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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中文学校
哈德逊分校   崔锦杨

	 我爱我的学校，因为：我可以

很容易做完全部的课堂学习，因为

我计划得很好。我从教会去学校那

里，到的时候是1点27分；然后在1点

30分的时候，上课铃就响了。那时，

我们就把课本拿出来，然后开始上

课。我们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在2点20分结束；然后，我们有课间

休息。接着第二部分，我们开始下一

页生字的解释，	还有句子练习。在

最后五分钟，我们练习中文猜谜语。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这是最好玩的

部分。	你可以做：积木,	舞蹈，象棋，

画画和音乐。我最喜欢积木：在积木

课，你做好一个东西，就和别人比一

比。舞蹈课是女孩子的，比如zumba,	

里面只有一个男生。如果没有积木

课，我就去画画课；没有画画课，我

就去象棋课；没有象棋课，就回家

了！

	 我们在礼堂作我们的小品，舞

蹈和唱歌。我们有一个礼堂，是因为

我们借了一个高中做教室。不久前，

我们作了期末表演，我做的是中文

猜谜语。

	 我很爱中文学校！

摘樱桃
哈德逊分校三年级 黄紫嫣

	 初夏是摘樱桃的好时节，一定

不能错过。

	 果园离我家不远，很快就到

了。领了篮子往里走，果园真大啊！

各种果树种得一排排的很整齐。我

们走过苹果树，经过梨树林，又穿过

桃树群，这才来到了樱桃树的前面。

成熟的樱桃红滟滟的，一串串挂在

树上特别好看，好像珍贵的玛瑙。

	 我伸手去摘，够不到；跳起来

去摘，还是够不到；骑在爸爸肩上去

摘，终于够到了！转了一圈，找到一

个梯子，我兴奋地大叫起来！姐姐

听见我的叫声也跑过来一起，我们

终于可以轻轻松松摘到樱桃了。很

快我就发现，那些最大个，红得发紫

的樱桃最甜，果树面对太阳的那一

面樱桃也最甜。所以我和姐姐就找

那些朝着阳光发紫红色的樱桃摘。

有些樱桃熟过了头，会有一条裂缝，

不小心手一挤紫红色的汁溅得到处

都是。妈妈看到我们的衣服上紫色

的汁水，就提醒我们要小心。因为水

果的汁流到衣服上面不好清洗。从

那以后，我们摘樱桃的时候总要先

仔细看一看，确定没有裂缝才去摘。

不知不觉篮子很快就满了。

	 快要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一

阵大雨。我们所有人都落荒而逃，躲

到一个白色的遮阳篷下，每人的手

里都拎着新鲜刚摘的樱桃叽叽喳喳

的。我和姐姐也开心地提着沉沉的

篮子跟在爸爸妈妈后面。今天真是

好玩的一天，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还

要来摘樱桃！

糟糕而有趣的一天
哈德逊分校九年级 吴承隆

	 滴答，滴答，嗯哦。这是雨水飞

溅的声音，雨水飞溅在弗吉尼亚州

威廉斯堡的一个水上乐园	-	Water	

Country	USA的地上。轰隆隆！大

事不妙！这是雷声。雨水，加雷霆，

加水上乐园，	就等于完蛋了...对不

对？真的会这样吗？

	 看到云时，我们正在排队准备

坐Big	Daddy	Falls。妈妈早先查了天

气预报，我们知道会有雷雨，但是没

有人知道它会来得这么快。长长的

队伍我们排了很久，已经到了前面

很快就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又大又

黑，阴沉的，邪恶的云彩飘过来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雷阵雨即将来临。

果不其然，天上下起了毛毛雨。我和

弟弟默默祈祷说一定要让我们坐完

这个水滑梯，天气再变坏。不然公园

关了，我们所有等待的时间就全浪

费了。

	 还好我们坐完了，并在公园宣

布因恶劣天气关闭之前找到了妈

妈。那天我们到的很晚，	几乎什么

都还没玩儿呢公园就要关门了。这

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等待着，等待

着。	身后的人们不断地说暴风雨很

快就会过去，	可事实却是雨下得越

来越大。妈妈发短信给爸爸让他来

接我们，可是爸爸正在陪爷爷奶奶，	

不能马上赶过来。我们浑身湿透，又

冷又难过，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公园，

等着爸爸来接。

	 一个小时过去了	，爸爸还没

来。但是弟弟好像看到了什么，有

人在坐colossal	 curl，离入口处最近

的一个景点！？？	我们迅速做出

反应。我跑去问一个员工，公园是不

是又开了。果真如此！我们抄起门

票冲了进去。所有景点零排队，	所

以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想坐

的都玩了个遍。	难度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去爬湿滑的楼

梯，冲到最高点才能滑下来。连续冲

刺三十分钟以后，我们完成了所有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算还有更多

的景点，我们也不想再去了，实在太

累啦！爸爸来了，我们回家了，精疲

力竭却兴高采烈。

	 你认为糟糕的事情可能并不

像看起来那么差。在水上乐园遭遇

雷阵雨是很倒霉的一件事，但结果

却是让我们不排队地玩儿。雨后的

三	十分钟之内我们连玩了七个景

点，而下雨前我们排了整整两个小

时却只坐上三个。在水上乐园里以

糟糕开始的一天，结果却变成了一

个不用排队超级有趣的一天。

一封家书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郑欣怡

亲爱的爷爷和奶奶，

	 您们好吗？我很好。你们在中

国生活得怎样？今天是感恩节。妈

妈做了满满一桌好吃的饭菜。我感

到很抱歉，你们不能来和我们团聚。

我非常想念你们。

	 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节日。感恩节提醒人们要知道

感恩，要懂得并去表达感激之情。

感恩节告诫人们不要贪婪，不要把

拥有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在

美国过感恩节的传统是吃大餐。火

鸡和土豆	泥是一定要吃的。除此之

外，还有玉米，豆，和其他的一些食

物。

	 几百年前欧洲人想找最短的

航线来美洲。他们航行的船叫“五月

花”。“五月花”在海上漫无边际地航

行了几个月以后，他们终于看见了

陆地，于是他们决定住下来。在这片

土地上，他们遇到了印地安人，印地

安人教他们种庄稼，捕鱼和狩猎。移

居者们在作物获得丰收以后，特意

为印第安人举行了宴会表示感谢。

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从那以后每

年感恩节的时候，家人和朋友们都

会团聚在一起，对值得感恩的人和

事表达感激之情。

							祝爷爷奶奶感恩节快乐！

																爱您们的孙女			欣怡

一封家书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卢美燕

亲爱的二姨，

	 您好！我已经上六年级了。现

在美国这边正是过感恩节的时候。

感恩节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

四。在感恩节的时候，家家都会吃火

鸡，玉米，土豆，和其他的食物。感恩

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每个人都会

感谢父母，家人，朋友，以及上帝赐

予的特殊的东西。

	 感恩节过后是黑色星期五，许

多商店都在促销。每个人都在黑色

星期五买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黑

色星期四，因为促销是在周四下午

六点开始的。感恩节再加上周末，学

生有整整五天的时间不上学。我喜

欢这个长假，因为我不用很早起床，

我可以玩儿游戏，还有我的哥哥也

放假回来，我可以和他一起做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感恩节的那天，凯峰哥哥和嫂

子一家都来了。吃完饭，我的爸爸妈

妈都去商店抢购东西。爸爸买了一

台大电视。妈妈买了很多衣服，还给

哥哥买了一个手机。我和哥哥都不

喜欢逛街，所以就待在家里玩儿游

戏。这里的感恩节很热闹，中国人来

到这里都喜欢买东西。我非常想念

你们，也欢迎你们有机会来美国过

感恩节。

	 祝好！

																																			卢美燕

诗词三首
作者：石泉

	 石泉（笔名）是华夏哈德逊分

校一名在校教师的父亲，两个外孙

也都在这里上学。工程师背景的石

泉在退休后发掘了诸多的兴趣爱

好，诗词创作也是其中的一项。2010

年石泉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先后

有若干首诗作获奖或入编全国优秀

诗词作品。2012年中华诗人踏春行

组委会授予石泉“中华诗人“荣誉称

号。下面三首是石泉访美探亲旅游

期间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

念奴娇   网络时代

	 电邮发展，看今天，网络已成

时代。电脑一台接入网，信息万千倏

赉。国际金融，财经股市，图文声同

在。闲暇少许，茫茫网络传爱。

	 遥想传递当年，频频驿站，人

马同疲惫。昔日奔传得胜信，今作马

拉松赛。发展疾疾，	百年巨变，各业

何常态。星球通路，世人能不同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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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舟游尼亚加拉瀑布  				

夕阳尼亚景清明，

苍翠断崖挂玉屏。

鸥鸟霓裳羽衣舞，

飞涛冲折作和声。

一川胜景乘舟览，

破雾穿云戏水情。

重彩合应画中有，

眼前美景胜丹青。

山林别墅难留他乡人

山黛林深空气新，	

楼新草翠绿如茵。

邻人相顾无一识，	

扬手哈罗送友情。

偶遇国人心相近，

迢迢万里为探亲。

异国风物千般好，

难称他乡岁暮人。

横批：华夏儿女

上联：历千年风雨手牵手四海搭桥

下联：跨五洲豪情心连心一衣带水					

（作者：许红云）

横批：华夏儿女

上联：乘风破浪开路搭桥名扬四海

下联：披荆斩棘翻山涉水功成五洲						

	（作者：许红云）

横批：华夏游子

上联：扬帆过海船到桥头他乡立业

下联：苦尽甘来风行水上天涯同心					

（作者：许红云）

横批：华夏游子

上联：纵横五洲豪情壮志四海搭桥

下联：漂游天涯亲情乡恋一衣带水

（作者：许红云）

横批 功在华夏

上联：物华天宝	桥贯东西两岸华盛顿	

说文解字	诗词歌赋	桃李三千承雨露

下联：人杰地灵	水通南北三州哈得逊	

培才育艺	琴棋书画	芝兰四季吐芬芳

（作者：王晨）

横批：华夏教书育人

上联：桥似彩虹飞架两岸传播古老文化

下联：水如春雨润泽万物给养新生子息				

（作者：金茜）

横批：春满华夏

上联：雨水润春苗	桃李芬芳结硕果

下联：金桥架四海	游子同心根相连											

（作者：佚名）

横批：华晖夏彩

上联：灞桥尧韵清音远播昭文武

下联：媯水舜风赤胆凝练述宪章	

（作者：钟凌）

横批：华夏永兴

上联：迭桥通衢呕心沥血不吝传道

解惑继百世基业

下联：滴水穿石笃志好学只为断章

识文延千年传承							

（作者：钟凌）

横批：泽被华夏

上联：桥西春雨绿老树

下联：水上暖阳红新州

（作者：桥水诗文作家）

横批：华夏年年生辉

上联：金鸡桥上引吭送冬归

下联：矫犬水边喜吠迎春来

（作者：王紫）

横批：华夏耕耘忙

上联：锦鸡文桥啼唱五谷遍地

下联：黄犬金水欢跃授业满堂

（作者：王紫）

横批：华夏耕耘忙

上联：锦鸡啼唱文曲桥畔莘子勤学不倦

下联：金犬欢吠兰亭水边贤师诲人无暇

（作者：王紫）

横批:爱我华夏

上联:春风杨柳长桥行车马

下联:红日彩霞远水渡舟船

（作者：铭珂）

横批：情在华夏

上联：桥上粼粼铁马驰骄子

下联：水畔皑皑白雪绽红梅

（作者：陈文仲）

横批：唯我华夏

上联：彩虹作桥沟通中西文化，

下联：白云为水融合普世精神。

（作者：陈文仲）

横批：唯我华夏

上联：学谊作桥沟通中西文化，

下联：师情为水融合传世精神。

（作者：陈文仲）

佳联集锦
	 编者按：过年贴春联是中国传统习俗，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殷殷

期待。华夏桥水分校将在2月11日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推出一组春联

展。现将内容刊出，令大家先睹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