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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 日，位于新泽西中部的华夏南部中文学校的师生家长欢聚一

堂，喜迎中国新年。	Marlboro	High	School 校园里，孩子们身着传统服

饰或者表演服装穿行在校园，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华夏总校长王宏、Marlboro 华人副市长刘炳瑞、1987 年起担任

Marlboro 学委 15 年的伍志生博士以及当地市长、警长、高中校长、学区

委员等应邀出席，嘉宾们向南部师生致以节日问候。	

	 庆祝活动以喜庆锣鼓《狮子舞》和歌舞《新春序曲》拉开序幕。春

晚总编导秦颖等人重新设计舞台布景，融入了欢乐吉祥喜庆等众多元

素，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享受。学生们载歌载舞，用充满中国文化的服

饰和节目表达了新年的喜悦。每年一度的年画展览，贴满了走道两旁的

墙壁，引来学生家长的驻足欣赏。

	 晚餐时刻是南部的团圆大餐。家长会在会长赵昀组织下，订购了

丰富美食。众多华夏家庭在学校吃年夜饭，体验着年味。老桥 (Old	

Bridge) 高中的几位学生为了体验中国新年，认识中国美食，也特别来参

加活动。大餐后是魔术表演、猜谜、游戏和抽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庆

祝的气氛推向高潮！

	 今年活动的最大亮点是“全家福”摄影。筹备团队动员各方资源，

与时间赛跑，终于在春晚前一天拿到了从国内定制的背景墙。各个家庭

或者朋友们纷纷聚集在“家和万事兴”大门前拍照留影。南部的两位摄

影大师王剑和林晓峰为南部大家庭抓拍了很多精彩瞬间，就连高中负

责后勤工作的几位工作人员也留下了“全家福”倩影。

	 南部分校的 2019 中国新年庆祝活

动从去年暑假就开始筹备。校长赵巍

为每个家庭准备了精美礼包，为每位学

生发放猪年红包。礼品袋由副校长汤

海缨设计，南部福娃猪宝宝由前校长叶

晶设计定制，由中国运来。应江西电视

台邀请，南部组织部分师生家长赶在春

节之前到 Holmdel 的贝尔实验原址拍

摄了向江西人民拜年的短片，送上了江

西春晚。武术老师张锦鹏先生应邀把

文化课 - 舞狮到老桥高中，深受学生们

欢迎。

	 感恩所有为活动付出的义工们，让

我们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年！

生在美国，根在华夏，

我身上流淌着五千年的文化；

博取众长，中美精华，

双重的基因使我自信和强大。

我骄傲，我是华裔美国人，

我自豪，我是炎黄帝的子孙。

出生证上，华文中间名，

我姓氏也是拼音的汉语。

古雅的汉名，来自儒道典籍，

短短两个字说透做人的道理。

中华文化，亲切又神奇，

虽母语不同，我是您异乡的儿女。

移民父母，勤劳而坚韧，

我懂得你们异国奋斗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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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分校 台进强老师

“新年吉祥，合家欢乐”
华夏南部中文学校喜迎己亥春节

华夏诗坛
华裔美国人

-- 为华夏中文学校和第二代华裔孩子们而写

敬老爱幼，传承华夏美德，

为我的成长倾注全部的身心。

不比较不知，华人父母的伟大，

为儿女成材，你们头上又添了白发根根。

啊，我要学中文，我要去寻根，

在祖先怀抱里认识我的灵魂。

文化故乡，在梦里萦绕；

遥望着彼岸我心潮激荡。

父母的教诲，我不会辜负，

优良的传统儿女一定会发扬。

无论在哪里，我的心牵挂您。

血脉相通，我祝福故乡繁荣富强。

啊，我骄傲，我是华裔美国人，

我自豪，我是炎黄子孙。

《怎么长矮了？》
七年级 陈博文

指导老师：冯仲书

	 有一天，儿子从学校回来对爸

爸说：“真沮丧，我好像是班上最矮

的学生！”	爸爸说：“哦，那我们量一

下你有多高，好吗？”	儿子觉得这是

个好主意。

	 儿子和爸爸去后院量身高。爸

爸带着锤子和钉子。他选了一棵树，

让儿子的背靠在树上。他用钉子在

树上做了一个记号。爸爸把钉子打

进树里。爸爸说：“等明年春天的时

候，我们再回来看看你长了多高。”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好大，为大

地盖上了厚厚的棉衣。儿子和爸爸

去后院做了一个可爱的雪人，请它

来好好呵护小树。他们把一个小碗

盖在它头上当帽子，手里面也放了

一些草，真像一个活的人！

	 春天到了，雪慢慢地融化了。

绿绿的树叶长出来了。爸爸带儿子

到后院去看那树上的刻度。儿子又

把背靠在树上。天呀，儿子好像变

矮了！那个钉子比儿子的头高出一

头来！儿子大声地喊：“哎呀！这是

怎么回事啊？”爸爸笑咪咪地看着

儿子。妈妈听见叫声，从屋里跑出

来问：“怎么了？”	爸爸开玩笑回答

说：“儿子长矮了！去年那个钉子和

儿子一样高，可是现在那个钉子比

他高了许多！”

	 妈妈笑着说：“你们太好笑了！

不是儿子长矮了，是小树长高了！

只是人类没有树长得快罢了。”

《失去的朋友》
七年级 胡筱禾

指导老师：冯仲书

	 我曾经有一位好朋友叫小云。

我八岁的时候小云搬家了。

	 小云是我的邻居，我们在同一

家幼儿园长大，又在同一所小学上

学。每天坐同一辆校车上学。我们

俩喜欢的东西一样，在同一个游泳

队训练，所以大家总是说我俩就像

姐妹俩。她搬家离开之前跟我说，

“我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就会再回来。

我一定会带一些好东西回来。别忘

记我啊！”	我说，“不会的！”	

	 我们分开的第一年里，我们每

个星期五都互相打个电话。可是到

了第二和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再也

没有联系了。我心里想，她肯定在

那边跟别人交了朋友吧，但是我告

诉自己她肯定没忘记我。我去参加

了很多生日聚会，每一个很好玩的

聚会我都会想，如果小云在的话会

更快乐。

	 终于有一天我给她打了一个电

话。她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说

话，因为我特别忙。”我回答说：“好，

没问题！	到了中学我们再面对面

说话好吧？”	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挂

断了电话。我觉得有点奇怪，她的

语气很冷淡，很不耐烦。

	 三年里我时刻都在盼望着中学

开学的日子。小云说过到上中学的

时候她会搬回来的，我就可以跟小

云见面了！我心里想她肯定没有忘

记我们的诺言。

	 中学跟小学很不一样，老师和

学生都多了很多。开学第一天所有

的六年级学生都在午餐大厅里等着

新生分班。我东张西望到处找小云，

终于我看见了她！我高兴地喊，“小

云！！”小云转过身子问，“你是谁？”	

我实在是惊呆了，只过了三年她已

经不认识我了？！我告诉她我的名

字之后，她回答说，“哦，是你呀。”	

然后她就回过头去继续跟别人说话

了。我准备好了很多想跟她说的话，

一句也没告诉她。我感觉到我已经

永远地失去这位朋友了。

	 从此我们俩见面只会远远地跟

对方打个招呼。我们的朋友圈完全

不一样了。我失去了一位记忆中的

朋友！

《我的二姐》
七年级 吴羡

指导老师：冯仲书

	 我的二姐名叫 Selina，她的中文

名字是吴蕊。

	 我很爱她，可是我们总打架。

有一天我要玩游戏，她冲进我的屋

子，抢走我的电脑，说“这是我的！”

她每天都会命令我去练琴，让我很

恼火。当我练完琴去她的屋子时，

她总是在看电视和吃零食！

	 虽然她老让我干这儿干那儿，

还不让我玩游戏。但是，她有不错

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的

时候，她会照顾我，给我做吃的，辅

导我做作业！我很爱她！二姐是我

最好的朋友，还是我的小老师！	

《我的妈妈》
七年级 胡筱禾

指导老师：冯仲书

	 我的妈妈不是一般的人。因为

她会把我所有的要求和需要都放在

她自己之前！

	 我的妈妈的身材不高，她差不

多 1 米 57，但是很漂亮。我坐在她

旁边的时候感觉她就像太阳一样，

又美丽又优雅。她黑褐色眼睛在太

阳下令人惊叹发光。她的头发并不

长，但又黑又亮，特别光滑。她的皮

肤也很光滑。她的脸色不太黑，也

不太白，正好！像模特一样漂亮！

	 我的妈妈有很多优点。我的妈

妈无私，有爱心，又很有毅力。在我

生病发高烧时，妈妈总是细心照顾

我，并为了我请假。不管天气有多

差，妈妈会坚持一直在外面跑步。

她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就总是坚

持到底的人。一次妈妈的朋友说她

自己以前身体不强壮，总会生病，可

是她一开始每天打乒乓球就不经常

生病了。妈妈听了以后，决定试一

试。从那时开始，她一直坚持打，到

现在已经两年了。我真的很佩服她。	

	 妈妈非常勤劳。她有很多爱好，

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养花。妈妈的茉

莉花很令人惊叹，	它已经活了二十

多年了！妈妈花很多时间，非常耐

心地养护它们。她一看见自己精心

呵护的花朵盛开时，就感到很欣慰。

妈妈说在养花过程中，可以体会到

很多人生道理。

	 我很爱我的妈妈！

《陶罐和铁罐的故事》
八年级　李弘鑫

指导老师：朱毅颖

	 有一天，	陶罐和铁罐在桌子上

聊天。两个顽皮的孩子在桌子旁边

跑来跑去，一不小心撞到了桌子，把

陶罐和铁罐摔到了地上，陶罐裂了。

铁罐笑着对陶罐说：“你太脆弱了，

摔一下就裂了。你看我，没事！还

是做铁罐好！”这时孩子的爸爸走

过来拾起它们，然后用胶水把陶罐

粘好了。

	 过了几天，陶罐和铁罐又在桌

子上聊天。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

孩争着要看看铁罐里盛着什么东

西。小男孩把铁罐拿到手里正要仔

细看看，却失手把铁罐掉到了桌子

下面的水桶里，	铁罐沉到了水底。

陶罐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帮它。	

	 铁罐在水桶里待了好几天，直

到孩子的爸爸发现了，把铁陶从水

里捞出来。铁罐全身都湿了，样子

十分可怜。那天晚上它觉得自己的

身上很不舒。一天过去了，一个星

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铁罐的身

上不再发出闪闪的亮光，颜色也从

银色变成了棕色。它慢慢地在生

锈。这时铁罐才知道自己没有那么

强壮。铁罐觉得自己不应该看不起

陶罐，它真诚地向陶罐道了歉。陶

罐告诉它说：“没关系！因为我们每

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陶罐和铁罐的故事》
八年级 胡新杰

指导老师：朱毅颖

	 有一天晚上，	铁罐对在它旁边

的好朋友陶罐说：“你今天看起来非

常漂亮。”陶罐回应说：“谢谢你！

你也很神气！”	铁罐接着又说：“我

们不仅好看，而且也很有用。我们

可以用来盛水，还可以放东西。”陶

罐回答说：“是的。可是我会容易被

打碎，你却非常坚固耐用，而且制作

精良！”铁罐和陶罐聊得很开心，一

直聊到深夜它们才睡觉。		

	 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地震，陶

罐和铁罐不幸被埋在了所在房子的

地底下。光阴似箭！几百年以后，

人们不经意地挖出了陶罐。陶罐大

声喊到：“请帮助我！我的好朋友铁

罐就在我旁边。它也一定不舒服。

请把它挖出来吧！”但当人们想把

铁罐挖出来时，却不见铁罐的踪影。

只发现了几片已经被腐蚀了的碎铁

片，陶罐很伤心。陶罐被人们带走

并放在了博物馆，它在博物馆里永

远想念失去的好朋友，铁罐。

学生美术作品
指导老师：区寄红   作者：于洋、方馨艳、 陈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