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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我身边
秦楚玉

	 朱自清笔下的散文《背影》，龙

应台记录着孩子成长的一点一滴的

《孩子，你慢慢来》，林海音回忆儿时

生活的《城南旧事》......这一篇篇描

绘着亲情的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了浓

浓的爱意，让人不禁想起那被爱的

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爱里。

爱就在我身边。

	 让我最难忘的是婆婆对我的

爱。为了让我能按时上学，婆婆每天

要早起为我做早餐，我吃饭的时候，

婆婆会站在一旁，笑得很慈祥。以前

我就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切。在今

年冬天的一天里，流感特别厉害，婆

婆也感冒了。我到客厅时，婆婆的饭

还没有做好。我猛的发现，在厨房里

为我做早餐的是一个略有佝偻的身

躯。我站在厨房门口，怔怔地看着婆

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强烈地

感受到婆婆在为我付出！我甚至可

以清楚地在她身上看到岁月流过的

痕迹――那缕缕银丝。我轻轻地接

过婆婆递来的早餐，“谢谢婆婆”便

由衷地说了出口。“傻孩子”，婆婆摸

了摸我的头。在那时，我分明看到婆

婆憔悴但笑得依然慈祥的脸上，好

像多了点什么，眼睛里有些晶莹的

东西在闪烁。

	 记得在五年级时前，婆婆有一

天突然发出感叹：“楚玉现在长大

了，超过我了。”我当时就回答说：

“当然啦，我已经长大了。”但此时，

我却深深怀疑：我真的已经长大了

吗？为什么我从未发现婆婆为我付

出了这么多？我又想起那一件件

在小灯下完成的毛衣，那一次次在

夜里为我盖上的被子的手，那一声

声细心的叮嘱，莫不是婆婆的付出

啊！而我却未曾感激，只是一味接

受。顿时愧疚感涌上心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学会回报

这些付出。我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我会在婆婆疲惫时悄悄为

她捶一下肩膀，会在她辛苦了一天

后送上一杯热茶。

	 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

了。

	 我想说：“爱，就在我们身边。”

	

一个特别的中秋节
王艺诺

	 今年的中秋节对我来说很b

特别因为今年的中秋节只跟我

的生日差一天。这样一以来，	我

就可以一边吃蛋糕一边吃月饼。

	 最有趣的事就是我和我的

哥哥一起去若哥大学参加中秋

庆祝晚会。我们在哪儿表演了小

品，吉他，和唱歌。我们表演的小

品是关于我们怎么过中秋节的。

然后我们还给四个漂亮的姐姐

唱的	“故乡的云”	用吉他弹伴

奏。除了这些以外，我和我的哥

哥还唱了童年。

	 中秋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

这个节日，大家都会吃一个

叫月饼的东西。中秋的来历是从

一个传说叫嫦娥奔月的故事。很

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

一个叫后羿的人用了他的神弓

一口气射下来了九个太阳。这下

把太阳的父亲帝俊惹怒了。帝俊

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让他和他

的妻子嫦娥会天国去。于是，后

羿就去昆仑山找西王母要不死

药。他把药让嫦娥藏起来。一天

晚上，后羿正好不在家。妒忌后

羿的蓬蒙闯进了嫦娥的家要枪

不死药。嫦娥只好一口吞下不死

药。嫦娥就这样飞到月亮上了。

每年中秋节大家都会看到一个

女子和一颗树在月亮上。

	 我觉得这一天是一个很好的

节日因为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还

有很多好玩的表演。我希望下一

次还能有一个一样特别的中秋

节。		

	 2017年9月10日下午，坐落在爱

迪生高中的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

以崭新的面貌欣悦地迎来全体新老

师生及家长，隆重拉开了2017-2018

新学年的序幕。

精心准备
	 12点钟，新任校长吴强、副校长

王旭涛、家长会会长钱昆和教务长

王大进就到达工作岗位，为开学的

各项工作做最后的准备。之后家长

会副会长曹中、新任理事、前校长刘

健和前家长会会长及前理事、家长

志愿者和学生义工也各就各位，一

如既往地在学校重要活动中给予学

校最大限度的支持。过了1点钟，全

校新老学生陆陆续续进入校园。同

学们或带着新鲜带着好奇，或带着

回归集体的喜悦和渴望。走进教室，

让人感觉，能来这里学习中文是一

件快乐和自豪的事情。

课程新颖
	 学校一贯重视中文教学和文体

课程。中文课包括标准中文，马立平

中文，双语（CSL)，AP中文，中文辩

论。为了丰富学生们的学习内容，

满足孩子们的兴趣爱好需求，学校

还开设了舞蹈、篮球、排球、武术、绘

画、古筝、吉他、国际象期等兴趣课。

这些既实用又快乐的兴趣课深深地

吸引了不同年龄的孩子们，都纷纷

要求报名参加兴趣班。

新鲜血液
	 学校今年吸收了几位年轻有活

力的老师，作为新鲜血液加入学校

教职队伍。她们凭着爱孩子、爱教

育、爱中文的心走到一起。她们在教

学中善于启蒙，善于引导，思维活

跃，勇于创新，她们的加入让学校教

职员工的集体更富有活力和生机。

夕阳红活动

	 十几年来学校免费为新洲闻名

的华夏夕阳红俱乐部提供活动场

地。这个老年人俱乐部以参与人数

多、活动内容丰富而在新洲华人社

区享有盛名。学校还免费为他们提

供英语会话课和英语入籍考试课。

在陪伴孙辈们学习中文的同时，老

人们在俱乐部度过愉快的一天。

展望新学年
	 中华文明的基因，流淌在海外

华人华裔及热爱中文人们的血液

里。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就是传承

这样基因的一条小船。在过去、现在

和将来，她都将带着强烈的使命感，

载着希望载着重担，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在困难与挑战中创造更大的

辉煌。

                           学生义工秦楚玉

	 一 年 一 度 的 华 夏 杯 网 球 赛
于九月九日在New	 Brunswick的
Buccleuch公园的网球场举行。今年
是华夏杯网球赛事的第八个年头
了。
	 比赛依然如去年，每队由三个
男双，一个女双，一个混双组成。这
次共有八个队参赛，是历年来参赛
球队最多的一届。八支球队分两组，
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在这八支
队伍中，爱迪生队和博根队是两支
劲旅，而首次参赛的史坦顿岛队此
次聚集了纽约和新泽西的几位高
手，因此夺魁呼声甚高。去年屈居亚
军的博根队也请来了几位新州名
将，卯足了劲儿要“报去年的一剑之
仇”。
	 赛前抽签结果，爱迪生和博根
分在A组。分在B组的史坦顿岛队轻
松拿下小组三场比赛，进入半决赛。
A组的爱迪生队和博根队谁能获得
小组第一，能在半决赛中避开实力
强大的史坦顿岛队成为小组赛的焦
点。博根队果然实力雄厚，3:2险胜

了爱迪生队。爱迪生队的形势骤然
变得险峻。半决赛与史坦顿岛队的
比赛成为一场“恶战”，胜者晋级，败
者“收拾铺盖卷回家”。每一场比赛
都异常地紧张，胶着。经过苦战，爱
迪生队不负众望，3:2战胜了史坦顿
岛队，进入决赛。
	 爱迪生队与博根队算是宿敌
了。这次的决赛，既是小组赛的重
演，又是去年比赛的冠亚军赛再现，
而比赛的结果更是决定了这一年谁
是华夏网坛的“霸主”。比赛还未开
始，气氛已紧张的让人似乎“透不过
气来”。五个场地同时开打。四十分
钟下来，两队2:2战平。剩下了一场
女双，成为了全场瞩目，决定冠亚军
结果的悬念赛。爱迪生队的许广云
(Serena	Xu)和Janet	Chen以5:2的双
破发优势领先，只差一局就赢下来
了。此时也许博根队队员的心理压
力小了，开始敢打敢抽，球路越来越
刁钻，直接得分或造成爱迪生队队
员受迫性失误，将比分追成5:5，6:6。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抢7”阶段。虽

	 2016华夏智力运动会于10月23

日在桥水分校按期举办。爱迪生分校，

桥水分校，李文斯顿分校，普兰斯堡分

校,		樱桃山分校,	东部分校，南部中文

学校，大纽约分校等10只代表队参加

五子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桥牌，围

棋，数独，升级，跳棋等比赛。

	 最终，爱迪生分校勇夺4枚金牌，

3枚银牌，3枚铜牌，以总成绩70分获

得总冠军。我校学生BrianJiang和Adam	

Jiang在总校智力运动会上获得并列第

一，为爱迪生分校再次夺得冠军杯立

下汗马功劳。

	 南部分校以3金，5银，1铜，总成

绩58分获得亚军。东部分校以5金，3

铜，总成绩54分获得第三名。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秋
游及野餐于10月7日在罗斯福公园

（Roosevelt	Park，Edison）举行。
	 游园包括投篮，跳绳，拔河，寻
宝等小朋友喜爱的活动，加上天气
晴好，吸引众多学生及家长参加。跳
绳比赛中，小朋友，家长轮番上阵，
创造了每分钟136跳的好成绩。野餐

后，小朋友最喜欢的寻宝活动开始
了。草地上，大树后，餐桌旁，只要认
真寻找，总能发现宝贝。小朋友大都
满载而归。最令人激动的项目是拔
河。上阵父子兵，学生家长老师全上
阵，全部活动在一片欢呼中结束。很
多小朋友都意犹未尽。

	 10月15日，华夏爱迪生中文学

校迎来了第一届秋季图书节活动，

活动在家长和同学们的积极支持和

热情参与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了给中文学校筹款并鼓励大

家多读好书给孩子们做榜样,	家长

会会长钱昆和夫人陈文劲精心筹办

了这次活动,	邀请全校学生和家长

在15日下午把家里闲置的中英文图

书捐献给中文学校互相交换！这样

大家都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收到好

书。家长和同学们以支持学校为目

的,	在活动当天为中文学校捐赠了

超过800本闲置图书。

	 捐赠的图书包括儿童中英文书

籍、杂志，大人中英文文化书籍、杂

志，书籍林林种种包罗万象：黄奕的

科幻小说,	郭敬明、王硕、80年代的

珍贵小人书,	Magic	Tree	House系列,	

Wimpy	kids系列.......无论是否捐书

都可以挑选喜爱的中英文读物低价

带回家，每本图书只要一元一本，捐

赠图书后还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

券。

	 图书节从下午一点开始一直进

行到五点。本次活动得到了华夏爱

迪生中文学校校长吴强和副校长王

旭涛以及和家长志愿者们的大力支

持。活动现场选书场景异常火爆，

大家的热情就是对图书节最好的回

馈。

	 如果你家里有闲置图书或者想

淘些旧书不妨到华夏爱迪生中文学

校的下届图书节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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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爱迪生队在抢7过程中一直保持
着领先的地位，但也只是微弱的领
先，在随时都可能风云突变的结果
难料的抢7中，这点领先实在是不能
给人任何安慰。博根队在比分落后
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爱迪生队员
在比分差距忽近忽远时依然保持冷
静不慌，最终以7:5险胜对手，为爱
迪生队成功卫冕。这是一场高水平
的精彩的比赛。撇开结果不谈，它彰
显了网球运动的魅力和精神，再次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热爱这
项运动。

	 本次比赛的八支球队是:博根
队，奔腾队，桥水队，东布朗士队，爱
迪生队，费城队，蒙哥马利队，史坦
顿岛队。除了上面提到的史坦顿岛
队，蒙哥马利队也是首次参加华夏
杯网球赛。在此，我们感谢八年来一
直辛苦为大家组织安排比赛的任
致远和商志刚(Ronald	Ren	and	Jeff	
Shang)。我们期待明年的比赛，期待
更多的优秀球员加入到华夏网球中
来。
                          杨朝晖 爱迪生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