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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投稿吧！
 梁雪儿

	 用中文写作是一种挑战，也是

快乐。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这一期

小语世界我选登的是来自我们华夏

爱迪生中文学校的侨报小记者们在

这个暑假的中文报道和作品。希望

学弟学妹们向他们学习，也拿起你

的笔，勤写勤练多来投稿。不要担心

自己文笔的稚嫩，因为小语世界是

我们的园地。

京剧《杨门女将》观后感
 侨报小记者 杭千里 （12 岁）

	 刚来到林肯中心看京剧的时

候，侨报小记者都没觉得《杨门女

将》会怎么样，但离开的时候他们都

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怎么会喜欢上这部戏的

呢？从穆桂英的仇恨到张彪的舞

蹈，这部戏让大家大饱眼福。不光

场面很精彩，演员表演更是有声有

色，时不时还幽默一下。演杨七娘的

白玮琛告诉我们，因为京剧里的头

饰那么重还那么紧，她第一次带的

时候都吐了，需要很长时间适应。

另外让我吃惊的是演员告诉我们

从古代到现在，京剧这么长时间都

没变，有的只是发展，能这样传承下

来真是太厉害了。采访之前，记者们

都以为演员会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奶

奶老爷爷，可其实大多数演员都只

有二三十岁。他们都是十岁左右开

始学京剧的，吃过很多苦，坚持很重

要。京剧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无

聊，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京剧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艺术，到现

在还吸引老一代，新一代，甚至我们

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说

明有它存在的意义，生命力是很强

大的。

太棒了，独一无二！
侨报小记者 王业 （13 岁）

	 《侨报》小记者访华团在十二天

内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北京和云南采

访，回想这十二天的经历，让我最难

忘的一是在昆明市飞机降落时窗外

的景色，二是在蝴蝶泉和蝴蝶相处

的感觉。

	 从北京到昆明的飞机上俯视，

只见一路都是群山深谷。飞机接近

昆明时，乌云密布，下方只有厚厚、

亮亮的云层。飞机突破第一层云，在

第一层和第二层云之间飞翔。抬头

是稀薄的棉花糖云，低头是由云组

成的白色“草原”，在天平线上，“草

原”延伸出几个小山坡，背后是无穷

的穹顶。飞机的影子打在云上，绕着

影子是一个圆形的彩虹。我们在人

间和天堂之间飞行，翼下的风是我

们的步伐。抵达昆明，飞机下降的景

色可以说是人生中最美丽的。

	 云南大理的蝴蝶泉边有一蝴蝶

馆，馆内有花草树藤，各种各样的蝴

蝶平静的生活。好奇心庞大的我，想

办法让蝴蝶在手上休息。我伸出手

指，渐渐挪向蝴蝶。我的手从蝴蝶的

下方接近它的腿部。轻轻的用手指

头把蝴蝶的后两脚从草叶上拨下，

让蝴蝶的后两腿勾住手指头。随后

如慢动作似把蝴蝶从花上往后拉，

让它的另外四条腿拉住手指头。然

后，张开手掌，让蝴蝶往手心方向

爬。随后轻轻地移动手臂，让在手心

中的“女皇”放心地展翅。我看到蝴

蝶翅膀上的斑点条纹五彩缤纷，大

小不同，但天衣无缝的对称。

	 当然，没有侨报小记者访华团

的少数民族之旅，我也无法看到和

体验这次旅程中的精彩事物。特别

想感谢《侨报》能够年年组织访华

团。卢总编、邱主任和李主任辛苦

了！卢总编带队，邱主任照顾大家

生活，李主任指导小记者写稿、拍照

片，每晚通宵修改小记者文章。还有

中新社的王骏哥哥、小陶哥哥每天

跟随我们做报道，非常感谢你们的

陪同！

	 说真心话，我非常喜爱中国。它

有世界独特的风情习俗，景色古迹

和各种美食。《侨报》让我对中国的

新一面得到了详细的了解。在2015

年访华团的结尾，我就想说一声：

“太棒了，真是独一无二！谢谢！”

永远为中国骄傲
 侨报小记者 赵明玉 （12 岁）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现在

各方面都飞速发展，对全世界经济

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中国的

确非常了不起，但是，很多美国人却

不相信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

	 昨天，在学校里，我和我的同班

同学们正在和社会学(social	 studies)

老师讨论前天晚上的共和党总统辩

论。一开始我们讲的话题是：是否因

该象川普说的盖一个大墙来阻止任

何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说到后来，我们谈到了美国现在最

大的对手，中国。老师肯定以为我会

像许多别的中国学生一样：胆小，害

羞，不敢提出和老师不同的看法。因

为我们一说到这个题目，老师就开

始以居高凌下，极为不屑的态度谈

论中国的所有负面东西，比如中国

的污染。我当时听着老师对中国的

指责，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老师所说

的和我这两年跟随侨报小记者团回

中国访问的所见所闻的事实极为不

符!

	 她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现在的环

境有多么的污染，中国的空气是多

么糟糕。听到这儿，我就忍不住举手

想发言了，因为我不希望老师把错

误的信息和偏见传递给所有在班上

没去过中国的同学们。	“老师，我刚

刚几个星期前就在中国，而且不光

去了大城市，我也去了中国各地的

中小城市，比如成都，东北，云南，等

等。以前我回中国的时候，污染的确

非常严重。但今年我发现，中国真的

是变好了很多！北京上海这些大城

市，以及我去过的其它城市，都能看

到蓝天白云，让我很高兴,	也刮目相

看...”

	 老师听完后，好像没有听进去

一样，然后继续指责中国农村的穷

人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好多人连

鞋都买不上，学校也上不了。啊哈！

我又举手了，我说：“老师，您说的的

确反映了部分中国的现实，但请您

不要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中

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不止，而且

美国比中国还要大，但中国居然做

到了让所有人至少可以吃饱饭，不

饿死!”

	 老师接下来又进一步的指责中

国，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如何糟糕透

顶。我再次举手：“老师，中国现在是

全世界第二名，在美国之后。但，现

在网上的媒体上常常都预测中国会

在2018年的时候，在各方面超越美

国。而且，中国用了60年变得逐步强

大，中国一直都是共产党，没有变过

啊。”

	 我这么一说，老师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了，因为我用我的话证

明给她，中国现在正在飞快的进步，

同时尽力改正以前的错误。

通过这次和社会学老师的课堂讨

论，我意识到了，在美国，还是有不

少美国人对中国有很大的偏见，也

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需要学习

少判断，而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特别重要的是，眼见为实。

海边
 王业 （13 岁）

我和她

坐在海边的木板凳上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海风把如丝的头发

吹得凌乱又美丽

一串又一串地垂在脸前

一双水银般晶亮眼珠

微笑的脸颊，是雨后的玫瑰

那可恶的海风

把我们的话语吹走了

夕阳西下

我们依依离别

我回望

却只有那一双水银般晶亮的眼睛

还有那永恒的海风

明日之星

《Amy	Wang					图片》

	 在今年8月份于明尼苏达州的

圣保罗举办的第30届美国围棋大会

（2015	US	GO	Congress）上，我们中

文学校的毕业生Amy	Wang和队友

取得围棋双人赛冠军。她们将作为

美国唯一的一对代表，参加将于12

月份在日本举办的第26届世界围棋

双人赛。Amy曾是我们中文学校的

围棋俱乐部的成员，去年从我校毕

业时也获得AP中文满分和SAT中文

满分的完美成绩。

《Amber	Lin				图片》

	 毕业于JP	Stevens高中，今年秋

季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工程学院就读

的Amber	Lin是我们中文学校的优

秀毕业生，2015年国家学者奖学金

获得者，是一个学术，运动，音乐，领

导力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中学

生。她是高中的高尔夫球队队长同

时也是个优秀的桥牌选手，曾获青

少年北美桥牌比赛冠军。她从十年

级起开始担任我校桥牌课的老师直

至高中毕业，被学生们尊称为“桥牌

皇后”。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于
十月十日迎来了秋游活动，共有
一百多名师生家长参加本次活动。
	 十月，秋高气爽，风清云淡，气
候宜人。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大自
然是我们最广阔的教室，赋予我们
取之不尽的源泉。为了拓展孩子们
的视野，丰富孩子们的社会经验，
让孩子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
秋天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华夏爱迪
生中文学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
游活动。
	 十月十日上午，家长会会长王
旭涛(Tom)在早上	8	点多就去预
占活动场地 ,	其他学校领导班子
成员随后来到位于爱迪生的罗斯
福公园一起搭建秋游设施。孩子和
家长们十点后陆续来到公园，他们
沐浴着清新的空气，呼吸着花草树
木的芳香，并开始了秋游系列活动	
--	篮球投篮比赛，足球射门比赛，
男女跳绳比赛。各种比赛参与既有
奖品，孩子们的热情空前高涨，比
赛结束后，他们的口袋已满是各种
奖品。孩子们叽叽喳喳像一群欢乐
的小鸟，有说有笑，感受着秋天带
给我们的别样情愫。
	 中午在罗斯福公园的野餐营
地分享美味的披萨和果汁，大家
三五成群，享受着紧张激烈运动后
食物带来的满足感，体验集体活动
的乐趣。
	 午餐过后，孩子们带上营旗，
开始远足。与此同时老师和家长们
神秘的进行着下一个项目的准备
活动--寻宝游戏。为了确保每个

小朋友都能寻得宝物，大家奋力的
往指定地点“撒宝”，只能用“罗斯
福公园遍地是宝藏！”来形容当
时的盛况。最后“寻宝”演变成“捡
宝”，每个孩子都满载而归。
	 拔河是秋游的压轴重戏，按照
爱迪生中文学校的传统，拔河比赛
分为两队：爸爸和女儿一队，妈妈
和儿子一队。大家为了各自的团队
荣誉而战，两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
角逐。但是比赛并没有按部就班，
进行到关键战役时家长们纷纷加
入自家孩子的战队，变成了男女混
战，场面十分壮观，打仗亲兄弟，上
阵父子兵说的就应该是这个道理
吧。
	 随后的抽奖环节将本次活动
推向高潮，十几名幸运儿捧得大
奖，在一片欢呼声中本次秋游圆满
结束。欢声笑语中，家长们由衷地
感谢赞助商金门超市以及校长魏
东，副校长吴强和家长会会长王旭
涛的精心组织和安排。同时感谢理
事会成员(钱晓红，周旋,	朱海洋,	
理事长沈湘)，前校长林胜天和前
家长会会长陈文华的大力协助。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智力运动
会10月18日在华夏中文学校桥水
分校如期举行。来自华夏各分校的
110多位由学生、家长组成的比赛
选手，先后参加各级别的围棋、国
际象棋、五子棋、数独、桥牌等项目
的比赛。
	 本次比赛吸引了从	6	岁	到	60	
岁各个年龄段的爱好者参加。赛场
上既有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紧张
气氛，又有以赛会友，友谊第一的
和谐场景。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通过
参赛运动员获奖累计记分，华夏爱
迪生分校总分遥遥领先夺得团体
第一名，蝉联冠军。本次智力运动
会共三十八名选手代表爱迪生中
文学校参加比赛。
	 大部分参赛选手来自于爱迪
生中文学校所开设的各种棋类班
及俱乐部。经过多年的学习、实践

与积累，在赛场上他们做到“肚里
有粮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学校
也高度重视这次比赛，赛前两周，
前家长会会长陈文华利用中文学
校上课空余时间组织选手进行集
训，除了邀请三位高水平学生义
工(Thomas	Yang,	 Samuel	Zhang,	
Jessica	Wu)，还请来了专家级家长
义工(姚力)进行一对一强化训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爱迪生中
文学校这次取得优异成绩是和所
有人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当天正
在中文学校坚守岗位的校长魏东
和副校长吴强得知喜讯后，立刻向
所有代表爱迪生中文学校的队员
表示祝贺，向家长和学生义工及组
织者(前家长会会长陈文华、前校
长刘建、家长会会长王旭涛、老师
林旭华、前校长林胜天、前理事会
成员曹为、理事会成员周旋等)表
示衷心感谢。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秋游活动
 沈文晓 撰文     林胜天 图片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

蝉联2015智力运动会冠军
 沈文晓 撰文

秋游大合影

智力运动会领奖

智力运动会冠军队阵容

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