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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生分校

家乡的婚礼
AP中文班 李漪宁
指导老师 窦泽和

	 今年感恩节的时候，我表哥要
结婚了。正值学校放假，所以我们全
家就坐上飞机，回到中国去参加他
们的婚礼。
	 到了那儿，我发现我们家乡的
婚礼传统和美国的很不一样。在美
国，新娘常常穿白色的婚纱，一切装
饰都是白色的，还有一个白色的大
蛋糕。参加婚礼的人都穿戴得很正
式，男的穿西装，打领带，女的穿裙
子。新娘和新郎在牧师前宣誓成婚。
婚礼一个下午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家乡的婚礼要热闹
上好几天。婚礼前两天开始，每天都
有很多朋友到我舅舅家来送红包，
吃瓜子儿，玩儿扑克，打麻将，看电
视，不停地说话。贺喜的亲人和朋友
都到镇上的大餐厅一起吃喝聊天。
最后，第三天，婚礼当天就是在我舅
舅家举行。他们在所有的房间都贴
上喜字，楼梯和房子外面的路口铺
上了红地毯，门口放着写着“百年好
合”的鞭炮。
	 新房里放满红色的气球，床上
叠满了一层层的红被子。被子上还
坐着一对男女娃娃。被子里藏着有
喜字的红鸡蛋，让小孩子们一会儿
来翻被子，找鸡蛋。墙上到处都是哥
哥嫂嫂的照片。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那是舅舅
舅妈选好的“吉时”），鞭炮响起来
了。这时候，很多人都在家里等新娘
子。一听到鞭炮，大家都停下所有的
活动，热闹地叫起来了。我和姐姐作
为新郎家的伴娘去门口迎接新娘。
新娘从车里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
白色的婚纱，外面披着红色的外套。
哥哥抱着新娘上了楼梯，进了新房。
我和姐姐，还有几个另外的伴娘跟
着他们。到了里面，有人给每人送上
一杯糖水，然后给新娘新郎一碗面
条，祝他们甜甜蜜蜜、恩爱绵长。最
后，又给每个人送了一碗元宵，表示
团团圆圆。
	 晚上的时候，新娘把衣服换成
红色的，洗了脸，下楼见各位长辈。
大厅里面，有一个大圆桌子，上面摆
满了菜。外公领着我们到外面的小
巷子请去世的祖先来吃饭，和我们
共同庆祝。
	 最后，我们和新娘新郎一起拍
了照，去餐厅吃饭。这是我所经历的
中国婚礼，特别热闹。

漫漫中文路
AP中文班 于笑涵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在华夏中文学校已经学了九
年了，记得刚上中文学校学习汉字
的时候，我只会死记硬背。写汉字如
同画画一样照猫画虎。老师每礼拜
留作业，我都要把每个词抄好几十
次。对于简单的字来说，这样做没问
题。但是随着生字越来越多，越来越
复杂，这么学就没那么容易了。每到
考试之前，我得花一下午的时间死
记硬背。考试听写时，不是漏写一笔
就是写错一笔，最后考完试了，字也
就全忘了。
	 我常常对爸爸妈妈抱怨：“我怎
么学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什么都不
会呢？”他们告诉我，我们是中国
人，中文是我们家的母语，慢慢地你
会感觉到这种语言的魅力，不要为
了考试去学习，要树立学好中文的
信心。
	 学习态度不对才是我学不好
中文的关键，我渐渐地换了一种心
态学习，奶奶姥姥经常从国内来我
家，也帮助我寻找学习中文汉字的
方法。我慢慢摸索到了一些规律，掌
握了从字形和字义上记忆汉字的方
法。比如，一个简单的字加上不同偏
旁部首，就可以形成好几个字。像

“艮”（gěn）字，加上不同的偏旁部
首，就有了“根、跟、恨、很、限”等。就
如同英文里的字根一样。加“木”字
旁，有树才有根：加“足”字旁，用脚
走路才能跟上：加“竖心”旁，有心才
有爱和恨。再有，在一些同音字当
中，我经常不知道哪个词里用哪个
字。面对这种问题时，我通过问老师
或父母，自己查字典或网上搜索的
方法弄清楚。比如，为什么“礼貌”是
用“礼”而“道理”用“理”？原来“理”
是指思想方式或一种规律；而“礼”
是说一种交流方式。弄明白它们的
字义也就好记了。
	 去年，我参加了汉语水平考试，
这是衡量海外学生中文学习水平的
考试。这个考试有三个限时的部分：
听力、阅读、写作。为了帮我们班准
备，窦老师强调要增加我们的词汇
量，给我们好多的练习和模拟考试。
一开始，我靠着爸爸妈妈的帮助完
成一张张练习。但后来，当我的汉字
积累更多的时候，学习起来也就轻
松了。

	 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的这些
年，我学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故事、历
史人物、传统节日的来历和中国人
的习俗，在家也看中文电视，也常常
背一些诗词，逐步地我喜欢上了中
文。尤其是中文的四字成语更是有
意思。成语是由四个字组成，它字面
的意思是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却
表达出一个道理。比如：“南辕北辙”
就很有趣，字面上“辕”表示车前进
的方向，“辙”是表示车子走的路，字
面解释是本来想向南走的车，却走
往北方的路。这个成语的含义是比
喻那种实际行动与预定目标相反的
情况。像“画蛇添足”、“自相矛盾”等
等成语都很有意思。
	 我的中文水平的确进步不少，
这是一条爱恨交加的漫漫长路。在
学习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我们不应该因为开
始的困难而放弃。孔子说：“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只要不怕困难，勤奋
加技巧，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从前
也问过，为什么要学中文？除了是
母语，跟别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呢？
我现在明白：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
的，虽然各个地方的文化都不相同，
但是中华文化的中文是一种影响范
围很广，更具有魅力的语言。我现在
学习中文不再是一件苦恼的事，反
而觉得很快乐。

我爸爸妈妈的故乡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林妮可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住在福建的
黄岐半岛——我爸爸妈妈的故乡。
因为地方很小，每一个人都知道大
家的名字和家中发生的事。过节时
会非常的热闹，大家聚集在喧哗的
大广场，跳着舞，唱着歌，开心极了。
有时候广场舞团会带着奇奇怪怪的
娃娃面具在镇里游行，一边敲锣打
鼓一边放鞭炮。我们这里最热闹的
两个节日是新年和大年十五游海
神。
	 黄岐还有很多美味的特色小
吃，比如扁肉、鱼丸、拌面、水煮鱼、
茶叶蛋、烤地瓜、芋头糕、豆浆、油
条、萝卜糕，还有馒头。记得放学后
我去朋友家玩，会路过一家餐馆，里
面有卖拌面和茶叶蛋，我每次只点
这两个跟我的朋友分着吃。还有，在
我伯伯和伯母住的那边有一家小吃
店，他们有很好吃的芋头糕夹馒头。
在那家小吃店的旁边住着一家人，
专门卖扁肉汤，每次经过的时候我
都会买一碗。
	 人称我爸爸妈妈的故乡是天涯
海角，但那里风景美丽。我比较喜欢
的景点是后沙海滩、码头，还有广
场。在后沙海滩有很多令人难忘的
记忆。我和大伯大伯母经常去后沙
玩，可是那时候我很小，不会游泳，
很怕到水里面玩，所以大伯母和大
伯要牵着我的手到海里去。每一次
海浪过来的时候需要跳起来，不然
就会被咸咸的海水淹没。这种感觉
既刺激又兴奋。不上学的时候爷爷
奶奶会带我去码头散步，有时候还
钓鱼。大广场每天都会很热闹，我和
朋友们放学后会去那边聚聚。
这些记忆时常地都会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在那里
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什么烦恼都没
有。我爱黄岐，我爱爸爸妈妈的故
乡。

怎么反而长矮了呢？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魏欧文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有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很关心
他。这个孩子和他的爸爸常常一起
吃饭、玩耍和学习。有一年的夏天，
孩子的爸爸想看孩子长得快不快。
爸爸说：“孩子，你站在那棵树旁边，
我给你量一下身高”。儿子站到了树
旁边，爸爸拿出了一把锤子，把一颗
钉子瞄准了跟孩子一样高的位置上
以后，就把钉子捶到了树的里面。爸
爸说：“好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
看看。”
	 冬天来了。树上的叶子掉了。天
气变冷了，后院也被白雪盖住了。一
只动物也看不见。孩子和爸爸搭了
个雪人。他们一直不知道孩子有没
有长得更高。
	 春天来了，树叶慢慢地长了出
来，动物也回来了。爸爸说：“孩子，
还记得那棵树吗？你站到那里，看
看你长了多少？”孩子站到了树旁
边，但是钉子现在居然比他高了。他
们都在想：为什么孩子会反而长矮
了呢？
	 突然孩子说：“我知道！这是因
为树长得比我快，所以钉子往上走
了！”
	 “是啊！孩子，你真聪明！”爸
爸说。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深坑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徐书楷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去年夏天妈妈带我去上海的深
坑玩。
	 我们下车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大
酒店。“那是我们要住的酒店吗？”
我问道。我朋友西西的爸爸尴尬地
回答：“我们只是来参观的，因为这
是个七星级酒店，超贵。”西西的妈
妈粉豆阿姨说：“我们不是住不起，
只是这么贵的酒店，住得肯定不舒
服！”“那我们是来参观什么呢？”
我继续问。“我们是来参观深坑的。
这个深坑以前是个采石场，现在成
了一个景点。这个地方在地平线以
下八十八米，所以叫深坑。”西西的
爸爸解释道。
	 我们买了票，进去参观。我们先
上了一个旋转木马，然后去买了鞋
套，走上了玻璃栈道。一开始我有一
点紧张，因为这个玻璃栈道是建在
深坑的一个悬崖边上的，而且我老
担心那个玻璃会碎。但我还是很小
心地走了上去。
	 在我们的左边有一个很长的瀑
布，那个瀑布正流进深坑里，形成一
个大水塘。
	 在我们的右边正对着瀑布，是
我之前看到的酒店。但是从这儿看
大多了，因为这个酒店也是沿着深
坑的悬崖边上修建的。而且酒店大
部分是建在地平线下，只有我之前
看到的那段在深坑上。
	 我们在玻璃栈道上照了几张
相片就继续往前走。就在我终于要
走完的时候，西西爸爸突然说：“小
心！那里可能会碎！”我往前一踩
只听见“哗啦”的一声！我往下一
看，发现我踩到的这一块其实是一
个大屏幕，假装是一块玻璃。每踩一
步，就会发出玻璃碎的声音，而且脚
下的屏幕会出现几个“裂痕”。我发
现了以后就和西西一起蹦蹦跳跳，
踩出了很多裂痕。
	 我觉得深坑很大，很精彩，而且
很好玩。我希望下次还能去那儿玩。

我的爱好 — 画画
中文八年级 金怡  指导老师 高清
	 我叫金怡，今年十二岁,在华夏
中文学校上八年级。我有很多爱好，
包括打排球、拉提琴、烧饭和画画。
我最喜欢的是画画。
	 我喜欢画画的第一个原因是因
为画画很有趣。一幅同样的画在不
同人的眼睛里有不同的意思。有一
次，我跟家人一起去纽约的大都会
博物馆，看到一幅池塘的风景画，画
里有很多荷花，我认为这幅画是表
达一种平和的场景，但是我哥哥认
为这画表达荷花的神圣高洁，出污
泥而不染。我觉得分析画画的意境
就像读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历，
就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画画
可以表达我的思想和情绪，比如生
气或高兴。有一次我在学校用了一
幅画去表达一个场景，在一个天气
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里，小朋友们
在一起，脸上充满了笑容，玩得很开
心。这幅画我得到了一个好成绩。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画画可以让
我很专心和放松。有一次我给我的
爷爷画一幅肖像。画了好几个小时，
精雕细琢，慢慢地画，我非常享受这
个画画的过程和最后的成果。在那
几个小时，我是很专心很放松。
	 总之，我特别喜欢画画，因为画
画很有趣，能让人表达自己的想法，
还能让人放松。

秋天
中文三年级 刘丹迪  

指导老师 廖山漫

秋天来了
中文三年级 鲁东  
指导老师 廖山漫

 

爱迪生分校积极应对疫情
开网课，献爱心，积极组织募捐

	 隔山隔海不隔爱，重大疫情面前，没有谁是局外人！这次国内新型
冠状肺炎灾情突然，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的心。美国华夏中文学校倡议
的爱心捐赠活动，就是鼓励华夏的莘莘学子们以“一元压岁钱，心系华夏
情”的形式捐给灾区，抵抗疫情，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捐款无论多少，
每一分都是善举，是人间大爱！
	 总校团队从一开始就密切跟踪华文教育基金会的捐款捐物流程，并
与他们的工作人员多次直接对话沟通。在对他们的运作有了信心和把握
之后，才决定在总校范围募捐的。总校会对捐款负责任，把捐款情况及时
反馈给广大华夏家庭！
	 截止到2/23，几乎所有的华夏分校都积极响应了总校的爱心捐赠的
倡议活动。有的分校及时把总校的宣传海报和捐款信息转发给了分校家
庭鼓励孩子及家长参与捐款。有的分校组织人力，制作捐款箱，组织当场
捐款，活动受到了家长们的积极响应和好评。总校从本周起，将按照陆续
收到的款项，分几次转给华文教育基金会，并与华文教育基金会落实捐
款意向，确保华夏家庭捐款落实到一线医院。同时凡直接捐百元以上给
总校的个人，总校将陆续出具捐款证明。2月24日，总校已经向华文教育
基金会转了第一笔捐款$10000。		（文/王虹）
	 首批一万美元捐款的榜单：总校，大费城分校，史泰登岛分校，博根
分校，中部分校，樱桃山分校，普兰斯堡分校，伯克利分校，哈德逊分校，
康州分校，桥水分校，纽约中心分校							

	 近2个月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中国武汉为首的东亚地区遭受了
严重的打击。面对这来势迅猛的疫情，尽管我们身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学
校依然紧密关注该事件的走向，时刻准备着应急措施。当学校了解到疫
情的严重性，我们学校董事会及春晚组委会立即讨论决定取消了2月2日
的春晚，	并为1月26日的开课做了比较全面的部署：整个学校仅开两个大
门，并安排人在入口处给每位进校的师生和家长用消毒洗手液。每位老
师也发了一瓶消毒洗手液，在课堂上给学生用。当日学校里一切井然有
序。但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只有40%的人来学校上课。接下来的几天学校
在家长中开展调查，发现大部分不愿意继续来校上课。由于疫情的升级，
及家长的意愿，学校立刻想到第二方案-网课。通过跟各兄弟学校及总
校的商讨，再加上校委会连续2晚的试验，我们果断采用了Zoom来作为
网课工具，并组织老师培训。2月2日，我们第一次网课试验就很成功。校
委会多名成员作为技术支持，协助一些老师共同完成网课。这种特殊时
期的特殊授课方式也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同。2月9日，学校又进行了第二
次网课。老师们有了前一周的经验，这次网课更是如鱼得水。无论是知识
性，趣味性，课堂组织与互动方面都更得心应手，得到家长们的好评。随
着疫情的稳定，我校于	2月23日恢复上课，让文化课也回归正轨。开课当
日学校发起募捐活动，我校的师生、家长们积极响应，	在收到募捐活动信
息后，纷纷来到募捐处贡献爱心伸出援手，特别是许多学生把自己平时
积攒的零用钱、新年红包、压岁钱都捐了出来。在短短的三个多小时里，
就收到总计超过$1500美元的爱心捐款。	虽然疫情在美国新泽西尚未蔓
延，但我们深知防范的重要性，会继续落实清洁消毒等防护工作，加强安
全防范教育，让大家在一个安全又轻松的环境里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