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运动会圆满结束，本刊专访了运动会的主要策划人、副总校长王宏先生。
1.运动会很成功,吸引了700多名选手参加。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筹备情况吗?
     核心人员从2月份开始工作，包括陈晓东、孙儒林、阎明、王舰，吕敏伟、王坚和我，加上主办者普林斯堡分
校潘仁南、陈延辉、王琦负责场地和后勤支援。但整个筹委会共有二十多人，三月下旬后开始扩大到筹委会
议，分配任务，督促进程。
2.运动会共有多数比赛项目？裁判是如何招募分工的？
      比赛项目有九大类，竞赛、跳远、跳高、铅球、儿童组几项、分校间拔河等。每个项目有一到两名裁判长，由
总校或分校老义工担任。每个裁判长领导几个普通裁判员，普通裁判员共约五十位。竞赛100米到1500米及接
力是全天项目，最耗时间，能否按时结束当天比赛要由起点裁判控制。今年由经验丰富的副总裁判王舰担任
起点裁判，保证了五点结束运动会。
3.作为华夏的年度盛大活动，运动会是如何体现华夏的宗旨的？
      运动强身健体，锻炼华人二代的拼搏精神，改变华人体育不强的形象。运动会是华夏学生和家长们一年
里最大的一次聚会交流，是美东华人超大型的室外活动，运动员加上家长和义工，人数超过1500人。运动会也
是在主流和华人社区最大的一次华夏广告公关。这次盛会吸引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一行，国会议员候选人及
市长等人。美东四大华人周刊和纽约华语电视台都派记者前来采访。   
4.您还将参与华夏的哪些活动？
      今年智力运动会后，我一直在忙东部分校十周年校庆，负责募款、社区公关、媒体宣传等。东部分校的校
庆很成功，我们共筹集了一万二千元，五大华人媒体记者出席，头版报道。二月份一结束，我就参加了总校运
动会的筹备工作。现在我不再具体负责其它大型活动，希望休整一下。六月份的篮球赛将在我所在的东部分
校举办，会去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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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周六晚，华夏奔腾中
文学校召开了本学年度的最后一次教
师工作会议。会上，除了学年末的工
作安排外，还在一起预过了一个轻松
而温馨的“母亲节”。散会后，一位
老师在微信上写道：“当老师的感觉
真好！当妈的感觉更棒！”

是啊，当老师的感觉真好！尤其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教学进入了
尾声，教学成果也一项项地呈现：奔
腾的校级朗读比赛已经完成，认字比
赛本周六是最后一轮；在总校的朗读
和辩论比赛中，奔腾不仅尽心协助，
更是获得了优异成绩。重要的是，奔
腾三年级参加的国家汉办 YCT 三级
考试，全校四个班级除一名学生缺考
外，98.2% 的学生获得证书；五年级
参加的 YCT 四级考试，全校四个班
级 100% 的学生获得证书；七年级参
加的 HSK 四级考试，97% 的学生获
得证书；八年级参加的 HSK 五级考
试，更是获得了历年来奔腾最亮丽的

成绩，88.3% 获得了五级证书！因此，
今年的 49 名毕业生将有 77.5% 获得五
级证书！

如果您没有接触海外的中文教
学，也许您对 HKS 的考试会不太了解。
但是只要您家中有孩子在海外学习
中文，您就一定多少会了解个中的不
易。什么是 HSK 呢？ HSK 考试有点
像美国的 TOEFL 考试，是一项国际
汉语能力标准化的考试，重点考查汉
语为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
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HSK 考试共分六级：一级的词汇量是
150 个汉字，二级 300 个汉字，三级
600 个汉字，四级 1200 个汉字，五级
2500 个汉字。2500 个汉字又是一个
什么概念呢？在中国建国初期，扫盲
阶段要求的识字量是 1500-1800。这
就是为什么当奔腾的老师们听到 HSK
的成绩时，欢呼声简直要掀翻了办公
室的屋顶！

奔腾今年进入了第 18 个年头。

18 年来，在总校的带领下，在奔腾历
届校长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体奔腾教
职员工的辛勤付出下，在家长和学生
的尽心配合和用心努力下，奔腾一步
一个台阶地往上，举起了一张又一张
漂亮的成绩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
奔腾！

眼下，又即将进入下一学年的招
生季，奔腾将以更饱满的热情，热
烈欢迎各方学子加入奔腾的学生队
伍（ 学 校 招 生 网 站：www.mcanjusa.
org，新生报名 5/29 开通）；欢迎各
位愿意为海外中文教学付出的人士加
入奔腾的教学行列（教师应聘邮箱：
jdzhou2003@gmail.com）， 成 为 奔 腾
人！

周六教师会结束的那天晚上，教
务处老师的微信中有一段有趣的聊
天，我们就用它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奔腾吧（爸），奔腾马（妈）！我们
齐心协力，让奔腾的这匹骏马插上翅
膀，飞向更光明的明天！

叶琳 - 从我 5 岁到中文学校学习
开始，一眨眼九年就这么过去了，汉
语拼音课本和一册册中文课本伴随我
一起长大。九年来，大部分的星期六
我都是在中文学校度过的。我在这儿
交了很多好朋友。我们认真地听老师
讲课，每天做中文作业，一次次的测
验和考试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基
础。我们参加朗读比赛、辩论比赛、
认字比赛、华夏运动会等等，这些都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很快就要
从华夏奔腾中文学校毕业了，留下的
是一排排奖杯和许多美好的回忆。中
文将陪着我一起成长。

张美燕 - 很多人说中文学校像一
中国人的社区，可我说她更像一串葡
萄。这串葡萄里，葡萄有小的，有大
的，有圆的，有扁的，有甜的，有酸的，
有红的，有绿的，可是这些葡萄都是
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连接我认为就是
友谊，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一起玩耍。在这八年里，我留下了一
串串数不过来的粉色回忆。我不但学
会怎么写字和读课文，而且交了很多
好朋友。跟这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朋
友们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了解，
我十分高兴。虽然中文学校功课很多，
要求也比较高，做不完作业时，时间
不够用时，我也常常闹情绪，但我坚
持下来了，现在我没有遗憾。我会永
远珍惜这些回忆。

温炜 - 今年是我第八年上中文学
校，也是最后一年在中文学校学习了。
从今天算只有三个多月我就毕业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经过八年的努力，
八年的奋斗，八年的“痛苦”，我感
到特别自豪，也感到特别兴奋，同时
也感到有点伤心。这八年对我就像一
场比赛，我对自己这八年的努力，感
到满意。通过无数的日子，数不清小
时，读课文，做作业，复习、准备大
小考试，我终于可以看见这场“大赛”
的“终点线”了。说实在的几年前，
我想也想不到，我能学到毕业，能学
到今天这样的难度，所以我觉得满意
自豪，也十分兴奋。过了这一年，我
永远不用再做中文作业了，永远不用
再中文考试了！但别担心，我永远不
会忘记这八年学的中文知识。就要毕
业了，虽然很激动，但一想到离开了
学习了八年的学校，离开了教了我八
年的老师们，离开了八年的好朋友，
还是挺伤心的。对于毕业，我不光是
自豪，激动，还有伤心，不舍，我永
远不会忘记这八年苦，这八年的辛苦，
这八年得兴奋，这八年的中文学校！

杨炜珊 - 我看到老师们努力教学
生，学生在认认真真地听课。小孩子
们在跑来跑去，手拉着妈妈爸爸的手，
满脸堆笑。我只有三个多月就毕业了，
感到这兴奋啊！我正在梦见，我在华
夏奔腾中文学校的舞台上穿戴着毕业

生的衣和帽，手里捧着毕业证书。我
也感到骄傲，知道我自己刻苦学额十
年中文了。我能跟妈妈爸爸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讲中文，能读和听报告了。
我希望以后我长大了，一直能用我学
的中文。十分感谢老师，知道老师仔
细地教我，妈妈爸爸每星期送我去中
文学校。谢谢！

朱艾伦 - 从我五岁第一次来到
中文学校至今，中文在我的生活里占
了一大部分。刚开始，我不想来到中
文学校，我只想在家里看 Thomas the 
Tank Engine。作业是妈妈爸爸逼着我
去做的，他们用大声喊的方法把我向
前推。我用了大声哭闹的方法回他们。
但我现在回忆时，真的要感谢他们。
他们花了他们的宝贵时间辛苦地帮我
学中文。最后，他们没令我放弃中文，
但培养了我对中文的兴趣。经过七个
中文老师和两年在上海的学习，我的
中文学习水平提高了几百倍。我万万
没想到华夏奔腾中文学校能把我带得
那么高。中文学校的朗读比赛和辩论
比赛等，都帮了我练我的中文。虽然
作业多，考试听写都很难，我从中文
学校获得的只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我特别佩服。我非常感谢华夏奔
腾中文学校给我的教育。我永远也不
会忘记这个独特的记忆。

开心的假期
 奔腾五年级一班 黃珮茵

指导老师：孙郁红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去了香港、

广州、澳门、台山和泰国游旅。我
最喜欢的地方是泰国。

泰国是一个旅游胜地。我和爸
爸、妈妈、姐姐、奶奶和爷爷从香
港起飞，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泰国。
我们在泰国度假五天。第一天，我
们去了一个老虎动物园。那儿不但
有老虎，还有猪、牛、马和羊。我
和一只小老虎照了一张相片。我们
还在那里骑了大象！第二天，我们
去了泰国有名的巴提雅海滩游泳，
还参加了海底漫步。那里的水很淸，
鱼儿也很多。第三天，我们回到了
泰国的首都曼谷，在亚洲最大的购
物商场买东西。我买了一个粉红色
的泰国蝴蝶包，特别漂亮。第四天，
我们去了游乐园玩。那儿有云霄飞
车和水上乐园。我最喜欢的是坐云
霄飞车，特别刺激，特别好玩儿 ! 
第五天，我们去了泰国最高的建筑：
Sky Hotel，在最高的顶楼吃自助餐。
那里有很多东西吃，有泰国式的，
有中国式的，有日本式的，还有美
国式的，我们都吃得很饱。

在泰国，我们一家玩得开心，
吃得也开心，一起渡过了一个开心
的假期。要回香港的时候，我都不
想离开一个这么好玩的地方了！

第一次钓鱼
奔腾七年级一班  汪飞

指导老师：孙晖
我第一次钓鱼的经历有趣而难

忘。那天刚好是爸爸的生日，他决
定带我去白马（Belmar, NJ) 海边钓
鱼。早上七点钟，我们吃过早饭就
上路了。一路上，白云飘飘，树木
青青，我们来到白马海口停车场时，
那里已经停了许多车子。

我们来到海边，已经有不少人
开始钓鱼了。我们拿出鱼竿，把线
和轮子安装好，再装上鱼饵，就是
鱼喜欢的食物，就开始钓鱼了。等
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条鱼都钓
不到？我换了一个地方，心想没准
儿这儿鱼多，可还是钓不到。我试
了一次又一次，都一无所获。

爸爸建议我多观察别人怎样钓
鱼，学一点要领。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叔叔来到我旁边，主动教我
怎么钓鱼。他说：“你先要扔鱼线
到水里，然后要等一等，等线沉到
海底”。我就照着这样做，虽然我
很急，但是我还是耐心地等。当线
到海底后，他又告诉我：“现在，
你要把线慢慢的摇转上来，也要上
下轻动鱼竿，这样就会钓到鱼”。
我就照这样做了，过了一段时间，
突然，我感到一点儿小小的阻力，
好像有鱼咬钩了。我很快摇转鱼线
上来，鱼从水中跳出来，被我钩上
岸边。我高兴极了，跑去告诉爸爸，
他也很为我高兴。那是我第一次钓
到鱼啊！我重复地这样做着，钓上
了一条又一条鱼。

那天离开的时候，我一共钓了
六条鱼，比爸爸还多钓了一条呢！
钓鱼真的很好玩，可以晒太阳，吹
海风，在沙滩上玩儿，欣赏大自然
的风景，还可以锻炼身体，培养耐
心和毅力呢！

成为一位富有且幸福的人并不
容易

读《成为富人是一种选择》 
一文有感

奔腾8-2班 郭乔
指导老师：郭玉坤

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但是成
为富人的路不是一帆风顺。这篇文
章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富人，你一
定要明白三件事：自我控制、敢于
冒险和需要记住有钱不一定幸福。

首先，自我控制。比如说，如
果你每年的收入一共就 10000 元，
你不能常常去买新衣服、把你的钱
递 给 Chanel、Guess 和 Polo Ralph 
Lauren。每当花钱时，要问你自己
这个问题：＂我需要吗？＂如果你
想当一位富人，你要把一个大部份
现在赚的钱省给以后投资。

其次，敢于冒险。致富需要投
资，投资就要冒险。Warren Buffet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五六岁的
时候就用自己节省的钱投资股票，
学习用钱赚钱，然后成为全世界首
富之一。

最 后， 有 很 多 钱 不 一 定 幸
福。 华 尔 街 天 才 的 操 盘 手 Jesse 
Livermore 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
他有大船、几十套房子、经常举办
豪华私人派对等。但是他并不幸福，
最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同意文章作者提到的三点。
在我看来，还有两点也非常重要，
努力工作和广交朋友。只有不断朝
着设定的目标努力，从不放弃，才
会成功。朋友，特别是德财兼备的
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你。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只有像
Bill Gates 一样，把赚来的钱帮助穷

人，才能成为生命有意义和幸福的
富人。

热热闹闹的春节
奔腾五年级三班  吕佳然

指导老师：朱艳萍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节日，像端

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等。可
是春节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春节是
为了迎接春天到来的一个节日，通
常是在每年的一月底二月初。我最
喜欢这个节日不仅是因为那些天可
以吃许多好吃的东西，而且可以和
朋友们一块玩儿。

每年春节，我和爸爸、妈妈、
弟弟都会去朋友家玩儿，或者请朋
友来我们家玩儿。庆祝新年本来就
很好，可是能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就
更好了！一到春节那天，我和弟弟
会祝愿爸爸妈妈春节快乐；妈妈会
给我和弟弟买新衣服穿；爸爸会给
我和弟弟发红包。这真是一个开心
的日子！让我们更开心的是我们可
以吃到许多很好吃的中国食品！我
们会吃妈妈包的香喷喷的饺子，爸
爸煎的金黄色的年糕，还有好吃的
芝麻汤圆，松鼠桂鱼，糖醋排骨，
当然还有好多好多新鲜的水果。另
外，春节时，我们还可以看上精彩
有趣的春节晚会，特别有意思。不
论是在我家，还是在朋友家，我都
会看到对联、中国结等表示欢乐喜
庆的东西，真是太热闹了。

春节真是太好玩儿了！春节这
段时间好热闹，大家也很快乐。我
可以和朋友们一块儿庆祝春节，当
然更高兴呀！

一次愉快的旅行 - 布拉格之行
奔腾七年级一班 王冠芸

指导老师：孙晖
去年夏天，我和我的爸爸、妈

妈、哥哥游览了东欧的捷克和奥地
利。我们走访了很多有名的城市，
参观了许多皇宫、古堡和教堂，观
赏了各种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
和花园。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捷克的
首都布拉格，而布拉格我最喜欢的
景点是查理大桥和老城广场。

布拉格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山
城，伏尔塔瓦河像一条绿色玉带穿
城而过，古老的桥梁又将两岸巧妙
地连为一体。全城共有 18 座大桥。
其中，查理大桥是布拉格人修建
的第一座桥梁，至今已有 650 年历
史。我们全家一上桥就被它的美景
深深吸引住了。桥的一端入口处耸
立着查理四世的全身雕像，两侧是
带有巴洛克式浮雕的哥特式门楼。
桥两侧石栏杆上有 30 座雕像，为
天主教圣徒和保护神。据说只要用
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
幸福！每年有上百万人来参观查理
大桥，它的美景和典故深深地吸引
着每一位游客，令人目不暇接，流
连忘返。

走过大桥，我们就来到了布拉
格的老城广场。这里的风景雄伟而
古老，让你感觉像走进了十四世
纪！那里最有名的是它的天文钟。
这个钟的形状真是太优美了。我们
在接近十二点时来到天文钟前，和
周围的游客仰望着天文钟一起等
待。一到十二点，天文钟就动起来
了。“快看呀，那儿有一个小鬼在
点头和拉铃铛呢！”我说。“那儿
还有人像在摇头 !”妈妈说。我们
目不转睛地看着，还有许多雕像从
打开的天窗中相继出现了。爸爸告
诉我，“那是十二使徒。” 铃响
了十二次后，一只金鸡又从钟上冒
出来，引吭高歌，好玩极了。

捷克的布拉格真是一个美丽又
充满乐趣的地方，如果你去欧洲旅
游，我建议你去那里玩一玩。

万圣节
奔腾5-2班  邢悦琪

指导老师：孙郁红
万圣节是每年的十月三十一

日。按古时风俗，在那天，大家都
要乔装打扮，戴着各种怪异面具，
拎着刻好的南瓜灯，游走于街坊村
落间，这样可以吓走不吉利的鬼魂。

可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万圣
节可真是个开心热闹的节日。我记
得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每年万
圣节那天，我们都会穿上自己精心
挑选的万圣节服装去参加学校里万
圣节游行，我们排成一行，在校园
里跟着音乐浩浩荡荡地走。到了晚
上，很多人家门前点上了又可怕又
好看的南瓜灯。这时，我就会和朋
友提着篮子，一起去挨家挨户地敲
门要糖。我们都会笑眯眯地说“不
给糖就捣乱！” 绝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会如愿以偿地得到糖果。

我觉得万圣节最好玩的就是挑
选每年要穿的服装。直到现在，我
小时候穿过的万圣节服装都装在一
个箱子里。还有就是和我的朋友一
起去要糖果。我得到的糖只吃掉四
分之一。然后，我把省下来的糖分
给朋友。这个节日每年都给我们带
来一点不同的惊喜和乐趣。

华夏运动会开幕式：盛况空前 热闹非凡

《团结奋进腾飞 共铸华夏精神》

奔腾吧，奔腾马！

毕业感言 - 选录      奔腾八年级 指导老师：郭玉坤/温化平

5月4日，“2014华夏中文学校田径运动会”在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开幕。

舞龙：普兰斯堡分校。龙腾催人奋进，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

腰鼓 : 东部分校和南部分校联袂出演。舞
动鲜艳的彩绸，腰鼓队整齐划一，敲出节奏
感，展示了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太极扇：桥水分校。将舞动的扇子、太极拳运动及现代歌曲结
合，刚柔相济，轻盈敏捷，独具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