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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水分校

	 1月19日(星期日)下午，华夏中文学校桥水分校在桥水高中礼堂内
举办了盛大的2020年农历新年联欢会。来自社区各界的贵宾及本校学
生、家长们欢聚一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联欢会。与会贵宾包括桥水市长
Matthew	Moench、市议会主席Howard	Norgalis	、市议员Michael	Kirsh和
Timothy	Ring、Open	space	advisory	committee成员Yan	Ren、学区委员代
表Barry	Walker及桥水华人协会主席Henry	Wang	、协会董事会成员Jean	
Lee	女士等。	
	 校长李燕君首先致词，代表全体家长和学生热烈欢迎与会嘉宾，感谢
他们对华夏桥水分校常年的大力支持，并希望今后更好地为社区传播中
国文化，搭建中西方文化桥梁。	
	 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精彩表演，包括舞狮、民谣、武术、体操、古筝、相
声、舞蹈、朗诵及太极等都获得了热烈掌声。特别是本校学生、家长和老
师一起表演的中华民谣，开场就把观众带入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今年联
欢会吸引了很多本校优秀学生参加表演。他们在学校的各种活动(朗诵、
辩论、才艺表演、舞蹈等)中脱颖而出，在春节联欢会上精彩亮相，展现个
人才艺和学校风采。	
	 华夏桥水分校历史悠久。以推广中国语言与文化为宗旨，开设学前幼
儿班及一至九年级中文课及文化课包括国画、武术、象棋、舞蹈、小提琴、
古筝及各种球类。2020-2021	秋学期注册即将开始，请关注华夏桥水分
校：www.huaxiabw.org	（文/Jennifer	Chen）

华夏中文学校桥水分校在桥水高中礼堂内

举办了盛大的2020年农历新年联欢会

学跳中国舞
五年级：孙宇茗  指导老师：金茜

	 我喜欢跳舞。从四岁起我就每

星期六都会去上舞蹈课，学过芭蕾

和美国现代舞。从去年开始，我来到

了金花舞蹈学校学习，从此喜欢上

了中国舞。

	 我跟金花舞蹈学校的陈老师学

习跳中国舞。她教课认真，对我们也

很严格，要求我们每天回家都要练

功。中国舞不光舞姿优美，服装特别

好看，乐曲也非常悦耳。其中我最喜

欢的舞蹈是“小花旦”。外公告诉我

这个舞曲来自中国的京剧。把舞蹈

和京剧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很特别。

我们表演的中国舞“小花旦”参加了

“桃李杯”和“我的大舞台”比赛，进

入了决赛并取得了优秀表演奖。

	 今年的圣诞新年假期我也一直

在勤奋练习，期待能在中文学校的

春节晚会上跳得更美。我喜欢跳中

国舞。我会努力学习更多的中国舞。

难忘的旅行
五年级: 钱韦晴  指导老师：金茜

	 去年夏天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

去康涅狄格州参加全国舞蹈比赛。

虽然短短四天，但记忆深刻。	

	 我们舞蹈团包括我在内共11个

女孩子。比赛当天，我们很早就到了

赛场。随着上场时间的接近，我们越

来越紧张。在教练和妈妈们不断鼓

励下，我们将所有的情感和精力都

保持在最佳状态。可是当听到主持

人报出我们的队名，看到台下200多

名观众，我还是感到肌肉僵硬，心脏

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了。不过当第一

个音符在我耳边响起，我立刻就忘

了紧张，和大家一起跟着节奏在舞

台上舞动、跳跃和旋转，不跳错任何

一个舞步。

	 表演完，虽然我们都累得气喘

吁吁，但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已经

尽了全力。颁奖时，主持人由后往

前报比赛前五名，第五名、第四名、

第三名……	突然听到我们队的名

字，我们获得了第三名！是全国第

三名！我看见妈妈们站起来拍手欢

呼，眼眶发红。大家拥抱在一起兴奋

地又叫又跳。	赛后我们捧着奖杯拍

了很多照。

	 这是2019年夏天我最难忘的一

次旅行。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舞蹈

大赛。感受到了比赛过程的艰辛和

不易，也享受到了得奖后的喜悦与

荣耀。我非常期待明年舞蹈大赛的

到来。	

湖北武汉热干面
马立平六年级: 李天一

指导老师：洪旋
	 我每次暑假回武汉的时候必须

做的第一件事是来一碗我觉得是

“世界上”最好吃的武汉热干面！这

个面很特别因为它没有汤，做出来

是干的，所以叫它“热干面”。做好

的面上还会撒上浓香芝麻酱、晒干

的鲜胡萝卜丁、卤水、姜汁、酱油，再

加一点葱花和香菜。在拌面的时候，

热干面的香味会悄悄地跑到你肚子

里，让你会回味无穷甚至从早到晚

都会想去吃它。

	 热干面在武汉到处都有，因为

它是武汉最有名的面点之一。在我

外婆家楼下就有好几家卖热干面的

店。站在家门口仿佛都能闻得到这

香飘四溢的热干面味道。而且做起

来即快又方便，还很便宜。一大碗面

四元钱，一碗面从做到完成不到一

分钟的时间，做时只需放开水中过

一遍捞起即可。热干面好吃的一个

秘诀就是越快越干越好吃。我觉得

每个到武汉来的人都应该去试吃这

热干面！

	 我从小到现在都一直喜欢这爱

不释手、视若珍宝、情有独钟、如获

至宝、喜爱至极的热干面！每次去

武汉，到家二话不说就迫不及待地

去我最喜欢的面店买一碗思念已

久，带着浓郁家乡味道的热干面解

解馋。

昆明
五年级学生：钱明雅

指导老师：金茜
	 昆明是我最喜欢的旅游城市之
一。昆明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所以
人们又叫它“春城”。
		 我的姥姥、姥爷和太姥姥就住
在昆明。妈妈经常带着我去看望他
们。去年十月我们又去了昆明，因为
太姥姥一百岁了！那天家里来了很
多亲戚，大家喜气洋洋地围坐在一
起吃寿宴。在昆明我最喜欢从滇池
坐缆车去西山。在缆车上我能看见
下面整个滇池和远处的西山，非常
漂亮，像明信片一样。我还喜欢去民
族村，那里有漂亮的少数民族服装，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昆明山美，水美，人更美！今年
冬天我妈妈会再带我去昆明。

意大利之旅
马立平六年级：冯承翰

指导老师：洪旋
	 六岁那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意大利旅游。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
我在飞机上又期待又兴奋。
	 我们先去威尼斯，著名的水都。
那里没有马路，人们用船做为交通
工具。我和爸爸妈妈坐了有名的刚
朵拉。我们还去了圣马克广场喂鸽
子。隔天到达比萨。妈妈讲了有名的
伽利略的故事，他就是在比萨出生
的。曾经在比萨斜塔上測试他的定
律，同时丢了一个保龄球和一根羽
毛，看哪一个先落地。我很想到斜塔
上去，但因为我的身高不够，所以他
们没让我上去。不过爸爸帮我和斜
塔拍了很多相片。你们看相片中的
我是不是大力士，我用手顶着斜塔。
最后我们去了热那亚。发现新大陸
的哥伦布从热那亚出发去找新土
地。我很兴奋在热那亚码头看到当
时哥伦布坐的那只船的复制品。后
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和爸爸比赛爬
树。
			 那次去意大利真是好玩呀！我
最喜欢的地方是威尼斯，因为那里
的环境和美国的不一样，主要交通
工具是刚朵拉。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小小年纪就去过欧洲了！我希望你
和我一样，有机会到意大利旅游。

夏令营
八年级：蒋泊宇  指导老师：张燕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特别
有趣的夏令营：宜昌营。我们去了黄
鹤楼、三峡大坝、博物馆等。我了解
到黄鹤楼不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
筑，而且很有历史。那里的石头上刻
有一些诗，竟然是毛主席写的。我们
在宜昌博物馆学到史前与古代的宜
昌是什么样的，还看了很有特色的
传统音乐演出。我不但学到了很多
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还交了许多
朋友。我们一起享受了中国美食、美
景和文化。
			 在夏令营里，我们学习了巴山
舞。开始我在活动手册看到巴山舞，
心想那是什么？带着好奇心，我上
了人生第一堂巴山舞课。跳巴山舞
的基本动作和动作要领是手一定要
勾起来，转圈的时候男生的肩膀要
斜着等等。为了演出，我们课上课下
都在练，有时吃完晚饭就在大厅练。
尽管在演出时我跳乱了很多次，但
观众们还是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还学了中国传统文化，包
括著名的书法。书法不只是漂亮的
字，它也是一种艺术	。中国书法有五
种，篆书、隸书、草书、行书和楷书。
我们那堂课学的是篆书。篆书是五
种书法当中最老的一种，跟甲骨文
比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通过练
习，大家在一个扇子上面写“上善若
水”这四个字。写完后我们把名字写
上，还盖上我们的印章。真开心！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就是包
饺子。大家围着大圆桌一起包饺子。
一开始，我们包的饺子都是很奇怪
的形状。有的饺子的馅儿放得太多，
变成墨西哥卷饼，有的没有捏紧，煮
的时候散开。虽然有很多饺子包的
不太好，但我们都包得很开心。吃自
己包的饺子好像也格外的香。
			 我对 2019 年的宜昌营非常满
意。我们不但去了漂亮的景点，学了

很多中国文化，吃了好多传统中国
菜，还交了很多朋友。通过跟当地人
交流，我们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传
统、文化和性格。我们参观的景点都
是组织者精心选择的，这些地方有
着悠久的历史与美丽的景色。我很
想再次到中国参加华夏中文学校办
的夏令营。

我和中文
AP中文班：许洁宁 
指导老师：窦泽和

	 当今社会，中文是世界上最流
行的语言之一。全世界有超过十四
亿的人会说中文，等于世界上百分
之二十的人！作为一门那么流行的
语言，很多人都会认为中文肯定不
难学。跟其他的语言相比，中文肯定
和英文一样容易。错！中文字像画
图一样，看上去挺简单，但这门语言
绝对不象看上去那么容易。
		 许多人问：“中文就是一门语
言，怎么可能会难学呢？”中文难学
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文的汉字的
数量特别多。我问你，英文有多少个
字母？你的回答是二十六个字母，
对吗？恭喜你，答对了！那么，中文
有多少个汉字？不知道？没关系！
我跟你说，中文啊，有五十多万个汉
字！英文的字母数量跟中文的汉字
数量，二十六与五十万根本不能相
比。
			 虽然英文也有很多的单词需要
记住，但是中文学起来更困难,不仅
是因为它有五十多万个汉字，而且
还有其他的因素。首先是中文字的
发音。开始学中文时候，学会中文的
四声是非常关键的。四声念不对，表
达出来的意思就会有变化。举个例
子来说，“啊”字有四种不同的发音，
每个发音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意思。

“ā”	表示惊异；“	á”	表示反问；“	
ǎ”	表示疑惑；以及“	à”	表示赞叹。
	 其次是同音字，写法不同，但是
读音相同。像“温和”的“和”跟“一条
河”的“河”，两个汉字的发音都是一
模一样的，但是意思却完全不同。
	 最后还有多音字，比如“还”字，
有两种发音，一个是“还（hái）要”，
另一个是“还（huán）给”。多音字和
同音字正好相反，多音字的写法是
相同的，但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说
到这里，你该知道要学好中文真的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了吧！
	 虽然学中文的确很难，但还是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把学中文的过
程变得容易一点儿。写中文字的时
候，你会发现，在不少的字里面会有
一些常见的偏旁，可以帮你理解这
个字的意思。比如有提手旁的字一
般都会和用手做的事情有关。如果
你看见一个字有这个偏旁的话，你
就可以和手联想在一起。金字旁跟
提手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发现
一个字有金字旁，那个字应该跟金
属有关系。
	 中文的字经常会由几个自己本
身有意义的字组成。这种字就叫组
合字。新组成的字不是在意思上，
就是在字音上和原来的字有关联。
比如说，“男”字就是在“田”里劳动
的人“力”。而“想”字的读音和上半
部分的“相”字类似，下半部分是个

“心”字，是因为想法是在“心”里发
生的。
	 我怎么对待中文这个语言？其
实，我从小开始说中文，但是因为我
在美国出生，在美国上学，跟美国人
说话，我的中文水平一点一点地下
降了。从五岁开始，我父母就把我扔
到中文学校。每一个星期日，我都把
大半天泡在了中文学校。我觉得学
中文一点儿都不好玩。因为我以前
觉得，学中文是很无聊的，没用的，
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这种想法不
仅是因为我懒，而且是因为我心里
觉得中文真的是太难了。中文不但
不容易学，而且又很无聊，干嘛学
呢？
	 现在呢，我不再是那个五岁的
小姑娘了。被家长逼到中文学校很
多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已经知
道了中文的重要性。学中文当然会
很难，学什么语言都会那么难。但是
现在，通过学习中文，读书、写字、
谈话，我知道学中文的时候该怎么
做。我学会了很多新的词语和成语，

 捐一块压岁钱，寄百分华夏情
	 自总校发出“捐一块压岁钱，寄百分华夏情”——抗疫捐款的倡议
以来，各分校纷纷开始组织捐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收到捐款逾万
元！其中，李文斯顿几位学生更发起了为武汉祈福的点烛活动。各分校
捐款将通过华夏总校捐给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感谢孩子们，感谢华夏
大家庭，感谢所有华夏义工师生们！

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学习中文的方
法。如果我好好儿地用那些学习方
法，我肯定能继续提高我的中文水
平。当我真正学好中文后，就可以轻
松地看中文电视剧了！说不定，我
还能去中国上一流的大学。那可多
爽啊！

莎士比亚剧院
八年级: 林一珊   指导老师：张燕

	 我一直喜欢戏剧。当我发现附
近的麦迪逊镇上有个莎士比亚剧
院，马上要求去他们的夏令营。开始
我很紧张，但那儿的人都非常热情，
我就放松多了。后来我年年都去，
今年夏天还想去。我演过 Macbeth,	
Agamemnon’s	 Homecoming 和
Beowulf。我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剧院，
也很高兴有机会在那里学习并参加
表演。
	 莎士比亚剧院很重视友谊。我
们通过玩游戏来熟悉大家的名字并
逐渐成为朋友，增进彼此的了解和
信任，这样才能保证演出的成功。我
们会选定一些主题日，弄一些规则，
比如有人打喷嚏就说“哞哞”。大家
可以打扮成自己最喜欢的书或电影
里的角色。我在营地交了许多朋友，
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剧院另一个有趣的部分是排
练。排练使我们真正团结在一起。如
果有人忘了台词，我们会低声提醒。

排练老师会听取我们的反馈，并根
据演员的建议改变角色的一些设
置。我们的服饰很简单，一般就是斜
挎腰部和脖子的彩色飘带。其他道
具包括带银色面具的头盔、法杖、王
冠等等。演出时每人穿一件剧院发
的T恤，上面印着一句剧本名言。演
出时要求穿黑色裤子和深色的鞋。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绝大多数道具
都不十分精美。相反，我们被要求用
表演去描绘它。在去年的Beowulf剧
里，我演一名战士。我要用自己的姿
势，身体角度和手臂姿态让观众看
起来好像我真的握着剑和盾。
	 剧院里的老师每年都不同。前
一年的老师第二年没来，我有点伤
心，但他们都很友善。我知道，谁来
教都很认真。每年的户外野餐是我
们带着家人一起来吃饭，聊天，看户
外剧，通常是喜剧。有时我们的指导
老师也参加演出。当他们盛装打扮
进入舞台时，我们都特别兴奋。夏令
营的相聚总是愉快而短暂的，大家
来自全州各地，开学后也很难再见
面。但这仍然是暑假里最美妙的一
个活动。
	 即使其他地方也有暑期活动的
剧院，我还是认为新泽西的莎士比
亚剧院是最好的。这里的人们都非
常热情，拥有无比的活力和信任。他
们鼓励、友好，激发兴趣，让孩子们
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
就是天生的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