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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只金钱豹

假如我是一块石头

如果我是中文老师

 四年级 束嘉星 指导老师 夏琦
你 喜 欢 金 钱 豹 吗？ 它 凶 猛 狡
黠，跑起来飞快。如果可能，我要做
一只不一样的金钱豹。
     假如我是一只金钱豹，我会住在
稀树草原里。这里有高大的树丛，
也有低矮的灌木，重要的是附近有
清清的湖水。如果累了渴了，我就
到附近的湖边喝水休息。我也可能
会住在沙漠里，因为我喜欢炎热的
天气。每天我会悠闲地逛来逛去，
如果看见猎物，我就迅速地追过去。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只是一只普通
的金钱豹，我和我的同伴们可不一
样哦。我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很
清楚；我的大脑更可以分辨出好人
和坏人。我从来不伤害好人，但是
如果遇到坏人，我就会勇敢地扑上
去。
你是不是也想做这样的金钱
豹？这就是我，假如我是一只金钱
豹！

 六年级 马斯睿 指导老师 王浛
假如我是一块小石头，已经在
地球上呆了亿万年，我由许多更小
块的石头形成，所以这是每一小块
的我组成的一个大故事。
我从小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呆
着，看着周围的风景好多年，有时候
地下会晃来晃去，有时候会下大雨，
有时候我还会走好远的路，但那种
时候比较少，走到另一个地方还是
跟呆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我看见
生存最重要的东西 - 水把地球表
面铺满，我在大海底下看到最早的
生命形成，看到人的眼睛看不见的
生物成为了大鱼，然后那些鱼骨头
掉到我身上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
有时候到地球里面，成为熔岩，我又
出来时候会再形成一个石头。雨、
冰和风在我身上磨来打去，把我弄
成了一大堆小石子，我成为过大山，
也成为过沙漠里的沙子。
从小到现在，我跟着地球演变
成各种模样，我活过、死过，曾经成
为过液体或是固体。我喜欢变化，
盼望着变成更多的东西！

 八年级 许凯登 指导老师 黄晓敏
如果我是一名中文老师，我会
把我的课准备得特别有趣。我会设
计一些好玩的中文游戏和学生玩，
给他们看中文的动画片，比如《西
游记》、
《喜洋洋与灰太狼》和《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让学生们有更多
机会听到标准的中文。我会鼓励学
生们多多发言，而不是我在讲台上
读课文，他们在下面坐着听。我会
准备小奖品，奖励上课积极举手发
言的学生。
我会培养学生们读和写的能
力。我会从中国带来图画书给学生
们看，还会准备一些短的中文故事
让他们读，同时告诉学生们汉字的
演变。
我会给学生们讲中国文化，培
养学生们对中国的认同感。

假如我是一名发明家
 四年级 施安迪 指导老师 夏琦
今年三月份，新泽西连续下了
几场大雪，好多电线都被压倒了，一
些地方罕见地断了电，我家也是其
中之一。没有电的时候简直度日
如年！我不禁想到：如果不是爱迪
生发明了电，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
样？从那时起，我便梦想成为一名
像他那样的发明家。
假如我是一名发明家，我要重
新设计泰坦尼克号，让它真正成为
一艘永远不会沉没的巨轮，即使再
度与冰川相撞也安然无恙。
我会发明一种翻译机，可以同
步翻译各种语言，甚至包括动物的
语言。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任
何一个地方旅游，我也可以和我的
小兔子聊天，问问它到底是不是真
的喜欢听我拉琴？
最重要的，我要发明一种时间
地铁，可以乘坐它去任何一个时间
点。可以去未来的方向体验未知，
也可以回到过去。如果你对以前的
一些做法感到后悔，你还有机会回
去改变噢！是不是很酷？
假如……假如这些都可以实现
该多好！别笑我“胡思乱想”，很多
发明创造不都是从那些“脑洞大开”
开始的吗？

假如我是一只在动物园里的熊
 六年级 黄霆锐 指导老师 王浛
假如我是一只在动物园里的
熊，我想像维尼小熊一样悠闲自得
地度过每一天。
今天早上正在做梦吃蜂蜜的时
候，突然飞过来一只小蜜蜂，它对我
说“起来，起来，该起来了！”我睁
开眼睛一看，原来是饲养员。饲养
员走到我这里，送来一大盆蔬菜和
水果。我看了一下我的饭，居然没
有我最喜欢的蜂蜜！不过我还是把
蔬菜和水果吃完了。
吃完饭，饲养员带我去游乐园。
我最喜欢游乐园，因为我可以看见
很多人。人很奇怪。他们很矮也没
有毛。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发
出很多种我听不懂的声音。他们还
一天到晚对我指指点点，经常举起
一个方块型的东西对着我，那个东
西还会亮，但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
干什么的。
我在游乐场里玩了一天，很累，
当一只熊真不容易啊，但是至少可
以梦见吃蜂蜜！我喜欢这种简单的
快乐！

假如我是一只乌鸦

游纽约

 五年级 杜怡宁 指导老师 张瑞
你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
人想成为一只乌鸦？！要知道在很
多风俗中，乌鸦都被视作不祥之物，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是那么的与
众不同！
假如我是一只乌鸦，我会更多
地在天黑的时候飞行，人们既不能
看见我们，也不能伤害我们，因为黑
色是我们的保护色。
我会像其它鸟一样爱唱歌。就算别
的动物和人类都不喜欢我们唱歌，
我觉得自己嘶哑的嗓音别样动听。
假如我是一只乌鸦，我会吃很多东
西，有蚯蚓、虫子、肉还有水果。我
会最喜欢吃种子和稻子。人们很不
喜欢我们吃他们种的粮食，但是即
使他们在田野里放了很多稻草人，
也吓不倒我们。
    假如我是一只乌鸦，我不需要上
学，也不需要写这个作文。我会跟
别的乌鸦一起自由地飞来飞去。看
见我了吗？

 七年级 王婧祎 指导老师 孟欣
今天学校放假，一大早我们全
家从新泽西家里出发，坐火车然后
换乘地铁来到了纽约市中心。
首先我们步行到了著名的历史
博物馆。那里正在举办一个哈利波
特展览。作为小说迷，我们在那里
看到了作者是怎么构思出来这部小
说，还看到了书里各种魔法的出处
以及各种模型。我们还在这个博物
馆饶有兴致地玩了一个做侦探的游
戏。在游戏里我们需要找到各种线
索来解决一个悬疑，这让我和妹妹
觉得自己真像福尔摩斯和华生！
从博物馆出来以后，我们去了
中央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小湖，里
面有人划船，很多高楼和树的倒影
在湖里特别漂亮。
纽约的活动包罗万象。不管你多大
年龄，来自哪里，在这里你都不会觉
得枯燥！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五年级徐思瑞 指导老师 张瑞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大部分时
间我会在天上无忧无虑地飞翔，又
累又饿的时候我会去找吃的。我喜
欢吃鱼，我会经常看一看河里有没
有鱼游在上面。我的视力很好，在
天上都能看到河里的鱼，看见鱼就
迅速地冲到河里，很快地咬住那条
鱼。如果鱼没有游在上面，我就在
水面上飞来飞去等待鱼游上来。
我喜欢大家庭，要养好多可爱
的鸟宝宝。有一天我的一只小鸟孩
子不见了。它到哪里去了？是它不
小心迷路了，还是从鸟窝里掉出去
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不见我
的小宝贝，我真着急啊！第八天，我
的小四回来了，我看见它飞过来，我
很惊喜它学会飞了！原来它在我没
看见的时候离开了家，它想出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
我喜欢小鸟，假如我是一只小
鸟的话，我会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假如我是海豚
 七年级 邱孟嘉 指导老师 孟欣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自己是
一条海豚。因为我好喜欢游泳呀，
当一条海豚我就能游得更快！
你看见过热带海里的水吗？蓝
绿色的干净的海水，打在我皮肤上
好舒服呀。有船过来的时候，船后
面拖着像雪一样白的浪花，我会高
高地跳起来，和船上的人打一个招
呼，再一头扎进水里。我喜欢听船
上的人高兴地叫起来。假如有一个
小姑娘下海来游泳，我就会让她坐
在我的后背上，带她看看海下面有
什么。
我当了一条海豚之后，春天我
会游到日本去看樱花，夏天我会游
到阿拉斯加去看三文鱼和冰川，秋
天我会游到中国去看红叶，冬天去
我会游到夏威夷看火山。
假如我是一条海豚，那该多好
玩儿！

如果我是个原子
 八年级 周柯睿 指导老师 黄晓敏
如果我是个原子，我不会怕冷
也不会怕热。一百三十亿年前大爆
炸发生的时候我产生了。我会跟其
它的原子结合成分子。我每天都需
要跟另外的原子互相配合。我们这
些分子跟别的分子结合起来形成不
同的细胞器。我跟另外很多个原子
合成了一只眼睛。
我是一只鹿的眼睛。每天早上
我看到太阳出来，树林里一片明亮。
树叶上的露珠亮晶晶的，小鹿每天
都会吃些树叶。小鸟高兴地唱着歌，
地上开满五颜六色的花。我每天会
看到很多动物经过。
有一天，树林里来了一个陌生
人，背着一把长枪。他远远地看到
小鹿就把枪举起来。这个时候，一
群小鸟突然被吓得飞起来。小鹿听
到声音，就飞块地逃走了。谢谢小
鸟救了小鹿和我，让我可以每天都
继续看到这个世界。

华夏部分负责人应邀
出席纽约总领馆春节招待会
一月二十五日，应总领事黄屏大使邀请，华夏二十多位分校校长
董事长和部分总校部长以上负责人赴纽约总领事馆出席春节招待
会。总校长王宏向黄屏大使介绍了全体华夏代表，黄屏大使、邱舰副
总领事分别对华夏中文学校推广海外华文教育的努力和成就表示赞
赏。大家合影留念。

华教基金会 2019 网络春晚
五所华夏分校报送精彩节目参选
以“春到华夏，情满五洲“为主题，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首届全球华文学校网络春晚即将拉开帷幕。这是一场以华文学校、华
校师生为主体的一台别开生面、吉祥欢乐的网络春晚，不仅能展示新
时代海外华文学校风采，还给华裔青少年们一个放飞梦想的舞台。
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一个绝好的宣传华夏中文学校品牌影响力的
机会！总校接到通知后，积极参与，战略发展中心及校外交流委员会
的义工们，潘仁南，王虹，刘伟红和黄志一等，立刻行动起来，发通知，
收集节目，组织各分校积极报送节目。分校的校长们 Annie、赵霞、沈
波、李华，还有廖山漫老师、Gourmet，Cathy 等也立刻用自己的休息时
间录制编辑制作孩子们精彩的表演瞬间！
目前报送节目已截止，参选本次网络春晚的有五所分校，普兰斯
堡分校、桥水分校、南部分校、李文斯顿分校、博根分校。据主办方透
露，世界各地的华校报名及其踊跃，竞争异常激烈。到目前为止，普兰
斯堡分校的两个节目已被通知入选，它们是李霞老师指导的《同一首
歌》和李军老师指导的体操《欢乐颂》。希望近日能收到更多华夏分校
节目入选的喜迅。让我们一起期待首届全球华文学校网络春晚！

我的击剑夏令营
 九年级 明月 指导老师 邵天逸
今年夏天我经历了很多有趣的
事情，最难忘的就是去参加了击剑
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需
要在外面一个人独立生活十天。在
夏令营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段
经历对于击剑和日常生活都很有帮
助。
在家里，我一般依靠妈妈和爸
爸帮我做家务。然而在夏令营得自
己做这些事情。在夏令营我也学会
怎么照顾好自己。以前我不太在乎
这些“小事”，因为总有人帮我，我
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我得照顾我好自
己。现在我懂事多了。
那段时间我跟世界上最专业的
教练学了很多击剑方面的技巧，也
认识了很多击剑运动员。他们的年
龄跟我差不多大，技术上却领先得
多。我的室友在她的年龄组里得了
美国第一名。她告诉我比赛时她是
怎么调整心态的，如何想办法赢对
手。
短短的十天我学会了很多新东
西和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永远都不
会忘记这个特别的经历。

难忘的西安之行
 九年级 李质祎 指导老师 邵天逸
常常听说要想了解中华文明和
中国悠久的历史，西安是必去之地。
今年暑假，趁着跟家人一起回祖国
探亲，我正好实现了西安之行。
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我们去了
附近的回民街，品尝了有名的肉夹
馍和羊肉泡馍。肉夹馍有点像三明
治，肉夹馍需要自己动手一点一点
地撕馍，非常有趣。
第二天，舅舅带我们去秦始皇
陵看兵马俑。一路上导游给我们讲
解了兵马俑每一件展品的故事，眼
前的展品立刻生动起来。几千个兵
马俑，每一个姿势都是不同的，有些
像是射箭，有些像是车夫，真是壮观
和神秘！
最后两天我们去了西安的城
墙。我和爸爸从永宁门一直走到东
面的长乐门。最后一站是陕西历史
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三十七万多
件文物，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巨
大的周鼎和绚丽多彩的唐三彩。
西安真的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
的记忆！

“东方亲情—欢乐年”好评如潮
东部分校 15 周年校庆暨春晚圆满落幕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1 月 27 日下午，震撼的腰鼓声中，欢
快的歌声响起，华夏东部分校 15 周年校庆暨春晚盛典红红火火地登场
了，吸引了近千余观众。 本次盛典联欢在新泽西哈马啥尔德中学礼堂
举行，共有 30 个节目献艺，200 人左右参演。除本校家长和学生，还有
五个演出团体或机构友情加盟。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
祝贺东部分校成功举办了春晚，期待创作团队明年再创辉煌。关于此
次春晚，详情见本期彩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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