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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孩子真的不容易。一方

面在家里被“虎妈”哄着逼着要拿

好成绩，上好大学；另一方面，虽

然一流大学里遍地都是华裔，个个

考试成绩骄人，但成年后却无力担

任各行各业的领袖，堪称为“虎妈”

家里制造的剪纸老虎。外族对华裔

的刻板印象也是千人一面，刻苦而

沉默，对社会社区不关注，只知道

埋头赚钱，因此最多只能当高级劳

工。

	 大西洋华夏中文学校的高中

生们不希望自己落入纸老虎陷阱。

为了培养公益心、锻炼和造就社会

领导能力、激发课外文体项目情

趣，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成立了中

文学校的第一个俱乐部，还起了一

个响当当的名字，就叫“活老虎俱

乐部”。他们对自己的期望是，不仅

学业好，而且身心灵都能全面发

展；不仅自己成功，而且要带领社

会共同前进。多美好的景愿啊！

	 在过去的一年里，同学们确实

努力向这个目标进取。首先，他们

在专业人士的辅导下，找到自己的

“Brand”，认识到自己的个性及其

长短处，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学习

过程中扬长避短，建造一个良好的

“自己”。对华裔孩子而言，找到准

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决定他们是

否能够树立自信自尊、心智健康成

长的关键。通过Branding，他们对自

己的体貌、性格和家庭环境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增强了抵抗学校中欺

凌行为的能力。第二，作为华裔，他

们变得喜欢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且

愿意向其他族裔介绍中华文化的

基本知识。他们利用春节联欢会的

机会系统地向外族居民们介绍和

演示了各种中华文化项目，包括春

节、红包、旗袍、舞狮、对联、剪纸、

刺绣、饺子、珠算、围棋等等。第三，

俱乐部参加和组织了社区关爱志

愿和联谊活动。他们去了老人日托

所服务，参加了反暴力行走，组织

了“增进理解，共建美好社区”与大

学生的文化交流活动。第四，大多

学生都积极投入到课外文体活动

中，参加各种高中校队，为学校争

荣誉。今年班上有7人参加了校游

泳队。刘梦华还带领他的校队勇得

新泽西州冠军。这些学生用强健的

体魄向社会宣告，我们是心身灵全

面发展的活老虎。

	 “出界!”	Andrew兴奋得说，第

一局居然一眨眼2-6	就输给他。在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几个

比我年龄差四五岁的小孩骑着自行

车到我们旁边的球场打球。这场景

不得不让我想起我当年刚刚开始学

网球的“英姿”。	

	 记得那是四年前的一个周六，

我妈妈告诉我她想让我周末去学一

门体育，因为我很缺乏运动。我看了

看社区有的课，大多数我都不是特

别感兴趣，当我准备和妈妈说我什

么都不想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门

网球课。当时我是一个网球王子的

忠实漫迷，于是我和妈妈说我想参

加社区的网球课。刚刚开始学的时

候我觉得特别难，因为在球场上一

定要用小碎步来移动，而且正拍和

反拍需要很多的技巧，但是我从来

也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每一次打

球我都感觉有一些进步。

	 不知不觉已经四年过去了，我

现在的球技和刚开始学的时候简直

是无法相比，而且在去年的高中赛

季时，我获得了最快进步球员的奖

项和第一份正式队员奖状。几年来

我为网球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都是

值得的，但是我不可以以现在的成

就而原地踏步。我今年的目标是成

为校队的二号主力，而且我的球技

一定要可以和Andrew可以平起平

坐。虽然这个赛季我打得不是特别

的好，但是我站在球场上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非常快乐！

	 网球已经不是我当年练着玩的

游戏了，它是我终生的伙伴，	我终

生的爱好。校队最后一年我一定会

珍惜它的每一分每一秒。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

化之一。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有很久的历史，有56个民族，最大的

是汉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今年春节我们中文班用实物和PPT

向社区介绍了中国文化。经过一个

月的准备，我们终于到了表演的那

一天。	大家在大西洋城艺术剧院集

合。当天有很多外国人来看我们的

演示。

	 第一个表演的是春节红包。红

包是一个红色的信封，上面写着一

个幸运短语比如‘恭喜发财’	或	‘大

利大吉’	。红色代表活力，幸福，和

幸运。红包里装了压岁钱；钱的数量

不一样。家里的长辈给自己的孩子

多一点。此外，雇员和朋友的孩子也

要给小的红包。大家都喜欢收到红

包，特别是小孩。

	 接下来，我们介绍了中国旗袍。	

旗袍通常是在过年的时候穿。有各

种颜色：白，红，蓝，绿，紫，和	黄。古

代时候的衣服花式很多，也有很多

的层次。可是现在的旗袍有点儿变

化	。它的袖子和长度变短了，	衣领

弄长了点儿，总的来说，变得更性

感。我们在春节的时候穿上它庆祝

新年。

	 下一个演示的是对联和剪纸。

对联历史很久，在汉朝就出现。它们

既是装饰品又帮助语言的学习。有

三种对联：春联，门厅联，圆柱联。春

联是用来祝福。门厅联是一对长轴

挂在每家的主厅。圆柱联是刻在一

根木圆柱上或者是贴在上面。我们

还讲到剪纸。剪纸是中国最受欢迎

的手工艺。它不但是一种艺术，也用

来祝福好运气和希望。。剪纸从公元

六世纪开始得到普及，主要用于仪

式和装饰。它常常是红色的，有很多

不同的有趣的花样，例如花，动物，

和黄道带。

	 我们也示范了中国文化中会动

的舞狮。狮子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

吉祥动物。这种舞需要两只狮子服

饰。每只狮子里有两个人，一人举着

狮头，一人当狮尾。舞狮只有在重大

活动像春节才表演。表演时会有鼓

声，钹，锣，和音乐。它们会跳来跳去

演示武术动作。舞狮是一个难以掌

握的舞，可是没了这台舞就会没了

春节的心情。

	 大家最喜欢的是食物。春节时

要吃饺子，鱼，春卷，年糕，和火锅。

饺子的形状像中国银两，代表财

富跟宝藏。鱼表示祝福和	‘年年有

余’。吃春卷是说一个新的开始。中

国人用米粉做成年糕，可以油炸，蒸

熟，煸炒，或煮沸，每个做法都非常

好吃。它代表更多钱。过年时还要吃

火锅，里面有各种好吃的菜肉，表示

幸福满满。

	 那一天，我们的表演很成功。我

们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孩子们，通过

介绍中国文化里许多有趣的东西，

和观众一起学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

文化。

	 今年，我的高中游泳队获得了

新泽西州冠军！我很自豪因为我

在其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这

个赛季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会不

错，但对是否能拿到冠军心里不

确定。去年我们几个主力今年都进

步了一大截。我们还说服外校一个

朋友，让他搬家进来我们社区，因

此又增加了一个猛人。从一开始我

们就盯住了州冠军的位置。虽然

潜力很大，我们仍不敢不努力。每

一个队友，不管他们在比赛里参加

多少，都是一个礼拜六天每天三个

小时努力地训练。这是成功的第一

步。

	 第二步是建造团队合作精神。

在常规赛时，我们有十五场比赛。

有时对手很弱，对我们没有任何挑

战，很容易让我们感到乏味。这时

候我们就互相打气，彼此挑战。我

们挑战看谁能更多地打破校记录。

这个挑战让我们血液沸腾，第一场

比赛的第一个项目就破了校记录。

从那一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场比

赛，我们几乎是每场都要破纪录。

纪录牌上的二十二个项目（我们游

短池，每项有米和码两种纪录）被

我们破了二十一个。我自己就有四

项个人六项接力纪录，而且每项都

破了几次，加起来差不多破了近

二十次纪录。

	 第三是在关键比赛时拼命。在

常规赛中有一个对手非常厉害，

十三年来连续打败我们，是我们地

区的霸主，是我们夺冠的第一个障

碍。为了结束他们的连胜，我们真

是拼了。首先是我在第一个项目混

合接力中游第四棒自由泳，在落后

情况下猛追反超对手，不仅赢了，

还打破了校记录。接着是我们的新

队友在二百码自由泳中拼掉了地

区冠军，也为我们拿了另外一个校

记录。从此我们就一直疯狂到最

后，大比分的赢了他们。

	 最后一次挑战就是季后赛的

决赛。谁赢这场就会当新泽西的冠

军。我们的对手是北泽西的强队，

也是去年的冠军。他们要保住霸主

地位，我们要把他们打下去，你想

那是多激烈的比赛吧。共有十一个

项目，八项个人，三项接力，每人最

多游两项单人和两项接力。每项双

方各占三条泳道，第一名六分，第

二名四分，三名三分，四名二分，五

名一分，六名零分。所以要赢得比

赛不仅要拿到第一，后面的名次是

纵深分，也很重要。比赛的第一项

是二百码混合泳接力，我是最后一

棒。前三棒我们咬住了，没有落下

多少，我玩命划水，帮我们赢了第

一项。我个人第二项是五十码自由

泳，是比赛的第四个项目。到这时

我们稍微领先。我又赢了这个项

目，把差距拉大了一些。等到我第

三项一百码自由泳时，我们就领先

很多了。在上一个项目我们拿了第

一、二、三名，所以获得了很多分。

到我的时候，我赢了第一，我的队

友拿了第二，对方就大势已去了。

我的第四项比赛是第八个项目，

二百码自由泳接力。我们很轻松就

赢了。之后我只能看着我的队友们

发挥了。站在池边，大声喊叫，汗

水、心血、和眼泪混合在一起。经过

一年来一天又一天的艰苦训练，我

们终于举起了那个奖杯。

“活老虎俱乐部”      刘伟

勇夺新泽西州游泳冠军      刘梦华 (Justin L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