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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美东迎来了史上
最强的寒流侵袭。在刺骨的寒风
中，华夏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中区
赛场和南区赛场于1月7日分别在
李文斯顿分校和南部分校拉开了
序幕。来自大费城，樱桃山，普兰
斯堡，南部，东部，中部，奔腾，桥
水，爱迪生，北部，李文斯顿，密尔
本，伯克利等十三所分校的121名
赛手参加了比赛。随后，1月21日
北部赛区的博根，大纽约，纽约中
心，康州，长岛，哈德逊等六所分
校的52名小选手们也参加了在纽
约中心分校举行的演讲比赛。
	 华夏演讲比赛面向1-3年级
的学生，鼓励学生将他们的所见、
所闻用语言表达出来。评分根据
选手的语言表达、表情仪态、语法
发音、主题内容和整体印象等五
方面进行评判。为了使比赛更加
规范、公正、标准，组委会除了细
化了评分标准，还在赛前对裁判
进行统一培训，并签订裁判承诺
书。很多分校的老师和家长花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辅导赛手，赛
场上小选手们的演讲精彩纷呈，
包括故事、笑话、绕口令、诗歌等
各种形式。学生们的演讲仪态大

方，字正腔圆，深深感染了在场的
评委和家长。他们精彩表演是对
老师们家长们辛勤劳动的最好的
回报，他们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的
出色表演同时也赢得了老师和家
长们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
分获一等奖的选手是一年级：王
耀林（李文斯顿）陈海娜（李文斯
顿）陆宇阳（东部）郑乐一（中部）
张肖悦（博根）李千眷（大纽约），
二年级：张瀚贝（李文斯顿）李泱
纵（李文斯顿）余海伦（普兰斯堡
分校）蔡岩岩（大费城）李思楠（博
根）陶乐陶（长岛）；三年级：沈田
铱（李文斯顿）吴一瀚（奔腾）宋彦
霏（普兰斯堡分校）刘宸辰（普兰
斯堡分校）李安泽（博根）沈嫣然

（大纽约），通过比赛同学们既练
习了中文，也找到了展现自我、提
高演讲技巧的机会。
	 特别感激冒着严寒远道而来
的赛手和他们的家长，感谢各赛
场承担裁判的老师们，感谢承办
学校的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感
谢组委会的全体成员：汪杰、朱恩
琳、吴嘉俊、叶晶、俞强、钟晨音、
游牧、李晓京、许兰薇、叶森、李盛
京、王宏。

中秋节
AP班刘语馨  

指导老师：窦泽和
	 中国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
国家，文化也很丰富多彩。它有
很多传统节日，比如说春节，端
午节，元宵节，清明节，重阳节。
在中国的节日当中，我最喜欢的
应该是中秋节。
	 中秋节，也叫团圆节，是农
历八月十五号。中秋节晚上的月
亮又圆又亮，所以古代的人把这
一天称为	“团圆节”。中秋节和其
他传统节日都有很长的历史。自
古以来，人们就有在中秋时节举
行赏月来庆祝秋天丰收的传统
活动。这种赏月的活动一直流传
下来，现在和春节一样，成为中
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也有很多跟它有关
的古代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有关
月亮的故事如嫦娥奔月，玉兔捣
药，吴刚伐桂树，唐王游月宫等。
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嫦娥奔月
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
和妹妹讲了很多遍。嫦娥是后羿
的妻子，后羿射下了天上九个太
阳以后，王母娘娘奖赏他了一包
长生不老药。有一天，后羿不在
家，嫦娥不小心吃了这包药，就
飞到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成了
神仙。她跟玉兔一起生活在月亮
上。
		 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都
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我们会把
周围的邻居朋友请来跟我们一
起庆祝。我们会把一个大桌子搬
到车库外面，在上面摆上月饼，
水果，其他点心糖果。月饼是最
常见的中秋节的食物。为什么要
在中秋这天吃月饼呢？那是因
为圆圆的月饼就像天上的月亮，
反映了人们希望一家人团圆的
美好愿望。所以中国的中秋节就
有点像美国的感恩节。我和妈妈
最爱吃月饼了，月饼有很多种，
像豆沙馅的，枣泥馅的，还有我
很喜欢的鲜肉馅的。最常见的是
双黄莲蓉月饼，这种我也爱吃。
	 今年的中秋节，来了很多小
朋友，我们一边吃月饼喝饮料玩
游戏，	一边赏月。	那天晚上的月
亮又大又圆又亮,	真漂亮啊！爸
爸把望远镜拿出来了，我们都可
以看见月亮上的环形山，	我似乎
也看见了美丽的嫦娥和可爱的
小玉兔也在上面呢。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会给在
中国的姥爷打视频电话，祝他们
身体好，向他们问好，也祝他们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秋节是一个大人和小朋
友都喜欢的节日，也代表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延续。

广州夏令营
AP  班   朱浦中 
指导老师：窦泽和

	 去年夏天我妈妈带着弟弟
送我去中国参加了广州夏令营
寻根之旅。我们乘坐了南方航空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直飞广州。
十五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广州
机场，夏令营已经有工作人员在
机场等待，并且把我送到夏令营
的营地。然后就展开了我为期两
个星期的夏令营的生活。去夏令
营之前我没想那么多，所以我没
有想象过夏令营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到了以后我吃了一惊，因为
我没想到夏令营的营地会这么
破旧。到了后我找到了我的房间
和我的室友。过了一会儿老师叫
我们跟着他们去自助餐馆去吃
晚餐。晚餐真丰富啊！有很多我
从来没见过的中国菜。晚餐后，
由于我坐飞机后的时差还没有
适应过来，我跟着室友回到房间
就早早休息了，因为明天就是第
一堂课。
	 接下去的两个星期，夏令营
教了我们很多中国文化。例如武
术，冥想	（打坐），茶艺，国画，香
道，和书法。	我们也坐巴士去广
州和佛山市区去游览。我们本
来还要学一种中国的乐器叫陶
笛，但那一天临时有好几位警察
来到夏令营教我们怎么保护自
己。他们也教了我们怎么用枪。

我最喜欢的经验是用那些假枪
玩游戏。我知道警察和假枪不算
是中国文化所以我必须讲我其
他喜欢的东西。我们这个夏令营
是“中国禅武”主题夏令营，所以
我们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学习中
国武术。我想我也挺喜欢我们学
习的武术。我们学的是禅武的武
术。我们学了两种，一种叫禅武
十八式，另外一种叫禅武五步
拳。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
中国武术，只是在电影里面看到
过，所以有机会真实地学习中国
武术，令我感到有特别的兴趣。
虽然广州夏天的天气非常闷热，
还常常下雨，我和其他美国去的
学员们都不怕辛苦，克服了种种
困难，完成了两个星期的武术夏
令营。
	 去年的广州禅武夏令营把
我带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大大
增长了我的眼界，让我第一次对
中国文化有了具体的了解和体
验。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
会，希望下次能再有机会会中国
参加其他主题的文化夏令营。	

南翔小笼包
AP班  孙晓婧   

指导老师：窦泽和
	 我爸爸妈妈出生在上海。我
从小就听说上海的南翔小笼包
子非常有名。我一直想亲口尝一
尝。去年夏天，我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
	 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去
上海看望外公和外婆。外公和外
婆知道我非常想要尝尝小笼包
子。所以，外公和外婆带我去了
城隍庙。
	 在城隍庙，游客可以祈祷，
看民间表演，参与斗鸡，和书法。
这个地方也有礼品店。城隍庙最
有名的东西是当地小吃。那里有
非常多的餐厅。最有名的餐厅是
绿波浪，南翔小笼…	…。
	 外公和外婆带我去了一个
专门吃小笼包子的餐厅。一位服
务员热情地欢迎我们。她带我们
到一个桌子，“你们要点什么？”

“我们想要三笼小笼包，”外婆跟
服务员说。	
	 “好，请等一下，”服务员说。
过了几分钟，我们的小笼包子来
了。九个小笼包子在蒸笼里面，
放在绿叶菜上。“它们看上去像
小面包，白白的，胖胖的，”我跟
外公和外婆说。我刚想用筷子夹
起来一个小笼包子，但是外婆马
上叫我停下。
	 外公和外婆开始教我怎么
吃小笼包。“先用筷子把它夹起
来。在小笼包的上面咬一口，慢
慢地把里面的汤喝掉。”
	 按照外公外婆教我的办法，
我吃了一个小笼包子。啊，好吃
极了！包子里的汤非常鲜美，皮
薄肉多。太好吃了，我一口气吃
了两笼。我一直吃到肚子发胀
了。
	 上海好玩极了。我以后每年
都要来。

上海游
 AP班  孙晓洋 

指导老师：窦泽和	
	 今年年初我有幸回上海，参
加我表姐的婚礼。这是我第一次
去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美丽繁
华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也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我们住在半岛饭店。半岛饭
店座落在外滩，黄浦江边上。从
我们住的房间往外看，可以看到
黄浦江上船来船往，马路上车水
马龙，非常热闹。外滩边上各色
各样的高楼大厦，高耸入云。黄
埔江对岸的上海电视塔	-“东方
明珠”和金茂大厦格外雄伟壮
观。
	 上海也是一个旅游和商业
中心。像纽约一样，马路上可以
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街道上开
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各地的小
吃。公共交通非常方便，先进的
地铁四通八达。爸爸妈妈告诉
我，解放前，上海是十里洋场，西
方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人生活在
最低层。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现在，中国变得越
来越强大了。发展速度之快，连
爸爸妈妈都认不出来了。
	 表姐的婚礼非常隆重和热
闹。参加完婚礼后，舅舅带我夜
游外滩。外滩的夜景真美啊！霓
虹灯映照着浦江的两岸，像一幅
美丽的山水画，就像人们所说的
不夜城。
	 我们虽然只停留了四天，但
是上海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非常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
为中国的强大感到无比的骄傲。
我希望长大以后能回到中国工
作。

甲骨文
AP 班  王韩妮    

指导老师：窦泽和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
长久的文化中包括了中国汉字
的发展。目前为止最早的汉字就
是在商朝晚期出现的甲骨文。确
切地说，甲骨文是在河南省安阳
市殷墟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在殷
墟附近已经挖出来十五万多件
的甲骨，而甲骨上刻的汉字就叫
做甲骨文。这说明那时，甲骨文
已经很常用了。
	 甲骨上面本来是没有汉字
的，因为它们是用来占卜的，所
以刻上了文字。甲骨就是龟甲和
兽骨，龟甲被称为“卜甲”，兽骨
被称为“卜骨”，所以它们两个并
在一起叫甲骨。古代的人真的很
迷信，他们信神信鬼的，一遇到
什么问题就要卜问。什么治病，
生孩子，打仗，打野兽，天气，都
是人们要卜问的。王室常常把占
卜所知道的事情契刻在甲骨（兽
骨和龟甲）上。
	 甲骨文在商朝时期，大概
8600-7800年就开始使用了。汉
朝的刘熙在《释名•释书契》里
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这句
话的意思就是契就是刻，所以契
刻的目的就是要记录数据。甲骨
文记录了殷墟的发展状况，让人
们更加了解当时的经济和生活
情况。除此之外，商朝的甲骨文
还用于天象的记录。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收
藏甲骨最多的地方，有35000多
片。我虽然没有去过那里，但是
我去过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那里有	各种各样的汉字。我看到
那了很多很早以前的汉字，觉得
他们跟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有很
大的区别。我都认不出来了。
虽然商朝以后人们用甲骨文的
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是甲骨文让
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汉字的起源
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以后，我们
或许还会发现比甲骨文还要早
的文字呢！

紫禁城
AP班   任雪蓁 

指导老师：窦泽和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
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现存规
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
之一。它见证了了中国近五百年
的历史，同时也承载了中国最后
两个朝代的风云变幻，而明清王
庭的百年辉煌也渐渐成为史书
上的寥寥几笔，永远被埋藏于时
代的步伐下。
	 北京故宫初建于明成祖永
乐四年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而
建，直到永乐十八年建成。故宫
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东西宽
七百五十三米，四面围有高十
米的城墙，建筑面积约十五万
平方米。同时，城外还有一条宽
五十二米的护城河。它主要分为
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外朝作
为皇帝的朝政所处由太和殿，中
和殿，保和殿构成，统称为三大
殿。内廷由乾清宫，交泰殿，坤宁
宫为中，统称为后三宫。后三宫
是皇帝和皇后的行宫用来处理
日常政务，居住和游玩。
	 去年夏天，我回北京时，去
了故宫。当我踏进故宫时，内心
联想到的只有宏伟和壮观。在那
一瞬间，置身在这浩荡宏大的场
景中，我突然感觉到自已非常渺
小。眼前的宫殿里有着数千间房
屋。它们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
顶，青白石底座，也带有金碧辉
煌的彩画，十分养眼。我围着各
个宫殿和附近的中山公园逛了
一天仍是意犹未尽。希望以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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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可以再回去看一看。
	 北京故宫在1987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根据遗留的明清
档案，清宫典籍，以及宫殿的设
计，藏品和文物，后人们便可以
了解到整个明朝和清朝的历史
文化。故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
期，明、清两朝的皇宫。这意味着
它作为历史的缩影见证了两个
朝代之间的演变和进化，也正是
因为它的存在才验证了如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之不易。从
一九一二年溥仪下诏正式退位，
证实了清朝的灭亡，到军阀割据
的时期，再到内战，二战和之后
的大改革	一步步走到了如今的
世界强国之一，故宫其实只代表
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一小部
分，而这仅仅的一小部分，试问
又是有多少人的努力和鲜血建
立而成的？

万圣节
五年级  八岁  徐子鑫

指导老师：常荣	
	 万圣节到了，今年我打扮成
一位战士，穿着迷彩服，戴着迷
彩帽，手里拿了一杆枪，可神气
了。五点左右，我和朋友Manoj去
Lark	Drive	和Windsong	Circle要
糖，一路上碰到很多小朋友，有
的还是我同学呢。他们穿的衣服
都不一样，有蜘蛛侠，有公主裙，
有鬼服。。。	大家有说有笑，又打
又闹，可开心了。沿途我们还看
见很多南瓜，骷髅等装饰物摆放
门外面。那些装饰物不太恐怖，
但很应景，特有节日的气氛。
	 八点左右我们要回家了，
相互说了再见，然后Manoj离开
了我。我回到家了，开了门，打
开灯，然后把糖倒在地上。我拿
了糖，就吃上了。我吃的东西从
KitKat到Cape	Cod	Chips，什么都
有。今年的万圣节特别好玩儿，
我期待明年也要这样。

万圣节
五年级 郑佳怡   
指导老师：常荣

	 放学回家了，我很激动，因为
今天是万圣节！今年我跟Isaac，
妹妹，Zi	Yuan，和弟弟出去要糖。

我今年想要多点糖因为去年我
们要的糖不多，而且我们也没有
吃多少。今年万圣节我们Trick-
or-treat太早了，邻居家的门都
锁着，很多人还在上班。所以我
没有要到这么多糖。我们要完了
糖以后，很多人才开始在外面
trick-or-treat！因为天色很晚
了，六点钟妈妈带我们回家了。
我喜欢我今年的服装。今年我打
扮成了Frankie	 	 Stein还戴了假
发！今天在学校，我的班上还举
行了个舞会，我吃了很多甜饼
干，跟同学们照了很多相片，还
跟他们画了骨架，我们玩的很开
心！我很期待而且好奇明年我
将会打扮成什么样，妹妹觉得明
年我可以打扮成黑猫。今年的万
圣节真好玩儿！我希望明年能
要到更多的糖！万圣节快乐！

万圣节
五年级  陈粲然   
指导老师：常荣

	 每一年，我都迫不及待的等
着万圣节到来。这一年的万圣节
很特别，因为我出去要糖的时
候，太阳还没下山呢。我扮成了
蝙蝠侠，我的好朋友扮成一个僵
尸猎人。一路走去，看到有的人
家把蜘蛛放在灌木丛，有的把蜘
蛛网绕在树上，还有的把吓人的
僵尸放在门口。我觉的这会是一
个来劲的万圣节。
	 嗖！风嚎叫着吹向我走到
下一个家。叮咚！我和我的朋友
等着，听到了脚步声向门口走
来。门一开，我们大喊“Trick	 or	
treat!”	拿到糖我们说谢谢后就
赶紧跑去下一家。大部分的时间
是像这样的。有的家给我们很多
糖，有的家根本就没有糖。我看
到几个学校的同学，有的扮巫
婆，有的扮鬼，有的扮公主，还有
很多别的服装。
	 回到家，我把我自己的糖都
倒到地毯上。一个一个的欣赏。
我向窗外望去，太阳还未完全下
山，外面还有很多孩子在要糖
呢。每次有人按了门铃，我赶快
拿糖给他们。
	 总的来说，我过了一个奇妙
的万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