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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九日晚上六点，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王宏专程从新州开车
到纽约法拉盛，参加了美东山东同乡会的年会庆祝，并代表“华夏 -
齐鲁基金会”接受了美东山东同乡会暨美国孔子教育基金会颁发给
赞助金。
	 华夏 - 齐鲁基金会成立于 2018 年，目前基金全部来自山东同乡
会慈善家们的赞助，目标是奖励优秀华夏毕业生。赞助及相关负责
的慈善家包括王立智、张瑞群、徐家树、徐家鹏、吕成锐、郭刚力等；美
东山东同乡会会长王立智出任华夏 - 齐鲁基金会会长，理事成员包
括秘书长王宏等。2018 年 6 月，基金会第一次颁发 1 万 2 千美元给
参加华夏毕业典礼的学生们。
	 王立智会长表示，华夏中文学校多
年来为培养美国下一代学习中文付出
很多，奖励优秀华夏毕业生是对孩子们
的鼓励。山东副会长郭钢力等也表示
对华夏的支持。华夏总校长王宏对山
东慈善家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华夏
学子们更加努力，学好中文，为美国中
华文化传播添砖加瓦。

五名优秀华夏学生暨义工
获得美国炎黃教育基金会颁发 2019 奖学金

	 2 月 15 日晚上 7 点，五名华夏毕业生在家长陪同下专程前往纽
约接受了“炎黄教育基金会”颁发的奖金。五位学生是胡贝贝，华夏
李文斯顿分校；李心荷，华夏哈德逊分校；闫海丽，华夏东部分校；童
雅婷，华夏普兰斯堡分校；姚冲，华夏奔腾分校。
	 这几个孩子有以下特点：在华夏学习并毕业，精通中文，热心华
夏各种活动，比如投稿《华夏园地》，参与运动会、辩论赛等活动并获
奖，华夏优秀毕业生代表，毕业后继续在华夏做义工。除了中文，他
们在高中都是顶尖优秀学生，获得美国多种竞赛名次，目前高中应届
毕业，收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提前录取通知书。
	 当晚在美东河南同乡会暨炎黄基金会举办的新春晚会上，共有
35 位优秀学子获得了奖状及奖学金。其中五位高中毕业生特别奖，
由华夏毕业生包揽，每人获得 800 元的奖励。
	 炎黄教育基金会会长张富印表示，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
族重视教育的传统美德，
支持和鼓励华裔学子发奋
图强积极向上，并传承华
夏文明与美德。
	 总 校 长 王 宏 应 邀 出
席，代表华夏感谢炎黄基
金会针对华夏优秀毕业生
的奖励，并期望学生们不
负厚望，将来成为中美文
化交流的桥梁。

	 【华夏园地通讯员：芳草】2 月 14 号下午 4 点半左右，锅炉爆炸引
起的无情大火烧毁了 Fort	Lee 一幢 5 层 48 户的居民楼，其中包含了至
少三户华人家庭。赵女士读高中的女儿已经放学在家，刚好外出买咖
啡，回到楼前却看到自己温暖的小家被熊熊大火燃烧得通红，火舌乱
窜，黑烟冲天，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身上的单衣和手中的五块钱。
绝望之时母女相拥而泣。王女士四岁的儿子哭着说自己所有的玩具都
没有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Fort	Lee 的华人居民迅速自发地组织起来，
成立了多个救灾微信群，呼吁周围的华人朋友为受灾家庭捐款捐物并
提供帮助。由家长义工发起，2 月 17 日和 24 日在博根中文学校的募捐
倡议，立即得到了王建锐董事长、华夏总校副总校长（博根董事）张元和
校委会的大力支持！最后博根分校一共筹得善款 $6482，加上两床被子
和很多衣物，共有 121 位家庭和个人参与了捐款。
	 博根社区的各个义捐现场，也活跃着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热心家长
的身影，他们是 Joyce、沈瑶、杨林静、健慧、王帅、阿贞、段云所先生、廖
太、杜红梅等。义工们没吃晚饭快速统计完募得的款项，已经送到三户
受灾家庭手里！活动圆满结束，感激各界人士的爱心和慷慨相助！

“华夏 - 齐鲁奖学金基金会”
获得 2019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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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传递源远流长
华夏博根师生为李堡火灾受灾家庭募捐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五年级 张茗萱

  指导老师：聂型铁
	 	“中文学校为什么要我当主
持人？”妈妈刚告诉我，“聂老师推
荐你去做今年春节联欢会的主持
人！”不管我怎么说，妈妈和爸爸还
要让我去做。
	 星期六，我们去上中文学校了。
等学校下课了，爸爸、妈妈和我去了
彩排现场。进去以后，看见了好多
孩子和大人。今天，我们是来排练
节目。我拿到我需要主持的部分，
看了一下，“哇！怎么有那么多话要
说啊？！”	我自言自语道，“我每天都
要练一练，就会记住了！”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比练中文更
重要更好玩。比如，爬树，折纸，为
什么要练中文呢？所以，我每天都
不主动去练习主持人要说的话。如
果爸爸不提，我就假装忘了。只有
爸爸强迫我的时候，我会和他练习。
但是，我不知道我记住了多少……	
	 “世界末日”终于来了！我和
妈妈爸爸到学校了，进去一看，每个
人都在笑着，互相祝贺新年快乐！
每位演员看上去都准备得很好。只
有我，站在角落里，心里乱跳，随时
准备逃跑。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舞台中
间的！在拿到麦克风的一瞬间，看
到观众的眼睛都集中在舞台上，我
突然感觉到自己无比强大，家里和
爸爸练习的中文句子突然冒了出
来。“奏响欢快的乐曲，沐浴新春的
吉祥……”	我都没想到自己的中文
可以说的那么好！
	 虽然有的演员唱歌走了调，但
是我可以感觉他们的欢乐。舞蹈跳
得也不是很整齐，但是我可以看到
他们的热情。春节让餐厅里每个人
快乐开心！
	 做联欢会的主持人让我想了很
多。庆祝中国春节让我看到了自己
的“中国根”。春节，这个中国新年，
给每一个人带来新的开始，新的希
望，不管你在中国，还是美国。

我的小金牌
六年级 曾恺希
指导老师：薛艳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新泽西的
滑冰比赛，我得了我们小组的第一
名。我还得到了一块闪闪的小金牌。
	 我一直都很喜欢滑冰，因为每
一次学会了新的动作，我都会感到
很兴奋。这种奇妙的感觉鼓励着我
想学到更多的新动作。举个例子，
Axel 是一种跳跃的动作，要在空中
旋转一周半然后再落地，有一定的
难度。我在练习过程无数次摔倒，
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最后我终
于跳对了，感觉格外地高兴。
	 这次比赛，我选的音乐叫作《神
秘园之歌》。我选择这首曲子是因
为它的旋律很优美。我比赛的滑冰
裙子是紫红色的，上面还镶了很多
闪亮的小钻，好看极了！我的教练
帮我编好了所有的动作。我每次去
滑冰的时候都要练习很多遍。在练
习的过程中，我摔了很多跤，还因为
训练遇到挫折发了很多脾气。一开
始练习的时候，我的速度不够快，赶
不上音乐的节奏。后来我在教练的
辅导下，经过了很多次的练习，终于
完成得很好了。比赛那天，我很紧
张，可是爸爸妈妈跟我说，“不要紧
张，结果不重要，只要尽力就好了。”
我的教练也告诉我，“自信和微笑是
获胜的秘诀。”	比赛的时候，我不断
告诉自己，“不要犯错误 ,	不要犯错
误。”幸运的是，我整套动作完成得
很顺利。滑完的时候，我听见了观
众们如雷般的掌声。在等待比赛结
果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最后我

以优异的成绩获
得了金牌！
	 我很高兴
也很珍惜我得到
了这块小金牌。
这是我的努力付
出的回报。学习
滑冰的过程磨练
了我的意志，让
我学会了遇到困
难不要害怕，不
要放弃，要坚持
不懈。

漂亮的圣诞树
六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薛艳

	 在我们家的楼梯口摆放着一棵
漂亮又神气的圣诞树。这棵圣诞树
一年四季都放在楼梯口，即使过完
节也不会被拆开移走，那是因为我
们家喜欢每天都有节日的气氛。
	 我们家的圣诞树大概有两米
高，成锥体状。妈妈用雪白的饰带
缠绕着圣诞树。绿油油的叶子上挂
着很多亮晶晶的挂件，有圆形的、有
心形的，还有其它形状的，比如说棒
棒糖形状的。圣诞树上还挂了几个
我自己做的挂件，一个是木头雪花，
另一个是小鸭子。而我最喜欢最特
别的是一个鲜红的铁制雪花，中间
还镶有一颗钻石。爸爸还在圣诞树
上绕着彩色的灯。有黄色的、有蓝
色的、有橘色的、有红色的，还有绿
色的。
	 每天晚上，我家都会把圣诞灯
打开。圣诞树上的彩灯就像夜晚
闪亮的星星一样。有时看着漂亮
的圣诞树，我就好像进入了梦幻世
界。圣诞树上的雪白饰带让我想到
了冬天和下雪。我喜欢下雪，因为
雪天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学校了！
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从梦中醒过
来，记得我还有很多的作业需要完
成呢。
	 圣诞树每家都会有，但我独爱
我家的圣诞树，因为“她”是我们全
家一起装扮的宝贝。圣诞树承载着
我们全家幸福的回忆。只有我们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张灯结彩地点
亮圣诞树，因为在我家节日的欢乐
从不曾离开，爱每天都在。Love	is	
all	around!

我的“小海豚”
六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薛艳

	 我四年级生日那天，全家一起
去商场为我选礼物。在 Yogibo 店
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可
爱的“小动物”。那时，我一眼就选
中了我的“小海豚”。它是一只不
会游泳的有着光滑“皮肤”的蓝色
布偶。跟它一起被带回家的还有哥
哥选中的一只棕色“猴子”和妈妈
选中的一只粉色“猪”，它们三个在
一起就让我的“小海豚”变得没有
那么寂寞了，这让我离开家的时候
就更加放心了。
	 “小海豚”很漂亮。它有一个
圆圆的大脑袋，两只黑黑的眼睛，一
张三角形的微微往上翘的嘴巴，总
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它的“皮
肤”是最漂亮的海蓝色。它有两个
胸鳍，两个尾鳍和一个背鳍。因为

“小海豚”是一个软软的布偶，我每
晚都会紧紧地抱着它睡觉。在找到

“小海豚”以前，妈妈总是说我睡觉
的时候会在床上翻来翻去，很不安
稳。自从有了“小海豚”以后，我睡
得特别香甜，特别踏实，睡眠质量明
显有了很大的提高，起床以后感觉
精神百倍。
	 我每天早上离开家之前都会把

“小海豚”放到我的枕头上，然后和
它告别。“小海豚”微微往上翘的嘴
巴像是在跟我说，“嘉文再见！好好
上学，我在家等你回来”。“小海豚”
安静地趴在那里，像是在和棕猴和
粉猪两个小伙伴一起帮我看家，让
我可以安安心心地上学去了。
	 “小海豚”是我生活里不可或
缺的伙伴。我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带上它，我俩形影不离。

缅甸之旅
康州分校七年级 尹小龙

指导老师：薛艳
	 去年冬季休假，我和家人回到
了爸爸妈妈的故乡缅甸，和亲人团
聚，游览观光，还品尝了当地很多不
同的美食。
	 第一周，叔叔带我们去了很多
地方，品尝很多当地的特色食物，比
如炸豆腐、鱼汤面和火龙果，让我胃
口和眼界都大开一番。在缅甸，用
到椰子和棕榈糖作为佐料的食品非
常多。而在烹调时最基础的配料有
红葱酥、红葱油、干红辣椒、姜黄粉、
鹰嘴豆粉，还有干虾研磨成的虾粉、
鱼露以及经过发酵的虾膏。同时，
东南亚特色调料罗望子肉（tamarind	

pulp）以及青柠也很常见。总的来
讲，缅甸菜以酸辣为主。在叔叔的
推荐下，我品尝了缅甸最接地气的
鱼汤米线（Mohinga）。这种米线以
鱼汤打底，汤熬得很浓，因为靠海，
鱼非常新鲜，所以鱼汤格外美味。
我第一次吃就爱上了这种鲜美的味
道。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如果你
有机会去缅甸，一定不要错过鱼汤
米线哦。
	 没有去缅甸之前，我一直很难
想像她会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到了
之后我才发现，缅甸不仅有美丽的
自然风光，还有又大又新的购物中
心。商场有五层楼，里面琳琅满目，
有服装店、玩具店、鞋店等等，屋顶
还有一个游泳池。和美国的很多商
场是一样的。
	 在缅甸我还去走访了不同的亲
戚。也因此发现，原来各个国家的
冬季假期是不一样的 ,	所以我的表
哥表妹上学时 ,	我就做我的学校作
业。
	 我们全家还一起去了世界最佳
的海滩之一额布里（Ngapali）海滩，
逗留了两天。额布里海滩最出名的
就是清澈碧蓝的海水以及未遭破坏
的自然生态。我们在海边游泳嬉戏，
在海边发现了很多贝壳、螃蟹还有
小鱼，还看到一只四处寻找骨头的
小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
的旅程，以后假期，我还想再去一
次。

迪士尼之行
七年级 陈怡静

	 在寒假期间，我和我的家人去
了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
我们在那儿呆了 4 天，每天去一个
主题乐园游玩。放假期间，乐园的
人太多了。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天
气也特别晴朗。
	 我最喜欢的是“未来世界”，在
那里就像走遍了世界一样，看到了
很多国家的缩影。比如墨西哥、挪
威、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等，让我
最兴奋的是看到了我父母的祖国，
中国。
	 因为人多，大家都走的比较慢，
我们到达中国区的时间接近傍晚
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建筑，
而且正好有演员开始表演杂技。这
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观看杂技。他
们表演的太棒了，而且难度很高，周
围观众都在鼓掌。真是一场精彩的
演出。然后我们品尝了中国食物，
在商店里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熊猫
帽子。又观看了介绍中国的影片。
	 虽然中国离这里很远，但我们
很高兴在迪士尼乐园里能够有机会
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
	

滑雪
五年级 江楚帆
指导老师：聂型铁

	 今年总统日的假期我去滑雪

了。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不太想去，

因为我想呆在家里休息。可是回来

的时候，我却很高兴我去了。

	 我们开了一天的车，到那里已

经是夜晚，我很累。第二天早上起

来的很早，因为被我的表弟吵醒了，

所以我们就去滑雪。滑了好长时间，

我记得第一天的感觉是很累。晚上

来到度假屋，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挂

在墙上，	看起来像一只鹿，可是它

牙齿很尖，我和表弟叫它“魔鬼鹿”。

地下室还有台球桌和桌上足球，晚

上虽然累，但是我玩得很开心。第

二天，我们又去滑雪。这天我们一

直都滑简单一些的雪道。晚上回到

家以后我就在外面玩，外面的雪比

我还高，真好玩！第三天，爸爸带我

去了最难的黑道。那时候，我不相

信自己可以滑下去，很害怕。可是

爸爸说我一定可以。最后我决定相

信自己，我真的滑到了山下。那一

天晚上我很开心，因为我挑战了自

己。

	 这个假期过得很快，我不但滑

得很开心。而且我学会了在困难面

前相信自己，我就一定能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