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眼中的中国礼俗
王栎 指导老师: 董秀敏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只要是
生活中碰见的事，无论是衣食住行，
还是婚丧嫁娶，都有一套的礼节。对
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礼是一种美
德，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大家都应该
遵守，没有合“礼”就是不合理了。
	 几年前回中国，发现中国人特
别注重友情和亲情。接机送机都不
算什么，刚到外婆家，亲朋好友就一
个接一个地来问候，邀请我们去他
们家做客，不答应还不行，那是不给
面子。在外婆家的两个星期，几乎每
天都要去做客。妈妈也没闲着，把从
美国带来的礼物分送给大家，难怪
我们的行李那么多，那么重。
	 原本我对中国的春节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但今年我喜欢上了这
个节日。春节大人们要给小孩子发
红包；爸爸妈妈则总是准备满满一
桌子的美食欢迎客人；这段时间家
里的电话也是忙碌不停，节日的祝
福问候络绎不绝。我曾经问妈妈打
那么多的电话太麻烦，妈妈说这是
礼数，不能马马虎虎。
	 中国人的婚丧嫁娶礼俗更是复
杂，办丧事要显得庄重；结婚要显得
喜气，形式和穿戴完全不一样，但对
礼节的重视毫无例外。
	 中国有一句老话：礼多人不怪。
礼俗虽然复杂，但这是中国五千年
文明的特色。

中国人起名字的规律小议
王栎 指导老师: 董秀敏

	 在中国人心目中，名字作为一
个人的符号，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
运，但它却带有时代的信息，留下家
族血统的印记，寄托着父母对孩子
的深情厚意和殷切希望，在人的一
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有很
多的讲究。
	 首先，起名前先要看孩子的生
辰八字，阴阳五行，从中找出最适合
的汉字，对命数加以调和改善。比如
我的名字是“栎”,据妈妈说因为我
的五行中缺木，所以我的名字里必
须有	“木”。
	 其次就是讲究字义。	根据每个
人不同的愿望，追求，性格，爱好，
取一个有意义的字，表达对其孩子
未来的希望和美好的祝愿。字义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字的本意二是字
的寓意。还有就是讲究字音。	叫起
来好听，又响亮，看起来有意思，又
文雅。讲究字形，	写起来好看，又好
认。
	 另外，男女起名规律也有不同，
女孩重品貌德行，男孩重阳刚功名；
也有根据时代，地点，境况取名表达
纪念情怀；再就是以“龙”“凤”等民
族文化载体作为人名的。
	 一个小小的人名就有这么多的
讲究，中国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孙光中 指导老师: 师文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墨西哥
的坎昆	(Cancun),	那里有美丽的海
滩，清澈的海水。
	 我们住的酒店很漂亮。当你走
进酒店，感觉就像在天堂。酒店房间
非常漂亮和独特，地板由大理石制
成，客房有高高的天花板，有很大的
电视。我真想永远住在那里！酒店
提供免费的食物：披萨、咖啡、冰沙、
培根和许多其它美味的食物！晚上
的景色十分美丽，你可以看到夜空
中闪烁的星星。我可以整晚盯着星
星都看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
坎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还去
了一趟奇琴伊察(Chitzen	Itza)，世界
七大奇迹之一。我看到了许多寺庙、
文物和美丽的建筑。我们还与海豚
开心地一起游泳，它们看起来相当
可爱。
	 墨西哥坎昆是一个很好玩儿的
地方，虽然它价格昂贵，但是很值
得。我会再来的！

我最喜欢的地方
董孟奇（MIYA MENSCHER）

	 自从二岁开始 , 妈妈每个暑假

都带我回中国。我去过北京、上海、

成都、内蒙古等地，但每次我们回中

国都必须去银川，因为那是我妈妈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年暑假是我
第八次去银川了。虽然银川没有北
京大，也没有上海繁华，但在我的眼
里,它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
	 银川有我的姥爷,姥姥,舅舅,舅
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孩子笑笑。每
次回去他们都对我特别好。姥爷在
世时，总是陪着我玩	，还教我打扑
克牌下象棋呢！姥姥担心我不习惯
吃中国饭，总是变着法儿给我做好
吃的，我最喜欢吃姥姥做的红烧牛
肉面了！姐姐姐夫总是开车带我去
很多地方玩。
	 我最喜欢玩的地方就是银川的
中山公园。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儿
童乐园，里面有很多游玩器械，地上
是厚厚的细沙，我小的时候最喜欢
光着脚在那里玩。现在长大了我更
喜欢坐魔天轮，坐在魔天轮上可以
看到银川的全貌，从上面看下去，银
川是一片绿洲，非常漂亮。妈妈说她
也特别喜欢这个公园，那时候，妈妈
的中学就座落在公园旁边，她每天
放学都和同学在公园里一起玩耍。
妈妈还告诉我，那时公园里没有儿
童乐园，只有现在的动物园和莲湖，
还有很多垂柳。妈妈说夏天时湖里
总是满满的绿色荷叶和绽放的粉色
和白色的荷花。										
	 今年我和姥姥、爸爸和妈妈一
起游玩了银川的“中阿之轴”，中阿
经贸论坛永久会址，景观道路长
2100米、宽58米。夜晚霓虹灯下的中
阿之轴格外迷人，让我不由得想起
了纽约霓虹灯下的时代广场。那里
有很多漂亮的建筑物，比如伊斯兰
亭、中华鼎、中阿友好纪念碑等，那
天游玩的人很多，人们都争着在这
些建筑物前留影留念。
	 据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夏天都
来银川避暑观光，我相信不久的将
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银
川游玩，银川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地
方！

秋天
余日康 指导教师:汤江勤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秋天

的天气比夏天舒服，是旅游的好季
节。在秋天，树上的叶子变得五颜六
色，很多人都会在秋天里上山秋游，
看看那美丽的叶子，而且可以收集
不同颜色的枫叶用来做书签。
	 秋天来了，我们的学校开学了。
学生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同学们
在分别了一个夏天以后，又可以聚
在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很多活动。
我最喜欢的是去动物园。看看可爱
的动物，同时也有秋游的感觉，一举
两得。我还可以去中文学校，可以和
好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学习，多开心
啊！

我不喜欢秋天
余日轩 指导教师:汤江勤

	 秋天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秋
天开始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又要
开学，又要在六点半起床去上学，又
要每天用4个小時做功课，又要把我
心爱的游戏机放在一边，每天还要
在放学以后去后花园把叶子打扫干
净。
	 我有严重的过敏症。特别在春
天和秋天两季，皮肤过敏起来很痒，
很想很想去抓，严重地影响我的学
习和睡眠。秋天开始冷起来，很多人
开始生病。我得穿上我不喜欢的长
袖衬衫、长裤和运动鞋。这就是我为
什么不喜欢秋天的原因。

真的?假的？
张天翼 指导教师:汤江勤

	 叮当，门铃响了。比利打开门，
“鲍勃，什么事？”“没啥事。你准备
好水枪和克隆士兵服装了吗？”鲍

勃问，“是的。”比利说。

	 “我们去找丹尼，罗恩，克里奇
丁和查理吧”，鲍勃说。小朋友们聚
到了一起。
	 “看那个房子，真像一个鬼屋。”	

“我觉得这个蜘蛛更可怕。”罗恩说。
	 咚、咚、咚，孩子们开始一家一

家地敲门。第二家是一位穿着打满
补丁的南瓜灯衣服的老太太来开门
的，“给糖还是捣蛋！”小朋友们开
心地大叫。	“请进！”老太太用手一
比。孩子们一起进去，他们看到了一
个大怪物。“别见怪，这是我家的小
宠物。你们请坐，我去拿南瓜派给你
们吃。”当老太太拿着南瓜派回来
时，脸和南瓜派都变成绿色了。孩子
们看着心里怕怕的，我们得逃出去。	

“用水枪攻击啊！”鲍勃大喊着，	
“克里斯丁，丹尼，罗恩用水枪挡住
那怪物。”	突然有好多的蝙蝠冲向
孩子们，	“快，快，朝门口冲出去！”
可是一个会走路的大南瓜挡住了门
口，	“快，快，用刀切开它！”鲍勃大
喊大叫着，手舞足蹈一下子从床上
掉了下来，鲍勃醒了，原来是一场万
圣节的噩梦啊！

秋天的生活
吴建锋 指导教师:汤江勤

	 我家后面有一个大公园。公园
里有一片树林。秋天到了，天气慢慢
地变冷了，树上的叶子也开始慢慢
地变色，变得五颜六色，十分迷人。
一阵秋风吹过来，一片片红色的叶
子随风飘落。我弟弟捡了很多叶子，
说要带回去贴在门窗上。
	 	万圣节在秋天来到了。爸爸妈
妈带我和弟弟一起去农场摘南瓜和
水果。这个农场很大，要坐拖拉机进
去。我们一到农场就看到了很多动
物，有马，小猪……太可爱了。我还
买了很多东西喂它们。爸爸妈妈还
带我和弟弟去骑马，我很喜欢马跑
得快一点，有一种飞的感觉，可惜这
里不允许。我们还去摘东西，吃了很
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特别好
吃，还买了很多桃和苹果。	万圣节
是我今年最开心的一天。

我得奖了
杜一舟 指导老师:师文

	 前几天，我被学校派去参加学
区知识竞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
么重要的活动，心里有些慌乱。比赛
地点在一个中学的图书馆。来自各
个学校的35名同学被分成7个组，每
组5人，我被分到B	组。开赛前，老师
给我们讲了规则，要求我们以组为
单位，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所有答
题，取前三名。我看到了桌子上摆着
亮闪闪的奖杯，好想拿到手。
	 赛前，老师让每个组确点本组
标志。我提议：我们是B	组，香蕉是B
打头，就用香蕉作标志吧！大家都
说好，于是我就在考卷上画了一个
好看的香蕉。
	 比赛开始后，我认真地看题目，
题都和数学、语文、地理、体育和科
学有关。许多知识以前在书上看到
过，老师在学校也讲过，心开始安静
下来，所以很快就把答案写上了。我
们同组五个同学合作很好，在两小
时里全部完成。比赛结果，我们得了
第二名！
	 拿着奖杯我们高兴地跳了起
来。回到学校，走进教室，同学们都
围过来传看我的奖杯，老师笑眯眯
地看着我。我想起了那第一名的奖
杯，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更好
成绩。

在中国过暑假
张小虎 指导老师:金文萱

	 我去过中国很多城市。我到过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过南京的海
底世界，在西安古老的城墙上骑过
自行车，在马鞍山的游乐场开过卡
丁车。每个地方都有非常好玩的东
西。中国很大很大，我以后要去更多
的地方。
	 中国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妈
妈说，中国的美食无人能比。在北京
我住的酒店里每天的早餐有很多品
种，我最喜欢那里的包子。街上还有
我爱吃的羊肉火锅和小龙虾，那个
味道我忘不了。中国人真的很会做
饭，以后我也要学做好吃的中国饭。
	 我还有很多亲人在中国。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都很爱我。爷爷常
陪我看电视，奶奶亲手给我画了个
老虎。表哥教我打牌玩游戏，我们一
起去骑自行车。我也喜欢和表姐去
游泳，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别人都
以为我们是双胞胎。哈哈哈，太好玩
了。
	 我喜欢在中国过暑假，明年夏
天我还要回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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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18日，华夏总校派出代表参加了全美中文学校主办的“华
文教育研讨会”，并成功连任理事学校。
	 本次教学研讨会分为“北美华文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对未来的宏观思
考”、“北美中文的教材评估及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学校的学生管理及
因材施教”、“多媒体教学及教学教法”等八个专题组。
	 来自全美各中文学校的数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张长春总校长为
2014-2016协会理事，一直为协会的工作积极出力献策。本次会议后，全
美中文学校协会的各会员学校进行了新一届理事选举，华夏副总校长兼
教学部部长许兰薇被选入新一届理事。

华夏演讲赛”将于2017年1月上旬举办
一、时间地点：
	 北区，1/8,	周日。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大纽约、纽约中心。纽约
中心学校承办。中区，1/7，周六，桥水、爱迪生、里海谷、李文斯顿、奔腾、
北部、史岛。李文斯顿分校承办。南区，1/7，周六，大西洋城、樱桃山、东
部、南部、中部、普兰斯堡、大费城）：南部分校承办。
二、主题及形式
	 主题:	所见所闻(事件或人物均可)。自由选题,	形式不限，可朗诵，讲
故事，绕口令等，不能配乐。朗诵演讲顺序抽签决定。
三、组织方式
	 本次活动由一年级，二年级，及三年级的学生组成。比赛将分年级进
行，每个学生分别单独表演。如果场地允许，欢迎观摩。少于500名学生的
分校，每年级可派三位学生参加。	多于500名学生的分校，每年级可派四
位学生参加。	各分校每年级出一位领队兼评委。各区每年级设一等奖2
名，二等奖4名，其余为三等奖。人人有奖，现场发奖。
四、 各区负责人
	 北区:吴嘉俊					中区：朱恩玲						南区：汪杰	
五、组委会成员
 汪杰、吴嘉俊、朱恩玲、叶晶、俞强、李琪文、许兰薇、叶森、陈华、李盛
京、王宏、李晓京、张长春

华夏参加全美中文学校协会
教学研讨会

教育頻道(簡體) EDUCATION

游长城
蔡悦熙 指导老师:金文萱

	 今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到
中国旅游，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北
京的八达岭长城。
	 以前我在书上看过许多关于长
城的照片和故事，我很好奇，一直想
亲眼看一看。今年八月十五日我终
于实现了愿望。我们从市区坐大巴，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八达岭。眼前的
高山一望无际，有一条巨大的城墙
在山谷中，远远看过去，像一条巨龙
在飞舞。
	 来到长城脚下，我们顺着城墙
向上爬，脚下是厚重的城砖，身边游
人很多。城墙很高很厚，向前看，向
后看，全都望不见头，妈妈说，长城
有一万里。听说古代的人修长城，全
靠人的力量，古代的人真的很了不起!
	 费了很大的力气，我们终于爬
上了最高的墙垛。放眼望去，长城在
青山中时隐时现，伸向天边，景色非
常美丽，我看也看不够。妈妈几次催
我：缆车快要关门了。我只好依依不
舍地坐上缆车下山了。我想：等我长
大了，一定还要再来。

我爱我家
喻伊樊 指导老师:金文萱

	 我非常喜欢我的家。我家有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我五个人。
	 每天早晨，爷爷奶奶很早起床，
为我们准备早餐。早餐很有营养，吃
了他们做的早餐，我一天都会有力
量。奶奶会嘱咐我穿好衣服，特别是
天气冷了，她会反复叮嘱我穿好大
衣。我从他们那里感到了亲人的温
暖。
	 爸爸每天接送我上学，路上他
会给我讲许多道理。妈妈每个星期
六陪我去中文学校上课，对我要求
很严格。平时，妈妈陪我做作业，检
查我的功课。当我遇到困难，不想学
习时，他们会给我讲道理，给我鼓
励。
	 节假日，我会和家人一起外出
度假。我非常喜欢我的家。

小狗DACY
刘恩熹 指导老师：王英

	 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家来了一
只可爱的小狗,Dacy,它的到来让我
很开心。
	 Dacy有一身黑、黄、白相间的漂
亮毛毛，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好像
会说话。它很可爱，每当听到我的叫
声，它就摇着灵巧的小尾巴飞快地
跑到我跟前。它非常听话而且聪明，
我们一起玩球时，我把球扔向远处，

它就飞快地跑过去找到球并把球用
嘴刁回来递给我。
	 它不但和我玩游戏还陪着我写
作业，每当我写作业时，它总是安静
地趴在我身边，甚至当我睡觉时它
都会像朋友一样陪着我。它很乖、很
爱干净，当它要拉尿时就会自己跑
到后院的厕所。
	 每当我们买菜回来，它总是会
伸着脑袋观察袋子里有没有吃的东
西。每当有人敲门时，它会很勇敢地
跑到门口查看，如果是陌生人，它就
会“旺旺”大叫。
	 我非常喜欢Dacy,它是我最好
的朋友。

爬长城
陈云鹤 指导老师：王英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哥哥去了
闻名的八达岭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
代修建的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
里长城万里长。
	 去长城一路上我都非常激动，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毛主席说过的一
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从那时起
我就很想早点去长城当好汉了，今
天我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到了
长城脚下，那天的天气很热，爬长城
的人很多，特别是当我们上到第二
个烽火台时真是人挨人、人挤人，再
加上烈日当头，我累得满头大汗。
	 那天虽然我又热又累，但我心
里还是非常地高兴，因为我到过了
长城，我终于是一个“好汉”了。

暑假
张佳慧 指导老师：王英

	 这个夏天我不但做好了自己的
事，还照看好了我那两个爱调皮的
弟弟，我带他们去了图书馆、公园，
还带他们去游泳。
	 有一次我们去纽约的公园玩，
我的两个弟弟一到公园的门口就兴
奋的像兔子一样乱冲乱跑，我叫他
们小心点，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结
果一个踩上了香蕉皮，摔了个四脚
朝天，另一个弟弟撞上了一个小男
孩，两个人都摔倒哭起来，我看着他
们无奈地摇头。还有一次我带他们
去游泳，他们一会儿像鱼儿一样在
水中游来游去，一会儿又把他们自
己喜欢的玩具拿出来飘在水面上玩
儿，这是他们最专注、最享受的时
刻，我看着也很开心。暑假的时间比
较长，我们会时常去图书馆，他俩只
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就会专心、安
静地看，但有时他们也会为一个问
题争吵不休，我就要赶紧让他们小
声点或者就带他们离开。
	 弟弟们虽然有时调皮、不听话，
但他们也有很多可爱的时候，我很
感谢有他们的陪伴，让我过了一个
充实、丰富、有趣的暑假。

图右三为许兰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