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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华夏老师各位义工各位同学：

	 2018	 年是华夏辛苦的一年，老师们辛

勤耕耘，同学们刻苦学习，义工们开心流汗。

2018 是丰收的一年，我们一起开山辟路，我们

一道分享甘甜。

	 展望 2019，我们信心满满，期盼很多的收

获。祝福每一位华夏人，感恩每一个支持我们

的社区人。愿欢乐天天伴随您的全家，猪年吉

祥，大吉大利 !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王宏				

	 第三届普兰斯堡中文学校才艺晚会（Talent	Show）于 12 月 2 日晚
上，在普兰校剧院举行。当高亢欢快的歌曲《大中华》奏起时，8 位节
目主持人吴宇晨、宋彦龙、杨帆、冯缨岚、张月莹、李忆南、刘家慧和赵
晶晶走入舞台中央。北美新州歌唱家李霞老师少儿声乐班的大合唱

《春晓》即将开始时，主持人吴宇晨宣布才艺晚会正式开始。才艺晚会
的总导演是普兰中文学校董事会董事杨小松先生。
	 抒情壮阔音乐《江河万古流》伴奏下，华夏演讲 3 班的学生们完
成了诗朗诵《中华语言》和《我们骄傲我们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
抽奖节目主持人王玉莹和朱怡人深有感触，说道“感谢华夏普兰中文
学校，这里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如家的爱和温暖”，并邀请董事长郝建
明先生和校长杨志强先生致贺词。
	 本届晚会共有 21 个节目，约 100 多个人和团体参演。世界著名武
术教育家赵长军的健儿们带来的《中华武术》快捷矫健；世界杯体操冠
军李军老师的少儿体操表演的《思乡》英姿飒爽；平德正老师的学生们
带来小提琴齐奏《步步高》轻快激昂。李霞老师成人班合唱的《故乡
的小路》和《绒花》，将观众带回到遥远的故乡；余促进老师二胡班演奏
了柔美抒情的《十五的月亮》和激情奔放的《赛马》；陈小芳老师的学
员们带来的黄梅戏让观众享受到不同民间艺术风味。
	 晚会节目花样繁多，歌曲有冯缨岚《梨花又开放》；李吴忧《今夜
无眠》；杨噜噜《挥着翅膀的女孩》；赵青青《送别》；王幸幸和张亚《你
和我》天真美妙的歌喉，让在场的观众陶醉。宋彦龙和宋彦霏兄弟俩
表演相声《反义词》的打趣逗乐；郑钧老师编导的儿童话剧《新编狐假
虎威》题材新颖；杜康宁老师的舞蹈学员们带来了汉唐舞《相和歌》《傣
族舞》《摆手女儿家》《东北秧歌》。
	 抽奖活动热闹非凡，约有 26 位幸运者中奖。抽奖间隙，曾红校务
长分享了马拉松的经验和学习中华语言联系在一起；2019 普兰春晚陆
剀导演分享了 2019 春晚在保留传统节目的基础上，争取做得轻松自
然，风格偏年轻化。
	 “带上我们浓浓的真情最诚挚的祝福：祝你们万事如意，心想事
成！愿我们明年秋天再相逢！”普兰 2018 才艺晚会 ,	在主持人的祝福
声中和观众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序：今年是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建校十五周年，这是一段不长
不短的时间。建校之初的学生已经博士毕业，刚刚入学的学生还是
五六岁的幼童。而比之汉字千年的历史，这又仅仅是转瞬之间。在
这里我有幸认识了建校之初的首任董事长，现足球队长赵少平。还
认识了几任校长和董事长 : 许兰薇、张长春、张学骞、涂汉明、王建军、
李墨瑞、李礼，还有很多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一
代才俊。这群人来到美国东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在这个学校里
去完成一项共同的伟大使命 —— 传承文化。于是，我写这篇短文，
致敬华夏樱山的老师和所有的服务人员。

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孩子，
学习中文是一件充满快乐的事，
它所带来的快乐会长久相伴。

它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有无数美丽的诗篇和动人的文章。

成长在北美的华人学子，
通晓中文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中文有三千三百年的文脉，
曾经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

生活在这里的华人游子，
传承中文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让正在长大的一代知道我们也曾经勤奋的学习知识与文化，
都来自一个伟大的地方。

不忘文明根源的华人赤子，
教育中文的语言文化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

中文教育让我们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发现无数优秀的老师就在学生的身旁。

华夏因为你们而精彩
记“普兰第三届才艺晚会”胜利闭幕

文 / 王开春   图 / 源苑

《四子之歌》
樱桃山分校校董 于雷

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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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旅游记
北部分校 范积萱 
指导教师：林天文

	 今年七月份我们一家和朋友们
一起去了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
大市。
	 我们去的第一站是 CNN	 总
部。CNN 是美国最大的 24 小时新
闻转播公司。我们了解了新闻是怎
样采集和制作出来的，还观看了天
气预报的制作过程。天气预报员站
在一块绿色幕布前，旁边有一个小
电视，他们看着这个电视，然后指着
幕布播报天气。其实我们在电视上
看到的天气预报是通过电脑制作出
来的。我们还乘坐了世界上最长的
扶梯。我们在 CNN 新闻中心呆了
两个小时就出来了，接着我们去了
奥林匹克公园，公园里面有很多雕
像。最后我们去了亚特兰大市最有
名的炸鸡店，品尝了南方炸鸡，我不
喜欢因为鸡肉太干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美国最大的水
族馆，整个水族馆有两层楼，七个分
馆，每个馆都有很多海洋生物，还有
各种各样的表演，其中最精彩的是
海狮和海豚表演。表演馆很大，还
有激光秀。我们还看到了企鹅、大
海龟、刺魟等。我们还观看了饲养
员喂食人鱼，还摸了海星。最后我
们玩了虚拟现实。里面的活动很
多，我们只呆了一天。第三天我们
一起去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博物馆。
可口可乐是 1892 年成立的，当时可
口可乐是一名药剂师在制作咳嗽糖
浆时发明的。现在可口可乐有 100
种饮料。我们去了免费品尝可口可
乐的地方。饮料品尝点是按照区域
来划分的，有亚洲、北美洲、南美洲、
欧洲、非洲等。还有各种各样的口
味，其中我最喜欢的饮料是柠檬口
味的。最后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个礼
品店才能出去。我们买了几样东西，
然后离开了可口可乐博物馆。			我
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
假期，我很期待下一次的旅行 ,	体
验更多好玩、好看、好吃的地方。	

感恩节的一天
北部分校 郭维琴
指导教师：汤江勤

	 今天是感恩节，一个感恩的日
子。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在家里
一起度过了这个美好的日子。
	 一大清早妈妈和爸爸开车去超
市买菜，我看到他们还没回来就开
始行动起来！我想用我的行动来感
谢我的爸爸妈妈。我走进厨房，挑
了几个西红柿，放在大碗里洗了洗，
切成小块，然后把鸡蛋敲开放在碗
里。再打开煤气炉，放上锅，倒上油，
把切好的西红柿倒进锅里，翻炒几
下又放进鸡蛋，撒上盐，再翻炒几下
后，关上火，就出锅了。不一会儿，
爸爸妈妈回来了，看到桌上的菜，开
心地笑了，我知道那是对我的表扬。
因为有了父母，我才会这么快乐地
长大，在这儿，我只想真心地对他们
说：“爸爸妈妈谢谢您们啦！”

曼谷喂小老虎
北部分校 Miya Menscher

指导教师：杨秀杰
	 今年 7 月，我随父母去泰国旅
行了十四天。没去之前，爸爸就在
网上为我订好了在曼谷喂小老虎的
计划，我当时激动坏了，马上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我的同学们，她们纷纷
要求我把她们装在箱子里一起带
走。
	 到达曼谷的第二天，我们先去
大象中心看望了几头年迈的大象，
还为大象捐了钱。下午四点左右坐
车赶到了喂动物的动物园。这是一
个专门为外国游客设立的喂动物的
园子，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各种各
样等待喂食的幼小野生动物。我们
到达的时候，看到一对青年正在一
个四周用网子围起来的房子里喂一
只小豹子，那只小豹子一边吃一边
高兴地在他们身上蹭来蹭去。
	 小豹子的隔壁就是我将要喂的
一只小老虎。小老虎住在院子里，
院子很大，周围是一人高的木栅栏，
隔着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小老虎正
坐在那里，瞪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
正瞅着我，好像知道我就要进去喂
她似的。正在这时，一位 40 岁左右
泰国妇女笑呵呵地叫着我的名字朝
我走来。她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
指着里面的小老虎笑着用断断续续
的英语跟我说：“她叫 Moana，是个
小姑娘，刚刚三个月，和你一样，非
常可爱甜美。不过她比较认生的，
所以，你进去后要按我的要求做，她

会很快适应你的。”	说完就拉着我
到院子旁边的水池边给我的手脚消
了毒。她告诉我，为了保证小动物
的健康，每一个和这里的动物接触
的客人都必须要消毒。
	 很快我就见到了 Moana，那个
泰国阿姨陪着我一起在院子里。
Moana 非常听她的话，阿姨抱起
Moana 给了我，Moana 似乎和我并
不陌生。我喂她一大瓶奶，她喝得
飞快，不到三分钟就把一瓶奶喝完
了，然后那个阿姨让我给她吃一根
大骨头。Moana 似乎非常兴奋，我
快抱不住她了，她左边啃右边啃，头
不断地转来转去，只瞅着大骨头，好
像我不存在一样。大概 10 分钟后，
阿姨把骨头拿走了，让我拿着绳子
逗 Moana 玩。这下难住我了，我从
没有这样的经验，试了很多次才引
起 Moana 的兴趣。遗憾的是半个
小时的喂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老虎的院子。
	 在十四天的泰国旅行中我去过
很多有趣的地方，甚至还陪伴过大
象一整天，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在
曼谷喂 Moana,	希望有一天还能见
到她。

我和姐姐的 2018 万圣节
哈德逊分校  四年级 谭翀

	 圣节那天，我跟姐姐和她的朋
友去要糖 ,	朋友的名字是 Jingxin	。
今年我们决定一起去 Legends 小区，
下午五点我们准时出发了。小区很
大，我们选择从北边开始。
	 一路上，有些家的装饰看起来
很可怕的样子，比如有吊着的大蜘
蛛，人皮面具什么的，走近一点有
些还会叫。姐姐很害怕，总觉得会
有人吓她，我可是个小男子汉，一点
都不害怕！有些人家让我们自己拿
糖，有些人家给我们糖，还有些人家
给我们一整条糖，非常大方。我们
试着去每一座房子，中间还走过一
座小桥，下面有小溪，很美丽。我们
走了一大圈，一些人家没亮灯，那样
我们就不会去那家，说明那家没有
人。有些家庭有特别可爱的狗，有
一只狗要舔我，还想吃我的糖，太好
玩儿了。在路上，我还遇见好多棒
球队员和一起打网球的朋友们，大
家都非常兴奋。我们得到了好多花
花绿绿的糖果，还有巧克力呢。不
一会儿，我的吊带包就变得很重了，
可小区的路还很长呢。于是我和
姐姐一人吃了一颗糖来补充能量，
Jingxin	没有吃糖。好渴啊，我问姐
姐“你有水吗”	？姐姐说“有”。我
拿了水，一下就喝了四分之一！幸
好姐姐带了水，要不然吃糖也解不
了渴啊。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天黑
了，我都看不到下一家的房子了。
正好这时姐姐说	“我看到爸爸的车
了”！于是她打电话叫爸爸到路边
接我们，我们三个就一起上车回家
了。
	 我们今年得到的糖最多，收获
太大啦！	

海滩三日游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李晶晶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妹
妹还有好朋友宇卿全家一起去新泽
西州参加一个教会组织的夏令营。
出发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帮助妈妈
爸爸装行李，然后和朋友一家汇合
后就一起出发了。五个小时以后，
到达了夏令营所在地新泽西州的
Harvey	Cedars。
	 Harvey	Cedars 有一个基督教会
的夏令营基地，我们和朋友一家都
去哈德逊华人教堂，所以能到这个
夏令营基地来。营地在海边，有空
就可以去海边玩。夏令营每天都有
固定的课程表，还有吃饭时间和三
个小时自由活动时间。
								第一天早上五点多，我爸爸妈
妈和宇卿的妈妈还有她的哥哥去灯
塔看日出。他们走的时候我和宇卿
都醒来了，但为了睡懒觉我们决定
不去看日出，错过也绝不后悔。晚
上睡觉前，妈妈告诉我们明天去海
边玩。我们都特别想去海边玩，已
经等不及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海边，太
阳照得沙滩一闪一闪的，有一点刺
眼，深蓝和绿色相间的海水在阳光
的照射下，格外美丽。我和宇卿还
有她哥哥迫不及待地跳到海水里。
刚进水时，感觉水好冷不由得发起
抖来，但是过了一会儿就感觉不到
了。我们开始往水深的地方游去，
海水浮力很大，海浪一直把我们推
来推去的我很喜欢。可惜我们只玩
了一个半小时就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
	 第三天是我们离开的日子。吃
完早饭我们去了第一天睡懒觉而错
过的灯塔，我们发誓要爬到灯塔的
最顶上。妈妈怕高不想上去，在下
面等着我们。灯塔一共有两百多个
楼梯，走得我腿都痛了。我们爬到
最上面往远处看的时候，湛蓝的天
空上有好多白云，好像是棉花糖飘
在天上。海水看起来很平静，远处
还有很多船只。在很远的地方蔚蓝
色的大海和晴朗的天空连成了一
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下了灯
塔我们在海边散步，发现了很多紫
色的海带，好漂亮！开心的时间过
得好快，最后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
了。
	 我 觉 得 新 泽 西 州 的	Harvey	
Cedars 很好玩。我一定会再来的！

我爱圣诞节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王宇卿

	 “叮 叮 当，叮 叮 当，铃 儿 响 叮
当…	”，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这
是一首圣诞节的歌，叫 Jingle	Bells。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了 !	每年
的十二月二十五号都是圣诞节 ,	节
日前后经常下大雪，我最爱在雪里
玩儿！圣诞节是庆祝耶稣诞生的日
子，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庆祝圣诞
节呢！下面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喜欢
圣诞节吧。
	 第一个原因是圣诞节学校会放
假。我们已经上学上了两三个月，
需要一个长假日，不只是一两天。
学生和老师都需要假期，这样可以
劳逸结合。谁不喜欢放假呢？我敢
和你打赌，校长也爱放假！如果每
天都呆在学校学习和做功课，从来
不放假，呆学校十二年，星期六和星
期日也不能放假。那我们将会失去
多少生活的乐趣！
	 放了假，我就可以有很多时间
和家人还有朋友在一起了。大家安
装圣诞树，在院子里挂彩灯，包装
礼物，挂圣诞装饰等等。这件事情
我自己做不了，需要家人帮忙。跟
家人和朋友一起做圣诞节的装饰
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平时朋
友们不能每天都凑在一起玩儿，现
在有了一个长假日，就可以梦想成
真了。有一年，我们和我朋友家一
起开车去北卡，还一起住在木屋里。
木屋里有上下床 ,	我们爬上爬下地
玩儿！一路上我们穿过了好几个
州，哥哥和我在路上还记各个州的
capital	city 在哪里？ State	Capital 在
中文里有个对应的词叫“省会”。	
	 我喜欢圣诞节的第二个原因是
因为能收到礼物。圣诞节和生日这
两天我会收到礼物。而圣诞节可以
收到圣诞老人给的礼物，让它成为
一个特殊的节日。	每次打开圣诞
老人或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总是非常
惊喜，因为我不知道礼盒里面装的
是什么？可神奇的是，每一次我都
能收到我想要的礼物！记得小的时
候，我特别想要一只 Care	Bears 的
熊。那时候，我可喜欢这熊了，其他
什么都不喜欢，做梦都想要一只可
爱的 Care	Bear，最后在圣诞节就拿
到了！妈妈说是圣诞老人给我的圣
诞礼物。
	 你看，圣诞节就是这么一个快
乐而充满惊喜的节日，你喜欢吗？

2018 万圣节
哈德逊分校七年级 卢美燕	

	 今年的万圣节是星期三。我吃
晚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 Marissa 来
了，然后我的另一个好朋友 Joanna
也来了。还有一个好朋友跟别的朋
友出去了，所以她今年没来。
	 我打扮成“Umbreon”	 它是一
个 Pokemon 的形象，化妆服是一条
黑色的裤子和一件运动衫，很简单。
Joanna 也 打 扮 成 一 个 Pokemon 形
象，是“Espeon”，很 酷 的 .。Marissa
打扮成“Mal”，有一头紫色的头发，
是电影《Descendants》中的一个角
色。我们六点钟开始去要糖。妈妈
带着我们出去，爸爸留在家发糖，他
戴了一个鬼脸的面具。我们挨家挨
户地走，到了每家，我们一喊	“Trick	
or	treat”，她们就给我们糖。
	 那天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几
乎每家都走到了。我们要了很多的
糖，过了一个快乐的万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