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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滑雪
 马立平五年级 王可意

指导老师 曲杰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我
喜欢冬天，因为那是一年中我可以
享受我最喜欢的运动——滑雪。
	 当我滑雪时，因为完成艰难的
路径，我会感到很满足。与我的朋
友们一起滑雪，有时当有人跌倒时
我们会一起大笑；当我知道自己不
是山上唯一的跌倒时会旋转的人
时，我感觉一丝安慰。滑雪真的让
我感到其乐无穷。
	 我八岁开始学滑雪，当时我
对滑雪一无所知。我观看了有
关视频，然后我第一次在 Hunter	
Mountain 尝试滑雪。四岁那年，我
学会了滑冰，这对我的滑雪运动有
很大帮助。这些技能帮助我增强
了身体平衡的能力。我还参加了
滑雪课，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
在陡峭的斜坡上滑雪了。
	 滑雪总是让我开心，和我的朋
友和家人在一起滑雪很有趣。有
一次，我的父亲、Muye、Muye 的父
亲和我四个人一起沿着一条叫做
Long	John 的陡峭小路滑下来，一共
滑了 3.7 英里。令人很兴奋，给人
一种成就感。
	 总之，我喜欢滑雪，因为当我
完成一条小道时，我会觉得很开
心。

舞蹈比赛
马立平五年级 王菲菲

指导老师 : 曲杰
	 明天是星期六，我要参加我的
第一次拉丁舞比赛。我既紧张又
兴奋，一边害怕自己发挥不好，一
边又想跟其他的小朋友比一比。
妈妈安慰我只要尽力就好，名次是
次要的。
	 周六早上，我和妈妈五点钟就
起床了。比赛八点正式开始，但是
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很兴奋。妈
妈提前给我准备好了衣服、鞋和食
物，我们就上车出发了。大约一个
小时左右，我们到了比赛场地。这
次比赛是在一个宾馆的舞厅里，舞
厅设施很专业也很漂亮。
	 我们到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几
个孩子到了。妈妈帮我换好衣服，
画了妆。因为拉丁舞比赛对头发
有特殊要求，妈妈不知道怎么弄，
需要我的老师帮忙。我的拉丁舞
老师是乌克兰人，她非常漂亮，她
还是世界冠军呢！有她当我的老
师我很幸运。不一会我的老师和
舞伴就到了。老师把我的头发梳
起来，还把刘海弄了个造型。之后
我就和舞伴练习了，练了不一会比
赛时间就到了。我心里很高兴，也
很紧张！
	 八点比赛正式开始了。出场顺
序是按比赛者年纪和水平安排的。
因为我是初学者也只有 8 岁，所以
我和我的舞伴是第一个跳。我们
跳的很好，一片掌声。我们有四支
舞要跳。这次比赛有很多人参加，
要经过初赛和半决赛，才能进入决
赛。我很幸运，四支舞都进了决赛，
最后我的四支舞分别得了第二名、
第三名、第五名和第六名。我很高
兴，妈妈和老师也很高兴。
	 今后，我还要多加练习，好上
加好。

我的篮球鞋
中文四年级 夏煜宁

指导老师 沈岩君
	 今年过春节时，爸爸妈妈给我
买了一双耐克篮球鞋，我非常喜
欢。
	 这双球鞋质量好，既舒服又好
看。这是一双蓝色的球鞋，上面有
一些白色的雪花，看起来特别酷，
而且它有保护脚踝的垫子和松软
的鞋底，穿在脚上非常舒服。
	 这双鞋的价格也很实惠。那
天耐克店里正好有促销，我们以原
价的 40% 就买到了这双很酷的球
鞋。
	 我非常喜欢这双舒服的球鞋。
现在我打篮球时都穿它！

我爱我家
中文四年级 胡恩阳   
指导老师 沈岩君

	 我爱我家。我家有爸爸、妈妈、
哥哥、弟弟、姥姥、姥爷和我，这是
一个大家庭。
	 爸爸会难的数学题。我和哥
哥有不会的数学题都会去找爸爸
帮助我们。妈妈喜欢收拾家里，她
在家的时候，家里总是很干净。哥
哥是个好学生，我有不会的作业也
会去问哥哥，他也能帮我。他在刚
上初中就得到了学校的荣誉学生
贴纸。爸爸高高兴兴地贴到车后
面。我要努力学习再给爸爸一个
贴纸。我是个很有趣的人。有时候，
我只是说说话，别人就笑了。弟弟
会瑜伽，他今天（2020 年 1 月 26 号）
还在家练习弯腰。姥姥在中国的

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老师。
现在她还会教我和弟弟汉语拼音。
姥爷会修理，家里东西坏了，他就
会想办法修好。有一次我家的门
锁坏了，我和姥爷修好了它。
	 爸爸妈妈工作很忙。他们也
很爱我。爸爸每次回来，都会做我
最爱吃的菜。姥姥、姥爷也很爱我。
我爱我家。

我很喜欢狗
中文四年级 郑欣怡 

指导老师 沈岩君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狗很
可爱。我喜欢有很多毛的狗。因
为它们的身体很柔软。我很喜欢
听狗“汪汪汪”叫的声音。它们喜
欢主人摸它们的肚子。狗开心的
时候，它们会把嘴巴张开，伸出舌
头。狗有两只小耳朵。它们的听
力很不错，比人的听力更好。它们
也会跑得又快又远。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狗的种类。我最喜欢的种
类是萨摩耶犬狗。它们有白色的
皮毛，很小，也十分可爱。我长大
后就会养一只萨摩耶犬。
	 有一次，我妈妈爸爸想养一
只 husky。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去
动物收养院填写申请表格。一个
星期以后，爸爸收到了一个电子邮
件，说我们没有资格收养 husky，因
为我们没有养狗的经验。我们都
很失望。
	 我喜欢 husky。它们很漂亮。
灰色的背，白色的肚子。它们的眼
睛蓝蓝的，尾巴长长的，很活性，需
要很多运动。因为它们的腿很长，
所以可以跑得很快！
	 我也喜欢金毛狗。它们很可
爱啊！它们很忠诚，会听你的话。
金毛狗黄色的皮毛，真的很美丽。
它们会长得很快！它们的眼睛十
分可爱，棕色的。
	 养一只狗需要做很多事情。
Husky 会把你的房子搞乱。但是狗
很喜欢出去玩儿。你可以给它买
一个球。它们也很喜欢出去走一
走。你一定要训练狗。训练金毛
狗很简单。也很容易训练萨摩耶
犬。训练 husky 会比较难一点儿。
	 有些狗很大，有些很小。但是
他们一定都很可爱。有时，你要小
心，因为有些狗很凶。我最喜欢的
狗是萨摩耶犬、husky 和金毛狗。
太可爱了！

我喜欢打篮球
中文八年级 朱道中  

指导老师 高清
	 我有许多爱好，比如游泳、打
乒乓球、看书，还喜欢交朋友等等。
我最喜欢的是打篮球。
	 虽然我不是篮球迷，打篮球却
是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每到下
课后，都会找上一些同学去打篮
球。另外周末或者放假后，我都会
在自家的后院，自己一个人练习。
运球，投球，享受当中的乐趣。
	 要说我对篮球的喜爱嘛，就要
从读小学开始讲了。在小学班里
认识了几个好朋友，其中两个已经
是篮球迷。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
约在一块聊天和打篮球，我们几个
人在操场上奔跑，抢球，传球，互相
合作，从中对篮球产生了兴趣，也
提升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后来爸爸买了一个篮球架放
在后院，我一有空就跑到后院练习
拍球、运球和投球。除此以外，我
在中文学校六七年级时就正式报
名学打篮球。每个星期六我都特
别期待上篮球课，还可以认识新朋
友。一班同学在球场上奔跑，传
球，护球，得互相配合，最后才能顺
利进球。同伴们的掌声、欢呼和拥
抱，让自己有很大的成就感。还体
会到伙伴们互相配合的团队精神。
让我感受最大的是球场上，队友和
篮球密不可分的关系。球场下，我
们还会讨论球场上的防守和犯错
的问题，这样可以让我们提升技
术，队友之间也会合作得更好。
	 我喜欢打篮球。打篮球不仅
锻炼身体，还可以认识新朋友。打
篮球要学会和朋友沟通，训练团队
精神。

我的爱好
中文八年级 高逸之  

指导老师 高清
	 每个人在世界上会有一个最
喜欢的事情。有些人喜欢游泳，还
有人喜欢玩排球。可是我不是他
们。我最喜欢的是玩游戏。那些
体育类的活动也很好玩，可是游戏
更好玩。
	 第一，游戏不用很多身体的动
作。体育类的活动虽然会很好玩
儿，可是有些时候你要用很多力气
去玩儿，所以会很累。不像游戏那
样，你不会疲劳。
	 第二，游戏有很多种类。每个
游戏会有它自己的主题。有些游
戏是要杀人，有些游戏要你从平台
跳到一个别的平台，还有些游戏要

你跟别的人说话。因为游戏有那
么多主题，每个人都会喜欢，因为
它有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所以游
戏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 我不
会觉得累，还有很多主题去玩儿。
我很想要一个游戏，可是那个游戏
太贵了，我的妈妈不让我买。有些
游戏会很贵，还有些游戏很便宜。
如果我要买一个 Nintendo 的游戏，
那个游戏会很贵，可能要花 $60。
可是还有 $2 的游戏。游戏的价格
有很大的变化。
	 我很喜欢游戏，可是很多次我
买不了，因为太贵。游戏也对你的
大脑不好，所以不该玩太多游戏。

我爱画画
中文八年级 吴嘉希  

指导老师 高清
	 我的爱好是画画。
	 从小到大我都非常喜欢画画。
	 小时侯，每个星期六妈妈都带
我到外面跟老师学画画。现在，我
很忙，有很多功课和其它的活动。
所以我不到外面跟老师学画画了，
但我每天有空的时侯都自己画。我
可以画人物、云、花草、动物等等。
	 我觉得画画很有趣，因为画画
可以丰富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
可以帮我解除压力。每天放学做
完功课，我就坐下来画我的画。
	 ー天我画我的妈妈。我画完以
后拿给妈妈看。妈妈ー看就说 ,“昊
嘉希 , 你画的真像妈妈！你很棒！”
我听了以后开心地跳了起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画画。

我喜欢做什么
中文八年级 颜玺洋  

指导老师 高清
	 如果问一个十三岁的大男孩，
你最喜欢玩什么？我想所有的男
孩子们都和我一样会异口同声的
回答：“电脑游戏。”
	 在业余时间，我喜欢玩很多不
同种类的电脑游戏，它们真的很有
趣。但是玩电脑游戏并不是我唯
一的爱好，我还喜欢看电视。既可
以观看电影又可以看一些连续剧、
脱口秀，还有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喜
欢看的卡通片。通过一些电视节
目还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在学校或
者日常生活中学不到的地理、历史
等各方面的知识。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读书。
我现在读的三本书的名字叫做

“Hunger	Games”、“The	Roar” 和
“Cinder”。这三本书都很有趣！我
之所以阅读它们，是因为老师向我
建议的。有的时侯我看过电影之
后，如果这部影片非常有趣，我会
去图书馆找这本书阅读，因为书永
远会比电影描述的更精彩。
	 以上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
情，玩电脑视频游戏、看电视、看
书，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爱好。我相
信其他人也会和我一样喜欢做这
些事情！

妈妈
中文七年级 冯雨菲

指导老师 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妈妈，从
我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陪伴着
我。我记得小时候，她经常带我去
图书馆看书和参加活动。妈妈很
喜欢给我扎头发，给我穿美丽的裙
子，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上学以后，妈妈经常和我一
起读书写作业，陪我弹钢琴。现在
我长大一些了，不用她陪着我做作
业了，但是如果我有问题不明白，
妈妈肯定会帮我一起解决。
	 妈妈的个子不高，有一头黑黑
的长发，她的脸圆圆的，一双眼睛
又黑又亮。妈妈有时候很好笑，但
是我和弟弟都不乖的时候她会很
凶。妈妈说因为我是姐姐，应该带
头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和弟弟一样
不懂事。
	 妈妈很会做饭，我很喜欢吃她
做的饭菜，比如说酸甜虾球、烤排
骨、西红柿炒鸡蛋、炒豆苗、香煎三
文鱼等等。妈妈每天很早起床，给
我和弟弟准备上学吃的午餐，还有
晚上全家人的晚餐。下了班吃完
饭，她还接送我和弟弟去打球。妈
妈在银行上班，她做事很认真负
责，有时到了下班时间事情没做
完，她会做完做好后才走，所以客
户和同事很喜欢她。妈妈每天都
很忙，但是她好像总不觉得累。
	 妈妈很爱我和弟弟，她希望我
们长大后做独立善良又开心的人。

坎昆
中文七年级 徐子鑫  

指导老师 李颖
	 终于盼到了春假！这一次我
们的目的地是坎昆的海滩。我很
激动，我要去拥抱我的巨浪了！
	 “别急别急，我们还是得先吃
早餐。”我妈妈说。
	 “诶诶诶，穿上游泳衣！”我妈

 

	 随 着 COVID-19 新
冠肺炎在纽约和新泽西
等北美地区疫情的不断
升级，医疗防护用品消耗
量突增，一线医疗工作者
防护用品迅速告急。在
Berkeley	Heights	 和	New	
Providence	 华人社区，大
家吸取中国防疫经验，充
分了解在此次疫情中如果
没有充分的防护措施，一
线医疗工作者很容易受到
传染，过多的医护人员倒下将直接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为了帮助自己
的社区和一线工作者战胜此次疫情，华人组织迅速伸出援手。
	 2020 年 3 月 20 日，伯克利华夏中文学校，Berkeley	Height 华人社区，
New	Providence 华人社区以及 Summit 中国图书会四大组织在社交媒体
上正式发起募捐。两周之内一百五十多个华人家庭慷慨解囊，募集到两
万余美金的善款，几百只 N95 防护口罩，以及数千只医用口罩。
	 志愿者积极寻找货源，联系各方供货商进行价格和资质的比较。从
纽约医疗用品仓储公司和宾州医疗用品公司购得 500 只 KN95 防护口罩，
200 件防护服，200 个防护镜以及 9000 只医用口罩，还有更多从中国订购
的口罩仍在海关检查或者运输中。
	 此次募捐完全是为了支持我们的社区，支持服务社区的工作人员
以及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目前为止，我们已将防护用品捐赠给
以 下 组 织：Overlook	Medical	Center，	Morristown	Medical	Center,，New	
Providence	EMS，	Berkeley	Heights	EMS，	Summit	EMS,	Summit	Grace	
Project，以及急救科医生和麻醉师等等。通过 EMS、教会和公共住房管理
机构，很多防护用品已转交给附近地区的疗养院、养老院、老年中心及其
他高危人群及急需人员。
	 另 外，我 校 Python 班 义 工 老 师，Ridge	High 十 一 年 级 的 Michael	
Wu 同学和朋友于 3 月底发起了 3D 打印医用面罩行动，建立了 NJ	Face	
Shields 网站，https://njfaceshields.org/，第一批 50 个打印面罩与 3 月 31 日
送往 Morristown	Medical	Center。更多伯克利华夏少儿编程班，3D 打印
班等小伙伴们被号召了起来，更多打印制作出来的面罩一批一批地送到
急需的医疗机构。
	 尽管我们的组织和募捐能力有限，但希望聚沙成塔，涓滴成河！在这
次无形的战争中能够尽己所能帮助自己的社区共度难关！（供稿：伯克
利华夏副校长田琰，校董顾敏）

聚沙成塔  涓滴成河 
伯克利分校积极参与社区募捐

为一线医疗工作者购买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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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大喊。
	 “哦，对不起，我忘了。”我朝妈
妈吐了下舌头。
	 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我们跳下楼
梯，直奔酒店后面的海滩。阳光直射
着我的眼睛，海浪声轰隆隆灌进我的
耳朵。
我们在白色的细细的沙滩上漫步。
水是漂亮的蓝色，海鸥哦哦地叫着，
我的心也砰砰跳着，跳入水中。一阵
一阵海浪打来，我的身体随着海浪漂
来漂去，好舒服啊！就这样玩了几个
小时，我闭着眼睛享受着，全然不知
我身上的防晒霜一点一点被冲走了。
	 “你游泳怎么样？”我父亲问。
	 “太棒了！”我回答。
	 突然觉得剧烈的疼痛涌入了我
的背部。我被晒伤了！
	 “呃，背部有些痛。”
	 “糟了！让我看看。”妈妈着急
地说。
	 当她拉起我的衬衫时，我的脖子
很刺痛，背部也很红。
	 在旅馆房间里，妈妈把芦荟涂在
我的背上。随着芦荟的渗入，皮肤开
始滋润并且不那么僵硬，但并不能减
轻我的疼痛，过了 10 分钟之后，妈妈
问我还疼吗，还很痛，我哼哼着。
	 晚上我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

觉，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这时，妈
妈慢悠悠地说：”这可能会持续一年
哟，烧伤。”
	 “啊？！“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妈
妈。
	 “唉，没办法，你忍忍吧，好在明
天就回家了，慢慢会减轻的”。
我一下子感到很害怕，也有点伤心，
一年？这将永远持续下去！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每分钟
痛苦都会减轻，但痛苦仍然隐隐在我
心中。
	 在十二点半的深夜，一种刺痛的
的感觉从我身上冲过，我难受得不得
不坐起来。爸爸妈妈都醒了
	 “怎么了？”
	 “好痛。”
	 “没关系，幸好这是我们的最后
一天。你会没事的。”妈妈安慰我说。
	 尽管痛苦难忍，我还是躺下了。
折腾了很久我终于睡着了，还梦见黑
色的草丛在我周围环绕。
	 直到今天，我的皮肤仍因灼伤而
变黑。我每次看到黑黑的皮肤就会
想起蓝色的海浪，柔美的沙子和美丽
的酒店，还有游泳的时候结识了一个
我再也见不到的新朋友，当然，还有
半夜里坐在床上疼得哇哇直叫的我，
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