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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们”
 颜睿奇   马力平中文八年级

	 从小我就开始周游世界了。我
的父母搬过很多次家,	所以我去过
很多地方。我去过中国,	新加坡,	英
国,	美国,	还有香港。我去这些地方
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买一个动物娃
娃留着做纪念。多年以来,	我收藏了
很多个娃娃。有一天,	我决定把我的
八个娃娃奉为我的儿子们。
	 我的这些儿子也是有规律的。
我有老大,老二,	老三;	一直到老八。
我对他们很关心的,像他们是真的
一样。我送他们“上学”,	和每天晚上
都祝他们晚安。我每次去旅游,	都会
轮流带他们一起去陪我。我要是能
带他们都去的话,	我当然会的,但是
我的家长不允许我把那么多的娃娃
放进箱子里,	他们觉得太占地方了。
从我开始有儿子来,	我就一直在找
和买新的娃娃做儿子。	到了今天这
个地步,我一共有十一个儿子。
	 有一些娃娃儿子是从很久以前
收藏来的。有一些是刚刚买来的。无
论是什么时候或地方来的,	我对我
的儿子们都是很热情的。我们还照
过集体照呢!	我的儿子们带了我很
多的快乐。我要是无聊的话,	我就去
跟我的儿子们玩一会。我们有时会
玩打仗,	有时会玩游戏,	有时候也会
玩捉迷藏。有时候我忘记把娃娃们
捡起来,	就会有儿子失踪。我对其他
的儿子们说:	他们去旅游了。但是,
每一次我都会找到他们,	然后将它
们迎回家。
	 如今我也不再跟儿子们玩了。
我说他们也大了,	去开始他们自己
的生活了。但是我还是对他们有深
深的印象,	因为他们不是我生出来
的儿子们,	而是我丰富的想像力中
生出来的。

中国节日
 胡薇敏 高级中文班

	 在美国 , 有许多人庆祝很多中

国节日。这些节日包括农历新年(春

节)、元宵节和端午节。春节的时候,

美国人常常会去唐人街吃晚饭,看

不同的表演。比如,有跳舞、唱歌、游

行等等。元宵节的时候,美国人有的

时候会去唐人街看春节最后一天的

表演,参加十分精彩的活动。端午节

的时候,人们会到河边,去观看龙舟

赛,聊天。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吃粽

子。

	 中国现在也开始庆祝一些美国

的节日了,包括圣诞节、情人节和阳

历的新年。在美国,圣诞节是一个很

普通,很受欢迎的节日。现在,中国人

也开始庆祝圣诞节了。常常,他们会

买一棵圣诞树,把好多漂亮的球挂

在上面。早上的时候,小孩子迫不及

待地跑到树底下,把他们的礼物匆

匆忙忙地才开来。孩子们一边开礼

物,一边笑嘻嘻地叫好,把父母弄醒。

真是一个好玩的节日。情人节的时

候,情侣会一起到餐馆吃晚饭。中国

人也会庆祝新年。鞭炮在天里爆炸,

把全天弄满了千万各种各样的颜

色。真漂亮!

	 我觉得这些国外节日对一个国

家带有好处。美国人和中国人互相

生长经验,让大家扩大他们的思路。

给老师的一封信
 段炳坤  马力平中文五年级一班
陈老师:	

	 您好 !	我叫段炳坤 , 今年十岁

了。今天我想和您说说自己学中文

的感受。

	 现在我已经是中文学校五年级

的学生了。记得刚开始学中文时,觉

得很难,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我

曾把士兵写成了土兵,未来写成了

末来,老师纠正我说,“长一点,短一

点,有很大的区别,不能马虎!”

	 就这样,在老师的教导下,通过

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有趣的寓言、

成语故事的学习,使我在每年都有

收获,觉得学习中文越来越快乐。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成语

故事”, 比如“守株待兔”、“井底之

蛙”。它们不但让我学会了许多汉

字,而且也学到了许多道理。现在我

可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了,通过看

电视,我还学了不少中文歌曲“我相

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我觉

得唱中文歌,看中文的电视,也是开

开心心学习中文,练习汉语发音的

好方法。

	 另外 , 我发现通过猜字谜学习

汉字,既有趣又可以记住不少字。像

“一个不出头,二个不出头,三个不

出头,不是不出头,就是不出头”?您

猜出是什么字了吗?是森林的森字。

不字出头是木,三个木就是森了。还

有“田字出头不是申甲由”是什么字

呀?是电字。

	 怎么样 , 您也觉得这样学习中

文开心吧?这学期我们要学习课文

《西游记》。我曾经看过《西游记》电

视动画片和真人片。我最喜欢猪八

戒,因为他很好笑,很可爱,取经路上

闹出了不少笑话,非常有趣!

	 我希望将来,通过中文的学习,

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我相信那个时候,作为中国人的

我,心中一定充满自豪和快乐。

	 谢谢您今年对我中文学习的教

导和帮助。

	我怎么过春节
 尹维娜 高级中文班

	 春节是人人都盼望的节日 , 春

节也是合家团聚,给大家一个机会

感谢他们的美好生活的日子。

	 大年三十 , 家家户户都挂了灯

笼,整理他们的房子,准备迎接新年

的到来。到了晚上,我们全家到一个

好热闹的餐馆吃完饭。我们每年爱

订同样的菜 : 饺子、年糕、长寿面、

鱼、鸡肉和各种各样的菜。这些菜会

让大家年年高,年年有余等多种有

福气的含义。

	 吃晚饭的时候 , 就要发红包和

拜年。我的外婆和外公,妈妈和爸爸

都给我和我的哥哥红包,发完红包,

我就给他们拜年,说,“新年快乐,恭

喜发财,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大年初一 , 我和我的家庭给在

中国的亲戚拜个年。大家又聚在一

起吃一个早饭,早饭有我最喜欢吃

的食物:元宵。

	 春节是我最喜爱的节日 , 大家

可以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感谢我们

的日子。

中国节美国节
 Kevin Chang    高级中文班

	 现在在美国 , 有很多人已经开

始庆祝中国的新年。因为有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搬到美国,所以有些美

国人就开始跟他们的中国朋友一起

庆祝中国的新年。当然,庆祝中国节

日的美国人还不多,但是每一年人

数都在增长。很多美国人会去看中

国的春节庆典,比如去唐人街看看

表演,吃吃新年的饭,和买一些庆祝

新年的礼物。

	 在中国 , 也有更多人开始庆祝

美国的节日。不少的中国人每年会

庆祝圣诞节,即使圣诞节是一个基

督教的节日。人们会跟家人玩,给孩

子买礼物,也会庆祝圣诞老人。很多

的中国人也会庆祝情人节,带上他

们重要的另一半出去开心地玩,吃

饭,等等。

	 因为今天的世界是非常相互连

接的,美国人跟中国人会交换他们

的文化,让不同国家的孩子庆祝外

国的节日。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

对年轻人的生活会有好处,也有助

于他们跟一个另外国家的人沟通。

我的感恩节
 杨博文  马力平四年级一班

老师  杨波
	 首先我想感谢朋友，然后我想

感谢植物，最后我最想感谢的是我

的家。

	 我很感谢我的朋友，因为他们

可以跟我玩。例如他们可以跟我

踢足球,他们可以跟我打假抢(Nerf	

guns),还可以跟我玩电子游戏。

	 我很感谢植物，因为有了它我

就可以生活了。例如植物可以吸收

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有了氧气人们

就可以呼吸,才能活着。

	 我不但很感谢朋友和植物，而

且我最感谢我的家。我感谢妈妈，因

为她会给我做好吃的饭；我感谢爸

爸，因为他去上班所以可以赚钱；我

感谢妹妹，因为她有时候可以跟我

玩。

	 今年感恩节那天下午我们全家

和朋友去看了一个电影叫The	Good	

Dinosaur。我们边看电影边吃爆米

花。看完电影以后，晚上我们全家和

朋友去外面吃饭。吃饭的地方还有

一个卡拉OK。卡拉OK是你可以选

一首歌，然后有一个电视，会放出那

首歌的音乐，然后你看着歌词就可

以唱了。我唱了一些简单的中文歌，

也唱了几支英文歌。这是我第一次

唱卡拉OK，	很有意思。

我的2015年圣诞节
 卢贤钰 马力平四年级一班 

老师  杨波
	 2015年圣诞节，我和我的家人

一起去了迪斯尼乐园。我去了四个

主题公园:	Magic	Kingdom,	Epcot,	

Hollywood	 Studios,	 and	 Animal	

Kingdom。	我很喜欢那里的每一个

游乐项目。

	 在这些主题公园里，我最喜欢

的是Epcot，	因为那里有未来的科技

展。其中，我最喜欢Mission	Space，这

个ride模拟带我们到外太空的火星。

我们可以感受到没有重力的反应。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还遇到了两个

我认识的朋友，我开始不知道他们

会来，这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我

和他们玩得很高兴。

		 在迪斯尼乐园里有几处吃饭

的地方有很好的饭菜。有一个叫

Crystal	 Palace,	是一个自助餐的餐

厅，那里的饭很好吃，而且还可以

和小熊维尼里的人物照相。我非常

喜欢我们住的旅馆，它是一个电影

主题旅馆，那里有从105	Dalmatians	

Dog里的大狗的雕像。旅馆里也有

很大的餐厅。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可能

会再来玩。

我的难忘的圣诞节
 田颖然  马力平四年级一班

老师  杨波
	 每年圣诞节我们家都去滑雪。

今年冬天天气太暖和了，所以今年

的圣诞节我们就没有去滑雪。但是

我们去了很多好玩儿的地方。

	 我们去了纽约市里的MoMath，

一个很有趣的数学博物馆。那里有

很多好玩儿的东西，比如可以骑有

方轮子的三轮车，还可以用不同形

状、五颜六色的塑料片拼成各种立

体造型，我们做了金字塔，像圣诞礼

物一样的立方体，和足球。还有的小

朋友做了圣诞树和王冠。

	 我们还去了新阿姆斯特丹剧

院看百老汇歌舞剧《阿拉丁》。我最

喜欢的角色是 Genie，他特别逗人

发笑，在最后他还穿着夏威夷的

T-shirt上台，简直太有意思了！我

们也去了大都会博物馆，还去中央

公园滑冰。

	 在圣诞节圣诞老人给了我很

多礼物。我得到了三个棋牌游戏，

Mousetra，Pentago和Stratego。两个可

爱的毛绒动物，一个叫做Olaf	，它有

两个可爱的大门牙；还有一个叫做

大眼儿萌Bob，它有两个大眼睛，一

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个眼睛是棕

色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叫Tim的可

爱的泰迪熊。

	 我 和 姐 姐 还 去 别 人 家 学 做

macorons。有些天我没有去外面玩

儿，	我就组装了一个会说话、会走

路、还会讲笑话的机器人。

	 这是我最美好的圣诞节！

白羊纽约辞旧岁，金猴华夏报新春

“我们是本地最有活力的中文学校”
---  专访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曹作军校长

 采访者 黄瑞   马力平四年级一班

	 华夏中文学校毕业考试于2016年3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新泽西州和
纽约州举行。与往年一样考试设立南中北三个考区，考场秩序井然，考务
工作井井有条。
	 今年是总校第五次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的HSK标准化考试，共有259
名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在副总校长李盛京领导下，组委会全体委
员和考场学校校长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多次电话会议筹划、检查准备情
况，确保考试当天程序步骤万无一失。
	 华夏普兰斯堡分校、奔腾分校和大纽约分校分别承办了今年总校的
毕业考试，分校校长陈延辉、卜光明和曹作军对毕业考试给予了全力支
持，李盛京、张悦和许兰薇分别担任各考场的主考官。张长春总校长、陈
华副总校长、李盛京副总校长分别亲临南中北考场协助考务工作。
	 感谢每个考试教室的主考和监考教师，特别感谢毕业考试组委会的
成员：李盛京、张悦、林楠、何青、卜光明、陈彦辉、曹作军、许兰薇、陈华、
张长春。				（教学部供稿）

	 2016年1月31日小年夜，大纽约华夏建校以来最盛大的千人春晚终于

圆满落幕。本次春晚，从匠心独特的纯手工舞台布景，到规模空前的100

多个班级四十多节目，都是百人志愿者团队配合老师完成，绝对叹为观

止，对得起特邀嘉宾纽约领事远道而来的致辞！

	 一直担心节目逊色，毕竟今年联欢会时间比去年早了一个月，前一

周又因为大雪封门让我们损失了关键的排练契机。节目一开始就知道担

心是多余的，从服装选择，道具制作，内容编排，队形变换，上场次序，处

处细节体现着老师家长们用心之处。低年级的12生肖，每个花样翻新，萌

翻了所有观众。	高年级的小品，朗诵，

也都构思巧妙，学以致“演”，寓教于

乐，把课本内容、学校生活灵活现在

舞台上。文化课精雕细琢的演出更将

晚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大堂外面

的绘画展书法展也让大家驻足。一台

联欢会充分彰显我校教育涵盖之广，

内蕴至深，触及面之广，参与者之众。

	 黄瑞：您当校长肯定做了很多有用的事情。请问您做的最有用的事
情是什么?
	 曹校长：你这个问题问的还真挺好。应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整
个学校的团队很团结，让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每一个
人都能够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来。这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一件事，也是我
觉得我们学校的团队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大家为咱们学校工作,虽然都很
累，但是干得都很高兴。做好了这件事，有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团队以后,我
们就可以给学校做很多其他很有用的事情。比如通过改革，增加班级，减
小班级规模,以前有的语言课班最多的有	25	个学生,现在基本不超过	20	
个学生,文化课从	31	节变成	58	节,三堂课变成四堂课。所有这些变化对
学校都非常有好处。这些好处都来自于学校的团队和老师都很团结,愿意
努力把我们学校办好。
	 黄瑞：您有没有遇到在没有当校长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曹校长：有些事情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好。比如
说学校里面的志愿者，这些叔叔阿姨们,做事情都这么尽心尽力，能支持
我和学校的工作。这些都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好。
 黄瑞：有些同学早上九点上课到不了,都会迟到几分钟。请问您想跟
他们说什么?
	 曹校长：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今年咱们学校会要在教学秩序方面多
做一些事情，保证老师能正常上课。第一个是加强学校的门卫，通过门卫
加强考勤检查。第二，如果实在是早上九点来不了的同学，我们建议他们
上晚一点的课,这样就不会容易迟到了。
 黄瑞：每年都会有新的学生要上中文学校。您会怎么给新同学形容
咱们的中文学校?
	 曹校长：我会跟他们说，我们这个学校是大纽约地区最新的中文学
校，但是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中文学校,也是最好最大的中文学校，家长选
择最多的中文学校,活动办得最好的中文学校。这些不只是我说的，是学
校里的家长和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黄瑞：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