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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下午，由华夏总校
举办的“2016 华夏中文学校毕
业典礼”在新州华夏南部分校
大礼堂（Marlboro	High	 School	
Auditorium）隆重举办。今年是华
夏第五次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的
HSK四级作为毕业考试。来自华
夏系统的287名学生通过了在各
分校举行的统一考试，顺利完成
了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的十年学
业。毕业生身着学位袍，头戴四方
帽，在家长的陪同下，喜悦地亲历
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毕业典礼由副总校长李盛京
主持。总校校长张长春致开幕词，
代表总校向毕业生表示祝贺，他
说“华夏的学习磨炼了你们的意
志，开阔了你们的眼界，启迪了你
们的智慧，将成为你们人生经历
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并祝愿同
学们在人生新的征程上取得更大
的成绩。同时，张长春总校长代表
总校向华夏的全体老师致以崇高
的敬意。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组
的朱家耀领事和王丽玉领事专程
赶到毕业典礼会场，他们盛赞华
夏对推广中文教育所取得的喜人
成就，希望毕业生今后在促进美
中经济文化交流中有所作为有所
贡献。优秀校友方心怡(Jess	Fong)
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学习中文
的切身经历以及走向社会后对中
文重要性的体会。教师代表姚震
鼓励毕业生继续学好中文，说“不
管将来的你们身在何处 , 从事什
么职业,都要认认真真做事,坦坦
荡荡做人,世界是你们的，愿同学

我爱爸爸
 南部分校 八年级 黄秀云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我的爸爸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爸

爸。

	 爸爸很安静。他很少跟我说话。

我也很少跟他说话。但我知道他很

爱我，他只是不说出来。在我小的时

候，妈妈就离开我了。妈妈走的时

候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记得那时我

抱着我的妈妈一直哭着叫“妈妈。妈

妈，不要走”。那时我才三岁。从此以

后，只有爸爸一直在照顾我疼我。爸

爸从来都没打过我，一次都没有。如

果我要什么，他会给我买。我知道他

的责任很大，要当爹要当妈。我能感

觉到他一直想弥补我小时候所受的

伤害。

	 爸爸在美国工作，所以没有太

多的时间照顾我。他把我送回中国，

让奶奶和爷爷照顾我。有一次，我跟

奶奶和爷爷去公园，我看到好多小

孩子都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我有一

点嫉妒。我有时候问我自己，“是不

是老天爷惩罚我？我有没有做什么

坏事？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有

一些事情我会隐藏在心里，也没告

诉爷爷奶奶。

	 刚回到美国，我看到我的爸爸

就哭了。因为我想爷爷奶奶，他们照

顾我好多年，我对他们感情很深。所

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很少叫他爸爸。

我不习惯叫他爸爸。我不记得他的

脸，因为那时候我才三岁。我也有一

点怕他。日子慢慢地过去了，我也慢

慢地跟我爸爸有感情了。有一次，我

跟他玩羽毛球。我跟他比赛，我爸爸

打羽毛球打得很好。我第一次看见

他笑了。

	 我爱我的爸爸不是因为他有

钱，是因为当我被我妈妈拒绝的时

候，他接受了我，用心爱着我；还有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挡在我

的前面。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爸爸。

我爱爸爸，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爸

爸！

我爱篮球运动
 南部分校 八年级   邹安骏

指导老师  万莉芳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爱上了篮

球。篮球是一个很棒的团队运动。我

住在Marlboro附近的Holmdel市，每

年都经过选拔、被选进市里的一个

顶级的旅游A队，常常代表含德市

出去跟其它城市的球队比赛。另外

我也在一个叫做Bayshore	Bulldogs

的 AAU 蓝球队打球。在这两个队

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也交了很多非

常好的朋友。

	 篮球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从三年级起我就开始打篮球，

它不但让我学会了团队合作技能，

同时也让我慢慢具备了作为一个领

导者的能力。打篮球不难，但要打好

很不容易。你不仅仅是要能跑得快

和跳得高，也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

要想在篮球上出类拔萃，你必须有

一些领导能力，能看到全局。必须能

很快地看出对方的防守是怎样，这

样你才能利用他们防守的弱点进攻

得分。所以说，篮球是一个很伟大的

团体运动。它不仅能提高你的运动

技能，同时也能提高你的心理素质

和抗压能力。

	 今年秋季开始，我进入了中学

的长跑队，并取得出乎意料的好成

绩。几个星期长跑训练下来，不仅大

大提高了速度和耐力、还进一步提

高了对自己的信心。所有这些，都使

我在篮球场上变得更加有冲劲、成

为更好的篮球队员。

班夫国家公园
 南部分校 八年级   刘诗慧 

指导老师  万莉芳
	 今年夏天的八月份我和我家人

去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我们先

坐飞机来到多伦多,	然后转机飞到

卡加利。卡加利离班夫公园两个小

时，我们开着一辆租的车终于到达

了班夫。

	 公园的风景特别美。蓝天万里

无云，绿草一望无际。温暖的阳光照

在我们的脸上。陡陡的山峰一片灰

色，上面还有白白的雪。班夫不但有

山，还有小溪、河流、瀑布和湖。这里

的水特别蓝，姐姐说，这是因为这里

的冰山上有很多小小的石头，这些

石头也在水里面，光照在它上显得

水是深蓝色。

	 公园里还有动物。我们在路边

上看见了两只大熊，湖上有很多鸭

子，听说山上还有羊。有一次，我们

在开车，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只鹿。站

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吃草，当有十几

个人在那里拍照的时候，他好像没

有看见我们，只管慢慢地吃草。吃饱

后一抬头就走了。

	 一路上到处是我最喜欢的风

景，我们又来到了一座山脚下,山上

是绿绿的深林，山下是一片烧黑了

的树林，还有几棵树是红色的。天气

真好，不冷也不热，周围白雾萦绕，

好像站在云里。我们一边照相一边

站在那里欣赏优雅宁静的风景。

	 然后，大家都买票去做车上冰

山。开车的导游告诉我们，冰山上面

的水特别干净，可以安全地喝。我们

尝了尝，觉得这水很好喝，又清又

纯。冰山上特别冷，但是站在那里，

吹吹风，望望远处，好像站在地球的

最顶上。

	 我们在班夫公园住了十天十

夜，每一天都看到了不一样的风

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加拿大的

这一段日子。

春节
 南部分校五年级二班  哈昱晖     

指导老师 丁浩
	 春节又叫中国新年，是中国人

最热闹的节日。2016年是猴年，猴子

是聪明活泼的象征，就像我们小朋

友一样，调皮好玩。今年的春节，我

参加了三所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

会，表演了中国功夫，还参加了各式

各样的游艺活动，玩得很开心。

	 年三十的年夜饭，我的妈妈做

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不少是中国

传统食物。朋友们来我家和我们一

起吃了团圆饭。

	 年初一我没去上学，因为这是

新年第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纽

约上州的庄严寺烧香祈福。祝福我

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的家人朋

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的好朋友
 南部分校 五年一班陈兆和

指导老师  孙玉珠
	 我的朋友名叫刘志远,	但我喜

欢叫他	Jonathan。他是个很有趣的

人。我们经常见面，不仅因为他和我

是同班同学，而且在学校的乐队，他

甚至和我在同一组！我们喜欢做许

多同样的事情。例如，我们喜欢读同

样的书，看相同的电影，玩同样的游

戏。

	 更有趣的是，他竟然看起来长

得和我有点像。当我在小学三年级

刚转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被许多

人误认为是Jonathan。后来，他们意

识到Jonathan实际在别的地方。他们

说我们像孪生兄弟。

秋天  
 南部分校五年级一班  张欣雨

指导老师   孙玉珠
	 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变冷了。

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飞向南方。这

天是星期天，我和妈妈爸爸去了

Holmdel公园	。公园里有好多家长

在陪他们的孩子玩儿。那里面有很

多大树，树叶从绿色变成五颜六色，

有红色，黄色，还有紫色。我最喜欢

的颜色是红色。很多人在公园照相

留念。我在那儿玩了网球，滑楼梯，

攀岩和各种各样的游戏，玩儿的很

开心。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很喜欢

秋天。

桃李花千树  鲲鹏万里程
“2016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隆重举办

毕业典礼-教师代表发言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姚震

参加总校运动会

学生们课间挑选鲜花送给老师和妈妈。 家长们在购买点心

	 母亲节前夕，华夏

南部分校家长会举办

了“鲜花和甜点义卖”活

动。义卖活动得到了全

校师生和家长的积极支

持和热烈响应，义卖品

很快销售一空。

们前程似锦！”何采容(Tiffany	He)、
唐芬妮(Daphne	Tang)、李思远(Eric	
Li) 等三名同学先后代表毕业生发
言。
	 总校校长张长春向每一位毕业
生拨穗正冠，颁发毕业证书，表达祝
福。张元董事长，副总校长王宏、副
总校长陈华、文艺部部长兼总校长
助理叶森等总校领导向离任的分校
校长及分校董事长颁奖，肯定他们
的奉献，感谢他们为社区所做的奉
献。另外，组委会特别感谢承办学校
南部分校的大力支持。
	 为了办好此次活动，总校专门
成立了组委会，组委会成员多次开
会，反复讨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了
实处。除了以上校委会成员外，教学
部长许兰薇花了大量的时间安排协
调本次活动，校务部部长闫明、校务

委员郭众、林树民认真做好现场组

织工作，郝若飞和林胜天担负了繁

重的摄影任务。在此，向他们致以深

深的谢意。

	 华夏中文学校是美东地区最大

规模的中文学校。它从创办初期只

有70名学生，发展到今天拥有20所

分校7000多名学生。二十多年来，成

千上万的学生带着华夏文化的熏

陶，从这里出发，走向社会，走向四

面八方。华夏学子的成长过程既浓

酽了家庭母语文化的氛围，也为族

际间的交流搭起了沟通的桥梁。		

	 华夏各分校的毕业典礼将在近

日陆续举行，新一学年的招生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

																		摄影：郝若飞/林胜天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
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的姚震，在华夏任教以来一直担任
毕业班的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有机
会在毕业典礼上分享同学们的特
殊喜悦。祝贺同学们在华夏中文学
校的学习之旅划上一个完美的句
号。
	 我们因共同的梦想相聚于此。
华夏，这个跨越千山万水，传承中
华文化的校园，如一粒种子，在我
们这些海外华人心中，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我们不忍心吵醒记忆。
	 记得吗？教师里朗朗的读书
声，《完璧归赵》，《草船借剑》，多少
次带我们进入遥远的古战场；

	 记得吗？全神贯注的课堂，在
无数测验中，宁静中只听到手中的
笔沙沙作响，优美的汉字，在血液
里流淌；
	 记得吗？每年的朗诵比赛，辩
论比赛，你们跃跃欲试，出口成章,
父母的笑脸在空气里荡漾；
	 记得吗？每年的运动会都有
你们矫健的身影 ,	 体育馆里的跃
动，中华武术如火如荼，阳光透过
玻璃窗洒下银色的光芒；
	 记得吗？轰轰烈烈的春节晚
会,	华夏之星剧场，时光凝成涂满
油彩的画作，你们青春的张扬如泉
水流入心底叮当作响。
	 我们珍惜在华夏的点点滴滴。
有这样一名同学,	他的名字是栾中
辰,	从五岁学前班开始他已经在华

夏中文学校学习了整整十年,	这种

坚持不懈的精神就是榜样,	鼓励着

学弟学妹们。像栾中辰这样同学有

很多很多,	今天你们从华夏中文学

校毕业，肩上多了一份重担，一份

责任,	那就是传承中华文化！

	 今天的毕业不仅是对昨天的

总结，更是对明天的呼唤。如果把

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

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

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前

途无可限量，一切皆有可能。同学

们，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在何处,	从

事什么职业 ,	都要认认真真做事 ,	

坦坦荡荡做人,	世界是你们的,	愿

同学们前程似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