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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所在地 MARSHALL HIGH SCHOOL 希望  希望中文学校小记者班主办 

  

 

10月4日星期天下午希望中文

学校第八个新校区—泰城校区迎来了

开学的第四周, 下午三点至四点钟学

校举行了开学后的第一次全体家长会

议。新校区设在临近北维州泰森角 

(Tysons Corner) 的 马 歇 尔 高 中 

(Marshall High School)。 

开学四周以来,学校在代理校

长和筹备小组以及义工团队的协助下, 

积极紧张的进行着各项校务和教务工

作，学生和老师都有条不紊的按照预

订计划和目标顺利完成着各自的进程。

学校现有35个中文班，66个副科班，

六十多位老师，共五百多位学生。 

下午三点钟，家长们都渐渐

聚集在学校的餐厅里，围桌而坐。学

校代理副校长,卞翼主持了本次家长

会，代理校长，陈学勤在家长会上为

大家一一介绍了学校的各种服务以及

其组成成员。 学校注册小组的成员

有：Steven Xu，钟晓东，范红，曹

家宜；教材购买小组的成员有，马立

平教材购买联系人：黄琼；所有非马

立平教材，其中包括暨南大学教材，

朗朗双语教材，和中文AP教材的联系

人：David Du；学校会计： Ronda 

Lin；学校新闻媒体联络人：陆强；

学校教师助理小组和家长义工小组的

组织者：周宇妍。最后，陈学勤向家

长们介绍了新校区的四位筹备小组成

员，卞翼，张育年，郑汉振，雷晓春，

他们也是新校区第一届理事会的四位

提名理事。泰城校区的建立，是在北

维校区的基础上，为了分担北维校区

学生过多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使居

住在北维州费郡东部的学生更加便利

地就近入学。学校的筹备小组成员多

来自北维校区的义工团队，他们多年

来服务于北维校区，为了组建泰城校

泰城校区第一次家长会议 

泰城校区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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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许多人从年初就开始参与筹备和

策划了。四位被提名的理事在家长会

议上由全体家长一致表决通过，就此

新校区的第一届理事会成立了。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是家长

提问，参会家长踊跃提出了各种问题

和建议，涉及到课程安排，校务，义

工组织等各个方面，所有问题都得到

校方和相关义工详细的解答和积极回

应。希望中文学校是以全体学生家长

为成员而建立的，学校的运作也是以

家长义工为主，所有理事包括各校区

校长都不领取任何报酬。这是希望中

文学校能够长期维持低成本运营，高

效 率运作，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石。

学校鼓励义工奉献精神，学费将重点

用于师资培训，加强教学质量管理。

学校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调动全

校家长们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家长能

够自愿的参与到治理学校的服务中，

从而使希望中文学校真正的成为大家

的家, 大家的学校。 

 

 

陈红月老师可以说是希望中文学

校的第一位舞蹈教师。她在希望中文

学校教了许多年，带过了许多热爱舞

蹈的小姑娘，看着她们慢慢长大，舞

蹈跳的越来越好。陈老师的舞蹈班在

大华府地区参加过许多比赛，几乎每

次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在大华

府的舞林里边也有着不小的名气了。

再加上她风趣的教学方式，去多小朋

友们都愿意去上她的课，家长们也愿

意把他们的孩子们送进陈老师的班里。  

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会有愿意周末

出去上课外班的，更别说喜欢了。陈

老师班上的情况如何呢？我找到了五

位从小就跟着陈老师练舞的小姑娘，

其中最小的只有 6岁最大的也不过 9

岁，但每人都跟着陈老师学过了两年

的舞蹈。当我问她们“每个周末来上

中文学校幸苦不幸苦啊？”的时候，

每个小姑娘都异口同声的说道“不幸

苦。”我说“是吗？可是要上中文课

呢，还要来练舞蹈自己不会觉得累

么？”她们都叽叽喳喳的说“不会啊，

不会啊，陈老师上课可有趣了，我们

每周都期待着周日来上中文学校呢！

因为这样就能上舞蹈课啦。”她们对

舞蹈的热爱着实让我惊讶了一番，现

在的孩子们很少会有愿意周末出去上

课外班的，更别说喜欢了。这让我不

得不感叹一下陈老师作为一个老师的

魅力了。 

但是陈老师的舞蹈班也并不是一

直都有那么多学生的，希望中文学校

的舞蹈班刚成立的时候，陈老师的学

生非常少，两个舞蹈班的小朋友加起

来竟然只有九个。经过陈老师的努力，

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了中文学校的

舞蹈班，跟着陈老师跳舞、表演。到

最后的两个班加起来一共有了 30个

左右的学生。 

陈老师的初级班的小朋友们都没

有任何的舞蹈经历，年龄普遍也都比

较小。所以小朋友对陈老师说的一些

技巧和舞蹈动作的讲解都似懂非懂的。

但是陈老师带着她们一般都练一些基

本功，和难度较低的舞蹈动作用来培

养她们对舞蹈的兴趣。而高级班里都

是一些有舞蹈功底的孩子们，陈老师

带着她们都会先热热身，做一些基本

功的训练，然后会开始排练表演的队

形以及动作。我在看陈老师教课的时

候发现，在排练的过程中，孩子们都

是边唱歌边跳舞的。为此我感到十分

奇怪，这不是舞蹈班么？怎么唱起歌

来了？原来，陈老师最近在教她的学

生们跳一种新型的舞蹈形式，名叫：

舞颂。所谓舞颂，就是一边跳舞一边

颂古诗。这种舞蹈形式是中国有名的

作曲家谷建芬所推广。一首歌里面的

歌词可能是从十几首古诗里面找出来

的诗词所组成的，这种耳目一新的舞

蹈形式不仅能帮助孩子们在上舞蹈课

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还能

为身在海外的观众们带来浓浓的中国

风情。 

陈红月老师专访 
泰城校区小记者 金子萱 

指导老师 陈桂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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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星星，盼月亮，暑假过后，九月十

三号，希望中文学校又开学了！在

Marshall High School里，人们纷

纷涌向餐厅，好热闹啊！不管大人还

是小孩，全都冲上去排队报课。 

看！那儿有个小女孩拽着她妈妈

的衣裳，指着课程表，兴奋地大喊：

“我要中文课！我还要英文课！哦，

演讲课也要！还

有这个，那个……”她的妈妈赶快说：

“好好好！宝贝，我知道你想要多点

课，可是我们只能报四门课呀！太多

了赶不上呀！”小女孩兴奋的表情一

瞬间就消失了，伤心地说：“好吧，

那我就要这几个吧。” 

我妈妈也带着我去排队了，我报

了Java编程课，英文课和小记者课。

报完了，我兴奋地跑到了编程教室。

我的编程老师是王老师。我拿出电脑，

开始听课。王老师的生动极了！一瞬

间把我带进了一个编程的世界里。我

学到了许多编程的基本知识，比如什

么是main，什么是string。我在其中

享受着编程的乐趣，心里不然由衷地

感慨道：中文学校，真棒！下一节课

是英语课。我的英文老师是在Oakton 

High School 教书的，好极了！把我

原先不是很感兴趣的英文课突然变得

有趣极了。以前在家里写英文作文的

时候，使劲在那儿“憋”字，憋出一

个是一个。之后自己一读，才读到第

二句，自己就都读不下去了。被老师

辅导之后，一写，读了之后，突然感

到自己的文学水平好高。最后，是小

记者班。陆老师是专门教我摄像的。

他自己本身就是比较专业的，我

学到了关于光线，焦距，和如何

拍正在运动中的人的知识，摄像

水平又提升了。 

如果要我有一个字概括希望

中文学校，那就是棒。真的，太

棒了，我恨不得多报门课。真期

待下个星期天，因为我又能来希

望中文学校了。 

 

吃了仙药以后，嫦娥每天，每月，

每年在月亮上盼望着回地球。一个人

在高大的月宫里，能不孤独吗？只有

一个小兔子陪伴；时间就慢慢地从身

边流走。 

只有那八月十五的晚上才见到一

个地球上的人。这么多年以来，碰到

一个人多不容易啊！嫦娥太高兴，真

的兴奋极了。来，把最好的美食美酒

拿上桌! 皇帝，请坐，让我来给你唱

最美的歌，跳最漂亮的舞。 

唐明皇，别醒过来吧。至少，把

唱的歌记下来；这个乐曲就算是在月

亮最圆的一天给人们一件礼物。 

终于，唐明皇的意识恢复过来了。

嫦娥左看右看，皇帝的影子怎么不见

了呢？刚刚在，他刚刚还在！白色，

豪华，美丽的月宫不知为什么变成了

孤单，凄凉的空间。 

又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从那一年开始，嫦娥每年八月十

五都会在月宫里低头看地球，看着人

们跟家人团圆， 一起赏月，一起唱

她给的歌。遥看人们的时候，嫦娥感

觉月宫不那么空大了。每一年，八月

十五是唯一的一天嫦娥会放开笑容和

笑声。能回地球该多好啊！ 

但是，中秋节一过完， 月宫又

变成孤苦零丁的地方了。嫦娥离开月

宫的窗户，又会慢慢期待下一年的八

月十五了。 

 

 

 

 

 

嫦    娥 

北维校区学生 杨乐诗 

开学第一天 

泰城校区小记者 陈泽宇 

指导老师 袁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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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加

拿大坐了游轮，非常有趣，令人难忘。 

我们先到魁北克城，那里的

人们都说法语，很好听。那里有漂亮

的街道和商店，还有结实的城墙，用

来抵御敌人入侵，让我想起了中国的

长城。 

船离开魁北克后,在美丽的圣

劳伦斯河上开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清

早,我们到了爱德华王子岛。这个岛

是我们这次旅行最让我着迷的地方：

我终于见到了有名的红崖：深红的岩

石矗立在蓝色的大海边，被海浪拍打

着，上面覆盖着绿色的树和草，中间

有几家白色的房子。好美的地方！ 

我们从船上下来,换乘车，在

岛上行驶，很少见到其他车辆。司机 

跟我们说冬天这个岛大部分

地方红绿灯都停了，让我非常惊奇。

在路边我看到了遍地黄花的田野，就

象是一幅油画。最后我们到了露西-

蒙哥马利的故居。她是一位著名的女

作家，写了很多书，其中最有名的是

《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我读了六

遍。我喜欢书中红头发的小姑娘安妮，

她很有趣，每个人都爱听她讲故事，

而且她坚强又能干。她的好朋友叫黛

安娜，不但跟我的名字一样，而且还

有跟我一样的黑头发。 

接着游轮又把我

们带到了新斯科舍省，

一个非常大的岛。在那

里参观了贝尔博物馆，

不仅看到了世界上最早

的电话，还见到了世界

上最大的小提琴，比房

子还高。游轮带我们离

开加拿大后就停在缅因的巴港，从那

我们登上了北美东海岸最高的山--凯

迪拉克锋。从山上望下看，我们的船

就象是一条白色的鲸鱼。巨大而美丽。 

最后船到达终点波士顿，从

那里我们回到家，结束了这次既有意

义而又快乐的旅行 

Gorden Lee： 

今年的暑假我过得很快乐，

也很有意义。首先，在刚放假的时候,

我参加了社区的游泳队。经过六周的

训练和比赛，我获得了最高累积分数

奖,从而进入了蒙郡的明星队。 

游泳队结束以后。妈妈又给

我报了一个为期两个星期的夏令营。

我每天早晨去夏令营，下午在家完成

妈妈安排的暑假作业。在夏令营里,

我交了很多朋友,和他们玩的好开心。 

时间过的好快，转眼间到了

八月。这个月是我最期待的。因为爸

爸妈妈要带我和弟弟去度假。我们先

去了纽约的阿姨家，然后和家里的亲

戚共二十人一起从纽约出发，坐游轮

去巴哈马岛玩。最让我兴奋的是，我

和我的表兄妹们有八天的时间在一起

玩。这太让我高兴了。在大游轮里我

们尽情地玩耍，吃着各种各样的美食。

巴哈马岛很漂亮。蓝蓝的天空，蓝蓝

的海，白白的沙子。我们在海里尽情

的游泳和潜水。玩得好开心好快乐。

我过了一个既快乐又丰富的暑假。 

肖爱德: 

这个暑假我和家人去了阿拉

斯加度假。我们先从巴尔地摩乘飞机

到温哥华，然后乘游轮去阿拉斯加。

我们欣赏了很多美丽壮观的自然风光

和独特的当地文化，这次旅行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让我难忘的是世界最高最

长的空中滑索。它在冰冷海峡点(Icy 

Strait Point) 的最高山上。我们

先坐了四十分钟的车到达山顶，然后

才坐上滑索。当滑道的门打开的时候，

我飞速下滑，而且我在空中转圈，我

感到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山风吹在

我的脸上呼呼的响，要是没有防风眼

镜，我一定睁不开眼了。山上的风景

十分美丽，我们的游轮也在我的视野

中。但是最遗憾的是，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了，我真想再坐一次！

我的暑假 

盖城校区学生 朱丹, Gorden Lee , 肖爱德, 叶西尧 

指导老师 周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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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顶下来以后,我们又看了当地印

第安人的舞蹈，还参观了早期三文鱼

加工厂。最后还买了美味的三文鱼干

儿。 

我的这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

界，增长我的见闻。我喜欢阿拉斯加! 

叶西尧:  

今年的暑假可能是我度过的

最好的假期。夏天一开始，我参加了

我家小镇的游泳队。我很小就喜欢游

泳。今年夏天，我每天和队里许多高

中生一起训练，我感觉进步得很快。

我们每个星期都有比赛。我的成绩还

不错，经常能拿到第二名或者第三名。 

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全

家去了弗罗里达的 Key West 旅游。

我们去了海明威的故居， 看到了六

趾猫，也学了很多的历史。我们还去

了一个蝴蝶园，看到了五彩缤纷的蝴

蝶和小鸟。我一直很喜欢浮潜。这次，

我们到海边的国家公园去浮潜，我看

到了很多美丽的热带鱼。这次旅游我

最喜欢的活动是钓鱼。我们租了私人

游艇，去深海钓鱼。我把鱼竿下到很

多鱼饵旁边，用这个办法钓到了

很多条鱼。  

这个夏天我过得很愉快。

不但了解了历史知识，锻炼了身

体，还去了好几个地方玩儿，开

阔了眼界。 

中文学校 

有了图书俱乐部 

陈泽宇 

五月，天气逐渐变热了，在

室内里享受着空调，读着书，是多愉

快啊！五月三号下午五点，在希望中

文学校北维校区宽敞的大厅里的一角，

好多学生围着年轻爽朗的 Austin在

交谈。上前打听，原来我们中文学校

开办了一个图书俱乐部。 

Austin是 George 

Washington大学四年级学生，在跟

同学们探讨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她希望同学们同一时间读同一本书，

然后提出问题，与她交流，然后以书

上的内容联系到实际生活，说出自己

的想法等等，想想看，这过程是多么

开心和快乐啊。 

这个图书俱乐部的主办者叫

做徐珺，她办图书俱乐部的原因一，

就是现在有些家长根本就不明白他们

的孩子都在读什么书，而他们想了解

孩子喜欢那种书，所以徐珺希望通过

图书俱乐部的方式让家长更加了解他

们的孩子。原因二是使用图书俱乐部

的方式让不爱读书的孩子喜欢阅读，

让喜欢阅读的孩子爱上阅读。多读书

读好书，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由

于北维校区进行了学校调整，影响了

这个俱乐部的活动。但是我们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图书俱乐部活动会重新

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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