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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对希望中文学校来说，2018 是个很特别的一年：希望中文学

校建校二十五周年了！二十五年前，希望中文学校只有八个老师，

二十六个学生；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希望中文学校茁壮成长，现有

九个校区、几百位老师、五千多名学生。希望中文学校已经成为大

华府地区最大的中文学校！ 

我们所在的希望泰城校区建校只有三年半，学校现在已经有七

百多位学生、七十多位老师了。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希望泰城校区

会成为希望中文学校中最优秀的校区！ 

《希望校报》已经出版四年了，校报的历史略长于泰城校区的

历史。在这里特别感谢泰城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使得

《希望校报》越办越好！ 

我是希望泰城校区十二年级的学生。我从学前班开始在希望中

文学校学中文和中华文化，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今年是我第二年为

《希望校报》做编辑。上希望中文学校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结交了很多朋友。 

希望《希望校报》能让学生和家长更多地了解希望中文学校的

现状和发展。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学生能长期坚持来希望中文学校学

习中文和中华文化，希望家长们大力支持希望中文学校发展建设！ 

 

-- 《希望校报》编辑杨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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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泰城校区成功举办野餐会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 陈泽宇， 杨若涵 

指导教师： 陆强 

 

6 月 17 日，作为学期结束的第

一个星期天，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中

文学校的野餐了！与往年相同，今年

的希望泰城校区野餐活动在风景秀丽

的华盛顿特区的公园 Carderock 

Recreation Area Pavilion举行。泰

城校区目前有六十多名老师，近七百

名学生，已经成功办学三年有余，成

绩斐然。学校的发展得到了广大师生

员工以及家长们的鼎力支持，自 2015

年秋建校后，茁壮成长，成为了希望

中文学校八个校区中举足轻重的一个

校区。 

 
早上 9 点，野餐就开始了。为什

么今年野餐活动开始得那么早呢？泰

城校区校长陈学勤介绍说这是根据往

年的经验，由于天气炎热，中午活动

开始，然后吃饭、再搞文体活动，到

了下午大家都会比较疲乏。此次活动

  
趁着早上凉爽的天气进行文体活动，

师生们能够尽兴享受野餐的乐趣。中 

午吃饭时虽然温度略高，但是大家在

尽情的享受之后，在天热之前已经回

到了家中，这样的安排应当是非常科

学的，充分体现了泰城校区注重组织

工作细节、科学安排各项活动的一贯

作风。泰城校区的野餐活动共有 300

多人参加，此次活动得到了家长义工

们的大力支持，在校长陈学勤、副理

事长雷晓春、理事郑汉振、朱一枫、

许毅远等的协调下，王莉、王笑海、

李如桃等二十多位家长义工和学生义

工参加了组织工作。整个儿活动安排

得井井有条，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

评。希望泰城校区的宣传组也派出了

四位小记者进行采访、摄影和摄像。 

Carderock Recreation Area 

Pavilion 有大片的绿茵，学校所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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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亭子就位于绿茵之中。坐在亭子里，

眼睛里所看到的只有大片的绿色和覆

盖在绿色上的，万里无云的蓝天。天

气炎热，偶尔的微风都透着一股热气。

学校的领导与义工们早早地到了野餐

地点，为野餐活动做着准备。义工们 

的工作十分繁忙，有的搭排球架，有

的志愿者拉起了羽毛球网，有的把球

拍放到桌子上，一会还拿来了呼啦圈。

还有义工忙着搬运水、盒饭，准备制

作棉花糖的机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王莉阿姨负责取餐，餐馆距离野餐活

动的地点有 20 多哩，王莉阿姨为了取

餐来回跑了 40 多哩。之所以跑到这么

远的餐馆订餐是由于这个餐馆的菜经

济实惠，味道上佳，在华盛顿是有口

皆碑。为了让大家吃好，学校的义工

们尽了极大的努力。由于野餐地点的

路线比较不好找，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准时到到。过了 9点，陆陆续续的，

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进来了。玩耍的

小孩、擦汗的义工讨论着孩子们的未

来的家长们、指定明年的目标的学校

领导，使个这被大树环绕着的草坪瞬

间热闹了起来。家长们三两结对，有

的在骄阳下打羽毛球，羽毛球敲打在

牌子上，发出有节奏的 “彭，彭” 

声。 桌边放的七八个呼啦圈被人拿走

了大半，在亭子外的空地上，呼啦圈

圆形的影子随着人身体的转动而被拉

长，缩短。 

 
 今年的活动很有特色，小记者注

意到今年的野餐多了一个卖柠檬水的

站点。仔细一看，那不是儿童希望未

来基金会吗！儿童希望未来基金会已

成立 8 年了，专门为那些在国内有困

难的孩子进行帮助。此基金会有两个

目标，一个是筹集资金帮助国内的孩

子，比如为他们购买图书，建立图书

室，购买文具。不只学习方面，儿童

希望未来基金会还会在生活方面辅助

他们，因为有些孩子家里并没有桌子，

有些孩子在冬天没有足够暖和的衣服，

有些孩子的家里没有足够的钱去付学

费。基金会也会为这些家庭进行相应

的措施与帮助。儿童希望未来基金会

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在美国，家

庭条件良好的孩子们参加基金会的活

动。因为这些儿童志愿者们能从中了

解到这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同

胞，而且从小能学会积极地帮助他人。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些基金会的

活动就是他们心中的一颗种子，随着

他们的成长发芽。当他们长大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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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他们的这颗种子也会成为参天大

树，无时无刻的提醒着他们去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义卖的阿姨将柠

檬汁倒进她放到桌子上的饮水机里，

旁边的牌子上写着，一杯一元钱的柠

檬汁，会成为贫困山区孩子们手里的

一本教科书。棉花糖机开动起来了，

小孩子好奇的眼睛盯着志愿者将如薄

纱一样的，樱粉色的棉花糖缠绕在一

根乳白色的纸卷上，看起来很大的棉

花糖，一瞬间就融化在嘴里了。冰沙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一会，孩

子们就左手一杯冰沙，右手一个棉花

糖了。 

 
早上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中午，

餐台前排起了长队，午饭有两种选择，

披萨饼或者是中餐盒饭。人们拿到饭

后谈笑风生，一边品尝着佳肴一边高

谈阔论。天气已经很热了，这天的最

高的温度要超过 96度。学校特意准备

了西瓜为大家消暑。小记者注意到虽

然有的同学提早吃完饭，到切西瓜的

老师那里要西瓜，但是校长考虑到大

部分老师、同学和家长们还在进餐，

如果提早切了西瓜，有可能有人在前

面多拿，而后吃完饭的人则没有机会

拿到西瓜了。校长要求只有等大部分

参加者吃完中饭后，再切西瓜。小记

者对校长做事认真仔细、考虑周到印

象深刻，感到从校长的言行中学到了

很多。一切从学校整体利益出发，一

切为学校的师生考虑，这不就是我们

校区领导们的一贯作风吗？好的风气

是能感染人、带动人的，泰城校区蒸

蒸日上不是偶然的，而是天时地利与

人和的结果，就如古人所说“天时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泰城校区

的发展的核心原因是由于“人和”，

也就是团结一心地把中文教育搞好。 

 
午餐后，又到了抽奖环节了，大

家都情绪高涨。特别令人惊喜的是一

等奖是下一学年度的学费！家长们更

加兴奋了。在野餐结束前，陈校长对

参加野餐活动的人们发表演讲，再次

强调泰城校区是个义工的学校，鼓励

家长们、同学们多出来为学校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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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谢为此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义

工们，也祝同学们过一个好的假期！ 

 
 

野餐活动视频：

https://youtu.be/zYbW46Mte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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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st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摄影胡嘉

佳、陈泽宇，摄像 

王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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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之梦从这里起航 
--记希望泰城校区 2018 秋季学期开学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 曲明艺，王昱萱 

   指导教师: 陆强 

 

 

学生和家长们正步入教学楼 

 

2018年 9 月 9 日星期日，一场

清爽的淅沥小雨勾勒出九月独有的飒

爽之气，而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也

迎来了 2018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略微阴沉的天气并没有阻住学生和家

长们匆匆赶来的步伐；相反，学校注

册组前面却大排长龙。家长们忙着为

孩子报名，购买教材。而学生早已在

教室中开始了他们新学期的学习之旅。

这番忙碌却热火朝天的景象预示着泰

城校区又将迎来一个硕果颇丰的学年。

今年，在泰城校区注册学习的学生人

数有所增加，新学生的不断加入也体

现了大家身处异国学习汉语和中华文

化的热潮，而汉语的博大精深也吸引

了无数的美国人来到学校领略汉语之

美。与此同时，学校还为许多初中和

高中生提供了做义工的机会。 

 

 
注册组的义工们正在为家长们服务 

 

开学第一天，学校总是格外繁忙,

理事会成员们尽心尽责地做着工作。

学校校长陈学勤，理事雷晓春、郑汉

振、朱一枫、许毅远等校领导带领着

中文学校的全体师生一步一个脚印践

行着教育方针和长远规划。像往年一

样，他们在保证所有课程都无差错的

情况下，也核查了校园网站的准确性。

注册组的义工们也是辛苦工作了一个

下午，帮助家长们注册班级，打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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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取支票。今年学校采用了新的

注册系统，为了开学第一天能够顺利

进行，注册组的义工们和学校领导们

花了不少时间备课和调试系统。他们

还在 9 月 8 日周六，也就是开学的前

一天，为老师们进行了教师培训。 

 

 

 

 

 

 

 

 

 

当泰城校区的学生记者采访注册

组一位义工阿姨时，她笑意盈盈地表

示今年来注册报名的学生比往年要多

一些。她有强烈的预感这又将是收获

颇丰的一年。整个儿报名现场热火朝

天，有家长领着学生登记选课的，有

的在排队购书的，还有与一个暑假没

见的老朋友亲切交谈的。显然学校的

义工们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购

书处的义工们已经忙忙活活几个小时，

却仍是干劲十足。据这位注册组的义

工阿姨说，虽然学校按照去年人数配

比订购了教材，一些高年级的教材却

还是出现了少量的短缺情况，主要是

因为今年注册的人数有所增加的缘故。 

 

 
家长正在购买马立平课本 

 

今天是第一天上课，老师和同学

们都格外认真。在课堂上，可以看到

孩子们专注的眼神，他们在认真的聆

听着老师对汉字的生动描绘。到了练

习的时间，同学们一笔一划地写出了

还带着些稚气的汉字。虽然不是很完

美，但同学们知道在这一个新的学年

中，他们会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地掌握中文的基础。 

 

 
开学第一天，同学们在认真学习 

 

 
希望泰城校区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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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泰城校区以中文教学为主，

但为了学生们的全面发展，学校并未

把教学局限在中文教育。除了学前班

中文、马立平中文、暨南大学中文、

中文学分考、AP 中文、国学经典诵读、 

双语中文、小记者等语文课程，泰城

校区也设立了数学、计算机、儿童舞

蹈、家长舞蹈、合唱、武术、排球、

网球、瑜伽、国际象棋等副科课程。

今年泰城校区又增添了许多新课程，

其中包括高中生物课，机器学习课，

绘画特级班等。希望泰城校区目前有

学生近六百人，教师六十多位，在希

望中文学校中是人数较多、规模较大

的一个校区。转眼间，希望中文学校

泰城校区创立也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

这四年来，老师和校领导们的不断创

新让泰城校区变成了一所逐步完善的

学校。在开学之际，祝愿希望泰城校

区全体成员能继续努力学习，共同进

步。 也祝愿泰城校区在新的学年再创

佳绩，捷报连连! 

 

 

 
希望泰城校区在 9月 8 日举行教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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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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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老师的开学第一课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 杨若涵 

指导教师: 陆强 

 

“1，2，4，7，11，16，22. 下

一个数是什么？” 

孟景华老师是希望泰城校区的二

年级和三年级数学老师，在她的课堂

上问了学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话音刚

落，学生们就纷纷举起了手。更有的

学生等不及老师叫，直接喊出了答案。

老师却没有急着说出答案的对错，而

是严肃地却不严厉地说：“大家不要

急着说出答案，要给其他人时间思

考。” 她顿了一下，随后给出了下一

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种题型。

（1，6）（2，7）（3.8）（4.9）下

一个是什么？“同学们短暂地沉默了

一会。孟老师也不着急，而是微笑着

看这她的学生们。就在我以为这道题

太难了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高高举

起的手。随后，我看到了很多只举起

的手。这一次，没有人大声喊出答案。 

孟老师作为泰城校区数学教研组

组长和低年级数学老师，已有 11 年在

中文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了。在

她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学习数学了

知识，还喜欢上来数学，不会觉得数

学是一门很枯燥的学科。这对于低年

级数学教学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这也与孟老师的教学理念相符合。孟

老师认为小学教学的目的在于开发学

生智力，锻炼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打好数学基础。这

就需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激发学

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结合实际，积

极引导，做到循序渐进。 

我作为泰城校区的小记者，有幸

旁听了孟老师的一节课，并在课后进

行了采访。 

我注意到，孟老师的课虽然是低

年级数学，但课程难度却并不低。学

生能够跟上课程进度吗？如果遇到了

困难，又该怎么办呢？孟老师回答说

第一要家长配合、督促，让学生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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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好习惯。 第二，上课时学生们需

要保持良好课堂纪律。孟老师还充分

利用助教资源帮助做好每位学生记录, 

和进行必要的个别辅导。如果学生没

能达到孟老师的要求，她就会及时找

出问题所在， 对症下药，了解学生的

心理。同时要求让家长配合，尽快解

决问题。孟老师还提到，她对于助教

也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助教也是教学

任务中很重要的一环。她说：“我曾

经的一位二年级助教，在我的教学中

给了我很多帮助，还成立了课后辅导

班，每周一小时，下课后为需要个别

辅导的学生进行课后巩固辅导，博得

了许多家长的赞扬。 我也在他做助教

的一年中，重点培养了他如何教好小

学数学。第二年，他成为了我校的四

年级数学老师。” 

孟老师对于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在谈到她对自己的要求时，她说：

“我要努力上好每一堂课，和家长保

持密切联系，让家长参与到自己的教

学计划中，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在

她的课堂上，她也的确达到了自己的

高标准、严要求。 

孟老师对于学生很有耐心，有丰

富的课堂经验，专业水平过硬，是希

望泰城校区的建校时就开始教课的老

师。能有孟老师这样的教师教学，同

学们和家长都觉得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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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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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我们共同创造！ 
--记希望泰城校区家长会 

希望泰城校区小记者：李家莹 

指导教师: 陆强 

 

今年是希望中文学校建校二十五

周年，同时也是泰城校区成立的第四

年。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泰城校

区举行了 2018-2019 年度秋季家长会。

家长会由校长陈学勤主持，理事会成

员朱一枫、郑汉振、王笑海以及近百

位家长参加了此次会议。家长会的主

要内容是介绍泰城校区过去一年的财

务和校务情况以及未来一年的发展规

划，同时学校领导也希望家长们能够

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 

 

泰城校区过去一年的运行状况良

好，学校一方面注意节约开支，另一

方面因为有不断增加的学生注册，所

以学校整体上是处于增长状态。原理

事会成员雷晓春因为工作原因将不再

继续担任理事会成员，义工王笑海在

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热心学校工作，此

次增选为理事会的新成员。希望中文

学校是一所由家长义工组成的非营利

性的组织，随着泰城校区的规模逐渐

扩大，学校鼓励更多的家长积极参与

到学校的治理工作中，加入到义工团

队，帮助学校更好地管理和运行。陈

校长在会上也提到他一度认为泰城校

区义工的队伍应该随着泰城校区学生

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充盈，但实际情况

却并非如此。学校不仅是一个学习中

文的地方，同时也为社区服务、为高

年级学生提供了义工服务的平台，同

时也为社区的其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平台。陈校长真诚地希望家长们能够

踊跃参入到学校义工群的队伍中，为

我们自己的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同

心协力为泰城校区做出贡献，将泰城

校区办成一个多方面成功的校区！ 

陈校长同时也介绍了本学期的教

学情况。泰城校区已经开始使用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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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阳阳中文》，这套教材为学生

们提供了免费的在线学习资源，比较

受双语班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中

文教材依然采用马立平与暨南大学中

文教材。在数学教材上，泰城校区采

用新加坡数学教材。其他理事会成员

也向家长介绍了学校的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不要在教室里吃东西，不要使用

我们所在的 Marshall High School的

老师的工作区域及教学用品等等。理

事会成员希望家长们能真心关注学校

资讯，认真阅读学校发出的电邮，以

免错过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泰城校区是希望中文学校北维州

四个校区中第一个使用新注册系统的

校区，教师及注册组的成员现在已经

逐渐熟悉了这个系统。在这里，学校

领导特别感谢注册组的义工们认真负

责，使得学校新学期的注册能够顺利

进行。新的注册系统与原注册系统的

主要区别为教师在新的系统中可以将

学生的学习成绩登录，而且为了保护

隐私，成绩只有该学生和该学生家长

可以查看。新的注册系统也为教师提

供了发布教学笔记的功能，这样方便

家长查看学期中的教学进度及内容，

同时也方便了代课老师的交接工作。 

泰城校区已经成立三年了，此刻

是第四学年的开始，现有注册学生近

七百人，是希望中文学校九个校区中

规模较大的一个校区。泰城校区希望

通过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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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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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tc 

泰城校区网页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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