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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个雪人》
长岛分校三年级： 熊北辰

指导教师：陈珺

如果我是一个雪人，
当人们都睡着时，
我会悄悄溜出去。

我会悄悄溜出去，
带上我的雪狗，

和朋友们去一个秘密的冰室。

在那里，
我们一边喝冰茶一边讲故事。

然后我们一起玩冰棒球，
一直到比赛结束。

太阳还没升起，
我就迅速溜回家，

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但忍不住笑嘻嘻……

当人们醒来，
看到一个小雪人这样开心，

额头上还挂着汗滴，
他们一定很惊喜，

这样的小雪人
多么稀奇！

《长周末度假》
长岛分校五年级：张家嘉

指导教师：杨美玲

	 今年的马丁路德金长周末，我
们全家去了宾州度假三天：游泳和
滑雪，很好玩。
	 第一天下午我们到了旅馆，就
直接去游泳了。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
友，她的名字是Georgia。妹妹、她还
有我玩了些游戏。玩得很开心。游泳
后我们就去吃了旅馆里的自助餐。
我很喜欢吃那里的点心和米饭。
	 第二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	
Shawnee	Mountain	滑雪。妈妈带着
妹妹滑中等难度的蓝道，我自己去
滑最高难度的黑道。我们滑了9个小
时，都有很大的进步。
	 第三天我妈妈的朋友的全家
来滑雪。她儿子十二岁了，名字是
Allan。他跟我一起滑黑道，他教我如
何在坡度上跳过去。	我学好了，他
就带我去黑道的自由滑道，那里都
是各种各样的障碍坡度。我们飞快
地一个接一个地滑过去，有意思极
了。晚上我们到家都9点了。
	 这次度假真开心，我希望可以
再去那里玩。

《圣诞节》
长岛分校六年级：曾子隽

指导教师：高为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之
一。
	 圣诞节是大家欢庆的节日。到
处可以看到艳光四射的圣诞彩灯，
它装扮着迷人的冬日街景，像五彩
缤纷的焰火洒落在各个角落。在这
样寒冷的冬季，因为有了圣诞节让
我们的城市变得如此美丽又鲜活生
动。在这样盛大的节日里，我会准备
很多贺卡，礼物给我的朋友们，我也
会收到很多来自我朋友们的礼物和
祝福。在这样寒冷的冬季，因为有了
美好的祝福我们的心变得温暖而又
开心幸福。
	 圣诞节是我们最快乐幸福的传
统的节日之一。

《春晚》
长岛分校七年级：陈原新

指导教师：Susan Porcelli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最盼望的
就是看春晚。春晚里有唱歌，小品，
相声，	杂技，魔术，舞蹈和武术。我
最喜欢的三个节目就是小品，魔术
和杂技。每年我不光看中央台的，我
还看别的电视台，像北京春晚、	安
徽春晚、东方春晚、辽宁春晚	等等。
我在沙发上看，	在车上看，在被窝
里看，	我一看就能看几个月的春
晚。我也跟着春晚哈哈大笑了几个
月。
	 我最喜欢的演员是演“我爸爸”
的那位。每年他出来的时候都会说：
"我想死你们了!"现在你们知道他是
谁了吧?	他是－冯巩。今年，他演了
一个出租司机。	他和另外两个人演
一个信任的故事。我看着他带着天
线宝宝帽子，还有穿着老婆的袜子
的时候，我笑趴下了！！
	 我还很喜欢蔡明和潘长江演的
节目。他们每次出场的时候，都和去
年扮得一模一样。蔡明永远那么高
高的漂漂亮亮的，潘长江总那么的
矮,	穿得窝窝囊囊的。每个小品里都

是蔡明在欺负潘长江。他们今年
演了一个节目叫"老伴儿"。在这个
节目里蔡明失忆了，为了换起她
的记忆，	潘长江假装他自己失忆
了。在潘长江的努力下，蔡明终于
想起来潘长江是她的老伴儿了。	
他们幽默的表演逗得我哈哈大
笑。
	 今年的春晚虽然没有我喜欢
的魔术节目，但有我喜欢的杂技
节目。有两个漂亮的小女孩儿，一
个是中国的，一个是俄罗斯的，表
演了杂技。她们比赛咬花。她们的
身体往后弯，然后把身体后面的
花咬上来，放到身体前面儿的花
瓶里。	最后，	那个中国的小女孩
儿赢了。我很喜欢她们的技巧。我
希望明年的春晚能看见魔术的节
目。
	 我看完了中央电视台的春
晚。接着，我要看别的电视台的春
晚节目了!

《我家的葡萄树》
长岛分校七年级：曹鹰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葡萄树。
它是容易生长的一种水果树。它
的果实很好吃，长的果实有甜有
酸酸的。葡萄叶子跟手掌一样大，
绿色的。它长的花是很漂亮，是白
色的。花会长出葡萄的。葡萄果长
出两种颜色，红色和绿色的。
	 我家后院的葡萄树是我跟妈
妈一起种的。在四年前我跟妈妈
种了七棵葡萄树。种的婴儿树才
三尺。现在它二十五尺长了！葡
萄树已经长的跟我们的房子差不
多高了！
	 每个夏天，我们家摘葡萄来
吃。	有一部分很甜有一部分很酸。
妈妈把葡萄洗干净，烘干后，妈妈
放它在一个大的玻璃罐子，再放
白糖之后密封紧。一个月后，	妈妈
尝了，妈妈说酒味儿很浓。有很多
次，爸爸从树上摘下就吃。
	 我们种的葡萄树是在木阳台
上。葡萄树给我们挡太阳。我们可
以在阳台上做很多活动。我在那
里读书，妈妈做瑜伽，姐姐画画，
爸爸看报纸。
	 我在葡萄树底下做各种我喜
欢的事情。

《我的小天地》
长岛分校七年级：鲍楚欣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我家楼上有一个小房间。
	 别人来我家的时候，会想着是
个很普通的房间，跟别的房间没区
别。但是对我来讲这就是我的小天
地！
	 如果要说这房间有什么特别，
那就是几乎只能住两个人。但这两
个人的房间，却被我布置得漂漂亮
亮的。
	 你看我的床，上面有一个折好
整齐的被子。窗户边有两张照片。
挂在上面的是我五年级毕业照片，
挂在下面的是我一家人的照片。在
这两个照片的下面是我的书桌。我
书桌上面放了我的电脑，两本书和
我的耳机。
	 别人的书桌上大概放了一个
精致的台灯吧？	而我的台灯却是
个普通的咖啡色台灯。每当夜幕降
临，我的小台灯就会发出一个闪亮
的光芒。我在这房间里，台灯下，做
完了作业，画了有趣的画，还跟朋
友聊天。
	 我床边有一个游戏机，我一有
空就拿起来玩。妈妈不太喜欢我玩
游戏，但我依然玩。我每一次玩时，
都会把门锁好，为的就是不让妈妈
进来。有一次我约了朋友打游戏的
时候，忘了把门锁好。我在玩游戏
的当中我叫了一声，因为我在游戏
里死了。妈妈听到了我的叫声，就
马上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抬
起头来看到了一副很生气的脸。我
偷偷地在心里笑,并做了一副鬼脸
给她看。妈妈不生气了，她笑了。
	 我的房间里有很多我画的画。
每当我看着这些画的时候，我会感
到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天赋！

（呵呵，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我
花了很长的时间画这些画的。有时
候我心里不愉快，我抬头看看我画
的画，我心里就好像安慰了许多。
	 在我的小天地里，我感到很快
乐因为我学到了怎么样整理自己
的生活。我还学会了画画。我的小
天地是一个很美又很快乐的地方。
如果有时间你们随时可以来我的
小天地。我的小天地永远欢迎你
们！

《运动让我更快乐》
长岛分校七年级：俞美旂

指导教师：Susan Porcelli

	 你知道吗？运动有一种神奇的
魔力，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心情。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因没有回
答出老师的问题很沮丧。下了课，我
闷闷不乐地来到操场上。在同学们
的邀约下跳起绳来。“一，二，三……	
六十，六十一！”此时，我的心跳加
速，气喘吁吁，可我感到非常爽快，
把刚刚没回答出问题的伤心抛到九
霄云外。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运动可以
让一个人变得快乐。
	 我喜欢运动，在所有我学过的
运动项目中，最喜欢花样滑冰。上次
去了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后，我就迷
上了这项冰雪运动。一开始学习滑
冰，我忐忑不安，哆哆唆唆的在冰面
上慢慢地走。在教练的培训下，我终
于打下了扎实的溜冰基础，可以十
拿九稳地做出许多花样动作了。真
兴奋！现在，当我穿上白色的冰刀
鞋，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的时
候，感觉自己就像小鸟一样自由自
在的翱翔，快乐极了！
	 除了花样滑冰以外，我还学过
许多不同种类的运动，比如网球，跆
拳道，游泳等等。	我在运动中交到
许多好朋友，大家可以互相分享运
动的快乐！
	 每一种运动，我都可以从中获
得乐趣。

《我的家人》
长岛分校七年级：谭爱凌仪

指导教师：葛漫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家里有
爷爷、婆婆、爸爸、妈妈、妹妹，弟弟
和我。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爸
爸、妈妈、妹妹和弟弟。
	 我的爸爸很爱我。但是，他有时
也会对我很严格，他说因为我做错
事，他是实在太生气了，所以才会教
训我。不过，我和爸爸也是好伙伴。
我每天教他一个英文单词，他每天
教我一个成语，就这样，我们每天相
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时
他还会帮我讲解作业，我告诉你，他
的数学在我心里可是无所不能的。
	 我的妈妈，身材修长，长得很漂
亮，我觉得她很伟大，因为她不怕疼
痛生育了我和妹妹弟弟！她还是一
个温柔的妈妈，因为当我不乖时，她
也不会对我发脾气，而是会跟我讲
道理。在我的眼里她是世上最好的
妈妈。
	 我的妹妹，圆圆的脸上长着一
双大大的眼睛，留着齐耳的短发，脸
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因为她很
可爱，几乎每个见过她的人，都很喜
欢她。她爱我，我也很爱她。我们经
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有时她把东
西摔坏了，我会请她下次小心注意，
而顽皮的妹妹，也会听从我的建议。
	 我的小弟弟，他才刚一岁，就能
听得懂很多话。虽然他还不会说完
整的话，但是他已经会叫姐姐了！
如果你是我，也会很高兴吧！他过
一岁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一本我
亲手做的一小书，他可喜欢了。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我的家庭
好温馨啊！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和
我一样，有一个幸福的家！

《春夏秋冬》
长岛分校七年级：李书鹏

指导教师：葛漫

	 每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每个季
节都有它的特征。
	 春天的树叶是绿色的。天气开
始暖和起来。我喜欢在春天跑步和
看风景。我也喜欢去爬山和钓鱼。春
天的天气非常好，不冷也不热。鸟从
南方开始飞回来。各种各样的花也
开始发芽了。
	 夏天的天气开始变热了。学生
们也开始放假了。我喜欢在夏天游
泳和去不同的地方度假。我去年去
了中国度假。我参观了上海、北京、
苏州、广州、香港，等等。我还在中国
看了奥运会。我最喜欢看乒乓球和
排球。
	 在秋天树叶开始落下来。天气
也开始变冷了。秋天最好去摘苹果
和看树叶。秋天也有很多假日，像感
恩节和万圣节。我们这个秋天也可
以选总统。
	 冬天的天气是最冷的，常常会
下雪。我喜欢在冬天堆雪人和去玩
雪。冬天没有很多阳光，六七点就开
始变黑了。我最讨厌冬天因为下雪
的时候，我要去	铲雪。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它的
惊喜。如果没有这四个季节，人生就
会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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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华夏毕业考试通知”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介绍

一、考试时间:	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和3月19日（星期日）

二、考试级别: 中国国家汉办新HSK四级

三、考区安排: 

						设北、中、南等三个考点，具体考试时间由考点负责人另行通知。	

					北区考点：	3月19日，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大纽约、纽约中心。

						大纽约分校承办。报名负责人：吴嘉骏、何青。考点校长：何清

					中区考点：	3月18日。桥水、爱迪生、里海谷、李文斯顿、奔腾、

					北部、史泰登岛。奔腾分校承办。报名负责人：张悦、刘彬。

						考点校长：	郭玉坤	

						南区考点:	3月19日。大西洋城、樱桃山、东部、南部、中部、普兰斯堡、

大费城。普兰斯堡分校承办；报名负责人：许兰薇、林楠。考点校长：陈延

辉	

四、考生报名: 报名以分校为单位，各分校设领队一人。

五、主考和监考认证

	 	 	 	 	每个教室安排一名主考和一名监考人员。组委会将安排主考和监考

人员参加HSK考试管理员在线资格认证考试，资格认证工作应于2月18

日之前完成。

六、考试参考资料

	 	 	 	 	新HSK	(四级)考试大纲、词汇要求、真题集及考生手册等资料，可登

录华夏总校网站hxcs.org	查阅。

七、2017毕业考试组委会

	 吴嘉骏、刘彬、林楠、郭玉坤、陈延辉、何清、何青、童莉、李晓京、陈

华、王宏、许兰薇、张悦、李盛京、张长春、叶森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LISOC）是长岛地区最大的非营利性中文教

育组织。自2000年创建至今，我校已经成为纽约长岛地区学习中文，继

承和光大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公众平台。学校现有来自三百多户家庭，

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的各年级学生近五百余名。学校办学师资力量雄

厚，拥有三十余位资深各年级中文教师。每年我们还联合华夏总部和遍

布大纽约区的其他十九所分校共同培训老师，交流教学经验。除了中文

课程，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围棋书画，诗歌朗诵，

音乐舞蹈，古筝等文化课程。

	 在努力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我们致力于把学校拓展成社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	学校常设有歌舞、太极、瑜伽	、球类棋牌、书法摄影绘画等

家长兴趣班。夏日，我们有数十户家庭的野营篝火和出海钓鱼；冬天，我

们有超百人的滑雪团队和棋牌大战。学校联合社区多个华人团体共同

举办了多项大型社区活动。华人社区领袖、教育专家、医学专家、商界团

体也多次到我们学校举办包括医学保健、财经税务、求学就业、艺术人

生等各类丰富多彩的讲座。学校积极支持和鼓励学生以及家长们参与

公益活动，努力和大家一起营造一个有爱心和关心的华人社区。

《饺子》
长岛分校八年级：林蕊

指导教师：朱毅颖

	 饺子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通俗的
一道菜。古时饺子就是一个非常受
欢迎的食物。饺子随着中国历史的
发展，也渐渐地成为人们必不可少
的和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					
	 饺子是中国东汉南阳医圣张仲
景发明的	。各种不同饺子馅，通常
都会有一个意思。比如说有些人吃
花生馅的饺子，花生就代表健康长
寿。饺子是中国人喜欢吃的主食，随
着华人走出国门而广泛流传到世界
各地。
	 我们全家人都爱吃饺子。只要
我和哥哥想吃，妈妈随时都会给我
们做。妈妈做饺子第一步是要和面，
那就是把面粉和水揉成一团。第二
步就是把馅准备好。妈妈经常做的
饺子是猪肉和韭菜馅的。把味道调
好就可以包了。饺子包好了就开始
煮了，味道渐渐地散发让我们对饺

子的欲望增加。我最喜欢吃猪肉，香
菇的饺子因为香菇的味道让饺子更
加鲜美可口。
	 我非常喜欢吃饺子，我也希望
我能学会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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