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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北京到了！”我对着

坐在身边的儿子说道。他顾不上

擦嘴，立刻双手趴着高铁的窗户

往外张望。北京的天际线已然在

目！为了让孩子能多了解一些中

国文化多说一些中文，去年我们

安排了一次暑假华夏行。

	 第一站上海，这已经不是他

第一次来到父亲的故乡。“爷爷、

奶奶好！我们到了！”孩子一句

对长辈的简单问候顿时扫却了我

旅途的疲惫。之后几天长辈对孩

子的爱护，以及孩子给我们带来

的欢乐，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更让

我觉得这次旅程已经有了回报。

“仁义礼智信,	忠孝廉耻勇”这是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不败于世的

根本。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

他断然不能理解全部的含义。一

次回乡探亲，能让他切身体会到

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以及联系

家庭亲情的纽带，这个收获就远

不是书本能教他的。

	 上海到北京，高铁五小时。上

海的The	Bund对孩子来说不意味

着什么，北京的Forbidden	City，	

The	Great	Wall却是他从课堂上

早就知道的。第一天游颐和园，看

着中英文地图，孩子兴奋地大叫

“I	know,	I	know!	Summer	Palace!”

我真的很惊讶，原来从美国的课

堂上他已经对北京有了不少的

了解。“颐和园，用中文说。”我又

一次提醒他，多练习说中文本就

是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游长城，

我教孩子“	 不到长城非好汉”，

“什么意思？”“He	who	has	n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is	not	a	true	

man”,“我是好汉了！”这下他中

英文都记住了。“紫禁城Forbidden	

City”，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让孩子

把中文说几遍，很明显他的中文

水平提高了，而且更有意愿说中

文了。那天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

孩子拉着我要买纪念品。“行，你

自己去问价钱买，那个东西叫做

折扇”。我站在一边，看着他克服

了胆怯，用带着少许口音的普通

话买到他喜欢的东西，那一刻他

的喜悦应该让他明白会说中文有

多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孩子最喜

欢的北京美味居然是大多数人望

而却步的炸蝎子串，	这大大出乎

我的意料。但转念一想，如果因为

中华美食，他有学习中文的动力，

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回上海飞广州。好热的天，好

美味的Dim	Sum。到了孩子母亲的

故乡，以美食闻名的城市，免不了

大快朵颐一番。“我想吃沙河粉！

我想吃艇仔粥！”，孩子吃了一

路，学一路，中文进步之快，让我

欣慰不已。想起当初一个华裔孩

子为了看懂菜单而苦学中文，已

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武术之乡”

佛山，看着他手舞足蹈跃跃欲试

的样子，我思忖他是否会成为下

一个功夫小子？

	 广州到深圳真便捷，高铁一

小时就到。我和大学同学叙旧时，

孩子们早已玩到一起。不管在哪

里成长，无论说何种语言，孩子们

玩的天性都是一样，五分钟就没

有了隔阂。尽管他们各自擅长不

同的语言，却丝毫不妨碍他们的

沟通。在泳池里，看着他们中英夹

杂地欢闹，在无法沟通的时候打

着手势交流，真的令人忍俊不禁。

短短几天，他们已经成了朋友，相

约今年暑期纽约再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华夏中

文学校的教育让孩子有了中文的

基础，华夏之行让孩子对中国有

了更多的了解。让下一代学好中

文是我们做父母的职责，让中华

文化代代传承是我们炎黄子孙肩

负的重任！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中

国？”

华夏行
华夏中文学校史泰登岛分校董事、学生家长  薄英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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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好
史泰登岛分校   Osmond Lu 

指导老师 包静
天空中,

小鸟在唱,
云在飞,

太阳在放光;
大地上,
	树在摇，
禾在长,

自然很完美!

我爱中文学校
史泰登岛分校   Allen Lan 

指导老师 包静
	 我和我妹妹在中文学校学中
文，老师教我们读中文、写中文，读
中文诗歌和唱中文歌，我们喜欢在
中文学校学中文。
					我和我妹妹是小学生，我哥哥是
高中生，我和我妹妹，还有我哥哥，
我们都爱学中文。	纽约有很多中文
学校,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华夏中文
学校！
	

家庭成员
史泰登岛分校Leon Kuzmin 

指导老师 包静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姥
姥、弟弟与我。我去学校，弟弟去幼
儿园，妈妈去运动课。弟弟三岁，我
上小学，我爱我的学校！

不见的足球
史泰登岛分校 Jagan Mei 梅君杰 

指导老师包静
	 我妈妈有一个黄色的网球，还
有一个红色的篮球。我有三个不同
颜色的足球，其中一个丢了，我到处
找都没找到。
	 有一天，我看见妈妈在玩一个
黑色足球，我发现那就是我的那个
不见的足球。我真高兴!

我爱我的家
史泰登岛分校  Eric He 何积谙 

指导老师　包静
	 我的家有六口人，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我今年10
岁，我姐姐12岁。我喜欢跟我的姐姐
一起玩。我爱我的家。

上中学的感想
史泰登岛分校 Janel Wang王妤婕

指导老师：包静
	 告别了我熟悉的同学，老师们，

我终于小学毕业了。这意味着我又

有了新的挑战和目标，开始了我生

命中的新篇章。但是我的心里充满

了紧张和不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

将变得陌生。整个暑假我头脑中有

数以百计的问题在旋转，“我会喜欢

我的新老师吗？	我会结交新朋友

吗？”经过了几个月我慢慢地回答

了这些问题。让我告诉你，中学很不

一样，比如老师讲话和教书的速度

很快，你必须记下她们所有说的话，

还要记很多的笔记。回到家还要再

复习那些内容。不过，老师们非常和

蔼可亲，	都很热心帮我解答不懂的

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也结交

了很多新朋友。已经没有当初的紧

张和不安，慢慢地熟悉了新校园的

生活。但作为中学生的新篇章只是

开始，我还要更努力为未来奋斗！

“五月花”船
史泰登岛分校   Asha Rivera 依柔      

指导老师　包静
	 最近学校老师在教我们美国历

史，于是我了解到公元一六二零年，

“五月花”船从英格兰起航。它载满

了数百位朝圣者往西方航行。他们

想要自由地崇拜他们的	上帝。这些

人连续都在臭臭的船上呆了好几个

月！当他们发现新的土地	时，他们	

非常兴奋。船长停泊好船只就和其

他朝圣者探索那片新土地。这群朝

圣者在极恶劣	的天气和艰难中挣

扎，经过很多年，最终接着上帝的祝

福和保佑，他们终于生存下	来。后

来又有更多的船来到这片新土地。

一百多年后一个全新而又强大的国

家诞生了，这就是“美国”。

我的梦想
史泰登岛分校 Tianna Lin 林雨熙

指导老师 包静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
师。我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因为
那样我就可以用我的想象力做出各
种各样的衣服。我可以做一些价廉
物美的服装，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负
担得起。
	 做衣服需要很多时间，所以我
必须非常耐心。如果我认为我能够
做到，那么我就一定可以做到。

我的中国新年
史泰登岛分校 James Yang杨惠宇 

指导老师 丁萱
	 今年是狗年。我和爸爸妈妈做

了小礼包送给班里同学。包里有红

色的纸灯笼，红包和巧克力。我在班

里介绍了中国新年和红色、金色的

意义。我的同学们都很喜欢小礼包。

我还从班里同学	Kevin	那	里	得到

了一美元。等我回家，我和家里人一

起吃饭。吃完饭，我和妹妹	Emma收

到姥姥、姥爷给的红包，里面有	10	

美元！我很高兴。过年真好！

我的家
史泰登岛分校 
Tyler Bo薄君弈 

指导老师 杨秋霞
	 我的家里有七个房间。第一个
房间是客厅，客厅有沙发、桌子还有
电视机。第二个房间是饭厅，里面有
饭桌、六个凳子还有柜子。第三个房
间是厨房，有冰箱、烤箱还有煮饭的
锅具。第四个房间是卫生间。第五个
房间是我的房间，有绿色的书柜、电
脑、	还有我的长笛。第六个是妈妈
和爸爸的房间。最后的房间是爸爸
的书房。这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家。

我的家
史泰登岛分校  Junhong Ye叶俊宏

指导老师 杨秋霞
	 家，总是让人依恋。我也有家，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我的家是什么样

子的。我的家住在纽约市史泰登岛，

我家里有四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是

我的卧室，在房间里有衣柜，书桌上

摆着一台电脑；邻近的第二个房间

是卫生间，第三个房间是我妹妹的

卧室，还有第四个房间是爸爸和妈

妈的卧室。

	 我的家就这么简单，你们呢？

我喜欢的季节
史泰登岛分校  Mike Xue 薛博仁 

指导老师 杨秋霞
	 我爱秋天！因为秋天里天高无

云，微风吹拂；气候不冷也不热，是

那么舒适、怡人。

	 纽约一年有四个季节，它们是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春天里大

地上有着各种树木、花朵和小草，是

花朵盛开和花粉过敏多发的季节；

夏天是一个炎热，可怕的季节，有令

人闻之色变的台风和雷阵雨；冬天

是一个寒冷和雪花纷飞的季节，可

怜的树枝光秃吐的；秋天是一个五

彩缤纷的季节，树上的叶子变黄了，

稻子熟了，红通通的苹果、黄橙橙的

梨子挂满于了枝头，秋天是四季中

最美好的一个季节。

我喜欢的季节
史泰登岛分校 

Zhuocheng Xie 谢卓诚 
指导老师 杨秋霞

	 冬去春来，春天又来了，几场雨

过后，山青了，万物复苏，太阳非常

暖和，人们脱掉了棉袄。

	 春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柳树

长出了它美丽的“长发”，小草长出

来了，小花变美了，小河融化了，小

鸟也飞来了……我来到河边，看见

河水清澈见底仿佛像一条如玻璃的

带子，河水映照着蓝天。啊！原来春

天在河水里呀！

	 我爱美丽的春天，爱她的柔美

纤细。我更爱春天里各种奇特的声

音，因为她们充满希望，充满神奇。

“龙”的毛衣
史泰登岛分校  Lara Bernard  

指导老师 孟春晖
	 龙是一只狗。他的毛是黑白色
的。在龙的生日那天，他主人的奶奶
送给他一件有花的图案的毛衣。他
很不喜欢。他的主人带他去街上逛
街和散步，在街上的每个人和狗都
笑话龙。不管他们是在宠物店，杂货
店或者花店的时候他都试着把穿在
他身上的毛衣甩掉，但是他都没有
成功！龙和主人到家后，他很伤心，
坐在房子外面不想进家。突然，一只
鸟从树上飞到他身上，用嘴叼着一
节露在毛衣外面的毛线头飞回高高
的大树上面。龙的毛衣在一点一点
的缩小，很快龙身上的毛衣就消失
了！龙特别开心，跑进房子里面。他
听到主人说：“奶奶要来咱们家里看
我们！”	主人想让龙穿上那件花毛
衣，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奶奶和主
人带着龙去狗公园玩，奶奶看到一
只鸟的鸟窝正是龙的那件花毛衣的
毛线堆成的！回到家后，奶奶又给
龙一件毛衣，是黑白色的。龙很喜欢
他的新毛衣。

弗瑞德的梦
史泰登岛分校  Teddy Fan

指导老师 孟春晖
	 跑......跑......跑，	弗瑞德一直这
样想着。弗瑞德是个奴隶，是逃跑的
奴隶。他是小时候被拐走的，然后被
运到纽约的一家白人家。弗瑞德每
天打扫，挑水和烧饭。他不要白人每
天打他。弗瑞德不喜欢做奴隶。他要
自由。这是为什么他逃跑。他很饿但
是他不要回去因为要被白人打。弗
瑞德记得他的家在非洲，记得父母
的样子和他们的哭声。他一口气跑
了四五英里，一直到他气喘吁吁跑
不动了，他在河边跪了下来，喝了很
多水。突然身后草丛有声响，弗瑞德
惊恐的转身，当他看到是一群小鸟
飞走才放下心来。他已经逃跑很多
次了，每次都没成功。每次逃跑，都
被白人抓回去，每次都被打。但是这
次他相信他可以成功。他休息了几
分钟然后接着跑。虽然他很困并且
脚和腿又累又疼，但他不敢停下脚
步。渐渐的，弗瑞德开始想睡觉。这
时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床上。原
来只是一个梦。

大西洋城 
打工的感觉

林心雨 （Serena Lin）
	 暑假快到了!我迫不急待地等
那一天的来临，早早地就把夏天工
作都安排好了。第一份工作是在一
个	我家附近的冰淇淋店。去年八月
份我才满十四岁，所以今年可以正
式打工了！这家冰淇淋店很可爱，
环境是粉红和蓝色的。大多数的客
人是老年人和他们的孙女和孙子。
老板和工作人员都很友好，我非常
喜欢那的工作环境，而且地点也离
我家很近。我的第二份工作也不算
是什么大工作，就是帮我爸爸做服
务生。我们家开日本餐馆，总共有三
家。夏天的来临也意味着我们要开
始很忙很忙了。在我们家餐馆一天
也只有三到四个小时吧，在周末中
文学校完了后去上班。我还在	慢慢
熟悉我们店的菜和规则。其实我帮
帮忙也挺开心的，而且有钱赚也挺
好的啦。现在来说我的	第三份工作
吧，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是给我的美
术老师当助理，帮他换水和涂料。我
也要帮他把	画架支起来然后把油
画刷摆好。这个工作比其他的两个
工作轻松得多，但是在工资方面却
大大地优胜。我工作两个小时就能
赚四十块，这个数量对我来说是天
文数字。我觉得打工很	有意义，特
别是小的时候。工作能让我学会负
责任，树立时间观念。工作也可以帮
我挣钱补助将来的车费和大学费。
我喜欢工作，做什么都挺开心。我很
喜欢为客人服务特别是小孩子。我	
觉得别人的笑容和欢乐是工作的动
力，因为看见他们笑我自己也耐不
住地开心起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工作不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如果找
到一个很喜爱的工作它可以成为自
己的财富。我真的迫不及待地等这
个暑假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