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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
 华夏奔腾 六年级钟可心
指导老师 刘俊青
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热爱动
物和花草。我在家里养了一只乌龟，
一条蛇，还有一只小龙虾。到了夏天
我会帮外婆种黄瓜，西红柿，丝瓜等
等。
前不久有一只流浪猫经常在
我家前后左右转来转去。它身上的
毛是桔黄中加杂着黑色，但是它的
四只爪子都是白色的。我们给它起
名叫 Kitkat。一开始，我会从家里拿
来一些火腿和奶酪喂这只猫。时间
长了，Kitkat 一看到我就会高兴地跟
过来，好象把我当做了家人。后来，
Kitkat   索性就住在了我家门口，还
时不时地扒着玻璃门往里看。从此，
我就开始照顾这只流浪猫。
除了天天给Kitkat喂吃的，我还
把家里的旧枕头放在门口给它当
床。邻居看到我对一只流浪猫如此
用心，圣诞节时还送来了猫粮做为
圣诞礼物，并且教我怎么养猫。现
在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我想给 Kitkat
做一个小房子挡风避雨。我的朋友
帮我找来了一个大纸盒子，我在里
边铺上毛巾，干草和枕头。一开始
Kitkat 不敢进去，我就陪它坐在开
口处，把食物放在纸盒里诱它进去。
当它终于肯趴在纸盒里的枕头上睡
觉时，我高兴极了，知道我不用为
它冬天受冻而担心了。
照顾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不光是
我的爱好，而且是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帮助这些
可怜的小动物，给它们更好的生活
吗？

《我的爱好》
 华夏奔腾 六年级二班 李扬洋
指导老师 宋虹
我很喜欢弹钢琴，因为它给予
我很多表演和比赛机会。我每天都
要练习一个多小时，可是我一点儿
也不在乎。
虽然我每次表演之前都要准备
很久，但我有时候也会犯一些粗心
的错误，或者会发生一些我想象不
到的事情。有一次，我去一个教堂表
演。那时，我才六岁。我要用踏板，可
是我的腿太短，踩不着。我只好靠着
凳子的最边上坐。我没弹多久，凳子
的脚就象抹了油一样，慢慢地从我
屁股底下往外滑。我开始有点儿出
冷汗了，心里在请求上帝不要让这
个要逃跑的凳子从我的屁股下滑出
去。可是，上帝没听到我的请求。凳
子继续离我远去，而我就要坐到地
上了。我只好停下来，把凳子放好，
又接着弹了起来。我弹完了，大家都
鼓起掌来，说我非常勇敢。
我参加钢琴比赛不仅仅是为了
拿奖。比赛可以促进和提高我的表
演水平，还可以增加我的表演经验。
有时候比赛场的钢琴又旧又破，它
很容易影响我的表演。几个月前，我
参加了一次比赛。比赛在一个大学
里。我花了好几个月准备这次的比
赛，可是这次我非常不幸运，遇到了
一架很破旧的钢琴，结果我犯了一
些没想到的错误。后来，妈妈带我去
一家钢琴店，请老板让我们试弹店
里最旧的钢琴。老板指着一架小竖
琴，说这是一架一九五几年的琴，在
店里既没调过音又没被人弹过。我
弹了一小段那首曲子，突然明白了
我为什么犯错误。在旧琴上面，我表
现不出曲子里的很多小细节，曲子
就听起来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被干
扰了。有了这次经验，我以后比赛前
会试弹不同的钢琴。
钢琴比赛和表演给我带来欢
乐。我不再害怕犯错误，因为我能从
每次错误中学到新东西。

在Vail 滑雪
 华夏奔腾 七年级三班 湯凯宁
指导老师 李冬梅
我非常喜欢滑雪，毎年都去滑。
但是通常我们都在东部滑雪，还从
来没有去过西部。今年我滑雪水平
提高，圣诞节爸爸正好放假，所以
我们决定去美国最好的滑雪胜地，
Vail, 科罗拉多。
到的那天，新泽西 60 度，但 Vail
满天大雪，山上白茫茫的一片。那儿
的雪跟东部的很不一样，滑起来很

舒服。我和爸爸一起上了雪道，开始
在绿道，但太容易，我们就上了蓝
道。只是这儿的蓝道比东部要难很
多。爸爸滑了一会就摔倒了，从此他
只上绿道，我就叫他“All Green”。我
滑得越来越好，上黑道，双黑道，什
么地方都去！教练还带我去“China
Bowl”。在我们滑雪时，妈妈享受
Spa。
这里不仅滑雪好，歺馆也棒。
每天晚上我们都享受美食，特别是
我喜欢的鹅肝，还有科罗拉多小羊
排 ！ 我 吃 得 很 好 ，所 以 尽 管 每 天
6-7小时滑雪，我也没有瘦！
滑雪好了，晚上我们会坐在室
外火炉边，边喝热可可饮料，边烤
marshmallows。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滑雪度假，
我特别喜欢。明年还会去。

《我的爱好》
 华夏奔腾 六年级 郭迁
指导老师 宋虹
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画画儿，
读书，唱歌 和跑步，但是我最大的
爱好是游泳。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
和妈妈就送我去学游泳。随着年龄
增长，我越来越喜欢游泳了。
我喜欢在水里。夏天在水里，感
觉不到出汗，就不觉得热了。在水里
还可以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比如，
游泳，扔水球游戏，马可波罗游戏，
玩跳水，倒立以及翻跟头。度假时，
在加勒比海浮潜，看彩色的鱼游来
游去，好玩儿极了 !   如果我不会游
泳，就不能享受这些乐趣。
游泳有不同的姿势，蝶泳、仰
泳、蛙泳和自由泳。每种姿势有不同
的要求。要想游得好，都不容易。这
样，游泳时就不觉得单调 。我最喜
欢蛙泳和自由泳，因为我游得最好
最快。
游泳是一项不容易受伤的运
动。游泳比赛，是一人一个泳道。运
动员之间没有身体碰撞。我在游泳
队四年多了，每周训练三到五次，参
加过无数次比赛，极少受伤。
会游泳还是一种能救命的技
能。它不仅可以自救，还可以救别
人。不会游泳，就有可能淹死。我在
电视上，电影里和书上看到很多翻
船的新闻和故事。会游泳的人容易
自救。
我三岁开始学游泳，七岁进了
游泳队。游泳至今仍然是我最大的
爱好。游泳不仅有趣，还可以健身
和救命。我会一直游下去的。

我最感谢谁？
 华夏奔腾 七年级二班 陆津
指导老师 刘彬
今天是感恩节！早上一起来，
我立刻想到了今天的晚餐。妈妈做
的火鸡、土豆泥肯定会非常好吃。我
整天都想着那好吃的晚餐，到吃晚
饭的时候，我看到了香脆的火鸡，金
色的土豆泥在桌子上。还有胡萝卜、
番茄、黄瓜、生菜做的沙拉，可真是
五颜六色啊！
吃饭时，我想起了感恩节的由
来，想到了印第安人怎么帮那些从
五月花上到达的人。在秋收的时节，
第一批到达的移民感谢印第安人，
邀请他们聚会，这就是第一次感恩
节。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最
感谢谁呢？”
我想到了爸爸和妈妈。爸爸每
天叫我起床所以我上学不会迟到，
他每周送我去中文学校和绘画班，
还带我去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妈妈
每天给我、爸爸、哥哥做饭，她也帮
我买衣服和文具。他们俩都辛苦地
工作所以我能享受生活。
我最感谢的人肯定是妈妈和爸
爸。如果没有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我
的生活会像什么样。

游贝壳岛
 华夏奔腾 五年级二班 魏宇晨
指导老师孙郁红
感恩节我和我好朋友一家去
贝壳岛旅游，贝壳岛在佛罗里达州
西南的墨西哥湾。小岛的温度至少
八十度，比新泽西热多了。我们一块
儿住在一个海边的度假屋。天还不
亮的时候，我和我的好朋友就起来
去海边捡贝壳。我们还捡到了活的
贝壳！

我们在岛上，去海里游泳、参
观贝壳博物馆、骑自行车去自然保
护区、开船去海上看海豚、去码头
钓鱼，还去逛了当地农贸市场。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钓鱼，我们连着
钓了两天。第一天我们是在海上钓
鱼。尽管我钓到了三条鱼，我的鱼竿
儿老不配合，鱼线动不动就缠在一
起。因为第一天我还没有钓过瘾，所
以第二天我们专门儿租了渔具，又
钓了一整天。这次，上午在码头上
钓鱼就收获挺大。我钓着了两条大
鱼，一条是石斑鱼，17”，另外一条是
黑白条纹的羊头鱼，11‘’。都是差一
点儿，就能留下了带回家了。下午因
为大人想看日落，我们就换到一座
桥上去钓鱼。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钓了一下午，可是一条鱼都没上钩。
旁边有一个女孩子也在钓鱼，。看着
她不停地钓上鱼来，我特别着急。天
都黑了，爸爸妈妈又催着我走。于是
我扔下了我的最后一杆儿。突然鱼
竿弯了，有个东西咬钩了。我兴奋极
了，拼命地收线。爸爸也来帮我一起
拉线。最后终于拉上来了，是一条大
猫鱼！足够大，终于可以带回家了。
这次旅行我开心极了！我们度
过了一个完美的假期。我和我的好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
希望我们能一起再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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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华夏杯排球赛顺利落幕
春意盎然的五月是华夏体育健儿的季节，率先拉开序幕的华夏杯排
球赛于5月8日在普兰斯堡中文学校体育馆圆满结束。来自桥水，东部，爱
迪生，中部和东道主普兰斯堡五个分校的六支球队参加了角逐。最终老
冠军爱迪生队后来居上，再次捧杯。
上届冠军东部分校在第一轮的循环比赛中表现出色，五战全胜名列
第一。实力雄厚的爱迪生队在半决赛中战胜老对手桥水分校，和东部分
校会师决赛，再次上演龙虎斗。两支队伍都是新老结合，老将们镇守重
地，年轻人冲锋陷阵。双方你来我往，杀的难解难分。本来东部队一直略
占上风，但是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爱迪生队突然发力，小将杨迈克扣球
威猛，老将陈鹏吊球巧妙，他们抓住东部队的弱轮，连续得分，最终反败
为胜，取得冠军。
从 1997 年的第一届华夏杯排球赛，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十届。二十年
弹指一挥间，当年英姿飒爽的华夏排球健将们，如今跨入不惑之年，但是
他们依然活跃在排球场上。每一次蹦跳都充满着他们对青春的留恋，对
生活的热爱。如今他们和下一代并肩战斗，看到子女们高超的球技，他们
由衷地欣慰。看到华夏爸爸妈妈们执著的精神，我们由衷地为他们骄傲。

墨西哥之旅
 华夏奔腾 五年级三班 陈堉泫
指导老师 朱艳萍
今年暑假我跟我家人去墨西哥
玩。爸爸，妈妈，妹妹，和我一大早去
了机场。飞机起飞后，我满脑子都
在想着墨西哥。我们走出飞机场的
时候，大家都呼吸着墨西哥独特的
空气。然后我们坐车来到预定的宾
馆。它的名字叫 Paradisus。它的外面
很高，很漂亮。里面更漂亮！好像走
进了一个美丽的森林！里面有好多
人，看起来像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去外面看一
看。我一走到窗户边，就看到了一
只蜥蜴！我们坐车去 Jungle Tour
的时候，还看到一只更大的蜥蜴正
要过马路！到了 Jungle Tour，我们
先去坐一艘很长的快艇。船长首先
把船开到海中央转圈圈，我头都晕
了！然后他开得很快很快，海水溅
到我们大家的脸上和身上，个个成
了“落汤鸡”！然后我们下了船，去
坐自己驾驶，只能坐两个人的小艇。
我们大家到了海的最中央，就跳进
海里开始玩浮潜，看到了好多五颜
六色的鱼。我游完的时候，马上要上
快艇了，突然，一群大鱼向我迎面冲
过来，把我吓坏了！
从 Jungle Tour 回到了
Paradisus，我们都累坏了，可是我和
妹妹傍晚的时候还跑去了海边玩
沙，爸爸和妈妈躺在海边漂亮的床
上休息。我们每天吃着各种有风味
的特色餐，都觉得墨西哥的食物很
棒！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又去了一
个游乐园，叫 XCARET。很特别的
是，这里的很多昆虫和鸟是没有被
关起来的，我们可以跟它们亲密接
触。
我很喜欢墨西哥这个地方，相
信有一天你也会想去看一看！

爱迪生队

用数据说话 - 向二十周年献礼
再过几个月就是奔腾建校二十周年了，时间飞也似地快。
昨天晚上的教务例会上大家都感叹自从踏入了中文学校这个门槛，
这日子便不是一天一天地过，而是一周一周、甚至是一年一年地过啦。除
去日常的教学不说，九月新学年刚开学，转眼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校级、
校际的比赛；这各项比赛的成绩还没统计完，又进入了各项结业的准备
工作：YCT 成绩、HSK 成绩、各年级的毕业考试、毕业班的毕业答辩与演
示、学校结业典礼、毕业典礼，这一项一项、细致而琐碎的工作被奔腾的
校历如波浪般地一浪一浪推到大家的面前。在大家齐心协力、有条不紊
处理着这一件又一件工作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
今天早上毕业班同学和家长翘首以盼的 HSK 五级成绩终于放榜
了！今年的毕业班一共33名毕业生，其中32名学生参加了HSK五级的考
试，获得HSK五级证书的学生占了82%。而今年7年级的学生共有36人参
加了HSK四级的考试，其中有35人获得了HSK四级证书。
学校举行的《写字比赛》，参赛人数达 113 人，占全校总人数的 22%。
获得 1、2、3 等奖的共 44 人，占全体参赛人数的 39%、全校学生人数的
8.6%；
《朗读比赛》，在全校参赛的情况下，获得 1、2、3 等奖的共 125 人，占
全校学生人数的 25%；
《认字比赛》，同样在全校参赛的情况下，获得 1、2、
3等奖的共180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36%。
总校《演讲比赛》中，奔腾出赛的3个代表队，分别获得了两个个人第
一、四个个人第二和三个个人第三；总校《辩论比赛》中，奔腾出赛的 2 个
代表队，分别获得了高年级组第一名、低年级组第二名和四个最佳辩手
的优秀成绩。
即将过去的一年，五百多名奔腾学子，将完成又一个一册半书的学
习，完成全学年的 3 次统考，交出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勤奖在奔腾的
成绩单上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奖项，作为一个语言学校，出勤率的高
低一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老师的教学，而作为一个周末业余的中文学
校，在以往多年的教学中，奔腾的全勤率高达 40% 以上。今年全勤奖的势
头依旧。
1997年2月8日是奔腾建校的日子，在此我们用这一组组漂亮的数字
织起一只只美丽的花环献给即将到来的奔腾二十周年校庆！
                                                                              （张悦）    2016.5.10

感恩节的一天
 华夏奔腾 七年级二班 沈晓媛
指导老师 刘彬
感恩节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
这一天，是每家团聚的日子。孩子们
也都从学校放假回家团聚，亲戚朋
友也都会聚集在一起。我们家虽然
没有亲戚在美国，但是我们在教会
里有一个小组，小组里的爷爷、奶
奶、叔叔、阿姨，就像是我们的家人。
每年，在感恩节的这一天，小组里的
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都会来我们
家聚会吃火鸡大餐，而且每家都会
准备一道丰富的拿手菜。我和妹妹
都很期待这一天，我们也会帮忙妈
妈和整理自己的房间，帮爸爸把圣
诞灯的装饰早早地装好。
每年，我们家的感恩节过的都
很特别，很热闹！今年，爸爸特别准
备了两只大火鸡，感恩节的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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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就开始准备了火鸡，买了许多
食物、水果和南瓜派，给大家享用，
因为我们邀请了许多从中国来的留
学生。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来美国
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来自许多不
同的城市。许多人都不知道感恩节
是什么？有听过感恩节的也许没
有实际见过，更不知道感恩节的由
来。所以，他们非常高兴能参加我们
的感恩节聚会，来体验美国的感恩
节！他们很喜欢火鸡大餐，还有各
式各样的中国菜，他们都拍了许多
的照片留念，尤其是火鸡，好像是大
明星啊！聚会开始，我们先唱诗感
谢神，爸爸告诉他们许多有关感恩
节的由来；接着，每一人都有感恩分
享。他们都有很多的感谢，感谢他们
的爸爸妈妈，感谢有许多的好朋友，
感谢能来美国，感谢感恩节的晚会，

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谢我有
一个家，感谢我们能够开放家庭，邀
请这些留学生，他们都是离开了他
们的家乡，来美国读书。过节了，他
们一定很想家。感恩节的一天，让他
们有感受一个家的温暖，也是很特
别的。所以，我很感谢我有一个家，
能让他们来参加。
我也很感恩我的爸爸在教会里
做学生的事工，让他认识这些留学
生，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爸爸常
常带着他们读圣经来认识耶稣基
督，也常常开导他们和帮助他们，就
像对我们一样地好 ! 我很感恩我的
爸爸做这些事，做我的好榜样，等我
长大，我也会去关心别人。
感恩节真是一个很快乐，很有
意义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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