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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中文学校康州分校成立于2005年，位于Connecticut州Danbury

市。作为华夏的一员，我校办学宗旨是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多

元文化交流。学校教学以中文教育为主，从学前班至八年级使用暨南中

文和马立平教材。另有作为第二语言的中文课（CSL），成人中文课，以及

辅助文化课：绘画，手工，舞蹈，象棋，Scratch计算机编程等。我们在教学

中使用简体中文和汉语拼音。学校现有学生80名，小班教学是我们的一

大特色。教学以外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各式活动，如“春节晚会”，“演讲比

赛”，“查字典比赛”等。同时我校也为学生提供社区服务机会，帮助学生

锻炼组织和领导能力，以更好的适应未来的挑战。

给爷爷的一封信
 康州分校四年级 季翔    

指导老师： 尹慧
亲爱的爷爷：
	 您好！
	 我有一年多没见到您和奶奶
了，我很想念你们。我现在去了一所
新的中文学习上课，上课时间是每
周六下午。今天我要用中文给您写
一封信。让您看看我的中文水平是
不是有了很大提高。
	 现在，我们这儿正是秋天，天越
来越冷了。你们那儿天凉了吗？要
多穿衣服了。爷爷奶奶，我和爸爸妈
妈都很想念你们，希望早点放假我
能很快见到你们。
	 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孙儿		翔翔
	

写给爷爷的信
 康州分校四年级Irene 余

指导老师： 尹慧
亲爱的爷爷：
	 您好！
	 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的数学考试拿了一百分。这几天
我在学校学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历史
知识.他们吃玉米和别的农作物，他
们打猎，比如鹿、熊、和兔子。他们住
在帐蓬里，帐蓬是用木架和鹿皮包
围着建成的。它可以移动搬到其他
地方。印第安人用贝壳当作钱来交
换物品中；他们用木头和锋利的石
头做成各种武器；他们还用皮毛做
衣服穿，另外，他们还会制作各种首
饰打扮自己。印第安人生活在不同
的部落，讲不同的语言，他们通过打
鼓发出不同的信号来进行交流，很
有意思吧。
	 我现在每天都很忙，除了上学，
周末我还要上游泳课和去中文学校
学习中文。我会经常跟您联络，告诉
您我的学习情况。
	 祝爷爷身体好！
																										孙女		秉谦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给爸爸的一封信
 华夏康州分校四年级Julia 赵     

指导老师： 尹慧
亲爱的爸爸：
	 	您好！
	 我很想念您。您在北京工作生
活的好吗？您都到哪里玩了？去爬
长城了吗？记得去年我回北京时去
爬长城了。我用了四个多小时才上
去，我很喜欢爬上高高的城楼，爬过
那些古老的石阶，窄窄的只有一人
宽的通道。有的地方真的很难爬。最
后我是坐缆车回到长城脚下。
	 爸爸快回来吧，我很想要一件
漂亮的万圣节服装，记得给我挑一
件。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要糖
了！

女儿		丫丫
二O一五年十月三日

游泳
 华夏康州分校四年级 尹显龙   

指导老师： 尹慧
	 我很喜欢游泳。每个星期六去
中文学校上课之前我都要去参加游
泳训练。
	 每次游泳训练前，我们都要先
热身，然后按教练的要求练习自由
泳、仰泳、蛙泳和碟泳。今天教练让
我们第五道和第六道的做了 8X50
米自由泳比赛，我们第六道赢了，太
高兴了。虽然游泳训练很累但我喜
欢。

跟妈妈买东西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余天姮     

指导老师： 聂型铁
	 快开学了！今年我在中文学校
上五年级，在英文学校上四年级。
	 今天我和妈妈去 Costco 买东
西。我们买了水果、菜和肉。我和妈
妈还给姐姐买了一双鞋。我们想姐
姐一定会喜欢，因为鞋的颜色很漂
亮，是粉色的。
	 快离开时，我看见一个漂亮的
书包。我问妈妈“你可以给我买这个
书包吗？”	妈妈说“好呀！”	妈妈
买了两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买
两个。就问妈妈：“为什么你买了两
个？”	妈妈说“因为我想看看你姐
姐喜欢不喜欢。”	“好吧。”	我跟妈妈
说，“这个书包多好看啊，我喜欢这

个蓝色。”
	 跟妈妈一起买东西真是好开
心!

下雪啦！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欧阳维羲 

指导老师：聂型铁
	 “下雪啦，下雪啦！”	妹妹望着
窗外的雪花，兴奋地跳起来了。窗外
下着鹅毛大雪，白茫茫的一片。像是
给草地、大树披上了一件白大衣，真
是一个美丽洁白的童话世界。
	 等到下午，雪停了。妈妈给我们
穿好滑雪服，戴上棉帽，围上围巾，
我们出去玩雪啰！外面的雪好深
啊！我们在雪地里奔跑，欢笑，打滚
儿。调皮的妹妹扑倒在雪地上，用舌
头舔雪呢！我们滚雪球，堆雪人儿，
打雪仗，玩得可开心了！大雪给小
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妈妈说“瑞雪兆丰年”。	大雪还
预示着来年庄稼的丰收，我爱下雪
天！

买东西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于佳音    

指导老师：聂型铁
	 前几天，我和妈妈，还有妹妹去
Costco买东西。Costco有各种各样
的商品：家俱、衣服、工具，还有许多
好吃的食物。我们买了面条、饼干、
豆粥，也买了我喜欢的芒果干。我们
买的东西的包装上都印了一行字：
美国制造。买完东西以后，我们在
Costco里吃了午饭。我和妈妈吃了
pizza。我的pizza上只有奶酪和妈妈
的pizza上有青椒、肉和奶酪。妹妹吃
了热狗。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回家了。

买文具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刘劢劢     

指导老师：聂型铁
	 	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和妈妈爸
爸去BJ’s买东西。BJ’s的东西真多！
	 有吃的还有穿的。我买了果汁、
水、米，还买了酸奶。我看见一个
Xbox的游戏。我对妈妈说：“我可以
买这个游戏吗？”妈妈回答说：“你
很喜欢的话，你就可以买。”		
	 在那里我还碰到了一个朋友。
我和他打招呼说：“商店里的许多东
西都是中国制造的。”

去田子坊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唐睿秋     

指导老师：聂型铁
	 今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上
海。在上海，我和妈妈去了田子坊。
	 田子坊是上海的一个非常有名
的旅游景点，外国游客都很喜欢去，
因为那里有许多具有中国传统特色
的小玩意儿，像漂亮的书包、围巾、
剪纸、笔、伞和头饰。
	 在田子坊，我看到很多东西上
面有一行小小的字“中国制造”。妈
妈告诉我，这些东西全部是我们中
国人制造的，其中有很多都出口到
全世界各地。我为我们中国人的勤
劳和智慧感到自豪。在那里，我最喜
欢的是各种各样的笔和书包，我找
到了一个很好看的蓝颜色的书包，
包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我对妈
妈说“这个书包的颜色多好看啊！”		
因为我喜欢，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
买好包我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买文具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高安杰   

指导老师：聂型铁
	 再过几天就开学了，我的新书
包里还缺少一些文具。
	 前天，妈妈、哥哥和我一起去文
具店买文具。文具店里有很多人，大
部份都是学生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都在挑选他们要的文具。我看见了
很多有趣的小文具。有兔子头的笔，
各种各样的卡通图案的本子和夹
子。架子上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文
具。我都不知道选什么了!	最后，我
买了一些铅笔和三本红色的本子。
	 去付钱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又
大又漂亮的蓝色夹子。我很喜欢，
我问妈妈“你可以给我买那个夹子
吗？”妈妈说	“可以呀，但是你要自
己付钱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清单上。”	
我回答“好吧。”我和妈妈付了钱，就
高高兴兴地抱着我的新夹子，走出
文具店。

超巿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王佳佳

指导老师：聂型铁
	 有一天我和妈妈去超市买爸爸
的生日蛋糕。看到超巿里有文具、冰
淇淋，还有很多吃的。我们想亲手做
给爸色巧克力蛋糕。在超市里我买
了做蛋糕的奶油，有白色的还有蓝
色的。我挑了巧克力的口味的蛋糕
粉和香草的奶油。我们付完钱高高
兴兴的离开超市。等我们一回到家
就开始做爸爸的生日蛋糕。

去买东西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肖俊镁

指导老师：聂型铁
	 今天我和我全家去Woodbury
的购物中心玩。
	 我们去拿一个地图，因为我们
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还有到哪
里。我们先去Sperry，然后我们就去
North	Face。我买了一件衣服，有许
多颜色。我很喜欢蓝色的。还买了一
个书包。因为我们都很饿，我们去吃
东西。我们去麦当劳吃。买了鸡块、
炸薯条还买了两个Big	Macs。吃饱以
后我们又去了Burberry。在Burberry
买完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去Nike看
鞋子。因为这些鞋太贵了，我们没有
买。看完以后我们去MK买钱包。然
后我们就去GAP买衣服。因为Vans
很近，我们就去那里买鞋子。我买了
一双。快离开的时候，我姐姐想要去
Longchamp买书包。有各种各样的
色的书包。她选了粉红色的书包。
	 买完以后，我们就回家了。

我跟妈妈去超市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尹湘凤

指导老师：聂型铁
	 星期天我和妈妈去超市买食
品。我们买了许多水果、青菜、肉和
牛奶。我看到很多小吃。我拿了很多
小吃。我放小吃在我们的大车里。以
后我看到橙汁。我问妈妈：“我们可
以买橙汁吗？”妈妈说：“可以。”我
和妈妈拿橙汁。我们去前面付了钱
然后回家。

买东西
 华夏康州分校五年级 Alex He

指导老师：聂型铁
	 今天放学后，	我和妈妈去超市
买东西。我们一走进超市就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商品。有蔬菜、水果，	还
有许多漂亮的鲜花。
	 妈妈买了一袋鸡，	一打鸡蛋，	
一束鲜花，	还有一盒草苺。我们快
要离开的时侯，我看到一个漂亮的
蓝色水瓶。这个水瓶的颜色真好看
啊！我问妈妈：“那个水瓶佷好看，	
你能给我买一个吗？”妈妈说：“要
是你喜欢，就给你买一个吧！”
							我看见瓶子底部有一行小小的
英文字	-	Made	in	USA。我问妈妈：

“这一行字用中文怎么说？”	妈妈
说：“美囯制造。”

我的家
 华夏康州分校六年级  张益源

指导老师： 周洁
	 我有个家。我的家有个妈妈爸
爸哥哥和妹妹。我爱我的家。我的
爸爸和我妈妈都工作得很辛苦。我
的哥哥是帮我看Lucy。我也看Lucy。
在星期天和星期六妈妈在家看着
Lucy，爸爸开车给我们送去我们的
乐团。我们在乐团的时候，我的爸爸
再给我们买好吃的。我的爸爸很好，
因为他爱我们，给我们挣钱，也花很
多时间在我们上面。我的妈妈很好，
因为她给我们烧饭，爱我们，和给我
们生活。我的哥哥很好，因为他很会
玩的。他也给我烧好吃的。我的妹妹
很好，因为她每天跟我玩。这是为什
么我爱我的家。

我的万圣节
 华夏康州分校七年级 邹励明

指导老师： 周洁
	 今年的万圣节我本来是想这样
过的：我想买一个特别大的南瓜。然
后要在两边刻上两个很有趣的脸，
再放一个对讲机在南瓜里面。我把
南瓜放在门口，躲在家里。如果人一
来，我就可以在屋里对着对讲机说
话，这样他们会很吃惊，因为他们可
能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说话的南瓜。
再买一些糖，然后在家里等着人来

学校简介

到我们家要糖。
	 可是，我的万圣节其实是这样
过的：因为是妈妈的生日，我们去了
冰激凌店去取她的冰激凌蛋糕。取
了以后，我们去	Whole	Foods	买一
个保温袋来装蛋糕，这样它不会化
了。			
	 已经七点了。我们买了一些菜，
又在那儿吃了点儿东西。已经买不
着大南瓜了。我们回家的时候都八
点了。妈妈带着弟弟去主街要糖，然
后我边在家和爸爸做数学，边等着
人来要糖。可是最后也没有人来，可
能是因为我们家没有摆南瓜。

今年的万圣节
 华夏康州分校七年级Andy Zhu 

指导老师： 周洁
	 这个万圣节，我参加一个同学
的聚会。六点钟，我妈妈开车送我到
他家。他们家钻饰成万圣节的世界，
门口覆盖着蜘蛛网和南瓜，还有一
个怪物站在门口守着。我们会去欺
骗或治疗，而我会装扮成鬼。我们先
打一会儿乒乓球，等待其他朋友来。
我和我朋友打了六轮，	都我和我伙
伴赢！最后我所有的朋友们来了，
能考上欺骗或治疗。欺骗或治疗很
好玩儿，没有父母告诉我们应该做
什么，不做什么。有一家不在家，放
出一个篮，里面都是糖。我和我朋友
拿了所有的糖，然后我们都跑了。当
我们在做伎俩或治疗，我们回家的
时候，我的包很重，拿了太多糖。那
是我今年的万圣节。

夏天
 华夏康州分校八年级   张嘉林

指导老师： 李枫
	 夏天到了，小朋友们一起去公
园玩。
	 公园的风景很美丽，有一面安
静的小湖，一座大山，还有高塔。等
等。远处可以看见一个小城市，像是
被一片绿色的布遮住了。
	 小朋友们玩得很热闹，有的在
划船，有的在捉虫子。船上的小女孩
在高高兴兴地欣赏着美丽的景色。
她的边上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
孩在游泳。湖岸边有一群大蚂蚁在
搬家。它们努力地从老家搬到了湖
边。
	 我跟那些研究蚂蚁的男孩一
样，也很喜欢观察蚂蚁。我家的草地
里有些蚂蚁窝，我会专心地观察蚂
蚁的行动。
	 在公园的另一角，一个男孩和
一个女孩在捉虫。女孩负责抓虫，男
孩负责把它们放进瓶子里。他们配
合的很愉快。最后他们会比谁认得
更多的虫子的种类，不认识的他们
会回家上网查。用这种方法他们学
到了很多知识。
	 在公园的这一天大家都玩得很
开心。天色渐渐黑了，小朋友们依依
不舍地互相告别。他们相约明年夏
天还在这儿相见。	

赛跑
 华夏康州分校八年级 张嘉林

指导老师： 李枫
	 上星期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一
英里赛跑。大家很不情愿地走上了
跑道。因为是我们是在温度很低的
早晨跑的，每个人都穿着外套，等着
老师的口令开始跑。我几天前已经
在公园里练过长跑，所以一点都不
紧张。

		 一开始我非常轻松，跑在队伍
的前面，超过了好几个体育非常好
的同学。到了一半的时候，我的呼吸
开始变得没有前面有节奏了，胸口
也有一些疼痛感，但是我咬紧牙关
拼命地往终点线跑去。最后一百米
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冲到了终点。	
啊，终于跑完了！我感觉心脏要从
我的胸口跳出来了。
		 这次比赛让我意识到了只有努
力才会成功。我要把这个经验应用
的我的学习中去，争取获得更好的
成绩。

记一场足球赛
 华夏康州分校八年级  陈蕴升

指导老师： 李枫
	 从小到大，我父母都希望我参
与一种体育运动。我试了棒球、篮球
和足球。但是我对足球表现了最多
的兴趣。于是我放弃了篮球和棒球，
全心投入了足球。
	 现在我还在踢足球，已经踢
了八年了。每个星期我都会代表
我们学校踢一两场比赛。上个星
期的一场比赛的对手是 Brookfield	
Whisconier	Middle	 School。去年我
们跟他们踢了两场，但是都输了。所
以对我们来讲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比
赛。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刚一开
始他们就进了一个球。我们队士气
低落下来，看起来这场又要输了。但
是很快奇迹发生了，他们的守门员
不小心把球掉到地上，我们的前锋
Jack	Villano箭也似地飞跑上去，冷不
防进了一个球，为我们队扭转了局
面。此后我们一连进了三个球，对方
傻眼了，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这场
比赛就这么结束了。我们的教练从
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足球比
赛。

游泳比赛
 华夏康州分校八年级 陈蕴仪

指导老师： 李枫
	 今天我要参加一个游泳比赛。
比赛将会在一个中学里的游泳池举
行。那里的游泳池很正规，有六条泳
道。
	 早上八点钟，我到了学校的更
衣室换上泳衣，然后走到游泳池旁
边，那里有我的教练和队友。我最好
的朋友朱莉娅和凯特也已经来到了
这里，我向她们打了个招呼。教练叫
我们到池里热身，我游了两圈就出
来了，因为水很冷，我出来的时候冷
的发抖。
		 比赛开始了，只见凯特和另外
五个女孩各自上了跳水板。一声令
下她们跃身往下跳进了水里。我和
朱莉娅走到游泳池旁边，很兴奋的
叫“凯特，加油！”我们又叫又鼓掌。
最后凯特得到了第二名。
	 终于轮到我了。我参加自由泳
比赛。我走到游泳池旁边，站在第四
个跳水板后面。哨子一响我就上了
跳水板。又是一声令下，我跃身跳进
水中，水冷的象冰一样。我可以听到
观众的叫声和鼓掌。我使劲地游到
对面池边，一个熟练的鲤鱼转身，一
眼看见我的队友们正使劲叫我“加
油！”，	我就游得更起劲了。终于到
达了终点，我累得喘着粗气爬上来。
	 这时凯特和朱莉娅兴冲冲地跑
来告诉我，我得了第一名！我很吃
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爸
爸妈妈坐在看台上，对我比了个大
拇指。
	 我很快乐地回到教练和队友那
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游泳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