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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整和充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开始了一个
新学年。
	 华夏中文学校是一所社区学校。社区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
新学年里我们将继续坚持与兄弟社团的合作，为华夏的发展创造一个良
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把兴办教育、培育英才当作我们
的中心工作；我们将因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
同时，加强当代文化的教学，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调整领导班
子结构，做到层级管理，合理搭配，使校部级负责人既能独当一面，又能
相互协调；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总校内部和总校与分校间的团结和协作，
共同把中文学校这项公益事业做好；我们将吸收更多热爱华夏学校，熟
悉华夏文化，有团结协作精神的人士到总校来服务；	我们将继续发挥总
校的协调作用，为分校间的交流合作搭好平台。在新学年里，我们将进一
步光大华夏中文学校的“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挥建校21年来海外中文
教育之经验，把我们的华夏中文学校办得更好，使之立足社区，面向家
庭，成为文化传承与文化交融的范例。
	 祝各位在新学年里身体健康，工作进步！

我的故乡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九年级   陈述非
	 我的故乡在中国的南方—广东
开平。这里有一条江叫潭江，直通港
澳。江的两岸高楼林立，到处种满了
花草和椰树。街上的公共交通南来
北往，非常方便。城市里有许多各式
各样的餐厅，特式西餐，家乡风味，
这些都是品尝美食的好地方。这里
还有许多新建的购物广场，衣食住
行样样具备。尽管这里夏天很热，潮
湿，但它仍是一座小有名气的旅游
城市。
	 这几年每个暑假我都回中国旅
游，首站当然是我的故乡—广东开
平。我有外婆，阿姨，表哥表姐，每次
回去都与他们快乐地度过我的假
期。我最喜欢与亲戚朋友们外出吃
饭。这里有很多选择，有西餐、泰国
菜、日本菜、四川菜等，当然我最喜
欢的是粤菜和点心，更开心的是我
能用中文点菜，与亲戚朋友们用广
东话和开平话沟通。晚上去卡拉OK
时，我学会了唱中文歌，所以我很爱
我的故乡。
	 我每年回中国的时候都参加国
内的旅游。我去过北京、华东五市、
桂林、香港、澳门等。我喜欢中国的
历史文化，中国是我最爱的故乡。

我的故乡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九年级   陈维妮
	 我的故乡坐落在中国东南沿海
的一座小城—福建，它被称为是近
代中国海军基地的摇篮，中国船政
文化发源地。暑假里，我回到故乡，
并游历了一座特别的海岛，它就是
有着“海上花园”美称，被称为万国
建筑博览的鼓浪屿。鼓浪屿与市区
隔海相望，海岛景色婀娜多姿，海岸
线蜿蜒曲折，坡缓沙细；鬼斧神工
的礁石崎岖天成，岗峦起伏，错落有
致。
	 我有幸一睹这海岛的风情，从
滨海码头乘快艇到鼓浪屿，一路我
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各样美丽的
画面，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这个披
着神秘面纱的小岛。漫步在鼓浪屿，
各式风格迥异建筑物跃然眼前，有
别于城市的高楼与喧嚣，一座座参
差不齐的小洋房似乎在诉说着自己
的历史。由于有着严格的保护限制，
这座小岛几乎看不到任何的交通工
具，除了少量的观光电瓶车以外，大
多数人选择放慢自己的步伐，静静
地享受幽雅的柏油小道。鼓浪屿四
季如春，树木繁茂，鸟语花香，空气
清新，在这里，我感受到内心从未有
过的平静，在鸟语花香中，我不禁爱
上了这个小岛。
	 走着走着，一阵酸痛袭来，我四
处找寻落脚之处休息，环顾四周，将
目光锁定在不远处洋房前的石凳
上。坐下不久，就听到一阵悠扬的琴
声，不禁令我心旷神怡，听了当地人
的介绍，才知道鼓浪屿别名“钢琴之
岛”，这里家家户户都配备着钢琴，
更是有许多著名音乐家来过这里演
奏，不仅如此，岛上还有中国一流的
钢琴博物馆。当他们听到我是被屋
子里美妙的琴声吸引来了之后，非
常友善的招待了我。由于对自己中
文水平的质疑，我十分胆怯，担心自
己不能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但
是，在主人们的热情邀请之下，我鼓
起勇气的加入了他们。他们谈论的
话题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我
惊奇地发现其实他们讲的中文我也
大部分听得懂。这令我感觉到中文
的重要性，我十分感谢我在美国的
中文老师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
能与这些音乐家们有任何交流。毫
不夸张的说，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
我觉得我对音乐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识。如果我没有去过那美丽鼓浪屿，
我也许不会重新爱上钢琴这种乐
器。落幕黄昏，我也离开座美丽的小
岛。
	 回到美国之后，我的故乡依然
令我魂牵梦萦。

我的故乡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胡明亮
	 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一个美丽
的城市。它在中国的东南方。这个城
市的名字叫香港。外公和外婆岁数
大了，所以每年我们全家都回去看
他们，跟他们开心地聊天。我爱香
港。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香港有很多美味的食物。他是
一个海岛，所以它的海鲜很好吃。香
港的海鲜比美国的新鲜，味道好极
了。除了海鲜，香港还有非常好吃的
点心。
	 我最喜欢的是坐缆车上太平山
顶看香港美丽的风景，	站在山顶上
看蓝蓝的天和蓝蓝的海。香港是个
海岛，海湾有无数艘大大小小的船。

有小小的帆船，有大大的货船，还有
我最喜欢的渡轮。岸上有许多高楼
大夏。高楼大夏之间有一些绿色的
小公园。香港面积很小，也很挤。你
去哪里都是人。但是很多香港人都
不开车，你如果要去一个地方，可以
走路，骑单车，坐大巴，坐地铁，还可
以坐一辆出租车。如果你去香港，你
一定要知道中文。很多香港餐厅都
用中文菜单的，你如果不知道中文，
怎么点菜呢？如果你想去一个地
方，不能看中文，也不能说中文，怎
么问路呢？
	 香港也叫东方明珠，我很爱这
个美丽的城市。

海南随笔
 符若诗

	 海南是一个中国南方小岛，它
是我的故乡，我有很多亲戚都住那
里。两年前我们回海南探亲，一下飞
机就受到亲戚们的热烈欢迎。海南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从它的著
名的海滩，到它的新鲜空气，给我印
象都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应该去
一趟海南。
	 在海南，我有很多表兄弟住在
那里，每天早上我都在小孩的叫声
中醒来，醒来后会到厨房吃早餐。在
美国，我总是吃麦片。可是，在海南
我每天早上都喝粥。我从来不喜欢
粥，因为我觉得粥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没过几天我对每天早餐吃粥
就烦死了！
	 中午的时候，我跟我的表兄弟
一起玩。最小表弟是小周周。现在，
他已经三岁了。可是，我在海南的时
候，小周周只有几个月大。他非常可
爱，也很喜欢我。但是他的妈妈总是
把他放在我的床上。因为小周周才
是一个小宝贝，他每天都会把我床
上的被子尿湿了。我另外的小表弟
是小山山。小山山比小周周大一点。
在我去海南的时候，小山山可能四
岁大。在海南，我发现小山山是世界
上最调皮的小孩子。有一次，他把
一瓶可口可乐倒到我弟弟的头上。
小山山每天哭闹因为他老是想去逛
店，可他的父母不允许。若以和若为
是我另外的表兄妹。她们是双胞胎。
我只是比她们大一岁。若以和若为
很安静，所以我没跟他们讲多话。我
还有很多表哥和表姐，可是如果我
写下所有的表兄弟，这个文章可能
会有一百多页长。
	 很多人以为海南在南方会非常
热。可是，因为那里每天都会下雨，
所以海南的空气还是挺凉爽的。海
南也有很多种水果。走在路上就可
以看见很多人路旁水果摊。我还记
得我爸爸给我和弟弟买到了一个椰
子。我和弟弟用一个吸管喝到椰子
的汁。那个椰子很大，我和弟弟一天
喝不完，所以我们只能扔掉那个大
椰子。过了几天，我一看垃圾桶，我
发现那个椰子被至少两百多蚂蚁吃
光了。还有一次，我的姑妈带了一个
榴莲回家。她用刀切那个榴莲，给我
们吃。我弟弟先吃了一口，就把榴莲
吐出来了。虽然我还是挺喜欢吃榴
莲。可是，吃多了我就不觉得好吃
了。我在海南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杨
桃。杨桃好吃又漂亮。我的家人都以
为杨桃是一个很酸的水果。可是，我
觉得杨桃看起来像童话故事里出来
的一个水果。
	 海南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许多
美国人都以为中国是一个很污染，
人口过剩的地方。可是，如果他们去
海南看一看，他们一定会改变想法，
留在那里生活。

我的故乡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

李翔 
	 我的故乡是福州，位于中国的
右下角它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虽
然福州很小但有很多美丽的景点因
为在郡府北边有一座山叫福山，所
以得到福州这个名字。福州市个历
史文化名城具有2000多年历史，天
气舒适凉爽宜人，每年的任何时间
都可以访问福州，福州是一座旅美
丽的游城市提供人造和自然景点	，
是我最喜欢去的城市之一。那里有
很多人造和自然景点，还有许多著
名的食品，百尝不厌。因为福州有很
多著名的传统菜肴，最著名的一道
菜叫佛跳墙。佛跳墙有超过百年的
历史，做菜需要很多种东西：海参、
冬笋、鱼肚、猪蹄筋、干贝、鲍鱼、乌
鸡、香菇等等，这个菜非常好吃。福
州很美，但就个人而言，唯一让我觉
得很奇怪的是厕所是蹲的，我很不
习惯。厕所在中国真的很脏，万不得
已我是不会走进厕所的。还有就是
人们每天清晨就在公园锻炼身体说
话声，音乐声早早地就把我吵醒。在
福州的时候我第一次得知我对桃子
过敏，因为我吃了一斤的桃子顿时
弄得我满脸红肿，一整天都很难过。

华夏中文学校教我学习讲汉语和理
解汉语，如果没有学习中文我就不
知道如何向福州的朋友问好，问路，
问洗手间在那里做更多的事。在福
州住了约两个月后，我已经习惯了
那里的生活。
	 希望福州发展得越来越好 ; 我
为我的故乡而感到骄傲。

我的故乡
华夏中文学校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朱睿其
	 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川流不
息忙碌的街道，五颜六色闪烁的霓
虹灯 ...，两个月前，我又回到了梦
中这座独特的城市，它就是我的故
乡——美丽而摩登的中国上海。
	 一到上海，婆婆端上了我最爱
吃的南瓜馅饼，虽然在美国妈妈
也做，但婆婆才是南瓜馅饼“老师
傅”——金黄软糯的面皮，鲜香可口
的大肉馅，让我一个又一个吃不停。
红烧肉也是我停不了筷子的一道

“婆婆名菜”，仅是那稠稠的红色酱
肉汁，就可以让我多吃一大碗饭。还
有各种各样的海鲜，点心......啊！不
能再想了，我快要被我的口水淹死
了！
	 在上海出门我最喜欢坐地铁。
上海地铁，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它——无与伦比！相比纽约，费城，
波士顿，上海地铁无论地铁站，还是
地铁车厢都堪称——高富帅，世界
一流。除了四通八达，还高效率。如
果你想准时到达一个地方，你就乘
坐地铁吧！坐在地铁上，我顶顶享
受模仿广播里英国伦敦腔的报站
名，来来回回几次我已经能报出2号
线的所有站的名称，有时连妈妈都
要问我：“我们到哪儿了？”，我能得
意地、准确无误地回答她：“静安寺，
还有两站我们就到了。”
	 回到上海，我和妈妈，姐姐住婆
婆家，爸爸住爷爷家，妈妈说这叫：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有一个有最
大爱心的外婆，她每天忙不停地操
心着身边的每个人，悉心照顾瘫痪
的外公，为全家做好吃的饭菜，是全
家人的坚强后盾。有时我都觉得很
难为情，婆婆岁数大了，很多事情应
该是我们来照顾她的呀！但回过头
再一想：如果不让她操心忙碌，她会
不开心吗？我还有一个总是很开心
的爷爷，看他的外表怎么也不像有
严重心脏病的病人。	胖乎乎的他跌
跌撞撞的（这点，我的姐姐和他很
像），但一点也不影响逗我玩，和我
开玩笑，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上海，我的故乡，它有现代先进
的城市设施，摩登方便的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还有我可亲可爱的亲人
们。我爱上海，我美丽的故乡！

我的故乡
 华夏中文学校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安泉
	 杭州是在中国的东部,	很漂亮。
那儿的风景很美,每次回去时,伯伯
都会跟我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杭州有很多绿树。每天早上,我会陪
我的爸爸在家旁边的运河散步。	这
个运河,是从北京一直通到杭州,	叫
京杭大运河.这运河是两千多年以
前建成的,那时候没有机器可以帮
助他们,全部都是人工做的。在运
河上,好像每分钟又会来一条船!
	 我几乎每年就会回去探望我爷
爷奶奶。每次回去,我都会给他们吹
笛子。生日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吹生
日歌。两年以前,我的父母带我去西
湖。他们带我去看雷峰塔,然后爸爸
给我讲白蛇传的故事。晚上我们去
看了音乐喷泉。喷泉喷出来的水像
是在随着音乐跳舞。彩色的灯光照
在喷泉的水柱。在晚上,彩色的灯光
照在喷泉的水柱上折射七彩缤纷。
	 我们每天早餐品种饭多 , 有的
时候会吃稀饭,有的时候会吃烧饼
油条。以前回去的时候,	都是奶奶亲
自做的。可是,现在奶奶住院的,所以
这几年都是爸爸做的,	或出去买的。
	 我们去中国时,都会先到杭州,
再去沈阳。这是因为杭州非常热。有
一次,我们八月份去了杭州,怎热啊!
每天出门,我们就像冰淇淋放在太
阳下面,顿时融化得大汗淋漓!太热
的时候,我都不想离开家,不想离开
有空调的地方。
	 爷爷奶奶的家是在第十六楼。
奇怪的是 , 我伯伯的家也是在第
十六楼。他们俩的家就是一碗汤的
距离。伯伯离爷爷奶奶的家很近,方
便照顾他们。我爸爸也想时时照顾
他们,但我们住在美国,实在太远了。
刚回去时，第一个星期,我在杭州不
能流利地与亲属们流利交流，因为
我还没有习惯说中文，需要我的爸
爸做我的翻译。第二个星期我就可
以和他们慢慢的交流了。所以,我如
果要跟家人们说话,必须得说中文。	
这还真得感谢爸爸妈妈每星期送我
去中文学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Branch Board Chairs and Principals 

华夏中文学校分校董事长及校长 (2016-2017)

新学年献词
 华夏中文学校 张长春 总校长

我的故乡
 华夏中文学校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凌莉
	 江门是我的故乡，是我父母出
生的地方。江门市是中国最著名的
侨乡，地处珠江三角洲。它是一个
美丽的城市。江门有很多游玩的地
方：开平碉楼群，小鸟天堂，圭峰山，
古兜温泉，新会葵博园等等。	
	 开平碉楼群是世界遗产，是中
国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小鸟
天堂是全国最大的天然赏鸟之一。
圭峰山的风景很美，是爬山锻炼身
体的好地，而且空气也特别清新，从
山顶上可以看到全江门市区。在古
兜温泉泡温泉能让你全身体和心情
放松变舒服。新会葵博园是目前世
界上唯一的以葵的艺文化为主题的
博览园。我记得每天早上，我会被很
响的音乐叫醒。我会很懊恼地起床。
那是我们旁边幼稚园的早操运动音
乐。虽然一开始会懊恼，但是我慢慢
的习惯了。还有平时我家人会跟亲
戚朋友们去“饮茶”。“饮茶”是广东
人的习惯。我们就是一边喝茶，一边
吃点心，一边聊天。我最喜欢吃的点
心是蛋挞。听到他们讲话的时候，我
一开始有点不习惯听他们说粤语。
虽然我在家里跟我父母说粤语，但
是我学的中文是普通话，而不是粤
语。所以听到别人说粤语时我就会
感觉怪怪的。还有我记得有一次我
坐出租车的时候，我的妈妈提醒我
尽量不要说英文，要说中文。因为如

果那个出租车司机知道我们不是当
地人他会走更长的路，要我们付更
多的钱，所以我就一直说中文。这
几年，江门发展得很快。他们都很热
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海外同胞回去游
玩。
	 我希望我每年都可以回去。江
门永远是我的家，我希望江门发展
得越来越好，中国越来越强大！

我的故乡
 华夏中文学校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任艾敏
	 家乡，这个词语对我既熟悉却
又陌生。我只在很小时候去过中国
福建一次，回到美国之后就再也没
有回去过了。
	 虽然我在美国长大的，但是爸
妈对我的中文却丝毫没有放松。因
为我爸妈的英文说得不太好，所以
我都是用中文跟他们讲话。对中国
的认识全凭着在中文学校学习了几
年。和爸爸妈妈的交谈中，他们提到
了一个地方—武夷山。武夷山是中
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区。那里的景色
怡人：簇拥着清澈透明的湖水，环绕
着高大的山，还有各式的奇石，可惜
我从来没去看过。如果我有一天回
故乡，我一定要登上武夷山，站在山
顶眺望这美丽而又多山多水的的地
方。
	 我多么盼望能够早日回去看看
我美丽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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