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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 的 华 夏 运 动 会

开幕式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副总领事邱舰先生、侨务组长

朱家耀、孙潜领事与华夏总校及

十多家分校领导进行了座谈。	

	 邱副总领事简单介绍了国

侨办的机构改革，并询问华夏中

文学校发展现状。华夏总校长

王宏感谢纽约总领馆的大力支

持，并介绍了华夏在近一两年中

完成的三个战略项目：1)	首次创

建针对全华夏毕业生的奖学金，

第一笔捐款全部来自总部在纽

约的世界山东同乡总会总商会。

2）“寻根之旅夏令营”。组织 100

多名学生分赴国内六地游学寻

根。3）	“2018 中 华 大 乐 园”。 它

是本年度国侨办在美国举办的唯

一大乐园项目，华夏申请成功，

由东部分校代表华夏具体承办。	

	 随 后，副 总 校 长 潘 仁 南 汇

报 了 华 夏 与 暨 南 大 学 合 作 改

版《中 文》的 工 作 进 展。 这 项

合作于半年前开启，目的是使

得《中 文》教 材 的 编 排 更 适 合

北美学生。华夏中文学校希望

纽约领事馆能够帮助推动下一

步的国内合作，这在今年遇到

教材供不应求情况下显得更加

重要。邱副总领事表示尽力支

持华夏和暨大合作改版《中文》

教材，要求华夏提出具体方案。	

	 会上大家还交流了其他议

题。会后，邱副总领事、朱组长及

孙领事与参加座谈会的华夏总校

及分校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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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机上
华夏哈德逊分校

六年级 白润泽

	 今年夏天，我们从美国去了希

腊和中国，也就是说我们横跨了地

球从北美洲去了欧洲和亚洲。在中

国除了妈妈的故乡古城西安，我们

走访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上海、苏州

和杭州，都非常有趣！我很羡慕超

人，因为他可以自己飞来飞去的，想

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惜我自己不是

超人，只能依靠火车、汽车和飞机这

些现代的交通工具。去了这么多的

地方，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飞机。

我们这次旅行一共坐了九次飞机。

其中，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国航

飞机上，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

的事情。

	 那天我们的飞机是在凌晨起

飞。上飞机之前，妈妈在拖运行李。

我热情的舅舅和表哥给我吃了两个

陕西肉夹馍。我吃得撑极了，懵懵

懂懂地上了飞机。突然，在我们坐

下之前，我的肚子感觉很不舒服，七

上八下，好像有个蝴蝶要跳出来似

的。妈妈要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

我呆呆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妈妈

没在意又去忙弟弟了。我转身拿了

呕吐袋去了洗手间。不一会袋子就

满了。我扫了一眼，全是我的晚饭

和午饭，我恶心极了。不知道该怎

么办？慌乱中我就把东西扔在洗手

池里，跑回了座位，昏睡过去。一觉

就睡到了法兰克福。	下飞机后，妈

妈跟我说，刚才很奇怪飞机上有一

个洗手间坏了，为什么机组人员不

在起飞前就给修好？ Oops ！这时

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这事有

关。我看了看妈妈，心里暗自发笑。

她肯定想像不到我和这事有关。我

有些同情清洁人员。因为我，他们

不得不多做很多清理工作。

	 我很喜欢国航，比美联航好多

了。国航的服务好，饭好吃，座位也

大。我做错了，但是我真的不是故

意的。拜托，国航！请不要把我放

到黑名单上。下次回中国，我还想

坐国航！	

暑假里
华夏哈德逊分校 

六年级 谭智健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马里

兰州看我的爷爷奶奶，阿姨还有叔

叔。我的爸爸出生在马里兰。爷爷

年轻的时候来美国做厨师，他回香

港娶了我的奶奶。我的爷爷奶奶都

是一流的厨师，手艺特别棒！每次

我去看他们，他们都会亲手给我做

热乎乎的面条，嫩嘟嘟的排骨，香喷

喷的酱油鸡，红绿相间的炒饭，还有

他们自己秘制配方的水饺。这次我

住在奶奶家里时，她教我怎么做饺

子，我觉得包饺子真不容易！把馅

儿放在皮儿上不难，问题是怎么把

这么多的馅儿装好捏紧。奶奶在

她的花园里种绿豆、番茄、南瓜和冬

瓜。我头一次发现绿豆原来是紫色

的，煮熟后才变成绿色，真有意思！

	 奶奶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饭馆，

虽然有很多点心，但很可惜我都不

能吃，因为我对虾过敏。我只能吃

鸭汤面。另一个地方我爷爷经常带

我去的是 Texas	Steakhouse，我们都

喜欢吃那里的黄油面包，牛排和沙

拉。

	 除了吃，我还去了隐语博物馆

和马里兰最大的购物中心。在隐语

博物馆里，我学到了美国人是怎么

利用这些代码和符号去战胜敌军赢

得世界大战的。购物中心也很好

玩。你猜这个购物中心大到什么程

度呢？竟然有火车在里面开。火车

用来运送购物中心的顾客，它大约

有六到七节车厢，是红蓝金搭配的

颜色	。中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电

影院，影院门前装饰着埃及雕像。

从马里兰州回来以后我的体重增加

了一磅多，大概是在奶奶家吃得太

好啦。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我

已经开始想念我的爷爷奶奶了，希

望能很快再见到他们！

难忘的夏令营
华夏哈德逊分校

六年级  Brendon Chan

	 这个暑假，我去了中国福州。

妈妈让我在美丽的武夷山下参加了

一个夏令营。夏令营为期六天，这

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参加集体

活动，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自己来

解决。我很激动，也有点紧张。

	 每天早上，我们六点起床，整理

被子，刷牙，洗脸，换营服，下楼吃早

餐。然后老师带我们参加各种活动，

比如说，坐竹排、爬山、攀岩、烧烤和

射箭；还带我们去品茶、刻字，感受

成人礼，做饼和观看水幕表演。水

幕表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目，水

从地面喷向空中，在彩灯的照射下，

五颜六色。它有各种各样的投影、

音乐、火光、演员，还有解说，持续了

大概半个小时，非常热闹好看。

	 这个夏令营虽然很累，但是我

学到了许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我

不但学会了自己的事自己做，而且

还交了很多朋友。	夏令营刚开始

的时候，我不太习惯，特别想爸爸妈

妈。但是在老师、小伙伴和教练们

的帮助下，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我

很开心地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夏

令营！

经典秋季长跑比赛
华夏哈德逊分校 

六年级    张思莫

	 今年是本县经典长跑比赛的第

四十个年头，也是我第四年参加这

项比赛。去年的比赛我取得了青少

年女子组冠军，还上了本地的报纸。

爸爸妈妈和体育老师鼓励我争取今

年再次取得好成绩。

	 终于到了比赛的日子。这是一

个雾气朦胧的早晨。爸爸妈妈带着

我和妹妹驱车在乡间小路上缓缓前

行。路边的树林，房屋，草坪，小河

都被雾气环绕着，像仙境一样。

	 长跑的出发点和终点都在一所

中学。我们赶到的时候，警察叔叔

们已经在附近的路口维持秩序了。

我们停好车，办理完注册手续，急急

忙忙地向出发点跑去。等我和妹妹

跑到出发点，准备比赛的孩子们都

已经排好了队形准备起跑了。我本

来准备站在他们后面，组织比赛的

一位老爷爷却让我站在第一排中间

位置。他说，“跑得最快的孩子应

该在最前面，这样不会撞到跑得慢

的小孩”。我扭头一看，果然，去年

男孩第一名就站在我旁边。我们

所有小孩一起做了几个 JUMPING	

JACKS，就准备开始跑。妈妈老远

对我喊“Do	your	best”!	 还没喊完

SIREN 就响了。我一开始就用力

跑，希望能跑到前面，一开始就领

先。不过，有几个男孩跑得比我还

快。跑了不过几百英尺，我就已经

觉得喘不上来气了。毕竟我已经很

久没有锻炼了，一下就跑得太快，觉

得很累。我调整了一下步伐，尽量

迈大步，但是减慢迈步的速度。同

时，我也调整了一下呼吸的节奏。

又跑了一会儿，远远已经看到半英

里往回跑的地方站着的指挥了。这

时，我忽然想起来爸爸之前跟我说

的，不要在意有多少男孩跑到我前

面，只要 COUNT 有几个女孩跑在

前面就好了。我一边跑一边往前看

了一下，还好，前面没有一个女孩。

我回头看了一下，身后不远处有一

个很瘦的白人女孩跑得满脸通红，

但是一直紧跟着我。我想起来了，

去年她也是一直跟着我，还差点超

过我，我这次一定要小心。于是我

加快速度，朝中点跑去。跑到中点，

转身往回跑，我一边跑一边想，还剩

不到一半了。每跑一步，都离终点

近一点。这时我两条腿都觉得很沉

重，每跑一步都很费力。我多么想

停下来走一会儿啊。但是，我身后

的脚步声那么近，我要是停下来，她

一定会超过我的。想到这里我咬着

牙接着跑，绝对不能停！转过一个

弯，远远地都能看到终点了。我甚

至看到妈妈拿着手机站在终点旁边

往这边看着。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加速往终点冲去。这时，我身后的

脚步声也越来越近了。很快，一个

人从我身边超过去，还转头对着我

笑了一下。我一看，原来是经常参

加长跑比赛的一个男孩。还好！我

跟着他一起向终点冲过去。妈妈在

旁边喊：“加油！快！苏菲！”。	我

在她的加油声中冲过了终点。

	 本地报纸的记者又跑过来采访

我，让我谈一下当冠军的感受。去

年的采访也上了报纸。很多同学都

看到了报纸上我的照片，甚至给我

起外号叫“Tesla”。	我很高兴我的

努力有了回报，并且期待明年的比

赛我可以再拿一次冠军！

当老师
大西洋城分校  林心雨

	 中文学校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这个学期我希望能学到很多汉字和

中国文化知识，千万别总是写汉字。

可是今年和以往不一样，老师让我

教另外一位学生，用这种方法来提

高我的中文。我没有教别人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也挺慌的，怕自己教不

好。我的任务就是教那位学生不懂

的字，幸好我教他的是我学过的一

本教材，要不然我怕有些字自己也

都不认识呢。我的中文也不算特别

好，所以让我这样一位中文不怎么

样的学生去教另一位学中文的学生

还真是有那么一点难度的。然而这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我特别

想利用这次机会得到新的收获。我

说的收获并不是指别人的赞扬，我

是说我能从教别人的同时学到我可

能已经忘记的中文或没有意识到的

东西。我还可以学怎样帮助别人提

高他们的学习水平，所以我挺期待

教这位学生的。我希望我能够帮助

他学习中文。这件事也教会我遇见

困难时不要退缩，只要尽自己所能，

付出努力和时间，什么事情都是可

能解决的！		

种姜成长记
大西洋城分校  陈茉莉

	 今年夏天，我做了一件从未做

过的事，我种了两	盆生姜 !

	 首先我想制作两个与众	不同

的花盆。我从商店买了两个花盆，

兴致勃勃地拿回家。我一	到家就

拿出很多颜料准备给花盆涂颜色。

当我涂好颜色的时侯，妈妈从另外

房间里出来，看到我把花盆里外都

涂上了一层颜色，妈妈告诉我，“	颜

料有太	多化学物	不适合涂花盆里

边”。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	

	 我以前从未有过种任何植物的

经验，于是我去请教妈妈。可是我

的妈妈	也从来没有种过生姜。我

只好上电脑搜索资料。我查到了很

多视频，每个	视频都大同小异。我

选择堆肥种植，因为这样比较健康，

也吃得放心。接下	来，我将已经发

芽的生姜种在盆中。生姜适合在春

天种下，秋天收获。生姜不喜欢爆

晒	，所以白天的时侯我把生姜放在

屋内靠近窗户，晚上和雨天都放在

外面。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刚开始

几天给生姜浇太多水，水满出底盘

流	到地板上。后来我就减少了浇

水量。		

	 种植生姜的第九天，其中一盆

生姜从土壤中长出了枝叶。第十三

天，另外一盆也长出了枝叶。没过

多久，两盆生姜又各自长出了两根

枝叶。	然后我每隔几天测量一次

它们的长度。起初，第一盆长得特

别快。过	了半个月后，第	二盆比第

一盆长得更高了。

	 生姜成长过程让我想起了一个

童话故事，“乌龟和兔子赛跑”。故	

事的寓意是缓慢而稳定才能赢得比

赛。我以为第一盆生姜会比第二盆

长得更快，但第二盆生姜就像乌龟

一样，虽然长得很慢却不放弃，结果

赢得了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