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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在美丽的SUNY	Purchase	新校园里

迎来了建校以来的第六个新学年开学日。	

	 新校园是开放式设计，面积开阔，环境优美	，与著名的PepsiCo	Park/

Sculpture	Garden比邻。学校教室设备设施一流，配备专业技术支持人员	，

校内图书馆、田径场、足球场、餐厅、咖啡厅等全部对我们的学生和家长

开放，我们的文化课也将拥有专业的电脑室和舞蹈练功房。绝大多数学

生，家长和老师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休息厅、餐厅、	图书馆里、运动场

上，家长们的身影随处可见；教学区内安静肃穆，	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

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

	 为了校园搬迁成功，志愿者管理团队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殚精竭虑，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暑假里

反复斟酌，选定校址，到签订

合同，完成搬迁，这其中克服

了多少不易和艰辛。现在我们

的新学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

的开端。新校园丰富的软硬件

教学资源，完善便利的配套服

务，给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校园

和全新的发展机会。

	 新学年伊始，正值金秋，大纽约华夏的志愿者们上周日组织了本学

年第一次全校范围的大型活动----中秋野餐游园会。聚会当天秋高气

爽，共五百多人热情参与，新朋旧友欢聚一堂，不仅有丰盛的美食，还有

孩子们最爱的充气城堡和多项游艺活动。李颖老师的魔术表演出神入

化，把气氛推向了高潮。操场另一边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参加的秋运会也

别开生面，拔河、	跳布袋、	接力赛、	跳绳比赛高潮迭起，喝彩不断。欢乐

的时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大家感受到大纽约华夏社区的力量

和温暖。

	 2017年10月1日，在纽约皇后区举行了第九届美国国	际武术公开

塞。此次比赛共30多个参赛团队，	500多名武术爱好者参加。我校队员虽

然年龄较小，	但场上出色的表现充分发挥出了中国武术的精气神！大

纽约华夏中文学校此次比赛共获得了9块金牌、2块银牌、	4块铜牌的优

异成绩,包括男子和女子团体金牌。

他
AP中文班毕业生，

小语世界学生主编：雷瀚

指导老师： 黄茵

	 我一直梦想成为他。哥哥是我生

命中最好的，最可靠的人。但是认定他

会永远在你身边，伸出援手，是愚蠢

的。过度依靠另一个人的命运很可悲：

你永远不会有动力变得比他更好，一

切失去光彩，事事被超越，至少大家是

这么认为的。他游泳也更快，总是长臂

滑翔，并保持稳定而强劲的步伐。当别

人看我时，我的手臂乱舞，就像一个中

风者的最后挣扎，说：“这两个怎么会

是兄弟呢？”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一切都被比较。没一件我做过的事没

有被和他比较。	那比较是什么呢？他

离开家上大学以后，我才学到，比较只

是别人用来衡量他们认为平等的东

西。真正成为自立，自信，自我是多么

不容易。但是一旦没有了大植物的遮

挡，小植物最终也会见到阳光，茁壮成

长。

	 我把脚踩到起跳器上，拱起背，

等待那一声响亮的信号开始比赛。在

信号发出的那一刻，我向前跳下去，使

劲往前冲。但是我不能保持稳定的速

度，最终失败了，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

泳道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我的网球

比他打得好！

难忘的欧洲旅程
四年级马立平一班 毛逸清

老师： 雷天敏

	 今年的春假，我和我的家人去欧

洲游玩了十一天。我们去了苏黎世，罗

马，梵蒂冈，帕勒莫，马耳他主岛，巴塞

罗那，马赛，热内亚，米兰，还有威尼

斯。	这些地方都非常棒，我最喜欢的

是罗马和威尼斯。

	 在罗马，我们先去了古罗马城遗

址和斗兽场。古罗马遗址是一堆破烂

的石头，可是还得去，因为很著名，那

里是古罗马人住的地方。斗兽场是一

个圆圆的建筑，以前用来斗兽的，现在

是个很著名的景点，人非常多，大约要

排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去。接下来我们

去了纳沃纳广场，那里我们看见了四

河喷泉，还有个拿枪扮成雕塑的人，我

的外公觉得很酷，可是我却被他吓了

一跳！我们还去了万神殿，那里面的

顶上有个圆洞，除了开着的门以外，只

有那个圆洞可以透光。最后我们去了

西班牙台阶，以前有个罗马假日的电

影，就是在那里拍的，我的妹妹在那里

吃了很多栗子，可我不喜欢吃。	晚上

我们吃了的意大利披萨还有意大利

面，我觉得那里的披萨和面比美国的

好吃一百倍呢！

	 后来我们坐火车来到了威尼斯，

这里是水上之城，所以我们到的那个

晚上正在电闪雷鸣地下着大雨。第二

天一早我们坐船到了威尼斯的玻璃

岛，那里有一个超级大的玻璃雕塑，蓝

色的像一个星星。那里我们还看了个

吹玻璃的表演，他们吹出了一个玻璃

盘子和一只玻璃马。然后我们去了彩

色岛，那里的房子都是彩色的，所以它

叫彩色岛。妹妹在那里买了个威尼斯

特产的面具。接着我们去了圣马克广

场，外公第一万次走丢了，我们费了很

多时间才找到他，因为那里有很多很

多人，还有很多很多鸽子。最后我们坐

了贡多拉，穿过了很多小水巷，我们一

起唱歌，但开船的人说不可以，因为传

说坐着贡多拉唱歌，第二天就会下雨。

后来第二天真的下雨了。

	 这一次旅行，让我非常难忘，以

后我还要去看更多欧洲的风景，例如

英国的白金汉宫，意大利的庞贝古城，

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等等等等。

上海印象 
AP中文班毕业生，

小语世界学生主编：陈恩璐

老师： 林骏

	 今年暑假，妈妈、妹妹和我一起

去了上海。尽管今年夏天的上海非常

热，但是我们还是去了一些有趣的地

方，比如上海迪士尼、上海博物馆和外

滩等。

	 上海迪士尼非常拥挤，里面到处

都是人，可谓人山人海。可能是最新开

张的原因，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游玩。我

们因为去得有点晚，很多景点都要排

很长的队伍，有时候还要等上几个小

时，真是让人感到很烦恼。但是我还是

喜欢里面很多有趣的游乐设施，	其中

最好玩的就是“极速光轮”，因为速度

很快，非常刺激。虽然我们排了很久的

队，还是享受到了很多愉快的经历。

	 我们也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在博

物馆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有特色的

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钱币、书法

和绘画等物品，	学到了很多中国历史

的知识。我真的很欣赏古时候中国人

制作的那些复杂又精美的作品。我想

他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完成

这些杰作。

	 我们还去了上海外滩。外滩有很

多风格迥异的西洋古建筑，	也有现代

化的摩天大楼，真可谓万国建筑博览

群。隔着黄浦江，我看到了高耸的东方

明珠电视塔。晚上的外滩风景格外优

美，闪烁的灯光在高楼和水中相互辉

映，仿佛把我带入一个童话世界。

今年我们在上海的时间不长，还有很

多好玩的地方没去。希望明年有机会

再去上海。

我得到小宠物了！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沈克媛

老师： 李志平

	 我还记得那天，我兴高彩烈地得

到了盼望很久的小宠物，Hammie。

	 早晨，爸爸和哥哥带我到一个卖

宠物的店，Petco。我们一进门，就看见

各种各样的小宠物，有小仓鼠，豚鼠，

小青蛙等等。爸爸指着小青蛙们，说：

“媛，你要不要小青蛙啊？”我听了，使

劲摇头。我才不要小青蛙呢！哥哥问

我：“要不要一只豚鼠啊？它们非常可

爱。”我喜欢豚鼠，可是，不知为什么，

我也不想要，所以我还是摇头。

	 忽然，我看到一只长有金色和白

色毛的仓鼠。我急忙走过去，把手放在

玻璃盒子上，头也靠着玻璃墙上，看着

那只小小的仓鼠。小仓鼠似乎也在看

我。我看着它，它看着我，我觉得世界

上只有我和它。我对爸爸说：“我很喜

欢这只仓鼠，可以买它吗？可以吗？

可以吗？”哥哥看着小仓鼠，爸爸皱着

眉头，在努力地思考着什么。我猜他在

想养小仓鼠会不会是一件很麻烦的

事。我就跟爸爸撒娇：“我给你捶二十

分钟的背。”爸爸说：“不够。”我又说：

“那么，我给你捶四十分钟的背！”爸

爸说:“还是不够。”我说：“我给你捶一

个小时的背吧！！！”爸爸说：“那并

不是我想要的。”我看着爸爸皱着的

眉头，说：“我保证我会照顾好Hammie

的！”爸爸说：“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我好高兴！小仓鼠似乎也很高兴！小

仓鼠终于是我的了！我跑到爸爸面

前，紧紧地抱了他。

	 爸爸叫来一个店员，那个店员把

我要的小仓鼠小心翼翼地从玻璃盒子

里拿出来，放进一个小纸盒子里。其他

的小仓鼠们看着都很嫉妒。那个店员

把盒子交给我，我低头看着这只金色

和白色的小仓鼠，朝它笑了。我们又买

了食物和笼子。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跟

小仓鼠玩耍，一边想给它取什么名字。

我想了好多名字，Snowflake，Hamster，

Golden，等等。一直等到快到家的时

候，我突然想出他的名字了！我要叫

它Hammie！

	 我和爸爸把笼子装起来，我小心

翼翼地把Hammie放进去。Hammie像

是很喜欢它的新家，一会儿碰碰这里，

一会儿闻闻那里。。。我把Hammie和它

的新家放在我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我

下楼以前，又看了一眼Hammie，笑了

一笑，Hammie似乎也在朝我笑。

	 我很爱Hammie，决定永远保护

它。

杭州行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林经山

老师: 李志平

	 今年夏天，我和亲戚去了杭州。

这是我第一次去杭州，我特别激动。

	 我们到杭州的时候，先是见了爸

爸和姑父的高中朋友，然后又在宾馆

吃饭。饭特别特别香，叔叔阿姨对我很

友好。我们吃完了，到了西湖。这个湖

水特别蓝，特别好看。里面有各种各样

的荷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粉色

的。它们绿色的叶子像盘子，浮在水面

上。湖旁边也有好多树。

	 我们欣赏完了风景，姑父给我和

姐姐买了芒果饮料。饮料上面有冰淇

淋和芒果，下面有芒果汁，我觉得实在

太好吃了！我们边走边吃，走到了一

座博物馆。那里有各种造型的陶瓷。每

个陶瓷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是大的，

有的是小的。有一些瓷器是为皇帝专

门做的。可是，做的人觉得这些瓷器不

完美，所以他把这些瓷器砸碎了，后来

的人用胶把它们又拼起来了。现在，它

们在博物馆给人们参观。

	 我这次去杭州觉得玩得挺开心，

不仅欣赏了美丽的风景，也学了一点

有趣的历史。如果我们全家到中国玩，

杭州会是我的第一个想再去的地方。

我和我的小鸡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卢贤钰   

老师： 杨波

	 你养过鸡吗？我养过鸡，我养过

五只鸡。它们两周大的时候，我们开始

养它们。每只小鸡都毛绒绒的，很可

爱。我们拿到它们的时候，就把它们放

在一个大纸盒子里。我们用了一个大

灯给它们保暖，定时给小鸡喂吃的，还

带它们在后院玩。后来，我们给小鸡做

了一个木屋。小鸡很快乐地生活在里

头。

	 我每天都在惦记着我的小鸡们。

我每天放学回家，一下了校车，就飞快

地跑到后院，查看小鸡们的食物和水。

如果没有了，我就给他们加。妈妈说小

鸡要吃有机食物，所以它们的食物都

是妈妈准备的米饭、切成碎末的西瓜

和蔬菜。它们很幸福，因为正好赶上夏

天，我们有很多西瓜给小鸡吃。每次我

给它们西瓜时，它们就一抢而光。

	 可是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次，我从加拿大度假回来，去看我

们的三只鸡。我打开鸡窝门的时候，就

只有一只活的小鸡。有一只鸡死了，它

的脖子被动物咬断，还流出血了，还有

一只不知道在哪里。我告诉爸爸这个

不幸的消息，爸爸很吃惊，也非常伤

心。

	 爸爸惊讶地问我，“真的？“

	 我知道爸爸一定是不敢相信这

个消息，我说，“是的。“

	 他急忙跑到鸡窝查看，伤心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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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连忙在后院四处寻找另一只鸡，最

后在树林里找到那只小鸡，它也死了。

爸爸把它埋在地里。我们四个人都非

常伤心，爸爸把鸡窝周围填补好，可是

后来，最后一只小鸡也丢了。

	 这就是我养小鸡的故事。虽然我

学会了如何照顾它们，但是有时候，它

们在野外生活会遇到天敌，这也无法

避免。我明白了我的爸爸妈妈每天都

在照顾我很不容易，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的暑假
美洲华语九年级：冯佳璐

老师：林宇

	 我今年夏天回中国了。我，妈妈，

和妹妹先在北京呆了几天。我们在北

京逛街，买衣服和小用品。我买了很多

铅笔和小橡皮。我现在上学还用我在

中国买的东西。中国的衣服有很多美

国牌子，但是很多都比在美国卖的贵。

小用品很便宜，比美国便宜多了！

	 我的表弟在北京住。他有很多暑

假作业，比我多。每天，我的妈妈都会

逼着他做一点作业，因为他的妈妈和

爸爸每天都要工作。他们住在六楼。有

几天我们跟他们呆在一起，每天都要

爬六楼上和下。

	 去完北京我们就去了承德。承德

离北京很近，开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们去承德是看我的姥姥和姥爷。我

呆在承德的时候最长。每天，我们没有

什么重要的事情做，姥姥和姥爷教会

了我和妹妹怎么玩麻将。我们学得很

好，每天都玩。我们不玩钱，但是会每

人开玩笑的发二十五块钱。有一次，我

一把从每人手里赢了十八块钱。我的

姥姥都输光了。

	 我们还吃了很多好吃的。在美国，

很多人早上吃很少一点，但是在中国，

一出门就有好多买好吃的地方。每天

早上，我们都出去，买油条，小笼包，和

豆浆。很多时候，中饭和晚饭都是妈妈

的朋友请我们去吃。我们吃了很多不

同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最喜欢吃火锅。

	 我还去了福州和厦门。去厦门的

时候，我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的。在厦

门我们吃了很多海鲜，但是我们走的

地方有太多人了。

	 在福州我去了夏令营。夏令营很

好玩，我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也

见了很多人，他们都是从别的国家来

的，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

大。	德国人的英文说的很好，他们也

听得懂我们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