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利了。”这时候妈妈就会对我说：
“会读会写中文会让你在生活中有很
多机会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
中文学校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我不
仅把星期六浪费在中文学校，大部分
时候我也要在星期五晚上复习我的中
文，有时星期天也被用来做我的中文
作业。我觉得我平时已经非常忙碌了，
学习中文让我感到更多压力，所以我
从来没有享受过中文。

过去几年，不
论是英文还是中
文，新冠疫情对我
们的学习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中文
学校因为在网上
学 习， 我 的 汉 语
成绩落后了很多，

时间耐心地教
我很多东西。
去年夏天我想
买一台新电脑。
爸爸建议我自
己组装电脑。
他让我先去学
习电脑知识，

了解电脑每一个零件的功能，然后让
我去网上查哪家商店电脑零件最齐全。
通过比较爸爸同意我去 Micro Center
买电脑零件。爸爸说我需要的是一个
最适合我用的电脑，不是最新最好的
电脑。我和爸爸在这家商店里一起选
了需要的所有零件。回到家后，我和
爸爸在网上看了好几遍组装电脑的录
像。一开始组装的时候很顺利，但是
安装芯片上风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主要是空间太小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爸爸和我一起反复研究，终于安装上
了这个风扇。我和爸爸花了两天时间
才把电脑安装好。在买零件和安装电
脑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仅是
电脑的知识，还有动手的能力。 

我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的爸爸，
但我知道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
爸爸。

时间没有真正的翅膀，但它却可
以很快地飞过去。时间是宝贵的，因
为它是有限的 , 也是一直向前永不回
头的。

时间是有限的。人的一生大概只
有 41,000,000 分钟，其中有三分之一
的时间在睡觉。剩下的时间用于工作、
学习、生活和娱乐，每用一分钟，剩
下的时间就会少一分钟，对每个人都
一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分钟
的时间。

那我们如何有智慧地使用时间
呢？首先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目
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我们都有新
年目标，不但如此，我们还需要设定
每个月的目标，甚至每天的目标。只
要我们能够按照设定的目标一步一步
去完成，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自己
的理想，时间就没有被荒废。

其次，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节省
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
内完成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我的妈妈
就是一个很会高效利用时间的人。她
经常一边做晚饭 , 一边听着我和妹妹练
习弹钢琴；一边工作，一边帮助我和
妹妹完成家庭作业。

达 尔 文 曾
说：“一个敢浪
费一小时时间的
人，还没有发现
生命的价值。”
谁也不会知道我
们还剩下多少时
间，让大家一起
来珍惜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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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焰和海浪
五年一班 陈子轩  指导老师 蔡燕

画太阳
五年级二班 陈思宇  指导老师 郭玉坤

我最喜欢的人
六年级二班 陈坚峰  指导老师 曾海霞

我的好朋友—阿而曼
六年级二班 崔享享  指导老师 曾海霞

珍惜时间
七年级一班 王书键  指导老师 刘彬

《ABC 成长的烦恼》读后感
八年级二班 翁璟潼  指导老师 张美加

时光飞逝
七年级二班 黄羽彤  指导老师 刘彬

我的弟弟
六年级一班 李昊澄  指导老师 周建东

我的爸爸
六年级一班 孙伯阳  指导老师 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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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过山车
——读《ABC 成长的烦恼》有感

八年级一班 林立峰 指导老师 郭玉坤

在浩瀚的大海里住着两条龙，一条
是红色的，一条是蓝色的。红色的龙叫
烈焰，蓝色的龙叫海浪。它们长得差不
多高大，但是烈焰的鳞片是红色的，它
会喷火；海浪的鳞片是蓝色的，它会喷
水。它俩经常在一起玩耍，一会儿飞上
天空，一会儿钻入大海。

有一天，海浪傲慢地对烈焰说：“哈
哈哈，我比你更厉害，因为水可以扑灭
火。”听完了它说的话，烈焰一边耸肩
一边说：“好吧。你觉得是就是吧。”
海浪就大笑了起来。

又到了一年的冬天，天气冷极了，
把海浪住的海域冻住了，海浪回不了自
己在海底的家。它不停地在结冰的海面
上喷水，但是不仅不能穿透冰层，而且
冰层越来越厚。又过了一个星期，海浪
越来越冷，它实在被冻得受不了了，就
无可奈何地去找烈焰帮助它。

海浪到了烈焰那里，不好意思地对
烈焰说：“我请求你跟我去我住的海那
里，因为海水结冰了，我的家被冻住了。
对不起我之前说你是一个弱者。”“好
吧，没问题！我立刻跟你去。”烈焰说。
它们来到了海边，烈焰深深地吸了一大
口气，把火喷在冰上，冰很快就溶化了。
“谢谢你！”海浪说。“不客气。”烈
焰回答。

从此以后，它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时候，烈焰需要帮忙，有时候，海浪
需要帮忙。它们互相帮助，从此过着幸
福的生活。

从前，有一个
画家，他有两支圆
珠笔：一支是红色
的，一支是橙色的。
有一天，画家要画
一个太阳送给别人。
于是，他就用那两
支圆珠笔画太阳。

“我是太阳的颜色！用我来画太
阳！”橙色的圆珠笔大声喊。

“我才是太阳的颜色！虽然人们觉
得你是太阳的颜色，其实我才是太阳的
颜色！”红色的圆珠笔也大声喊。

“不是呀！我真是太阳的颜色。
我在电影里看见有人说橙色是太阳的颜
色。”橙色的圆珠笔说。

“不是！空间站上的人说太阳是红
色的！”红色的圆珠笔说。

“请安静！你们不要争论了，你们
要互帮互助！”等那两支笔安静下来，
画家说：“我要用你们一起画画。你们
的颜色都很好看，所以你们在一起就会
更好看，很像太阳。”

真的，那两支圆珠笔画出来的太阳
十分漂亮，很好看。它们也因此懂得了
一个道理：那就是它们要一起工作，效
果才会更好，画儿才会更漂亮。

我有一个可爱的弟弟。他 2019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Albert”。

他两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用“iPad”
了：我的爸爸打电话给他，他听到了电
话铃声响起来，就会跑过去，用苹果平
板电脑接电话。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和外
婆的时候，他会抢着接电话，和爸爸聊
天。打电话结束的时候，都要由他来挂
掉电话，如果不是他挂的，他就哭了，
要再打一次由他来挂掉。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一按门铃，他
都会跑过来帮我开门，然后抱着我叫“哥
哥”。有一次，他看到我不开心。他问我：

“哥哥，你是不是不高兴呢？”我回答“是
啊，有点不开心”。他就给我一个大大
的拥抱让我开心一点。

我的弟弟也很聪明，天天都想学新
的东西。他每天早上都会叫我跟他一起
看书和学习英文字母。我弹钢琴的时候，
他会跑到我房间听。我弹完了后，他也
要坐在椅子上，小手按住键盘。最近，
我开始教他怎么弹钢琴。他认真地跟我
弹。我弟弟也知道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
比如说，他会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二减
一等于一。

有一次，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图书馆。
里面有很多小孩子跟他差不多年纪。他

很喜欢跟那些小孩
子玩，他们玩得很
开心。我们要走的
时候，他也不跟我
们回家，他还要跟
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我的弟弟是一
个很可爱的人。我
很爱我的弟弟。

我的爸爸出生在中国。他是一位
地球科学家。我不了解他的工作，我
只是知道他为巴西和东非建立了气候
预测系统，也是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
气候顾问。

我的爸爸很爱我。他总是花很多

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对我最好的哥
哥。哥哥现在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他不仅要去上课学习，而且还有一份
工作，因此他每天都很忙。哥哥今年
20 岁，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运动，跟
我一样喜欢踢足球，所以他长得又高
又壮。

记得去年有一次在足球比赛中，
有人故意违反规则把我的脚弄伤了。
我一回到家，哥哥就叫我赶快去医院
检查。他以前也跟我一样受过伤，因
此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扭伤，会很痛。
在去医院的路上，他一直安慰我、照
顾我。还有一次我考试只得了 85 分，
家里人都不开心。虽然哥哥也不开心，
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地、一题一题地
教我，还鼓励我好好练习。那一次我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解决数学问题的
方法。

哥哥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很尊重
家人和朋友。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哥
哥总是会安慰、
鼓励和帮助我。
我觉得我最喜欢
的人就是哥哥。
我已经有些等不
及寒假的时候，
哥哥能够回家和
我一起玩。

我最喜欢的朋友叫 Arman，他是孟
加拉人。他不是那么高，但也不是那
么矮。他有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
Arman 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喜欢玩国
际象棋，也喜欢看书和钓鱼。他最喜
欢的书是《哈利波特》，他还很喜欢
打游戏，他是个精力挺充沛的人。我
们上学第一天就互相认识了。

记得二年级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在
爬猴子杠，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我的
胳膊先落地，非常疼，当时我觉得我的
胳膊快要断了。别的同学都没有过来，
只有他特别关心我，一看见我摔倒就赶
紧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问老师
能不能送我去找护士，然后他扶着我一
起去看护士。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
的朋友。

后来我们总是在一起玩国际象棋，
在学习上也经常互相帮助，我们成为了
彼此最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以后一直
都是好朋友。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经常对我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这
句话就是说时间很宝贵，我们不能浪
费它。

有一次，爸爸开车带我去学校接
弟弟放学。我们去得比较早，就在车
里等弟弟。我觉得等待的时间好无聊，
就开始玩游戏。爸爸却拿出了一本数
学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他一边看
一边做笔记，我玩游戏的声音很吵，
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很快就看了好几
页。我很奇怪，问爸爸，就这么几分
钟时间，您还要看书，多辛苦啊！爸
爸笑着说：“孩子，时间一去不复返，
我们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你觉得几分
钟很少，可是积少成多，这本书就是
我放在车上，专门用这几分钟等待的
时间看的。你看，快看完了。”听了
爸爸的话，我对珍惜时间有了自己的
理解。

从那以后，我和弟弟也学会了每
次出去都带本
书，不浪费每一
次等待的时间。
在妈妈的教导
和爸爸的言传
身教下，我们学
会了珍惜时间。

读了一篇短文——《ABC 成长的烦
恼》，读后我的感觉很复杂，我想感
谢家人的鼓励，可同时又感觉一路走
来的艰辛。在我的童年时代，学中文
就像一个情绪过山车一样，又艰难又
有意思。

我在美国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爸
妈还是一对靠打工为生的夫妻，而且
收入也不多。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忙也
没有钱，就把我交给住在中国的爷爷
奶奶照顾。在中国，爷爷奶奶教了我
一些词语，教会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等，还给我讲有趣的故事，比如《卖
火柴的小女孩》、《灰姑娘》、《白
雪公主》等等。当然，我也不能在中
国待一辈子，所以当我爸妈比较富有
了的时候，就把我接回了美国，来到
我现在美国的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学会了数
百个汉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舅
舅姑姑都耐心地陪我练中文。因为这
样，我差不多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已
经可以流利地用中文和家人们沟通了。
我每天辛辛苦苦地读课文、复习词语，
周末上中文学校，有时参加朗读比赛，
提高了中文水平，那时候觉得挺有意
思的。后来，虽然我知道怎么说中文，
也知道怎样写中文，但我发现除了跟
爸妈交通，我每天用中文的次数也不
高，甚至比以前更少了。随着四年级
的到来，我开始越来越不喜欢学中文，
有时还讨厌做练习。我对妈妈说：“学
中文太难了！我干脆不学了。”妈妈
劝我说：“你以后会感谢我的。我们
继续努力好吗？”但我不把她说的话
放在心里，只开开心心地学习英文，
不学中文，顿时感觉生活轻松很多。

我心里想：如果我学好英语，可
以跟美国人交流不就好了吗？这时，
我在上五年级，但爸爸妈妈却一直劝
我继续学。我拒绝了他们，然后我的
中文水平飞快地下降，直到有一天我
连最基本的汉字都忘记了。我已经不
能跟说中文的朋友们有说有笑了，就
因为我那一年没学中文。初中开始后，
我们都开始上网课，所以我的时间空
出了很多，然后我决定接着学中文。
现在，我每天都很想感谢家人们，那
时他们让我学中文真的丰富了我的知
识，让我大开眼界。如果我小时候父
母没有强迫我练习，我到今天肯定会
有许多遗憾。

将来，学好中文后，我想学更多
更复杂的语言，像日语、韩语、俄语、
德语、法语等
等。通过学习
中文的经历，
我相信，只要
我付出努力，
无论什么事都
会成功的。

在我读了《ABC的成长烦恼》之后，
忽然觉得我和小作者的经历很相似。

我也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
我的父母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把我
送进了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六，我和
我的弟弟都会上两个小时的中文课。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嫉妒我的美国朋
友。我常常问妈妈：“我为什么要上
中文学校？我用中文已经能说得很

华夏奔腾  万象更新
——奔腾分校新学年新气象（组图）

奔腾回归实体课堂 序曲
奔腾教务处

今天是 2023 年的第一天，这期是
华夏园地的跨年专刊，也是奔腾 22-23
学年的首刊。过去的一年、两年、三
年真是一言难尽，只盼来年苦尽甘来，
万物复苏，事事平顺康安。

九月，上了两年半网课的奔腾师
生，终于盼来了回归实体课堂的日子。
孩子们的兴奋，家长们的舒缓，工作
人员的忙碌和老师们的忐忑，组成了
2022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30 的那一声
久违了的，悦耳动听的上课铃声：奔
腾回归实体课堂•序曲。

孩子们兴奋，那是因为好些同学
两年半没见，还认得出吗？有些都没
见过面呢！

家长们舒缓，吁……终于，孩子
们进了课堂，再不需要爸爸妈妈盯在
身边了。

工作人员忙碌，虽然查课的老师
不用再敲打一个一个 Zoom 课堂的 ID
和密码，只需抬脚在走廊上透过教室
门上的小窗观察课室的动态即可。但
是，打铃、接待家长、回答家长的提问、
与校工的沟通、课后清点、检查各教
室的黑板、桌椅，无一不可掉以轻心。

老师们忐忑，这是所有参与回归
实体课堂者中最揪心的一群人。两年
半的网课，虽然奔腾教务处和老师们
想尽了各种方法（谷歌课堂收发作业、
扫描练习册批改作业、变着法子出作
业、出考题、设计适合网课的教学比赛）
尽可能地保证教学质量，但是，网课
毕竟是网课，不像实体课堂一切都在
老师的眼皮底下，不像所有的作业都
可以用笔写，不像听写生词可以当堂

上交，你明明知道他眼前的页面已经
不是 Zoom 课堂了，但是没有家长的配
合，你再着急只能干瞪眼。就是在这
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情况下，打着太极
地，你来我往地终于走出了网课课堂，
走进了盼望许久的实体课堂……

在第一次考试后，老师们的焦虑和
忐忑终于在教务会上爆发了：好多字
都不会写了！写字的手都在出汗了！
有的手都在抽筋了！这一切的一切都
是三年疫情的后遗症。

没关系，不用担心，“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这三年怎样一步一
步掉下去的，就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
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这就是我们奔腾的精神！于是，
根据不同年级的大纲要求，各年级组
的老师们开始了逐步逐步地训练和要
求：朗读课文、录音作业、写字比赛、
作文练习、中英互译、演示训练，一
项项地出现在孩子们每周的作业单上。

好在还是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在这
三年中，在老师和父母的鼓励下认真
而努力地学习着，不愿意放松一点点；
好在还是有那些宾州、康州、纽约州
的家长就是冲着奔腾的严格、严谨、
严肃的教学风格来到了这所位于新泽
西北部的“华夏奔腾中文学校”，他
们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不算远！

感谢家长们的信任，感谢孩子们
的努力！感谢奔腾教职员工的忐忑与
焦虑！相信我们，奔腾将再次给出一
份合格的考卷。我们 2023 年 6 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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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课堂上很难集中注意力。但今
年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可以和老
师面对面地学习。虽然这个过渡并不
是那么简单和轻松的，可是我确实提
高了我的学习效率和技能。 

今年是我在中文学校的最后一
年。也许明年我还会继续完成AP中文。
虽然我说我不喜欢中文学校，但我已
经学了近十年了。它真的把我塑造成
了今天的我。不但让我学习了中文，
还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如
此，中文学校文化课也帮助我发现了
自己的潜能和爱好，发现了我对艺术
的热情。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妈妈为我报名
参加中文学校，也将永远感激中文学
校为我们海外华人孩子提供了认识中
国，了解中国历史的机会。

开学第一天，校
旗又插了起来

学 校 走 廊，
久 违 了 的 熙
熙攘攘

已经上了大学的奔腾
毕业生，回到母校看
望老师们

回到实体课堂，
被疫情中断的
写字比赛又恢
复了

欢 聚 一 堂， 参
加总校年会的
奔腾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