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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游
AP中文班：丁凯文
指导老师：张勤
二零一八年暑假我和爸爸、妈
妈、弟弟一起去中国旅游。这次中国
行我印象最深的是游览中国著名的
旅游圣地庐山。        
    车开到庐山脚下, 我们坐新建的
缆车上山。从缆车往下看，远处城市
的房子和街道依稀可见，长江就像
一条弯弯曲曲的白带子把城市半包
围着。我还看到了蓝蓝的鄱阳湖水
和山上绿绿的树林。抬头往上看，我
看到了一座座又高又壮观的山峰。
哇，这里的风景真是独一无二！到
达了山顶，我感觉都快能抓到云彩
了。        
我们的第一个旅游地点是五老
峰，爬了差不多两千个台阶才到峰
顶时我们都累得走不动了，就坐在
最顶上的巨大的石块上休息。我往
下一看，大吃一惊，脚底下就是悬岩
峭壁，万丈深渊，吓得我腿都站不
直了。我们居然比云彩还高了许多
呢！我看着风景，心情很愉快，就
不感到累了。      
下了五老峰我们就去了秀峰，
这就是李白写的《望庐山瀑布》讲到
的地点。我们爬到了“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所讲到的
银河的源头，旁边的一块大石上刻
着“银河”两字。溪水就是从这里冲
下悬岩。我们还在瀑布底下的碧潭
里划船，看周围美丽的竹林，真是让
人感到惬意。这里有山有水，景色宜
人，让人流连忘返。最让我记忆深刻
的是，坐缆车下秀峰时，一只蜜蜂落
在了我的腿上，待了五分钟才飞走，
把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第二天，我们游览了三叠泉。三
叠泉瀑布又高又宽，连跌三次，气势
壮观。从下往上看都看不见顶, 只能
看到雾汽中的水流垂直下落。这里
三面环壁，只有抬起头来才能看见
一片天空。虽然是盛夏，但这里依然
十分凉爽。这里不仅有瀑布发出的
哗哗声，还有风吹树林发出来的沙
沙声。大家都尽情地享受并陶醉在
这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庐山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我
用千言万语都描述不出来。这是我
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以后我一
定还要再游庐山！

小鸟的新家
AP中文班：方立杨
指导老师：张勤
有一天，两只小鸟离开他们的
鸟窝远远飞走了，因为这里周围都
是工厂，把空气和水都污染了。鸟爸
爸带着东西，小小鸟也跟着他一起
往远处飞。他们离开的时候，鸟爸爸
往后看了又看，觉得很悲伤。人类的
工厂污染了环境，小鸟们不能住在
这里了。小小鸟问爸爸为什么这么
难过，鸟爸爸说：
“ 我们要离开家乡
了，怎么能不伤心呢？”         
     后来，两只小鸟飞到远离人类的
地方，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新家，那里
有蓝色的天空和绿绿的树林，没有
人类的污染。

英雄的故事
毕业班：陈思嘉 指导老师：张勤
蜘蛛侠曾说过：
“要记得，能力
越强，责任越大。”英雄在我们的生
活里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力量。最近
我痴迷于一个叫《复仇者联盟》的电
影系列。这几部电影都是讲一些英
雄的故事。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电影，
因为它能让我觉得我很有能力，也
能拯救世界。谁都想自己成为英雄，
我也一样。当我看见他们一起战斗，
一起努力的样子，我很感动。我想像
自己也是一位有超能力的英雄，拥
有会飞的能力或者无限的力量。每
次走进电影院，我都会有一种像走
回自己的家的感觉。电影能让我走
进另外的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奋斗。
我对这些电影角色都产生了感情。
在《复仇者联盟3》里面，很多英雄都
死了，这让我格外伤心，因为我舍不
得他们的离去。我肯定会回电影院
去看他们最后的结局。
三月份的时候，漫威也出了一
部新电影叫《惊奇队长》。这部电影
讲一位女英雄的故事。惊奇队长是
一位住在外星球的人，她拥有很多
超能力，而且既聪明又勇敢。她瞬间
成为我的另一位偶像。我坐在电影
院舒服的椅子里，拿着一盘鸡翅，眼
睛盯着大屏幕，等待着电影的开始。

电影一点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它
比我想像的还有趣。当电影播放完，
大家都还在沉浸在电影的氛围里，
不愿出去。我和他们一样，被这部电
影惊呆了。回家的时候，我跟着手机
里的音乐一起唱一起跳。看见一个
独立强大的女英雄，让我觉得很兴
奋和高兴。漫威出的几部电影都让
我更喜爱英雄电影。我好期待四月
二十六号将要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4》，我知道它肯定会像以前的电影
一样好看和有趣。
我和妈妈经常会在吃晚饭的时
候聊起来，因为我妈妈也像我一样
爱这些英雄电影，我们会想像，如果
我们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会想要哪
个呢？妈妈毫不犹豫地说，她想要
会飞的超能力。我却不一样，犹豫不
定地想来想去，最后才确定我想要
和动物交流的超能力。我从小就喜
欢动物，很好奇它们在想什么，也希
望能成为它们的朋友。我以后想养
三只猫。但是，我也怕我会拥有超能
力。如果我是一位拥有超能力的英
雄，很多人都会盼望着我来救他们，
这种压力是我想都不敢想像的。很
多人的生命都在你的肩膀上，而你
也不能辜负他们。         
还是蜘蛛侠说得对，做一个英
雄有重大的责任。虽然我们没有会
飞的超能力或者巨大的能量，我们
也要用爱和自己的本事，把世界变
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

方方的生日聚会
AP中文班：张婉婷
指导老师：张勤
今天是方方的生日，她的家人
和朋友给她举办了一个生日聚会。
为了给她一个惊喜，大家没有告诉
她。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把房间
布置得很漂亮，墙上挂满了各种各
样的气球。方方一进门，大家就从角
落里跳出来大喊：
“生日快乐!”方方
吃了一惊，发现大家在给她庆祝生
日，她开心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方方开始打开礼
物。首先打开爸爸的礼物。爸爸看到
方方先拆他的礼物特别高兴，很期
待地看着她。方方把盒子拆开一看，
发现是一个计算器。她对数学一点
兴趣都没有，所以面无表情地把计
算器放到旁边。然后打开妈妈的礼
物。方方一看，是她最喜欢的名牌
包！方方心花怒放，激动得连连道
谢。
聚会结束了，爸爸生气地拿着
名牌包开始跟妈妈吵架。他觉得妈
妈不应该让小孩追求奢侈品，而应
该培养小孩热爱学习的习惯。妈妈
说：
“ 过生日应该让孩子开心，方方
更喜欢我的礼物。”         
到最后，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音乐是我的咖啡
AP中文班：张婉婷
指导老师：张勤
我过去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我周围的人一样，每天都制定
好一套完善的计划：起床，上学，做
功课，参加课外活动，与朋友和家人
共度时光，洗澡，上床睡觉，无限循
环。这种平凡的生活从未困扰过我。
除了这些日常琐事我还可以做些什
么呢？         
这是我那一天去上小提琴课时
所怀有的心态。坐在老师工作室的
一侧，我注意到门边挂着一块小牌
匾，上面写着一句话，
“ 音乐是情感
的声音”。这句话不知是谁写的，但
由于某种原因，它引起了我的共鸣。
突然间，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通过
音乐来表达情感，我的快乐，愤怒或
悲伤。虽然我刚开始并不认为音乐
能带给我们巨大的能量，但是它逐
渐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         
第二天在学校，我意识到一切
还是那么平凡单调。半梦半醒之间
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我开
始思考我前几天读到的那句话，
“音
乐是情感的声音”。在光线昏暗的学
校走廊里，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情
绪，但我想也许我能听到它。在插入
两个耳塞后，我开始潜入音乐世界。
第一个音符就像一口咖啡。尽管我
周围的人个个表情严肃，但我立即
感到精力充沛。每首歌都表达了不
同的情感，我听着这一切，感受着它
们的不同。也许音乐对其他人来说
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来说却实实
在在地改变了我的生活。         
音乐是我的燃料，是带给我活

力的咖啡。没有它，我找不到方向。
音乐是我的咖啡，不是因为它真正
地唤醒了我，而是因为它带给了我
情感的自由，有能力表达我的思想
和感情，使我的内心平静。
音乐是我的慰藉，是我的快乐，
是我的咖啡。

夏令营
《中文》七册班：王若曦
指导老师：庄逸红
2018年暑假，我的父母通过我
的中文学校帮我报名参加上海夏令
营。这是一个为期十天的夏令营。起
初我非常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以前
从未坐过飞机，这对我来说是第一
次。当我准备去机场时，我想到了
在上海时可能遇到的事情。在机场，
我们通过了许多安全检查。当我们
最终登上飞机后，我感觉非常好，坐
飞机其实并没有我想像得那么糟
糕。         
到达中国时，天气非常热。我们
登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到了宿舍。营
员们的宿舍都在同一个楼层，宿舍
房间大小刚刚好。我发现大家都是
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中国孩子，
大概有两百个人。         
我们参加了很多有趣的活动，
也去了上海很多有趣的地方。我们
先进行了独木舟比赛，虽然我的组
没有赢，但我们都尽力了。我们还去
了艺术博物馆，参观了很多雕塑。我
们也去了市场街道，买了纪念品。我
们还去了附近的一个城市，那里的
建筑物是用石头做的，我们走进了
其中一座建筑物，里面到处都是红
色的地毯和玻璃。我们还制作了迷
你机器人汽车。
在上海最好的体验之一，肯定
是参观东方明珠塔。当我们进入大
楼时，有一大群等待的人。如果我们
不在夏令营，可能要等几个小时才
能进入大楼。这儿的餐厅，是我去过
的最特别的餐厅。整个房间呈圆形，
但分为两个，一个在中心的圆圈和
一个外圈。食物都放在房间的中间，
你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外圈
是我们吃东西的地方，这个地方会
围着房间的中心转动，墙壁由玻璃
制成，我们可以一边看外面的风景
一边吃饭。快走的时候我摸着玻璃
墙看着上海的夜景，感觉太美了。         
总的来说，上海的夏令营非常
棒。我去了那些我从未想过会去的
地方，并且做了我认为我永远不会
做的事情。最后那天，我们依依不舍
地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了彼此的衣
服上，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这样我
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彼此和我们在十
天内所做的事情。在回美国的飞机
上，我一直在想那些令人难忘的事
情，以及与我共度欢乐时光的所有
人。

我是四川人
毕业班：许莎莎 指导老师：张勤
我是四川人，自然喜欢吃川菜，
尤其喜欢吃我外婆做的麻婆豆腐。
有一天，在想外婆的菜时，我无聊地
上网，突然发现了一个视频。在这个
视频里，一位穿着传统中国衣服的
叫李子柒的女生在教大家怎么做麻
婆豆腐。         
我打开视频时吓了一跳，原来
她是从摘豆子做豆腐开始的。视频
中，在一大片庄稼地里，李子柒很
熟练地砍下了很多黄豆茎，背回家
后，她把豆子一个一个剥出来，然后
再把豆子和水用石磨磨成浆。我想
像不到她花了多少时间和劳动才能
一个人磨完这么多的豆子。在浆煮，
过滤，加卤水后，豆花开始慢慢沉淀
了。她把这些碎碎的豆花放到模型
里，再用石头压住，等到水分排出，
豆腐就做好了。这时，李子柒终于开
始做麻婆豆腐了。豆腐、肉臊子、豆
瓣酱、葱、姜、蒜、辣油等等，我从视
频都闻得到从她的厨房散发出来的
香味儿啊！          
看完这个视频，我感到李子柒
非常能干。从她砍柴火和切菜的速
度就看得出她的手又快又有力气，
应该是经常干活的人，像我的外婆
一样。我对她很感兴趣，就了解了
一下她的生活情况。从外表来看，李
子柒是一位住在城市里就可以遇到
的漂亮女孩，但她和她的外婆其实
住在四川的乡下，进城要花很多时
间。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她需要花
这么长的时间去做一盘一般花十五

“2019华夏之星-中部”圆满落下帷幕
四月六日，一年一度的＂华夏之星文艺汇演”中部分场在新泽西
Montgomery高中礼堂闪登场。本次活动由总校文艺部主办，中部分校承
办，汇集了普兰斯堡分校、中部分校、大费城分校、桥水分校、樱桃山分
校、南部分校、爱迪生分校和东部分校等八所分校推荐的十六个精彩节
目。
开场舞邀请到了由李军老师带队的少儿体操表演。
《火凤凰》靓丽
恢宏，气势磅礴，犹如凤凰涅槃，姑娘们娴熟的旋转跳跃引得喝彩声掌
声此起彼伏。
整场晚会汇集了舞蹈、尤克里里弹唱、体操、相声、小品、乐器、话剧
等十六个优质节目。在总校文艺部的精心编排下，歌舞类和语言类节目
相互穿插，使得今年的华夏之星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高潮迭起。
桥水分校的小品《周日早晨的故事》围绕着一家四口上中文学校的生活
趣事展开，题材有趣新颖，演员们幽默的表演引得台下笑声不断，妙趣
横生。爱迪生分校则带来了一首悦耳动听的儿童尤克里里弹唱《哆唻
咪》，孩子们美妙的歌声，精湛的琴技完美地诠释了这首经典歌曲。普兰
斯堡分校的合唱《春晓》把中国的传统唐诗改编成了歌曲，经由孩子们
演唱后别有一番韵味！
整场晚会在《赤舞千纱》摇曳多姿的舞蹈中落下帷幕。各分校的演
员及校领导和带队老师纷纷上场谢幕，并接受组委会颁发2019“华夏之
星”纪念章。
“华夏之星”不仅带给观众一场试听盛宴，更展现出动感活力和
二十余载的文化传承。感谢筹备与组织本次活动的华夏义工们，特别感
谢承办方华夏中部分校。  
                                     （文：文晓   图片提供：郝若飞、袁媛、林胜天）

社区新闻
“彩虹桥夏令营”举行首次教学培训
4月6日，
“彩虹桥夏令营-中国江苏”召开了第一次全体营员和家长
的会议。会议现场连线了夏令营的合作机构，两岸三地的师生与来自纽
约和新泽西不同中学的16名学生进行了对话交流。
本次彩虹桥夏令营的主旨是组织美国中学生去中国的乡村支教，合作
机构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道杰资本-精英学院和华夏支教联盟（中国），
承办方是江苏省宿迁市皂河镇王营乡村小学，时间为7月2日至7月14
日。
四个小时的活动中，两位华东师大的大学生做了自我介绍，并表示
愿意为来自美国的中学生提供尽可能的服务和照顾。学生营员和家长
们了解了华东师大、华夏贤才以及王营小学的情况，也明悉了此次夏令
营的任务和目标。今天会议上，每一位营员带来了他们为夏令营准备的
第一个作业，并通过不同的活动，很快互相认识。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
营员们讨论了很多与夏令营有关的活动和设想，大家都对夏令营充满
了期待。
彩虹桥支教公益活动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华夏贤才负责人王凯先
生是活动的赞助企业家，他为今夏的彩虹桥牵线搭桥，提供了很多支
持。老桥高中负责外语和艺术的主任Keiller和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王宏
先生应邀参加了会议。Keiller女士介绍了她对外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学习
的认识，并以她多次去中国的经历和感受，鼓励学生们用自己所掌握的
汉语，服务于社会。王校长预祝小老师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夏天。
彩虹桥(Rainbow-Bridging)是一家非盈利文化教育机构，致力于为
美国中学生创建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提供放眼世界、服务社会的彩
虹桥梁。彩虹桥欢迎您的支持，联系邮箱是rainbowbridgingcamp@gmail.
com。
                                                                                     廖山漫 供稿

分钟就能做好的一道菜。我接着又
看了一些她的其它视频，不由得赞
叹她真是一位既独立又聪明的女
孩。她自己设计并制作了竹子的茶
几和椅子，看着很舒适。她还制作了
中国的文房四宝 — 笔墨纸砚。从收
集原材料开始，点点滴滴地进展，她
总共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才完成了一
套。为了保暖，她还用羊毛给自己编
织了一件紫色的毛披风。这样的生
活与我住在新泽西州的生活差距太
大了。可是仔细一想，我可以向她学
习到很多东西。         

虽然我不需要（也不希望需要）
去从剥豆子开始做麻婆豆腐，但是
李子柒的勤劳和毅力是值得我学习
的。她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就是不要让环境限制了我们的想
像和创造。只要能吃苦，够勤奋和聪
明，我们用双手，好好利用眼前的资
源，就可以从无到有，实现自己的梦
想。李子柒用她独特的生活背景和
亲力亲为的生活方式，不仅传播了
中国传统文化，也展现了努力和毅
力的重要性。我希望我可以尽我的
能力学好知识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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