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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晚，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 2018 才艺表演 (Talent Show)

圆满落幕。本次文艺活动让孩子们更加喜欢中文学校，喜爱学习

中文，热爱中国文化！现分享一组图片。

                                                         （供稿： 源苑、杨伟谦、杨小松）
 在校领导和义工爸爸妈妈

的带领下，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

次 Book Sale。27 位家长、老师和

校务人员捐书，59 位家长、老师

和校务人员买书或直接捐钱。感

谢广大家长、义工和学校工作人

员的大力支持。很多家长不但捐

书买书，还有的直接捐钱。义工

们尽职尽责，图书义卖活动进行

得热闹有序。所得收入 $529 全

部捐给学校作为活动经费，学校

将增加中文课班级的班费，全部

的善款回馈给学生。

 特别鸣谢捐书的家长和老

师，没有他们的捐赠就没有 Book 

Sale。廖湘海老师，一大早扛来

整整三箱书，这些书是廖老师热

心地为我们中文学校特别申请

的汉办课本；义工妈妈李丽，从上

海托运回来一大箱老师教学用

辅助图书；家长黄东平也捐了 3

箱书；还有很多的热心家长也都

积极捐助。也要感谢义工们，买

书和捐钱的家长们，谢谢大家的

支持！

 “2019 华夏朗诵演讲比赛”定于 1 月 12 日至 13 日举行。依照

往年惯例，22 所分校的小选手们将分赴三个赛区参加大赛。报名截

止期为 12 月 22 日。   

 一、北区。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大纽约、纽约中心。承办分校：

纽约中心。联系人：吴嘉俊。

 二、中区。桥水、爱迪生、里海谷、李文斯顿、奔腾、北部、史岛、伯

克利、密尔本。承办分校：李文斯顿。联系人：唐晓铨。

 三、南区。大西洋城、樱桃山、东部、南部、中部、普兰斯堡、大费

城。承办分校：东部。联系人：孙斌。

 华夏朗诵演讲比赛一年一度举行，定在每年一月，由总校教学部

主办。

 下面是资料图片

普兰斯堡分校才艺表演 博根分校

图书义卖
宫世杰

学生编辑：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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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一组
八册班学生  

指导老师：汤江勤

 我叫马慧洁，是我爸爸给我取

的名字，他希望我长大聪慧而又纯

洁。我今年十二岁。 我有一个弟

弟。我有很多爱好。我从小就爱画

画，看到什么就画什么。现在，我最

喜欢画动物和人物，最喜欢用铅笔

和彩笔画画，我也会画国画。我从

五岁起就开始学钢琴，已经学了七

年的钢琴了，我准备要考第七级了。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学吹黑管，在学

校里我是乐队里吹得最好的。在英

文学校我上七年级，我爱上数学、科

学和艺术课。我也很爱看书，我一

年可以读上百本书。我对电子游戏

很感到兴趣，我打得很棒，打枪的游

戏我都很拿手。我最爱的电子游戏

就是《我的世界》，我也很喜欢《吃

鸡游戏》。 我最爱的电视剧就是《闪

电侠 》和《箭头侠》，我最爱看的电

影就是《复仇者：无限战争》。我最

喜欢的食物是我爷爷包的水饺。  

 我是王之远，今年十三岁。我

喜欢踢足球和打网球，我也喜欢画

画和用电脑。我的爱好是用电脑来

设计东西，动手用纸板做东西。我

也爱下棋和打牌。今年，我申请了

BCA 高中。在美国，我的家有妈妈、

爸爸、妹妹、哥哥和我。我的哥哥今

年十六岁，我的妹妹今年也快八岁

了。我是在宾夕法尼亚出生的，在

我两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新泽西

州。在学校我的数学课是跳级的，

我现在开始学几何了。我觉得数

学挺好学的，但是我最喜欢科学课。

我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我叫巫岱霓，我的名字跟大自

然有关系。“岱” 是高山的意思，“霓” 

是彩虹的意思，“岱霓”合在一起就

是高山上的美丽的彩虹。我很喜欢

我的名字。我还有两个小名，霓霓

和莓子。妈妈常叫我莓子，爸爸常

叫我霓霓。我还有很多爱好。我喜

欢跑步 (Cross Country), 看漫画和

吹乐器。我会的东西也很多，我会

游泳和下国际象棋。我还常常帮着

妈妈收拾房间。我的英文写作也很

好，我希望我的中文写作也可以写

得像英文写作那么好。我是一个很

爱笑的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忍不

住地总要笑。

 我叫叶子乐，树叶的叶，快乐的

乐。爸爸妈妈希望我快乐地成长，

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是在波

士顿出生的。我们家七年前搬到新

泽西。我现在是六年级的学生，但

是我在中文学校上的是八年级。我

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最喜欢

读的是小说书 (fiction)。我也喜欢

画画，我每个星期都去老师家学画

画，我喜欢画动物和素描。我在学

校拉小提琴，我每天都要练习拉琴。

我还喜欢玩电子游戏，跟朋友一起

在线玩游戏很有意思。我喜欢吃意

大利菜，特别是比萨。我很喜欢中

国，每年放假时，我们全家都会回中

国旅游。

 

 我叫生文美，是一个在美国学

中文学到八册的学生。虽然我的

中文说得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可以

跟别的中国人流利地对话。尽管我

在美国出生，我的中文水平一般，可

是每年在学中文的过程中我都会有

很大的提高。在学中文的时候，我

觉得写字是最难的地方。我学完新

的字，两个月以后，如果我没有常常

用它们，我很可能就忘记怎么写了。

如果我努力学习，我肯定可以能把

中文学得更好。我还很爱画画和写

故事。长大以后，我想找一个可以

表达我的思想，自由创作的工作。

最好那个工作还可以挣很多钱。

 我的名字叫黄雯睿。“黄”是

我的姓，“雯”的本义是彩云，用于

人的名字的时候有美丽、文静又有

文采的意思，“睿”是聪明的意思。

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漂亮文静又聪

明。我的小名是“娜娜”和“安娜”，

我的大名是“黄雯睿”。我很喜欢

小动物。我属狗，在小动物中，我也

最喜欢小狗。我喜欢画画，特别喜

欢画中国画；我还喜欢画山水画，也

喜欢画花鸟画。我喜欢游泳，我学

了两个夏天的游泳了，今年夏天我

还在比赛中拿到了第二名。我还喜

欢弹钢琴，我每天都会练习弹钢琴。

我喜欢跑步，在我的班里我跑得很

快。我还喜欢大自然，更喜欢旅游，

将来等我长大了，我要去看看世界

各地！

                                                    

 我的名字是黄兴文。今年我

十二岁，上七年级。我喜欢玩电子

游戏，打篮球和阅读大量书籍。我

喜 欢 玩“Fortnite” 和“Red Dead 

Redemption 2”等游戏。虽然我不

是特别擅长打篮球，但我仍然尽力

而为。我最喜欢的书籍类型是小

说，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比

处理现实中冷酷的事实要容易和有

趣。我不喜欢的东西包括学校里的

家庭作业和中文学习。我不喜欢上

学是因为我讨厌做作业，因为我觉

得它花费了我许多时间。我害怕学

中文，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学习中文

了，但是我还是感觉中文很难学，我

还在坚持学习中文，希望有一天中

文会害怕我。 

镇上的运动会
方立杨   指导老师：张勤

 又是镇上每年的十公里长跑比

赛。起跑线前，大家准备出发。小

云是一个女孩子，她梳着辫子，穿着

运动衣，站在男运动员们中间，显得

又矮又小。边上的男运动员对她不

屑一顾，可是小云很有信心，准备开

始。

 枪声响了，男运动员们冲在前

面，小云虽然有一些落后，但是她一

直跟在他们的后面。天气炎热，大

家又热又渴，经过喝水的地方，男运

动员们有的停下来休息，有的擦汗，

还有的在喝水。可是小云没有停，

她继续往前跑，超过了男运动员们。

    小云跑在了最前面，她第一个冲

过了终点线，非常高兴，高高地举起

了双手。男运动员们在她的后面，

没有赶上她，显得有些难为情。

在中餐馆
AP 班：师逸柔

指导老师：张勤

 星期六晚上，丽丽和她的哥哥、

爸爸一起去中餐馆吃晚饭。

 餐馆里坐满了人，丽丽一家人

选择了餐馆中间的一张桌子。他们

坐下以后，服务员把三本菜单和一

壶茶放在桌子上。他们每个人拿起

一本菜单，开始看要吃什么。决定

好了以后，他们开始点菜。爸爸点

了一些他们大家最喜欢吃的。 由

于人很多，他们等了很久菜才端上

来。丽丽想立刻下叉子吃，可是她

发现没有叉子，只有筷子。问题是，

丽丽不会使筷子。她想让服务员帮

她拿一把叉子，可是服务员太忙了。

爸爸看到了，对丽丽说为什么不试

着用筷子呢？于是开始教丽丽怎么

用筷子。刚开始的时候，丽丽拿不

住筷子，也夹不住吃的，筷子根本用

的不顺手，可是她还是坚持学习。

终于她用筷子把一只虾夹起来 了。

丽丽很兴奋，又怕那只虾会掉，赶紧

放在嘴里，高兴地吃掉了。丽丽发

现其实筷子多用几次就很容易了。

 三个人吃得很开心，也吃得很

饱。结账时，服务员顺便把三个幸

运饼也放到桌子上了。丽丽拿了一

个，打开一看，看到里面的小纸条上

写着“主意总是自己的最好。”

  一封信
 AP 班：师逸柔

指导老师：张勤

张力军：

你好！

 我收到你的信了。我哪里是“美

食专家” ，就是喜欢吃。但是这个问

题我可以帮你。首先，小红和小强

俩人都不大会吃辣的，恐怕四川风

味不会合他们口味。其次，小强挺

喜欢吃广东菜，也特别喜欢吃早茶。

小红也不会反对吃广东风味，所以

我觉得广东餐馆会最受欢迎。最后，

关于你点菜的问题，如果那个饭店

有早茶，那点菜就简单了。等服务

员把吃的推过来以后，看看小红和

小强想不想吃，想吃就要，不想吃就

不要。早茶以外，也应该点几个普

通的菜。看看有多少人去，至少要

点一盘菜、一大碗汤和几盘肉或鱼。

这样，每种吃的都有了，吃的会很丰

富。

 希望我的建议会帮助你，好好

跟小红和小强聚一聚。好久没见了，

代我跟他们打个招呼，欢迎他们回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