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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校小记者班主办

在学期快结束时，我倍感荣幸能得到

一个采访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校

长陈学勤先生的机会。 

在成为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

校长之前，陈学勤先生一直在希望中

文学校做义工。从之前的北维校区到

现在的泰城校区，陈学勤先生在希望

中文学校的年头也有十几年了。他为

希望中文学校这个大家庭所做出的贡

献可谓是不计其数

这些年来，希望中文学校一直茁

壮成长，北维校区的学生人数不断增

长，希望中文学校便有了进一步拓展

Hope Chinese School
泰城校区校长陈学勤先生专访

撰稿人： 金子萱

新校区的动力了。2015年，希望中文

学校北维校区一分为二，在Marshall HS

再创办一个新的校区，取名为泰城校

区。

在学校的领导和义工的努力下，

新校区在短短的一个暑假里筹办妥当

，泰城校区新学年开始正式招生上课

了。陈学勤先生对于希望中文学校的

贡献有目共睹，家长们纷纷投票选举

陈学勤先生为泰城校区校长。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课程编

制完善，从中文学前班到10年级的中

文课一应俱全。在以帮助孩子们学习

中文为主的前提下，泰城校区还开设

了一系列的兴趣班，比如画画、儿童

声乐、网球、武术、击剑、小提琴以

及舞蹈班。陈校长希望我们的中文学

校能够全方位发展，能给孩子们提供

各种开拓兴趣爱好的选择为了提供更

好的教育，泰城校区欢迎所有家长或

者孩子们提供的开班建议。在这新的

一学期里，泰城校区又开设围棋、篮

球等全新的课程，满足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的需求。

 建设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需

要家长们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作为

希望中文学校的资深义工，陈校长邀

请家长们和同学们能在时间的允许下

，来学校当义工，或者开设课程，为

学校做出更多的贡献。

此外，家长们，同学们的举手之

劳，也可以给中文学校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比如

家长们可以在送孩子进教室以后到食

堂里等待孩子们下课，而不是坐在孩

子们的教室外面，或是在走廊散步。

这样不仅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

安静、安心的学习环境。同学们，下

课期间不在老师的桌子左右翻动，不

在走廊里打打闹闹，不在课室吃吃喝

喝，就能够给中文学校泰城校区树立

一个良好的形象。希望中文学校泰城

校区是我们的共同家园，需要大家共

同的爱护和关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三号，一个

多么阳光灿烂的一天！而在Marshall HS

里，几百位家长正坐在戏剧院里。因

为中文学校的期末表演马上就开始了

。这不只是一场普通的表演，也是中

文学校里学生的收获与成绩。

 第一个节目，兰花朵朵开始了，

匍匐在地上的小姑娘们立了起来，扇

动着手中的红扇子，跳起了舞来。手

一挥，扇一抖，如同一朵朵兰花一般

绽放在中文学校的舞台上。二胡独奏

：赛马，可谓激动人心。开始了，只

见那灵活的手指在二胡弦上面跳跃着

，悠扬的二胡声直达大家的耳膜。一

会儿，二胡声更急促了，如暴风雨一

般打击着我，让我有一种在赛马上耳

后生风的感受。独唱：大中国也很好

，小女孩儿清晰的吐字，简单的几个

动作，“中国，祝福你你永远会在我

心里。”，感动了全场，心里生起了

对祖国浓浓的思念。小苹果的舞蹈非

常常见，可是这一次，确是由八年级

与十年级学生组成的，女生们在前面

跳着，后面的三个男生则显得非常羞

怯。可跳到了一半，女生走了，三个

男生便成了我们的主角。颠颠的跳着

随意的舞，中间还插入了几个雷人的

动作，包括非常流行的Whip &  Nae nae,

使得观众哄堂大笑。电子琴也带着不

一般的魅力，三年级的孩子可真厉害

，只见那双手在就琴键上如水一般地

流动过去，于是，一串串音符便如行

云一样，格外流畅，清晰。傣族舞是

由家长们组成的，女人们叉着腰，扶

着脖，旋转着，配上傣族的衣服，充

满民族风味的舞蹈，无疑让大家打开

了眼界。小卓玛的舞蹈也非常引人注

目。华丽的民族衣裳，长袖一起，再

一扭腰，边旋转起来，像要飞起来似

得，转了足足有十圈，才停下来，都

不会晕。手语歌：感恩的心也非常出

色，无法用嘴形容的感恩的爱，此时

却被手语述说出来了，简单的动作，

优美的音乐，观众的心里立刻百感交

集。之后，是中华传统乐器，古筝的

演奏。舞动的拨弦的手指，配上中华

的打击乐，一首好听欢快的剪羊毛便

弹出来了。之后，人们还把二胡曲赛

马放到古筝上来了，但不缺二胡的激

动人心。最后，外国风味的Zumba舞蹈

来了。欢快的外国音乐放起来，家长

们甩甩手，扭扭臀，欢快随意却又美

丽的外国舞蹈便呈现在了观众眼前。

 一个愉悦的下午结束了，心里真

有些不舍。

希望中文学校泰成校区秋季学期期末汇报演出

撰稿人 ： 陈 泽宇



中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潮流的冲刷之下，改朝换代过无数

次，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特别的文化

精粹，但孝道却至始至终在中国的

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

这充斥着变化和进步的社会中，长

辈与孩子们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大，

孩子们普遍都不能和父母进行很好

的交流，导致双方关系冷淡，而孝

道也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遗。而

我在这个飞速转变的时代里，和我

的妈妈越走越远了。可是常常令我

感到惊奇的是，比我晚出生八年的

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的妹妹啊，就是一个乖巧

懂事的好孩子。每天吃晚饭时，妈

妈总会问：“宝贝，今天开心吗？

”我的妹妹会立刻迫不及待的分享

任何她认为妈妈会感兴趣的事，比

如：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两只小松

鼠，又或者是今天我在学校里画了

一幅画。各种芝麻大一点儿的小事

儿都会被她拿来讲半天。最可贵的

是，她讲了半天自己身上发生的事

情后，还会反问妈妈她的一天过得

如何。妈妈经常被妹妹天真的笑容

和那些略显幼稚的小故事给逗笑，

并面带微笑的告诉她：“妈妈今天

在家里过得很好哦。”而我总是在

一旁淡淡的听着，没有回答妈妈问

题的欲望，也并不认为妈妈会对我

认为有趣的事情感兴趣。 

我记得三年前妈妈生了一场

大病，那时候妹妹还只有五岁多一

点，并帮不上什么忙，端水、喂药

、做饭都是我做的。但是她却一直

坐在妈妈的床边有时候会自己编故

事讲给妈妈听，有时候还因为无聊

哼唱一首她在幼儿园里学来的儿歌

，有时候会问妈妈感觉怎么样，小

眉头小脸都会因为担心而皱成一团

，还时候她还会在母亲睡着的时候

自说自话。我好奇地问她：“妈妈

都睡着了哎，你还在说什么呢？”

妹妹说道：“我在跟妈妈说话呢，

这样妈妈就不会做噩梦了！” 

后来我和妈妈聊天的时候都

提到了这些小事，妹妹的行为让我

和妈妈都很感动，感叹她那么小就

知道关爱、孝敬母亲了。在我们那

次的谈话结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

，我和妈妈之间的冷淡关系并不是

这个时代的所作所为，而是我自己

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和妈妈不在同一

个时代里，所以一直没有想着要改

变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妹妹做的

那些小事并不难，我也完全可以做

到， 所以说为什么我不能去做呢

？为什么我不能去改变我和妈妈的

关系呢？

孝
撰稿人 ： 金子萱



 古语道：百善孝为
先。一个孝字，乃中华民
族第一美德。可是，我们
做到了吗？
 我听说过一个卧冰
求鲤故事。有个叫王祥的
人，因为他的继母在寒冰
时节生病而想吃鲤鱼，王
祥便赤身卧在冰上使冰融
化。当冰崩裂之时，跃出
两条鲤鱼，于是王祥回家
把鲤鱼煮给继母吃。看完
这个故事之后，再重新反
思一下自己，自己都对父
母做了什么？我们让他们
失望，还是骄傲了？我们
在其他事物花了多少心思
，在自己的父母身上花了
多少？每次当我坐在地铁
上时，我总是会看到几个
老人孤零零的坐那儿。他
们的儿女呢？
 我们的父母把我们
带到这世界，寄予了我们
生命。我想说的，正如毕
淑敏写得《孝心无价》里

面的内容：赶紧为你父母
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
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
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
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
。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
，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硬
币，但孝的天枰上，它们
等值。
 人生如同搭车，父
母把我们带上来，可是他
们总会下站的，父母的生
养之恩，终生不忘，父母
的哺育之情，永世难报。
所以请在他们下站之前，
对他们说一声我爱你，并
好好地孝敬他们。

孝

撰
稿
人
：
陈

泽
宇



 2015年12月13日下午，北
美难得的暖冬，希望中文学校泰
城校区的第一个期末晚会拉开了
帷幕。有七百多座位的马歇尔高
中（Marshall High School)的礼堂
座无虚席。中文学校的学生们、
家长们和学校的教职员工们翘首
盼望泰城校区首个期末汇报演出
的开始。

 陈学勤校长在开幕词中
总结了泰城校区首个学期的工作
，感谢了为新校区开校而忙碌的
理事们、义工们和老师们。他感
慨到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泰城
校区是不会这么快开学的！泰城
校区的第一个学期的工作是不会
这么顺利的！陈校长表扬了每个
在中文学校认真学习的孩子们。 
希望中文学校总校的理事长胡国
荣的演讲谈到了校区创建的初衷
，谈到了为了创立这所学校，总
校及各个分校给予了大力支持。
他心情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地阐
述了学习中文及中华文化的重要
性。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兼副总
领事李民先生也特意到场祝贺，
他在致辞中充分地肯定了近二十
年海外中文教育的成就，他鼓励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秋季期末首次汇报演出

撰稿人： 陆强 金子萱

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们继续
努力，把希望中文学校办得更
好，让华人子女受到更好的中
文教育和得到更好的中华文化
的熏陶。

陈学勤校长宣布汇演正式开始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
掌声不但是为了感谢为汇报演
出而进行了认真准备的学生们
和老师们，也是感谢这四个多
月来理事们、义工们、教师们
和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使我们
一个崭新的学校顺利走上了正
常运行轨道。多少的汗水和劳
动现在都化为了经久不息的掌
声了！

第一个节目是由梁红老师指导
的舞蹈大班表演的“兰花朵朵”，
八个小姑娘们穿着闪亮的“中国
红”的裙子，在欢快的乐曲中舞
着红彤彤的扇子，跳着精心编
排的舞蹈，面带笑容地用她们
的舞姿为晚会开场，欢快的气
氛洋溢着整个儿礼堂。

张晨临老师指导的合唱班以甜
美的童声在钢琴的伴奏下演唱
了“Frosty the Snowman”和“踏雪
寻梅”。身着红色服装的二十多
个小朋友的歌声回响在礼堂里
，为观众们带来了浓浓的节日
氛围。岳岚和徐珺老师中华字
经班的小朋友表演了他们学习“
有礼貌”的成果，小朋友们举着
字卡，背诵着“爸爸的妈妈叫祖
母，爸爸的爸爸叫祖父”等句子
，把家里的亲人的称呼都叫个
遍。Liann Moreschi小朋友的独
唱“大中国”震撼了台下不少观众
， 漂亮的童声配着感人的歌词
回荡在礼堂里，唤起了观众们
对中华文化的自豪与仰慕。武
术班的孩子们，在指导老师李
英的带领下，做着整齐划一的
动作，挥拳、蹬腿、下劈，一
脸严肃地为观众们展示着少儿
功夫，他们的表演博得了满堂
喝彩。八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

们跳的是红遍全球、最受大家
欢迎的广场舞“小苹果”。整齐中
带着变化的动作，严肃中带着
搞怪的表情引起了观众们一波
又一波的欢笑声。在表演到一
半的时候，十几位女生都下了
台邀请观众们加入他们的表演
，只留下三位男生跳“小苹果”，
观众们随着“小苹果”的节奏鼓掌
，掌声与笑声为我们整台节目
带来了高潮。成人舞蹈班的孔
雀舞可谓是令人耳目一新啊！
家长们穿着闪亮的黄色傣族舞
服，在悠扬的音乐里开始翩翩
起舞。柔美的舞姿，伴随着清
亮的乐曲，带着观众来到了孔
雀开屏的世界里，舞蹈者们把
五彩缤纷、绚丽耀人地场面栩
栩如生地表现在观众眼前。

二十三个节目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好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高潮迭起，为观众们带来了欢
快的节日气氛。十年级中文的
学生们主持了此次演出，他们
在结束时恭祝老师们、同学们
、家长们、义工们节日快乐、
希望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感谢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
特别要感谢所有为此次演出方
方面面所作出巨大努力的理事
们、 义工们、老师们和家长们
！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
的演出是不可能有这么成功的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希望中文
学校总校及其他兄弟校区半年
来对泰城校区的支持！感谢我
们学校所在的马歇尔高中对泰
城校区的支持！



 今天是万圣节，学校
咖啡厅恐怖极了。
  在买午餐的地方，
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假人，他
低着头，光秃秃的脑袋上带
着一顶帽子，手上还拿着盘
子，盘子上面放着一根绿色
手指，好像这是他的午餐一
样。但是，这根手指的骨头
都露出来了。哇，好恐怖啊
～
     旁边的柜子里伸出一条细
长的腿，腿上面满是疤痕，
还沾满了恶心的血。太恶心
了～
  门上钉着一个稻草人
，他穿着破旧 的衣服，上面
缝满了补丁。稻草人的头是
南瓜做的，眼睛露出红色的
光，真是阴森恐怖呀。稻草
人的手上只有白森森的骨头
。你想跟他握个手吗？
  在拿叉子的地方，有
一条满口尖牙的毒蛇在后面
看着，好像那是他的地盘一

样。如果你去拿叉子，它就
会低下头来咬你，就像你是
入侵者一样。你想被它咬到
吗？
 在出口处，有两个穿
着黑色的斗篷的骷髅，一个
小骷髅在荡秋千，还有一个
大骷髅拿着一个已经熄灭的
油灯。旁边的桌子上放了一
只溅满鲜血的手， 另一个桌

万圣节的超级无敌恐怖咖啡厅

撰稿人： 张乐天

子上还有一个双头的婴儿。呃
，最好不要被他们看见！
  真是太毛骨悚然啦！
有些同学觉得太恐怖了，所以
一直埋头吃饭；有些同学甚至
连饭都吃不下；但更多的同学
却只顾激动地谈论各种咖啡厅
里的冒险。你会怎么样呢？万
圣节快乐！



今年7月。我从中国来到美国
，现在已经上了几个月的学
了，我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教
育有很大的不同。
先从幼儿园说起，我四岁那
年来美国上过两个月的幼儿
园。这里的幼儿园老师非常
和蔼，在小孩犯错时大多采
用口头教育方式，不会很严
厉，教育效果却很好。国内
的幼儿园老师则大多采用吓
唬人的方式，有时还会罚站
。我在幼儿园因为睡午觉不
听话，老师吓唬我说，要把
我从3楼扔下去！当时我哭着
喊着让老师别把我扔下去，
于是老师罚我站在了墙角。
国内幼儿园还比较重视早教
，中班就开始教10以内的加
减法，大班连9x9乘法表都教
了。在美国的中班我还跟那
儿傻玩沙子呢。
到了小学阶段中国和美国就
出现了极大的不同。中国老
师特别严厉，甚至有一点尖

酸刻薄。一年级让我抄生字
，少了一个撇就把纸撕了，
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虽
然我写的字是人,开个玩笑。
再讲讲犯错的事。在一二年
级时我被骂了很多回，罚了
很多回站，只有一次因为站
队站歪了被老师“光荣”地罚
叫到主席台上罚站，我站在
主席台上，不用做早操俯视
着下面的同学有种高高在上
的感觉。不过我一从主席台
上下来，就“英勇就义”了。
三五年级阶段，我开始变得
特别淘，像以上“英勇就义”
的事变得特别多。我成了老
师眼里的“红色通缉犯”，只
要有人干什么坏事老师首先
想到的就是我。那时候作业
变得巨多，体育课从每周五
节变成了三节，音乐课，美
术课也浓缩到了一周两节。
虽然变成这样，我们同学的
关系却特别好，一起做作业
，去别人家吃晚饭都是常事

。当然，师生关系也有好的
时候，比如有的老师很和蔼
，经常跟我们一起玩，美术
老师就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
。
美国的学校虽然注重身心健
康但不注重灌输知识，数学
比较简单，只是鼓励学生自
主学习，上网查资料，自己
做PPT。 我刚来到美国的中
学，到现在还 不太会说英文
，因为我看不太懂英文，所
以我最头疼的就是考试，虽
然老师知道我考不好，但还
是会对我说DO  YOU  BEST
。这里的同学也很热情，但
大多都是手机控，一天到晚
兜里面揣个手机，闲得没事
就拿出来玩玩游戏，刷刷
FACE BOOK 。我的一个朋
友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玩手机
，手机被老师没收了一节课
，他很生气说这个老师怎么
可以这样，我告诉他，这要
是在中国，你再看见你的手
机就会是这学期毕业的时候
了。因为这边的老师很和蔼 
，一个同学上课被罚出了教
室，那个同学就说这个老师
太差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古
代来的人啥也没见过，在中
国如果你还能“完整”的回到
家就算万幸了。
虽然中国美国教育有很大的
差别，但他们各有各的长处
，也各有各的弊端，如果能
够互相取长补短就会更好了
。

中美教育的差别
撰稿人： 武可安 （希望盖城  ） 
指导老师，吴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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