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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在明媚春光中，
一年一度的“华夏之星文艺表演”
登场了。
	 “华夏之星”是华夏中文学校
的一个品牌活动，有近 20 年历史；
它不仅给学生们一个展示才艺的
机会，也是对各分校文艺类课程的
考核，因而一直受到华夏的学生、
家长及指导教师的追捧。
	 今年共有 10 所华夏分校的 19
个节目登台展艺。舞蹈节目依然
是热门。南部分校、大费城分校带
来了《阿拉木汗》和《新靴子》，由
低年级学生担纲，小演员们童稚未
消，舞姿青涩，跳着跳着就忘了下
个动作，让观众忍俊不已。桥水分
校、樱桃山和中部分校分别推出的

《花灯》、《海边的阿妹》和《剪纸姑
娘》等，则由高年级学生为主，舞
姿优美，动作娴熟，颇具大家风范。
华夏各分校舞蹈课多由专业人士
常年任教，孩子们的美学修养由此
起步，终身受益。
	 以往的“华夏之星”很难看到

男孩的身影，普兰斯堡的二胡联
奏，大费城的少儿乐队，爱迪生的
吉他弹唱《童年》和李文斯顿的《三
句半》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男孩子
的身影，有的甚至做了主角。
	 更可喜的是，今年还有精彩的
语言类节目。李文斯顿带来的小
品《不得不说的故事》，自编自导，
充分反映小 ABC 的烦恼和虎妈们
的辛劳。绕口令般的台词，流利地
叙述着孩子们的生活，诙谐的语言
描绘了虎妈的七十二般武艺。
	 花木兰，这个中美儿童熟知的
卡通形象，由华夏学生搬上了舞
台。中部分校的表演剧《木兰辞》，
以“600 里急报”开场，两个小木兰

（一扮戎装，一扮村姑），率数十小
兵丁，引领观众穿越千年，演绎着
木兰替父从军的传奇经历，“万里
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
年归……”情事如见，景物若画，孩
子们以念，说，唱，快板及舞蹈形式
将古乐府诗表演得趣味横生，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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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
	 最 后，演 出 在 普 兰 斯 堡 的
合唱《大海呀故乡》中结束。每
个小演员都得到了特别设计的

“2018 华夏之星”纪念章。
	 本届活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
精心准备和组织安排。由华夏总
校文艺部主办，华夏中部分校团
队承办，总校校务部提供技术支
持。感谢各位义工的倾力奉献。		

采  摘
东部分校七年级 马睿冬  

指导老师：李颖
	 在九月的一天，我们全家和我
们朋友一起约定去果园采摘。那天
风和日丽，天气特别的好。我们到
达果园时，看到在门口站着一个九
岁左右的小女孩。我们一到，她就
欢迎我们，告诉我们摘完回到果园
门口来付钱，还告诉我们可以买票
坐马车去采摘。
	 听完她的介绍我们就走进了果
园。哇 ,	好多果树啊！我们先走到
了桃子果树区，看见了一个说明牌，
我们知道这个果园有三种桃子：黄
桃、白桃和油桃。我们发现黄桃是
酸的！大人们都不喜欢酸桃，所以
我们没摘黄桃，只摘了白桃和油桃。
接着我们又去摘梨。走到梨的那一
区，看见了好多梨掉在地上。原来
摘梨的季节已经过了，那是为啥很
多梨都在地上，慢慢地被虫子吃掉。
最后我们一个好梨也没找到。付完
桃子和梨的账，我们买了马车的票，
准备去摘苹果。
我们正等着呢，只见两匹大黑马拉
着个小车来到了我们前面。我们争
先恐后地上了马车。马车在田间小
路上欢快地奔跑着，暖暖的太阳晒
在头顶上，轻柔地微风吹在脸上，好
舒服啊！
	 我们终于到达了苹果树区。看
见一个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垂挂满树
枝，真是诱人。但是，我们很快就发
现，最好的苹果都在很高的树枝上，
连大人都够不着。我们有一个人想
了个好主意：如果让大人们把小孩
举起来，架在脖子上，小孩能够着
吗？够着了！最后大家都摘到了很
多又大又红的苹果。回程时，我们
又坐上了马车，满载而归。
	 那天，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不
光摘了很多水果，还留下了很多美
好的回忆。

足球比赛
东部分校七年级  阿斯入  

指导老师：李颖
	 十月底我要踢一场足球比赛。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是半决赛。
如果我们赢了这场比赛，那我们就
可以进入决赛了。
	 我和我的队友们都来得很早。
我们还没开始比呢，所以我们就看
我们镇的女队足球比赛。他们在
90 分之内没有进球，然后进入加时
赛。他们在加时赛也没进球，所以
他们要点球决胜负。我们都希望他
们赢，她们果然赢了比赛。我们都
很高兴，但是咱们还有我们自己的
比赛呢。
	 我们开始动起来，传球，跑步，
做我们的热身运动。裁判叫两边的
队伍上场，然后我们就上去了。我
们是沿用那些职业球员上场的规
矩。我和我的队友们都觉得这种方
式很傻。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踢球，
我们就需要遵守这样的规则。等我
们真正地上场了，我们都觉得很担
心。但我们又想，如果女队可以赢，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赢呢？
	 比赛很激烈。我们都在努力地
踢球，两队都不让对方进球。突然，
对方传了一个很有力量的球给他们
的球员，一下就踢进去了。我们都
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们
都很失望。但是我们的教练说了：

“抬起你们的头，继续踢！”我们听
了他的话，又开始努力踢了。我们
用平时训练的方法，希望能进一个
球。差不多终场前五分钟，我们终
于进了一个球。我们全队都很高兴。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赢这个比赛。我
们现在打平了，不再输了，我们有希
望赢得比赛。
	 下半场我们继续努力，积极地
跑动拼抢，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控制了整个比赛，但是对方也
不放弃，而是更努力地对抗我们的
进攻。尽管对方很拼，我们的努力
获得了回报。我们最后以 3	比 1 赢
得了比赛。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
们进入了决赛。
	 这场比赛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
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放弃。

第一次学骑自行车
东部分校七年级  王天健  

指导老师：李颖
	 我小时候，差不多五六岁 , 在

我的生日派对上，我收到三辆自行
车做为我的生日礼物。但是只有一
辆适合我骑的自行车。不幸的是我
还不会骑自行车。
	 有一天，爸爸带我去了小区公
园的篮球场，学骑自行车。妈妈怕
我摔伤了，让我全副武装起来。我
头上戴着头盔，双手和双腿的膝盖
都戴着保护东西。公园里面有很多
有趣的东西，像摇摆的秋千和好玩
的滑梯。
	 当爸爸开始教的时候，我虽然
害怕，但我还是上了自行车。他从
后面推我往前 ,	我双手紧紧握住车
把手，双腿使劲往前蹬。自行车往
前飞快地滑行，我也跟着飞快地滑
行。
	 我这时候很害怕，怕我摔下来
摔傻了。我的双脚离开了自行车
的踏板。车慢慢地停下来，幸亏我
伸出了脚踩在地上，才没有摔倒变
傻。我一次又一次地上自行车尝试	
。当我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伸出脚
踩在地上。因此我也学到了个很有
用处的骑自行车的秘密：骑自行车
的时候很难摔倒，是因为你很难失
去平衡。我知道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我就要出脚。我知道了基本的骑自
行车的方法以后又练习了好几次。
每一次我都学到了一种新的自行车
的基本技能，像踩踏板和按住刹车
等。慢慢我就都会了。
	 我总结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经
验就是爸爸推着我，然后我就初步
要用我的脚去保持平衡。这样我就
可以往前移动。我骑了四十到五十
次的时候我就真的学会骑自行车
了，但是我还需要一个人从后面推
着我，我才可以开始往前骑。
	 我还有很多骑自行车的技能都
不知道，像什么时候要踩刹车和什
么时候要按铃。我以后要跟着爸爸
好好学。

我最熟悉的人
东部分校七年级  何光亮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爸爸。他是
在中国四川江油长大的。2000	年
因为工作才来到美国。因为他喜欢
电脑，所以他的工作是计算机程序
员；因为他很喜欢电子商品，所以常
常买最新的电脑和电视试一下。他
话不多但是他很爱我。
	 在平时生活中，爸爸教我很多
东西。要是我做错事，	他就带我去
外面走一会儿，告诉我错在哪里。
他也告诉我怎么能改变自己。
	 有一次，我的作业很多也很难。
快十一点了，我有很多题不会做，顿
时觉得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
办？我坐在椅子上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爸爸每天很晚睡觉，他听到我
的哭声，他就走到我房间里来，问我
为什么哭？我告诉他作业太难了。
他决定带我出去走一会儿缓解一
下。我们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可
以先睡觉，明天早上起来，他帮我一
块做。我觉得是个好主意，马上就
觉得好很多。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爸爸给我解释难题。最后，我觉得
那些题不是太难。就这样我顺利按
时地交了作业。
	 通过这个事情，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只会把我的情绪搞乱。遇见困难的
时候，一定要冷静地处理。

我的弟弟
东部分校七年级  吴宜凡  

指导老师：李颖
	 我的弟弟叫 Eric，只有五岁。
	 自从 Eric 降生以来，我们就一
直在一起，而他的存在也激发了我
内心的一些新的东西。发生的许多
事情把我和 Eric 绑在了一起。简单
到像关于看什么电视节目，和谁更
酷的争斗。大部分这些小事都源于
他对这个世界初生的兴趣，他的天
真以及他所谓的笑话。
	 “我们还有多久才到？”他问
道，他那双胖胖的小手紧贴着窗户 ,
像要把窗外的寒风挡住。
	 “哦”,	爸爸看了看表，回答说，

“起码 ( 骑马 ) 要 5 分钟。”
	 “我以为我们坐在汽车上”	，他
小声说道。	我立即笑翻了。
	 在我们所有相处的日子里，他
一直是我能信赖的人。我可以和他
一起去偷糖果，而有时候他会指望
我给他讲故事。因为他自己的故事
有时侯实在有点傻。他最著名的故

事之一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
时候，我住在一个月亮上，月亮是在
一个农场上。那是个月亮农场。”
他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还有一些
缺点。他爱反抗，容易受伤，有时却
是因为我受伤，也因此总是让我陷
入麻烦。	比如当我在搬东西时，他
想和我说话，却不小心从车座上掉
下来，几乎摔断了手臂。
	 总的来说，我的弟弟对我的生
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喜欢篮球
 东部分校六年级    朱道中   

辅导老师：夏方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喜欢上篮球
了。因为我在一年级的时候认识了
三个好朋友。每天下课后，我们四
个人都一起去操场打篮球。
	 我不是球迷，但是我非常喜欢
玩篮球。我喜欢在球场上和伙伴们
一起奔跑，传球，投篮。听着别人的
呼喊，我觉得既紧张又兴奋。每当
我把球投进去后，我都会兴奋地跳
起来，然后和队友们分享我的喜悦。
特别是完成了互相配合以后，我们
几个人更愿意在一起。
	 除了享受能和几个朋友一起打
球的快乐之外，打篮球还可以让我
出一身汗，让我得到放松，那种感觉
非常好。
	 打篮球可以使我身体强壮，感
到成功，还可以认识朋友，所以我在
中文学校，又上中文课，又上篮球
课。

游览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东部分校四年级 卞美琳

指导老师：沈岩君
	 今年秋假，我和妈妈一起去华
盛顿游览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宝石和矿石
的知识。
	 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有名的
希望钻石。它最早是在印度发现的，
许多人都想要得到这块宝石，所以
这块宝石去过许多国家。很多的国
王和女王们带过这块美丽的宝石。
最终，一位纽约的珠宝商把它捐献
给了国家博物馆，让每个人都能观
赏大自然的珍品。现在这块宝石静
静地坐在安全玻璃橱窗里等待着游
人观赏，项链坠中间是深蓝色圆月
形的钻石，边上有十六颗闪亮的小
钻石。
	 在展厅中，我还看到各种各样
的宝石和矿石。矿石是在地下经过
上万年才形成的，经过地壳的运动，
矿石被带到地表层，所以人们在世
界各地都能发现不同的矿藏。最有
意思的是人们用不同的宝石代表每
个月，比如四月的生日石是钻石。
我最喜欢看展品中各种闪闪发光不
同颜色和形状的黄玉，因为我的生
日在十一月，它是十一月生日石。
	 在参观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矿
物和宝石的知识。大自然带给我们

各种宝藏，所以我们要保护自然环
境。如果你有时间参观自然历史博
物馆，你一定会学到很多知识。
		

过山车
东部分校四年级 陈雨熙

指导老师：沈岩君
	 “哇！”当我走进里面的时候，
我大叫一声，这就是它真正的样
子！我和妈妈还有我的好朋友在
Six	Flags，这是我第一次去！
	 我们都在看可怕的幻灯片，突
然听到一声尖叫 ... 我们回头，看到
孩子们坐着一个巨大的红色过山车
转了一圈。过山车越来越快，孩子
们尖叫得越来越大声。	“我们不要
坐是吗？”我颤抖了一下，对朋友
说。朋友看着我，“这看起来的确很
吓人，但我真的想去坐”。我的心跳
开始加快！“那么我们去找我妈妈
吧”我说道。“不好了！”当我们排
队时，我捂着嘴。	“至少我不会死”
我嘟囔着，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我的心开始像猎豹一样
快速地跳动！砰砰砰砰！可是我们
越来越接近，很快我们就排到那里
了。工作人员把我们放在座位上，
过山车慢慢地开始旋转。它变得越
来越快，我们的头发都被吹起来。
很快它就像猎豹一样快速地飞起
来！“啊～”我们一直尖叫，直到山
车开始减速，我吓呆了！
	 我以为这会很可怕，但令人惊
讶的是它真的很有趣！		

我喜欢的节日
东部分校五年级  刘语甜  

指导老师：常荣
	 万圣节是我很喜欢的节日。我

本来今年要打扮成穿着校服的日本

小女孩儿。在学校里午饭后有个万

圣节游行，可是那天风很大，又很

冷。我就打扮成比较暖和的吸血鬼。

我的妈妈和爷爷奶奶都来看我们学

校的游行。爷爷奶奶是第一次看这

样的游行，觉得很新奇。他们照了

很多相，发给他们在中国的亲戚朋

友看，他们也很感兴趣。

	 放学后，天气变的更冷了。我

穿了一件厚棉袄，我没有穿万圣节

的服装。我的朋友	Sarina,	Jocelyn,	

和	Lily	跟我一起要糖。他们到我们

家来集合。我们家门口摆了很多万

圣节的小装饰品，但是都不吓人，因

为它们都在笑。装饰品有稻草人，

鬼怪，巫婆，还有大南瓜。Sarina	是

个开拓者，Jocelyn	是个小巫婆，Lily	

是个叫罗宾汉的猎人。我们的爸爸

妈妈跟在我们后面。Sarina	很不高

兴，因为她觉得我们都长大了，不需

要父母跟在我们后面看着我们。我

们一家一家敲门要糖。有的人会给

我们很多糖，有的人不开门，有的人

家里没准备糖。我们有个邻居，他

们家门口摆了很多非常吓人的装饰
品。有吸血鬼，僵尸，骷髅，科学怪
人，鬼怪，墓碑，还有恐怖的音乐和
灯光。这是我们认为最有鬼节气氛
的一家。他们是去年刚搬进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要完糖后，去	Sarina	家玩
儿。我们先把糖倒出来，看要的糖
是不是我们喜欢的，我们还互相交
换了糖。每个人都吃了几块儿糖，
每年我都会要很多糖，我只吃了几
块儿糖，剩下的都让爸爸拿到公司
给叔叔阿姨们吃了。后来，我们在	
Sarina	家玩游戏。八点多的时候，爸
爸妈妈就把我和	Jocelyn	接回家了。
万圣节这一天我过的很开心。

蛇
东部分校四年级 夏煜安  

指导老师 : 沈岩君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蛇。蛇是冷
血动物。它们有很多种类，	如眼镜
蛇，毒蛇，蟒蛇，水	蛇，海蛇等。蛇
的嗅觉很灵敏。它们用舌头闻食物
的味道，	而不是用鼻子。有些	蛇还
能通过感知体温来找到猎物。不同
种类的蛇有不同的颜色，如蓝色，绿
色，红色，	棕色，黄色，黑色等。我
喜欢蛇是因为它们种类多，	 颜色
多，	还有因为我妈妈她属蛇。		我
最喜欢的蛇是黑眼镜蛇，因为它们
很长，而且它们的牙齿是空心的，能
吐出毒液来保护自己。我希望大家
在了解蛇之后也会喜欢上它们。					

我最难忘的一天
东部分校七年级  高铭晗 

指导老师：李颖
	 我最难忘的一天是弟弟出生的
那一天。我妈妈说她肚子疼的时候 ,
我就特别地兴奋，我想 :“有个弟弟
会很好吗？弟弟长得什么样啊 ?”
	 “你不能和我们去医院，今天你
要呆在你朋友家了”，	妈妈说。我
一听就不太高兴了。妈妈又说“但
是你之后可以去医院看弟弟。”我
和妈妈爸爸说再见后，爸爸就把我
送到朋友家，他就和妈妈去医院了。
	 四个小时之后，有人给我打电
话，是爸爸打来的。他说：“妈妈生
完弟弟了，你可以来医院了。”
	 我到了医院，医院很大，我们一
不小心就迷路了。我们好不容易找
到了一名护士，我问她病房在哪里，
她说	“你们走错了，请跟着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
	 我终于来到病房，冲到弟弟的
小床边。但是我看到他时非常惊讶，
弟弟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
他又可爱又好玩，但是我看到他的
脸红红的，像一只小猴子一样，全身
有很多死皮，脸上还有小包，眼睛紧
紧地闭着。“弟弟怎么长得这么难
看呢？”我问妈妈。妈妈说：“新出
生的小宝宝都不好看，再过一个月，
他就好看了。”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因为	
我已经是一个大姐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