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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联络和增加协会在周边社区的影响力。史秀全校长总抓中文学校的教学和招生。Robert Hui 任协会会计，负责

协会所有的资金运作。协会秘书易斌将负责协会宣传，网站更新。邓成华负责协会活动和各类俱乐部的协调。张桂

英负责整个协会的后勤组织。协会继续聘请梁北生和杜金林为 Board Advisors，中文学校聘请何谦和鲁平为 School 

  

 

 

 

---------------------OCCA Board 交接--------------------- 

        春天的脚步在漫天飞雪的 2 月已经悄悄的来到纽约橙郡的

大地。虽然到处还能看见残雪，虽然大家还穿着厚厚的冬衣，但

花圃里的水仙，风信子，郁金香和蕃红花已经悄悄的钻出土壤，

即便是在依旧凛冽的寒风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声音：春天来

了。2 月 28 日是橙郡中文学校春季开学的第一天，同样在这一

天橙华人协会在学校会议室完成了新老理事会的交接仪式。新任

会长吴康健从前任会长蒋清平手中接过了协会的旗帜（见左

图），协会顾问梁北生先生携全体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一起见证了

这一郑重过程。自此经过全郡华人普选产生的新理事会将开始担

负起组织全郡及周边地区华人展开各种社会活动，继承和传播中

国文化，互帮互助，与社区互动为华人争取更大的权益。 

 在新的一届理事中，会长吴康健将主要把工作重心放在

协调整个协会的各个方面有效且平稳的运作。副会长江岚主要负

责 

 

 

纽 约 橙 郡 华 人 协 会 新 闻 简 报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橙郡华人协会大熊山春游------ 

橙郡华人协会将于四月四日在大熊山 (Bear Mountain) 举行春游活

动。我们热情欢迎您参加。 

日期: 四月四日(星期六) 集合时间: 上午十点半（请争取准点或提前

到达，十点半以后塞车可能性大）  

集合地点: 停车场 (以 OCCA 旗子为标志)   

我们将在十二点半左右在大熊山山顶会餐，请您携带您的佳肴（请

带足够您家庭的分量）与大家分享。华人协会将提供水和零食。下

山后您可以参加我们在山下草坪举办的活动如排球，足球，拔河，

放风筝等。 

 

Counselors。 协会还对上届理事会成员颁发了感谢

奖牌，以褒奖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为整个华人社区

做出的无私奉献。他们是（下图从左至右）会长蒋

清平，校长何谦，活动理事吴开文，协会秘书廖

宏，协会会计韩轶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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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语》： 为了稳步提高中文学校教学质量，拓展中文教学信息的来源，我们准备逐步刊出有关老师、董事会成员、志愿

者等有关教师进修、专业会议、教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目的是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保持学校与家长的及时沟通，共同促进

学校整体教学的完善与提高。 本次刊出江岚副会长研究性文章,以资参考。 
 

----------基于现实教学环境要求的美国汉语教师培养---------- 
 

江岚 
 

摘要：现阶段，美国公立中小学中的汉语教学大多刚起步，且通常作为选修课而存在，意味着进入汉语课堂的学生

数量是决定这些课程能否存在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新泽西州三个学区十数所初、高中学生的问卷调查，

归纳美国中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和他们的学习目的，并结合中学教学管理的一般规定，认为本土教学环境对

汉语教师综合施教能力最基本的现实要求是谋求汉语课堂的生存。进而根据数年来参与新泽西州汉语教师培

养项目的实践经验，探讨在课程内容设置与教学流程当中，如何兼顾这些要求，有针对性地强化、提高汉语

教师预备队伍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在顺利获得教师资格认证之后，成为最终能踏上讲台并站稳脚跟的合格

汉语教师。关键词：美国汉语教师资格，国际汉语教师培养，汉语教师的生存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低收入学区和某些特定学科的师资严重短缺，催生了获取教师资格证书的非传统教师资格认证模

式 (Alternate Route or 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如今这个模式已成为美国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一条重要渠道。据美国“

国家非传统模式教师资格认证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 的统计，2010年度，全美的中小学

教师通过此类途径进入教师队伍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近年来汉语教师的短缺，使得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也顺势被纳入了非传统

模式的轨道。 

2008年春，新泽西州政府配合联邦政府的专项基金，在州立威廉∙柏特森大学设立“关键语言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ritical Languages）。 “汉语教师专业资格证书暨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设置，是该中心成立之后启动的第

一个重要项目。作为典型的“非传统模式”项目，该专业为有志于进入国际汉语教学领域的人们提供了一条获取汉语教师资格

证书的快捷途径。 

自 08年夏季以来，进入该专业的学生以在美华人为主。迄今为止的毕业生当中，获得资格证书并进入中小学执教的人数占

七成以上。数年的经验累积，加上毕业生们从职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为我们进一步完善现有培养模式和方法，尤其是调整课程

内容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说到职场，美国的“汉语教师短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汉语教师的空缺职位还远未达到专业毕业生不够填补的

数量。换言之，一份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固然是获得某一所中小学签发的聘书的必要前提，却不是充分保证。所谓“短缺”，

实际上并非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数量稀少，而是“合格”的汉语教师短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铁律之下，我们如何才能

培养出称职的，最终能够踏上讲台并站稳脚跟的汉语教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的是，美国中小学究竟需要

怎样的汉语教师。 

 二、美国汉语教师的施教能力第一要素：求生存 

美国各州拥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立法权，教育政策、法规因州而异，汉语教师执照的颁发也各有细则标准。但不论是“教师

教育国家鉴定委员会（NCATE）”提出的 5个层面，还是 “州际新教师评价与支持联合体（INTASC）”的 10项标准，或者“国

家教师专业标准委员会（NBPTS）”的 5项要求，对教师综合素质的字面表述尽管各有不同侧重，强调课堂施教能力的立场是一

致的。可见“施教能力”对汉语教师合格与否的关键要求。而国际汉语教学的“跨文化”特性，以及目前作为一个独立、专门

学科的设置尚未形成规模的现实状况，又为汉语教师的“施教能力”加上了更苛刻、更复杂的要求。 

目前美国公立教育系统当中到底有多少学生在学汉语，迄今没有全面的权威统计。联邦政府将汉语纳入“关键语言

（Critical languages）”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类目，并排在仅次于阿拉伯语的显要位置，实际上也表明作为亚洲语言教学总

体规划之下的一门外语课程，汉语课程独立的、专业的设置还处在起步阶段，其存在以选修课的形式居多。 

 

在中小学课程的总体架构中，汉语的重要性不能与英语、数学等主科相提并论；即便在外语课程的范畴，也无法与西班牙

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传统大语种并驾齐驱。只有当注册选修的学生数量达到并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汉语课程才有继续存在

并扩展的可能。能否保证学生数量，是校方评估汉语课堂的存在价值、考核任课老师业绩的硬指标。换言之，汉语教师们必须

设法谋求汉语课堂的生存，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于是“施教能力”这个宽泛而抽象的概念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对汉语教师们

必须掌握的，具体的教学调控技能: (Continued) 

 

 

 

中 文 学 校 教 学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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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多层次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技能。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ACTFL) 为全美的汉语教学目标和内容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要求，也提出了汉语能力和水平测试的大标准。但

并没有涉及区域性、阶段性的内容，也没有统一教材的规定。任课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但教学内容和目标不能游离

于主流语言教学的要求之外。而由于学生数量有限，每一位教师往往要同时负责横向上跨年级，纵向上跨程度的不同班

级的教学，因此必须能够根据教学大纲，制定出既能得到校方认可，又在教学中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与施教方案。 

2. 即时调整教学计划与教学内容的技能。美国的教育体制里现行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Public Law 107-110）”，其细则固然有待教育界商榷，却代表了一种教育文化理念。教师们有义务保证学生的

群体学习水平提高，“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一位汉语教师面对学生年龄、汉语水平的差异，在课堂上将听、说、读、

写四项技能一把抓，本来已经很复杂，美国社会的多族裔融合，又为汉语课堂带来了更复杂的多元组合。比如亚裔和非

亚裔的家庭背景不同，对汉语的文化疏离程度也不同；又比如学生们“个人意识”的强弱程度不同，学习态度不同，学

习方法也不同……等等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影响教学效果，也增大了课堂教学互动的难度。汉语教师必须深入

把握教材的内容，做到游刃有余，才有可能在课堂上随机应变，因材施教。 

3. 策划组织文化活动的技能。我们曾经就“为什么选修汉语课”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周边三个学区的初高中学生当

中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对汉语本身感兴趣的学生仅占总数的 14%，而“感兴趣”还不等于真的会去学汉

语。明确表示愿意选修汉语课的学生们，绝大多数是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更多地了解中国。足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是学生们决定选修汉语课的主要驱动力。从保证生源的现实角度出发，保持并强化这种兴趣是汉语教师的关键任务。” 

汉语教师们不仅要能够把握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点，组织课堂活动以带动带动语言的学习与运用，更需要精心策划全

校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汉语课堂。 

4. 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的技能。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视角、诠释角度和诠释方法，有助于汉语教师们在主流的课堂上加深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正面理解，厘清误解或过度诠释。美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门“社会学”主课，其中就包括对

中国社会、历史、地理、文学、文化的一些介绍。到高中以后，“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世界文学”等课程的

教科书当中，这些内容又出现并被加以扩展延伸。将这些内容与汉语课堂的教学有意识地关联，不仅有利于促进学生学

习汉语的积极性，也形成了汉语和其他科目的互动，事实上会起到巩固汉语课程地位的作用。 

5. 教育技术的应用技能。美国基础教育系统中，将高科技应用于课堂的程度往往比高等教育系统更广泛，更新也更快。基

于学生的年龄以及习得特点，中小学对课堂的灵活性、多样化的要求也更多更严格。目前汉语教学的辅助资源尽管丰

富，却不一定适用于特定的课堂教学环境和学生对象，教师们自己动手制作课件与教具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6. 跨文化的交流沟通技能。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英文水平，不仅包括向学生讲解语法特征、文化背景的口头表达能力，也

包括应对学校行政要求的公文写作能力，更包括与同事和学生家长有效交流的能力。这里与美国学生学汉语的难点本质

类同的问题，在于对文化语境的理解和适应。汉语教师们要达成汉语及中华文化“跨文化传通”的根本任务，首先要有

意识地缩小自己与西方思维习惯和行为方法的文化思维距离。 

三、培养汉语教师的施教能力：模拟情境操练 

如前所述，师资培养的“非传统模式”，是为了向某些地区中小学提供急需特需的专业人才所开辟的快捷途径。所谓“快

捷”，指的是相对于传统的，大专院校教育院系的完整学制训练而言，这种模式的培养周期要短得多。但缩短学生获取教师资格

证书的时间，不等于降低对他们的要求。在被大幅度压缩的时间段里，要保证这些预备汉语教师的培养质量，我们所提供的学术

训练就必须更准确地有的放矢。 

汉语教师培养项目里的学生都是华人。汉语虽是他们的母语，但在技能娴熟的同时对语言本体的认知都停留在感情认识的阶

段，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薄弱。而且他们大多没有美国主流课堂的教学经验，不了解公立教育系统的教学环境。即便是对“国际

汉语教学”这个专业的理解，也还停留在“不过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层次，对其挑战性、复杂性缺乏清晰的、理性的认识。他

们最大的优点在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因此自学能力很强。对今日花费时间精力金钱之“所学”

将来能否“致用”的注重，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汲取新的知识养分，充实提高自己。 

我们为这个项目设置的必修课，涵盖了汉语言知识、中华文化通识和教育学三大知识板块。数年的经验积累，尤其是毕业生

们的反馈意见后来让我们认识到，最初基本上围绕着“我们应该培养出怎样的汉语教师”的思路来展开的课程计划和内容，有不

少地方不尽如人意。简而言之，是我们在每一个板块上的知识内容深入太过，而对教学技能的操演不够。应用语言学知识也好，

传统文化知识也好，如果大大超出美国普通中小学课堂能够触及的层面，则对于这些未来汉语教师们来说就缺乏现实意义。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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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计安排教学内容的思路转移到“中小学需要什么样的汉语教师”这个焦点上之后，我们认为在这三大板块之中，学制时

间的限制之下，学生们需要的知识不在“深”，而在“泛”。那么，究竟要宽泛到什么程度？经过在实践中反复调整，我们认为

最具有实效性的做法是命题课件制作的训练。在州政府教育厅为这个项目规定的系列课程当中，无论是“汉语口语教学”，还是

“汉语语法教学”，甚或“高级汉语进阶”、“汉语写作”，既定名目不能更动。于是我们将原来做教科书使用的应用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之类的大部头教材放进课程必读辅助书目，而采用目前通行的中小学汉语教材，据此展开课程规划与课件制作

点面结合，辅以阶段性理论指导，“实战演练”式的强化训练。 

“实战演练”的第一个突出优势，是让学生们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熟悉了教材。学生们必须对现有的通行教材有一定了解，

才能选择教材，进而确立自己的教学计划。而分析每一课、每一单元的语料的过程，也调动起学生们原来积累的知识记忆，帮助

他们发现并弥补这个记忆的缺口，使他们对母语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继而促使他们有意识地将这些认知

放置到文化语境差异的考量当中，学会有效切割教学语料，从拼音到字词句，学会如何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尤其是与拼音文字

显著不同的那些现象。再依照第二语言的习得规律进行有机整合，学会确认并应对每一个具体的重点难点，分析常见的语用错

误。 

设计课件之初，我们都要求学生们预设适合自己的教学对象。是幼儿园到学前，还是小学、初中、高中？然后通过语言习得

方面的文献阅读，引导他们在理论指导下，学会分析不同年龄段上学生的习得特点，并在课件的每一个细节安排当中，充分考虑

到这些特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和要求。 

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在设计环节当中必须同时顾及。教学语料当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和中华文化本体知识，是同质而不同构

的两个层次。这个项目的学生都在美国生活多年，对文化差异多少有些“感知”。但如何析出，析出多少，尤其是有限的课堂时

间内如何展现，他们需要根据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精心安排。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中小学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当中所包括的相关内

容，在这个环节穿插介绍。促使他们将视野放宽，实现汉语教学计划与其他主科的有机挂靠，同时与学校总体教学规划更紧密地

结合。 

制作课件的过程，我们并不硬性规定学生的应用方式。比如某一位学生的预设教学对象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年龄在 5-

8岁之间的儿童，则这位学生所制作的课件是不是要应用电脑或多媒体技术，就由他/她自由选择。而无论用什么方式，其设计与

制作都不能只是一个随机的、任意的过程，教学实用性和课堂的实际可操作性是对每一个高质量课件的必然要求，现代教学设计

基础理论现代教学设计基础理论（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在这个环节上进入教学内容，指导学生们将课件制作变成一个

循序渐进的系统化流程（System Approach）。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课件形成之时，我们还要求学生提交完整的设计方案。尽管州政府教育厅规定我们项目的高年级课程

必须完全使用汉语讲授，但学生们当中有些人此前并没有在美国接受过正规教育，英文的水平即便能应付日常交流，也达不到专

业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将强化他们的英文水平融入到教学的过程当中进行。将设计方案形成文字，则他们的英文公文写

作、专业术语、表述方式都能得到训练。 

课堂运用，是课件制作的最终目的。课件演示模拟，对我们这些预备教师们的口头表达能力、课堂掌控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现场的演示节奏与流程，教授的点评与同学的提问，都帮助他们再重新思考，检讨得失。而这个反思的过程，也是他们复习过去

所学的知识，充实自身知识结构的过程。 

此外，除了使用通用教材之外，我们也一直密切关注周边中小学的招聘公开课的相关讯息。美国中小学教师的正式招聘，通

常都会要求应聘人试讲一堂公开课。我们尽量收集这些公开课各不相同的要求，也放在教师培养的课堂上，让学生们根据要求做

准备并试讲。每个学期，我们也固定在中国的传统节庆期间安排面向全校大学生的文化活动，基本上完全交给教师班的学生们去

策划、组织并执行，实际上也是装备他们施教能力的一个课堂外的重要环节。  

四、结语 

行文到尾声，时间进入六月底，美国中小学的暑假开始，也意味着为下个学年度调整、组织师资的行政工作即将结束。这天

上午，某位女老师从纽约打电话来，问我手头有什么周边地区招聘汉语教师的最新讯息，她要找工作。我闻言颇有些错愕。 

这位老师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所高中从事文秘工作已有十余年，被近年来的“汉语热”吸引，利用工作之余选课修学

分，拿到了纽约州的汉语教师执照。去年秋季，她就地弃行政而转教职，开始在原来工作的高中教汉语，成为全职的持照汉语教

师。照理说教学环境她是熟悉的，学校的各项要求她也不会不懂，如今为什么要改换门庭？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她在去年的

教学过程中，处理教材内容不当，管理课堂不力，评估学生成绩的标准不透明，导致学生们集体向校方抗议。过去两个月里，校

方安排过校内同行听课、校外专家评估，数天前终于决定废止与她签订的合约。手中有执照而在讲台上站不稳，她的故事让人听

来不胜感慨。更应该令我们警醒的是，近来类似的故事并不鲜见。国际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教学实践的机会到理论研

究的内容，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决定国际汉语教学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因素，如何装备有志

于汉语教学的人们去迎接这个领域里的种种现实挑战，培养出一支合格的、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

的严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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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学  校  作  业  选  登------------------ 

中文学校 8级学生作业。为看图写故事。他们的文笔稍显稚嫩，词汇量也需要提高，但是，认真的态度和工

整的书写令人耳目一新。望新闻简报给予角落呈现。 

         

   

 

 

 

By Angela Qiu (OCCS Student, 11 YO) 

中 文 学 校 开 学 啦！ 

 

由于协会董事会全体成员、各位老师、家长和诸多义工

积极谋划，确定新的招生方案和走访策略，目前虽然我

们开学几个星期，仍然有新的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学校

报名学习！ 各个班级的老师也根据随时插入的学生情

况调整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

心，学校省心！在此表示对老师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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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橙郡华人协会新闻简报    二零一五年三月 

 

社        区      见    闻 
 

8th Annual Multicultural Night Event!!   

By Bin Yi 

       3 月 17 日第八届年度多元文化活动在因大雪推迟一周后终

于如期举行。橙郡 25 个种族人群相聚在Monroe-Woodbury 中

学，各自用最能够展现自己民族特色的食品，服装，音乐，展

板介绍自己的文化。 

 

   OCCA是第 2次参加这项活动。尽管位置安排不甚满意，所

有到场理事会成员想尽办法设置展台，放置了很多有中国特色

的书籍，食品。利用每一次机会向咨询人士介绍和推广中国文

化，为扩大中文学校生员尽心尽力。 

 

《哈佛两姐妹》教育升学讲座 
 

By Xiuquan Shi 

 

橙郡华人协会／中文学校系列讲座报道稿： 

《哈佛两姐妹》教育升学讲座赢得热烈反响 3月

14日，橙郡中文学校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协会酝

酿已久的《哈弗两姐妹》教育升学讲座如期开始

了。汪小武博士和胡琳女士携专著《哈弗两姐

妹》莅临并分享他们培育两个女儿和辅导其他家

庭孩子的成功经验。他们指出同孩子建立好互信

是帮助孩子的第一步，家庭的团队精神要尽早播

下种子，培养孩子要因材施教。讲座深入剖析了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现状，并结合学习过程的特

点提出高中规划的目标和要点，特别为华人子弟

将来的胜出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参考建议。与会家

长深受鼓舞之余，踊跃举手提问，在得到满意答

复后纷纷标识受益匪浅。为了帮助更多的华人孩

子和家长，他们将多年累积的经验和咨讯开设了

内容信息极为丰富的教育规划及申请大学的网

站：常春藤之路（www.ivytrack.com），希冀扶

助更多的孩子数理化奥赛，并成功迈入名校。 

 

 

------下 月 重 要 活 动------ 
 

 Bear Mt. Spring Hiking,  
04-Apr-2015 

 Guitar Study Class in OCCS,        
start on 11-Apr-2015 

 Easter Egg Hunting Event 
in OCCS,  11-Apr-2015  

http://www.ivytr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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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S’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celebrated the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at 

Central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on March 07 (Saturday), 2015. The Festival is 
celebrated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Chinese lunar month, and traditionally 

ends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iod. In 2015 it falls on March 5.  

正月十五闹元宵，传统节日入人心 

    转眼过年半个月，传统的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来到了。 为了宣扬中国传统和节日文化，让孩

子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了和感受中国历史悠久的

节日传统，橙郡华人协会和中文学校于 3月 7日

举办了“庆祝元宵佳节”介绍与体验活动。 

看似简单的 15分钟展示，“搭台唱戏”的步骤

一点都不能少。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可谓全体动

员：迅速确定总体方案并快速落实到人头；提前

精挑细选的元宵和不让孩子们过敏的馅料确定；

中国元素的灯笼装饰和舞狮的静态展示；毛笔书

法挥毫泼墨的遒劲字体烘托更好的节日气氛；制

作精美的元宵节介绍更是准确细致。孩子们在课

间蜂拥而入平日的大餐厅，伴随副校长铿锵的说

明，一碗碗代表团圆喜庆的汤圆被稚嫩的小手捧

在手中，糯香浓甜的感觉让孩子们记住他们的前

辈是如何在这样的味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元宵

节。（橙郡华人协会 史秀全） 

 

 

快 乐 的 元 宵 节 
邓畅*  

正月十五早上，我们刚起床，爸爸妈妈的手机上就有在中国的亲人和朋友

通过微信发过来的“元宵节快乐”的问候。还问我们吃了汤圆没有。 

我问妈妈什么是元宵节，为什么要吃汤圆？ 

妈妈笑着对我说：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

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正月十五叫做元宵

节。”元宵节吃汤圆，是中国的习俗，吃汤圆有美满之意，让家人团团圆

圆。 

其实我还是不太懂，但是对吃汤圆很感兴趣。晚上， 妈妈做了黑芝麻核

桃仁馅 的汤圆，圆圆的，甜甜的，香香的。一家人品味着团圆之美。 

星期六，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中文学校。又赶上我们橙郡 华人协会和

中文学校师生一起欢度元宵节。走进大厅，只见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桌

子上摆放着中文学校校长亲手煮的汤圆，墙上贴着爸爸用毛笔写的“元宵

节快乐”的红色字幅。人们笑容满面，喜气洋洋！中文学校的校长还特意

给我们中文学校的孩子们讲解了元宵节的由来，吃着香香甜甜 的汤圆，

我们领会到了海外华人大家庭团聚之情。 

回到家，我拿起妈妈的手机，用微信告诉我的中国的亲人：我吃了美味的

汤圆。我过了一个快乐的元宵节。(* OCCS Student, 9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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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 Board of Directors: Chenghua Deng, Robert Hui，Lan Jiang，Xiuquan Shi，Bin Yi，Guiying 

Zhang, Kangjian Wu.  

Editor in Chief(责任编辑)：Bin 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