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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华夏运动健儿们期待已久的第十八届田径运动会在普
兰斯堡分校闪亮登场。各路英豪穿着整齐鲜艳的运动服，迈着矫健自豪
的步伐，在裁判员方队的带领下步入运动场，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序幕。
嘹亮的国歌，奔放的舞龙，青春绽放的舞动表演将开幕式推向高潮。来自
中国大使馆和当地政府的嘉宾们给运动会和运动员们表达慰问和祝贺；
东道主普兰斯堡分校陈延辉校长和华夏总校领导王宏给运动员们再次
打气祝福，让他们鼓起勇气，充满信心。
	 踏着运动员进行曲的节奏，听着谷玲和阎明老师那熟悉而又让人激
昂的播音，运动员们走向了赛场。“Ready”，“Set”,	起点裁判“草帽哥”王
舰老师用他那标志性的发令动作打出清脆的枪声，运动员奋勇争先，冲
向终点。一年又一年，跑动的是一拨又一拨的孩子，十几年了，终点那头
等待他们的裁判长却一直是他，石伟，一个没有人记住的名字，虽然今天
他在生病，但依然坚守着那个岗位。还有更多参与裁判工作的值班家长，
能够充满热情的支持运动会，是因为我们华夏的孩子们热爱运动，积极
向上。在儿童60米的项目中有一百六十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小朋友们
一组又一组，脸上带着稚气，心中充满志气，向前，向前，带着我们华夏的
精神，冲向前方。100米，200米，跳高，跳远，华夏的健儿们将积蓄已久的
能量在各个比赛场上释放，赛的是速度能量，谱的是青春赞歌。
	 华夏运动会是孩子们的盛会，也是华夏爸爸妈妈们的盛会。多少年
过去了，眼看着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可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依然如故。
为了今天的聚会，很多人已经私下苦练，磨利宝刀。老部长林云，女中豪
杰栗菁依然是跑道上亮丽的风景，无论风吹雨打，他们照样跑出优异的
成绩。爱迪生分校的妈妈们，更是一鸣惊人，几乎包揽了所有成人女子项
目的金牌。而拔河比赛是最能让我们激动的项目，六支队伍龙争虎斗，经
过两轮淘汰赛，东道主普兰斯堡分校队和樱桃山分校队汇聚决赛，给我
们上演了一场经典大战。裁判员一声令下，运动员鼓足了牛劲，啦啦队放
开了嗓子，“加油”，“加油”……胜利的标志在河道中来回摆动，运动员们
咬紧牙关，奋力地拉动绳子。樱桃山分校队曾一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
在距离不到咫尺之时，胜利的天枰却慢慢的移向普兰斯堡队。他们在最
后时刻一鼓作气，反败为胜，上演绝地大逆转，捧起了胜利的奖杯。
	 东道主普兰斯堡分校队不仅取得了拔河冠军，凭借近一百五十名运
动员的强大阵容，毫无悬念地夺取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组织有序的爱迪
生分校队，凭借妈妈们的优异表现，继去年之后再次排列第二名。而远道
而来的樱桃山分校队准备充分，也取得多项金牌，名列团体总分第三名。
其他各路健儿也是积极进取，夺金斩银，载誉而归。
	 十八载岁月，华夏运动会不仅见证了拼搏的精神，而且书写了奉献
的历史。本届运动会普兰斯堡分校组织了一百多名值班家长；东部分校、
爱迪生分校也提供裁判和义工，为运动会服务。值得我们一提的是老部
长陈晓东老师，他家住长岛，每次开车两三个小时。可是十多年来，都是
他编排运动项目，打印运动员号码，当运动员们高高兴兴的回到家的时
候，劳累一天的他回到家还要整理，统计比赛成绩。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
奉献者的辛勤工作，才会有我们
华夏运动会的圆满成功，才会有
我们华夏中文学校的不断发展
进步。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
城泰山移，让我们携起手来，为
我们华夏的美好未来再努力。		
							（文/孙儒林	摄影/林胜天）

我的妈妈
 作者: 七年级 钱以萌

指导老师: 董秀敏
	 我的妈妈个子比较高，总是面
带微笑，友好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
人。我们家每天的饭菜都是她准备
的，其它的家务活也都是她干，她是
我们家最重要的人。
	 每天早晨六点半，妈妈那熟悉
的声音就开始在我耳旁响起：“起床
啦，孩子”，“吃早餐了，孩子”。等我
到餐厅时，她已经把榨好的新鲜果
汁和早点摆放在餐桌上了。每天下
课到家妈妈总是会准备好小点心等
我回家吃。如果我作业有不懂的地
方妈妈会耐心给我讲解。如果我作
业完成得早，妈妈会跟我一起做饼
干或纸杯蛋糕，我们还经常尝试各
种不同的口味的蛋糕。妈妈每周开
车送我参加各种各样我喜欢的课外
活动，像唱歌，吹笛子，游泳等，每次
她都耐心得等待着我下课。妈妈最
担心的是我身体不舒服，每次我生
病她都会一直守在我身边，很细心
地观察我，给我喝很多温开水，还不
停地给我量体温，直到我恢复了，她
才松一口气。
	 妈妈有时候会很唠叨，同样的
事情一直说个不停，我会被她说得
不耐烦,要跳起来,但是我爱我的妈
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的爸爸
 作者:七年级 毛安迪

指导老师:董秀敏
	 我的爸爸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他看起来仍很年轻，很有精神。中
等身材，走路飞快，大大的眼睛，高
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爸爸在来美国之前是一位大学
教授，他的工作成绩优异并出版了

《随机过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
习指导》等研究生使用的教材。爸爸
曾经在中国荣获过很多的奖，如：
全国高等学校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
奖、学校首届十佳青年教师奖、每年
的优秀教师奖还有很多国际数模一
等奖等等。到了美国后他主要从事
生物信息和生物统计方面的工作。
	 爸爸不仅在工作上成绩突出 ,
而且还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妈妈总
是这样说:	他把大哥培养成为一名
工程师，把二哥培养成为一位药学
博士。记得妈妈说:哥哥们刚来美国
时，英文讲得不太好，爸爸虽然工作
繁忙,但每天晚上都要抽空指导、陪
伴他们学习英文，使他们很快融入
了美国校园生活。为了减轻哥哥们
的学习压力，爸爸省吃俭用为他们
提供了4年大学阶段的全部学费。
	 我的爸爸不仅勤奋，而且做任
何事都很认真,还特别守时。他总是
告诉我说，当天的事情，一定要当天
完成，不要拖到明天;	做事情要不然
不做，要做就一定要认真做好。
	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
爱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作者:七年级 王樑
指导老师: 董秀敏

	 我的爸爸个子不高，皮肤有点
黑,眼睛不大，却非常有神，特别是
他那高高的鼻梁上架着的一副黑框
眼镜，看起来很有学问。那张并不能
说会道的嘴巴，却经常给我讲许多
神奇有趣的故事。
	 爸爸讲故事的时间常常是在我
睡觉之前，每个夜晚临睡前我总是
对爸爸的故事充满了渴望,久而久
之我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没有
爸爸的故事就睡不着觉。爸爸讲故
事从不用书，只要是我想听的，他都
顺手拈来。我从小就是伴随着爸爸
讲的“三只小猪”，“龟兔赛跑”，“小
红帽”等一块儿长大，现在变成喜欢
听成语故事了，那些成语故事不仅
有趣，而且还能让人明白一些道理。
爸爸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那些稀
奇古怪，神奇有趣的故事总是带给
我美好的想象。
	 我的爸爸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
大学老师，他不仅教书，而且是好多
个学术杂志的主编。他平时工作很
繁忙，但无论如何，他都每天坚持过
问我有关学习、生活上的事情。爸爸
篮球打得不好，但他只要有时间就
陪我打球。如果我学习上有问题，他
就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辅导我。
从上学到现在，每一次家长会他从
未缺席，他曾说过：“无论再忙，孩子
永远是我考虑的第一位”。对我这个

“老二”更是照顾有加。
	 有一次，	我发高烧，没有去上
学，爸爸就改在家里上班陪着我，一
刻不离的守护着我。他一会儿问我
要不要水，一会儿问我饿不饿，一会
儿给我讲故事，一会儿给我讲个笑
话……那一刻，我成了他生命的全
部。
	 这就是我最亲爱的爸爸，给我
依靠，给我照料，教我做人，心甘情
愿为我付出一切的人。

2015夏季佛罗里达州之行
 作者:李子轩
指导老师：王英

	 七月四日清晨，我特别兴奋地
早早起床，因为我们全家要去弗罗
里达州度十天假。为了避开繁忙的
交通，我们必须提前出发，乘巴士，
转地铁，我们终于来到纽约市的肯
尼迪国际机场。哇！这个机场真是
巨大呀！
	 当飞机起飞时，我的心快要跳
出来了，看着朵朵白云在我们脚下
飘来飘去，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
了！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后，随着飞
机在弗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机场降
落，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十天之行。
	 爸爸租了一辆车，我们先去参
观了妈妈以前上过的弗罗里达州立
大学。由于是放暑假时间，校园里显
得非常优美、宁静。妈妈重游久别而
又熟悉的地方掩饰不住地高兴。她
带着我们在校园内外走了很久。接
着我们来到校园附近的蝴蝶园，五
颜六色的蝴蝶飞来飞去真是漂亮，
我和妹妹还从没见过这么多这样美
的大蝴蝶呢！它给我们留下了美好
的记忆。
	 第二天，爸妈带我们来到了他
们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 ---
--美丽的圣彼得堡市和藏宝岛，我
们在那住了三天，接着又去了当地
著名的几个海滩，开心极了。
	 接下来的六天，我们去了著名
的奥兰多迪斯尼乐园、合理化电影
城、宇宙电影城、冒险岛、海洋世界。
每到一处都有不同的感受。例如在
电影城里，我们就像置身于电影之
中。在冒险岛我们经历和体验了很
多不同的惊险。在迪斯尼乐园，我们
好像来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里。在海洋世界，我们看了杀人鲸的
精彩表演，还见到了许多平时看不
到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真是让
我们大开眼界。
	 在弗罗里达州的十天，每个地
方都留给我们不同的印象，每天都
是那样快乐。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再
来，这真是让我最难忘的一个暑假。

春天的景色
 作者:五年级 董孟奇 

指导老师：王英
	 冬爷爷刚走 , 春姑娘就迈着轻
盈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她是那样多姿多彩,	美丽动人。
	 你瞧，一场春雨过后，每家院子
前后的草坪很快都变绿了，在温暖
的阳光照射下，它们就像是一块块
绿油油的厚地毯，让我忍不住想上
去躺一躺。
	 你再瞧，街边的树好似也在一
夜之间都换上了春装，有的甚至直
接穿上了盛夏的漂亮花衣裳。最早
引起我注意的是邻居家和中文学校
门前的那些硕大的紫玉兰树，虽然
没有绿叶的陪衬，但一朵朵乳白色
的花苞就像一个个小鼓槌，在早春
的寒风里指向蓝天，仿佛是它将春
天敲醒。我家后院的桃树也不示弱，
虽然树小单薄但细细的树枝上，到
处都是殷红的桃花，玲珑可爱，风一
吹更显风致。还有那大街小巷、公园
里、小河边到处举头可见的樱花树
上，粉红的花朵一簇簇地怒放着，就
好像正向人们大声歌唱着美丽的春
天。
	 妈妈总是第一个听到春姑娘的
声音，她会在春雨来之前把门前的
花坛里栽满各种各样的花草，	它们
有红色的矮牵牛、紫色的喇叭花、黄
色的雏菊，还有各种各样不知名的
花草,妈妈说:几场春雨后，这些花便
会争先恐后地一波接一波地开放起
来,那时我们的庭院就会变得非常
漂亮了!
	 啊！多么美丽的春天啊！一切
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它是新的
一年的开始，更是人们的梦想和希
望.我爱美丽的春天!

春 天 来 了
 作者：李子悦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来了！春雨滴答滴答地下
着，雨滴落在了我的鼻子上、眼睛
里，湿湿的，凉凉的。春风轻轻地吹
起了我的头发，就像妈妈温暖的手
在抚摸着我。
	 公园里，我看见冬眠后的小动
物们带着开心的眼神，快乐地跑来
跑去。各种各样等待开放的花苞以
及已经开放了的五颜六色的花朵，
很是迷人。那淡淡的花香围绕着你，
让你感到无比地快乐！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大家不
再呆在家里，他们开始到户外做运
动、看风景、跟好朋友聊天。周围的
一切是如此地迷人，在暖暖的阳光
照射下，小鸟们在树枝上叽叽喳喳
地唱个不停。勤劳的蜜蜂嗡嗡地飞
来飞去忙着采花蜜，传花粉。	
	 春天把寒冷的冬天送走了，用
轻轻的风儿把动物们从睡梦中叫

醒。鸟儿从遥远的温热带飞回来了，
它们成立了新的家庭，鸟宝宝们开
始练习怎样飞翔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耕种
的最好时节，妈妈除了在花园里种
下许多不同的花，还会种下各种各
样的草药、水果和蔬菜。春天给万物
带来了生机，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
望，春天也是我最喜爱的季节。

春 天 来 了
 作者：李子轩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是个非常独特而又很重要
的季节，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
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一会儿，
你就会知道了。
	 春天让自然界中的万物生长，
五颜六色的鲜花满眼都是，我认为
春也是最美丽的季节。春天让鸟儿，
鱼儿和所有动物都跑出来活动。许
多动物由于冬天太寒冷，夏天又太
热。好不容易等到了秋天，动物们又
要忙着去寻找足够的食物，应付寒
冷和漫长冬天。可想而知，春天就成
为所有动物最快乐，轻松的季节了。
春天一到，人们也象动物们一样开
始忙起来了，有的约朋友，有的家庭
到处去游玩，春天把人和人的空间
拉近了。
	 许多假期和盛事都得在春天才
可以举行。比如说，花盛顿一年一度
的樱花节，我们全家今年四月初放
春假时就去了一次，樱花真美。春节
成为每一个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重
要的节日。因此，你现在知道我为什
么觉得春天独特而又值得庆祝的季
节了吧！

我爱春天
 作者：杜一舟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像是一位可爱的大姐姐，
笑着向我们走来，她带来了温暖的
风，清凉的雨，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她拿着一支彩色笔为我们画出了一
张美丽春天的图画。
	 她走过树林，树木发芽了，长出
了绿绿的叶子，她走过了草地，嫩嫩
的小草钻出了地面，大地就像铺上
了绿色的绒毯，树林里传来了鸟儿
的叫声和小溪清清的流水声，鹿妈
妈一家正在溪边喝着水。野地里蒲
公英开着黄色小花，像无数张开的
的小伞，好看极了。姥爷种的韭菜长
得绿油油，姥姥割了一些为我们做
了韭菜鸡蛋馅饺子，大家都说好吃
极了。
	 春天 , 我家后院的果树开满了
红色、白色、粉色的花，有不少勤劳
的蜜蜂在花丛中采蜜，见此美景妈
妈急忙用手机为我拍了好几张照
片，用微信发给了国内的爷爷奶奶，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家后院的春
色。
	 春天里我和姥爷骑着自行车来
到了公园,看见不久前还干枯的树
枝上长满了片片绿叶，公园中心的
湖面上一些野鸭野鹅在游来游去。
公园里还有不少的小朋友和父母在
一起玩耍，他们有的在玩滑梯，有的
在荡秋千，有的在骑车，有的在湖边
钓鱼，还有的在用面包喂野鸭、野
鹅，我和姥爷绕着公园边骑边看，感
到特别开心、快乐。春天太美好了，
我爱春天。

春天来了
 作者：孙光中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来了！冬爷爷送走了大地
的严寒。山上的花蕾开始绽放，地上
的草儿渐渐变绿，蓝蓝的天空飘着
白云，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美丽景
象，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美丽的季
节。
	 春天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和乐趣，我们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外
面玩耍。在一个多星期的春假时间
里，我们可以自由地看电视，读自己
喜欢的书，而不用担心作业有没有
完成。	坐在后院的长椅上，风儿轻
轻地吹在脸上，让我感觉如此舒缓。
	 春天来了，小鸟也在这温暖的
季节里享受着自己的时间，它们在
不停地欢唱，欢唱着美好春天的到
来。
	 春天来了，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去拍照，去度假，去玩游戏，去享受
这美好的时光吧!

我爱熊猫
 作者:孙恩泽   

指导老师：金文萱
	 熊猫的产地是中国，我却没有
见过。记得小时候到外婆家玩，外婆
家有一只熊猫的毛公仔，我喜欢极
了，常常抱着玩。多么希望有一天能
见到真正的熊猫。
	 去年暑假爸爸带我去中国，我
对爸爸说：＂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看
真的熊猫。＂爸爸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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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天气特别晴朗。我跟着
爸爸来到了动物园的熊猫馆，终于
见到了可爱的熊猫。它象明星一样
塗着黑黑的眼圈，肥胖的身体披着
黑白相间的皮大衣，走起路来一摇
三晃，可爱极了。它张着大嘴巴，露
出一口锋利的牙齿，不断地抓住竹
叶往嘴里送。不远处还有只大熊猫
坐在墙角懒懒地晒着太阳，傻气地
东看看，西望望。近处两只小熊猫仔
追来追去地跑着，很象我和妹妹在
家打闹的样子，太可爱了。
	 听爸爸说，熊猫是稀有珍贵的
动物，只产在中国四川省。因为它生
长的环境被破坏了，它们正濒临灭
绝。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想
大声告诉小朋友：一定要保护大自
然，保护好熊猫的家，保护好熊猫，
不然我最喜欢的动物就会没有了。

飓风的影响
 作者:丁嘉恒   

指导老师：金文萱
	 飓风是一种大自然的现象。它
在海洋中形成，渐渐地带起高大的
浪，冲向岸边，十分危险。飓风来临
时，原本蓝蓝的天会变得黑沉沉的，
飓风在海面形成，愈来愈大，打着
旋，呼啸着卷起巨浪，推着海水拍向
岸边。海水淹没沿岸的城市，村庄。
飓风继续向前刮，大树被刮倒了，屋
顶被掀翻了，电线杆也被刮倒，这时
往往会断水断电，甚至因电线短路
引起火灾。公路上跑的小汽车被飓
风吹下路面，人们的生命处在危险
之中。
	 飓风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自然现
象。我们无法阻止它的产生，但是我
们可以预防它的危害。首先要准确
地予报飓风的来临，並积极做好防
范准备工作。在飓风来到前，人们要
备好足够的水和食物，加固房子，特

别是屋顶。住在海边低处的人要赶
紧转到高处，在飓风来到时不要出
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损失减少
到最低。

摘苹果
 作者:廖晓安

指导老师：金文萱
	 去年秋天，我和家人到农場去
摘苹果。这是我第一次摘苹果，非常
高兴。汽车飞快地在郊外的公路上
跑，秋天的田野美丽极了：蓝蓝的天
空飘着几朵白云，公路两旁的树叶
开始变黃，变红，非常好看。
	 汽车到了农场，我下車飞跑进
果园。放眼望去，大片的果树，枝头
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苹果：红的、绿
的、黄的。爸爸告诉我，不同颜色的
苹果味道也不一样。这个我当然知
道。
	 我拿着篮子，来到绿色的苹果
树下，蹬着梯子小心地摘下一些青
苹果。这是我最爱吃的苹果，味道酸
甜酸甜的，个头不大，咬起来硬硬
的。旁边是黄苹果树，我拿着篮子也
摘了几个，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有一
点淡淡的香味，但是我不太爱吃黄
苹果，因为它有点儿软，所以就没有
多摘。
	 我看见远处的树上挂满了红红
的大苹果，连忙跑过去一看，正是我
爸爸妈妈爱吃的那种苹果。我赶紧
爬上梯子，伸手去摘。这苹果又大又
园，使劲儿摘下一个拿在手里，沉甸
甸的，闻了闻，香香的，太好了。我仔
细地挑选又大又红的摘了一个又一
个，直到篮子装不下。
	 回家的路上我高兴极了，因为
我第一次吃到自己摘的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