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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消息

我的好朋友
双双四册班 冯炜博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好朋友们
双双四册班 王纪硕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宠物小仓鼠
中文六册 张紫媛 指导老师 谭坤

看图写话 放风筝（三篇）
中文五册 指导老师：谭坤

我亲爱的豆豆
马立平六册班 贺煜 指导教师 孙瑜

老 虎
马立平六册班 李知乐 指导教师 孙瑜

我的竹子
马立平六册班 王成宁 指导教师 孙瑜

我的好朋友“宝宝”
马立平六册班 尚博湛 指导教师 孙瑜

土星五号
马立平六册班 李知乐 指导教师 孙瑜

清 晨
中文九册 张紫萱 指导老师 马璐

春 天
中文五册 郑晟 指导老师 谭坤

博根分校

此次竞赛旨在激发学生对中文
的兴趣，增强学生与祖籍国的感情联
系，通过竞赛加深了解中华文化知
识。竞赛形式、竞赛规则等详情请登
陆华夏中文学校网站 https://www.hxcs.
org/2022-knowledge-contest.aspx，参
见 2022 第三届“华夏杯”网上知识竞
赛组织规则。

本次竞赛分 4-6 年级和 7 年级以
上两个组别，每个年级组可派 6 名学
生参加，报名以分校为单位，报名截
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5 日。

本届竞赛设置了，一等奖 8 名，
二等奖 16 名，三等奖 36 名。预祝华
夏学子们在竞赛中取得佳绩！

华夏中文学校 培训部

2022 第三届“华夏杯”网上中华知识竞赛
将于 2022 年 5 月 28 日举行

经年辛劳收获满园春色 甘为园丁浇育百花绽放
博根分校王虹校长新春联欢会祝词

各位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的老师同学、家
长和我的同事们：

大家春节好！
时间过得很快，春天的脚步挡也挡

不住，转眼就来到了岁末，我们迎来了
2022 人寅虎年！首先我代表华夏博根中
文学校校委会 - 祝华夏博根的全体师生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回望这一年我们遇到的困难和取得
的成绩，我们每一个走过这段历史的人，
都是在用责任和担当谱写我们华夏博根
新篇章的人！俗话说人与人之间差别其
实没有多大，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
们的行动力，每当我们多一份担当，困
难就会被我们逼退一步！学校的教学环
境就会多一份平稳。

这一年让我感动的人和事有很多 :
比如我们的团队 - 我们的团队可谓是硬
核同心 - 最强天团！

首先我们的教师团队和校委会团队
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坚持多年的钻研教学
业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个家长和每
一个学生，他们是术业有专攻的典范！
我们要打造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家长放
心 - 孩子开心 - 老师安心的氛围，这是
一个让我们每个参与其中的一份子，都
能自豪和感动的精彩平台！

另外董事会领导下的一批又一批的

义工团队，实现了领导、组织和实施的
成熟有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克服
了那么多的困难！特别是开学前那段时
间为了校址租赁合同的签约，我们举行
了很多个网上会议商讨相关政策及实施
细则，那些个日日夜夜真是令人难忘，
最终圆满解决了最关键的难题！我们学
校由网课转为实体课的顺利开学，还真
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是一种疫情防
控下的有前提条件的实体课，大家也都
能看见工作量是超出平常的很多很多，
我们许多人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做出了
无私的奉献，才创造出的博根传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如此
复杂的教学环境下学校能顺利开学，也
得助于家长的配合！家长们参与义工的
模式在今年疫情防控下的特殊实体课环
境中锻练得更加成熟，可以独当一面，
应变自如啦！他们在学校管理中已是不
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感谢各班级
家长、各班爸班妈们，还有我们的团队-
董事会的全体义工，学校目前平稳良好
的环境离不开所有人的付出！可以说刚
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华夏博根是实实在
在的全体总动员啦！大家都是在被身边
的人和事感动和互相鼓励的！

2021年我们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我
们对学校，对传播中华文化的用心动情
和充满活力！

2022 年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辛勤
劳动一如既往，完善自己，" 走进新时
代 " ！我们有信心能浇灌出更多美丽绽
放的鲜花！

最后感谢大家的坚守！珍惜我们并
肩的缘份！谢谢大家！

博根分校董事长王志红虎年新春联欢会祝词

亲爱的华夏博根全体教职员工们、同
学们、家长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金牛辞旧岁，玉虎迎新年。我们

即将挥手作别砥砺奋斗的牛年，迈入
华章初展的虎年。在辞旧迎新的美好
时刻，我谨代表全体董事会成员向大
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和最美好的
祝福！

回首既将过去的牛年，我们所经
历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在这一年里
我们从网课转回实体授课，面临了许
多困难与挑战，但我们直面艰难，百
折不挠，在奋斗与拼搏中坚守初心，
在机遇与挑战中勇毅笃行，全校教职

工团结一心圆满地完成了学校的教学
活动，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在上周
刚刚结束的华夏总校举办的演讲比赛
中，我们学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
们的教师队伍是优秀的，她们勇于挑
战自我，提高技能；我们校委会是高
效的，在危机面前快速应对，使学校
的教学活动从未中断 ; 我们的董事会是
负责任的，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中勇于
担当，从而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行。
在今年重返校园后，他们更是从幕后
站到了台前，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他
们忙碌的身影。今天我还要特别提到
我们广大的义工家长和同学们，他们
为今年的实体课教学得以顺利开展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参与人数之多，
工作之细是前所未有的，感谢所有为
学校平稳运行而辛勤努力的义工们！

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让我们怀揣
新的梦想，踏着春天的脚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奋斗书写新的辉煌！

最后再一次祝福华夏博根学校的
全体教职员工、同学们、家长们，祝
大家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
Lance。我们从托儿所开始就认识了，
到现在三年级了还一直在一个班上学。
他有黑黑的头发，个头比我矮一点儿。
我们有时候会去他的家里作业，做好
了我们就一块玩儿。他喜欢跟我开玩
笑和玩游戏。他很容易被我逗笑，一
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弯弯的
像月牙。在学校吃午饭时我们会坐在
一起，喜欢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休
息的时候，我们也会待在一起。我家
里有一只狗，Lance 很喜欢它。他家也
有一只狗，我每次去
他家的时候，他家的
狗喜欢跳在我的身
上。我的狗和他的狗
都很一样很可爱。

我喜欢我的好朋
友 Lance。

Shreyas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喜
欢一起说话，可是我比他的话更多。
我和他也喜欢一起看书。我有个哥
哥，Shreyas 有个姐姐。我比他个子矮
一点点，可是我比他年龄大一点点。
Shreyas 和我一样都喜欢玩游戏。我是
中国人出生在美国，Shreyas 是印度人
出生在美国。

如果你觉得我就只是有一个好朋
友，你错了。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的
名字叫Curtis，他是韩国人出生在美国。
他喜欢弹钢琴，也喜欢滑冰。我比他个
子高些，也比他年龄大一些。

Jacob 也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多
久都没看到他了。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在期待更多的好朋友。

我有一只可爱的宠物小仓鼠。它是
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我给它起了个
好听的名字叫慕楚楚。

慕楚楚有一对圆圆的小耳朵，一双
亮晶晶的眼睛。它还有一个很灵活的鼻
子，总是不停地东嗅嗅西嗅嗅，好像在
用鼻子“看”东西。慕楚楚穿着一身灰
色的油亮油亮的毛外套，摸上去软软的，
毛茸茸的，非常舒服。它经常把胖胖的
身体蜷起来，好像一个灰色的毛球球。
当它伸出四只粉红色的小脚丫，在盒子
里跑来跑去的时候，就好像毛球球长了
脚一样。

慕楚楚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藏在纸
屑下面睡觉。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它
就会很兴奋地钻出
来，趴在我的手心
里，让我带它去看
外面的世界。当我
做作业的时候，它
就在我旁边乖乖地
陪着我。

我非常喜欢慕
楚楚，真希望它能
一直陪着我。

清晨，太阳睡醒了。它张开了眼睛，
万道金光放射出来。春天的风暖暖的，
环绕着我，拥抱着我，舒服极了。小花
探出了小脑袋，小草伸了伸懒腰，小芽
芽也睁开了小眼睛。我听见了小鸟在唱
歌，小虫在低语。我闻到了春天的香甜。
我想出去看看！

我沿着家门前的小路一直向前。路
的两边像铺上了绿绒绒的毯子，毯子上
开满了红的、黄的、紫的小花。我沿着
开满鲜花的小路一直向前，一路上跟美
丽的小蝴蝶打招呼，跟可爱的小蜻蜓问
好，好开心呀！

我看见了一朵最美丽的小花。晶
莹的露水在小花瓣上翻滚着。我仿佛
看到了小小的彩虹在跳舞。我高兴极
了，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在粉乎乎
的花蕊上打了个滚儿。我的双腿双手
上沾满了香甜的花粉。我要把早晨采
到的第一桶花粉带回家。妈妈会用它

酿 出 最 甘 美
的蜂蜜。

我 开 心
地飞向家的方
向。人们都指
着我说：“看！
勤劳的小蜜蜂
来了！”

春天是一年中我最喜欢的季节。
我喜欢春天的温暖。春天是一年四

季里面最棒的。它不像冬天那样冷也不
像夏天那样热。春天的太阳是暖暖的，
春天的风是轻柔的，春天的雨是清爽的，
春天味道是新鲜的。我穿着薄薄的外套
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尽情地呼吸着春
天清新香甜的空气。春天的温暖带给我
一年的美好。

我喜欢春天的生机勃勃。春天是个

充满生命力的季节。春暖花开、万物复
苏。小草伸着懒腰从泥土里钻出来，小
花揉着眼睛展开了笑颜，小动物们也结
束了冬眠，纷纷爬出洞口，在春天的阳
光下舒展蜷缩了一个冬天的身体。我漫
步在春天的街道上，感受着春风送来的
生命力。春天的生机勃勃让我心情愉悦。

我喜欢春天的天气。春天最适合运
动和旅游。春雨过后，万里无云，泥土
都散发着清新的香气。这个时候，约上
小伙伴，一起去踏青，去爬山，看看涨
满水的小溪，看看雨后节节向上的春笋，
看看蜜蜂在花丛中飞舞，看看小鸟在林
间嬉戏。春天的天气让人神清气爽，充
满希望。

我喜欢春天的美食。春风吹拂，春
笋，荠菜都美滋滋地生长着，越发肥壮。
这个时候，来一盘油焖春笋，荠菜饺子，
爆炒螺蛳，那可真是
太美好了，一定会让
你吃到舒畅，身心愉
悦。春天的美食是大
自然给人类的馈赠。

我喜欢春天，它
是一年中我最喜欢的
季节。

范译淳：
春天到了，公园里的大草坪变绿了，

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花。
今天是周六，天气晴朗。明明和云

云带着小狗到公园放风筝。明明拿了一
只蜻蜓形状的风筝，云云拿了一只金鱼
形状的风筝。他们拉着线快速地奔跑着。
风筝飞了起来，越
飞越高。一群小鸟
从它们旁边飞过，
云云和明明开心得
又跳又笑，连小狗
都兴奋地跑来跑去。
放风筝真是一个特
别有趣的活动。

陈烁：
星期天的早上，风和日丽，万里无

云。云云和亮亮兴高采烈地去公园放风
筝。公园好美！他们看到鲜花盛开，他
们看到小鸟在快乐地歌唱，他们看到小
狗在欢快地奔跑，他们好像看到了小草
探出小脑袋，高兴地向着他们笑。春色
宜人，风筝乘着风，越飞越高。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云云和亮亮
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公园。今天玩得太开
心了！

牟嘉佑：
春天到了，春风暖暖地吹着。一个

星期天的上午，亮亮和云云高兴地在公
园里放风筝。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公
园里，小鸟在欢快地唱歌，小狗在高兴
地玩耍。小树变绿了，小草也从泥土里
钻了出来，一朵朵鲜花在春风中微笑着。

春天的景色太美了，放风筝太有
趣了！

好多年以前，我们一家人去上海看
外公外婆。有一天，妈妈给了我一个惊
喜。她给了我一个圆嘟嘟、软软的、黑
白色的小动物玩具。我刚刚看到的时候，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妈妈告诉我这是
个功夫熊猫。我一看见它就喜欢上了。
它有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耳朵，
还有又圆又大的肚子。从这天开始，它
成了我分不开的好朋友。妈妈让我给我
的新朋友取个名字。我一下子就想出来
了，叫“宝宝”。

有一次我生病了，一直在咳嗽发烧，
非常不舒服。我抱着宝宝看着它，感觉
它好像在跟我说话、安慰我、对我笑，
我觉得舒服多了。小的时候宝宝白天陪
着我玩，晚上陪着我睡觉。我抱着宝宝，
觉得很舒服，很温暖。

如今宝宝已经陪伴我快十年了。它
默默地陪着我哭，陪着我笑，陪着我学习，
陪着我成长。我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
但是宝宝还是像我见
到它的时候一样可爱。
我相信宝宝还会一直
陪着我带给我很多快
乐，我也一直会好好
地照顾它。我们永远
都是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喜欢搭乐高积木，因为很
有趣。我从三岁就开始搭乐高了。到目
前为止，已经搭了几十套。我非常喜欢
的乐高积木之一是土星五号，因为它是
我搭过的最大最难的一个乐高积木。 

土星五号是我爸爸妈妈在前年圣诞
节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当我收到这份礼
物时，我吃惊地看着这个大盒子。与其
他乐高盒子相比，它大得惊人。

乐高土星五号是按照真实的土星五
号火箭设计的。它包括 1969 个零件，
1969 就是土星五号被发射到太空的年
份。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把它搭完。它足
足有 39 英寸高，快到我的胸口了。飞
船的四个侧面还贴上了美国国旗和写着
美国的贴纸，非常气派。与我搭过的其
他乐高相比，土星五号看起来像个长颈

鹿。我把土星五号放在我家的壁炉旁。
在它旁边我放了其它的小空间站和天文
望远镜，这让土星五号看起来更逼真，
就好像它马上要被发射到太空一样。在
它们附近还有其它五颜六色的乐高积
木、玩具、和我们的照片。
它们让我家客厅气氛看
起来更加有趣。

每次我在客厅里休
息时，总会看到我搭好的
土星五号。我很喜欢盯着
它看，因为它看起来是如
此威风，就像一枚真实的
运载火箭！

我每次回爷爷家，一开门豆豆就会
跑来迎接我。豆豆是我爷爷的狗。我爷
爷住在中国。我每次回中国都要去看爷
爷奶奶，和我心爱的豆豆。

豆豆和平常的狗不一样：它不喜欢
吃狗粮。它最爱吃烤鸭的骨头。豆豆也
很喜欢吃鱼骨头和西瓜。豆豆比我大一
年。今年它已经十二岁了，算人的年领
的话豆豆已经六十九岁了。我特地从美
国带给豆豆一些球来，可它就不要玩。
豆豆刚出生的时候它的毛是白中带黄。
它长大了，它的毛变得越来越黄了。豆
豆有一个牙齿长歪了，所以它的嘴巴闭
不紧。

豆豆真的听得懂人话。在我出生前，
豆豆是爷爷的宝贝。等我出生后，爷爷
第一次看到我，就跟豆豆讲我现在是他
的第一位心肝宝贝，豆豆现在是第二了。
豆豆好像听得懂爷爷讲的话，生气了，
连午饭都不吃了。

豆豆也是我们家的小英雄呢。前几
年我爷爷生了大病，养病时爷爷都会带
着豆豆出去走路。就这样，爷爷慢慢地
好了。所以我们觉得豆豆是一个小英雄。
豆豆还喜欢在冬天的时候趴在爷爷家的
大门前面晒太阳。它喜欢趴在爷爷专门
做的垫子上，眯着眼睛，慢慢地摇着尾巴，
好象很享受的样子。

我很想豆豆。疫情来了，我没办法
回中国看爷爷，奶奶，
和豆豆。每次我和爷
爷视屏都要看一下豆
豆。豆豆每次看到我
都象在问我：“你什
么时候来看我啊？”
我都会默默地说：“快
了，快了。”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老虎很感兴
趣。一个原因是我属虎。老虎漂亮的条
纹皮肤、雄壮的身体、威风的样子让我
觉得它们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动物之一。 

老虎主要分布在东亚。虽然它们有
锋利的牙齿和凶猛杀戮其它动物的臭名，
跟可爱乖巧的宠物相反，它们其实是一
群很有意思的动物。我看过很多老虎的
视频。在一个视频中，老虎来回摆动着
尾巴，非常可爱。冬天它们寻找食物的
时候，脚有时会陷在雪中。夏天，它们
在绿色的丛林里走着，四处张望，寻找
猎物。它们的小耳朵在风中来回地甩着，
有时用粉红色的长舌头舔自己肮脏的皮
毛，很像一个快乐而可爱的大猫。在另
一个视频里，我看到老虎妈妈每天早晨
寻找食物带回去给小虎崽。小虎崽们吃
着妈妈带回来的生肉和生鱼。口渴的时
候，它们就跳进小溪里喝水。玩耍的时候，
它们有时候你追我赶，有时候围着大木
棍跳舞。要搬家的时候，它们紧紧贴着
虎妈妈。

跟人一样，老虎也有不同的种类和
不同的长相。有些老虎是白色的，有些
是橘色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土地上，
有些住在中国、朝鲜的高山上或西伯利
亚的冰原，有些住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
森林。

老虎和人类虽然外表很不一样，但
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是一样的：老虎幼崽
和人类的小朋友都喜欢快乐玩耍，享受
爸爸妈妈的照
顾，它们尖叫
的喵喵声跟人
类婴儿的叫声
都一样可爱。

三年前，我去了我很喜欢的夏令营。
在夏令营中我玩得很高兴，也学到了很
多东西，我们种了好多植物，最后老师
送给我一株小竹子。

我把小竹子放在花瓶里，放小的石
子在里面，然后放了水。我把竹子放在
我的书桌前，我每天看着竹子，希望它
快快长大。有一天我看到一片叶子长了
出来，它是嫩绿嫩绿的，叶子一天天慢
慢长大，现在叶子已经有很多了，而且
竹子已经长的很高了。竹叶是绿色的，
圆圆的竹子是绿色和白色的。我最喜欢
一个人静静的看着竹子，看着竹叶在风
中跳舞。

我每天看着竹子，忽然觉得自己仿
佛就是一棵竹子了。我仿佛穿着绿色的
衣裳，一阵风吹来，随着竹叶翩翩起舞。 

我希望竹子越长越高，竹叶越长越
多，竹子越长越漂亮。

生肖和我的名字
八册 & CSL 八册 王子夏 指导老师 何燕

我家里有一个布制的挂件，上面有
十二只精致的生肖：子鼠、丑牛、寅虎、
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酉鸡、戌狗、亥猪。我就说一说我家人
的生肖。

我的爸爸和妹妹都属龙。十二生肖中
只有龙是想象中的动物。它有蛇的身、猪
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
鱼的鳞，组合成龙的图腾。人们发挥出无
限的想象力，将龙说得伟大而神奇。在传
说中龙可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变幻莫测。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的名字就和龙的传人有关。我妈妈说我
是华夏子孙，取名叫“子夏”。

我的生肖是鼠，我是戊子年夏季出
生的，所以叫做“子夏”，这是我的名
字的第二层意思。老鼠小巧玲珑、行动
敏捷、灵活多变、生命力强、喜欢上窜

下跳，是一种可爱的小动物。
我的妈妈的生肖是蛇。蛇代表幸运、

吉祥和神圣。古埃及人认为蛇是君主的
保护神，法老用黄金塑造蛇的形象，装
饰进皇冠，代表皇权。蛇还代表财富和
长寿。

我的外婆的生肖是兔。兔子是非常温
和的一种动物。中国有句成语“狡兔三窟”，
寓意是兔子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善于保护
自己。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嫦娥奔月的故
事，所以兔子代表真善美的寓意。

最后，我在华夏中文学校学习，有
优秀的中文老师教导我。妈妈说“子夏”
何许人也？历史上确有其人。中国古代
有个很好的老师叫做孔子，孔子有个非
常好学的学生叫做“子夏”,这是我名字
的第三层意思。
爸爸妈妈也希
望我像古代的
“子夏”一样
勤奋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