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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华夏中文学校智
力运动会于10月22日在桥水分校
圆满落幕。来自包括大西洋城在内
的12所分校，170多名运动员参加
了这次盛会。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
拼，运动员们展现出超人的才智，
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最终准备
更为充分的爱迪生队时隔一年后
重新夺取冠军奖杯。
	 这次智力运动会展现出全新
的面貌，首先本届比赛在参加人数
上创造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国际象
棋有80多人参赛，为了有效组织，
本届比赛新增国际象棋1-2年级
组。其次，奖牌分布呈现了新的格
局。南部分校异军突起，取得成人
象棋，3-4年级和少年国际象棋3枚
金牌，桥牌等5枚银牌，最终取得团
体第二，首次拿到团体奖杯。东部
分校也是战绩辉煌，一举夺得K级

围棋，学生数独，少年五子棋，成人
五子棋和升级五枚金牌，成为夺得
金牌最多的学校。其中Max	Guo在
五子棋比赛中拿下个人五连冠。而
智力运动会豪门普兰斯堡队无力
续写辉煌，虽然他们的桥牌队第四
次夺冠，	但在传统优势项目围棋，
国际象棋的比赛中成绩欠佳，没能
进入团体前三。奔藤，伯克利，密尔
本等分校第一次组队参加华夏智
力运动会，	成为华夏智力运动会
的新生力量，但愿他们在今后的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
	 本届比赛也涌现出许多后起
之秀，比如来自南部的Allan	Fu和
东部的Flora	Cai分别在争夺激烈的
少年国际象棋和学生数独比赛中
脱颖而出，勇夺冠军。然而本届比
赛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来自爱迪生
的双胞胎兄弟Adam和Brian	 Jiang。

他们只有11岁却报名参加以成人

为主的段级围棋比赛，起初人们以

为他们报错了项目，应该参加幼童

9x9围棋；然而比赛一开始，他们双

双接连战胜包括上届冠军在内的

所有对手，都取得四连胜而并列冠

军。成为该项比赛的首次非成人冠

军，也持续了段级围棋连续八年无

人卫冕的奇特现象。

	 成绩固可喜，友情更可贵。华

夏的各种活动，比赛是形式，交流

是宗旨。参加桥牌比赛的16名选手

赛后首先拍一张全家福，大家非常

珍惜切磋的机会，也期盼来年再相

会。每当此时，让我们不要忘记那

些默默无闻的东道主志愿者，正是

他们巨大付出，为我们创造了相聚

的机会。		（华夏总校体育部		供稿）

华夏中部分校成立于一九九六年
七月，位于新泽西大普林斯顿地区
的蒙哥马利市，租用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
	 学校以教中文为主，教授汉语
拼音和简体字，使用“标准中文”和
马立平中文两种教材，还有专为
没有中文基础的人士而设的	CS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中
文班。现招收四岁半以上的学生。

除了中文课，学校专为儿童设计了
多种类型的文体课。	如：美术，唱
歌，舞蹈，国际象棋，武术，语言表
演艺术,	数学提高班，英文写作班
等课程。学校还有为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舞蹈，健美操，瑜伽，太极拳，
篮球，成人合唱团，成人英语等等。
	 今年，学校又增加了一些新课
程，如儿童书法、中国画以及手工
艺术，击剑课，儿童机器人兴趣班

以及专为高中生准备的生物高级
班。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家庭到华夏
中文学校中部分校就读。请与我们
联系。
	 学校网址：	www.hxcsmg.org
地址：375 	 Bu r n t 	 H i l l 	 Ro a d ,	
Skillman,	NJ08558.
上课时间：	周六下午1:30	-	4:50	　
联系方式：Ema i l：p r i n c i p a l@
hxcsmg.org

我对成功的理解
马利平九年级 盛馨怡

指导老师  房秀华

	 每个人的成功是不同的，因为每

个人对成功都有不一样的定义。有一

些人觉得成功就是靠钱来定义的。还

有一些人觉得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开心。也有其他人觉得生活必须得有

目的，但这目的是什么呢？这又提出

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开心是成功最重

要的内容。但是如果要开心，那就需要

有好家庭和好工作。

	 家庭是满足所有基本条件的地

方。如果家里的情况不好，那就睡不好

觉，吃不好饭。人生活的基本条件如果

没有得到满足，那人就很难追求其他

的目的。人干的很多事情都是为家庭，

去工作就是为家庭挣钱。没有家庭，这

些事情就都没有目的了。工作中取得

好成就，或学习中取得好成绩，有家庭

成员跟你分享。这个感觉和自己一个

人享受完全不一样。

	 有了好工作就会有满足感和成就

感。生活中，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是

有一些基本需要。基本需要包括食物，

衣服，住房，等等。这些需要都是用钱

买来的，但钱又从哪儿来的呢？工作

就提供买这些根本需要的钱。工作不

光提供基本需要的钱，好工作也能给

你很强的成就感。做完一件大工程的

时候会很自豪，也很开心。

我的“小猴子”					

马利平四年级   徐嘉怡

	 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爸

爸刚从佛罗里达州出差回来，他从行

李箱拿出来一只毛绒绒的小猴子。

	 它不是一只真正的猴子，而是一

个毛绒绒的玩具。但是你要一按它的

肚子，他就会发出吱吱的叫声。它的两

手可以粘在一块儿，甚至还可以挂在

人的脖子上，就像它在爬树。我的小猴

子身上是草绿色的，肚子是白色的。它

的眼睛是棕色的，像亮晶晶的巧克力。

它有一张黄黄的小脸和一对又小又可

爱的耳朵。它身上还穿了一件小T裇，

上面写着“I		Orlando.”

	 我的小猴子总是笑眯眯的，好像

每天它都很快乐。我的猴子每天和我

一起睡觉，睡的可香呢！要是我有一

天没有那么高兴，我的小猴子还是会

笑眯眯的，好像它在说,	“没事儿的，没

事儿的！”

	 我的猴子和我在一起已经五年

了。它陪伴着我成长，是我最好的朋

友。	

成功
马利平九年级  杨智健

指导老师  房秀华

	 成功是每个人都想做到的。但什

么才叫成功呢？	很多人以为成功就

是赚很多钱。但是在我眼里，成功并不

只是这些。	下面，我来讲一下我眼里

的成功。

	 我觉得一个人是否成功是他自己

的行动能够证明出来的。	如果我做的

事情既能对我有帮助，又有利于别人，

这就是成功。	我长大以后的工作，若

是我喜欢的，又能做的好的，这就是成

功。	当我做的事情能对社会有贡献，	

能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好处和欢喜的

那一刻，就是成功。	等我长大了，我以

后的婚姻也是人生中的大事。	一个人

的婚姻也取决他是否成功。毕竟，对方

会和你生活一辈子。

	 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些你真正喜欢

的事情来在多余的时间里做的话，	你

一定会做到成功。人的一生很短，	所

以每个人都应该珍惜他们在人间的时

间。	要是一个人能充分把自己的时间

花在有用的事情上，	那么这就是是成

功。

我和小海豚
标准中文四年级  朱美齐

	 今年春假，我和爸爸妈妈去坎昆

旅游。在那里，我第一次和海豚一起游

泳和亲密接触。	

	 活动开始，我们一组八个人先下

水和海豚接触。海豚有着流线型的身

体，样子很灵活。当小海豚向我们游过

来时，我们都摸了摸它的灰色的，滑溜

溜的背部。	

	 然后，训练员安排我和海豚游泳。

我先游到泳池中间，聪明的海豚从水

下游过来。这时我紧紧抓住海豚的背

部，它带着我很快地游到了对岸，简直

像飞过去一样。	

	 最后一项是和海豚握手和拥抱。

可爱的小海豚游到我面前，向我伸出

双手。我兴奋极了，连忙伸出我的双

手，轻轻地握了一下。海豚的手滑滑

的，硬硬的。这是，小海豚叫了几声，好

像在说：“很高兴遇见你！”	然后，我

拥抱亲吻了小海豚，心里得意极了。	

短短的春节结束了。坎昆的环境很美

丽，真希望能多待几天。我永远都会记

得和小海豚一起游泳。海豚和人们彼

此信任并成为朋友，是多么珍贵啊！	

我的成功
马利平九年级 宋功翰

指导老师  房秀华

	 我觉得成功是挣好多钱。我还觉

得成功是帮助别人生活更好，给世界

带来好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努力学习，取得好成

绩和很多奖励。然后我要去好大学，接

受好的教育。我想成为一个医生。然后

帮助病人把他们治好。我要给人类的

生活加添美好。医生挣很多钱	所以我

要做医生，我要用我挣的钱买好房子，

好车和好吃的。把我的生活变美好。我

还要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去治愈现在

还没有治愈的疾病。

	 总之我要成为有成就的人	，不仅

仅是有钱，而且要把我的所得反馈社

会。这就是我理解的成功。

西班牙的欢乐时光
标准中文四年级 卢澄玥 

	 今年的春假我去了西班牙度假。

我从来没去过西班牙，我也不知道会

留下什么样的记忆。但是，下飞机一瞬

间，我就知道这个春假将会是一个充

满回忆的春假。

	 西班牙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在那

些好吃的食物中，一定要品尝一下海

鲜饭，而且是墨鱼海鲜饭。回想，当服

务员把墨鱼海鲜饭端过来时，我和妹

妹都傻眼了。那个盘子那么大呀，我想

那是绝对吃不完的。更有趣的是，吃了

一口以后，我们的嘴巴看起来脏脏的，

像墨一样黑了。出去吃饭很方便，到处

都有各种口味的餐厅。

	 西班牙的环境也很好。为了减少

对地球的污染，商店里提供的塑料袋

是需要付费的。这样马路上就会很干

净，同时也会更好地保护地球。可见西

班牙的人们是很重视环保的。

	 西班牙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

们先后一共去了四个城市。其中，在

Segovia，在一大片场地上，我们看到了

一个又高又长的水道，那个水道是聪

明的罗马人建造的，为了帮助他们把

水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罗马水道就成

为了Segovia的标志。

	 在Toledo，我们欣赏到很多美丽

的风景，也参观很多古老的教堂。在古

代，西班牙的首都是Toledo。

	 最后一天，我们是去逛商店。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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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勇夺“2017华夏智力运动会”团体冠军

华夏中文学校中部（蒙哥马利）分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at Montgomery

2017 智力运动会图片新闻

華夏園地(簡體)EDUCATION

儿童书法、中国画以及手工艺术 

我校学生邢泽西 （右二）、孙廷和 （右四） 分别
获得5/6年级国际象棋比赛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我校学生张荣荣（右一）、许晓宇（左三）多次参加国
际象棋比赛并且取得好成绩。

击剑课 儿童机器人兴趣班

商场上下有五层楼，衣服都是现在最

流行的款式。我们正赶上打折的活动，

简直太便宜了。有的衣服只卖一块钱。

在这个商场，我们一家都买到了自己

喜爱的衣服。

	 我们在西班牙度过了精彩的十

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希望可

以再去一次！

窗户旁边的树
马立平六年级   赵若兰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我客厅外头有一颗树，从客厅的

窗户能看到。我每天从家们出去时，都

路过这棵树。我每天走回家时，也路过

这棵树。我从我卧室的窗户也能看到

这棵树。我刚搬来时，这棵树已经在

了。现在，三年以后，这棵树没有太多

的变化。但每个季节树都不同。

	 在春天，嫩绿色的树叶又长出来

了。在夏天，它的树叶是一种嫩绿的颜

色。在秋天，这棵树的叶子会变得非常

红。这是我看到过最红的树。有的时

候，刚变红时，只有树叶的外圈儿变红

了。里面还是一种绿色儿。在冬天，树

叶全都掉了。下雪时，树枝上会落好多

雪，风一吹，雪就从树上刮下来，落到

别处。有的时候，树上也能结冰。我每

个季节都喜欢在树下玩。

	 我在秋天，在树的落叶里蹦蹦跳

跳着。树的叶子会吹进我们家的车库，

我需要把叶子扫出来。在冬天，我在那

棵树旁边做雪人，或者在旁边绕着圈

儿跑，身后拉着我的妹妹。我有的时

候看我妹妹玩，我就会看这棵树。领居

们会站在树底下的电箱上，跳到树的

最低的树枝上，摇晃着。他们也喜欢跟

这颗树玩。树不光给咱们乐趣，还很有

用。

	 树可以产生氧气。也许，我呼吸的

一些氧气是这棵树提供给我的！我也

知道，木头是从树来的。我不知道我们

家前面的树是什么种类，我也没看见

过树的木头。也许这种树的木头还被

用在我家里呢！

	 我每天去各种地方都会路过这

棵树。有的时候，我会站在树底下，看

着树上的鸟唱歌。也有的时候，松鼠会

从我们家的阳台，跳到那棵树上。我想

对它们这一定很好玩儿。有的时候，我

会站在呢儿，看着树，想一想如果我是

鸟，我飞的感觉，或者如果我是松鼠，

我跳的感觉。我猜，肯定都很好玩。我

也猜，他们也会花时间观察这棵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