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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校小记者班主办

对此次“希望杯”比赛泰城校区陈学

勤校长高度重视，教务长雷晓春更是一个班

一个班地逐个落实预赛选手，亲自组织选拔

赛。成绩的取得也倾注了老师、学生和家长

的辛勤努力。每位得奖选手的背后都有令人

感动的故事。下面我们把其中两位得奖选手

参赛的故事讲出来以飨读者。

胡杉承是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七年

级的学生，第一次参加“希望杯”成语故事

比赛就获得一等奖。这孩子即幽默又很有激

情，平时上课的时候，不管是朗读课文，还

是回答问题，讲起来都是绘声绘色的。当第

二届“希望杯”成语故事比赛开始报名时，

老师和家长都鼓励他参加比赛，刚开始他还

不想报名， 经过反复做工作，他终于同意

了。

为了做好参赛前的选题，老师和家长

一起给他提一些建议和想法。先后在

Youtube上找了一些Video成语故事提供他参

考，他看了都不满意。最后胡杉承选了狐假

虎威，这个故事是他在三年级时学过的课文

，所以很熟悉故事情节。参赛题目选好后，

胡杉承决定不去生背现成的成语故事，而用

自己的话亲自编写故事，第一次在家里演习

时，就是用自己的话，自然地讲出来。家长

把他的演习录下来，然后和他一起看，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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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再演练。反反复复

不知道演练了多少次。而每一次修改后的

再演练，他总能有意想不到的发挥。家长

说每次看他演练，尽管情节一样，但他都

会即兴发挥，而每次他都能讲得出神入化

。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次参赛的胡杉承

终于拿到了一等奖。得奖后，他的妈妈说

，其实决赛演讲的成语故事，跟平时在家

听的也不完全一样，现场即兴发挥了不少

，再听时仍然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阚国恩是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六年

级的学生，平时上课就善于动脑，每次的

课堂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即使老师

没有提问，他也是经常能提出问题的学生

。第二届“希望杯”成语故事比赛开始报

名，当老师让阚国恩报名参加比赛时，他

脑袋摇得象拨浪鼓，说他马上要参加钢琴

比赛，对参加成语故事比赛，说了一连串

的"no"。

当老师和他的妈妈沟通后，得知他的

比赛确实不少，而他觉得自己的中文也没

那么好。但老师并不放弃，多次鼓励他，

说“你的中文很好，应该代表学校参加比

赛"。慢慢地他有了信心和荣耀感。在通过

了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预赛后，他信心

大增，回家后给他参赛的成语故事"盲人摸

象"又加了一些内容反复练习直到自己满意

。

不料， 5月10日周二晚上，他突然发高

烧到了104度，妈妈带他去看了大夫，说是

病毒引起的，只能吃退烧药，多休息、多喝

水。到了周五晚上还是103度，而且嗓子又

开始红肿，不能大声讲话了。妈妈很担心，

问他还去参加成语比赛吗，国恩毫不犹豫地

说去，还让妈妈帮助练习了好几遍。晚上吃

过药后他告诉妈妈第二天比赛时不能吃药。

周六早上起来，妈妈摸他的额头很烫

，国恩怕吃了药，影响比赛，坚持不吃药。

看他坚定地要去参加比赛，妈妈没有阻拦并

带了药。到了比赛现场，国恩对妈妈说:"我

现在很难受，还是给我吃一粒药吧。轮到他

比赛时虽然嗓子疼痛，声音没有平时大，但

他克服困难，沉着镇定，发挥正常，最终得

到二等奖。

得奖后，国恩的妈妈第一时间告诉了

老师，大家一起分享了孩子克服困难，战胜

自己，取得佳绩的喜悦，他的妈妈还透露，

孩子说今后好好学中文，下次还去参加“希

望杯”成语故事比赛。



    近些年希望中文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特别

是北维校区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学生趋于

饱和，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创建

更好的中文学习环境，2015年，创办了希

望中文学校第八个校区---泰城校区。

        在校长陈学勤、副校长卞冀；雷晓春

教务长、郑汉振校务长以及张育年理事的

共同努力下，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教师招聘

、学生注册、课程编制、建立各项规章制

度以及租赁教学场地等工作，使泰城校区

顺利开学。回顾泰城校区一年来走过的历

程，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让老师有能力教好中文。在校长的带

领下，对应聘教师提交的资料进行层层筛

选，亲自把关。通过面试，选择业务过硬

的教师承担教学工作。特别是对中文老师

更是严格要求，根据海外中文教学的特点

，校领导亲自组织5次培训工作，让在美

国公立学校任教的中文老师针对海外学生

的特点对招聘的教师进行培训。除此之外

，学校还积极支持和鼓励教师参加总校在

马里兰大学举行的中文教学研讨会，校长

不仅亲力亲为安排车辆，还开车带着老师

前往，使绝大多数教师都能参加研讨会，

开阔了教师的眼界。通过以上工作，增强

了教师的责任感，为老师有能力教好中文

打下了基础。

    让学生有兴趣学好中文。大部分来中文

学校的孩子都是家长让来的，如何使孩子

不但愿意来中文学校，而且喜欢中文、学

好中文，是教师的首要任务。特别是马立

平中文认字、写字、阅读、写作和作业环

环相扣，为了夯实孩子学习中文的基础。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老师可谓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比如:对低年级的学生老师以

玩Bingo的形式，让孩子在游戏中完成了

认字的学习。到了马立平六年级有写作

课了，孩子们开始有些为难情绪，经过

老师的不断指导。孩子们最终觉得中文

写作并不难，还挺有意思的。学生的作

文还登上了《新世界时报》。在马立平

七年级的神游中国课程，为了避免枯燥

的讲解，老师把所有要学的课程做成幻

灯片放给学生看，使学生好像身临其境

神游了中国。

    让学生走出课堂，检验教学成果。今

年举行的第二届“希望杯”成语故事比

赛，校领导认为这是学生走出课堂，实

际锻炼的大好机会。他们高度重视，主

持协调，教务长雷晓春更是亲自落实预

赛选手并组织选拔赛，使参加决赛的选

手取得了可喜的好成绩。为鼓励学生，

泰城校区对取得一、二、三等奖项的7

位同学，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又给予了

每位获奖者与决赛时得到的同等奖金，

孩子们有了成就感，纷纷表示还去参加

下次的成语故事比赛，激发了他们学习

中文的积极性。

   2015年底，校方组织了年终汇报演出

。主持人是高年级的四位学生，他们风

趣幽默的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整台节目突出中文表演，有几百位师

生和家长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共同见证了泰城校区中文教学取得的收

获和成绩。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中文实践机会

，校领导让学生自己创办泰城校区《希望

校报》，目前已出版了五期。《希望校报

》的创办为增进校内的信息交流，起到积

极的作用，更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以致用

的平台。通过这些课外的实际活动，即锻

炼了学生，也检验了教学成果。

    让TA和家长义工成为辅助教学的得力助

手，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按照TA

的中文水平和能力分配工作。最大限度地

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严格管理，建

立TA的考勤制度。根据TA的表现，评比

年度优秀TA，颁发证书。通过这些管理

，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即帮助TA成长

，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同时杜绝了TA

松散混乱的现象。

    展望未来，陈学勤校长充满信心。目前

学校约有450名学生，不仅开设了从学前

班到10年级的中文课程。还开设了一系列

的兴趣班，比如画画、儿童声乐、网球、

武术、击剑、国际象棋、小提琴以及舞蹈

班等等，今后泰城校区还将开设11年级中

文以及《国学》、《诗经》、篮球等课程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继续做精做专

中文教学，带动其他科目全面发展，通过

我们的不懈努力，给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好

的学习环境。

做精做专中文教学

王明京



大概我六岁的时候的寒假，

妈妈问爸爸、弟弟、和我，谁要去

中国看她的父母。弟弟说他不要去

，所以爸爸必须在家照看他。只有

我自己跟妈妈去看我的外公外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也没有跟

他们打过电话。我只记得我很小的

时候，在Ireland跟他们拍过照片。

长大的时间里，不知道外公外婆的

消息，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可是，

这是我第一次去看他们，所以坐飞

机的时候我很兴奋。我想着外公外

婆有没有像普通的外公外婆，那些

给小孩子许多好小吃的人？他们是

不是两位很聪明的老人？

 我们的飞机在北京降落以后

，我和妈妈去看北京的地标。看了

以后，我们坐火车往南走，在南京

下了火车。坐火车的时候，我胡思

乱想，在想外公外婆是不是富人。

可是，车开到南京时，我看见很多

很穷的地方，没有看见很多高楼大

厦和超市，只看到路边上有些卖小

吃的和很多又小又脏的公寓。但是

，我继续想着外公外婆会住在一个

大大的房子里。我们的车转到一个

公寓里边的小路上，在一个很大的

公寓前停下来，才开始停止了我的

猜测。妈妈下车，上楼梯往上爬。

我看着她在三楼的一个大门前，轻

轻地敲着门。不一会儿，一个中年

的女人开门了，让我进去。我马上

看到外公外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外公很快的走

过来紧紧地抱着我。可是看外婆来

的时候，她看上去又老又笨，让我

觉得她是一个没有爱心的外婆，所

以特别不喜欢她。妈妈看我不舒服

的样子，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

她说：“这个小公寓是我小

时候的家，跟我的两个哥哥和父母

一起住。你的外公外婆都是学校的

老师，所以没有很多钱。他们常常

很晚才回家，不会去送我们三个孩

子上学。我们每天的早餐是在路上

的小店里买来的，每天的作业都是

哥哥们帮忙。我长大以后，得到了

一个去美国学习的奖学金。可是外

公外婆的钱还是不够，他们就把他

们的商店卖了，让我去美国好好学

习。我去美国的时候，只有两个大

包，到现在还是在不停的工作。”

我问妈妈：“那么外婆是什么样子

的呢？”

妈妈回答道：“你的外婆以

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她的压

力一直很大，外公的心脏有问题，

要去医院做手术，外婆就变得很着

急，脑袋出现了毛病，也需要手术

。可是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小

心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让外

婆变成了这样。她左边的手脚和眼

睛都不可以动了，所以不能跑步和

运动。她也丧失了思考和认识人的

能力。但是，你可不可以给她一点

爱？她是你的外婆啊。”

我们一出那房间的门，外婆

就过来亲我的脸。我马上把她衣服

上的口水擦掉，陪她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我想着：“我怎么才会爱上

他们？他们不会跟我跑步，说话，

做作业，他们会做什么吗？真是太

糟糕了。”

我们跟弟弟和爸爸回中国好

几次，看见外公外婆好几次，我觉

得我还是咩有爱他们很多。可是，

有一天，妈妈把他们带到美国来，

我从一开始不喜欢他们，开始变得

越来越爱他们。他们就住在离我们

家不远的地方。我跟着妈妈，弟弟

每个礼拜去看望他们，我已经全心

全意的爱上他们了。

练颖川 指导老师：王珊

我的外公外婆



2016年6月19日，风和日丽。

近400名老师、学生和家长来到了景

色宜人的Burke Lake Park，参加了希

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第一次举办的

picnic。

   这一天，校务长郑汉振上午

10点就来到了Burke Lake Park，进行

准备工作，忙的是不亦乐乎。临近

中午，泰城校区毕业于中央音乐学

院教小提琴的周维萍老师，和他的

学生演奏的一曲美妙动听的音乐拉

开了picnic序幕。接下来曾在华盛顿

国家歌剧院工作过和著名歌唱家多

明戈同台演出的声乐老师张晨临，

带领他的学生演唱了歌曲。表演魔

方的学生年仅6、7岁，一个打乱的

魔方，在他手中眨眼间就变成了完

整的魔方，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之后的体育项目更是热闹非

凡，特别是参加拔河比赛的学生个

个摩拳擦掌，一争高下。为两支队

伍加油的热情观众呐喊声一浪高过

一浪，气氛热烈。沙滩排球、羽毛

球比赛也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而喜

欢安静的人选择在湖边散步和垂钓

    此次活动还隆重表彰了在第

二届“希望杯”成语故事比赛中获

奖的7位学生，泰城校区又给予了

每位获奖者与决赛时得到的同等奖

金激发了孩子们学好中文的积极性

  picnic得到了老师和家长义工

的大力支持。朱一枫、徐子健和章

英军在停车场附近发放停车场地图

，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尽快找到

停车位提供了方便；钟晓东、Steven 

Xu和林颖负责烧烤，为大家烤出美

味的食物； Allan 郑制作的棉花糖吸

引了许多孩子排起了长队~~，泰

城校区准备了丰富的中式和西式饭

菜，水果，矿泉水，还有人见人爱

的奶茶。孙竹青不辞辛苦连夜制作

了255个卤蛋奉献给大家，还有负责

运送盒饭的王志云、王莉夫妇和张

艳。最后的抽奖活动，把picnic推向

了高潮，陆强为抽奖活动捐了两张

amazon卡。整个活动丰富多彩，轻松

活泼。大家欢聚一堂，玩的开心，吃

的满意，相互交流、其乐融融，体现

了泰城校区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动持续到下午四点多钟，参

加Picnic的人员意犹未尽，他们高兴

地说，虽然泰城校区才成立一年，但

是通过严谨的规章制度，科学的教学

实践，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我们

感受到了团结务实的领导集体，认真

负责的教师队伍，热心爱校的家长义

工，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一定会越

办越好！

王明京

团结向上、精彩纷呈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猴子。猴

子不仅很聪明，可爱，而且很能干

。我觉得猴子很像我。

      世界上有两百六十四种猴

子。它们住在从林里。猴子可以吃

各种各样的东西，像水果，蔬菜，

和肉。科学家认为人是从猴子进化

而来，所以猴子跟人很像。

      猴子很有趣。它们身上毛

茸茸的，有两只黑闪闪的眼睛，和

一对圆圆的耳朵。大多数猴子吃肉

，蔬菜，和水果，可是有的猴子却

吃土。有的猴子，无聊 的时候喜

欢抓别的动物的尾巴。它们可以很

快地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

      猴子很聪明也很能干。如

果你给猴子葵花籽，它们可以剥开

来吃。猴子也能用叫声和手信号跟

其他的猴子＂讲话＂。猴子学怎么

找食物，认识家人，和使用工具。

它们会把信息传给下一代。有的训

练过的猴子也可以做数学。猴子也

很好奇，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新东

西。

      我和猴子一样，喜欢跳来

跳去，喜欢吃东西，还喜欢尝试新

东西。我们都很能干，聪明。我最

喜欢的动物是猴子。

尹睿心    指导老师：王明京

 猴子



我小学五年级参加了童子军。

童子军帮助我锻炼自己的意志，学

习生存本领，和道德训练。在我的

部队里，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我

们一起会组成一个小队。我们会定

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经常会

收集食物送给需要的人，跟别的队

竞争夺旗，和野营或徒步旅行。

在六年级初秋，我们队的领导

安排在Great Falls国家公园徒步旅行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想去看瀑布和

悬崖。我们计划徒步走五个英里，

完了就野餐。还没到徒步旅行的那

天，我们都迫不及待了。因为我早

就准备好了，很激动要看风景。我

最期待的是要在河旁边野餐。

终于到徒步旅行那天，天气不

冷不热，蓝天白云。我们早上出发

，先看河的瀑布。我们看到很多皮

艇喷射过瀑布。但我们没有勇气划

皮艇。看完瀑布以后，我们开始徒

步旅行进入树林里。树林里的坡很

陡，走不久我就很累了。但是，我

们看了很多独特的树和秋天的第一

色彩。到一个悬崖边我们看到一队

人在河的另一边徒步旅行。我想他

们和我们一样，看了瀑布以后去探

索树林里。

在森林深处，我们徒步旅行组

迷路了。我们不在走到河边而朝反

的方向走。我们沿着一个道路走了

很久，还没有回到正确的道路。我

和我的朋友们都想朝不同的方向走

，开始担心我们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了。我的一个朋友听到河的声音，

我们很开心了。因为沿河走就会回

到城市和马路，我们安心地沿这河

边跑。不久，我们穿过马路到了公

园的入口，就狼吞虎咽地吃起美味

的野餐。

我从这个徒步旅行学到好的教

训。在匆忙的时侯，不要惊慌。跟

别人合作，需要听别人的建议。也

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悲观。这个徒

步旅行给我成就感，是一个难忘的

活动。

王杰升     指导老师：王珊

童子军徒步旅行



《希望校报》是由希望中文学校的小记者们于2015年创办的报纸，报纸的宗
旨是报道希望中文学校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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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报编辑部：金子萱 陈泽宇 孙一瑄
指导老师： 陆强 袁俊杰 陈桂琴 
联系方式： qianglu99@gmail.com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