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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校刋正式复刋了，真的是一件很值

得庆祝的大事。非常的感谢蔡新钢校长、校委会

及全体的师生家长们，感谢你们如此的坚持和付

出，你们太棒了！ 

2019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坦帕湾

中文学校的日常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当时在一线的蔡新钢校长，

强波，杨式刚，张淑敏几位副校长及

孙梅老师，带领中文学校全体老师团

队，在USF关闭校园的艰难时刻，不

仅及时展开了线上教学，并且还广泛

采用各种软件，举办了线上演讲比赛

和线上知识竞赛及才艺表演，并按计

划举办了线上毕业典礼，有效的保证

了中文学校的正常运行。  

从本学期开始，中文学校恢复正

常课堂教学。百废待兴，校长和校委

会在这关键时刻，想了很多办法，花

费了无以计量的时间，搞创新，办活

动，吸引学生，激励老师和家长，使

得现在的中文学校重现生机勃勃的景

******************************************************** 

象，学生人数也在稳步的恢复中。未

来充满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坦帕湾中文学校在困境中不惧挑

战，风雨兼程不停留，充分体现了我

们学校强大的实力，以及向学生家长

负责的决心和毅力；我们的老师们在

变化面前，积极适应，努力学习，与

时俱进不自满；他们的专业水准和奉

献，保证了中文学校的形象和质量，

她们是最棒的！  

非常的感谢和致敬各位同学和家

长，感谢你们的坚持！俗话说，坚持

就是胜利，这话绝对没错，一定是这

样的。你们的坚持加上我们的努力，

孩子们的将来一定会硕果累累，为你

们点赞！让我们一起，风雨兼程，与

时俱进，教书育人，培养孩子，我们

一起加油往前走！  

坦帕湾中文学校董事会 董事长 

徐净植 

徐净植董事长向Oldsmar前市长 

Jerry Beverland颁奖 

坦帕湾中文学校2021教学团队 

*************************************** 



低年级班教学的感受 - - 刘宏勤 

2021年8月，作为一名新晋入职坦帕湾中文学校的老师，被分配教授EDP1A和G2A两个

班。EDP1A班的学生都是学前班的孩子，年龄四、五岁；G2A班的学生相当于国内二年级，具

有基本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面对初学中文的孩子，我希望自己首先具备亲和力，因为我一

直认为让孩子喜欢是拉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最关键的先决条件，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孩

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及积极性，让快乐学习带给他们持续的学习力！ 

1）EDP1A班的教学 

去年八月初见这些小娃娃，立马母性大发，个个招人稀罕，但毕竟是孩子，调皮坐不住

在所难免，天性使然，我想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课堂上我尽量关注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学习项目我都会让每

一个孩子都有发声的机会，他们爱动，那就让他们到讲台上说，到黑板上写、画，让他们的参与度达到100%，并且

教他们唱中文歌，尽量创造欢乐的氛围，让孩子们感觉这不仅仅是在学习一种新鲜的语言，同时又是同龄小朋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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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宏勤老师在教学 

诗词欣赏 

 

《浣溪沙 · 故居》 

商云溱 

癸巳年春探故州， 

轻寒漠漠静垣幽。 

儿时旧梦几时留？ 

 

一掊赤黄依旧在， 

青花几处诉闲愁。 

惟留翠鸟弋攸攸。 

末欢聚一堂的Party，开心快乐是这

个班学习的宗旨。 

因为要照顾到每个孩子，不可

避免就会在教学进度上有所缓慢，

于是我力求抓重点，因材施教，适

时改变教学方案。好在我很幸运，

不仅孩子们可爱，同时我又遇到了

优质的妈妈们（小小班的教学要求

家长陪伴自己的宝宝坐在教室一起

上课），她们的配合与支持让我们

EDP1A这个大家庭温馨、温暖又温

情！ 

2）G2A班的教学 

这 个 班 的 学 生 年 龄 在 7 — 1 0

岁，虽长大了些但依然天真可爱，

有荣誉感及好胜的个性，需要我们

老师小心呵护和极大鼓励，让他们

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信心，敢

于发言，不怕说错不怕写错，在课

堂上的教学也尽量符合他们不同的

个性，激励大家抢着发言、自信表

达，寓教于乐，力求课堂气氛轻松

愉悦。 

在G2A班的教学过程中，随

着逐渐熟悉以及和学生打成一

片，我感觉我这个老师越来越不

像老师，倒更像他们的朋友，可

以一起闹一起笑，以至于有时候

课堂纪律过于放松，我想这可能

是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小小改进

和提高的地方。 

最后，作为一名中文老师，

真心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能自

发自主地愿意学习中文，坚持学

习中文，并能在学习中文的过程

中体会到中文的魅力和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从而更有愿望去走

进中国，更深地了解及探索真实

的中国 —— “百闻不如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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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 Bay News 9 电视台采访 - - 陈苏菲

陈苏菲同学在接受采访中 

指导老师： Yana Frijouf 

我是Yana，美国瑜伽联盟协会和国际瑜伽治疗师协

会注册的瑜伽老师。 从2000年开始练习瑜伽至今，接触

了不同的流派，阿斯汤加，流瑜伽，哈它瑜伽到近几年

的修复和阴瑜伽，得益受教于不少良师益友。在自己不

断的学习和成长中也决定要将瑜伽分享给更多的人。在

做瑜伽老师过程中，又继续提高完善自己。衷心感谢坦

帕湾中文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家长们的支持，瑜伽初级

班从今年8月顺利开班。希望下学

期能有更多的同学们加入我们!   

学生：邱思达 

我非常喜欢Yana老师的瑜伽

课。课堂的内容很丰富，既有基

础放松的拉伸动

作，让人感觉舒

展与身心的平静；又有略带挑战性，但也能达

到各种健身效果的动作，比如平衡练习，静态

对抗力量练习，筋膜训练等等。老师也会讲解

一些基础的瑜伽知识，并教会我们多种呼吸方

法和解压方法，令我受益良多。此外，上课时

老师也会用标准的姿势，展示一些高难度的瑜

伽动作，让我大开眼界，也有了持续练习瑜伽

的兴趣和动力。  

养身与健康：瑜伽  - - Yana Frijouf 

在美国，每年五月被定为庆祝亚裔美国人文化传统知识遗产之

月。今年五月，本地电视台Bay News 9联系了中文学校，要求采访

一名在校学生，了解他们的中文学习经历。我有幸代表学校接受了

采访。 

五月二十二日，电视台记者Fallon Silcox来到我家进行采访。那

天恰好是中文学校春季班最后一日，学校在线举行了中文朗诵比赛

和才艺表演。我先朗诵了一首中文现代诗 “你是人间四月天” 

（作者：林徽因）。然后，我表演了钢琴独奏 “Blue Mood”。 

表演结束后Fallon对我进行采访，问了我有关学习中文和钢琴的经

历。我向她介绍我从五岁起，每周末都学习中文和钢琴。在周日中

文学校， 我从拼音，笔画，部首等基础知识学起，到现在已经能够流利地阅读，写作，和对话。Fallon问我周日的

中文学校和我平时上的英文学校有何不同。我在两所学校的经历都很愉快，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我在英文学校的

历史课上学习过中国古代历史 （万里长城，秦始皇暴政，等等）；在中文学校我用中文学习过相似的内容（长城，

四大发明，虎门销烟，等等）。 

最后，Fallon采访了我的父母为什么他们要我学习中文。我的妈妈回答说她希望我能够学好中文语言，有能力欣

赏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我觉得这次电视台采访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示我对中文学习和钢琴表演的热爱。整个采访的经历非常愉

快。我的家人，朋友，和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看到采访后为我感到非常骄傲。 

∞∞∞∞∞∞∞∞∞∞∞∞∞∞∞∞∞∞∞∞∞∞∞∞∞∞∞∞∞∞∞ 

***我们本学期开设了瑜伽。下学期将继续开设此课。欢迎

大家参加。 

—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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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世界的主体。我们通过试镜并参加排练的小

朋友一共9名。经过几次排演，很高兴的看到，每位

小朋友都积极认真参加每一次训练和排演，没有任

何缺席，并展现了他们独特的魅力。感谢家长帮忙

提供和制作道具，以及中文学校团队的大力支持。

希望孩子们在这里享受难忘的戏剧体验，扩大视

野，不断丰富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和理解。 

诗华读书会和坦帕湾华文书屋 — 会

长: 孙梅 

诗华读书会是今年秋季成立的社团

组织，读书会的座右铭和它的名称相呼

应，“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华读书会每

两周网上活动一次，每次一个主题，由

两位会员分享他们阅读的主题内的一本图书，或多

部图书的总结，也可以是介绍主题内的作者作品等

等。由于目前读书会还处于试行阶段，只限于坦帕

湾中文学校的校委会和老师参加。读书会已经进行

演讲俱乐部 — 会长: 吴云飞，邱思达 

为了给中文学校学生提供一个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机会，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华人社

区， 坦帕湾中文学校华英演讲俱乐部于9月25日闪亮登场！ 

演讲俱乐部受到很多家长和学生的青睐，目前有8名学生报名参加，最大的13岁，最小的

年仅7岁。演讲俱乐部每两周活动一次。 到目前为止， 演讲俱乐部已经成功举办4次活动， 每

次活动都得到了家长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和参与。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三年功！”。 通过这几次

活动的锻炼，同学们从第一次紧张与忐忑，到现在的从容自信渐入佳境，每个人的进步都是显而易见

的！除此以外， 通过演讲，同学们培养和锻炼了批判性思维、沟通、创造力和公民参与等方面的技能， 

这些软实力都会对他们未来的学习与生活非常有帮助。  

你想锻炼你的表达和演讲能力吗？ 你想提高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吗？ 你想发出你的声音吗？ 你想收

获自信吗？ 欢迎大家加入坦帕湾中文学校华英演讲俱乐部！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业余爱好，丰富老师们的中为了满足学生们的业余爱好，丰富老师们的中文素

养，中文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开设了话剧社，演讲俱乐部和教师读书会。此外，我们的华文书屋也已建

成并试开放了。 

下学期，我们将根据需要和条件开设更多的业余爱好社团。欢迎大家参加。 

华风话剧社 — 社长: 应娉 

华风话剧社2022年8月底正式成立。话剧社通过参与式体验，开放式教育，激发和激励

华裔儿童说汉语用汉语的热情，对舞台的热爱和自信心的培养。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们

勇敢的站上舞台，不断拓展他们的想象力边界，启发他们自主开展探索的思维和能力。从被动的受体转

坦帕湾中文学校课外俱乐部和社团 -- 应娉，孙梅，吴云飞，邱思达 

过和将要进行的主题包括国学介绍、唐诗宋

词、中国历史、中外名著、近代文学、现代文

学等等。欢迎各位老师积极报名参加。 

坦 帕 湾 华 文 书 屋 (Tampa 

Bay Huawen Library)是依托于坦

帕湾中文学校，位于佛州中华

文化中心的一个中文图书馆。

目前拥有470多套2300多本中文书籍。图书类

别主要是中文教学、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国

学、中国历史地理及小说散文等。华文书屋目

前还是试运行阶段，只对中文学校老师、校委

会成员开放，图书清单也还在更新中。等步入

正轨之后，坦帕湾华文书屋将面向全体中文学

校家长、学生，甚至是坦帕湾所有华人社区开

放。我们也在征求有图书馆管理经验的家长向

我们献计献策，把书屋管理正规化、数字化，

以便早日向公众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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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了解在美华人历史 

地帮助我们对当今的现实做出更切实的判断，从而指导我们确

立目标。 

如果你对以上内容感兴趣，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喜欢上美国

华人历史。 

我特别要提醒家长的是：对华二代来说，学习美国华人历

史尤为重要。因为第一代移民出国前就建立了文化自信。但是

华二代生长在美国，从小看到周围的人物几乎都和自己长得不

一样，就会对自己族裔身份产生怀疑，容易不自信。这就会导

致心理发展阶段的问题。青少年完成身份认同的时期，如果建

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他的自信，幸福感就会高。 

美国一些州已经完成了立法，决定把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纳

入到本地中小学教科书。如果学校和媒体经常讲华人对美国的

贡献，你的孩子会感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否则他就觉得

自己属于一个被无视的族裔。 

所以，老师们家长们让我们和华二代一起了解前人在美国

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增强亲子关

系。因为孩子会明白第一代移民英文第二语言的困境，看到父

母追求美国梦的顽强与期待，华二代会更加珍惜父母的付出，

和他们自己的学习机会。 

我自己就是美国华人历史的发掘者之一，我期待着这样一

天：我和佛州的华人家长，华二代举办线上座谈，交流学习华

人历史的收获和感想。 

我们美国华人为什么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 

作为中国移民既然我们打算在美国定居，就需要清楚地认识新

的生存环境。了解美国历史和华人在历史上的角色就是必须的。 

美国是由不同族裔组成的，华裔美国人在美国走过了和其它族

裔不同的路。非洲裔，印第安裔也都有不同于欧洲移民的历史。所

有这些的族裔历史合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历史。华裔历史，作为美

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我们从前人的经历中汲取智慧，更好

为什么要了解在美华人的历史？ 

— 《美华史记》撰稿人 

黄倩老师参观坦帕湾中文学校，与王

红艳老师愉快交谈。 

**************************************************************************
黄倩老师（右）参加Oldsmar老市长的颁奖

仪式并与老市长及现任市长合影 

2022年初黄倩老师在全美中文学校

协会主讲《刘锦浓和锦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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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了解在美华人历史 （续） 

离坦帕市不远的奥

兹玛市有一条不起眼的

路，锦浓路(Gim Gong 

Rd)。可有谁知道，这是

全美国唯一一条以华人

名字命名的道路，是一

条记载着一名美国华人

的奋斗和成功史的路。 

这位华人，就是十九世纪末来自中国的移民

“刘锦浓”（音译）。1860年刘锦浓出生在广东台

山，16岁跟随劳工被招募到美国鞋厂做工。1888

年刘锦浓在佛州培育出抗寒且美味的Valencia 

orange橙子和柚子，至今还在销售。 

1911年他因此而荣获美国农业部果农协会银

质奖，这是该行业最高奖项。1918年汽车大王奥

尔兹以刘锦浓的名字在Oldsmar命名了一条路，

锦浓路，一条特别的路 - - 王红艳 

Gim Gong Rd （锦浓路）。以见证他从

一名缝鞋工成为佛州柑橘神手的历史。

刘锦浓在农业上的功德和以他名字命名

的这条路还曾被收录于美国的小学四年

级教材中，只是鲜少有人知晓。 

1925年6月3日，67岁刘锦浓病逝于

佛罗里达。同年美国德兰镇商会和果农

集资为他刻像立碑，美国各大报纸介绍了他的业

绩，高度评价他园艺的成就，称他为柑橘神手，

佛罗里达的柑橘种植业先驱。 

1994年原锦浓路被改名为现在的Commerce 

Rd。2001年，时任市长Jerry Beverland市长力排

众议，将原锦浓路旁的另一条小道命名为Gim 

Gong Rd，以保留和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做为居住在坦帕湾地区的华人，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老

一代华人移民的奋斗和成功史，以及那些帮助我们的人们。为

了促进华人对在美华人历史的了解，以及提高对自身的认知，

由佛罗里达中华文化中心，坦帕湾中文学校，纽约《美华史记

》和全美中文学校协会联手举办了有关刘锦浓和锦浓路的讲座

。并于2022年4月在Oldsmar市政厅向已经93高龄的老市长颁

奖，同时向Oldsmar市历史协会捐款。通过学习和了解在美华

人历史，能够增加我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教育好我们的华二

代，华三代，从而更好地融入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成为美国

人民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小资料：向Oldsmar前市长颁奖 

由佛罗里达中华文化中心与坦帕湾中文

学校联手Oldsmar市政府、市历史协会及美

国华人历史纽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向

Oldsmar 前市长Jerald Beveland颁奖 的 

仪式于2022年4月9日在Oldsmar 

图书馆的TECO会议厅成功进行。这次颁奖是

为了感谢老市长为重新命名Oldsmar的锦浓

路所做出的贡献。一共有近60人参加了该仪

式。Oldsmar现任市长致开场词，然后，文

化中心和中文学校董事长徐净植女士向Bever

land先生颁发了奖牌。来自纽约，费城和盐

湖城的三个华人社团向Oldsmar历史协会递

交了资助款。来自中文学校和当地的舞蹈家

们表演了精彩的中国舞蹈。会后，在老市长

的带领下，部分与会者实地参观了锦浓路。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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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颁奖仪式的部分

与会者合影留念。 



文苑 -- 诗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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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翁》 

王思达 

异地梦寰几经年， 

昼芒夜皓逐箭远。 

乌须伴鹤山中宿， 

骤聚天精大道圆。 

九天之上仙人据， 

六道轮中意无言。 

奈何望乡情难诉， 

衣锦归故泪不住。 

考琳达老师水墨画欣赏 

《咏竹》  

商云溱 

一瓯清露素沙盋，  

临水待卿心芷箜。  

念得潇湘仙子在， 

有茶之室怎堪同。  



生活点滴：私房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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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环面包 -- 李柳莎 

秋风送爽，佳节到来。在亲朋好友团聚的日子里，

您是否想秀秀自己的厨艺？ 这次分享一款中式风味，

西式长相的花环面包，愿它给您的party一个惊喜。学

起来，做起来，让新鲜出炉的面包，给节日增添香甜的

氛围和烘培的乐趣。 

 

我的私房面包方子： 

材料： 

1 个鸡蛋，做面团用 

3/4条 （6 table spoon）黄油 

1/2 cup 糖 

1/3 tea spoon 盐 

1 table spoon 活性酵母 

3 cup bread flour 

 1 cup 牛奶 

1个鸡蛋，刷蛋液用 

步骤： 

将牛奶用容器加温到略比体温高一点，加入酵母和 两table spoon 

糖，搅拌均匀，静置到液体上有许多泡泡，搅拌均匀，放入和面机。 

将一个鸡蛋打散，黄油软化，放入和面机，把剩余的糖，盐一起放入

和面机，搅拌一下液体。 

把面粉放入和面机，让机器把所有的材料搅拌成面团。面团做好

后，放到有盖的大容器里，静置，等到面团约膨胀3 - 4倍大。常温下

第一次醒发面团大约需要1.5 - 2小时。 

在小碗里打散一个鸡蛋做蛋液。 

将第一次醒发好的面团放到面板上，用手挤压气泡，做成花环状

面包胚，放到铺垫了烤盘纸（parchment paper) 烤盘里，表面均匀涮

上蛋液，把烤盘放到烤箱里，把烤箱的灯打开，等面包胚第二次发酵

到2倍大后，把装着面包胚的烤盘从烤箱里拿出。面包胚的醒发大约

需要40 - 60 分钟。 

烤箱预热到350 F度（华氏），烤箱预热好后，把装着面包胚的烤

盘放入烤箱，烤20-25 分钟。 

 

注意事项：各家的烤箱有差别，烤的过程中根据面包颜色变化，上

下微调温度和烘烤时间。 

圣诞花环面包整形：将面团揪出一小团备用，

把其余面团均匀分成三份，搓成长条，编成辫

子，将编制两头捏和在一起，把留出的小面团擀

成椭圆，将环的接头包住。为了美观，在花环面

包胚上加些青红丝和其他红绿色果干。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dmin@Tampabaychineseschool.com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刊物投稿，来稿请寄： 

admin@tampabaychineseschool.com; 也可直接

登录学校网站， 提交稿件。 

http://

www.tampabaychi

neseschool.com 

Tampa Bay Chinese School 

 

坦帕湾中文学校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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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帕湾中文学校 

短讯 -- 本刊 

*************************************************************************** 

 中文学校于12月4日在Trout Creek Park 举办了秋游活动。 

共有近150名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参加了这一活动。 

 坦帕湾中文学校2023年春季班将于2023年1月8日开学。 

 坦帕湾中文学校定于2023年2月4日举行迎新春庆元宵联欢会。欢迎各社团加入。 

 从2023年春季开始，学校将征集志愿者。我们呼吁及欢迎所有热心人加入志愿者

团队，齐心协力办好中文学校。 

 学校将于2023年2月5日举行学生有奖灯谜活动，庆祝元宵节。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坦帕湾中文学校已经走过了25个年

头。在学生，家长和社区的支持下，在历届董事会，校长和教

学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校，从一个只有几名学生，只

教授一门中文课的单纯中文学校发展到今天有超过200名注册学

生，开设中文，数学，音乐，舞蹈，绘画，计算机等多项课程

的综合性学校，成为坦帕湾地区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学校

及主要的华人社团之一。 

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如何与时俱进，在现有的基础上，

把我们的学校办得更好，这是我们教学团队所面临的任务。在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继续搞好教学工作，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团队； 

 积极开展各项课外活动，予教育于活动中； 

 加强与其他中文学校及其他华人社团的联系与合作； 

 建立志愿者团队，帮助我们一起做好各项工作； 

 加强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如春节庆祝活动等； 

 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成为社区的一员。 

齐心协力 办好学校 -- 蔡新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