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起伏伏的疫情，变化莫测的病
毒，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
变化。网课也随之而生，没有想到的是
网课一上就是两年，其中的酸甜苦辣真
是一言难尽。

这两年的网课，我被学校派驻成为
网课的“巡疆大使”。每周六上课期间
都要到二十几个课堂巡课，从拼音速成
班、学前五岁班到七八年级乃至CSL班、
AP 班，一个一个 Zoom 课堂进进出出，
两年来，感触颇深。

首先值得赞美的是奔腾的教师队
伍，所有老师都是经过多年实战，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她们对中文学校
有感情，对学生有爱心，她们认真、敬业、
努力。虽然网课与实体课相比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但是，老师们却能利用一切
资源，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用多种形
式的教学方法，发挥自己的特长，把网
课上得有声有色以保证教学质量。

其次需要表扬的是奔腾的学生，学
生们在老师设计的高质量网课中，都在
短时间内适应了网课教学，上课专心听
讲，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努力完成课
后作业按时传到谷歌课堂中，开视频语
音参加学校的统考。经统计，上个学年
的学生全勤率高达 89%。

最后一定要感谢的是奔腾的家长，
中文教学目标如果没有家长的支持与配
合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有的家庭有
两三个学生同时上网课，需要配有几台
电脑设备，特别是统考时还需要做精心
的准备和调试。家长们积极配合学校的
各种教学安排和要求，辛苦陪伴小孩学
中文，辅导学生的课后学习和上传作业，
真是功不可没。

我们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的网课，从
目前的疫情以及和教育局联系的情况来
看，很有可能回到实体课堂，我们盼望
着能和大家见面，让我们相聚九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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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消息

神奇的北极熊
七年级一班黄羽轩 指导老师 刘彬

小 鸟
七年级 郝福凯 指导老师 郭玉坤

可爱的 Coco
七年级 翁璟潼 指导老师 郭玉坤

爸爸的罚单
六年级二班 陆嘉睿 指导老师 周建东

我最喜欢的人
五年级 陈珍珍 指导老师 宋虹

我的爸爸
五年级 王峪宸 指导老师 宋虹

看图写话 -- 下雪了
中文五册 林嘉乐 指导老师 谭坤

我的“小弟弟”乔治
马立平六册班 贺煜 指导教师 孙瑜

院子里的小淘气
马立平六册班 林嘉雯 指导教师 孙瑜

我的假期
中文五册 齐怡琳 指导老师 谭坤在波多黎各浮潜

六年级一班 孙卓雅 指导老师 周建东

奔腾分校

ぁ 奔腾分校

ぁ 博根分校 教得好学得到 不负奔腾春蚕心
记奔腾分校第二届中文口语三项全能比赛

奔腾分校教务处 吴丽雅

2022 年 4 月 30 日，一个风和日丽
的周六清晨，本来应该是春眠不觉晓，
躲在被窝里睡个懒觉的日子；或者在春
光无限，鸟语花香中去公园散步的时间，
可奔腾的师生、家长们为了孩子们更好
地提升学习中文的兴趣和运用中文的能
力，却早早来到网上（zoom）比赛现场，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校性参与的口
语三项全能比赛。

自从疫情发生，奔腾一直坚持网上
课堂教学，这样的口语比赛已经是第二
届啦！最初，奔腾教务处设计这个比赛
的初衷是由于网上教学，很多线下活动
被迫暂停，但又不希望长此以往，影响
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与动力。几经商
议，最后决定开创这个以提升孩子们中
文口语为目的的比赛。

奔腾多年来开展各类校级中文比
赛，向来是为教学铺路，重内容，轻形式。
无论是朗读比赛、认字比赛、写字比赛
都是为了突破教学瓶颈，解决教学难题，
提升孩子们学中文，用中文的兴趣与能
力，同时通过比赛提高老师的教学质量，
解决老师们课堂上的难题。

很多家长认为，中文学校主要就是
教授孩子们书面语言的地方，重视读写。
孩子会读会写，就是不会说、不愿说、
说不好、说不溜也在情理之中。而现在
的社会，语言不仅是学习文化的工具，
更是交流的通道。运用语言，完美社交
已经是现代社会衡量人才的重要考量因
素之一。所以中文学校的使命已经不仅
仅是教几个中文字，学一点中国文化，
同时也需要提升孩子们应用中文，开口
说话，会说话，说好话的能力。为此，
奔腾从去年开始就举办了中文口语三项
全能比赛。

此项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复习
所学课文中的重点句型；提高学生说完

整句子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双语（中英
文）理解能力；鼓励学生开口说中文的
能力；发现教学上的问题和误区，进一
步提高奔腾的教学质量。

比赛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造句；中
英文互译；对话环节，围绕课文内容展
开的师生对话与根据孩子的日常经历而
展开的开放式对话。

比赛形式则采用网上赛场（zoom），
全校参与，每个孩子都有充分的时间表
达自己。所以比赛的时长根据班级大小
常常需要 2-3 周的时间才能完成。

虽然几句话概括了比赛，但在实际
比赛准备与执行中，老师们所付出的辛
劳与时间是没法计算的，这正是应了我
们教学总监的话：奔腾是一所业余的中
文学校，可我们的教学工作却一点都不
能业余！且不说教务处老师们为了准备
比赛，一次次的开会讨论方案，反复修
改；光比赛题库，就是全校老师一起集
思广益，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整理而成。
为了比赛，学校建立了微信比赛讨论群，
比赛前期讨论群几乎每天的信息量过
百，老师们在群里咨询各类可能发生的
问题，而教务组的同仁们也耐心回答着
一个个难题。直到比赛前夜，讨论群里
都热火朝天！这就是奔腾，一群为学生、
为教学的老师们，真正做到了“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最后，不想说比赛结果到底如何如
何，不想说孩子们、家长们对比赛的参
与与评价如何如何，就这份对教、学的
热情与执着，你认为奔腾的这届比赛会
办得怎样呢？我们的比赛不仅仅是为了
赛出前三名，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能
让全体学生都得到锻炼，补充、辅助课
堂的学习；我们不忘初心，全力以赴，
不仅要教得好，更要学得到，这才对得
起“我是奔腾人”的这个称号！

奔腾网课“巡疆大使”的心声
奔腾分校董事长  王子衡

去年夏天应该是我爷爷奶奶最不
休闲的夏天之一了，因为他们的院子
里有一群小淘气，就是兔子。

兔子们虽然表面上非常可爱，有
又小又短的尾巴，大大的眼睛而且还
摸起来毛绒绒的，但是它们私底下很
狡猾，同时也很聪明。虽然去年夏天
很热，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每天都会去
后院种菜。而兔子们都会不知不觉，
莫名其妙地就从地里冒出来。兔子们
是出了名的爱吃红萝卜和蔬菜。它们
蹦来蹦去，跑来跑去，找吃的。它们
一找到一个地方有吃的就会很经常来
偷吃你家的蔬菜，尽管那些蔬菜都还
没发芽。它们会这里吃一点，那里啃
一点，把你的菜都糟蹋地不能吃了。
有的时候，兔子们还会叫上它们的小
伙伴一起来享用。

兔子们也包括其它动物一听到有
人来了就会暂时躲起来，等一会儿人
走了又会出现的，所以爷爷奶奶都会
一有空就出来看一看兔子有没有出来。
如果有的话，只要一发出声音，它们
就会逃跑的。就算爷爷奶奶用了铁丝
网围住了整个后院，兔子们最后还是
找出了漏洞 , 钻了进来。更可恶的是它
们会在半夜或者清晨，等你还在睡觉
的时候，把你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都
吃掉。

兔子还真的能让人过得不得安
宁啊！

我的中文学习历程
——读《ABC 成长的烦恼》有感
八年级二班 刘雨欣 指导老师 张美加

对中文的感情
——读《ABC 成长的烦恼》有感
八年级二班 卢凯莉 指导老师 张美加

《ABC 成长的烦恼》如实地描述了
一个华裔孩子学习中文的经历。文章的
内容被分成很多不同的时间段，从作者
的童年直到大学毕业。

一年级开始，这个小姑娘每天放学
后都会去上中文课。在家里，她也用中
文来跟父母交流。然而，随着她慢慢地
长大，她变得越来越忙，不再想学中文
了。十三岁的时候，小姑娘完全放弃了
中文课。她认为学中文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而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后来上大学时，
女孩参加了一个写作班。班上的一位同
学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故事。当这个同
学分享时，作者发现自己其实对中国的
文化很陌生。这次的经历使她重新点燃
了对学中文的兴趣。所以，她报了一门
中文课。很快，中文课就成为了她大学
里最喜欢的科目。大学毕业后，当作者
回顾她学习中文的经历时，她非常感激
父母给她机会学习中文。而且，她承认
学中文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帮助，使她能
够全面发展。

从这篇文章中，我最有体会的一段
是关于“周末中文学校”。对我来说，
这么多年来，学中文不仅仅是学知识，
更是一个培养品格的过程。每个星期写
中文作业不但帮助我培养坚持力，而且
帮助我培养有效安排时间的能力。

同时，像作者一样，我也有学拉丁
语的经历。拉丁语的学习加强了我的记
忆力，但是我不能使用拉丁语与人沟通。
反过来说，学中文不仅带来了跟拉丁语
相同的益处，还帮助我跟人交流。

读了这篇文章，我更加感恩爸爸妈
妈和老师们的陪伴，让我坚持学中文直
到现在！

读《ABC 成长的烦恼》的时候，我
感觉这个女孩跟我真像。我会问自己：
“这是在写我的故事吗？”那就表明我
们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从她前面喜欢上
课，到她后面越来越不喜欢学中文，我
都和她有相同的感受。

读着这个女孩在课后上中文学校的
每一个过程，让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类
似的经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觉得上
中文课是个挺好玩的事情。我每个周六
都能见我的中文学校的朋友。在课间休
息的十分钟，我就会跟大家在走廊里快
乐地跑来跑去。

后来，她在周末中文课经历就跟
我的更像了。我也一样曾经想过：“为
什么我要学中文？我又不是长大后要
搬到中国，或找一个中文相关的工作。
这有啥用？”我能体会出来的，中文只
是一个负担。中文学校的作业比英文的
公立学校还多，但我都看不出它有什么
好处。可是，像那个女孩的妈妈一样，
我的父母一直强调中文的重要性，说：
“将来你会感谢我们的，即使你现在不
这么认为。”

在学习的过程，我才慢慢理解我
爸爸妈妈的话。学中文不仅为了学一门
语言（但学一门外语对大脑的发育有帮
助），而且更是在了解中国的文化。随
着时间的增加，我们开始学一些更有深
度的课文，也学到了更多关于中国的历
史与文化。

经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终于明白
了我的父母说的话。读完这篇文章后，
我就更加珍惜父母给了我学中文的机
会，并帮助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北极熊居住
在美丽而寒冷的
北极。它们是依然
生活在原始环境
的唯一动物，是受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保护的频危物
种之一。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因此
需要人类的帮助和保护。

北极熊的外貌非常独特。它虽然长
得很像狗熊，但毛竟然是白色的；它的
毛虽然是白色的，但皮肤却是黑色的。
为了让自己保暖，它们有两层厚厚的毛
和一层厚厚的肥肉。它是熊类当中个头
最大的熊，长度可以达到三米，真是独
一无二的大熊。

北极是北极熊的家园。北极熊是食
肉动物，大部分时候只能吃到鱼，幸运
的时候，可以吃到得来不易的海豹。它
们用来抓海豹的技巧也十分独特，同时
也展现出来它们的聪明和耐心。北极熊
通常会认真观察海豹的生活习性，然后
在海岸上等待海豹换气的那一瞬间。有
时它们要一动不动地等上好几个小时。
等到海豹把头一伸出来，北极熊就狠狠
地咬住海豹的脖子，高兴地吃上一顿美
味的海豹大餐。

由于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北极熊
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北冰洋是北极的一
部分，如果北冰洋逐渐融化，北极熊居
住的地盘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它们喜欢
吃的海豹也不会有地方生活了。这些原
因都造成了北极熊数量的急速下降。

总之，北极熊是多么神奇、多么独

特的动物啊！它们应该受到人类的尊敬
和保护。

鸟是世界上最神
奇的动物之一。地球
上鸟的种类很多，你
信吗？大概有八九千
种！有些鸟喜欢住在
树林里，有的喜欢住
在海边，连住在沙漠
的都有。也许人类至
今也还没发现每一种鸟呢！

我特别喜欢观察各种各样的鸟。我
们去夏威夷旅游的时候，我和妹妹看到
了各种不同颜色和形态各异的鸟。我俩
把鸟的种类写下来，每一次看到新的鸟，
就会记下来它的颜色和样子。我们看到
最多的是红色和蓝色的鸟，其他比较少
见的是绿色、黄色、彩色的。

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如果你把它
们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们就会自己
飞回家。我们在夏威夷还看到了一种会
说话的鸟，你说一句话，它也说一句，
太有趣了！

我每天早上起床时，还没睁开眼
睛就可以听见小鸟发出悦耳的叫声，
好像在对别的鸟说话。到了中午，大
多数的鸟都会回鸟窝里，吃一些早上
找到的食物，或者照顾它的孩子们。
下午，他们常常会离开他们的鸟窝，
为它的家庭找到足够的食物。晚上到
了，鸟们不吵也不闹，悄悄地回窝睡觉。

对我来说，鸟是最神奇的动物。
它们不光有最漂亮的颜色，而且会模
仿人们说话，它们为世界上的人带来
了无限的快乐。

全世界有成千上
万的人拥有不同的动
物作为宠物。这些宠
物包括猫、狗、鱼、
乌龟或仓鼠等等，有
的人还把狮子、蟒蛇
当做宠物呢！

我觉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
和弟弟一直盼望着有一只小狗，就在去
年圣诞节，我们终于从父母那里作为礼
物得到了一只小狗。这是一只玩具贵宾
犬，我们给它取名叫 Coco，她是个小女
孩儿，她长着两只黑色的大眼睛，全身
被浅棕色的卷毛包裹着，就像一只泰迪
熊，我特别喜欢拥抱她。

我家人都很喜欢她，经常给她买新
玩具和零食。我们喜欢训练她，到目前
为止，她已经学会坐下、握手、站起来
和躺下。Coco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外
面玩捡球，所以我常带她在附近散步。
她喜欢闻地面上的所有东西，并试图把
它们都吃掉，所以我得好好管着它别乱
吃东西。

有时我和妈妈喜欢捉弄她，比如躲
在墙后吓唬她，看她既害怕又无奈的样
子，我们觉得很好笑。最近妈妈带她去
美容院洗头发剪头发，因为她的头发长
得太长了，甚至都看不到她的眼睛了。
当我看到她的新造型时，我非常惊喜，
因为我终于可以再次看到她大大的眼
睛了！

那 天 是 我 的 生
日，妈妈爸爸带我去
一个叫 Cafe Monet 的
法国餐馆吃晚饭。我
的哥哥姐姐没来，因
为他们去上田径课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
为我就可以吃更多的

蛋糕，蛋糕很好吃！
我们吃完饭，爸爸就开车带我们去

接哥哥和姐姐。我们离开的时候有些晚
了，哥哥和姐姐的课已经结束了，所以
爸爸开车有些急。外面黑漆漆的，也没
什么车辆。前面有一个 stop sign，但
是天太黑了，爸爸没看见。他开过 stop 
sign 的时候，一个警察看到了爸爸。我
突然发现后面有一闪一闪的车灯，哦，
警察来了。

“你为什么没在那个 stop sign
停？”他问爸爸。

“我没看到，”爸爸诚实地说。“那
个 stop sign 是新的吗？”

“对。尽管是新的，很多人都没有
注意到。但是对不起，我还是要给你一
张罚单，这是我的工作。”

爸爸很后悔，我也懂了开车要小心。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生日，所以我一
直记得。

三年前的感恩节假期，我们全家去
了波多黎各旅游。我们在波多黎各参加
了很多好玩的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活
动是在海里浮潜。

一位导游带着我们和另外几个家庭
坐了一艘船出海。她跟我们讲了一些要
注意的事项，比如不要游得离船太远，
不要用手碰珊瑚等等，然后我们就开始
浮潜了。这是我第一次浮潜，所以我很

害怕。爸爸和姐姐不停地给我描述他们
在水下看到的鱼和植物，但是我还是不
敢下水。过了半个小时，我有点儿无聊了，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想要试一下。我把浮
潜镜戴好，然后把头沉入水里时，我好
害怕啊。可是，当我发现水下的景色这
么漂亮的时候，我着了迷。多好看的鱼
和珊瑚啊！我看到了蓝色、黄色、红色
的鱼，有大有小，还有五颜六色的珊瑚。
最有趣的是一群小小的鱼，身上是黑色
和 橘 色 的 条
纹，就跟Nemo
一模一样，可
好玩儿了！

我真心觉
得 在 波 多 黎
各 浮 潜 是 我
最 难 忘 的 经
历之一。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自己。我的名
字是陈珍珍，我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十岁
小女孩儿。我的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
美国人，我是一个中美混血儿。我有一
个七岁的妹妹，我们一起住在新泽西的
伟恩。

我可以弹钢琴，弹得非常好。我从
四岁开始弹钢琴。我每天弹一个小时钢
琴，每天认认真真地弹，十分努力。我
每年都要参加比赛，比赛的曲子非常难。
我很多时候怎么弹都弹不好，但是我从
来没有放弃，因为我觉得弹好了以后的
曲子是非常好听的。我每年参加钢琴比
赛都可以得一等奖或者二等奖，可以上
台表演。弹钢琴让我很自信。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排球。我在
SOS俱乐部打排球，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我每周要去俱乐部训练两次，每个月要
打一次比赛。我每次打比赛的时候很紧
张，因为我很想得分。我每次发球都很
使劲想直接得分，但是却因此出错。但
是即使输掉了比赛我也不放弃，还是努
力地打球。打排球让我变得更加强壮。

我为自己而自
豪，因为我既会弹
钢琴也会打排球。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从来没有放弃，一
直坚持努力直到取
得好成绩。

爸爸是一位工程师。他做任何事情
都非常认真，开始了就会把它完成。爸
爸长得不高，但是跟我比还是挺高的。

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让我做
我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感到很生
气，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都是对我有好处
的。比如，他要求我每天练习足球基本
功。我不愿意每天练基本功，很没劲，
而且很累。不过，在爸爸的坚持下，练
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球就踢得好多了。
我以前只能颠几个球，现在我可以颠几
百个球了。我还学会了好多过人动作，
能在比赛中轻松地晃过对手了。

爸爸常常陪我一起学习进步。每当
发现我踢球错误的时候，他会跟我分析，
观看我的比赛视频。有些时候，都深更
半夜了，他还在找适合我看的足球视频。
他会跟我一边看一边讨论。我跟着爸爸
学了好多足球方面的知识。他是我的“理
论教练”，虽然他踢得
还不如我呢！现在我
对比赛中的跑位都很清
楚，踢得越来越自信了。

爸爸虽然对我很严
格，但是我知道他是想
帮助我进步，希望我能
做得更好。他一直都在
我身边陪伴我成长。我
非常喜欢我的爸爸！

博根分校

冬天到了，天空中飘起了雪花。
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屋顶，树，车子
和大地。到处都变得白茫茫的，像盖上
了厚厚的被子。两个小朋友在开心地堆
着雪人。雪地上
留下了他们欢乐
的足迹。下雪的
时候，我和妹妹
喜欢在后院堆雪
人，打雪战，还
有做小小的雪房
子。我喜欢冬天，
我喜欢下雪。

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
妹去了新泽西自由州立公园和附近的一
个小动物园。从自由公园望向远处，我
看到了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世界贸
易中心，还有帝国大厦。曼哈顿上的高
楼大厦真多啊。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很
有特色的建筑。它们有的高，有的低；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我们还看到
了几艘白色的船开过，驶向大海，向更
远的地方驶去。

在 动 物
园里，我看到
了很多很有趣
的小动物。咕
咕叫着的母鸡
和羽毛鲜艳的
大公鸡在路边
走来走去；白色的山羊在安静地吃草；
老鹰时不时骄傲地展开它大大的翅膀；
两只山狮轻巧地在高高的石头上跳上跳
下；还有可爱小猴子在树上荡来荡去，
真有趣。最后我和妹妹还坐了小火车。

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很高兴能够
出去玩，看看不同的风景，给这个愉快
的假期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 三 岁 的
那年圣诞节，
妈 妈 给 我 在
kohls 百货商场
买了一只毛绒
的玩具猴，叫
乔治。我很爱
它，所以从那
天以后乔治就

变成了我的小弟弟。 
小乔治很可爱。它的眼睛像小黑球

一样。乔治的毛是咖啡色的，而且软软
的。它的圆圆的脑袋旁，一对桃色的小
耳朵张开着，好像在听我说话。乔治的
嘴巴一直在咧着好像在笑。我的小乔治
身高只有十五英寸。它的手脚很小，很
可爱。

每天睡觉之前，我都会跟我的“小
弟弟”乔治讲故事。我生气的时候，我
会抱着乔治哭；我开心的时候，我会抱
着它笑。每年圣诞节那天，我都会跟“小
弟弟”一起坐在圣诞树旁，拆礼物；当
我收到好玩的玩具，我会和它分享。每
次我们一起回外公外婆的家，我都会带
着我的小乔治。

虽然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自从妈

妈给我买了那只毛绒的玩具猴后，它就
成为了我最心爱的“小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