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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上州春寒料峭，纽约中心
分校已是春意盎然，早已安排好的
华夏活动之一，“华夏北部之星”
在 4 月 22 日举行。
	 纽约中心分校坐落于当地的
一所大学内，风景秀丽，交通方便，
场地大小适中，专业化程度高。纽
约中心团队一早就佈置好了舞台，
调试了音响，为小演员们订好了午
餐并安排了化妆室。五所周边的
华夏分校，近百位学生演员和他们
的家人参与了这次活动。
	 总校文艺部的夏玫和谷灵老
师均为专业人士，以其严谨的治学
态度一次次地实地训练小演员们，
整合各个节目的衔接。充分利用
演出前的时间，使孩子们有数次舞
台亮相机会，增加了孩子们的参与
感。
	 胸有诗书虚若谷，身怀才艺气
自华。华丽的开场形式，震撼的音

乐，三个小主持人以流利的中文，
唱诗般的吟诵拉开了华夏北部之
星的帷幕。简单的致词，表达总校
对幕前幕后志愿者的感谢；东道主
的欢迎，使校际之间的感情升温。
热烈的祝福，共同期望北部之星再
次成功。
	 大纽约的芭蕾舞小班率先登
场，华丽的服饰，优美的舞姿，为其
他小演员们做出了表率。纽约中
心表演的舞蹈《释放》，是静与动的
结合，是古典芭蕾和现代街舞的结
合，展现了青春的追求，诠释舞蹈
表演新概念。博根的综艺舞蹈是
彩绢与利剑的媲美，是美女对力量
的表白。
	 长岛分校带来了群口相声《五
官争功》，AB	C 说中文是难点，更
何况要”抖包袱”，然而观众们听懂
了，也由衷地笑出来了；北部分校
的单人舞《卓玛》带来了高原上的

	 华 夏 中 部 分 校 成 立 于
一九九六年七月，位于新泽西大普
林斯顿地区的蒙哥马利市，租用
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学校以教中文为主，教授汉语
拼音和简体字，使用“标准中文”
和马立平中文两种教材，还有专为
没有中文基础的人士而设的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中文
班。现招收四岁半以上的学生。
	 除了中文课，学校专为儿童设

计了多种类型的文体课。	如：美术，
唱歌，舞蹈，国际象棋，武术，语言
表演艺术 ,	数学提高班，英文写作
班等课程。学校还有为成年人开
设的成人舞蹈，健美操，瑜伽，太极
拳，篮球，成人合唱团，成人英语等
等。
	 今年，学校又增加了一些新课
程，如儿童书法、中国画以及手工
艺术，击剑课，儿童机器人兴趣班，
以及专为高中生准备的生物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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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 身怀才艺
华夏文艺“北部之星”掌声中结束

华夏中文学校中部（蒙哥马利）分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at Montgomery

舞蹈《剪纸姑娘》，指导老师：杨青   

表演剧《木兰辞》，指导老师：贾健慧 武术表演《龙的传人》，指导老师：Andrey Tikhonov   

身着演出服的武术班的孩子们和教练 Andrey Tikhonov 合影

華夏園地 ( 簡體 ) EDUCATION

祝福，父子同台演出的《亲子武
术》开创了一个新的武术表演形
式；改版的东北二人转中的手绢
功出现在《俏妞迎春》的舞蹈中；
新疆姑娘的五彩装束是孩子们的
最爱，更何况那脍至人口的《掀起
你的盖头来〉每次演出都是不可
或缺的保留节目。
	 博 根 分 校 表 演 的《鼓 上 袖
舞》，其背景音乐返复吟唱的是

《诗经 .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
不能苛求孩子们能理解其中的含
义，但其优美的舞姿，则充分展示
了古代少女的典雅气质。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孩
子们脸上的笑容是愉悦的。表演
结束后，演员和学校团队合影留
念，共祝成功，期盼明年再相会。

班。
	 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家庭到华
夏中文学校中部分校就读。请与
我们联系。
	 学校网址：	www.hxcsmg.org
地 址：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08558.
上课时间：	周六下午 1:30	-	4:50		
联 系 方 式：Email：principal@
hxcsmg.org

白色的春天
马力平三年级 田宇涵

指导老师 王延荣
	 有一天妈妈问我，“你觉得春天
是什么颜色的？”。多么奇怪的问
题呀！我想了想，对妈妈说，“我觉
得春天是绿色的，因为春天里到处
都有绿绿的小草和树叶。”
	 但是，今年我却有一个白色的
春天。春天像一个不乖的小朋友躲
在冬天的雪花里飘来。它落在屋顶
上，树上，草上，也落在我的手上，到
处都变成了白色的。春天以为这样，
我就找不到它了。	可是，我还是从
那暖暖的阳光和轻轻的微风中找到
它了。
	 我喜欢下雪，也喜欢春天。我
最喜欢这个白色的春天。

我的玩具大象
马立平五年级 雷婧彤

指导老师 何丽华
	 去年八月底，我从我镇上图书
馆得到一只玩具大象，这只玩具大
象上有我的名字，这是我从两千多
只具有孩子不同名字的玩具大象中
挑到的。
	 我的玩具大象很漂亮，它的眼
睛是黑色的，耳朵是大大的，毛是灰
灰的，它有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好像
在闻我奶奶做的饭和菜。
	 每次我和我的家人驾车去旅
游，我总是会带上我的玩具大象，它
曾跟着我旅行过华盛顿、尼亚加拉
大瀑布、巴尔的摩、和弗吉尼亚。
	 我和我的玩具大象一起旅行、
一起生活，感到很快乐。

和平的巨物
马立平六年级 林澔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在怀俄明，爱达荷州，和蒙大拿
交叉点是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黄石。这个奇妙的公园有高山，绿
绿的草坪，美丽的很。黄石也是许
多动物的家，生活着狼，大角羊，郊
狼，等等。黄石也决心要拯救濒危
的水牛。
	 二零一七年的八月份，我的家
庭去了黄石。我们前两天没看见什
么动物。但是在第三天，当我们在
往另外个旅馆开车，将近一百俩车
突然在草坪旁边堵住了。我们看见
了黑黑的点在远处的草坪上。过了
半个小时，我们还没动。就在那时
候，爸爸看见一只水牛从路的左边
慢慢地走过来。他非常大，有一串
车在更在他后面，堵起来了。水牛
的眼睛盯在前面，好像没意思到后
面有不耐烦的司机跟着它，有一点
幼稚的样子。我从这里就开始喜欢
这种动物了。
	 水牛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靠
得太近，它们非常壮，也非常重。把
你踩死是有可能的。它们虽然很重，
很大，可是跑的快，可以跑到每个小
时	35	英里。它们不用费太多尽可
以把你扔上一棵树。它们不安的
时候会攻击。可是如果没被干扰水
牛比较平静。它们就在草坪站着，
慢慢地嚼草，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
吃东西。它们有时候会甩甩尾巴，
扭头看车，让后又回去站着。它们
看来不管另一些水牛，只管吃草或
者站着，有一点浑然不觉。虽然水
牛大和重，还是可爱的和平的	“巨
物”。
	 有些时候，水牛的	“浑然不觉”	
有一些恼人的。它们很会堵路。我
们那一天见到上百只水牛的群，开
到草坪旁边，就有一只水牛要过路。
我们让着。可是在路中间那只水牛
就停止了。它站着横的，堵住了两
边的车。他站着几分钟，往一边看
车，又往我们那边看车，摇着头，甩
着尾巴，不动。他好像喜欢堵路，得
意的东看看西看看。这些水牛啊！
	 有些时候水牛会突然开始打起
架来。它们突然开始跑，提起来尘
土，跟另一只水牛打架，踢着，撞着，
在尘土中不清楚，很热闹。旁边的
水牛都好像没意思到，悄悄地吃着
草。那几只是水牛冲突以后，回到
吃草。它们看来装作没有生么发生。
	 水牛是个有趣的动物，有些时
候可爱，也会烦人，也很坚忍。它们
真的是和平的巨物！

我的“破小熊”
马立平六年级 陈含钠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妈妈

就给我买了小熊。

	 破小熊比我还大。从我一出生

他就跟我形影不离。破小熊刚开始

并不破，可这十年来天天被我摸摸

破的，可在我的心里破小熊一点也

不破，它是我最亲的好朋友。

	 破小熊的头原来是茸茸的，可

现在他的头被我摸禿了。破小熊眼

睛原来是黑亮黑亮的，可现在他的

眼睛被我摸白了。它的鼻子软软的，

他的耳朵圆圆的破小熊的脖子上级

了一条黄色带红色的条文的围巾。

破小熊的身体穿着红色的背带裤和

上衣。破小熊在我的眼睛里是非常

可爱。

	 在我伤心，生气和害怕的时候	

，我就会抱住破小熊，破小熊会给我

带来安慰和让我的脸笑起来。如果

我没有了他，我的心就会不安。在

我高兴，激动和开心的时候，我也会

抱住他，因为我想跟他分享我的快

乐。我很感谢我有了破小熊。

	 现在我和破小熊是离不开的。

每一次我要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我

都要带上破小熊和我一起走。我和

破小熊一同长大。我是不会忘记破

小熊的。

乌鸦和狐狸的第四个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蔡朗悦

指导老师 刘泽蕾
	 有一天，乌鸦在树上的窝里和

它的孩子晒太阳。狐狸在树下的洞

里想新的办法来骗乌鸦把肉送给

它。忽然，乌鸦的孩子说：“妈妈，我

饿了，可以带给我一块肉吗？”乌

鸦说：“当然可以，但是今天我根本

找不到肉。”这时候，狐狸出了洞，

抬头一看，觉得有点儿奇怪。它说：

“咦？今天你怎么还是没有肉呢？”

乌鸦愤怒地说：“今天我找不到肉！

你为什么老是想骗我把肉送给你

呢？”狐狸回到洞里去了。

这时候，乌鸦的孩子说：“妈妈！我

闻到肉的味道！在那儿！”乌鸦的

孩子往大河的对面一指。真的，对

岸有人正在野餐。野餐很丰富，有

很多种食物。乌鸦看见了馋得直流

口水。这时，狐狸又出来了。它说：

“你们找到肉了吗？”乌鸦说：“没有，

你回到洞里去吧。”狐狸却留在那

里，说：“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会跟着

你跑，你叼到肉的时候，我就会把肉

吃掉！哈哈哈！”

	 乌鸦飞走了。狐狸赶紧追。狐

狸跟着乌鸦跑到了小白兔的屋子附

近。乌鸦对小白兔说：“小白兔！小

白兔！我找到了一份野餐！可惜狐

狸也想吃，你可以帮忙吗？”小白兔

说：“快加油！我这里已经有好多白

菜了，不需要更多的食物了。这里

有些石子，可以扔到狐狸的头上，把

它吓跑！”	乌鸦说了声“谢谢！”，叼

起石子，飞走了。

	 乌鸦把石子扔到狐狸的头上。

狐狸一边大叫：“哎呀，你这只讨厌

的乌鸦！”，一边逃到了老虎的家。

老虎见到狐狸，说：“伟大的狐狸，您

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狐狸说：“我

找到了一份野餐。我想吃，但是乌

鸦也想吃。它还把这些石子扔到我

头上！乌鸦真讨厌！你能帮帮我

吗？”老虎说：“鸟不容易对付。连

我也没有好的办法。我这儿有些骨

头，如果你把骨头扔向乌鸦的翅膀，

她会掉下来！”狐狸拿了骨头，跑走

了。

	 狐狸把骨头都扔向乌鸦的翅

膀。乌鸦生气了，飞到了一棵松树

上，把松果踢下去。松果正好掉到

了狐狸的头上。狐狸愤怒地把松果

捡起来，扔向乌鸦。乌鸦很生气，把

更多松果扔向狐狸。乌鸦和狐狸就

这样扔来扔去，一直扔了老半天。

	 后来，他们终于来到了野餐的

地方。肉却已经被人们吃掉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马力平八年级 林昱如

指导老师 段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两句出
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地
宇宙一样运行不息，自我力求进步，
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大
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
德，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
何东西不能承载。古人认为，在社
会生活中，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应当

学习和效法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日
新月异的精神，在人生的全部过程
中，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不断前进，
勇于拼搏。
	 我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是说做人的根本。而如果你真
的这么做了，并且做的很好，那么它
是你通向成功的第一步。一个人生
活在这个社会上，首先要自强不息，
不断的提高自己。
对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我觉得这句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
良传统。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像

大地那样厚实宽广，能够像大地那

样载物育万物。在做人与处世时，

心胸开阔，意志高远，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因此，“厚德载物”要求一个

人有高尚的道德，能够关心人，爱护

人，与人为善 ,	能处理好人和人之

间的关系。在现在社会中，我们越

来越多的需要与人打交道，就算再

自强不息，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如果你能用心多换几个真心的朋

友，也能够添加很多的助力，更何况

很多事情是难言究竟谁得谁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