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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城中文学校老年班春节联欢活动

 2017年1月22日下午在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
D207教室座无虚席，30多位老人欢聚一堂共庆2017新
春佳节。
 教室门上挂着红黄绿三色气球，欢迎各位老人
光临。室内正前方贴着春联—喜鹊登枝迎新春，金鸡
起舞报福音，横批是吉星高照。对联对仗工整，简洁
精巧，喜鹊和金鸡是多么吉祥如意，登枝起舞是那么
生动有趣。
            （全文阅读请翻至A1)

邓淼老师专访
作者：金子萱

 郑淼老师任教于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是双
语班和学前班的老师。咱们这位老师跟中文学校的很
多其他的老师可太不一样呢！
                (全文阅读请翻至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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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2日下午在希望中

文学校泰城校区，D207教室座无虚

席，30多位老人欢聚一堂共庆2017

新春佳节。

教室门上挂着红黄绿三色气球

欢迎各位老人光临。室内正前方贴

着春联—喜鹊登枝迎新春，金鸡起

舞报福音，横批是吉星高照。对联

对仗工整，简洁精巧，喜鹊和金鸡

是多么吉祥如意。横批下面是金光

灿灿的福字剪纸，彩色的气球悬挂

在天花板上六串色带光彩夺目，使

人感到眼前一亮。

银光龚留英会长来表示祝贺，

送上了贺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她简洁而风趣的介绍了银光有

“3，4，5”。三个老年公寓，四个

中文学校，五个老人活动中心，使

大家过“耳”不忘。最后还来了个

越剧清唱“我家有个小九妹”，甜

而带嗲，大家拍手称好。

中文学校雷晓春主任也来祝贺

，送上红包。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感

谢中文学校，是他们给我们提供学

习和欢聚的机会﹑条件和场地所，

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和爱。

汪基铭在春节联欢活动开始，

对十位优秀义工进行了表彰，他们

分别是梅静华李国俊﹑李源﹑丁湘

萍﹑祁丕青﹑何有文﹑胡敏﹑朱菊

芳﹑朱恒兰和金子萱(我们的英文老

师，一位可爱的高中女生)。感谢他

们在2016年为泰城校区银光分会勤

恳服务，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义工

为银光协会的活动做出贡献。

接着表演开始，满头银丝的黄

永祥用他的高亢的男中音独唱了“

云南民歌”，禹凤英用她的清亮的

嗓音先唱了首“弯弯的月亮”，接

着唱了“告别军营”。这时有丽莎

女士伴舞，那个身段那个舞姿简直

可以和中央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比美

。陈更深情的唱了一曲“前门情思

大碗茶” ，那是李谷一1990年春晚

的成名曲。时光似乎在倒流，让我

们回到了60年代的老北京。记忆重

上心头，让我们忆起了曾经的青春

年少。我们微笑着面对过去的日子

，那时的我们都很美，都很帅。

穿着绿衣舞动着小红伞的吴敏

和梅静华给我们表演了优美的舞蹈

。她们踏着轻快的步伐，那绿色的

裙子在飞舞，宛如仙女来到了人间

。张乃莉独辟蹊径拿出了珍藏的美

国刚出版的鸡年的记念币，让二个

本命年的老人用石头剪刀布来决一

胜负，引来阵阵的笑声。

有奖游艺活动开始: 先是三人

一组，看动作猜谜语。其中二人看

到谜语后做动作，另一人背对着字

幕面对着他们负责猜（含有鸡字）

成语谜语，像鸡飞蛋打﹑杀鸡儆猴

等等。这要求二个人根据成语的意

思将动作做得逼真，第三个人才能

猜准谜语，整个过程妙趣横生。第

二个游戏是三人一组，小木板上放

球，从一头走到一头，谁快谁得奖

。第三个游戏是筷子夹花生米传递

比赛。分成二队，每队三人，要求

用筷子将花生米从一人传递到另一

人，最后一人将花生米夹进可乐瓶

中，在二分钟内可乐瓶中花生米多

的一组为优胜。第四个游戏是一个

小纸箱张着口，谁能将大球踢进去

谁可以得奖。有的球踢到边上，有

的球升上了天空，有的踢进了弹了

出来，也有的飞起一脚，球应声进

箱，大家哈哈大笑，开心得不亦乐

乎。一次次的踢，乐此不疲，人人

都变年轻了。不知不觉中时光悄悄

的溜走，整个活动欢快又热烈。

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中文学

校，感谢银光老年协会，感谢辛苦

准备这次活动的的朋友们。让我们

在新的一年喜鹊常常报喜讯，金鸡

时时传佳音。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老年班春节联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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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淼老师任教于希望中文学校

泰城校区，是双语班和学前班的老

师。咱们这位老师跟中文学校的很

多其他的老师可太不一样呢！中文

学校的大部分语文老师都是在中国

长大、学习和工作过若干年后才来

到美国，而郑老师刚刚大学毕业，

年轻的她其实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搬到美国来了，她流利的中文都

来自于在中文学校多年的学习。虽

然郑老师自小在美国长大，但她怀

抱着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不

曾消减。她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的发

展，她的中文水平一直在提高。也

正是因为这份执着与兴趣，郑老师

的中文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在中国长

大的孩子，而且她的英文说得也非

常流利。教中文学校双语班对郑老

师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可

以用英语与小朋友们进行完美的沟

通，而她的标准的中文则对小朋友

学习道地的普通话有着良好的示范

作用。

 郑老师从二年级来美国

后就一直在希望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课程，直到高中快毕业时才离开。

但是在机缘巧合下，以教师的身份

再次回到了希望中文学校，并接手

了双语班和学前班。由于郑老师自

小在美国长大，她深知在美国出生

的小朋友由于缺乏中文的学习环境

，学习中文有多难。很多孩子们在

家中只用英文与父母交流，他们对

学习中文的必要性有很大的疑惑。

郑老师自己有小十二岁的妹妹要照

顾，所以对儿童心里有所了解，她

感到提高学生的兴趣是学好中文的

关键之所在。所以她精确的分配上

课时间。经常在枯燥的朗诵课文时

间和有趣的中文小游戏时间切换，

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小游戏包括了中

文文字bingo和quizlet网站上的卡片

接龙。这样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孩子

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也很好地向

孩子们展现了中文的乐趣。在郑老

师的课上经常能听见孩子欢快的笑

声，和踊跃举手回答问题的身影。

 郑老师通过自己点点滴滴

的努力，使得她班上的中文学习气

氛越加浓厚，她的教学得到了学生

的喜爱、家长的认可、学校的重视

。在采访结束后，郑老师又匆匆忙

忙的回到了她的班上讲课了。在临

走时我还听到了一个小姑娘用自信

的声音大声回答问题的声音呢！

 中华文化就是这样通过我

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在海外传承着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郑淼老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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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 金子萱                    指导教师 陆强



2017年2月5日，在陈学勤校长

的主持下，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

的家长会正式拉开了序幕。首先，

陈校长向参加会议的家长们汇报了

泰城校区的运转情况。从2015年秋

季泰城校区正式建校起，泰城校区

在校学生数量由400余人增加到2017

年春季学期的近600人，学校注册人

数以良好的趋势增长着；与此同时

，校区的经济状况也处于良好状况

，学校运营正常。

学校成立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最开始，泰城校区的领导们为了

增进学校运营的流畅性，与所在的

弗吉尼亚州费郡的马歇尔高中进行

协商，保障了学校每周日的准时开

放。全校上下从校长、教师、义工

到学生助教，都忠实地履行着自己

的职责，为学校建设贡献了自己的

力量，创造出了优良的教学成绩。

泰城校区的课程并不仅限于马

力平、暨南大学等中文教学，还包

括种类丰富的副课：围棋、篮球、

网球与最近新增的排球，诸如此类

新颖而高质量的课程。如此提高课

程的多样性，目的在于给学生体验

多种活动的机会，接触这个缤纷的

世界。对于青少年而言，尝试各式

各样的活动能开拓自己的视野，寻

找自己尚未被发掘的可能性，因此

泰城校区种类丰富的课程显得尤为

重要。同时，学校开办的活动，给

予热爱中文、愿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在校中学生提供社区服务机会，能

够自己站在讲台上授人教诲，锻炼

自己的领导力、社交能力与对社会

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近年来，面向初中

生开设的中文学分考重要性日益提

高。陈校长很高兴地向大家汇报说

：我校王珊老师负责的中文学分考

班级内，已经有多位学生顺利通过

了这门考试。基于考试的难度，对

于参加考试的学生来说，能够合格

是一件难事；但在我校老师的辛勤

指导与学生的奋发图强之下，经过

一年有余，使学生具备了通过这项

学分考的中文能力。

虽然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泰

城校区仍然坚持把细节部分做到最

好。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我校

教师在授课之余，也在批改作业、

与家长交流、以及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等细枝末节的方面投入了大量精

力。新年伊始，学校仍致力于继续

改善课程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

习与理解中文，因此期待着能够收

到更多来自家长的反馈与帮助。教

务长雷晓春老师也特别提到，从督

促孩子完成作业，到来校协助维持

课堂秩序，泰城校区希望家长能更

多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

泰城校区欣欣向荣，已步入平

稳发展的时段。回顾前一年半学校

走过的历程，泰城校区在新的学期

在教学水平、管理方面，以及课程

设置方面会更上一层楼 ！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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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chi-

neseschool.org/h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

册报名。

  希望泰城校区举行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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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 孙一瑄               指导教师 陆强



我今年寒假去了很多地方，也

和很多亲戚见面了。我学到了中国

文化还有参观了很多名胜古迹。我

不仅仅只见了熟人，也认识了不是

特别熟的人。这个寒假我们去了古

老的成都，美丽的太原，和热闹的

北京。这是我的中国旅程。

我们第一站去了成都。在成都

我们去了杜甫草堂，宽窄巷子，青

城山，等等。在杜甫草堂我学了它

的名字来源是因为曾今有过一个很

有名的诗人叫杜甫在哪儿住。这个

草堂有许多漂亮的竹子，屋顶上都

铺了草。我们去的宽窄巷子是两条

街，一个宽，另一个窄，所以叫宽

窄巷子。宽和窄巷子的街上有卖吃

的，纪念品，有茶馆，想买的东西

都在哪儿能买到！最后，我们和朋

友一起去爬了青城山。我们做了一

个古老的船过了湖。湖面铺了一层

薄薄的雾，好像我们要进入一个神

秘的地方。过完湖的时候，我们做

了缆车上了山。我们到了山上就开

始往上爬。我往过瞟了一眼就看到

了悬崖，越怕越高。我们继续往上

爬，结果一眨眼就到山顶了！我特

别兴奋，也很开心因为我们完成了

目标。成都给我留下了很多永远不

会忘记的回忆。

我们下一个地方去了山西太原

。太原是我爸妈的家乡所以是个每

次都要去的地方。在太原我们主要

是见亲戚，也见了刚出生的表弟和

表妹。我们去了汾酒厂，看到了汾

酒是怎么做的。一进去就可以闻到

一股浓浓的酒味，还可以品尝，但

是只有爸爸妈妈品尝了。在太原，

我们一家去照相馆去拍照。他们给

我们安排衣服穿，然后他们拍下来

。我们衣服一套一套的穿，但其中

我最喜欢的一套是旗袍因为很有特

色也是代表中国的衣服。我喜欢太

原因为它不像别的城市那么有名，

但同样也很好玩。

最后，我们去了北京。在北京

我和表妹一起去旅游。我们去滑雪

然后去了古北水镇住。小镇是我整

个旅程中最喜欢的地方。小镇的建

筑和一前的看起来一模一样！整个

小镇古香古色的，好像仿佛我们就

在几千年之前的时期。晚上我们在

室外泡温泉，水和天气的温度差别

很大。外面像冰一样的冷，但温泉

里的水可以融化你的心。在温泉里

往上看，就可以看到长城。长城上

有很多灯，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

下一天早上我们起的很早准备去爬

长城。在长城上风景无比的美！我

们往后看就有高高的山，在前面可

以看到结冰的湖面。我一边爬，一

边想，以前的人怎么造的长城？他

们多辛苦呀！这些人早的不只是个

很长的墙，这些人造的每一块砖是

他们对中国的梦想。我在北京体验

了古代的生活。

 别人也许一听中国就想到

人山人海的地方。也许他们想到的

是很大的雾霾。但我想的不是这些

。我想像的中国是一个好玩，亲切

，和努力的地方。

  我的中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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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学分考  张亦萱    指导教师 王珊



游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游泳

能在危险的情况下帮助我救我自己

，同时还可以帮助我救别人。在我

们的游泳池里有好多的救生员。我

要是游的好，我就能通过救生员的

测试，进而成为救生员。这样，我

就会有机会救人。救生员必须游的

足够快，不然要救的人就会沉到水

底下溺水身亡了。

游泳也帮我锻炼身体和长高个

。我要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什

么别的运动都不可能参加。我要是

每天游泳，就对我学校的体育活动

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游泳池里的的

浮力比地上的浮力大，我要是每天

游泳，我就会长得更高。我要是长

得很高，我的胳膊就会长得又长又

粗，脚也会长得很大。这样我就会

游得更快。我原来的游泳成绩不太

好，但是因为我每天游两个小时，

我的成绩现在慢慢变好了。

虽然每天两个小时的游泳训练

很幸苦。可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比

赛的时候就会很好玩。我们比完赛

，我们一起走回家，一边走一边聊

天。有朋友在我的旁边一起游泳很

好玩。游泳让我交到了好多的新朋

友。在真正的比赛里，因为我已经

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的成绩就提高

了，游泳就变得很有意思了。我一

看到我比赛完的成绩，经常会很高

兴。这样的高兴是在别的运动里得

不到的。

游泳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也是

我的一个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我的

短期的目标是要提高我的游泳成绩

。我也想教更多的小朋友怎么游泳

。游泳将成为我一生的爱好。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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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学分考  刘宇轩 指导教师 王珊

减压
 中文学分考  陈慧心 指导教师 王珊

       如果给我十天假，我最想做的

事就是天天睡懒觉，一直睡到自然

醒。还有去餐馆吃我最爱吃的牛排

，披萨和意大利通心粉，再有就是

在网上看我喜欢的日本动漫，和同

学在网上聊天。这是我最享受的时

刻，也是我减压的一部分。

        自从四年级我进了提高班，每

天的功课是普通班的一倍，我常常

做到十点或更晚。由于身体体质较

差，熬夜一个星期后我一定会生病

三到四天这样日复一日既影响了我

的学习成绩，又伤害了我的身体。

特别在我五年级那年，我得了轻度

的厌食症。症状是一吃东西就觉得

喉咙里有东西卡住怎么也咽不下去

，     妈妈带我去看了好几次医生，

一直找不出原因？后来，妈妈突然

发觉这些症状可能来源于压力？一

旦发现了问题，妈妈在网上找到了

很多关于减压的方法。从那以后，

妈妈和我一起重新制定了我的学习

计划。第一，尽量加快速度做好学

校功课。第二，不参加课外补课，

把课余时间用在锻炼身体和补充睡

眠上。在饮食方面我也尽量做到吃

健康食品这样我又慢慢地恢复了健

康。今年我上七年级，功课和考试

比以前更多了，压力又有一点回来

，所以我盼望着假期的到来，好让

我有调整和喘气的机会。

           亲爱的同学们，听了我的经历

，你们赞成我的减压方法吗？你们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只要有轻松愉

快的感觉就能达到减压的效果。 我

希望你们爱护自己的身体，要用一

张一弛，劳逸结合的方法来学习，

千万不要透支健康，只有有了好身

体，才能帮助你们完成心愿。



我最感谢我妈妈和爸爸。他们

每天都充满爱心地照顾我，给我吃

很多好吃的饭。不但他们照顾我，

还支持我的课外活动。我的父母给

我很多快乐，带我去很多国家旅游             

 我的妈妈每天认真做像盛宴般

的饭。经常有各种食物，有很多营

养。当我放学回家时，厨房里弥漫

着餐饮的香味。我总是知道妈妈会

做我最喜欢吃的饭。每天还做不同

的饭，不可能吃腻的。我妈妈做的

饭不但好吃还会有很多种色彩和各

种香味。每天到晚饭时侯，我都迫

不及待地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我的爸爸是在世界上的最好的

家庭老师。他会可靠地解释我在学

校不懂的题。到一个大考试的前一

天晚上，他会帮助我复习考试内容

。他经常会给我一个模拟考试。我

会马上知道我需要复习的问题。不

但帮我复习学校的问题，他还支持

我课外的活动。他会总是送我去我

想去的课外活动，还接我回来。他

还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国内的国际的

新闻。鼓励我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

贡献的人。

我的妈妈和爸爸给我很多快乐

。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每个星期会

陪我打家庭游戏。有时候我赢，有

时候妈妈或爸爸赢，可是我们都会

有一个欢乐时光。这是我最喜欢的

家庭气氛。每年他们会带我去到有

名的遥远的地方，像中国，澳大利

亚，阿拉斯加等。在这些旅行之中

，我跟我妈妈和爸爸留下了许多难

忘的时光。不只是玩乐，我妈妈和

爸爸在我难过的时候，他们会安慰

我。他们告诉我情况会变好的，我

不用担心。

我的妈妈和爸爸在我的生活中

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给我许多爱，

提供给我很好的食物和住处。还帮

助我成长和鼓励我进步。没有他们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

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的爸爸。

  我最感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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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件难忘的事
 中文学分考  陈慧心 指导教师 王珊

       2010 年的暑假，我和妈妈一起

回上海看望外婆。那年世博会正好

在上海举行, 我也非常幸运地游览了

世博会。 

          世博会是世界级别的博览会，

它让我们了解各国文化，历史，和

科技等知识。本来需要游览各个国

家才能看到。举办这样一个世博会

，就是把世界上全部的国家缩小在

世博会中，让我们可以一次全部看

到。

        从外婆家到世博会我们乘坐地

铁九号线到肇嘉浜路转乘七号线到

耀华路下车，出了地铁站走大约十

分钟我们首先到达了中国馆。来观

看的人可真多，人山人海。入口处

排着一条条弯弯曲曲的长队，我们

排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进入中国馆。

中国馆分为中国国家馆，中国地区

馆和港澳台馆三个部分。由于当时

我只有六岁，不了解中国的地理，

历史知识，所以妈妈只能陪我拿着

一本纪念护照排队盖章，以作留念

。印象最深的是美国馆，记得他们

播放了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科技

的录像，让我对美国的历史文化有

了一些启蒙。我还记得日本馆是用

樱花来装饰的。它的展品有精致的

和服和完美的工艺品。出馆前，妈

妈还去了礼品店买了她喜欢的小扇

子。由于时间不够，有许多馆我们

只能匆匆一看，实在可惜。好在我

的纪念护照盖满了纪念章，它留给

我满满的记忆，也是一次难忘的记

忆。

          世博会让我喜欢和认识世界。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游览世界各国，

让我更详细地了解各国的文化历史

和科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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