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爸爸
 陈嘉逸， 八年级二班

	 爸爸现在的工作是在电脑上做

的。爸爸每天早上要早起，送我们到

学校然后再做一个小时的火车到纽

约上班。

爸爸对我爸爸好。爸爸周末教我踢

球，可是我踢的不好。我有的时候数

学题不懂，爸爸会用苹果或比萨饼

当做例子跟我讲。比如一个比萨饼

分三份，拿其中一份和分六份拿其

中两份是一样的。这样我就明白了。

爸爸还跟我讲他小时候是怎样上学

的。他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学校

最爱学的课程是历史和数学。爸爸

小时候住在一个楼房里面。他们住

的房子很小。他的家到哪里都不远。

爸爸每天是走路上学的。下学就和

同学去踢球。

	 	 	去年，爸爸带我去中国，去了长

城。爸爸跟我讲长城是很早以前建

的，每个人还要搬很重的石头，把好

多人累死了。爸爸说长城上的烽火

台是来报警用的。敌兵来了，守卫的

士兵在烽火台上点起火来，很远的

地方都能看到。敌兵靠近了，守卫的

士兵可以往下射箭。爸爸讲的很有

趣，所以我爱听他讲。

		 	爸爸还带我过天坛。天坛公园很

大，走路很累。爸爸说还有日坛，月

坛，和地坛。这是因为古代的人尊敬

天地日月。爸爸说很有趣，但是我有

些听不懂。

		 	爸爸给我教了很多东西。我爱我

的爸爸。

暑假游记
 七年级一班   魏青昀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缅因

州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阿卡迪亚国

家公园的风景很美。这次旅行最	让

我难忘的是我们最后一天去看日

落。	

		 	 	 	 	 	 	去看日落的地方是小岛南边

的港口。我们一到那里就去看了著

名的灯塔和大钟。这个灯塔标	志着

港口的入口。灯塔建在高高的岩石

上，塔身洁白如玉。我们沿着陡峭的

台阶下到岩石底部。	从下向上观看

灯塔。白色的灯塔屹立在黄色的岩

石上，周围是高大挺拔的绿色杉树。	

灯塔的顶部	闪烁着明亮的红光。灯

塔面对着茫茫的大海。	

								参观完灯塔已接近傍晚，我们

决定留下来看日落。我们顺着岩石

下到海边坐下来等待日落。	那时天

上的	云很多，太阳被云挡在后面。

我们期待着云会散去。越来越多的

人下到海边和我们一起等待，	 还

有很多人找到最好的角度架起相

机。海边的风很大，我被冻得发抖，

挤在姥姥身边躲风取暖。正在感到

无聊的时候，突然听到身边的女士

指着大海叫到 :	“快看！海里有海	

豹！”。我一下精神起来，迅速打开

相机，捕捉海豹的身影。我很快找到

了海豹，拉近相机镜头，按下快门。

转瞬间，海豹就消失在大海里了。我

赶紧检查我的照片，幸运的是我照

到了海豹，而且还比较清晰。我又骄

傲又兴奋。	

		 	 	 	 	 	 	太阳的光芒从天上洒向大海

像一道金色的光柱。整个海面都被

染成了金色。太阳躲在云后缓慢地	

往下落。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太阳

下落的方向，期望云彩能够散开，可

以看到日落。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

云彩一直没有走开。我们在那里等

待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彻底下

山。最终我们没有看到日落，但是我

也没有特别遗憾，毕竟我给可爱的

海豹照了一张相片。这是我这次旅

行最难忘也最高兴的事情！

养蚕宝宝
 四年级一班  陈嘉飞

	 妈妈的一个朋友订了很多蚕宝

宝，我沒养过蚕，就让妈妈找她的朋

友要了一些。妈妈说今年很多小朋

友都养蚕宝宝。蚕宝宝到我家的时

候己经有一吋长了，白白的，放在鞋

盒里，很可爱。妈妈说蚕是蚕子孵化

出来的，蚕子很小，是黑色的，很多

蚕子排在一起，象小黑芝麻。

蚕宝宝吃桑叶，我们都能听到沙沙

的声音。它们的粑粑是黑色的，干干

净净，沒有味，象米粒大小。我们每

几天要清理一下。妈妈说这是很好

的肥料。蚕宝宝吃的很快，我们一天

要喂三次。看到它们长得很快，我们

很高兴，但发愁的是去哪里找桑叶。

正好另一位阿姨也养蚕，她说她们

小区有桑树。我让这位阿姨带我们

去采桑叶。

桑树很高，我们要使劲跳才能够到

低处的树叶。阿姨说另外还有一是

颗桑树低一点，我们好高兴呀，采了

很多。桑枝上还有绿的红的桑椹，爸

爸说桑椹成熟了还会变成紫色，酸

酸的甜甜的，很好吃。因为桑树在小

区里，我们不要再去了。

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己经两吋了，一

天三次都己经不够了。妈妈听说我

们附近的小学有桑树，我们当晚上

完钢琴课就去找。这时天己经黑了，

按照妈妈的指示我们很快找到桑

树，但低处的桑叶已没有了。幸好爸

爸带了梯子，我们摘了很多桑叶。因

为天黑，爸爸下梯子的时候差点儿

掉下来。为了蚕宝宝可其不容易呀。

蚕宝宝又长大了，原来的盒子太挤

了，我们给它们换了个更大的。每天

晚上睡觉前，早上起床，下学回来都

要检查桑叶是不是够吃，有几次我

忘了看，还是爸爸加的桑叶。从此，

爸爸妈妈每次看到大树，就要看看

那是不是桑树，爸爸终于发现我们

课它学校旁边有一颗大桑树。爸爸

想起我家对面有很多大树，会不会

有桑树呢？我们看到叶子很像，但

是不是呢，爸爸说有桑椹才能确定。

那棵树周围有很好杂草，我费劲拨

开，终于找到一枝带桑椹的，啊，我

们终于找到可以大量摘的桑树了。

回到家里，我发现有一个蚕宝宝总

是抬着头，也不吃桑叶，为什么呢？

妈妈说它要结茧了。

第二天，我发现脸上越来越庠，逃来

越红，身上才开始红起来了。妈妈赶

紧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是接触了

毒液草。我想一定是昨天摘桑叶碰

到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蚕宝宝不

怎么吃了，还有的蚕宝宝从盒子边

缘一直往上爬，妈妈说它们要上山

了，要找小房子结茧。我们就就纸板

做成一个小格子。蚕宝宝摇头晃脑

吐丝，慢慢作成一个茧，跟枣差不多

大。有的一在鞋盒边上，有的在小房

子里，爸爸还教我一个词，作茧自

缚。几天后，妈妈把这些白白的茧都

摆在一起，很可爱。

今天，我发现有个茧一边变成棕色

了，还破了。妈妈说蚕宝宝变成蛾子

了，我一找，还真找到了蛾子，它也

不飞。妈妈说蛾子要产卵了，就是上

面说的蚕子，这就完成了一个周期。

明年蚕子孵成蚕宝宝我还要养。

明故宫
 陈昊 八年级一班

	 南京故宫，又称明故宫、南京紫

禁城，是明朝首都应天府的皇宫。建

造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占地面积超

过101.25万平方米，是中世纪世界

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被称为“世界

第一宫殿”。南京故宫作为中国古代

都城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其建筑

形制为北京故宫所继承，是北京故

宫的蓝本。现部分遗址位于今中山

东路南北两侧，已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南京故宫始建于元至正廿六年在

1366年，在1392年明洪武廿五年基

本完工，其址选于元集庆城外东北

处，迁三山填燕雀湖而建。明故宫为

明初三朝皇宫，长达54年之久。直到

明永乐十九年在1421年，明成祖朱

棣迁都北京，南京设立南直隶，仍由

皇族和重臣驻守，地位十分重要。

2012年11月，南京明代都城遗址作

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项目遗产点之

一，与其余八座城市遗产点联合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吃完晚饭，叔叔和婶婶带我和韬韬

去明故宫散步。那个广场很热闹，有

人在聊天，有人在玩耍，有人在跳

舞，大家都在尽情地享受生活。

现在保留下来的明故宫格局象北京

紫禁城的一个庭院。中间有个走廊，

两旁都是树。走廊中间宽阔的空地，

吸引很多人来玩，聊天。走廊尽头是

个很大的门，前面有很多老人在跳

舞。走廊两旁是花园，最外面都是房

屋。

天开始要黑了，天上有很多在黑暗

中发光的小亮点，就像天外 UFO.	

那其实是很多人在放带发光灯的风

筝，和弹射发光的玩具.	我很想买一

个，但是我的箱子已经被一路上买

的玩具礼物填满，一点地方都没有

了.	我一边跟着叔叔和婶婶往前挪

步子，一边恋恋不舍地看着飞在天

上的发光玩具。

广场上都是小孩，但都比我小好几

岁。在中国一个月了，我观察到了中

国小孩和美国小孩四个很大的区

别。小孩都喜欢玩电脑游戏，但是美

国小孩更喜欢跟朋友外出聚会，比

如星巴克。中国小孩喜欢在热天时

候在外面玩耍，美国小孩喜欢找个

有空调的地方坐着。美国小孩忙着

各种竞技活动，中国小孩焦点在学

习。最后，中国小孩每天走到学校，

吃每天从超市买来的新鲜的菜，但

是美国小孩都是坐校车，吃爸爸妈

妈一个星期买一次的食物。

我想跟中国的小朋友聊天，但不了

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不知道该

跟他们讲些什么。虽然生活在美国，

我要继续学习中国文化艺术，了解

习俗，慢慢地和中国小孩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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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秋游及野餐于10月15日在罗斯福公园
（Roosevelt	Park，Edison）举行。

游园包括投篮，飞盘，跳绳，足球，拔河，寻宝，猜谜等小朋友喜爱
的活动，加上天气晴好，吸引众多学生及家长参加。跳绳比赛中，小朋
友，家长轮番上阵，创造了每分钟136跳的好成绩。猜谜活动中，不少
小朋友都猜对了答案，说明小朋友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大。

野餐后，小朋友最喜欢的寻宝活动开始了。草地上，大树后，餐桌
旁，只要认真寻找，总能发现宝贝。小朋友大都满载而归。最令人激动
的项目是拔河。上阵父子兵，学生家长老师全上阵，全部活动在一片
欢呼中结束。很多小朋友都意犹未尽。

2016华夏智力运动会于10月23日在桥水分校按期举办。爱迪生
分校，桥水分校，李文斯顿分校，普兰斯堡分校,	樱桃山分校,	东部分
校，南部中文学校，大纽约分校等10只代表队参加五子棋，国际象棋，
中国象棋，桥牌，围棋，数独，升级，跳
棋等比赛。

最终，普兰斯堡分校勇夺8枚金
牌，1枚银牌，1枚铜牌，以总成绩121
分获得总冠军。

爱迪生分校以2金，4银，2铜，总
成绩96分获得亚军。爱迪生分校以2
金，2银，2铜，总成绩55分获得第三名。	

2016年华夏中文学校智力运动会于10月23日又一次在桥水分校
成功举行。来自10所分校的150多名运动员再聚一堂，比才智，拼毅力，
展现华夏强大智力水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普林斯堡分校王者归来，
夺得2016华夏智运会冠军。

本届比赛的龙头之争依然是普林斯堡和爱迪生两强相争的格局。
连续两年没有染指冠军杯的普兰斯堡派出强大整容，一方面他们有夺
城拔寨精兵强将，豪取国际象棋1-4年级，5-6年级，围棋段级，桥牌等
热门项目的金牌；令一方面他们发挥人海战术，在一些冷门项目中搜金
刮银，最终以7金2银2铜的较大优势战胜爱迪生队，夺取团体总分第一。
上届冠军爱迪生分校虽然只取得9x9围棋和儿童五子棋两枚金牌，但是
凭借人数上的优势足以让他们取得更多的名次，保住团体总分第二。

在第二集团的竞争中，远道而来的樱桃山队脱颖而出。他们队伍
短小而精干，夺得K级围棋和少年国际象棋两枚沉甸甸的金牌。华夏总
校长张长春身先士卒，勇夺成人象棋银牌。只有十人出战的他们最终
以2金2银2铜的成绩名列团体总分第三。其他分校在各自的优势项目
依然战绩显著，东部分校再夺两枚五子棋冠军；其中Maxwell	Guo从儿
童组到少年组连续四年夺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参赛的大西洋
分校派出的四名运动员，在有十三选手参赛的数独比赛中包揽前四，
赛出了华夏智力运动会前所未有的惊人战绩，让人钦佩。同样第一次
参赛的南部分校李海山老师以全胜的战绩勇多成人象棋冠军，可谓来
着不善。

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等等都是有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她们之
所以能够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因为她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华夏中文
学校坚持举办这样一年一度的智力运动会，就是要弘扬中美文化的精
髓，培养华夏学生勇于拼搏直面胜负的品质，为他们将来成为栋梁之
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秋游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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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运动会圆满落幕
普林斯堡分校王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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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金风送爽，爱迪生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新学年。正值
传统中秋前夕，广大同学刚领到了新课本，又品尝了刚上市的新鲜月
饼，真可谓双喜临门。

同学们笑逐颜开的背后，是老师和家长的辛苦付出。学校还特意
安排了志愿者为新同学指路。老领导刘健，林胜天看到人手不够，也赶
来帮忙。

爱迪生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俞心怡，王浛，Albert	Lin等新老师，
还开出了财商，儿童尤克里里，儿童古典吉他，	手工俱乐部等新课程。
真心希望同学们学业进步，学校越办越好。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
于9月11日正式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