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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1 日，一年一度的“华夏之星文艺表演”北部分场在纽约州威
郡社区大学（Westchester	Community	College）	闪亮登场。悉心设计、靓
丽恢宏的震撼开场，立即引来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本次活动由总校文艺部主办，纽约中心分校承办，汇集了纽约中
心、大纽约、博根、北部和长岛等五所分校推荐的 14 个精彩节目。纽约
中心和大纽约两校合作的五十个小演员团队演出的现代舞《大饼卷一
切》和纽约中心分校的《卡路里》，裙袂摇曳，激情奔放；博根和大纽约
分校的双人舞《熏香（神剑韵）》、《蓝天绿草间》、《月之花语》窈窕秀美、
若仙若灵；《雨打芭蕉》、《Heart	of	Ocean》、《红绸舞》韵味十足、风情万
种……华夏各分校舞蹈课多由专业人士常年任教，孩子们的美学修养
由此起步，终身受益。
	 语言类乐器类节目，也是今年汇演的一大亮点。长途跋涉而来的
长岛分校带来了诗朗诵《我爱中国话》，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北部分校
的乐器演奏《钢琴、小提琴串烧》极具创意，演绎经典。纽约中心分校
自编自导的小品《声调歌》从把“大家好”误读成“打架好”引出中文的
四声有别、抑扬顿挫，诙谐幽默，妙语连珠，加上孩子们童稚未消，争抢
话筒，青涩可爱，让观众忍俊不已。乐器合奏《女儿情》融合民族于西洋，
贯通古今与现代。窈窕淑女弹古筝，洋装在身拉小提。小演员们装扮
幼稚清纯，配合默契，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演出在北部分校行云流水般的《个人自由体操》和大纽约分
校刚劲有力、浑然天成的武术表演中结束。每个小演员都得到了特别
设计的“2019 华夏之星”纪念章。
	 “华夏之星”是华夏中文学校的一个品牌活
动，有近 20 年历史。它不仅给学生们一个展示才
艺的机会，也是对各分校文艺类课程的考核，因而
一直受到华夏的学生、家长及指导教师的追捧。
本届活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和组织安
排，感谢各位义工的倾力奉献。敬请关注＂华夏
之星＂4 月 6 日（周六）中部汇演。				
																																											（华夏总校文艺部）

	 办学的最终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华夏
中文学校快乐地学习中文知识，领悟中国文化。我校的校委和老师根
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设定了阶段发展的目标。

学校的集资
	 资金是学校运营的动力之一，充足的财力可以组织孩子们的课外
活动，提高教师待遇，提供教学培训。我校在集资方面也有各种尝试。
由于没有经验，刚开始的努力是难忘的。比如专访当地各大商家和企
业，申请他们给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几乎是无功而返。我们也探索了当
地最大的一家医院集团，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学校。但在他们的网站上
只找到了接受捐款链接，没有相关的赠款信息。原来他们也是非营利
组织。
	 实际上学校最大的集资潜力来自我们学生家长，学校的社区。通
过跟家长和关心中文学校发展的中国社区联系，让他们了解到学校的
教学状况，资金现状和捐款的用途。他们体会到我们这些义工和无私
奉献的老师们的办学艰辛，学校收到捐款的数目大幅增加。
	 学校为了鼓励家长及社区资助学校，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定。
	 1. 定期向全体家长发出有学校 TAX	ID	的信息，方便家长完成捐
款步骤。鼓励家长从有 Match 的公司处捐款，这样学校就能收到双倍
的资助。
	 2. 第一时间把捐款收据送到捐款人的手上，感谢他们对学校的赞
助。
	 3. 多次强调赠款的用途：“我们的资金只用于老师培训，福利和孩
子教学活动。”
	 4. 鼓励家长来做义工，增强
主人意识，增加对学校的感情。
同时有些企事业还给义工小时
补贴，例如家长的一个小时义工
服务，学校就可以收入 10 美元。
	 5. 对于多年资助学校的公
司及个人，我校制作了纪念相
框，在春节联欢会上颁发奖励。

	 财政状况改善的同时，学校

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夏天野

餐，玉米地迷宫，远足爬山看老

鹰，	过山绳索，等等。

	 创建了多个微信群：滑雪网

球，子女教育，社区，给家长们提

李文斯顿分校 供稿

里海谷分校的社区平台建设  刘鲁粤

学校的社区平台建设

展示才能的机会，对他们自身的表
达，组织，	授课能力是一个提高，增
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来
上课的孩子跟小老师更容易互动，
学习兴趣有显著提高。
	 这些兴趣班的老师们又把所
收的学费全部捐给学校，这样学校
可以开展更多，更好的课内外活
动，竞赛。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扩大社区影响力，增加生源，形成
良性循环。

	 在 2018-2019 学 年，我 们 校

长陈韧刚又多了一项任务，整个学

年，每个上课周都在接待新生家

长，安排新生上课。学校招生人数

保持在每年递增 20% 的速度发展，	

让我们搭建更大的平台，让孩子们

学好中文，热爱中国文化，在我们

这个大家庭里，发挥自己最大的潜

能。

	 各种活动让孩子们一起游戏，
缩短了华人家庭的距离，增强了家
长主人翁感，为我们教育平台的搭
建奠定了基础。一些家长主动跟
学校推荐自己的孩子来学校当义
工老师，开设各种兴趣班（画画，手
工，戏剧，数学…）。	这个平台，一
方面给有特长的孩子提供了一个

教育平台的搭设

华夏群星璀璨，节目精彩纷呈
祝贺“2019 华夏之星 - 北部”汇报演出圆满成功

供了一个认识，互相交流的平台。	

加强了学校社区的建设，同时也扩

大了中文学校在整个里海谷华人圈

的影响，让更多的华人家庭通过各

种渠道，了解到在他们周围还有这

么好的一个华人学校，提供中文教

育和家长交流的场所。

我的房间
六年级  李融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们刚搬到新家的时候，我房
间的墙是白色的，空空的。后来爸
爸妈妈把墙涂成了我喜欢的粉红
色。我们又去挑了一张桌子，买了
一张漂亮的白色的床，	然后把以前
的一个书架从我们的旧房子搬过
来。一个月后我房间的家具就布置
好了。我又把我画的画和我做的手
工贴到墙上，把我的房间打扮得很
好看。
	 我的房间第一眼看上去有点
乱。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画片。屋
里有两个窗户，一个窗户上还贴着
一堆小贴画。我的桌子是最乱的，
上面放着我的电脑，还有一堆各种
各样的画笔。桌子上有三个铅笔盒，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快放不下了。
在桌子左边有一大堆书和纸。在桌
子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台灯。在桌子
右边，还有一个电动削铅笔机。除
了这些玩意，还有一堆其他东西，弄
得我的桌子好乱。有时候我为了在
桌子上写作业，就得稍微整理一下。
	 在我房间的最左边，有一个窗
户。靠着那个窗户就是我的床。床
是白色的，床头有一道美丽的花纹
刻在木头上，四个角还有四个美丽
的水晶球。在我的房间最里边的墙
角，有一个褐色的木头书架，书架上
摆了好多书。上面还摆着我的几张
照片和我得的奖。在我房间的最右
边是我的衣服架，里面放着各种各
样的衣服。衣架上面有一个平台，
放着我的枕头，还有我小时候的毯
子。
	 最靠门的墙上有一个暖气的出
风口。冬天的时候，我就喜欢呆在
那里取暖。冬天我的房间是最暖和
的，吹的暖风也是最大的。我特别
喜欢冬天的时候吹着暖洋洋的热风
写作业。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的房
间。当我待在里面的时候，我会感
到很舒服。每天从学校回来的时
候，我总是先到我的房间里休息一
会儿。虽然写作业的时候我的桌子
显得挺乱的，但那是我喜欢的样子。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小天地。

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七年级 蔡心悦
指导老师 方彩罗

	 “啪”！这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回
响。
	 就在几秒种之前，我还在好好
地滑着冰。	忽然，我的两只冰鞋卡
到了一起，我被绊倒了。这之后，一
切就像慢镜头一样。我慢慢地往脚
底下的冰面摔了下去。直到我的脸
快碰到冰上时，我才反应过来：如果
不用胳膊撑住，我就会伤到自己的
脸。但是，已经太晚了。我的下巴
直接撞到了冰上，一下子变得麻木
了。
	 我的教练很快地滑了过来。她
看了看我的下巴，就带我下了滑冰
场。我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下巴。再
看时，我发现手指已经被鲜血染红
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子
没有反应过来。这时，教练跟我说：

“Heather，你得缝针。”
	 哇，这是多么地讽刺！因为教
练刚刚说的话让我突然想起来，四
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在	Google	上查
看“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缝针”。我当
时还对自己说，“幸亏我不用缝针。”
	 现在好了……教练说我的伤口
并不大。她还说，可能需要缝针，但
很少几针就可以了。哈，说得对！
结果，我的下巴被缝了二十五针！
因为伤口虽然不大，但是却很深。
如果这也叫“很少几针”，那母猪也
会上树了。

辛苦的藏族人
七年级  姚姗姗
指导老师  方彩罗

	 今年夏天，妈妈、姐姐和我去中
国四川旅游。四川有很多漂亮的景
点，比如九寨沟、黄龙山、美丽的草
原，还有好几个少数民族区。但是
我最难忘的经历是去藏族人家做客
吃晚餐。
	 那天晚上，我们一下旅游车 ,	
一 位 藏 族 妇 女 一 边 说 着“tashi-
delek”（你好）一边向我们献上红色
的哈达。她就是这家的女主人。进
了她家的院子，她先教给我们几个
藏族人的礼仪：蘸一把茶水拍在手
和脸上，拜羊头骨然后转一下经筒。
女主人说，她的婆婆每天起早就转
这些经筒，	 这样会给全家带好运
来。
	 我从来不知道藏族人这么虔
诚。走廊里都是神的画，家里还有
一个专门拜神的房间。女主人带我
们参观到一个房间，并和每一个人

拍合影。作为纪念我们可以买了一
张照片，因为三分之二的钱会捐到
庙里。然后我们走进饭厅在长椅上
坐下来，猜想会有什么好吃的。桌
上有牦牛肉、蘑菇、青稞、羊肉、菜、
汤、奶茶和自家做的酒。我们一边
吃一边听女主人介绍藏族人的生活
习惯。藏族人的孩子结婚了以后，
父母可以每天在家不做事，因为婚
后的孩子会做全部的家务。藏族的
父母总让他们的孩子跑到外面去
玩，吃饭时间孩子就会自己跑回来。
我想即使我的妈妈爸爸让我出去玩
我也还是会留在家里，因为一个人
出去我会很害怕。最后我了解到藏
族人平时很辛苦。他们要烧饭，管
家畜和孩子，爬到高山上种菜，去医
院看病要开车十二个小时 ......
	 吃完饭以后，我们还见到了女
主人的家人。我们发现她七岁的男
孩把手摔伤了，所以每个礼拜都要
开车到医院去。女主人和她丈夫用
藏语为我们大家唱了歌，我和所有
人都很感动。临走的时候我们把所
有的照片都买下了。当女主人想给
我们找零钱的时候，我们告诉她把
零钱留给她需要看病的孩子。
	 在回旅馆的车上我就想，我从
来没料到一顿饭可以让我大开眼
界，学到这么多平时不知道的事情。

种萝卜的秘密
八年级 秦涵章
指导老师  李剑

	 从前，有两只兔子，名叫洋洋和
菲菲。两只小兔子在春天的时候，
都各种了一个萝卜。它们每天都来
看萝卜的生长情况，经常给萝卜浇
水、除草或者施肥。过了几个星期，
洋洋的萝卜已经长出了许多绿色的
叶子，又大又青葱。菲菲愁眉苦脸
地望着自己的萝卜，忍不住叹了一
口气，非常羡慕洋洋，因为它的萝卜
只长了一棵嫩嫩的小苗，风一吹就
摇晃。
	 到了秋天了，菲菲和洋洋的萝
卜要收成了。菲菲的萝卜叶子却还
是又小又脆弱，	但是它怎么拔也拔
不出来。“一，二，三！”菲菲终于花
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劲一拔，没想到
一个巨大的萝卜从地里飞了出来！
而洋洋这才看见虽然它的萝卜叶子
又大又茂盛，拔出来的萝卜却很小。
洋洋的耳朵一翘，脸红脖子粗地对
菲菲说：“你的萝卜怎么那么大？！
我的叶子又大又漂亮，为什么只长
出了这么一个小萝卜？！”
	 菲菲摸着自己的萝卜，轻声地
说：“但是埋在地里的萝卜才是最重
要的啊！虽然我的萝卜叶子很小，
可是我也没有放弃啊。漂亮的叶子
是很好，但能吃的是萝卜。”	洋洋垂
头丧气地低下了头。菲菲眯着眼睛
对洋洋说：“不要伤心，我来和你分
吧。”	洋洋虽然仍有点儿不服气，但
还是点了点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只是
羡慕别人，表面上的东西并没有比
埋在里面的东西更重要。如果一开
始看似不好，并不意味最后的失败；
不放弃，努力坚持下去，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中文 AP 班  邱志扬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提到中国，人们就会想起长城。
长城是中国最有名的古迹。游客们
会从世界各地去参观和爬长城。万
里长城成为了一个中国力量的象
征。人们常常会说“不到长城非好
汉”。长城是谁建的，和他们为什么
建的？下面我来讲一下长城的历
史。
	 长城是秦始皇建造的。秦始皇
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统一了中
国以后，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好处的
事情，也做了很多对人民不好的事
情。秦始皇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是
建了长城。长城本来是一些分开的
一段一段的城墙。秦始皇就建了新
的城墙，把这些一段一段的城墙连
接起来。建长城主要是为了不受北
方游牧民族的侵犯。最后建成了一
个巨大的建筑，从东部的辽宁虎山
开始，到西部的甘肃嘉峪关。它实
际的长度是一万三千英里。
	 秦始皇抓去建长城的人主要
是士兵和罪犯，但是他也强迫老百
姓去建长城。建长城的时候，死了
四十万人。有的是死于饥饿，劳累，
或鞭打致死。根据当时的情况，很
有可能将尸体埋在长城下或附近。
很有可能这些死去的人被埋在城墙
的里面。因为，由于繁重的施工工
作，工头为了赶任务，可能不会花时
间去埋葬。由于许多人在建造隔离
墙时死亡，因此获得了“地球上最
长的墓地”或“长墓地”的称号。秦
始皇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人
民不能正常的生活和种地。这是秦

朝被推翻了的原因之一。
	 我爬过两次长城。每次都是跟
一个夏令营去的。我爬的地方有很
多陡峭的楼梯。爬的时候我很害怕，
不敢往后面看。我怕往后看了，就
会摔下去。爬到上面以后往下面看，
视野很美。虽然很累，我会为自己
感到骄傲，很高兴。然后，爬下楼梯
的时候比爬上更可怕，抓着扶手下
楼。比往上爬更难，也觉得更有危
险。我爬完了长城以后，终于懂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句话了。真
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中国美食
中文 AP 班    李萱 

指导老师  窦泽和
	 中国菜现在很流行。人们到处
都可以找到卖中国菜的餐馆，特别
是美国。但是，美国	“中国菜”	根本
比不上真正的中国菜。从麻辣的川
菜到更鲜美的粤菜，中国菜有各种
不同的口味儿，各种不同的特点。
最基本的中国菜有粤菜、川菜、鲁菜
和苏菜。
	 粤菜比较喜欢用蒸或炖的方法
来做菜，口味儿比四川菜稍微清淡
一点，不过他们也常常用辣椒豆豉
来提味儿。粤菜的食材取材比较广
泛，有一个笑话说他们可以把任何
动物都做成菜。很多美国人也爱上
了这种新鲜的味道，	所以在这里经
常可以看到做粤菜的餐馆。当然，
他们通常都会把菜改一改，让美国
人更容易接受。
	 川菜也很受人们的欢迎，主要
特点是辣，而且常常是麻辣。他们
最有名的菜是麻婆豆腐、宫保鸡丁、
担担面等等。川菜的麻辣味儿受到
许多人的喜爱，但是对我来说，我还
是吃不下。在美国也有很多做川菜
的中国餐馆。这也是我印象最深的
中国菜，因为我的母亲是从贵州来
的。贵州菜跟四川菜很接近。我回
中国时，我的亲戚带我和我的家人
去餐馆吃贵州菜。我不太习惯那些
辣的菜。但我很喜欢烧鹅，做法更
像粤菜，味道比鸭子要更鲜一点。
	 山东的菜就是鲁菜。这种菜更
香脆，比较咸。山东人重视吃海鲜，
因为这个省的位置离海很近。鲁菜
最喜欢的炒菜方法就是爆，他们会
用很大的火来炒菜。这个方法可以
防止水份从菜中渗出，所以能够保
持味道。
	 我在春节时吃过鲁菜，不过我
去的餐馆是在美国，所以他们的菜
没有正宗的菜好吃。这个餐馆主要
卖的菜就是粤菜和鲁菜。我觉得这
个餐馆的菜挺一般的。他们卖的的
鲁菜就有一些牡蛎、虾，还有一种油
炸的猪肉。海鲜的味道很一般，我
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而且他
们的肉太油了。我不喜欢他们做肉
的方法。我更喜欢瘦肉，而且我喜
欢更新鲜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正
宗的鲁菜肯定会更好吃，做的肉肯
定更有味道。
	 最后一个中国菜种类就是苏
菜。苏菜也可以被叫成淮扬菜，包
括南京、苏州和无锡菜。苏菜重视
用食物来做一些清淡且甜的菜。他
们也跟鲁菜一样很喜欢用海鲜来做
菜，但苏菜更喜欢用烟熏来做菜。
一些最有名的苏菜有狮子头、蟹黄
汤包、皮蛋瘦肉粥和千层蛋糕。我
自己没有尝过很多苏菜，但是我觉
得蟹黄汤包的味道肯定很鲜美，我
一定会喜欢的。
	 这就是中国主要的菜系，每一
种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么一说，
人们是不可能在中国找不到爱吃的
食物的。毕竟这么多种类，总能找
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口味儿。看来，
中国人知道“民以食为天”，所以把
菜做的能让各种各样的人来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