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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华夏总校主办的“2018华夏艺术节”，将于本周六晚7点在
Montgomery	Performance	Arts	Center隆重登场。

	 本届艺术节共有十多个演出团体参演，汇集华夏各分校的精彩节目
（特别是各校春晚精华），融剧场灯光、音响效果为一体，在柔美及炫丽、
高雅及恬淡之间，打造出一台形式多样、美轮美奂的艺术视听盛宴。

	 除了多彩多姿的民族舞，婀娜曼妙的古典舞，激情奔放的现代舞，雍
容华贵的国标舞，还有惟妙惟肖的歌曲，混声表演唱，跌宕曲折的童话
剧，行云流水的功夫健身表演，典雅高贵的旗袍时装秀及声情并茂的朗
诵合唱。

游	《牧区》，探	《花韵》；
走《天边》，《飘》	《绒花》；

听	《曼妙雅韵》	《雨中曲》，
看	《十里桃花》	《一抹红》；
抢镜《多姿多彩民族风》，

聚焦	《其塞白努》	《太极扇》；
重温	《快乐的汉斯》，再现	《光阴的故事》；

热燃	《红高粱》，激荡	《恋人心》；
一声甜蜜的《花好月圆》、	一句深情的《平安团圆》——

让我们相约“2018华夏艺术节”，不见不散！

	 本次演出地点位于Montgomery	High	School，地址为1016	Rt	601,	
Skillman,	NJ	。							（总校文艺部	供稿）

关于玩游戏的思考
康州分校八年级 邹励明

指导老师 李雪
	 很多人喜欢玩游戏。人们玩游
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有人认
为玩游戏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还
可以锻炼你的大脑。可是，也有人不
喜欢玩游戏。他们觉得玩儿游戏对
人的身心健康不利，尤其在游戏上
瘾的时候。
	 那些说游戏有害健康的人，说
得也有些道理。但是，其实看电视和
显示器并不特别伤你的眼睛。看屏
幕和看书一样，只是当你看它太久，
看得太近，眼睛才会疼。如果你注意
让眼睛及时休息，就不会造成伤害。
也有人说，爱玩儿游戏的人无法集
中注意力，尤其是当你边做作业边
玩游戏的时候。我觉得要避免这种
情况，应该先把作业和其他该做的
事情做好，然后再玩游戏。
	 玩游戏其实有很多好处。一
个好处是你不得不动脑筋，并且
掌握很多技巧。有些游戏像	Clash	
Royale，需要设计好步骤，考虑怎么
样防守对方可能的进攻。玩游戏的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锻炼团队精神，
当你和朋友们组队联网玩游戏的时
候，你们只有沟通协作才会赢。

我爱我家
康州分校八年级  张安娜

指导老师 李雪
	 我家住在康州的Middlebury,	
我家的房子被一片大森林包围，一
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公路上伸到我
家前院。院里常常有很多动物来看
望我们，有野鸡，鹿，狼，有一天来了
一只大黑熊，真吓人。
	 我的爸爸在医院工作，他的工
作特别忙，我和哥哥都由妈妈照顾，
妈妈接送我们上下学，送我弹琴，唱
歌，游泳和上中文。妈妈还帮我解答
算数和SSAT难题。妈妈是我的好朋
友，我们一起聊天，逛公园，还去听
音乐会。我的哥哥最爱玩游戏，每年
冬天我和哥哥去Vermont州滑雪，他
特别勇敢，永远滑在前边。
	 我还有两只猫,	Jackie是一只胖
乎乎的黑白相间的猫，它有一张美
丽而动人的脸，它特别爱交朋友，每
当家里来客人，它就喵喵地跑过去，
打个滚儿还用尾巴抚摸你。Amber	
是一只黄白相间的瘦小的猫，它心
地善良，如果有人大声叫，Amber	就
匆忙跑过去，用他的头扶慰你。我的
兔子叫Macho，	它是一只灰色的兔
妈妈，它爱吃兔粮和新鲜蔬菜。我一
有空儿，就跟我的宠物玩儿。
	 这就是我的家	——	一个充满
爱的家。

读《孙悟空》有感
康州分校五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聂型铁
	 在孙悟空的故事里，我学到了
遇到事情要动脑筋和勇敢。我把这
些用在了平时的生活里，比如在滑
雪，游泳和做刀的时候。
	 我在滑雪的时候我摔了很多
跤。但是，我还是继续滑了很多圈。
我的朋友叫我上蓝道，我觉得蓝道
太难所以我心里很犹豫。但是，我最
后还是勇敢的试了一下，第一次试
的还行，没摔多少跤，所以我又滑了
两次。这件事跟孙悟空敢和厉害的
小白龙打斗来保护师父很相近。
	 我在做刀的时候，有一次我要
用锯子锯铁条。但是，那个锯子总是
会跳来跳去，没有办法锯得整齐，这
让我很头疼。我想了一会儿，想到我
可以用锉刀在铁上磨一个缺口，再
开始锯。我试了一下想出的办法，果
然有效，铁条的切口整齐多了。孙悟
空也很会动脑筋。他在拜师学艺的
时候，有一天被他师父用铁尺打了
三下头，然后师父就走出去并关上
了前门。其他的同学都以为师父生
气了，悟空动了一下脑筋，就知道师
父给他的暗示了，最后悟空学到了
师父教他的本领。我就是从这里学
到的。
	 我游泳训练的时候，有一次我
的教练让我们游三个两百码。我游
了一个两百我的朋友已经超过我

了。但是，我再累，我还是继续游。我
是从孙悟空养天马的故事当中学到
的。孙悟空为了养好天马，他日夜不
睡，认真看管，把天马养的又肥又
壮。我为了学好游泳，再累我还是继
续游，	跟孙悟空的努力很相近。

学习《西游记》
康州分校五年级  曾恺希

指导老师  聂型铁
	 今年五年级我们学习了<<西
游记>>。	它讲的是孙悟空,	猪八戒
和沙和尚陪着师父唐僧去西天取经
的故事.。从美猴王出世到计收猪八
戒,	故事都特别生动有趣。我都很喜
欢。
	 我最喜欢的是美猴王孙悟空.	
西天取经一路上困难重重,	可是孙
悟空不怕困难,	坚持到底。	每次遇
到困难,	他都很勇敢也很聪明,	最终
战胜了困难。	比如说,	孙悟空对付
小白龙的时候就很勇敢.。还有,	他
变成了高太公的小女儿的模样也是
很聪明的。	我在学习的时候也会遇
到各种困难,	所以我要向孙悟空学
习他这种永不放弃,	不怕困难的精
神!
	 《西游记》还教会了我一个道
理:	想要办成一件大事,	必须大家一
起努力,	团结一致才能成功。	因为
孙悟空的高强本领,	小白龙的好脚
力,	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好帮手,	
唐僧才能带领徒弟们最后取得真
经。就像我们班的同学们跟着老师
一起学习中文,	大家互相帮助,	这样
我们的中文才会越学越好。

我学《西游记》的一点体会
康州分校五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  聂型铁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去西天
取经的故事。一路上收了悟空，
八戒，和沙僧三个徒弟，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取到
了三藏真经。在学习这个故事的过
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
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个
人体会。
	 孙悟空是这个故事中最主要的
人物之一，他本领高强，性格鲁莽，
嫉恶如仇，敢爱敢恨。孙悟空因为犯
了天条被压在五行山下动弹不得，
后来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被唐僧
收为徒弟，为唐僧西天取经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就像《西游记》主题歌
里提到的“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
险又出发，”孙悟空一路上识破了各
种妖魔鬼怪的奸计，在众人的帮助
下，帮师父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
关。虽然唐僧有时候不明真相，冤枉
孙悟空错杀了平民百姓，但是孙悟
空还是对师父不离不弃，尽了一个
徒弟的责任。孙悟空是《西游记》里
我最喜欢的人物，他勤勤恳恳，任劳
任怨，尽管师父经常冤枉他，他还是
圆满完成了保护师父的任务。我非
常喜欢他的性格，当然他也有他的
缺陷，他的性子太急，有时候不服管
束，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大闹天
宫，偷吃蟠桃等等。但是总的来说，
孙悟空是一个很好的人物。
	 唐僧作为孙悟空的师父，我觉
得一点也不称职。他自己一点本事
没有，还经常冤枉孙悟空。遇到困难
只知道着急，不知道想办法解决。他
只知道对孙悟空念紧箍咒，别的就
什么也干不了了。如果在现实生活
中，我不希望像唐僧这种类型的人
做领导。当然唐僧本身是一个心地
善良的人，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作为领导，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在《西游记》里，猪八戒这个人
物用现在的话来描述，就是一个猪
队友。他好吃懒做，遇到事情只知道
找孙悟空来帮忙。如果我在一个团
队里的话，我希望没有像猪八戒一
样的队友。
	 综上所述，《西游记》里面描述
的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里面
的每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每件事
情都是有头有尾，我们在现实生活
中都是能找到类似的人物和事件
的。我喜欢孙悟空的性格，不喜欢唐
僧的无能，不喜欢猪八戒的好吃懒
做。在整个西天取经的过程中，虽然

孙悟空本领高强，但是有些时候还
要在外人的帮助下，解决遇到的困
难。这说明团队精神是很重要的，一
个人本事再大也是解决不了所有问
题的。唐僧虽然是师父，但是他根本
不具备领导才能。猪八戒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猪队友。一个团队里，	如
果有很多孙悟空一样的队友，没有
唐僧这样的领导和猪八戒一样的队
友，那么所有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西游记》里描述的人物和事件还有
很多很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
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
书来慢慢品味。

《西游记》 我们学到了什么？
康州分校五年级  余欣玥

指导老师  聂型铁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之一。这个故事讲一只神猴孙悟空
和师父唐僧，师弟猪八戒和沙和尚，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去到西天取
经。《西游记》里既有有趣的故事，也
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我还从中
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孙悟空是西游记里的主角。从
他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不要乱闯祸，
因为小祸事会变成大祸事，进而耽
误很多事。孙悟空去东海龙宫找龙
王要兵器的时候，拿走了他的定海
神针。龙王大发雷霆，去到玉帝那儿
去告状。所以才有了后来孙悟空被
捉到天上，又在天上闯了祸，最后
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一压
就是五百年。想一想，如果不被压，
五百年能做多少事啊，太耽误时间
了。所以说，我们做事时，要尽量想
得周到些，也要注意方法，不要因为
小错误耽误大事情。
	 我从唐僧那里学到了不要轻易
相信不认识的人。当他们师徒四人
遇到白骨精的时候，孙悟空一下子
就看出了那三个人，年轻的姑娘，老
奶奶和老头都是白骨精变出来的。
但是唐僧却轻易地相信了他们，而
且悟空打死他们以后，唐僧还把他
给赶走了。孙悟空很伤心。这也导致
后来遇到另一个妖怪的时候，唐僧
差点被吃掉。世界上总是有好人和
坏人之分，我们要学会相信应该相
信的人，不能因为别人的挑拨，伤了
爱我们的人的心。
	 《西游记》时我最喜欢的书之
一，你也去读一读吧，你一定会爱上
它的。

海盗
康州分校四年级 William 余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万圣节，我扮成一个海盗
和姐姐一起到外面去要糖。我的头
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海盗帽，脸上戴
着黑色的眼罩挡住了左眼，鼻子下
面是自己画的八字胡。我身上穿着
红色的紧身连体裤，手上还拿着一
把剑，我扮的海盗可酷了!

做个万圣节独角兽
康州分校四年级 杨睿乐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万圣节我打算扮成一只独
角兽。我觉得万圣节很有趣，可以装
扮成不同的人物、动物。但我不喜欢
人们穿着可怕的服装来吓唬人。我
想成为一只独角兽，因为独角兽让
我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独角兽
是所有动物的魔法象征。我很喜欢
这个神奇的想法。我准备了一条蓝
绿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闪亮的蓝绿
色衬衫和一个漂亮的独角兽发卡，
我还会系一条彩虹尾巴……我希望
你有一个和我一样快乐的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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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夏艺术节” 
本周六新州中部亮相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2017年“万圣节”活动

万圣节
康州分校四年级  谢慧婷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的万圣节，我准备扮成一
个巫婆。我会准备一条长的裙子，裙
子有红黑两色。在裙子的前面我设
计了一根长带子。我还要准备一个
黑色的又尖又高的女巫帽子，拿着
一把扫帚和一把魔杖。我也会做一
个假的，又长又青的鼻子，脸上也涂
满和鼻子一样的青色，还有又长又
尖的指甲，也要涂成黑色。万圣节我
来了!

万圣节
康州分校四年级  谢慧敏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的万圣节我想装扮成一个
吸血鬼。我会穿一件长的披肩，外面
是黑色，里面是红色的。在陪披肩，
我会穿黑色的衣服和鞋子。为了达
到一个更好的怪异的装扮效果，我
还会把脸都涂成白色，并且加上鲜
艳的血迹……我还会戴上一副假牙
和涂上黑色的指甲油。你害怕了吗?

圣诞节
康州分校四年级 杨睿乐

指导老师  尹慧
	 刚到12月，我和姐姐就迫不及
待地支起圣诞树。把漂亮的装饰品
挂在圣诞树上。我们各自写了一张
圣诞礼物清单，上面有我们想要的
礼物，我们把清单放在圣诞树下，希
望圣诞老人会看到并给我们带来惊
喜。	
	 寒假来了，真不敢相信，还有两
天就是圣诞节了。在平安夜的晚上，
我太激动了，很久不能入睡。圣诞
节的早上我醒了很多次，四点四点
四十五，五点三十……我不停的看
表，终于到上午9点半，我可以去打
开礼物了。我飞快的跑下楼，可能比
奥运会短跑冠军Usain	Bolt跑的还
快。当我来到楼下，一眼就看到圣诞
树下堆了很多礼物，我一个接一个
的打开，我几乎得到了在圣诞节清
单上所有我想要的东西，还有好多
我没想到的礼物，真是太惊喜了!我
的圣诞节很快乐，你呢?	

圣诞节
康州分校四年级 余承泽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12月25日就是圣诞节了，
它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
节前，爸爸带我和姐姐把圣诞树打
扮好。我们把圣诞树放在客厅的一
角，一进家门就能看见。我们把五颜
六色，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挂在圣诞
树上。这些小挂件有红色的，绿色
的，蓝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和杏色
的。它们有的像小雪人，有的像小星

星，有的像礼品盒，还有两只小鸟。
接上电以后，绿色的圣诞树变得五
彩缤纷，美丽极了!
	 今年圣诞节下了好大的雪，我
和姐姐拿着滑雪板到一个坡上去滑
雪，我们每次滑到山坡底下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我们的脸上都溅上
了雪花，幸好我戴着滑雪镜。滑完雪
回到家，我和姐姐冲了两杯热巧克
力，上面再撒上棉花糖，可甜了。
	 圣诞节我收到好多礼物，去滑
雪场滑雪，还看了电影，我过了一个
非常愉快的圣诞节。

在纽约过圣诞节
康州分校四年级 谢慧婷

指导老师  尹慧
	 今年我们决定全家去纽约过圣

诞节。我们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旅馆

租了房间，旅程是三天两夜。

	 圣诞前夕，我们去了一个有趣

的游戏厅，我们买了可以积分的游

戏卡，从比赛中赢得的门票也可存

储在卡片中，我们也可以用积分来

购买玩具。我们在游戏厅玩了整整

一天。

	 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我们

去了Highline公园。那是一个废弃的

火车轨道改建的,非常漂亮，人们可

以在上面，休闲散步。我们还逛了

Bryant公园，那里有许多小卖亭，出

售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在那儿我

们尝了一种法国的饼干，叫马卡龙，

味道好极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

时代广场，广场上人很多，到处都是

节日气氛。最后我们参观了著名的

洛克菲勒圣诞树。

	 今年我们全家在纽约度过了一

个快乐的圣诞节。

圣诞树
康州分校四年级 谢慧敏

指导老师  尹慧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方式庆祝

圣诞节。我们家装饰圣诞树是最重

要的节日内容之一。

	 我们家有一棵人造圣诞树，这

棵树有四个部分组成。首先要把它

们安装好，然后再挂上彩灯。彩灯有

各种各样的颜色，挂好以后一闪一

闪的，照亮了整个圣诞树。挂好了

灯，我们就开始在树上挂上各种装

饰品，先挂上大件装饰品，然后再挂

小件的。最后再挂上从小到大我们

每年自己做的圣诞装饰品，每一件

小装饰品都让我们想起每一个快乐

的圣诞节。最后一步是在树顶上放

好一颗金色星星，我们的圣诞树就

装饰完了。

	 今年的圣诞节又有许多有趣的

事，美丽的装饰品挂在了树上，也存

进了我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