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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巡讲团培训（8 月 19 日 / 教学部主办）

“2018 华夏 -AIG 田径运动会” 十月中旬举行
	 “2018	华夏 -AIG	田径运动会”（第二十届华夏田径运动会）定于	2018 年 10 月 14 日在普兰斯堡举行，
预计约有七百名运动员参加。
	 今年是十年来首次在金秋十月举办。比赛分为儿童组、少年组和成年组，设 14 个常规竞赛项目，比如跳
高、跳远、铅球、接力赛等。拔河比赛也是重头戏，体现了各参赛队精诚合作，奋勇力争的团队精神。今年还
新增有趣味项目，如“赶猪跑”及“三腿四足”。为活跃现场气氛，开幕式将开放露天节目表演，如舞蹈、秧歌、
腰鼓等团体热舞。
	 田径运动会是华夏中文学校每年举办的大型活动之一，由总校体育部主办。华夏校委会感谢 AIG 公司
连续第二年对田径运动会独家冠名赞助。华夏欢迎任何与 AIG	没有业务冲突的商家朋友赞助运动会，制造
双赢。有意者，请电邮	pr@hx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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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又是丹桂飘香时

开学啦，华夏欢迎您！
	 金秋九月，迎来硕果丰收的秋季，也迎来了新的学期。祝同学们学
习愉快，享受成长的幸福感！祝老师们工作顺利，享受园丁的成就感 !
	 华夏是美国最大的周末中文学校，拥有 22 所分校，七千学生和上
万名家长。华夏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宗旨，有着高标准的师资，优化
的课程设计及丰富的文体活动。
	 欢迎更多热爱中华文化的家庭加入，使华夏社区更加充满生机和
活力！

 

分校 校长 学校网址 上课地点 
北部 祝卿 www.nhxcs.org 151 Fairview Ave, Verona, NJ 07044  
中部 王缨 www.hxcsmg.org 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 08558 

纽约中心 钟晨音 http://hxnyc.org/ 75 Grasslands Road, Valhalla, NY 10595 
大纽约 何青 www.hxgny.org/wp 735 Anderson Hill Road, Purchase, NY 10577 
奔腾 郭玉坤 www.mcanjusa.org 309 Baldwin Road, Parsippany, NJ 07054 
博根 王朝芳 www.hxbg.org 425 Paramus Road，Paramus, NJ 07652 
南部 赵巍 www.hxsouth.org 95 North Main Street, Marlboro, NJ 07746 

爱迪生 吴强 www.hxedison.org 50 Blvd of Eagles, Edison NJ 08817 
里海谷 陈韧刚 www.hxcs.org 3835 Green Pond Road, Bethlehem, PA18020 

普兰斯堡 杨志强 www.hxpcs.org 90 Grovers Mill Road, Plainsboro, NJ 08536 
哈德逊 王耕 www.midhudsonchineseschool.org 99 Myers Corners Road,  

Wappingers Falls, NY 12590 
长岛 王雨林 www.lisoc.org SUNY College at Old Westbury, NY 11581 

李文斯顿 李华 www.livingstonhuaxia.org 11 Broadlawn Dr., Livingston, NJ 07039 
史泰登岛 叶翠 www.huaxiasi.org 465 New Dorp Ln, Staten Island, NY 10306 
樱桃山 李礼 http://hxch.org 950 Cropwell Road, Cherry Hill, NJ 08003 
东部 沈波 www.hxeb.org 18 Norton Road,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大西洋城 刘伟 school.yes-chinese.com/achx 391 Zion Rd, EHT NJ 08234 
康州 刘申 www.hxct.org 72 Hospital Ave, Danbury CT 06810 
桥水 赵霞 www.huaxiabw.org 600 Garretson Road, Bridgewater, NJ 08807 

大费城 焦群 http://hxgv.org 450 Ellis Lane, West Chester, PA 19380 
伯克利 徐天昕 www.huaxiabh.org 345 Plainfield Ave, Berkeley Heights, NJ 

07922
密尔本 吴红钢 www.millburntalent.org 462 Millburn Ave , Millburn, NJ 07041 

华夏中文学校 2018-2019 学年   NJ, NY, PA, CT  
总校长：王宏    电邮：president@hxcs.org     网站 : www.hxcs.org

“寻根夏令营” （战略发展部主办）

“中华文化大乐园”（8 月 13- 23 日 / 东部分校协办）

“总校分校联席会议”（8 月 18 日）

大家谈：聊聊我的“姓”
长岛中文学校九年级

王家瑞
	 我姓王。我的名字是王家瑞，

“瑞”是好的意思，王家瑞就是王家
好。“瑞”也是幸运的意思，我父母
希望我幸福。
	 我爸姓王，我妈姓万。我爸从
小住在南京，可是他老家在山东，据
说部分王姓起源于山东，所以我家
的起源是从山东。去年夏天我参加
了“寻根夏令营”，去了山东。我觉
得我的老家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王姓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姓，也是世
界上最常见的姓之一。“王”字的三
横代表着“天”、“地”和“人”；中间
的一竖贯穿这三者，可见“王”代表
权威。

翁美雪
	 我姓翁。我的祖先源于姬姓，
出自西周昭王的庶子，属于帝王赐
姓为氏。翁姓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常
见的姓氏，但也是中国较为古老的
姓氏之一，在宋朝《百家姓》中排行
第 200 位。它的始祖地在浙江定海。
翁氏图腾中的	“翁”，本义是鸟头颈
毛，处于顶上的毛。“白头翁”，就是
头顶上的毛呈白色的一种鸟。后来，	

“翁”	引申为一家之长及父亲之义。
	 现今翁姓多分布在福建和台湾
地区。我的父母就是来自福建一带，
那是一个鱼米之乡，靠近沿海一带，
也是华侨之乡，家家户户至少有一
人在海外。
	 我有时候讨厌我的姓，这是因
为翁的英文字母排末尾，老师总是
最后一个叫到我。但现在我觉得这
个姓很特别，我很喜欢我的姓。

江思月
	 我姓江。根据网络上的资料，
江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
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嬴姓、
姬姓、子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公
元前 624 年，古江国（河南省正阳县）
为楚国所灭，后裔世代以国号为姓。
	 江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
第 141 位，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广
西和福建，其中以广西最多。我的
父亲祖籍是福建。福建简称“闽”，
福建汉族内部语言文化高度多元，
分化成多个族群。福建是个美丽的
省份。
	 我姓江，妈妈给我取名江思月，
意思是江水思念月亮。大家都说这
是个很美的名字，我也很满意。但
是因为我在学校没有使用我的英文
名，很多人会念错我的名字。即使
是这样，我也不太介意。
	 写了这篇文章，我学到了江姓
的意思和起源。

姚青
	 我姓姚。我的姓出自于地名。
虞舜出生于姚墟，在今河南范县濮
城南，以地名为姓氏。南宋郑樵的

《通志氏族略》记载，“姚姓，虞之姓
也，虞帝生于姚墟，故因生以为姓”。
中国最早的姚姓始祖就在河南定
居。姚姓与姬姓、媙姓等二十个古
姓均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母
系氏族社会，至今近 5000 年，是中
国历史最长的姓之一。姚姓在全国
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安徽、广
东、江苏四省，在中国百家姓氏名义
上排行第 51 位。姚由“女”和“兆”
组成。“兆”有先卜未知，也就是预
知未来的意思。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去年我跟
爸爸妈妈回家乡长阳。那里非常
美丽，青山绿水，看着风景感觉很享
受。农家自己种地，纯天然的有机
食品可好吃了！高高的山坡上种满
了茶树，绿油油的。山间的泉水，叮
咚叮咚响。刚开始住我觉得不习惯，
因为那里没有 WiFi。	后来我们游
山玩水，吃农家饭，看小鸡小鸭，喝
茶聊天觉得很惬意。二叔带我和姐
姐骑摩托车，空气很清新凉爽，我们
觉得很刺激。家乡亲人的热情招待，
让我们全家感到很温暖。如果还有
机会回中国，我还想回家乡看看。

薛薇薇
	 我姓薛。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
调查发现，“薛”这个姓的历史很长	
。“薛”姓最早出现在夏朝，一个叫
奚仲的人，他发明了双轮战车，皇帝
就赠给奚仲“薛”这个姓来奖励他
的贡献。从那天以后，奚仲的后裔
都姓“薛”。
	 后来，奚仲的一个家人得罪了
皇帝，皇帝立刻处死奚仲的家人。
为了这个事情，奚仲和他所有的家
人走了很长的路，逃难到达山东。
所以，现在薛姓的人主要居住在山
东，但在广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
能看得到。我的爸爸也是从山东来
的，跟我查到的资料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我不是很喜欢薛这
个姓。在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怎么
发这个音，他们按英文的发音，叫我

“zoo（动物园）”同学或者“shoe（鞋）”
同学。我觉得很可笑的，我的姓被
他们改过很多次了，但又没办法。
唉！

陈妍好
	 陈姓，来自姚姓和妫姓，是舜帝
姚重华的后裔，	《百家姓》里排名第
十。在中国有大约七千万人民都姓
陈。陈姓原始在周朝周武王建朝之
后，周武王找到了舜的后代胡公满，
在现在的河南省淮阳县，建立了陈
国。
	 到了陈国被楚灭了之后，亡国
的陈国子民大部分都以原国为姓，

源于南唐徐锴《系传》：“陈之本义
为陈列，故从阜、从木，申声。盖于
平陆中布列之义。”	开始了陈姓千
秋万代的历史。陈姓现已普遍及中
华大地，成为了中国第五大姓氏，也
是台湾第一大姓。

我的理想
长岛中文学校九年级

黄若晨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和画
家。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幽默的卡
通，让我在寻常生活中发现快乐；悲
伤的故事，让我体会他人的喜怒哀
乐，生活的酸甜苦辣；探险和传奇故
事是我的最爱，让我在不同的时空
里畅游，体验一个又一个迥然不同
的生命轨迹，那简直就是我心灵的
世外桃源。我也读过一些很糟糕的
探险故事，当作者境界不高、想象力
不够丰富时，我就会像一只鲲鹏鸟
撞进一个鸟笼里，四处碰壁。我希
望自己成为一个很有修养的作家，
为读者呈现广博灿烂的世界，让那
些还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们，都能
喜欢上文学，通过阅读扩展自己的
心胸和视野。
	 我从小也非常喜欢画画。画画
让我可以不用说话，就能表达自己
的想法，宣泄自己的情感。我七岁
时开始学武术，就因为武术的英文
里有个艺术（Art）的字眼。也正是因
为去学武术，我认识了自己画画的
启蒙老师——黄老师，教我把对世
界的认识落在了画笔上。
	 文学和艺术为我的想象力插上
了翅膀，让我可以超越现实，心灵腾
飞，我希望长大后也能通过自己的
作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学和艺
术的魅力。

哥威点 Garvies Point 
博物馆之旅

长岛中文学校九年级
黄启扉

	 去年十一月，学校组织我们四
年级的学生，去长岛的 Glen	Cove
参观了哥威点博物馆。妈妈作为义
工家长，也和我们一同前往。
	 这个博物馆也是一个自然保护
区，占地 62 英亩，过去属于哥威家
族。最早是汤姆斯·哥威 1803 年

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纽约的长岛。
他是一位医生，1811 年结婚，有七个
孩子，1842 年去世。这个博物馆应
该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建起来的。哥
威的后代把这里捐给政府之后，这
里就成为研究长岛地质、考古、印第
安人文化的自然保护区。
	 那天，我和另外五位小朋友就
分在妈妈管的那个组，一路上大家
又说又笑，非常开心。我们在博物
馆里上了一堂制陶课，还亲手用胶
泥做了一个瓦罐的坯胎。妈妈一边
帮助老师，一边抽空为我和小朋友
们拍照。
	 我真希望每次学校的活动，妈
妈都能像这次一样来帮忙。因为我
小时候妈妈很忙，所以，当她一旦有
时间来陪我，我特别珍惜。

生煎包和绿茶
郭佳乐

	 我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是生煎
包。当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我的外
婆每个星期都会带我去家对面的	

“上海丰裕生煎”。生煎包是一种小
型包子，有普通包子的四分之一大
小。它的皮很薄，肉很多，而且包子
里充满着汤。做生煎时，先要把包
子放在锅子里油煎，当它煎到快好
的时候，在表面上洒一点儿葱和芝
麻。香喷喷的生煎包就可以吃了！
	 我的外公很喜欢喝绿茶。每天
他都会一边读新闻，一边喝绿茶。
泡绿茶的时候，要先把茶叶放在杯
子里，再把烧开的水倒进去。有人
还喜欢用紫砂壶泡茶。我的外公在
上海也有一个紫砂壶，是他继承的
传家宝。刚开始喝的时候，这个茶
的味道会有一点儿苦，但是它会渐
渐变得更好喝。

逛庙会
罗禹瑶

	 今年春节逛大栅栏庙会那一
天，是我接触中华文化最为特殊难
忘的经历之一。
	 院门上贴的春联有着巧言妙语
的新春祝福，门前摆的俩石墩上落
了一层薄薄的尘土，都让每条街有
种复古的味道。妈妈带妹妹和我在
大栅栏街口外，先买了两串糖葫芦。
冰糖的甜和山楂的酸味恰恰互补，
吃多少也不会腻。我带着买的第三

串糖葫芦跟着妈妈和妹妹走进了人
山人海的庙会。远远一望，人群中
男女老少都有。人多容易走散，我
只好紧紧地跟在她们后边。一条街
上有几家卖古玩的门窗暗暗的，似
乎没有人光临，但大部分卖的都跟
民间艺术有关。我给同学买了一个
兔儿爷。民间风俗是把兔儿爷要恭
而敬之地供起来，因为它是玉兔的
一个代表，可以避开一场病。我小
心翼翼地拿着，恐怕会被哪个路人
碰掉摔碎。有的人在看着老爷爷刻
印章，有的人在逛五花八门的小摊
儿。我们逛了几个老字号，如内联
升、瑞蚨祥、六必居和西来顺。离开
之前，姥爷还带我们瞧了一眼姥姥
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窄窄的一条胡
同连接着居室。
	 那天逛庙会的场景使我记忆深
刻难忘！

最喜欢的动物
潘洁颖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动
物。我也有很多喜欢的动物，比如
说老虎、羊、狗和猫。
	 我喜欢的动物是老虎。这是因
为老虎是万兽之王，它很强大，也很
凶猛。老虎一遇到它想要的东西就
会不停地去追，比如说山羊、小鹿、
狐狸等等。我觉得老虎的性格很特
别，它对自己的孩子很照顾，却对它
的猎物很凶狠。老虎是一种坚持不
放弃的动物，我特别喜欢老虎这一
点。老虎是十二生肖的第三个动物，
是十二个动物里跑第三名的动物。
当然，这都是传说。可是我相信老
虎还是跑得很快。我特别喜欢老虎
的长相。它的毛是一种深橙色的，
而且还有黑色的线。它们看起来很
像猫，可是又很大。
	 我也喜欢羊，因为羊看起来是
一种很温柔的动物。我是羊年出生
的，所以我喜欢羊。羊是十二生肖
的第八个动物。狗是跟人最友好的
动物。它们很好玩，也很可爱。我
觉得狗经常会被人们当成人一样地
看待。我喜欢上了猫是因为我觉得
猫的眼睛很特别。它的眼睛在黑暗
中会发亮，我觉得很神奇。				
	 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物的人，我
觉得我们人类都应该把动物当成我
们的伙伴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