，也没有拉索。

我第一次要糖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走了一遍，只有一个房子没去要。那个房子的装饰特别
恐怖。因为天黑了，那个房子又有绿灯罩在墙上，一堆僵尸从地里面往外爬，很多墓碑都被僵尸
推到了。也有骷髅在靠在另一个骷髅身体上。对于三岁的我来说，这已经受不了了。而且要糖还
得进车库要，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我一开始往前走了几步，后来又跑回我妈妈那儿了。我说我不想去要糖，但是我妈妈说我
可以做到。我又往前走，这回我走了一半，但是我看见了一个特别血淋淋的僵尸，吓得我又跑回
我妈妈那儿了，我妈妈说我那么勇敢，一定可以要到糖。终于我跑进车库，赶紧抓了几块糖，然
后又迅速地跑回到我妈妈那儿了。

自那以后，这个房子变成了我最喜欢去要糖的房子，每年都有新的装饰。有一年，这个房
子里住的男人拿着电锯假装砍我们，还有一年他带了一个像猪八戒的面具，但是这个面具毛非常
多，他看着特别吓人！

如果你胆子大、不害怕的话，万圣节是很有意思的！



华盛顿博物馆        中文学分考班 肖晶晶
   指导教师：王珊

我一次外出的经历是去华盛顿的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得名字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天
是一个十二月星期日。我的爸爸停好了车，我们一家四口 下了车，往博物馆走。当我们到达博
物馆入口时，有一个好长好长的队伍。这个队是要通过安检才能进入博物馆。20分钟以后，我
们终于进入了博物馆。哇！好大呀！

这个博物馆是分成了3层。第一层是餐厅和美术馆。第二层是海洋馆，人类馆，和钻石
馆。第三层是木乃伊馆和蝴蝶馆。我每层都仔细参观了。我最喜欢的馆是蝴蝶馆。当我们进入蝴
蝶馆时，我可以感觉蝴蝶馆的室内温度要比外面的温度高一些。我想这个温度给蝴蝶们提供最舒
服的生活环境。蝴蝶馆有40多只蝴蝶，30个中类。蝴蝶来自全世界各的热带地区。飞来飞去的
蝴蝶从很多花朵中摄取花密，花朵由水果和糖水补充。忽然一只红黑相间的蝴蝶向我飞来，停在
我的肩膀上。好像在欢迎我的到来。我好喜欢蝴蝶馆。它带我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让我收获
很多关于蝴蝶的知识。

 一转眼，快到闭馆的时间了，我们全家依依不舍离开了博物馆，这次参观博物馆然 我满
载而归 ，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盼着 能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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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 Costco 之行  中文学分考班 邹佳音
指导教师：王珊

我们全家每个星期六都去 Costco 买日用品。我很喜欢去 Costco。因为我需要的它都
有。要买水果？没问题！要买书？他们也有！可是我没想到有一次在 Costco 买东西会碰到我的
一位好朋友。

这天天气多云，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我爸爸向往常一样先把我姥姥，妈妈，妹妹和我放在
Costco 的前门，然后去寻找停车位。我们先进去走走，看看。我和妹妹立刻就跑到卖电子产品
的柜台，我们最喜欢在展示台上的 IPAD 上玩游戏。

等我爸爸进来，我们才开始找需要买的东西。妈妈和姥姥去买这周需要的食品，爸爸去买
水果和早点。我和妹妹去找零食。我刚刚蹲下来看一盒饼干，就突然听到一个人喊：“佳音！”我
站起来，然后看到我的一个好朋友，Levana。她向我跑过来，脸上一个灿烂的笑容。
“Levana！”我也笑了。每次我们在外面彼此见面，我们都会拥抱。这次也是一样。然后我和 
Levana 就一块儿说话聊天。同时我爸爸，妈妈，姥姥和妹妹也在和 Levana 的妈妈聊天。“我们
没想到会在Costco 碰到你们啊！”我妈妈说。“对啊！”Levana的妈妈笑着说。

过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我妈和 Levana 的妈妈都说我们该走了。我和 Levana 都马
上就说“为什么？再玩一会儿嘛！”但是我们最后还是都各自都跟妈妈回家了。不过我还是挺开心
的，遇到了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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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托马斯·杰斐逊 小记者班 王杰升

科技高中校园           指导教师：陆强

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Technology，简称TJ）在全美公立高中排名总是在前五名。TJ除了它的学术名声和先进设备
之外，还有着独一无二的校园环境！

TJ的标志建筑是最前面的白圆顶。每天早晨，校车开过熟悉的白圆顶，在学校的侧门停下
来，学生们进入教室后就开始了一天的紧张的学习。白圆顶是紧张的学生生活里不变的东西，它
提醒我真正在上TJ。晚上的时候，里面暖黄色的灯把圆顶的下半部照亮，像一轮光环。TJ的这座
圆顶不仅很美丽，而且是杰斐逊创作建筑风格中最有名的一部分，所以这座圆顶就成为了TJ高中
的标志。如果在不太热闹的时候，当你走到圆顶之下的休息厅，你可以听到讲话的回声。在安静
的时候，圆顶的建筑显得特别宽敞。放学后，我喜欢坐在休息厅两边玻璃前的红色和蓝色的长铁
凳上休息。这些长凳的特点是：你先拍下中间的铁片，再把手放在上面，就能摸到让人感到很舒
服的振动。从休息厅进入大门的时候稍稍停一下，抬头就能看到托马斯·杰斐逊的肖像，肖像里
面的杰斐逊总统栩栩如生，眼睛看着你，好像在热情地欢迎你来到TJ！

在一般的公立学校，学生的公共区不多，走廊里排满了学生的寄物柜。TJ学生人数稍微少
一点，学生的活动空间更大一点，TJ的布置体现了这种特点。除了礼堂、大食堂、小食堂、图书
馆前面的大厅，TJ一共有十五个公共区，每个公共区都以世界历史上对人类知识有重要贡献的人
来命名。每个公共区都不一样，有些很宽敞，有些很热闹，有些有好多桌子，带轮的椅子、平行
四边形和J形的沙发，有些则在很隐蔽的角落。诺贝尔公共区是TJ最有名的公共区，走进正门就
会马上看到它。诺贝尔公共区是TJ唯一连接两层楼的地方。这是TJ学生搞全校活动的地方，例如
卖甜点的募捐、卖年级商品、请别人约会等等。这里总是有很多人聊天。与之相反，达尔文公共
区在学校的后面，比较安静。学生们在这里吃午饭、复习功课，很少有喧闹声音。TJ多样的环境
给学生们带来了很多自由和舒适，使得学生们能更加有效地学习。

我感到非常幸运我能上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享受它美丽的校园，我特别喜欢我的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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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雷家书》有感 小记者班 杨若涵
 指导教师：陆强

杜甫有诗云：“家书抵万金”。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的数百封家书，最能体现这句诗
的精华。这数百封家书，经过无数文学工作者的精心挑选，被编成了一部《傅雷家书》。著名翻
译家傅雷先生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以及充满智慧的人生感悟，就是这家书中的 “万金”。

傅雷夫妇对儿子的关心和爱，全部凝练在了这200多篇家书中。在著名钢琴家傅聪外出留
学期间，连接父子二人的，就是一封封数百字的家书。这些漂洋过海的家书，见证了傅雷夫妇感
人至深的亲情。“我们做父母的人，为了儿女，不怕艰难，不辞劳苦，只要为你们好，能够有助
于你们的，我们总尽量的给。希望你也能多告诉我们，你的忧，你的乐，就是我们的，让我们永
远联结在一起。我们虽然年纪会老，可是不甘落后，永远也想追随在你们后面”。真情流露的文
字最能打动人心。这短短三行文字，是天下多少父母心的写照！

傅雷先生深刻的洞见，是傅雷家书的又一个宝藏。当谈到生活中的挫折时，傅雷先生说：
“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奏曲]而已。”把人生与音乐
做对比，既体现了傅雷先生优秀的音乐素养，又体现了他深刻而幽默的人生体悟。这样的例子，
在《傅雷家书》中，还有很多。“辛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
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一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这两句话，将《傅雷家书》的思想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家书》不只是一对父子间的交流，更不是家
庭琐事的汇集——这是一部来自一代艺术巨匠充满哲思的启示录。

《傅雷家书》见证了傅雷父子间深厚的感情，也向我们展示了傅雷先生的思想深度与精神
面貌供我们学习。如今，随着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如何维护两代人之间的连接，如何培育离
开家庭的孩子已然成为困扰很多留学家庭的问题。相信读《傅雷家书》可以对留学家庭帮助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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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夏令营  中文学分考班 林晨希
指导教师：王珊

今年夏天，我很高兴的去第一次参加了辩论夏令营。夏令营在美国大学，一共有十天。
第一天，老师让大家自由演讲，我非常紧张，讲得结结巴巴的，而且声音很小。但是，我

在夏令营有很大的进步。老师每一天都教我们不同的东西，比如像如何找材料，如何用简单的话
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等等。而且还教我们如何加强信心，辩论时站的位置和声音。每天我们都和
自己的队友一起在网上收集材料，一起练习。我们每天上课六个多小时，这期间，不仅自己要练
习演讲，而且我和队友也经常要和别的队的同学一起练习。

有一次，在辩论前的演讲时，突然我就不紧张了，老师也说我进步了很多。那一天以后，
每一次演讲或辩论时我都自信了许多。最后一天，夏令营有一个辩论比赛，主题是人工智能好还
是不好。我和队友认真地准备材料，比如人工智能怎么会帮助我们，又带来什么问题等等。经过
六轮比赛我们进入了半决赛，我还拿到了一个优秀辩手的奖状，我很高兴！

我很喜欢这个夏令营，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还交了很多新朋友，最重要的
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情多练习才能取得成功。希望明年有机会再来这个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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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榕学生绘画班

㤗城儿童绘画班

小班

初级绘画班



学生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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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den 八岁

张可涵 六岁

霍菲儿十岁

学生作品展



《希望校报》编辑部

《希望校报》是由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小记者们于2015初年创办的报纸，报

纸的宗旨是报道希望泰城校区的学习、生活及相关活动，探讨中文教学的方法，发

表学生习作等。欢迎希望中文学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家长们踊跃投稿！

编辑部成员：杨豆豆，庞松涵，陈泽宇
指导老师:陆强

联系方式:qianglu9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