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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分校  钟可心
	 尊敬的各位老师、家长、亲爱
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夏中文学校奔腾分校
的毕业生，我叫钟可心。我相信今
天在座的毕业生大都跟我的经历
一样，从小开始在中文学校学中
文。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中文学
校四岁班的情景，而今天我已经是
一名毕业生了。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和你们分
享我学中文的感受。也许大家在
这里会期盼听到一些学中文的秘
诀，可我思前想后，觉得此时的我
就像是小时的梅兰芳——言不出
众，貌不惊人，实在没有什么特长。
学习中文并不是我的最爱，我没有
很多时间看中文电视，也没有机会
参加中国夏令营。对我来说唯一
的秘诀也许就是“坚持”。我在中
文学校的每一个第一次都开始得
非常艰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
的第一次中文考试，因为不懂得如
何分配时间都没有做完；第一次朗
读比赛因为紧张而说不出话；第一
次参加演讲海选而被淘汰出局。
那时的我认为辩论比赛对我来说，
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幸
运的是，在这一次次的挫败中，我
选择了坚持。因为这份坚持，我在
十年中没有缺过一次课，（现在说
出来，我自己都有点儿难以置信）。
因为这份坚持，在八年的正规中文
教学中，我大大小小收获了近 40
枚奖杯。因为这份坚持，今天站在
你们面前的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
我。这是中文学校在毕业典礼上
奖给我的最珍贵的奖杯。
	 我不想否认学中文是一个枯
燥艰难的过程。相比之下，“坚持”
二字，说出来听起来太容易了。直
到有一天，当我在学校与好朋友用
中文说悄悄话时，我在想中文可以
是一种默契。当我组织几个美国
同学一起学中文时，我在想中文可
以是一种游戏。当我纠正外公外
婆的错误发音，搞得全家哄堂大笑
时，我在想中文可以是生活的调剂
品。当学校找我去给中国交换生
当翻译时，我意识到对某些人来
说，中文是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
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发现一些中
文的发光点，我们的执着之路上就
会少一些辛苦，多一分乐趣。
	 我在学中文的道路上从不寂
寞。老师的鼓励，父母的支持和同
学的陪伴，都是我前行的动力。在
这里，我还要感谢中文学校，因为
她记录了我们的成长；因为她为我
们开启了一条未来的国际通道；正
因为她，让我们在追求学业成功的
时候也获得了做人的成功。

	 中文学校的学习为我们扬起
了远航的风帆，未来的航程机遇无
限。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不
会忘记中文学校。因为这里珍藏
着太多美好的记忆，这里是我们放
飞梦想的地方！
	 谢谢大家！

普兰斯堡分校  陈芷林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夏普兰斯堡中文
学校 9 年 2 班的陈芷林。能有机
会在今天的总校毕业典礼上发表
感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也非
常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这几年
来华夏中文学校辅导过我的各位
老师，感谢你们用自己的周末时间
来帮助我们一点一滴的学习认字，
其次，我想感谢所有的家长，是你
们的陪伴和支持，才能使我们	持
之以恒，完成学业，坚持到毕业。
最后我要感谢身边的同学和朋友
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
快乐的时光。九年前，爸爸妈妈领
着牙牙学语的我们满怀希望的来
到华夏中文学校。我仍然清楚的
记得刚踏进校园时的兴奋与喜悦。
然而九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飞逝，九
年前我们在此相遇，九年后的今
天，我们即将毕业。再多的语言也
表达不了我们对华夏中文学校深
深的留恋。九年来丝丝缕缕的珍
贵记忆，我们永远铭记于心。我们
共同经历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
我们在这里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
活，快乐地成长。
	 在这九年里，我学习中文也碰
到了许多困难。从 a，o，e	学起，到
今天，我能够坐在电脑前写我自己
的中文作文，能够阅读各种中文文
章，可以欣赏各种中文电视电影，
可以用中文跟我的中国朋友交流
聊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为自
己的学习成绩感到骄傲，也为自己
的执着感到开心。同时，是我父母
的鼓励和支持，是老师们的教育和
帮助，让我了解了中国悠久的文化
历史和风俗，认识了中国人的勤奋
和智慧，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和向
往。
	 尽管我要毕业了，我还会继
续学习中文，无论将来我们在哪
里，做什么工作，在中文学校学到
的知识都将是我们身上宝贵的财
富。最后，我再次感谢学校，感谢
老师！谢谢大家！

纽约中心分校  倪步清
	 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
学，大家好！我是华夏纽约中心学
校九年级的毕业生倪步清。很荣

幸代表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们在毕
业典礼上发言。
	 从五岁起，我就每个星期日上
中文学校。从学拼音开始，然后认
识中国字，学习书写中国字，朗读
课文，背诵诗词，看中文书，学习写
作 ......... 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在中文学校，除了基本的中文
课堂学习，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中文朗诵比赛，中文辩论比赛，做
了中文学校校刊的小编辑。通过
这些活动，让我提高了中文沟通和
写作的能力。在中文学校我还选
修了不同的文化课。比如跳舞课，
美术课和象棋课。每年春节联欢
会都会参与各种演出。来中文学
校不仅学习了语言，也丰富了我的
课余生活。
	 学习中文这一路以来，有太多
人需要感谢。感谢中文学校的老
师们，他们的耐心和无私奉献，让
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得以传承。
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有你们相
伴，让中文学习更轻松有乐趣。最
后我最想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一
直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才能让
我一直坚持努力学好中文。
	 有人问我，学好中文的秘诀是
什么。我想，首先要有兴趣动力，
明白中文的学习，是与长辈沟通
的桥梁，是为了自己更好的未来，
是身为华裔不可遗忘的根本。其
次，就是努力和坚持，学习任何的
东西，都需要从易到难不断累积坚
持。在中文学校有优秀的老师和
热情的同学一起建立了良好的语
言学习环境。只要坚持努力有所
付出，总是会有进步。最后，持续
的自我提高和文化的认同是更高
层次的追求。每年暑假我都会回
到中国，爷爷奶奶会带我四处散步
购物，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各地旅
行，我在中国吃美食看电影也交到
了很多好朋友，语言是文化的载
体，没有语言的隔阂，更加容易体
会不同文化的丰富乐趣，找到更好
更自信的自己。
	 今天我毕业了。但是我的妹
妹还会继续在华夏纽约中心学校
学习，我的爸爸还在中文学校从事
教学，而我自己也会继续提高中文
水平，将来也会回到中文学校做
TA，帮助其他的学弟学妹们学好
中文。	希望大家都能为中文学校
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
	 今天我们虽然从中文学校毕
业了，但是对于中文的学习是不能
停止的。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传
承是需要一辈子慢慢累积体会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谢谢大家！

2018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华夏总校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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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斯堡分校 - 我们骄傲，我们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
演讲班老师  王开春／吴雯

我们骄傲，我们是华夏子孙，
我们骄傲，我们是龙的传人，
悠悠中国五千年，江河浩荡，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飞舞奔腾的巨龙，
遥远地东方有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指南针让漂泊地游子找到回家地路
造纸术和印刷术将人类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火药让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6 月 2 日周六下午，华夏奔腾中文学校为学前班
小朋友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的毕业结业典礼。	小
朋友们盛装出席，六十多个小朋友分别上台，	给家长
们表演了背儿歌、诗歌朗诵和歌曲小合唱，孩子们的
可爱和开心，感染了在座的所有观众，给家长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	。典礼由学前班王青老师主持，王老师亲
和力极强，对小朋友们的表现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
更令人可喜的是，五岁拼音班的同学两周前参加了结
业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本年度的拼音学习。在
毕业典礼上，戴上了毕业帽，拿到了毕业证书。而且
一半以上的学生获得了全勤奖杯！学校贴心地给每

个小朋友准备了气球和可口的小点心，很多家长表示
能看到小朋友们在中文学校里开心地学习真是一件
令人愉悦的事情，整个会场洋溢着温馨快乐的气氛。
祝贺学前班的小朋友们！

	 6 月 2 日下午，华夏奔腾中文学校的图书馆里正
进行着一年一度的毕业生项目综合能力考核，30 多
个毕业生分成七个小组，今年的题目有《中美教育比
较》、《中国传统节日》、《话说秦朝》、《缓步类 - 水熊
虫》、《春节》、《中国食品》、《替代能源》等，演示的 PPT
制作讲究，内容丰富多彩，答辩趣味横生，现场笑声阵
阵，现场的气氛既严肃认真又欢乐祥和。
	 毕业生项目综合能力考核是奔腾毕业生的最后
一项考核，这些孩子在经过八年的中文学习之后，以
这种形式用中文做一个语言应用的项目来展示中文
学习成果。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学生们每周不但要完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学前班结业典礼 学前班老师 黄晓云 / 王秋雯

奔腾分校毕业生项目综合能力考核
成八年级规定的《中文》课程学习，还要利用复习课
进行小组讨论。今年的毕业班学生在繁忙的学业中，
在项目综合能力考核中表现不凡，圆满完成了各项
考核，为中文学习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它们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
长江你汹涌澎湃，黄河你惊涛骇浪
珠穆朗玛峰是我们笔直的腰杆
蒙古大草原是我们宽广的胸怀，
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的根紧系着这片壮丽河山
遥远的东方，那里是巨龙的故乡
遥远的东方，那里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
我们骄傲，我们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

上学的早晨
 张思莫 （五年级）

	 “醒醒！醒醒啦！上学要迟到
了！”我烦人的妹妹在我耳边叫唤。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看她，她就像
刚发现了食物的蚂蚁一样兴奋。我
感到奇怪，为什么她总是这么积
极？
	 我的上眼皮终于支撑不住了，
像石头一样重重地落下来，砸到我
的下眼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快醒醒！”妹妹又推着我。我
装作睡着了，任她推来推去。她拉
着我的耳朵，对着里面喊“有人在
吗？”我费尽全身力气再次睁开眼
睛，看了闹钟一眼。才 7 点？我的
肌肉酸痛不已，连手都抬不起来。
我试着把身体从床上移下来，但是
差点摔到地上。
	 “起床啦！”妹妹再次大叫。她
声音的力量把从我床上拉起来。	
我一瘸一拐地往浴室走去，眼睛半
睁着，像个僵尸一样。我闭着眼睛
用最慢的动作刷牙，好像电影中的
慢动作；心里默念：“我不要上学！
不要上学…..”我一边刷一边想，等
我再一睁眼，可能看到的就是满头
白发的我了。洗脸的时候，我心里
想的是那一沓沓堆积如山的功课还
等着我去完成。我像一个白发苍苍
的老太太一样艰难地拉着扶手下楼
梯。幸亏拉着扶手，否则我一定早
就摔下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吃完了
麦片，背上无比沉重的书包，出门上
学了。

爸爸的好处 -- 写于父亲节前
三年级：黄紫嫣

	 爸爸这种动物全身都是宝。下
面是爸爸的用处：
1.	爸爸们不仅仅照顾孩子们，还要
支撑整个家庭
2.	爸爸可以帮助我们做作业。作业
里不懂的问题可以问爸爸
3.	爸爸教给我很多生活中的常识
4.	当我犯错误的时候，爸爸帮我认
识到错误，改正错误
5.	爸爸花钱给我学各种课外活动，
让我会更多东西
6.	爸爸经常带我出去玩，让我们开
心
7.	 爸 爸 肚 子 大 大 的，就 像 一 个
stuffed	animal
8.	爸爸可以陪我打游戏	
9.	爸爸经常做很好吃的饭
	 爸爸这么好，我也要对爸爸好。
我要帮爸爸打扫房间，帮爸爸照顾
妹妹。将来我长大了，还要帮爸爸
做饭。等爸爸老了，我就可以做饭
给爸爸妈妈吃了。我还要带着爸爸
妈妈到许多地方去玩，让爸爸也开
心。我一直想养一只宠物小狗狗。
我问爸爸：“爸爸你也想要一只宠物
吗？”爸爸说他不需要，因为我就是
他的宠物。我想，等将来爸爸老了，
也会变成我的宠物。

我爱学中文
陈依华 （四年级）

	 我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	我是
一个特殊儿童。	以前对于中文和
中国文化	，我一点都不懂。	2013
年我随家人搬来纽约洲，每个星期，
我都会跟妈妈去家附近的赫德逊华
语基督教会。教会里有很多活动，
有诗班，舞蹈队，	中文查经小组，	姐
妹会，	中文夏令营等等。各种各样
的活动都需要懂得中文。我不会
写，也不会看，	经常傻傻地看着大
家开开心心地唱啊，跳啊，我自己心
里却很不开心。	教会的阿姨知道
我的难处后，	告诉我：＂每个星期
天下午你可以去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啊。＂回家后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
妈妈，妈妈当时很高兴，但是过后却
对我说	＂听朋友说，中文学校学费
很贵，	而你从来也沒有接触过中文	
，还是算了吧！＂
	 后来妈妈在我的再三请求下，
还是同意了。我高兴极了！	对妈
妈说		＂妈妈请放心，我一定会咬着
牙将中文学好！	＂更令我高兴的
是：班里的孙老师原来是我们教会
的孙小苑姊妹！她为人和蔼可亲，	
不但没有因为我是特殊儿童而歧视
我，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帮助我，	非
常耐心地辅导我学中文。使我感受
到她对我的那份爱，就像妈妈一样
地爱我。
	 在孙老师和妈妈的鼓励和帮助
下，我非常努力地学习中文。	几个
月之后，我的中文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认识了不少字，中文口语也有很
大的提高。每次测验，我几乎都可
以拿到优秀的成绩。孙老师非常
高兴，对妈妈说＂依华现在是我们

班最好的学生！”		现在教会诗班唱
歌，我都可以用中文唱了，我觉得学
习中文太好，太有用了！我所取得
的这些成绩首先要谢谢我的妈妈这
么多年来对我不离不弃和各方面的
关爱，以及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
谢谢孙老师对我的耐心和无微不至
地关怀。我会继续努力学下去，	将
中文学得更好。

我的第一个网球奖杯
Andrew Tan ( 三年级 )

	 上个星期六，我第 N 次参加我
们俱乐部的网球锦标赛。我以前参
加的几次都没有能打进决赛，虽然
我好想赢，但是我也没有想过我可
以拿冠军。
	 第一场比赛，我和 Alex 搭档打
双打，对手是 Derek 和 Jake，Derek
是上一次的锦标赛的冠军，Jake 上
一次打进了半决赛。比赛打得有些
艰难，我们的比分非常靠近，我们很
运气地打赢了最后一局我的发球
局，比分是四比三。
	 紧接着的两场比赛，我的搭档
是 Andrew 和 Derek，我们的对手没
有达到他们的最好水平，所以我们
赢得轻松，比分是六比零和四比零，
我很开心已经赢了三场比赛。
	 最后一场双打，我想我能赢，因
为我的对手 Derek 的发球没有太大
的力量，Alex 的发球和进攻失误都
比较多。果然，对方失误比我们多
很多，我们很快就三比零领先，这时
候，教练 Cole 提醒大家时间到，我
对我的搭档 Sophie 小声说，随便打
吧。	Sophie 发球，对方回球到我面
前，我回了个小球，赢了最后一球。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
我可能拿到冠军。
	 果然赛后，在
小 朋 友 们 打 响 的
鼓声中，	教练 Cole
将 冠 军 奖 杯 给 了
我。这是我的第一
个网球奖杯。

为什么写作这么难？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卢美燕  

Sarah Lu
	 我们都喜欢看书，但我们是否
想过每本书的背后有多少付出和努
力？尽管世界各地的书籍种类繁
多，作者无数，但从事写作工作的人
口比例仍然很小。能够快速阅读是
一种天赋和技巧，因为快速阅读从
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速读
还是比写作要快很多。当我们注意
到作家们运用技巧使作品呈现得更
好，更长，更有趣时，	我们通常都认
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写作
比你想像的要难一百倍。
	 Writer's	block	指的是写作的瓶
颈阶段。这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每个作家都遇到过。写作动力很低
或根本没有动力，	失去灵感，	看不
到未来，这些都是遭遇写作瓶颈时
出现的问题。即使是最有经验的作
家也都曾经历过这些，	重新找回创
作灵感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情。
	 对一个故事失去兴趣是有可能
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只
会迷上好看的故事，并在整个丛书
系列中保持这种状态。偶尔书中会
出现写得没什么意思的章节，但很
快就会被结尾处一场史诗般的战斗
和角色之间的戏剧冲突抵消了。读
书时失去兴趣和写作时失去兴趣是
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写作中失去
兴趣的情况经常会发生，并且越是
好书越会这样。写作中突然失去兴
趣会令作者觉得沮丧，继续写下去
会很无聊，很煎熬。或许再次动笔
的欲望会回来，或许它就永远地消
失了。
	 写作是和单词密切相关的。有
时我们的词汇知识还不足以完整地
表达我们的感觉和想法。有时词语
略有不同就可以改变一切。词汇非
常重要，特别是在写作这个完全由
词语掌控的领域里，	词汇运用是必
不可少的一环。
	 为什么写作这么难 ?	还有很多
其他的原因，还有很多可以列出和
解释。上面这些是其中比较常见的，
出现频率更高的因素。尽管有时这
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需要的是突
破自己，进一步发掘自身的创造力，
继续前行。写作是这样，生活也是
这样。书如人生，人生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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