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
刘嘉懿     指导老师：孙玉珠老师

叶子
	 秋天到了！树上的叶子变成各
种各样的颜色。有黄的，红的，棕色
的，还有橙色的。叶子会掉下树，非
常漂亮。大人都需要把叶子捡起来。
有很多人会观察叶子。

收获
	 秋，收获的季节，金黄的季节	。
有各种各样的果实成熟了。有很多
人把南瓜摆在外面。把玉米和辣椒
挂在屋檐下。
	 天气白天会变得越来越短。天
气变得越来越冷了。

动物
	 小鸟会从北向南飞。很多小动
物都会准备吃的东西过冬。还有很
多小动物秋天吃饱然后冬天睡眠。

学习汉语的好处
伍可悦     指导老师：朱文娟

	 在美国，学习汉语有很多好处。
	 其中之一是中国话是整个世
界上最流行的语言。	如果你学习中
文，你可以在至少九个不同的国家
与大约十亿其他中国人说话。这意
味着整个世界的五分之一人说中
文。
	 另一个好处是，中国有许多商
业机会和公司，它是第二经济大国，
并将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经济大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市场。学习如何说中文会提高你
获得更好工作的机会，很多大公司
喜欢雇用能流利地说两种以上语言
的人。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会
有很多人变成有钱人,会说汉语就
方便在中国做生意。
	 学会汉语还可以去中国旅行。
中国很大,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中国
也有很多好吃的食物，非常美味。学
习中文可以改善你的头脑，并可以
让你更聪明。中文是一个非常有趣
的文化，如果你知道如何说中文，你
可以真正地欣赏它，你可以了解他
们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千年。
	 因此，尽管中国话是一个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语言，外国人学中文
很难，但好处超过了不利，所以你不
会后悔选择学习汉语。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
谢璐     指导老师：张凉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是中国
新年。中国新年也叫春节和过年。
在这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家人团聚
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从夏和商朝
的时候起，大家用农业的日历，也叫
农历。春节是农历的一月一号。每一
个年有十二个月。有一个月，人们看
不到月亮。当他们再看见月亮的时
候，就说那是一个新年。年的名字是
从周朝的时候起的。新年也有一个
传说，就是：每一年，有一个叫“年”
的妖怪会出来害人，大家就穿红色
的衣服，放鞭炮，放焰火把它下走。

“年”	怕大神也怕红色。这就是为什
么今天，人们过年穿红色的衣服，放
鞭炮，和挂灯笼。
	 新年早上，妈妈会给我，姐姐和
妹妹做元宵吃。新年那一天，	我和
妹妹都不去上学，在家陪着妈妈和
爸爸，可是姐姐还去上学。我和妹妹
在家玩，等着姐姐回家。新年晚上，
妈妈烧好多菜给我们吃。	我们一边
吃饭,	一边干杯。		妈妈做的菜很好
吃。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会看电视
里的中国新年晚会。我们都觉得表
演很好看。看完表演，妈妈和爸爸会
给我、姐姐和妹妹红包。
	 我喜欢中国新年，因为大家都
很高兴有机会在一起吃饭、玩、和说
话。我喜欢妈妈给我们做的年夜饭。
妈妈会做好多菜，也买好多好喝的。
我喜欢中国新年因为我能拿到红
包，妈妈和爸爸会给我、姐姐和妹妹
的红包里放好多钱。

我的中文学校
黄珊晴     指导老师：杨迎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到中文学校
学习中文。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
天去中文学校的情景。那时，我在课
堂上和黄珊媚坐一起，看一本关于
教孩子刷牙的中国漫画书。	我们都
坐在白色闪亮的地板上，老师就坐
在我身边。爸爸妈妈帮我申请去拼
音班的第一天，我觉得中文很难学。
教拼音的老师非常严格，她试图用

各种办法来训练学生。
	 我在中文学校已经很多年了，
也遇到过很多老师。印象最深的是
我上六年级时的老师，他是我在中
文学校遇到的唯一的男老师。他让
班里的同学叫他土豆老师。我最喜
欢这位老师，因为他总爱发贴纸给
我们，还让我们玩一些学中文的游
戏。如果同学中谁考试考了最高分，
他就发奖品给他。	我最喜欢他因为
他跟别的老师不太一样，他没有花
大量时间在教书方面，而是让我们
热爱中文，学好中文。

我的中文学校
黄秀云     指导老师：杨迎

	 我第一次去中文学校时候是小
学四年级。其实是我的堂妹堂姐们
带我去中文学校的。（堂妹：黄珊媚，
和堂姐：黄珊晴）那时我刚刚来美
国，还不习惯这里的文化和语言，中
文学校是我当时能沟通的地方。
	 第一天去中文学校的时候就迟
到了，那里的老师没有骂我们。她发
给每个同学练习册和课本。我刚打
开课本就发现，书里面的字都很简
单。课本里的每一个故事，我都懂里
面的意思。然后，老师叫我们翻开课
本，每一个人都要朗读书里的一个
小段落。同学们朗读的声音让我想
起了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开始习惯
和懂得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我发现
美国的老师都对我很好，还有在美
国的作业比中国的少。我慢慢地开
始融入美国的生活了。

我妈妈的故乡-北京
王梓锐     指导老师：张凉

	 我妈妈的故乡是北京。我的姥
姥和姥爷住在北京,	它是中国的首
都。北京有很多好玩儿的地方，比如
说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和北
海。除了好玩儿的，北京还有好多好
吃的，比如著名的北京烤鸭。夏天放
假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和弟
弟回北京玩儿。
	 有一年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和
弟弟一起游览了长城。古老的长城
建在北京旁边的高山上。长城很长，
号称是万里长城。当时我和弟弟太
小了，爬不了很长距离，我们就坐了
缆车。下了缆车，我们爬到了长城顶
上。虽然很累，但是看到美丽的风景
和雄伟的长城，我们都很兴奋。
	 除了长城，我们还去过颐和园。
颐和园有美丽的长廊。我们走在长
廊里，抬头往上看，上面全是美丽的
画儿。我也看到了美丽的万寿山。我
们还去了有趣的博物馆，里面有很
多文物。颐和园里的古建筑都很有
特色，	例如著名的十七孔桥，桥是
石头造的，上面有很多狮子。每个狮
子的样子都不同。
	 我们还去过北海公园。我和弟
弟在湖里开了电动船。我们都抢着
开船，开得很高兴。我们一边开船一
边欣赏湖岸边古老的建筑和美丽的
风景，觉得很放松。
	 除了好玩儿的，北京也有好多
好吃的。我的姥爷每年都请我们去
吃北京烤鸭。我和弟弟都很爱吃。吃
法就是要把鸭子蘸在酱里，加一点
儿菜，然后用饼把它包起来。包好以
后你就可以大口吃了。
	 总之，我就是喜欢回北京吃喝
玩乐。明年我还想回北京去玩儿。

我最喜欢在中国过圣诞节
周嘉恒     指导老师：张凉

	 中国人传统上不庆祝圣诞节。
在中国，只有1％的人是基督徒，所
以大多数人只知道关于圣诞节的几
件事。	在中国，基本上只有大城市
庆祝圣诞节。	在这些大城市里，街
上和百货公司都有圣诞树、灯光和
其他装饰品。
	 我最喜欢在中国过圣诞节，因
为中国有很多漂亮的装饰灯。	中国
人用很多时间和精力装饰商店和街
道，每个人都在外面庆祝圣诞节。	
我仍记得一次在中国度过的圣诞
节。那天，我在一条河边散步，看到
很多人在唱圣诞歌，人们穿得像圣
诞老人，最棒是有人在发棒棒糖，这
棒棒糖真好吃。		这些圣诞老人很有
意思，他们都是亚洲面孔，不象美国
的圣诞老人。
	 我觉得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受
欢迎了。甚至到了午夜，一群穿着圣
诞老人服装的人也会聚集在某个地

方，玩得很开心。	
	 在中国，圣诞节的时候，每个人
都这么快乐。而最棒的是我可以有
时间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在上海，
我甚至还看到一颗非常巨大的圣诞
树。	所以，	我喜欢在中国过圣诞节，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很多人的欢乐。

我与中文学校
张安然

	 在我五岁还不太懂事的时候，
妈妈把我领进了南部中文学校的大
门，开始了我的中文学习。那时候，
我根本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学
中文，为什么要去中文学校。
	 从拼音班开始，首先接触 a,o,			
e，那时我正好在英文学校上学前
班，我常常把英文中的A,B,C与拼音
班的a,b,c混淆，记得一次我在英文
学校得了个 A，回到家我和妈妈说
我得了个a（啊）当时妈妈还没反应
过来，后来才明白我把两个弄混了。
对有的没听过的词，根本不明白其
意思，记得有一次在中文课堂上，老
师说“听写”，其他小朋友都在写，就
我不写，后来老师走到我旁边我才
写，老师大声说“你为啥不听写”，我
不知道如何回答，其他小朋友都看
我，我很窘迫，下课后我问妈妈，“什
么叫听写”（因为在家妈妈从来没说
过“听写”二字），通过妈妈解释我明
白了，因为怕再出状况，怕小朋友笑
我，我不太愿意去中文学校了，妈妈
告诉我，人不是生来什么都会的，正
因为不会，才要学习，学习中会遇到
各种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一个个
地解决，这样我们才能有进步，才能
有知识。通过老师、父母的鼓励与帮
助，我对拼音有了兴趣，学习拼音让
我受益匪浅，遇到不会写的字用拼
音就能查到，对注有拼音的读物，可
以朗朗上口，真是感谢拼音班的老
师，以至于我现在仍是我们家拼音
最好的。
	 十个春秋过去了，从a，o，e开始
学起，	到今天我能够坐在计算机前
写我自己的中文作文，我为自己的
学习成绩感到骄傲，也为我自己能
坚持来中文学校感到非常的开心。
在老师们的教育和帮助，父母的鼓
励和支持下让我了解了中国悠久的
文化和历史，认识了中国人的勤奋
和智慧，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和向往。
	 在这十年里，我们家由原来住
的离中文学校开车单程25分钟的路
程般到离中文学校开车单程一个半
小时的路程，说实在的真是很远，曾
有过几次，都想放弃来中文学校，可
是，我总是想念我在中文学校的小
朋友、想念教过我课的老师，中文学
校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为了满足我的念想，为了还能
继续来南部中文学校，九年来，妈妈
每个周六风雨无阻开车来中文学校。
	 在中文学校里，我学到了中文
和有关中国的知识。去年我参加了
侨报举办的中文作文写作大赛，经
过初赛、复赛，我很荣幸获得了新泽
西州的冠军，最后在纽约参加了大
纽约地区的总决赛，获得了亚军。在
今年暑假我作为侨报小记者参加了
侨报小记者团访问中国，这是我第
一次参加记者团访问中国。我们去
了北京、山东，在北京我们访问了北
京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北京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中央电视台、中
国新闻社采访，还去了长城、圆明
园、北京老胡同，感受北京风情。在
中国访问期间，白天参观、访问，晚
上还要写釆访稿，游长城的一天是
最累的，顶着烈日炎炎、撅着屁股一
步步往上爬，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爬了长城一身汉！我们在中文学校
花了很多时间学习长城、圆明园的
历史，当时，我真的不太理解老师讲
的，通过实地游览，我就可以把老师
讲的和实际联系起来。也正因为坚
持中文的学习，才能完成每天的釆
访稿。
	 在中文学校里，我参加了演讲、
辩论比赛，我还认识了很多和我一
样的朋友，还学会了跳很多中国舞
蹈。每年，我都和很多同学一起上台
表演中国舞蹈，尤其是在中国新年
联欢会上，年年如此，从未间断过。
我喜欢跳中国舞蹈，喜欢中国的食
物，喜欢看中国电视剧，我会说中
文。今年，我作为节目主持人主持了
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这些活动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中文，使用
中文，也有更多的机会和其他同学
一起为中文学校作贡献。
	 “十年寒窗成过去，每日莺歌乐
中学”。
	 我喜欢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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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随笔
走过二十年

------有感华夏南部中文学校成立二十周年
廖山漫

华夏，	一个全球华人共有的名字，
华夏，	一个让海外华人骄傲的名字，	

华夏中文学校，一个让我们留连忘返的名字，
携手走过了二十载的艰辛，相拥着二十年的欣喜。

一．创业之初艰辛历程
好像是昨天，

定格在1997那一年，
一群远离家乡的陌生人相聚在一起，

拨响了留根工程的音弦。	
我来了，我也来了

下了班接着上夜班。
没有教室，我们找,
没有教材，我们编。
没有教师，我们上，
没有时间，周末见。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第一期学生们，
从此中文学校像一道军号每个周六都吹响在孟郡的数百个家庭；

风雨无阻二十载，
从此美妙的汉语书声就在每一个星期六租借来的教室里传开；

冰霜何惧两代人。
守护华夏文化的工程就在我们手下诞生。

二．相携坚守共担风雨
风过去，云舒展	，			

种子飘撒在新家园。
星星火，	孟郡生，

相携坚守风雨共担。
十任校长辛勤坚守，

历任家长会倾情奉献，
红烛精神在新家园演绎,
无数志愿者佳话频传。

华夏本是同根生，
华夏血脉根连根。
春去冬来八十季，
寒来暑往六百周。
学拼音，认汉字，

民歌武术绘画才艺，
孩子们用周末编织着父辈的梦，
家长们用周末重返青春舞台。

执笔写同学少年，
老师您辛苦了！

三．春华秋实中华情深
这群人，叫华夏人，

这个语言，叫汉语；

这种坚守是执着，

这种精神是奉献。

二十年风雨兼程，

志同道合打造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二十年沧桑历练，

见证了家长们的执着和孩子们的坚撑。

十几届毕业生是华夏的骄傲，

华夏为孩子们托举了一盏金灯；

春华秋实桃李繁枝果，

莘莘学子松楠大夏梁。

四．守望未来任重道远
华夏扬起了孩子们与巨龙对话的风帆，

华夏架起了中美文化的桥梁；

华夏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

华夏响响亮亮活跃在社区久久长长。

华夏人相识相知，相助相携，

华夏人志同道合，无私奉献；

华夏之恩惠泽盈天下，

华夏之情连接你我他。

也许我们不再年轻，

也许我们的视力不再敏锐，

也许我们的脚步不再麻利，

二十年也不过是华夏万里长城的一块砖头。

年龄是铺垫华夏根的沃土,

眼睛有年轻一代掌灯，

脚印烙下了绵延的理由，

留根工程为华夏新一代搭建高楼。

守望未来任重道远,

更待青春演绎华夏情;

展望未来期待辉煌，

再创华夏下一个二十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