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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查玻璃柜和玻璃柜里保存的那一颗
钻石。 这是假的！钻石和玻璃外壳
 九年级 陈尔西
中国人最爱喝茶了。种茶、喝 都被塑料代替了，侦探明白了。他
茶已经在中国有了四千年的历史。 很快地跑了出来，问还有谁去过那
“门警
在中国，泡茶待客是最普通的礼仪 个宝藏室。总统想了一想，说：
每天都在这里看门。”侦探的脑筋开
和礼貌。
我爸来到美国已经 18 年了 , 他 始转动。门警确实像是一个嫌疑犯，
还天天喝茶，没有一天你会看到他 但他是怎么通过第一道门的？第一
不喝茶。他每天早晨都早早地起来 道门需要总统的指纹，第二道门需
给我做饭，同时也要给自己泡一杯 要看门人的钥匙。
他赶到门房搜查了房间。最终
茶。每次有客人来我们家都会给他
们泡茶。大家都知道爸爸爱喝茶， 在那里找到了一个三维打印出来的
我妈和我爸的朋友从中国来都会给 总统的指纹。门警确实是罪犯。侦
我 们 家 带 来 各 种 各 样 的 茶 叶。 这 探告诉了总统，然后他们马上逮捕
里的朋友大多不喝茶，他们回国从 了门警。他们拷问他钻石藏在那里
家乡带来的好茶叶也统统送到我们 了。门警最后告诉了他们，侦探就
家。我们家的茶有绿茶、白茶、红茶、 把钻石取了回来。最后门警被关到
乌龙茶、龙井茶、铁观音、普洱茶、菊 监狱里，侦探由于他出色的表现而
花茶、茉莉花茶……多得都能开茶 受到总统的奖励。
叶店了。我爸爸最爱喝的是绿茶和
狐狸和乌鸦
菊花茶，妈妈爱喝铁观音和茉莉花
茶，哥哥爱喝冰茶，我最爱喝珍珠奶
 七年级二班：
茶，我的很多朋友也爱喝珍珠奶茶。
孟庆宏 陶睿 刘智颖 田迈克
我和妈妈还爱吃爸爸煮的茶叶蛋。
指导老师：张海燕
两年前，我在中文学校的舞蹈
在狐狸和乌鸦去世以前，它们
班里，李玫老师教我们跳了一个采 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狐狸一直跟它
茶舞。《采茶舞曲》是一首优美的江 的孩子讲它和乌鸦的故事。乌鸦也
南小调，唱的是一群美丽可爱的姑 跟它的孩子讲狐狸和它的故事。 但
娘在山上采茶，一行一行又一行，摘 是，孩子永远都听不进故事里面的
下的茶叶篓里装，采茶采得喜洋洋， 道理，它们长大以后也不吸取教训。
采的茶来满山香。老师教我们的采
狐狸和乌鸦去世了，没有了父
茶舞跳出了采茶姑娘的美丽和快乐
母的啰嗦和教训，孩子们就自由了。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的茶在 有一次，长大后的孩子们碰到了彼
隋唐时期最先传到日本，现在已经 此，并且几乎重复了它们父母之间
传遍了全世界。全世界许许多多的 的故事。
人 现 在 都 爱 喝 茶。 美 国 的 茶 最 初
这一天，狐狸和乌鸦的孩子碰
是由英国从中国运来卖给美国的。 见了，而且同时看到了地上的一块
1773 年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 肉。它们都想要得到那块肉，都说
倾茶事件，美国人把英国人运来的 是自己最先看到的。它们为了得到
茶叶倒到了海里。1776 年美国独立， 这块肉争吵起来，越吵越厉害，最后
1784 年美国第一条商船“中国皇后 打起来了。乌鸦从地上叼起石头，
号”到达中国，购买的主要商品就是 再从空中往下扔来砸狐狸，狐狸从
茶叶。作为茶的发源地，每个中国 地上跳起来咬乌鸦。当乌鸦和狐狸
人都感到自豪。
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一只熊从树林
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一把抓起
肉放到了嘴里。
我和《西游记》
狐狸和乌鸦看见到手的肉飞
 九年级 陈珊
中国有四大名著，
《西游记》、
《三 了，非常生气，打得更厉害了。可是
国演义》、
《红楼梦》和《水浒传》。其 渐渐地双方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
中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它是一 肉已经没有了。它们俩都沮丧地坐
部很精彩的神话小说，讲述的是唐 在 地 上，回 想 这 刚 刚 发 生 的 一 切。
僧 带 着 三 个 徒 弟 去 西 天 取 经 的 故 假如它俩一起分享这块肉，至少各
自可以吃到一半，结果现在什么都
事。
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西游记》是 没有了。它们想起了父母曾经跟它
在九岁回中国的那年暑假，电视上 们讲过多次的故事，要是它们从一
每天都在播放。妈妈告诉我《西游 开始合作就好了。
狐狸和乌鸦累了，它们都觉得
记》也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视
很不舒服。最后它们相互道歉，
后
剧。我好奇地看了一集后，发现原
来妈妈小时候看的这部《西游记》也 悔没有听取父母的意见。
很吸引我，我迫不及待地一集一集
往下看。唐僧师徒在西天取经的路
上降伏了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历
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了西天
取得了真经。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
情节是“真假美猴王”，假美猴王也
是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各路神仙
都分不清真假，我也急得直跺脚，最
终只有如来佛祖可以分辨出真假。
当孙悟空一棒打死了假美猴王时，
我也兴奋地拍手叫好。
一年后，在我读中文学校五年
级的时候，又一次接触到《西游记》
这部小说。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解
故事情节的时候，我都听得津津有
味，脑海里不断浮现出电视里的每
一幕。我们学了一学年的《西游记》，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学习中文了。

丢失的钻石

名字叫做彩蝶。它的眼睛特别的大，
还特别有神。它的嘴巴尖尖的。我
特别喜欢它身上的羽毛，因为它的
颜色是七彩斑斓的，就好像穿着一
件漂亮的衣裳。还有它的爪子非常
的尖。记得有一次，我用一片树叶
逗它玩，可没想到它用它那敏捷的
爪子把我的手指给抓破了。
我把彩蝶带回家的第一天，它
看起来很害怕，缩成一团。而且什
么东西都不吃。我怕它会饿死，非
常担心。于是，就尝试给它各种各
样的食物，可彩蝶一直不吃。爸爸
告诉我说：
“你要有耐心，给它一点
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爸爸
说得对，我耐心地跟它接触，也给它
食物。过了一段时间，彩蝶开始吃
东西了。我特别高兴。
接着，我还想教彩蝶“说话”这
个本领。我教它说“你好”，可是彩
蝶一直学不会，没有耐心的我开始
急了。为什么我的鹦鹉这么笨，人
家的却那么聪明呢？我不相信我教
不会它。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跟彩
蝶说话，逗它玩。彩蝶却时而盯着
我看，时而又不理我。有一天，我带
彩蝶去公园里玩。公园里有好多的
小朋友 , 这些小朋友一看到漂亮的
彩蝶就围过来了。这时，彩蝶突然
说：
“你好，我的名字叫彩蝶。”好多
小朋友都被吓到了。我却特别的开
心，我的彩蝶终于说话了。每个小
朋友都赞扬我的鹦鹉，
“你的彩蝶很
聪明，很会讲话，你把它教得很好。”
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我为我的鹦
鹉感到骄傲。
从等待鹦鹉吃东西和教会鹦鹉
讲话的过程中，让我领悟到一个道
理。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或者做什么
事 都 不 可 以 操 之 过 急，要 有 耐 心。
这样做起事来会顺心很多，结果也
会更好。

给孙悟空的一封信

 五年级一班：王昊喆
指导老师：刘芳
亲爱的悟空：
今年我正在中文学校学习《西
游 记》
。 它 很 难，但 也 很 有 趣。 我
还在春节晚会上扮演了猴哥的角
色。你的本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拥有可以分辨魔鬼与真人的火
眼金睛真是太酷了！你还会七十二
般变化。如果我可以，我会变成变
色龙隐藏起来搞恶作剧。驾筋斗云
的感觉如何？当你驾着筋斗云飞来
飞去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
世界之王？你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
的？你能教教我吗？我好喜欢你的
金箍棒。可以随意变化大小，不用
的时候就收在耳朵里，又方便又轻
我的弓箭
松。我也想要一种可以收缩的武器，
 六年级一班：江泽延
但它会是一根两头能弹出剑刃的棍
指导教师：傅蕾
我有一把很心爱的弓箭 , 它是 子。不用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我
的口袋里。还有你头上的金丝花帽，
我的战利品。
七岁的时候，姑姑带我参加了 我妈妈总是想给我戴一个。这样我
美国的幼童军。我们每一次活动都 不听话的时候，它只要念紧箍咒就
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像看地图、 行了。
孙悟空你太了不起了！我希望
钩鱼，参观火警局等等。做这些事
情都会拿到分数，就这样我从幼童 有一天我能亲眼见到你。
军变成童子军。我是在童子军的典                            你的粉丝：王昊喆
礼上得到这把弓箭的。
我的名字
这把弓箭是用树杆做的，大概
二十五英寸长。弓箭头是象牙做的，
 五年级一班：于维宁
上面还刻了花纹，非常精致。箭头
指导老师：刘芳
尖尖的像鲨鱼的牙齿。箭头的另一
我的名字叫于维宁。“于”是我
边捆着两片黑白色的羽毛，旁边挂 的姓氏，这个姓氏最早起源于中国
着两根皮绳子，皮绳子下边也捆着 的河南省和山东省，现在在中国的
两片羽毛，上面挂着九颗五颜六色 东北地区有很多人姓这个姓。我的
的珠子。这些珠子是我努力参加活 名出自《诗经  大雅》中的“怀德维
动赚到的。
宁”，意思是一个人拥有了德，就会
弓箭高高地挂在我床头的柜子 内心宁静。爸爸和妈妈给我取这个
上，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在幼童 名字，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品
军所有美好的回忆，这些经历让我 行高尚，豁达平和的人。
学到了很多知识。每天晚上当我望
着它的时候，它好像在告诉我要勇
中国长城之旅
敢和坚强。
 五年级二班：钟婉桐

 七年级二班：
李欣然 袁子琳 杨丽娜
指导老师：张海燕
一天晚上，在白宫宝藏室的警
报响起，唤醒了住在那里的每一个
人。总统和保安慌慌张张地赶往房
间，但他们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丢，
他们并不想要冒险，所以就报警了。
大约 30 分钟左右以后，警察和侦探
鹦鹉
赶到了白宫。
警察和侦探进入白宫，立即向
 六年级二班：林可晴
所有人提问，但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指导教师：龚万凤
侦探随后前往宝藏室进行调查。里
鹦鹉是一种既可爱又灵活的动
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他开始检 物。我家就有这么一只鹦鹉。它的

指导老师：吴学敏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
伟大的建筑工程。全长约 6700 公里，
俗称万里长城。1987 年 12 月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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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成长座谈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教务长 张萍
华裔文化通常觉得心理问题是禁忌，这使得华裔族群倾向于压抑自
我，导致近几年来华裔青少年自杀倾向比同龄人高。NBA 华裔球星林
书豪有感而发 :“我认为亚裔父母全心全意爱孩子，而不是因为孩子做
了什么，有什么成就，或者成为了自己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而爱他们，亚
裔青少年也应多跟父母交流想法，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事事追求完美，
要学会休息”。那么父母和青少年要如何交流，才能有助于他们的健康
心理成长？带着这个问题，上周六下午，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有幸请到
了神经科专家马晓平医生，Stockton 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唐梦宇博士，
Rutgers 大学精神康复系高霓博士，为学校老师和家长举办了一场意义
深远的青少年心里健康和成长座谈。
马医生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白质，灰质谈起，到神经元的功能，以
及神经递质，这个在神经元，肌细胞或感受器间的化学突触中充当信使
的特殊机体内生分子的作用，深入浅出，拨云见日，将神经系统的主要成
份剖析得清楚明了。唐教授柔声细语，娓娓道出青少年在这一独特身心
阶段的特殊行为和心理认知，华裔青少年在学校、家庭、交友等各方面由
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经历的种种困惑，抑郁，焦虑和迷茫，作为父母，
需要学习了解孩子的需求，更大耐心去理解，认识，开导，爱护和他们共
同成长。Rutgers 高教授说华裔比其他族裔更少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她
为迷途轻生的青少年大声疾呼，呼吁家长们关心青少年的健康心理成长
要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入手，尤其关注孩子的突发异常行为或情绪波
动，尝试用“要…”而不是用“不要…”来和孩子沟通，疏导和缓解孩子
所遇到的人生难题，抛开成见，必要时应当及时寻求专业辅导和心理咨
询，有效防止悲剧的发生。三位专家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结合实例，循
循善诱，家长们听得意犹未尽。
这次讲座是自学校开办讲座以来，听众最多的一次，不仅座无虚席，
而且大教室后方挤挤挨挨的站满了家长，一直延伸到教室门口。座谈最
后教授和家长们还进行了讨论和答疑，别开生面，共同探讨摸索，家长们
纷纷表示受益颇深，为了孩子，为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希望多举办类
似讲座。

华夏教坛

			

为孩子们托举一盏金灯

献给无私奉献的华夏人

 华夏南部分校校董 廖山漫

好像是昨天，
一群远离家乡的陌生人相聚在一起
拨响了留根工程的音弦。
我来了，我也来了
下了班接着上夜班。
没有教室，我们找 ,
没有教材，我们编。
没有教师，我们上，
没有时间，周末见。
这群人，叫华夏人，
这个语言，叫汉语；
这种坚守是执着，
这种精神是奉献。
风雨兼程，志同道合打造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个精神家园，见证了家长们的执着和孩子们的坚撑。
华夏为孩子们托举了一盏金灯；
春华秋实桃李繁枝果，
莘莘学子松楠大夏梁。
华夏扬起了孩子们与巨龙对话的风帆，
华夏架起了中美文化的桥梁；
华夏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
华夏响响亮亮活跃在社区久久长长。
华夏人相识相知，相助相携，
华夏人志同道合，无私奉献；
华夏之恩惠泽盈天下，
华夏之情连接你我他！

了中国。除了看爷爷奶奶和姥姥姥
爷，我们还参加了北京的旅游团，参
观了中国长城。
8 月 31 号早上天还没有亮，我
们就起来了，随着旅游团的旅游大
巴来到了北京八达岭长城。没想到
这么早，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买
票，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进入
长城。
导游介绍完旅行注意事项和回
程时间，大家就自由活动了。当我
和爸爸妈妈开始登长城的时候，才
发现旅游团的人们已经消失在茫茫
人群中。天气很热。这是我第一次
登长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
城墙上有很多的字迹，有用中文写
的，有用英文写的，还有很多我不认
识的语言。有的人为了把字迹写得
清楚，在城墙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妈妈告诉我说 , 这是来过这里的人
为了留个纪念留下的。这对我来讲
是件可怕的事情，想想，每年都有成
千上万的人来这里旅游，如果每个
人都留下他们的名字，这可以毁掉
长城呀！我认为在长城上刻下自己
的名字就像在一个脆弱的艺术品上
刻下自己的名字。如果长此下去，
长城将会因为这些刻痕而千疮百
孔。如果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长城
上，我会感觉很羞耻。
我和爸爸妈妈边走边照相。一
共走了 6 个烽火台。因为时间的原
因，我们没有攀登到最高点，就返回
到导游指定的地点集合了。
这是美好的一天。希望以后有
机会我可以攀登到长城的最高点。
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了解
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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