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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研讨会暨

教师年会”将于11月14日至15日在

新州中部的Somerset举办，面向20

所华夏分校及周边地区关心中文

教育的热心人士。

	 这是华夏中文学校连续第四

年举办大型教学交流活动。本次大

会的主题是“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定为主题。教学研讨会采取召集

人和主持人负责制，形成“专家讲

座”、“华夏论坛”、“教学实践演示”

三大板块。

与会者除了在场内的讲座和论坛

上交流之外，还有很多机会在场外

进行小规模探讨。另外，组织者还

将举办联谊晚会，以活跃气氛，增

进友谊。

	 “华夏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会

筹委会”的成员有李盛京、王宏、

陈华、叶森、刘建、李晓京、许兰薇、

阎明、童莉、郭众、林胜天、卫东、林

骏、王坚、吕敏伟、张长春等。

“2015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会”
本周末举办

我爱画画
 七年级二班  Annie Zhang

指导老师   张凉

	 什么东西会让你非常开心，开

心至极？	对我而言，就是画画。

	 像人要空气才能活，我要画画

给我的情感才能活。画画是一段美

丽的时间人们用来表达他们的内

心.	在我看来，人们的内心有很多感

情，但是不会完全表达出来。然而这

样，他又会感觉自己陷在一个玻璃

箱里，不能自由的和别人交流。画画

是一个逃亡，	一个出口，一个方法

把他的想法和情感用颜色淋漓尽致

地在纸上表达出来。

	 画画时，我的手在纸上飞，颜色

在纸上唱一曲美丽的歌；画画时，我

感觉我在颜色里淹着，只知道画画，

别的东西都不管。我画画的时候，像

在深呼吸，像把我的心倒出来。

	 在画画的时候，我喜欢把音乐

调到小声，让它在空气里轻轻地飘。

我也喜欢打开窗帘，让太阳的光流

经我的房间，让外面的微风飘进来。

在这种环境里，画意就更自然的来

到我的手中。

	 画画时，我最喜欢画真的东西，

只是把真的东西画得更迷人一点。	

我喜欢这样画，因为，我觉得我在表

达现实的东西，只是我自己可以把

现实的东西变得更开心，更美丽。	

画画让人把世界变成如同他们想像

的。

我的暑假中国行
  华夏南部分校四年级一班

张悦微    指导老师   陈洁

	 2015年的夏天，妈妈，爸爸，弟

弟和我去了中国。在四十多天的时

间里，我们去了上海，大连，哈尔滨，

长春和南京。我们从新泽西先飞到

上海，舅舅，舅妈和表妹去机场接了

我们,	姥姥和太姥姥在家里为我们

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舅舅和舅妈给

我和弟弟买了摇控直升飞机和玩具

面团。我用玩具面团做了一朵美丽

的玫瑰花儿。我们住在姥姥家,	姥姥

家很大很漂亮，楼下有一个好看的

园林,	我们常去那儿玩。

	 我们也去了大连，在那儿看到

了妈妈的朋友们,	悠悠和狄姥姥特

地从哈尔滨赶到大连看我们。东北

财经大学很美，妈妈在那儿读了七

年书。在大连,	我的弟弟小宝掉了他

的第二颗牙齿,	牙齿仙女给了小宝

60元,	小宝高兴坏了。

	 在大连玩了一周后，我们坐高

铁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是我妈妈的

家乡,	在哈尔滨，我们见到了姥姥的

朋友们：狄姥姥，高姥姥，小姨姥，还

有太姨姥们。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每

天都有好吃的早餐。我特别喜欢吃

哈尔滨街上的羊肉串，山楂冰棋淋

和马迭尔冰棍。我们去了很多好玩

的地方，象太阳岛、兆麟公园、江北

渔村、东北虎园和索菲亚大教堂!	在

兆麟公园，我们钓了六条鱼。可惜一

周后，鱼都死了,	我们可伤心了。

	 飞回上海后，我们又坐飞机去

了长春。长春是我爸爸的家乡。我们

在长春见到了爷爷，奶奶，二大爷，

二娘和我们的婷婷姐姐。我和婷婷

姐姐天天出去买冰棍吃。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南京,	爸爸

有很多朋友们在那里。我们住在很

漂亮的宾馆，去了中山陵和南京理

工大学校园。我们喜欢跟袁方叔叔

和袁筱溪玩儿。

	 我的暑假中国行很好玩！我们

明年还想去！

中秋节
华夏南部分校五年级一班

张欣雨   指导老师：孙玉珠

	 今天是9月27日，是中国人的传

统节日----中秋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中秋赏月

的习惯。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去中

餐馆吃了丰盛的晚餐。饭后我还吃

了我最喜欢的双黄月饼。回到家，妈

妈准备了水果和各式各样的月饼。

我们一家人坐在后院聊天赏月。今

年的月亮很特别，是红色的。姐姐用

手机拍下了又圆又大的月亮。妈妈

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姥姥，姥爷带

她去公园参加活动，有歌舞晚会还

有各种游乐有奖活动。妈妈最喜欢

猜谜比赛了。谜语写在灯笼上，谁猜

到了就摘下来去对答案，如果猜对

了还有奖品。我听了觉得挺好玩的。

爸爸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月亮的故

事和传说，	还教给我一首中文诗，

名叫《水调歌头》，我只记得最后一

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喜欢乒乓球
 华夏南部九年级  张安然 

指导老师   杨迎

	 我喜欢跳舞、打排球和弹钢琴，

但是我更喜欢乒乓球。

	 两年前，我第一次被爸爸带到

球馆，看到爸爸和叔叔们打球，真是

很高兴。看见这小白球飞来飞去的，

真好玩。我就告诉爸爸我想打乒乓

球。刚开始我觉得会很容易，不就是

一个球吗？可是，真正玩起来，因为

球太小，飞得太快，根本不好掌握。

	 教练先教我发球。这个看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要把球抛起来，

球拍拿平，眼睛看准，注意力集中，

否则打不到球。光这发球动作，我就

练了无数遍。

	 我是打削球的，这在练习中，除

了要发球和削得好，还要攻得好。削

球的时候不要着急。打削球要想取

得好成绩，一定要把攻球练得好。削

球是一种防守的打法，只有把攻球

练得很好，才不会失误。一个削球手

比进攻的人学习的内容要更多，也

要更累一点。每次训练，我的衣服

都湿透了。我这才知道，要达到辉

煌的成绩需要刻苦学习。我还参加

U.S.OPEN,	取得了一个好成绩。比

赛中我学会了队友之间的团结。

	 在乒乓球的训练中需要你有耐

心。当你发球的时候，又被另一个人

打了下来，你不要不高兴，不要放

弃，这时你要更加努力振作起来。在

这个过程中，我不能输了就着急，要

静下心才会有赢的机会。

	 乒乓球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体

能，还锻炼了我的毅力、考验了我的

耐心，还要拼搏精神。所以我毫不犹

豫地就喜欢上了它。

快乐的暑假 
 五年级一班  王聶克

指导老师：孙玉珠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去之前

妈妈告诉我要在飞机上呆十四个小

时，我想这么长时间怎么过呢？上

了飞机才发现有很多电影和游戏，

所以我一点都不感到无聊。

	 经过长途飞行，我们终于到达

了中国！我和我姐姐一下飞机就看

见了我的舅舅、外婆和外公。舅舅带

我们去了一家很漂亮的餐厅。他们

的鸡汤真好喝！我真希望在美国也

能喝到这么鮮美的鸡汤。

	 第二天开始了江南七天游。我

们到了南京、苏州、杭州和无锡。最

后一天我们还爬了黄山，看到了著

名的团结松。我这次还吃到有名小

笼包、东坡肉和松糕。我们参观了上

海城隍庙、苏州园林、杭州西湖、南

京中山陵园，还坐了游轮夜游上海

外滩。

	 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上海，

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在北京我们

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天壇和天安

门。古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

次我和我姐姐都爬上了长城，还获

得了一个证书。在北京我们吃到了

最好吃的烤鸭。在天津我们吃到了

有名的狗不理包子。	

	 游完了北京和天津，我们坐上

了去妈妈的故乡武汉的高铁。外婆

帮我联系了武汉足球夏令营。我在

那里交了很多朋友，我们约定明年

夏天再见。在武汉我吃到了妈妈最

爱的热干面和三鮮豆皮，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武汉的油条和冰绿豆沙。

	 从武汉出发，妈妈还带我们去

了长沙和张家界。张家界的山很美

很高。听说电影Avatar是在这取景。

这里我还喂了小猴子香蕉。张家界

的玻璃栈道特别惊险刺激，站在上

面可以看到下面的悬崖。

	 快乐的暑假很快就结束了。这

一年我渡过了最有意思的夏天。我

太喜欢中国了，希望明年能再去中

国看更多的风景和吃更多的美食。

我的暑假之行
 华夏南部七年级二班: 陈若奕

指导老师  张凉

	 今年暑假我跟着我的妈妈、	爸

爸、	弟弟	、妹妹	和爷爷奶奶一起

去了阿拉斯加。我们先坐飞机到阿

拉斯加，	然后上了从	Anchorage	到	

Vancouver	的游轮。	我们总共去了

五个地方，	都很美丽。	阿拉斯加很

特殊的地方是冰川。我们去的	冰川

叫	Hubbard	Glacier，这个	冰川很大，

大约一百二十公里长，看起来像一

个大冰墙，	很壮观。船开到近前，能

看见浅蓝色的冰，	特别好看。水里

还有漂浮的冰块，	也是蓝色的。	这

儿里的冰川最多，	别的地方很难看

到。	

	 阿拉斯加还有很多野生动物。

我们看到了很多动物，从天上飞的，	

到地上跑的，	再到水里游的	。看到

的动物包括大棕熊、	白头鹰、	驯鹿、	

野牛和很多粉红鲑鱼	（三文鱼）。我

们也看到了海鸥和海豹捉鱼吃。最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还看到了一条

大鲸鱼跃出海面。这是以前从来没

见到过的。阿拉斯加真的有太多动

物了！

	 我们还看到了很漂亮的景色。

上游船之前，	一到阿拉斯加就能看

到远处的雪山，	也看到了一个绿宝

石湖和世界最小的沙漠	 (Carcross	

Desert)	。在船上，我们看到了清澈的

水	和蓝蓝的天。云雾弥漫的时候，	

远处的山像中国的山水画。高高的

树都很绿，山上的野花五颜六色的。

除了这些，我们还听导游介绍了美

洲原住民（印第安人）部落的历史，	

也参观了图腾公园。其他的地方都

找不到这里特殊的风景。

	 最后，我们这次坐的游轮也很

好。我们的屋子很舒服，还有一个

阳台。船上有好几个餐馆，	都有好

吃的菜。船上还有一个大舞台，	我

们每天晚上都去看表演，	有歌舞、	

魔术和脱口秀等等，	很有趣。除了

这些，还有游泳池、	篮球场、乒乓球

桌、图书馆和游戏室，	我和朋友常

去那儿玩。这个船共有十二层，很大

很大，围着船走四圈就大约一英里。

	 总之，	 这个暑假之行长了见

识、非常愉快、令人难忘	。我希望下

个暑假也能去这么好的地方旅行！

我最喜爱的节日
 华夏南部九年级 蔡念怡

指导老师 杨迎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临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我可以

把自己打扮成我喜爱的卡通人物，

或者是妖魔鬼怪，到邻居家去讨糖

果。糖果是小孩子都喜欢吃的零食，

讨得越多越开心。万圣节前夕，也有

很多人穿着自己喜爱的万圣节服装

去参加派对，欢庆这个节日。

万圣节期间，电视都会播放很多恐

怖吓人的电视节目和鬼电影。有些

很恐怖、有些很好笑、有些很有趣，

每个都是我喜欢看的。我可以每天

都看电视。

	 在这个节日里，有很多人会以

恐怖吓人的装饰点缀自己的房子。

南瓜、蝙蝠、蜘蛛、骷髅、黑猫、巫婆、

吸血鬼、僵尸等，各种鬼怪幽灵都是

不可缺少的点缀品。越是恐怖的装

饰品，房子越显得恐怖。

	 每年我都很期待这个节日的到

来，因为我可以跟我的三个可爱的

姐妹一起去trick	or	treating.

开学第一天
 五年级一班  陈宗毅 

指导老师：孙玉珠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二日，我的

中文学校开学了。看到这么多的中

国同学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了在中

国旅行的经历。

	 两月前，我跟我爸爸、妈妈和哥

哥去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第

一次见我的外婆、外公、阿姨、姨丈

和三个表弟，所以我很开心。在中

国，听到所有的人都讲中文感觉真

好。

	 在中国我们去了九寨沟、平潭、

厦门、成都以及福州长乐。走到哪里

都要读中文、讲中文和写中文，真的

很难。我每天都要问妈妈，这一个词

怎么说？是什么意思？那一个词怎

么读？怎么写？就这样我学会了不

少词和句子。

	 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又开始

去学校了。这学期我上五年级。从今

年开始，课文都没有拼音了，可能会

很难受。可是，没有拼音会帮我更快

掌握中文，所以对我反而有促进。

	 到了学校开学这一天，我认识

了很多同学。老师介绍了这个学期

我们会学什么做什么，还学了第一

课《买文具》。我觉得课文太简单了，

生字不多，老师讲的话我也都能听

明白。我的信心更高了，知道这一年

我会学到很多知识。我下定决心这

一年我要认真努力地学习，以后再

去中国就一定可以和别人自由交流

了。

游迪斯尼乐园
 华夏南部七年级二班  何嘉恩

指导老师   张凉

	 有一天，	我正在大厅看电视，

我姑姑说有个惊喜给我，让我猜！

我猜了很久，都没有猜出来。然后姑

姑告诉我，	她帮我们买了去迪士尼

乐园的票，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出发

了，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们一到酒店就看见有个很大

的游泳池，	于是，我们很快跑去房

间换衣服，我和姐姐，弟弟还有表妹

表弟都在里面玩了很久都不想上

来。

	 第二天我们来到迪士尼乐园。

我们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卡通动物，

其中当然有米老鼠。刚开始，我们都

不知道从哪儿先开始玩,	姑姑提议

我们先去坐过山车吧！这是我第一

次坐过山车，我有点紧张，闭着眼睛

大声地叫，	坐了一次又一次。然后

姐姐让我跟她一起去看米老鼠的房

子，我看见房间里面有一张很大的

床和沙发，里面装饰得很漂亮。姐姐

好喜欢。

	 后来我们去了动物王国。我们

坐着野生动物园卡车进去，看见河

马、大象、斑马、火烈鸟，还有一只长

颈鹿的头从我们的车前面经过，大

家都吓了一跳。看完了动物之后我

又去坐好莱坞塔，玩到很晚才回到

酒店。	

	 迪士尼乐园里面还有很多好玩

的东西我还没玩，我问姑姑明年夏

天再来好不好？姑姑说要看我学习

学得好不好再定。我们便收拾了行

李，准备第二天回家。

墨西哥之行
 华夏南部分校七年级二班

何嘉铭  指导老师 张凉		

	 去年夏天的一天，我爸突然告

诉我们，	会和姑姑一家一起去墨西

哥玩，我们都非常高兴。马上开始准

备行李。第二天，我们起得非常早，

吃完早餐，拿着行李等我爸爸开车

一起去机场。我们坐了四个小时的

飞机到了墨西哥。

	 在去墨西哥酒店的路上，	我们

看见那里的风景非常美。到了酒店

之后，把行李放在房间，我们就一

起出去吃晚餐了。到了餐馆，我看见

很多人都订塔哥，	于是我也定了一

个，后来我发现那里的东西很多都

是辣的。

	 第二天，爸爸租了一辆汽车带

我们去水族馆。那里有很多海洋动

物，如海豚、鲨鱼、海象、海狮，还有

各种各样的小鱼。走进玻璃通道，我

看见一条有两米长的鲨鱼正向我冲

来，吓了我一跳。

	 第三天，我们去了海边，	穿上

了救生衣开始潜水。那里的海水非

常蓝非常干净。我看见下面好多鱼

游来游去。我表妹拿相机照了好多

照片，	但她不小心把相机掉进了海

里，结果她大哭一场。

	 到了第四天我们就随意逛街。

那里的天气非常热，我们走了一会

儿就提前去机场，等着坐晚上的飞

机回来。这次旅行我们都非常高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