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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耘方得百花香 

 --- 采访文化课教务长何芳 

             尹真 

 

尹：何教务长您好！首先请问您在咱们学校管理团队的分工及主要职责是什么？ 

何：我是负责学校文化课的副教务长，我的主要职责是为学生和家长们设置丰富多彩、门

类齐全的文化课，网罗专业背景强大、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文化课老师，参与学校的日常

教学管理，并协助老师及学生家长解决各类问题和做有效沟通。 

尹：我校的文化课门类齐全，阵容强大，丰富有趣的文化课提升了学生学中文的热情，是

学校的一大亮点。能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吗？ 

何：我们学校的文化课分为七大类，分别有音乐舞蹈、绘画手工、武术体育、竞赛数学、

棋类、计算机、自然科学及人文等。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合适的文化课。

教师队伍人才济济，教学经验丰富，获得广泛好评。比如教音乐课的明明老师，音乐学院

科班出身，有二十多年教学经验，专业素养深厚，闻名国内外；教跆拳道及武术课的王双

忠老师是中国国家级教练，他教出来的学员多次获得国内外跆拳道比赛金牌；教公众演说

课的罗亦冰老师是原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的资深编辑，有多年主持经验。

我们还有很多资深老师，广受学生喜爱。 

 除了给孩子们和家长开设的多门文化课，我们还为家长们组织了多个体育俱乐部，有

羽毛球，网球，篮球和足球俱乐部，为热爱体育运动的家长们提供机会锻炼身体、结识朋

友、分享信息，一举多得。 

 华夏大纽约的文化课为学校的

发展壮大锦上添花，为丰富华人社区

文化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尹：何教务长，听说您爱好广泛，并

积极参与学校家长文化课设置，能否

请您谈一下这段丰富学校的文化活

动的个人经历？ 

      芭蕾舞小班的参演节目“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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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校的文化课每年都需要推陈出新，如何能够发掘出孩子们喜欢、家长们满意的新课

是一大挑战。除了广泛听取热心家长们的反馈和建议，我还会与校长及孙教务长讨论设置

新课的可操作性，反复琢磨最佳课程设置及安排。物色专业背景强大、教学经验丰富的老

师可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经常是打着灯笼到处寻寻觅觅。诚邀资深的优秀老师加盟华夏

大纽约更是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展示华夏志愿者无私奉献的大爱情怀，用真诚和热

情打动老师们来学校教课。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华夏大纽约的文化课开办得多姿多彩、

独具特色，获得校内校外的广泛好评。我非常欣慰地看到我为学校的良好发展尽了自己的

绵薄之力。做公益让我感到精神富足，更有使命感和成就感。 

尹：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您对海外华人子女如何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有何建议？ 

 

何：建立中文学校的初衷就是希望有一个能够让华二代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平台，建立

身份认同感和增强自信。但是仅靠中文学校每周一次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家长在平时日

常生活里要多让孩子们接触中文，包括阅读好的中文书籍，看介绍中国名山大川、历史人

文的影像资料，多认识热爱中文的朋友，经常参加华人社区的各种有益活动，有机会有条

件的话，每年都回中国走走看看，全方位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这样才能体会中华

文化的渊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长大后成为中西合璧的国际化人才，为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

桥梁出一份力。 

 

尹：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特别感谢您这些精彩的建议。 

 

 

 
《小语世界》主编尹真（左）采访我校何芳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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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独立日 尹真（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今年在七月四日美国的独立日，我做为格林威治的少年俱乐部的国旗护卫队成员之一，受

邀参加了格林威治市政厅举办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并与其他三个护卫队成员一起进行了升国旗

仪式表演。 

 这个国旗护卫队成立有许多年的历史了，每个礼拜三的下午，经过严格筛选的护卫队成员

都会在户外草坪或室内大厅进行认真的训练。今年已经是我第二年作为护卫队的成员参加市政

厅的升国旗仪式表演了。我非常高兴和自豪，但是也有些紧张。今年会有许多我的同学和朋友

来观摩，我很在意他们对我的看法，生怕他们会嘲笑我表演得不好。 

 早上九点整，表演开始了，乐队吹起了号子和笛子。我快步走到了队伍中间，当我听到主

持人宣布“现在，让我们欢迎格林威治少年俱乐部国旗护卫队升国旗”时，我紧张极了，心脏

在胸口砰砰作响。我告诫自己这是每年最大的表演，我一定不能搞砸。现场每个人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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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开始正步走了，我和队友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饱满地沿着市政厅前面

的小道，一步步地正步走到了升旗台边，系绳、亮旗、升旗，我们做着这些练习了几百次的动

作，终于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了蔚蓝的天空，大家一起唱起了国歌。 

 表演结束了，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的紧张竟然在这庄严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此后，我们大家一起聆听了美国的先贤及表率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演讲及教诲，还吃了独立日蛋

糕，节目真是太丰富啦！ 

 最终，我发现表演能不能得到朋友们的认可，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拥有做为一位护

卫队成员的荣誉和责任。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成为护卫队的成员，并以这种方式来热爱我们的国

家和国旗。这个独立日实在是过得太有意义啦，为我的暑假活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纽约环球国际音乐大赛采访记 尹真（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2019年 7月 31日，我有幸作为《侨报》小记者到纽约卡耐基音乐中心 (Carnegie Hall)

采访“纽约环球国际音乐大赛”。本次大赛有超过 60位来自中国、韩国， 以及美国、加拿大的青

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大赛分为中国民族乐器、钢琴、弦乐、管乐、打击乐、 声乐、协奏曲和作曲

多个组别。晚上六点小记者开始面对面采访音乐教授及参赛优胜选手，八点观看优胜者汇报演出

及颁奖礼。 

  我有幸采访到了本次大赛的金奖得主王楷翔。他来自中国，获得了最佳新音乐表演奖。王

楷翔出生于小提琴世家，爷爷和爸爸都是小提琴演奏家。他三岁开始练琴，五岁左右就登台表演

了，从小到大参加了无数场的小提琴比赛，在２０１２年，也就是王楷翔九岁的时候，他拿到了

他人生的第一个大奖。王楷翔练琴非常的勤奋，平时每天都要练５，６个小时，周末几乎都是一

整天的泡在练琴上。他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演出是在德国，当时演出非常成功，结束以后观众

们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这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彻夜难眠。当我问他：“做为一个成功者，你能给

那些还在通往成功之路的小提琴手们有什么建议？”的时候，他谦虚地说：“我还不能算是个成功

者，但如果要我给些建议的话，我想说，练习小提琴是没有捷径的，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最重要

的一点是一定要有耐心，只有静下心来慢慢琢磨和练习才会有所进步。” 

  通过这次采访，不仅为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小记者积累了经验，我还学到了许多东西，再一

次印证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没有一样成功是不需要努力的，只有一步一个脚

印，才可能走向成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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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蚕       宋佳胜（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我养的蚕住在一个小盒子里。它们又小又可爱，像是一个个白白的豆子。它们有鼓鼓的身

体和圆圆的头。它们的身体是白色的，肚子上有好几个小腿。在它们的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黑眼

睛和一个小小的黑嘴巴。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嘴巴还在扭来扭去呢! 你说有趣不有趣！ 

  我的蚕很活泼，它们喜欢乱爬乱扭。有时候他们在树枝上，有时候在爬盒子。它们特别喜

欢绿色的桑叶。每天，它们都要在叶子上爬来爬去，吃个半天。它们吃得又胖又圆，像一个小

小的牛。有时候它们会吃得太多了。这时，他们要拉一大泡的屎，结果满盒子都是小黑点，真

可笑！我的蚕也很喜欢睡觉。每天下午，我都会看见它们在树叶和树枝上睡得呼呼的，像是在

做好梦呢！ 

  最后，我养的蚕变成蛾子了。它们张开了翅膀，飞到盒子外面，离开了我们的家。我还会

想念我养的蚕。 

 

       我的好朋友思思   张睿婷（马立平四年级三班） 

  今年夏天，我家从上海来了一个朋友。她的名字叫思思。 思思头发长长的，个子高高的，

从早到晚笑眯眯的。我一看到她，就很喜欢她。 

  思思比我小三个月，但是和我是同一个年级的。每天早上，妈妈把我送到学校去打球。思

思和她的妈妈就去学校上英文和数学的补习班。我不明白补习班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思思

要在补习班做很多作业。每次我打球回来了，思思要过好几个小时后才能回来。她回来以后，

我们就一起到院子里去玩。思思特别喜欢我们家的游泳池，还有满地乱跑的小松鼠。她的愿望

就是每天在我们家院子里找到两只不同的小动物。思思在上海从来没有看见过萤火虫。有一天

晚上，我带她在院子里捉萤火虫，思思可高兴了。虽然我们什么也没有捉到，我还被蚊子咬了

好几个大包，可是看见思思那么高兴，我也非常开心。 

  思思非常喜欢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她说在上海她每天要做作业做到晚上十点。思思说

她长大了要到美国来和我一起念书。思思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我想我要好好学习中文，

争取明年暑假到上海找她玩。我很想念我在中国的好朋友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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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三国演义  毛逸清 （马立平七年级三班）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中文书。在我读过的书里，《三国演义》这本名著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在我心中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感想。我小时候看的是《三国演义》的注音版，里面有许多彩色的插

图。我在那本书里第一次认识了三国里的人物们，比如有一双细眼的曹操，长胡子的关羽，拿着

羽扇的诸葛亮，还有枣红的赤兔马等。后来我觉得注音版不够详细，比如它连关云长水淹七路军

都没有，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套《凯叔三国演义》。这套书非常精彩，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三国故事，

简直就像回到了三国时代。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讲述了一个群雄争霸的故事。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始，群

雄逐鹿。当曹操战胜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南方的孙策也统一了江东，为后来的孙权打下基础，

而刘备则是战荆州、夺益州、取汉中，建立蜀国，整个中原成为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可是后来曹、

孙、刘的子弟们纷纷败给了司马家族，晋国终于一统天下，三国时代被彻底终结，历史又翻开了

新的篇章。 

  在《三国演义》里，我最喜欢以刘备为首的蜀国。刘备、诸葛亮、张飞、庞统、黄忠、魏

延等等都让我非常敬佩，尤其是勇猛无比的赵云和威风凛凛的关羽。赤壁的火焰一直烧在我的心

中，周瑜的一声“既生瑜，何生亮”也一直回荡在我耳边，赵云勇敢地火中救主更是在我的梦里

反复出现。这些栩栩如生的三国人物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三国最辉煌的时候，所有

的战将都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勇敢。读了《三国演义》以后，这本名著让我明白，只要你有勇敢

之心，就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就像赵云单枪匹马救少主，还有黄盖在赤壁战场上的威猛。我要

象三国的战将们一样，有一颗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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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游长江看三峡  冯佳瑞 （美洲华语八年级）  

  今年暑假，妈妈又带着我和姐姐回到了中国。我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还去了东北，看

到了很多姥爷家的亲人，我收到了很多大红包！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和姥姥姥爷以及舅舅

一家一起去重庆坐游轮，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一直到三峡大坝的这一段旅行。重庆很热，雨很多，

重庆小面和老火锅都很好吃。我们晚上去看解放碑步行街，很漂亮，我和姐姐都觉得那里有点像

纽约的时代广场。我们在重庆旅游了之后，就坐上了长江的游轮。游轮很大，我喜欢坐在房间的

阳台上看着江两边的风景。一路上经过了丰都鬼城、白帝城，都是很有名的地方。 

  第三天我们到了三峡大坝的上游。这里天气变化很快，时不时的就会下雨。我们坐上了升

船机，就像整艘船坐上了一个大电梯，然后直接下降了 100多米，来到了三峡大坝的下方。这个

升船机是世界上载重最大、高度最高的升船机，很壮观。不用升船机的话，从大坝上游到下游，

船要经过一个个的水台阶，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坐了升船机就像坐了直通的电梯，只要四十分钟。

游轮从重庆出发，在宜昌结束。长江的水很浑浊，妈妈说可能是汛期的缘故，换乌篷船去游览的

小三峡和小小三峡很漂亮，是真正的青山碧水。 

  长江和三峡是我这个暑假印象最深的活动！ 

 

         开卷有益     吴雨芮（马立平六年级二班） 

  我认为读书可以帮助写作。当你读一本好书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好的写作主题和想法。当

好的作者在对某个主题写作的时候，也需要通过读书、查资料来理清思路和掌握主题，有时候

作者也需要借鉴一下其他作者的想法。 

  读书对小孩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一个小孩子读一本好书的时候，可能会激励他/她成为写作

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作家。著名的作家 Neil Gaiman说过：“一本书是一

个握在你手里的梦”。他认为读书对写作的巨大贡献是它可以帮助你进行很多的思考，也可以

帮助你对写作和文学的整体感觉。 

  读书不光对写作的人有好处，它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即使你读的是做菜的书，数学书或者

是故事书。它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找到自己的兴趣，还有可能帮助你培养自

己的业余爱好。 

         碧峰峡之旅   孟雪涵（马立平八年级一班）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回中国探亲，我们去了四川雅安的碧峰峡。虽然美国东部有很多很美

的风景区，但是碧峰峡的风景美如画，是我去过最美的旅游胜地之一。碧峰峡四处都是碧绿毯

盖住的幽雅高山，大小瀑布像跳舞一样从天上滑下。我们沿着清凉的水一路走过，欣赏每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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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就能遇见的各种瀑布。碧峰峡的独特之处是它的几十个瀑布都不寻常。我刚开始还以为这些

瀑布是人造的，其实它们都是百分之百的纯天然。我印象最深的是长达 120米的千层岩瀑布，

气势磅礴，让我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碧峰峡的很多景点跟女娲补天的传说故事有关。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个可怕的洞。勇敢善良的女

娲用尽她所有的力气去补天。有一个景点叫十指山，

就像女娲的十根手指一样！传说女娲补天的时候，一

块大石头从山上掉进了河里，变成了四川人爱吃的特

色雅安鱼：雅鱼。女娲补完天以后，还做了很多又高

又陡的山，最后变成了山清水秀的碧峰峡。碧峰峡的

另外一个奇特之处就是它高高在上的悬棺，我们经过

高山时就看见了悬崖峭壁上的黑黑的长盒子，那就是

悬棺，古人认为这样可以辟邪。我很惊讶也很好奇，

这些悬棺是怎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安放在陡峭的悬崖？

我们现在的技术比古代先进，但我们不清楚古人是怎

么在那么危险的山上放入这些神秘的悬棺，至今还是

个迷。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聪明智慧。 

    碧峰峡的山美，水美，风景美。碧峰峡，一个让我

回味无穷的地方。 

 

           我的梦想     陶康依  （马立平五年级二班） 

  我长大想做一个画家。 

  我觉得当画家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力。画家可以用一幅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可以用

一幅画，来讲一个故事。我就想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心情和想法。 

  有一天，我在 “中国达人秀” 上看到了一个人画了一幅沙画。那人用不同颜色的沙子，

画出了电影 “哪吒” 的人物和故事。画得栩栩如生，博得台下很多观众的掌声。我看到了那

一幅沙画就想，那人很有创意。而且，那个沙画，是怎样画的那么完美？这更加强了我想当画

家的愿望。 

  爸爸妈妈发现了我对画画的喜爱，就给我报了画画课。我的画画老师是一个很棒的油画家。

他的一幅油画还在中国美术馆展览过！我每周去他家上课, 已经上了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我

从铅笔画开时画起，慢慢地学习了水彩画，以及油画。在画画中我学到了，要想画好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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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专心致至，坚持不懈，勇于接受错误。我正在为我的画家梦一步一步地努力。我希望我的

梦想早点实现。 

   

        美丽的圣家堂   王雨菲（马立平五年级一班） 

  我今年夏天去了巴塞罗纳玩。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圣家堂。我们去巴塞罗那之前，我在

电脑上找巴塞罗有什么景点可以去的。我看到一个照片上面是个教堂，又大又漂亮，下面说这

是圣家堂。我问妈妈，“我们可以去巴塞罗那的圣家堂吗？”我问。 妈妈说，“只要爸爸说可

以就行了。” 

       我就蹦蹦跳跳地去找爸爸了。我找到爸爸，就马上问，“我们去巴塞罗那的时可以去圣家

堂吗？”爸爸说“可以。” 我又跑到妈妈这里，喘着气说“妈妈，爸爸说可以!”妈妈说“好

吧!” 

       我们去圣家堂的那天终于到了，我们走到圣家堂以后，排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队，然后我拿

到语音导览了。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两边五颜六色的玻璃，玻璃有一点发光。里面有很多窗，

所以那里面不需要灯。有一部分的窗表示春天，有一部分的窗表示夏天，有一部分的窗表示秋

天，还有一部分的窗表示冬天。春天的窗是各种各样的绿色，夏天的窗是各种各样的红色，秋

天的窗是各种各样的棕色，冬天的窗是各种各样的蓝色。 

   我们在圣家堂玩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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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园地 
   马立平四年级三班 魏萍老师 

   

      水晶滴胶笔记本的制作    钟德真 

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又漂亮的小制作。这个制作叫做“水晶滴胶”。水晶滴胶

可以做出很多成品，比如说钥匙扣，摆件，吊坠，手镯，书签，尺子，梳子，还有盒子和笔记

本等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水晶滴胶笔记本。首先要准备很多材料，以下就是材料的清单： 

1. A胶&amp;B胶 

2. 13色色精 

3. 五颜六色的闪粉 

4. 贝壳��和海星 

5. 模具 

6. 小电子称 

7. 铁环 

8. 多个镊子和搅拌棒 

9. 一次性分胶杯 

10. 硅胶量杯 

11. 卸甲巾 

12. 砂纸 

13. 牙签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A胶和 B胶，又名环氧树脂胶。材料准备得越多，就能做出来越多的花样。 

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用电子秤量出 90克 A胶和 30克 B胶。A胶和 B胶的比例是 3比 1。把

这两种胶用搅拌棒在硅胶杯里搅拌均匀。然后让混和胶放在桌面上片刻，让气泡都跑出来。同

时把笔记本模具和设计好要用的材料放在面前。拿出三个分胶杯子，分别倒入适量的混和胶。

在第一个杯子里加入少量蓝色色精和闪粉；在第二个分胶杯里加入更加少量的蓝色色精和闪粉；

在第三个杯子里加入银色闪粉。然后分别把三个分胶杯子里的胶分下中上三层依次倒进模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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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用镊子把贝壳和海星放在最下层的深蓝色。除去加入贝壳和海星，重复以上步骤，来制作

笔记本的背面。把有胶的模具放在通风处一个晚上，第二天胶凝固，脱模，上了铁环和加了白

纸，笔记本就完成了！ 

做水晶滴胶需要有耐心，有创意，希望大家也有空试一下。    

 

 

        学做小课件    白大卫 

  这次老师教我们学《田忌赛马》这篇课文，我被课文里的精彩片段吸引到了，我迫不及待

地读了全文。齐王和田忌的第二次赛马的过程，我刚读的时候有点搞不明白，后来在大人的指

点下动手做了一个小课件。 

  我先找来一张白纸，把它剪成六个小方块，来代替课文里的六匹马。因为齐王的三个等级

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大，我就用水彩笔在三张小纸片上分别画了体型较大上等马，中等马，下等

马。然后在另外的三张小纸片上画了田忌的三匹体型比较小一点的马。 

  课件做好了，我把齐王的马按上等马，中等马，下等马的顺序排好放在一边，然后用同样

的方法让田忌的马也排好队。接着我开始一边学课文，一边按故事里的情节开始赛马。第一次

比赛，田忌输了三场，因为他每个等级的马都不是齐王的对手。第二次比赛，田忌在孙膑的指

点下，调换了马的出场顺序，先让田忌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第一场田忌输了。接着第二

场比赛，孙斌让田忌拿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第二场田忌胜了。第三场，田忌拿中等马对齐

王的下等马，结果又胜了一场。田忌赢了齐王。 

  有了这小小的课件，让我一下就读懂了课文，还知道了“转败为胜”的意思就是变失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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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从而又知道了转败为胜的近义词是“反败为胜”。 

  学做小课件真好！ 

         

        手工贺卡制作     邱迪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手工的女孩子，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手工贺卡的制作。 

第 1步 你要准备压花器，磨具，板子，彩纸，空白贺卡和双面胶。 

第 2步 拿一张彩纸，把磨具放在纸上，用印花器的板子盖住，将它们放进印花器里面。 

第 3步 需要手摇动摇压花器。 

第 4步 取出板子，把印好的东西拿下来。 

第 5步 设计你自己的贺卡，然后用双面胶把你设计好的东西贴上你的空白贺卡上。 

最后，一张贺卡就做好了，是不是很简单，但又是一份独一无二的贺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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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以上两幅作者均为  尹真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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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嘉也 (1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