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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7日，华夏总校董事
会一致通过张长春先生为 2014-
2015年度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在过去十年中，张长春先生曾
先后担任过华夏樱桃山分校的校
长、董事、副校长、教务长等职务。
他平易近人，为人谦和，做事认真，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辞辛苦，
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做好本职工
作，为分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赢得了广大家长和老师们的一
致肯定。
	 在为樱桃山分校服务的同时，
张长春先生多年来也一直积极参
与总校的管理，曾于2005至2006年
担任华夏总校董事及秘书；2007-
2008年担任总校主管教学的副总
校长；2012年至今再次担任总校副
总校长。张长春不仅是一位语言学
专家，他在中文学校的教学和管
理，财务管理，学校的师资培训等
方面均有成功经验。他对华夏系统
长远发展独具卓识。
	 张长春先生现任翰府大学

（Haverford	College）和博懋大学
（Bryn	Mawr	College）东亚语言文
化系中文部的副主任（Associate	
Director）及全美中文教师学会大
纽约分会的理事。
	 华夏总校如此幸运有这样一
位熟悉华夏，热爱华夏，乐于奉献，
有教学专长的总校长，华夏方方面
面的工作必有新的建树。我们衷心
期望张长春新校长建设一支强大
的团队，为华夏的繁荣昌盛添砖加
瓦，更上一层楼！
	 华夏总校董事会，校委会衷心
感谢本年度总校长王坚在过去的
两年来为华夏的发展壮大所作出
的卓越贡献。王坚校长兢兢业业，
勤劳肯干，胸怀宽阔，多才多艺，为
中文学校呕心沥血，带领团队举办
了高质量的教师研讨会和各种各
样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取得了有
目共睹的好成绩。相信王坚校长在
今后总校董事会的工作中会继续
尽心尽力，大力支持张长春新校长
的工作，再创佳绩。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男子篮球
比赛已于6月1日在东部分校圆满
结束。李文斯顿分校以微弱的优势
战胜了桥水分校，取得了冠军，桥
水分校取得亚军。纽约队战胜了中
部分校，取得了第三名。今年篮球

比赛共吸引了八支球队参加,共有
一百多名运动员。比赛紧张激烈 ,
大家切磋了球技,增进了友谊。在
此我们感谢东道主多年来的支持。

（华夏体育部 供稿）

短文十则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5A班 

指导老师：杨美玲
	 1.	《半途而废》	作者：贾心怡			

“半途而废”的意思就是如果每次做
事做到一半就放弃了，那么我们肯
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都不能成功。
做事坚持做到底就能成功。以前我
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学滑冰，我已经
会在冰上跳舞，转圈，速滑也很快。
我学了一个月就不学了。我只学了
一半，以后我再去滑冰，一到冰上就
滑倒，再也没学会。所以做一半的事
情，肯定不能成功。
	 2.	《凿壁偷光》	作者：欧佳			听
了凿壁偷光的故事，我觉得做任何
的事情只要刻苦、认真、努力、不怕
失败就会成功。在假期中，我参观了

“肯尼迪航天中心”。我了解到科学
家、工程师、宇航员他们刻苦努力，
共同合作，发射宇宙飞船。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飞船着火爆炸，发射失败
了。他们不怕失败，更加刻苦努力工
作，找出失败的原因，再次发射。最
终成功了，这是他们平时刻苦学习
的结果。
	 3. 《得过且过》	作者：罗禹瑶				
寒号鸟夏天时，长出很多漂亮的羽
毛，它觉得自己是天下最漂亮的鸟，
就唱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
我---”秋天来了，鸟们都在修理巢
窝或结伴飞到南方去了。冬天来了，
鸟们都躲在自己辛勤忙碌造的鸟窝
里。寒号鸟的羽毛都掉了，晚上寒号
鸟躲在石缝里叫着“好冷啊！好冷
啊---，等到天亮了就造个窝吧！”
等到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寒号鸟忘
了晚上的寒冷，不停地唱“得过且
过！得过且过！太阳下面暖和，太
阳下面暖和 ----”寒号鸟就这样
过一天是一天的活着，一直没造一
个窝，最后冻死了。得过且过的意思
就是，做任何事情你总说明天再做
吧，最后也没做或是过一天是一天。
寒号鸟的错误是它只顾眼前，得过
且过不做长远打算。
	 4. 《我的长处和短处》	作者：陈
博霖			 	我有很多长处和短处。我的
长处是我喜欢阅读丛书，一回到家，
就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看书很有趣。
我的数学也很好，每次我的数学考
试比其他的科目考得都好。我还喜
欢帮助人，我会帮助我的弟弟和妹
妹，辅导他们的作业。我也会帮助我
的爸爸在后院干活。我的短处是，我
有时很懒，不想做事，很多事都没做
完。我上课还会讲话，老师经常批评
我。做作业的时候我经常贪玩，不认
真做，爸爸也经常批评我。以后我要
改掉这些毛病。
	 5. 《搬家》	作者：李可馨				听了
故事“岳母三迁”，我才明白了搬家
有时是很重要的。搬家是一件很大
的事情。对我来说，搬家后我要适应
新的环境。我的爸爸妈妈决定搬家，
为了两件事：第一是为了我去好的
学区；第二是方便他们上班。搬家会
带来很多变化，我离开了我的朋友
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让我担心的
事，我能不能交到新朋友。我怀着不
安的心情到新学校的第一天，辛运
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很快地交
到了新朋友，同学们也对我很好。我
也喜欢老师教的东西很有趣。搬家
使我有了更多的好朋友，也有了更
好的学习环境。
	 6. 《齐人学弹琴》	作者：蓝瑞松				
古代有个齐人去别的国家学弹琴。
他学的时候，总不专心听老师的话。
当他学成回家时，别人让他弹一首，
他什么也弹不出来。我考试之前也
是这样，我不认真复习考试的内容，
当考试的时候，我就没考好。我以后
不要学这个齐人，要认真对待每一
件事。
	 7. 《奥林匹克数学赛》	作者：李
睿峰			 	当我在纸上写下答案时，我
能感觉到我的心脏一直在快速地撞
击。这是在2014年奥林匹克数学赛
连续五个月考试中的最后一次。我
非常有信心，我会考到一个较高的
分数。因为我是2013年第一名的获
得者。当我环顾四周时，还没有一个
同学完成考试时，我想我一定是第
一个完成的。我非常有信心地把试
卷交给了数学老师。同学们都抬头
看了我一眼，因为我考试十五分钟
时就交了卷。数学老师看了一下我
的答卷，低声向我祝贺，应为我在
二十五个题目中做对了二十三题。
今年我又是第一。
	 8. 《尼加拉瓜大瀑布》	作者：陈
煦雯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尼加
拉瓜大瀑布旅游。站在桥上我看见
瀑布飞快地流下来，瀑布的四周有
很多水雾，还有一道美丽的彩虹。瀑
布的声音虽然很大很吵，但是我们
都觉得瀑布特别的漂亮。站在桥上

我还看见了一个游船，船上的人都
穿着黄颜色的塑料雨衣。我们赶快
跑到游船的售票处，也买了票穿上
了雨衣，登上了游船我们很兴奋。船
开到靠近瀑布的地方，水打在我的
脸上，不由得大家都尖叫起来。爸爸
给我们拍了很多相片。一个小时后
我们下船了，我们的全身都湿透了。
但是特别好玩，我们很开心。
	 9． 《去中国旅游》	作者：陆伯瑞				
我去年暑假去中国旅游。我终于登
上了盼望已久的长城。黄崖关长城
是在我的老家天津蓟县以北的东山
上。顺着东山山势起伏，像一条巨龙
看上去十分雄伟。长城是由很多台
阶组成，每隔一段有烽火台和铁炮。
大多数的台阶又窄又陡，我们爬了
一段往下看，山脚下有很多黑顶红
墙的房子和一条小河。我们爬长城
一共去了九个人，我家、老姨家和二
伯家。爬了半个小时，小弟弟走不动
了，二伯家就不爬了。那一天很热，
我出了很多汗，我的衣服都湿了。我
也很累，爸爸鼓励我别放弃，爬到最
高峰才能当好汉。爬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爬到了第七个烽火台。我实在
累得动不了了，坐在台阶上休息。但
是我很高兴，因为我爬到了最高峰。
在回家的汽车上，我睡了一路真是
太累了。
	 10．	《参观北京》	作者：陈美恩				
两年前，我们一家去了北京旅游。我
们先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和天坛。
哗！天安门广场好大呀！我登上了
天安门城楼，站在城楼上放眼望去，
真是风景如画！故宫更漂亮。天坛
的结构很特别。我们逛了前门去了
海德公园，我们又爬了长城。长城很
伟大、前门很热闹、海德公园非常好
玩。北京不但有好玩的地方，还有好
吃的东西，北京手拉面、生煎包和北
京烤鸭。北京烤鸭是我最喜欢吃的，
它也是北京特色。北京很好玩，很精
彩，我会再回去的。

《我的妈妈》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班7A班  黄伟惟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我跟我的妈妈像好朋友一样。
有时候，我们吵架，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很好的。
	 我的妈妈人很好，她很喜欢帮
助别人。因为妈妈很会开车又很会
认路，她常常带我到处去玩，去吃好
吃的各国料理。妈妈很用心栽培、教
导我，她希望给我最好的教育。她教
我弹钢琴、中文、数学和很多各方面
的知识。妈妈和我有很多好玩的时
候，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玩电动游
戏，一起打球。妈妈很照顾我，常常
做好吃又健康的菜给我吃。妈妈很
聪明，她是高智商协会会员。我想，
可能我拿到一点妈妈的聪明啊！她
是一个懂高科技的人，也喜欢漂亮
的车子，这点我很像她。妈妈懂几种
语言，因为妈妈很聪明又有MBA学
位，她也给了我很多压力。
	 妈妈很爱我，我也爱我的妈妈，
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有用
的人！

《假如我是一条鱼》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A班  时嘉瑶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里养过
几条小金鱼。我每天喂鱼食给它们
吃，看着它们吃着鱼食，在水里游来
游去。很多的时候，我都在想，假如
我是一条鱼该多好。
					 假如我是一条鱼，我会在海里
游来游去，感受水流划过身体的感
觉。我可以有到海面上，感受太阳带
给我们的温暖，听着海鸥和小鸟们
对着海歌唱。我还可以找海豚们做
朋友。假如我是一条鱼，我可以到海
里，看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是不是真
的存在。我可以游到海底查看小美
人鱼住的的宫殿。看他们每天做什
么，吃什么，还有玩什么。
					 我曾听妈妈说，鱼只有七秒钟
的记忆。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七秒
钟之后，它就会忘记。假如我是一条
鱼，我想在七秒钟后，忘记所有悲
伤，留下的只有不尽的快乐。假如我
是一条鱼，我可以帮助蟹老板挣金
币。我可以教海绵宝宝做各种各样
做蟹黄堡的方式。我还可以每天和
派大星到处游玩。
				 假如我是一条鱼，我就每天活
的开开心心。我可以浮出海面看日
出，日落，看夕阳。每天遐想着第二
天的美好。假如我是一条鱼…

《幸福》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B班 刘潇潇

指导老师：葛漫
	 有些人说幸福很简单，只要能

带给你愉悦的心情，那就是幸福。其
实，这不是幸福,只是高兴，而且只
是高兴一会儿。
	 真正的幸福是有神的爱和神的
恩典，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因
为神爱我们，给我们爱和恩典，我们
就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就很幸福，就
不害怕。
	 幸福是有很好的父母。妈妈爸
爸爱我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当
朋友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得
到他们的安慰。他们最有办法，能帮
助我们解决问题，也最了解我们。
	 幸福是有很好的朋友。朋友是
很重要的，	 因为除了神和父母以
外，他们最了解我们。朋友也会帮助
我们。当我们不开心或者家里有什
么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
告诉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会安慰、
鼓励和帮助我们。
	 幸福也是有很好的老师。学校
的老师很了解我们。他们不仅教我
们英文、数学、科学和历史，他们也
教我们是非对错，教我们怎么跟小
朋友相处得好。
	 总之，幸福包括的范围很广，不
是单单愉悦的心情。幸福是有神，有
很好的父母，有好朋友，有很好的老
师。这些我都有，所以，我是幸福的。
										

《浅谈因特网对中小学生的利蔽》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A班 陈凯溪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因特网到底是对学生有利还是
有害？用因特网可以容易地找到很
多信息，学到很多知识。比如说，你
在读报纸可你遇到不了认识的字或
你正在写一个研究论文，你需要了
解更多信息，你可以用因特网查一
查你不认识的字或不懂得问题。但
是，因特网上也有很多虚假信息，因
特网上读的消息有可能是假的或错
的。因特网也可使我们很方便地跟
远方的人沟通。例如我们在做中文
作业时要求帮助可以用Skype	或电
子邮件跟住在中国的亲戚沟通，问
他们问题。然而如果你用这些软件
程序,你的个人资料、身份就可能被
窃，窃贼会用它去做坏事。上网可以
和朋友交流，还有在因特网上娱乐。
不过天天盯着电脑屏幕会伤眼睛。
常常用电脑的孩子长大后会有背疼
问题。所以，因特网是对学生们有利
也有蔽。我们应该趋利避害。

《妈妈的爱》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A班 缪天添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春天来了，田野上开满了鲜花，
			 	它是那么五彩缤纷，那么芬芳飘
香。
	 我来采一束献给妈妈，
	 这一朵朵鲜花表达了我对妈妈
的报答之心。
	 啊！妈妈，您的爱，像春天的阳
光一样温暖，
	 哺育着我们健康的成长，
	 您那辛劳的汗水和喜悦的泪
花，
	 滋润着我们充满渴望的心田，
	 使我们的童年甜蜜幸福。
	 在我生病的时候，您的安慰和
陪伴是我最好的良药。
	 在我上学的时候，您的亲吻和
眼光给了我鼓励与信心。
	 啊！妈妈！您就像蜡烛一样，
把光明和温暖送给我们，
	 却把自己慢慢地融化。
	 妈妈，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妈
妈，
	 我们决不辜负你对我们的希
望，长大为社会和人类多作贡献”

《萤火虫》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B班 朴淑慧

指导老师：葛漫
	 我最喜爱的小动物是萤火虫。
因为它们会发光。夜晚的时候，它们
照亮黑黑的夜空。
					 每年夏天，我有时候在晚上跟
家人一起去公园玩。公园里有很多
发光的萤火虫！我们都很高兴。我
的弟弟和妹妹总想抓它们，可是爸
爸说不要抓，因为萤火虫是野生动
物，这里是它们的家。我们都喜欢我
们的家。它们也喜欢它们的家。如果
我们抓它们，它们会很伤心。所以我
决心，我们要让萤火虫自由自在地
生活在野外。
	 我一看见萤火虫就很高兴。因
为这让我想起在最艰苦的时候，总
有一个小亮光，在黑暗中鼓励着我。
即便在最黑沉沉的夜里，总有照亮
世界的萤火虫。

总校董事会公告
张长春将接任下届总校校长 

感谢现任王坚总校长的卓越奉献

“华夏杯男子篮球比赛”结束

李文斯顿篮球队

《幸福》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B班 李昱彤

指导老师：葛漫
	 人人都想要幸福。	无论人们来
自不同的国家或社会，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愿望：幸福。可是，幸福是
什么呢？
	 幸福的人不需要很有钱，住在
豪华的地方，或者每时每刻都很高
兴。幸福是你怎样看待你的日常生
活。
	 幸福不只是别人带给你的快
乐，而且也是自己带给别人的快乐。
我们给予的不一定是东西，也可以
是我们的时间、思想、或者能量。
	 幸福是和你的家人朋友的关
系。与家人和朋友的密切关系带给
我们爱和依靠，爱带给我们真正的
幸福，只要有爱，钱财都没有那么重
要。爱人也被人所爱让我们感受到
生活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让
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
	 幸福还是你的欣赏能力。我们
要学会欣赏每天的每一件小事情，
专注于你有什么，而不是你没有什
么，可以帮助你欣赏生活，让你的生
活充满幸福。
	 幸福也来自尝试新东西。不断
的学习和尝试让我们接触更多的新
东西，带来更多的新想法，并增强我
们的自信心和应变能力。
	 幸福还来自你的生活目标。一
个可行而又具有足够挑战性的目标
可以带给你生活的方向，目标的实
现会给你带来成就感、满足感和幸
福感。
	 只要我们有爱，爱人，爱生活，
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

《幸福》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B班 阎安娜

指导老师：葛漫
	 妈妈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
福可以说成是一种行为吗？幸福可
以说成是一种感觉吗？我想幸福是
一种温暖的，惊喜的，意外的，能抓
得住你的微笑，在你满足的记忆里
不会消失的一种状态。是看的见的，
摸的到的，说的出来的。
	 昨天当我终于做完了所有的功

课，想到可以轻松地玩耍了，那是幸
福，幸福的感觉很简单，是因为快
乐，我想快乐和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天阴了一整天，风又大，
但在下午三点时，突然太阳从乌云
里钻了出来，我觉得那是幸福。我想
惊喜和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和家人在一个能遮风雨的
房子里说说笑笑，吃吃玩玩时，那是
幸福。幸福是能感受到的，是和安全
感连在一起的。
	 幸福在春天，在清晨树上的鸟
儿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歌声中。幸
福在夏天，在我和朋友们戏水的泳
池中；在海滩上，在脚丫里永远都不
想被洗去的海水的咸腥味中。我想
大自然和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幸福在冰淇淋车的音乐中，爸
爸妈妈为我买一支，吃上一口里。我
想甜蜜和幸福是连在一起的。

《幸福》
华夏长岛中文学校7B班  陆欣

指导老师：葛漫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答案。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幸福来自于有安全感、好的前景、生
活无忧、好的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
活动。
	 我觉得幸福是干你喜欢做的
事情或者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当我跟朋友在一起时，我感觉好幸
福！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吃爆
米花，喝可乐。最开心的是在圣诞节
的通宵聚会里，每人带上自己的睡
袋、牙刷、牙膏和睡衣，先吃比萨再
吃水果，然后玩棋牌游戏和真心话
大冒险游戏。有的时候，因为吃了太
多的糖，睡不着觉，我们就一起玩手
机游戏。
	 然而幸福是需要通过努力才能
获得的。刚开始，我想在我家开聚
会，但是我说服不了我妈妈。我朋友
黄家欣也跟她父母谈了很多次，开
始她的父母不同意，不过她想了一
个好主意：把在她家的聚会当作是
爸爸妈妈送她的圣诞礼物，终于打
动了她父母。
	 我感谢我的朋友和她们的家
人，我感谢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幸
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