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鼠是非常常见的
动物。不管在大城市里，
还是在森林里，到处可以
看见这种小动物。

在新泽西看到的松鼠
大多是灰松鼠，它们的毛是灰

色或棕色的，因此叫“灰松鼠”。它们能长
到9-12英寸（23-30厘米）大。灰松鼠一
般生活在森林里，但是它们也能在各种地
方生活。有些松鼠还会在树上建窝。它们
有时候像鸟一样用叶子和树枝搭起一个
圆形的窝，有时候会直接住在一个树洞里。
还有一种松鼠不在树上生活，而住在自己
刨的洞里。

松鼠吃各种食物，比如昆虫、果子和
树皮。不过，它们最喜欢吃的是坚果，比如
核桃、橡子、栗子等。松鼠善于吃坚果，它
们吃的速度可快了！松鼠能用前面的牙齿
迅速地去坚果壳，剥的时候，它们会把整
个坚果塞进嘴巴里，看起来鼓鼓的特别
好笑。

松鼠可能比你想象的聪明。它们会为
冬天提前开始收藏食物，把坚果埋起来。
大部分松鼠会把坚果分成几拨，然后把它
们埋在不同的地方。松鼠每年可以埋上万
颗坚果。那么，它们怎么记得坚果都埋在
哪儿呢？首先，松鼠会按照种类和形状把
坚果分起来。比如，它们把榛子埋在一个
地方，把栗子埋在另一个地方。这种方法
让松鼠更容易记住食物埋在哪儿。用这个
办法，松鼠能够将 95%的坚果找回来。就
算它们找不到自己埋的坚果，它们也会偷
吃别的松鼠埋的食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松鼠如果发现有别的动物看它埋食物，它
们就会假装把坚果埋掉，实际上藏在嘴里，
之后再把食物埋在更安全的地方。

松鼠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们还
挺有趣的。一个动物很常见不表示它没有
自己的特点。外面的世界非常丰富，就等
待着你去发现呢。

华夏奔腾
中文学校秉承
建校以来的教
学理念，即便
在 Covid-19
流行的大环境下，学校仍然不忘初心，
在保证完成教学进度和确保稳定的教学
质量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的各
项教学活动和教学比赛。同时勇于创新，
在本教学年度工作量极大的情况下，设
计并完成了“中文口语三项全能”的比
赛。这项耳目一新的比赛为疫情下学生
枯燥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这一年，为了弥补 2020 年因疫情
无法参加汉考（HSK）的缺失，学校成
功地用华测考试替代了毕业班的标准考
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在2020年
结束之前，2020 届毕业生在网上参加了
隆重而热烈的毕业典礼。

这一年，全校有 17 位中文老师更
新和获得了 HSK 监考证书；顺利地完成
了奔腾首次汉考（HSK）的居家网考，
全校有 98人次顺利完成了HSK 4 级和 5
级的考试。

这一年，全校性的网上朗读比赛
在以班级初赛的基础上完成了校级的比
赛；完成了首届的“中文口语三项全能
比赛”；全校 31 名学生参加了第四届
全球朗诵比赛。

这一年，除了全校学生按进度完成
了本年度的学习外，老师们也有 200 多
人次在网上参加了各类教学培训，截至
4 月底，每位中文老师都参加了至少 20
小时以上的培训。

奔腾今年有 23 名毕业生，这些同
学大多数从拼音班开始学起。去年疫
情之后改上网课，同学们依然如在校
上课一样努力学习，并按照学校对毕
业生的要求做作业，参加标准考试，

进行毕业项
目演示准备。
目 前， 同 学
们正在进行
毕业考试和

项目演示准备阶段，非常期待他们为
奔腾献上一份亮丽的毕业答卷！

5 月 5 日晚 8 点，教务处召开了
Zoom毕业班家长会，全体家长满怀热情
按时与会。潘爱芳校长率先在会上介绍
了学校的整体情况，接着毕业班郭玉坤
和张美加两位老师分别向家长们汇报了
从九月份网课以来毕业生的学习情况，
参加各项比赛的情况，并介绍了期末毕
业班的工作安排。随后教学总监张悦老
师给大家讲了一下今年参加HSK居家网
考的工作和成绩，并感谢所有家长对学
校工作的支持。21-22 学年的招生报名
工作即将开始，很多家长非常关心毕业
后继续上 AP 班的事，最后 AP 班孙郁红
老师详细介绍了奔腾的AP课，从学习内
容到讲课形式以及如何报考 AP 中文考
试，其内容细致有趣，有理有据，非常
具体，极为实用，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

5月12日晚，教务处如往年一样召
开了“暑期跳级班”家长会，为中文学
习起步晚的学生打开了一扇“快马加鞭”
的学习之窗。

在未来的三、四个星期中，各年级
的期末考试、毕业班的项目演示和毕业
答辩、学前班的毕业典礼、八年级毕业
班的毕业典礼、全校的结业颁奖典礼都
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我们期待着他们
的出色表现。

Covid-19 流行的大环境给我们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学校教务、校务团
队协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使我们经受
住了考验，并将再次向大家提交一份令
人鼓舞的“成绩单”！

20-21 华夏奔腾学年总结
奔腾分校 校委会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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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奔腾分校小 语 世 界

分 校 消 息 ぁ 奔腾分校

我眼中的外婆
五年级 严嘉韵  指导老师 宋虹

2020 难忘的一件事
六年级 王思迪  指导老师 曾海霞

我和妈妈的世界
五年级 梁轩杭  指导老师 宋虹

闲谈我的哥哥
五年级 陈敬慧  指导老师 宋虹

松鼠
七年级 王若雪  指导老师 刘彬

我的宠物
七年级 郝佳昕  指导老师 刘彬

猫
七年级 孙霓雅  指导老师 刘彬

后院的小邻居
七年级 李榆璇  指导老师 刘彬

祝贺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奔腾中文学
校、南部中文学校、爱迪生中文学校、普兰
斯堡中文学校等学校的参赛选手获得佳
绩！今年华夏共有40 位同学参加了由中国
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北京市教育学会朗
诵教育专业委员会、曹灿艺术学校承办，
火花思维资助的第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
（火花思维杯）。

其中来自博根的张紫媛同学以“你笑
起来真好看”获得《朗诵金星》奖，并将
进入总决赛！

王郁添、徐笑笑、芦佳茗、张以嘉、谢
榕峻、孙卓雅、严嘉韵、王韵雅、顾思齐、
翁小雪、于荞西、魏舒雅、曾何卓源、张梦妍、
于琪畅同学获得《朗诵之星》大奖。

王一帆、刘雨乐、王峪宸、张肖悦、王
森瀚、黄子沁、蔡沛荻、王乐天、吴君仪、
余若冰、李玥蒙、叶梓翀、郝福凯、王若雪、
温馨、郝佳琪、黄羽轩、张文暄、郝佳昕、
刘雨欣、杜一昂、周嘉珺、魏欧文同学获得
《朗诵小达人》大奖。

今年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共有48 个国
家的近1万 5千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要
求严格，选手提供非剪辑原视频，选材为
诗歌散文和小说故事，作品内容要求健康
向上。

这次活动为华夏学生提供了一个难得
的展示机会，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博根
分校王虹校长为这次华夏学生的参与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

奔腾 首届中文口语三项全能
2020-2021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就
是我的外婆。我的外婆个子不高，有一头
又黑又浓的长发。她喜欢戴一对亮晶晶的
耳环，头发扎得高高的，脖子上有一条珍
珠项链，穿得也很时尚。外婆每天要认真
地化妆打扮才能出门，陌生人根本看不出
来她已经六十多岁啦。她对人很温柔，笑
起来像她的耳环一样闪亮。

外婆以前是一个纺织工人，生活艰
苦朴素，纺织厂的工作又忙碌又辛苦，
但是外婆非常好学，利用空闲时间学会
了好几种乐器，例如琵琶、号、唢呐等。
现在她虽然退休了，也依然在老年活动
团里吹号，在各地参加中老年文艺活动。
外婆这种对艺术的热爱也影响到了我，
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是她给我唱摇篮
曲和各种歌谣。我三岁的时候，外婆还
教我唱她最喜欢的歌《甜蜜蜜》和《粉
红的回忆》。学会后，我天天给爸爸妈
妈开演唱会，妈妈手机里现在还存着我
那个时候的录音呢！难怪我现在这么热
爱音乐呢，是因为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给我种下了热爱音乐的种子！

外婆从小生活就很不容易，小时候
因为兄弟姐妹多，上学都是断断续续的。
没上学的时候，她还要在家里照顾弟弟
妹妹。长大以后，她下定决心要让她的
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在外婆的
严格指导下，妈妈和阿姨从小学习都很
优秀，妈妈来到美国上了很好的大学，
成为了教授，阿姨也找了份很好的工作。
外婆来美国探亲的时候，每次都会带着
她的号和唢呐。无论刮风下雨，甚至是
下雪的时候，她每天都会在后面的林子
里练习吹号和唢呐。她还教了我怎样吹
号。受外婆的影响，我在学校的乐队里
也选择了吹号，现在是乐队的首席号手
呢。外婆每天还跟我学习英语对话，她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美国人交流。外婆这
种好学的精神时常激励着我，在我遇到
困难的时候，要
坚持下去。

我希望我会
成为像外婆那样
的人，对生活充
满热情，活到老
学到老。我爱你，
外婆！

我家附近有很多树，里面住着很多
小松鼠。它们有着大大的眼睛和毛茸茸
的大尾巴。松鼠有时很调皮，有时也很
可爱。

有一天，一只小松鼠在我们家屋顶
上挖了个洞，住了进去。爸爸爬到了屋
顶上把洞修好了。可第二天，那只松鼠
又把洞给挖开了。接着，爸爸就又一次
补了那个洞，松鼠就又挖了一次。小松
鼠挖的这个洞就在我房间的上面。因为
这个，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妈妈也不喜
欢小松鼠，因为妈妈害怕老鼠，她觉得
松鼠长得贼眉鼠眼的像老鼠，就不喜欢
小松鼠。奶奶也不喜欢小松鼠。松鼠喜
欢吃花生。奶奶常常会把剥好的花生放
在阳台上晒。只要一不留神，小松鼠就
会跑来偷花生。奶奶的花生都少了好多
呢。小松鼠有时候还会跑到阳台的垃圾
桶里把里面的东西翻得到处都是。我们
出来的时候，它就会瞪着大大的眼睛，
很无辜的看着我们。

小松鼠除了调皮捣蛋，上蹿下跳，
其实还是很可爱的。有一次我看见一只
小松鼠在我面前，离我有两米的距离。
它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它。然后，它
就跑到了一棵树上。我追了过去，它在
一根树枝上朝我挤眉弄眼。我想，它应
该想和我玩一个游戏吧。我转了过来，
数了一、二、三，又转了回去。果然，
它从一根树枝跳到了另一根树枝上了。
我又做了同样的动作，小松鼠又跳到了
另一根树枝上。当我再一次回头的时候，
突然，我就找不到它了。只见树上的叶
子在摇动，又仿佛听见了小松鼠在嘲笑
我的声音。但最后，它还是从一棵树上
窜了下来，蹦蹦跳跳地从我面前跑走了。

我家后院的小邻居虽然很调皮，但
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

我 2020 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一
场很独特的五年级的毕业典礼。

当我听到毕业典礼因为新冠病毒
取消的时候，我最初感到非常失望。因
为从一年级起，我就开始参加别人的毕
业典礼，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
间。后来收到学校的通知去参加一个保
持社交距离的毕业典礼，我非常高兴，
也非常好奇。

那一天，妈妈开车带我参加了这场
难忘的毕业典礼。我们所有的五年级毕
业生都各自坐在自家的车里，每辆车之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妈妈。我的妈
妈四十多岁，留着长长的头发。她曾经
是一位舞台美术设计师，现在在家里照
顾我和妹妹。妈妈很勤劳，也很细心。

妈妈每天都要做很多家务活，她还
经常教我和妹妹画画。我和妹妹都很喜
欢和妈妈一起画画。有一次妈妈教我们
画水果，我们画了很多水果，有香蕉，
苹果，草莓，还有西瓜。妹妹一边画一
边问妈妈：“妈妈，西瓜是世界上最大
的水果吗 ?”妈妈回答说：“是的，西
瓜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我在一旁听
到了，觉得妈妈说得不对。因为我记得
在书上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大的水果，但
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于是对妈妈
说：“妈妈，西瓜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
果。”妈妈听了就问我：“不是西瓜是
什么？”我回答不出来。接着妈妈很肯
定的说：“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就是西瓜。”
她说完又继续教我们画画。我听了心里
有些不服气。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叫住
了我，很认真地对我说：“昨天妈妈说
西瓜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是不对的。
我昨晚上网查了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水
果是叫菠萝蜜，并不是西瓜。妈妈说错
了，你是对的。昨天妈妈没有相信你说
的话，妈妈做得不对。”妈妈说完还给
我看了许多菠萝蜜的图片。“菠萝蜜”
是一种热带水果，我从来没有吃过。妈
妈说等她看到卖菠萝蜜的，一定买回来
给我们吃。

我没想到妈妈还记得昨天我说过
的话，还主动找答案，还能向我承认
她的不对，我感到很欣慰也很开心。
我喜欢我的妈妈，因为她每天都陪伴
着我，教我知识，还敢于向我承认错误。

她就是我最喜欢的人，我的妈妈。

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慢慢地沿着学校开。
当我们的车经过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校
长大声广播了我的名字，我就坐在车里
打开窗户，然后接受大家和老师的祝贺。

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我们还戴着
口罩去附近的一个公园玩了一会儿，
吃了好吃的冰激凌。这个毕业典礼真
难忘，因为这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
侯举行的。

因为新冠病毒，很多人都开始在家
里养宠物：狗、猫、鱼、兔等等。去年
春天，我们家也养了几只新宠物。记得
五月的一天，妈妈一到家就告诉我她给
我一个提前的生日惊喜。我左想右想，
也想不出妈妈到底带回来了什么惊喜给
我。妈妈说这个惊喜不是只给我的，过
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她就趁爸爸和妹
妹不知道的时候把我拽到一边。“快跟
我来，我先让你看一看！我觉得你一定
会很喜欢的！”妈妈笑着对我说。我听
了妈妈的话就更加兴奋和好奇了。妈妈
小心翼翼地提过来一个箱子，放在我面
前。我刚要打开箱子时，就听到“叽叽
叽”的叫声。“天啊！不会是一个宠物
吧？”我惊喜地叫了起来，飞快地打开
箱子，看了一眼就兴奋地欢呼起来。箱
子里居然有八只小鸡和两只小鸭！它们
看起来毛茸茸的，实在太可爱了！我以
前没养过小动物，不知道怎么管理，可
是看到它们那么可爱，我就愿意学一学
怎么好好照顾它们。我兴高采烈地把妹
妹叫过来，一起跟我们的新宠物玩儿。

小鸡非常喜欢在外面玩儿，我每次
把它们放出来时，它们都会争先恐后地
窜出鸡窝。小鸡非常喜欢刨土找小虫吃，
每次让它们在外面跑的时候，总是会有
几只鸡在用爪子刨土或者找小虫子吃。
我还发现它们特别喜欢吃嫩绿的菜和各
种各样的水果。我和妹妹常去家里的菜
地摘一些小菜和叶子让小鸡和小鸭在我
们的手里吃。它们还喜欢飞到高的地方，
所以爸爸就给它们搭了一个架子，它们
经常飞上去晒太阳。

虽然它们很好玩儿，但是照顾它们
也不容易。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多冷多
热，我都必须去后院喂它们，就连周末，
也不让我们睡懒觉。晚上的时候，我们
也必须带着手电去把它们关回鸡窝。养
宠物不是什么简单
的事，但是我还是
很开心有了它们。
小鸡和小鸭现在已
经是我的好朋友了，
它们给我带来了很
多快乐！

有人认为猫比较独立，不喜欢黏人，
所以不是一种好宠物。但是我认为，猫实
际上是一种很有趣也很可爱的动物。我想
跟你介绍一下猫的历史和种类，以及怎样
照顾猫的一些基本知识。

猫起源于一种非洲野猫，科学家认为
这种野猫大概在一万两千多年前进化成现
在我们熟悉的猫。人们一开始养猫，是因
为它们可以帮助农民消灭老鼠和小动物，
保护庄稼。埃及人特别喜欢猫。猫会把家
里的老鼠都吓走，所以埃及人相信猫会给
自己的主人带来好运气。埃及人甚至有一
个长着猫头的神！后来，人们养猫更多是
用来做宠物陪伴主人。

猫的种类很多，但是基本上可以被分

成两大种类：长毛猫和短毛猫。短毛猫的
毛很短，所以不会掉很多毛，适合从来没
养过猫的人。长毛猫很容易掉毛，需要经
常梳理，所以更适合养过猫的人。通常来说，
长毛猫比短毛猫黏人得多。你可以选择最
适合自己的来养。

猫相对于狗来说更容易照顾。它们不
需要每天到外面去遛，也不需要经常洗澡，
因为它们非常爱干净，会用舌头把自己的毛
舔干净。比起狗来，猫也很安静，就算叫起
来声音也不大。它们也比狗独立，不介意自
己呆在家里，如果主人需要短暂离开家两
三天，只要给猫留下足够的猫粮和水，问
题也不会太大。一般来说，猫每天吃两次，
但是小猫可能需要吃三次。虽然现在的宠
物猫都是吃猫粮的，但偶尔还会抓老鼠，
带回家里玩儿，这可能会让主人比较头疼。
除了这一点，猫照
顾起来还是很容
易的。

总的来说，猫
是一种很好的宠
物和陪伴。如果你
想要养宠物，猫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有许多喜欢的人，但是我最喜欢的
人是我的哥哥。我哥哥今年二十一岁了，他
比我大十岁。他是 Rutgers大学电脑设计
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他有黑黑的头发和棕
色的眼睛，他中等身材。他的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脾气很好。
他的笑容总是影响到别人，别人也喜欢跟
他做朋友。平常他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
学习，但是如果有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他
总是乐于助人。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开餐馆的，他们
都是早出晚归。所以我也是很难得见到他
们。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我和哥哥都没
有到学校去，我们都呆在家里上网课。有
一天中午，我觉得肚子非常饿。我很想吃扬
州炒饭，但是我不会炒。于是，我就跟哥哥说：
“哥哥，我肚子饿了，我想吃爸爸店里的扬
州炒饭，你可以不可以帮我？”这时候，哥
哥刚好做完了作业，他一听到我说我饿了，
就马上说：“可以！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炒，
我们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查看。”于是他
就打开了电脑，去Youtube 上查看人家怎
么做扬州炒饭。看完了后，他就打开了冰箱，
拿出了鸡蛋、肉、洋葱，还有青葱。他用妈
妈早上弄好的白饭，按 Youtube 里学到的
方法开始炒。十分钟之后，一碗香喷喷的
炒饭就送到我的面前，我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炒饭。

有一天周末晚上我在做数学作业，遇
到了一道难题。我不知道怎么再继续下去，
但是当天晚上就要上交了。我非常着急。于
是，我就想到我的哥哥。我问他：“哥哥，
你有空吗？你可以不可以帮助我，我不知
道怎么做这道数学题？”他一听，就马上放
下他自己手中的作业。他回答说：“可以！
我来帮你。”我又问了一句，“会不会影响
你自己的作业？”他回答说：“没事，你的
作业更重要，我等一会儿再加班！”我听了
非常感动。哥哥就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解
决了这道数学难题。

在生活和学习上，我的哥哥不但帮助
过我，而且还帮助过许多人。他是一个又善
良又乐于助人的人。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
候，我总是会想到他。他不仅仅是我的哥哥，
也是我的好朋友，是我最喜欢的人。

我学中文的经历
——读《 ABC 成长的烦恼》有感

八年级 杨诗戎  指导老师 张美加

今天，我读了一篇《ABC成长的烦恼》
的文章。我读完了后，感觉对作者写的东西
很熟悉，就像在写我。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说在她认识的华
裔中，很多父母用英文与孩子交流，作者的
爸爸也用英语回答她，但是她妈妈一直用
中文跟她交流，帮她保持了听力和口语对
话的能力。读到这里，我想起我的家里也
是差不多的情况，但跟她不同的是我有一
个好哥哥。从我记事起，哥哥一直坚持跟
我说中文，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听说中文。
哥哥离开家去了大学以后，他也用中文跟我
通电话和发短信。我觉得这样做，的确提
高了我的中文水平。

文章中，作者写了好几次，当年她妈妈
总是跟她说：“你有一天会感谢我。”虽然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感谢妈妈天天逼
着我学汉字、读课文和造句，但是我知道
我的哥哥非常感谢妈妈。因为哥哥在上高
中的一个暑假期间，有一批小中国留学生
来到我们镇参加夏令营，夏令营老师邀请
他做助教，给那些孩子们做翻译。从那以
后，哥哥就更喜欢使用中文了。我也会经常
用中文陪奶奶聊天儿，听爷爷讲故事。

读完了这篇文章，我了解了更多的
学中文的重要性。也更加明白了尤其是
2020 年，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妈妈为什

么仍然坚持陪着我上周末的中文学校，
每天督促我写中文作业。我现在已经八
年级了，还有不到半年就毕业了，虽然
我也是ABC，也有我的烦恼，但是我一定
要坚持学习和使用中文。

时间是宝贵的
七年级 卢凯俐  指导老师 刘彬

正如著名的达尔文曾经说过：“如果
有人会浪费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他就是还
没有发现生命的价值。”他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非常宝贵。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不会把时间
好好利用，时间很容易就流失了，回头看看，
会觉得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一生就过去
了。要珍惜时间，就要从每天的小事上开始。

有一次，我打算花一天的时间准备考
试。刚开始，我以为一天的时间是很多的，
可以晚一点儿再开始复习。就这样，一天
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考试的那一天才
意识到我一点都没有准备。我着急了，在考
试前匆忙地复习了一下。考试的时候，我只
好似懂非懂地做题。那次我没考好一点也
不奇怪。回头想想，如果我能够好好利用
考试的前一天复习，就不会得到这样糟糕
的成绩。从此以后，我知道要珍惜时间，做
好每天的小事情。

时间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很容
易忘记它的存在。但是，过去的时间，再也
不会回来。要珍惜生命，就要从珍惜时间
开始。

华夏学子喜获第四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佳绩
总校新闻部 廖山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