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学
和家长们：

新春快乐！
在这美好的新春
之际，我祝愿各
位新年好运，健
康平安！

感谢大家一
起陪伴我走过这
一年，因为有了
你们，我的人生
旅途平添了无数
的乐趣和美好的
回忆。也希望因为有我，你的人生旅
途多一份收获！

中文的学习，就像是打开了另一
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是爸爸妈妈
和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也跟你们
有着数不清的交集。徜徉其中，你能
感受到的，应该是历史的刀光剑影，
是先贤的忠肝义胆，当然也少不了生
活中那些尔虞我诈，悲欢离合。我真
切的希望你们不仅仅是学习了中文，
在中文世界里遨游，也能从中文学习
中提升自己，感悟人生。我们的祖先
在华夏大地上从刀耕火种到今天的火
箭高铁，积累了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
的华夏文明瑰宝。只有掌握了中文，
才能身临其境，领略其中的天地玄黄，
感受古人的沧海桑田。无论身处何地，
我们都是华夏子孙，让我们以继承和
传承华夏文明为己任，去伪存真，萃
取精华，让五千年古老文明绽放出新
时代的光华！

没有哪一种
学习是只有轻松
快乐的，也没有
哪一种挑战只留
痛苦怨恶。在学
习中，我尽我所
能，给大家带来
多一些的快乐。
我也像普通父母
那样，希望能把
你们推的更高一
些，更远一点。
如果推疼了你，

惹恼了你，抱歉，请无论如何原谅我
的鲁莽急切。如果你能顺着我和父母
的推力向前努力迈出一大步，或许你
就能看到我们许诺的彩虹。

如果在中文的世界累了，请你坐
下休息一下，想想之前走过的路。
人生的路很长，学习是一生一世的
事儿，不要着急，不要灰心，只要
付出，总有收获的时节在前面给你
惊喜。父母也不要催促，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的节奏和人生体验，不一
定非要顺着我们的指引才能成功。
或许老一辈人给出的路更平坦舒适，
但是荆棘遍地的旅途确更增加人生
的意义。

同学们，家长们，生活有喜怒哀
乐，也有酸甜苦辣。我认为，所有
的投资中，只有学习是回报最高的，
所有的成功里，只有亲人的陪伴与
支持是最甜蜜的。祝各位都有一个
美好的新年！

2022 新年寄语
中部分校马立平八年级老师 王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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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中部分校小语世界

义工之家

华夏教坛 中部分校

开学第一天
马立平七年级 钱毅澄 指导老师 张烨

漂 流
马立平七年级 张亚隆 指导老师 张烨

汉堡和薯条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季茗雪 指导老师 李雯

魔法蝴蝶和熊的故事
美洲华语五年级 张中泽 指导老师 李雯

小苹果的故事
美洲华语五年级 徐闻涛 指导老师 李雯 吴承恩写《西游记》的原因

马立平五年级 闵馨冉 指导老师 李雯

珍 珠
美洲华语五年级 佟怡窈 指导老师 李雯

掉下的流星
马立平七年级 程率远 吴悦文 指导老师 张烨

中部分校

线下锣鼓声中舞长龙  线上节目纷呈共庆春
中部分校春节快讯

二月十二日，一条金色的巨龙降
临泽西中部的两个购物中心，购物的
人群被喜庆的锣鼓声和蜿蜒起舞腾跃
的长龙吸引，纷纷驻足流连，在楼上
楼下围了一圈观赏华人传统节日的独
特庆祝活动。

中部分校舞龙队成立四年来成为
附近华人传统节庆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主要由学生家长参与的舞龙队，
近年来多次在春节期间为本地、州政

府和商业中心表演。今年的表演更为
疫情中封闭两年的民众带来新奇的东
方文化体验。

同一天的晚上，中部分校的春晚
也在线上隆重举行。全校师生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拜年、表演节目，最热闹
的谜语竞猜，看图填诗、诗句接龙。
题目刚刚放上屏
幕，孩子们就争
先恐后地大声报
出答案，充分展
现了学生们中文
学习的成果和进
步。近三个小时
的 30 个 节 目 和
抽奖结束时，人
们意犹未尽，恋
恋不舍。

记两位学生义工 -- 宝乐和佳怡
中部分校教务长 王延荣

中部分校教务长 王延荣
我一直想表扬一下唐宝乐和田佳

怡这两位学生义工。他们有两个共同
的优点，那就是主动和认真。

看到宝乐的名字是在去年的HSK
考试成绩的榜首。然后在他们班的毕
业典礼的时候，他的那种积极参与的
态度给我留下了印象。秋季开学回到
实体课堂，一位高个男孩早早来到学
校，远远就打招呼，我没有认出带着
口罩又长高了的他。第一天开学，诸
事还没进入正轨，宝乐跑前跑后的，
一会儿指挥交通一会打铃，还不时来
问：“老师，还有什么要我做的？”
往后的日子，他做教师助理，总是提
前来到学校，给了我很多次机会请他
帮忙。最近一周因为我担心家长义工
来不了马上想到他，结果自然是不会
令人失望，他提前二十几分钟就来了。

田佳怡是我去年的AP 学生。我对

她的认真早有深刻印象。今年看见她
成了我的九年级TA 就非常高兴！第一
节课我们提前五分钟下课，她说：“老
师，我去隔壁班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做
的。”佳怡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自
推娃”。上课的时候，她常常会留下
来讨论她的作业和问题。现在虽然有
越来越多的作业和课外活动比赛等等，
但是她几乎很少缺席她的TA工作。她
总是主动请求工作，这一点值得同龄
人学习。她的热枕和认真在一件小事
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我需要给
她在TA的另一个班代课，临时的安排
我来不及充分准备，但我相信佳怡能
帮助我。果然，她洋洋洒洒给我写了
一篇上课的流程！

宝乐和佳怡，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也感谢你们对中文学校的奉献。你们
让我觉得中文学校的工作充满快乐
和意义。

终于我可以去学校了！自从疫情
爆发以来我就每天在家里上网课。我
今天好开心呀！赶紧起来去上学。

等校车的时候我在跟我的朋友
Clement 聊天，很久没见到他了。过
了一会儿，校车来了！好久没有坐校
车了！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一会
儿就到学校了。

到学校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的储
物柜打开。我试了好几次，还是没有
打开。我只能去问老师了，但是上课
铃已经响了，所以我必须去教室了。
到了教室，老师看我没有带书，她
就赶紧帮我打开储物柜。我谢了她，
急忙把书拿出来。

第一节课结束了以后，我再去储
物柜试试怎么把它打开。右三圈，
左一圈，这次我终于成功了！当我
赶去第二个课堂的时候，我迷路了。
幸亏我的校长在附近，我一问他，他
就帮我指路。

上午的课程结束以后，就是午餐
时间了。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坐在一
张桌子上，我就立马过去跟他们坐
在一起。学校准备了很多免费午餐，
所以我过去拿了一份。现在都是即拿
即食的午餐，不能自己点餐了。我看
了一下午餐的内容，哎呀！只有一罐
牛奶，一颗苹果，和一份面包。因为
我对面粉过敏，所以我只能吃牛奶和
苹果了。我很快就吃完了，然后看着
我的朋友们吃他们自己带来的午餐。
我心想要是我也自己带饭就会很开
心了！

午餐以后就是最后一节课了！学
校的第一天快要结束了！最后一堂
客是英语课。我等呀等，一直等着
课结束的时候，3……2……1 ！下课
铃响了！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急忙
打开储物柜拿着书包就往外跑。饿
死我了！

图书馆里灯火通明。小丽还在来
来回回地寻找她想看的书。突然，她
眼前出现一本封面是深蓝色的书，
上面写着“关于流星的故事”。小
丽伸出手来去拿那本书，但是手刚刚
碰到书，她的视线突然就变得一片漆
黑……

怎么了？为啥什么都是黑的？书
去哪儿了？我在哪儿？很多的问题在
小丽的脑子里旋转。转瞬间，小丽又
恍恍惚惚地来到了一条街道上。很多
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你推我，我推你，
匆匆忙忙地走着。小丽自己在街上，
愣愣地站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她
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在她的耳边说：“小丽，现在是 2056
年。有一颗流星将在二十分钟后会撞
到地球上。你必须得找到这座城市里
的超能机器，用它把流星粉碎来拯救
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拜托了！
谢谢。”小丽听到话以后，特别惊讶。
怎么会有人在我耳边说话？我是不是
疯了？唉，不管了。就照着话来做吧。

小丽在街上拦住了一个阿姨，问
到：“阿姨，你知不知道超能机器在
哪里？”阿姨转过来，指着北边对小
丽回答：“那条街道尽头分叉处的右
手边就是。但是你为什么需要找超能
机器？”小丽支支吾吾地说：“嗯……
我需要写一篇关于超能机器的作文。
我需要去看看它的模样。”说完，小
丽就往北边跑。到了街道分叉地方以
后，看到有一名警察站在路中间，与
两名撞了车的汽车司机说话，但两名
司机根本不理会警察，一个对一个放
大嗓门地吵架。小丽在人行道旁边，
跟大家一样，过不了马路，因为警察，
两名司机，和两辆撞到一起的车正好
在路中间。而且，一大群人也围在他
们周围，看着场面。谁都挤不过去。

眼看只剩下十分钟了，顾不了许
多，小丽拼命地挤进人群当中，困难
地穿来穿去。最后好不容易地穿过了
人群，到了马路的对面。超能机器就
在她眼前。此时只剩下五分钟了。超
能机器在一个玻璃带园顶的房子里
面。小丽从外面看，可以看得见里面
有很多按键，还有个望远镜。小丽拉
着把手，只见一个数字键盘出现在她
面前。小丽随便选了几个数字，但键
盘变红了，不让她进去。小丽接着随
便选数字，但还是进不去。只剩下两
分钟了。

突然，小丽又听见那个小女孩说
话：“小丽，对不起，我刚才不能跟
你说话。密码是今天的日期。进去的

七月份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游
泳队教练约好我们游泳队的几个家庭
一起去漂流。一开始，我很高兴可以
去漂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回要漂
十八公里。

一开始我刚起来，我妈和我爸在
我的小沙发上说话，我就去看了看。
他们说的事情是漂流。我发现他们在
讨论要不要在一个下雨天去漂流。最
后我们决定去宾州漂流。

我们开了两小时才到目的地。到
了后，我们上了摆渡车。上车以后，
司机把我们开到了河边。大家下了摆
渡车后，往河边走。河边有十个橡皮
艇坐在那里，等我们在上面坐着漂流。

我们把橡皮艇推到水里，坐在上
面就开始漂流了。那时候，大约刚刚
划了一公里，当时我在橡皮艇边上划，
我们跟一个另外的橡皮艇撞在了一
起，让我措手不及，然后，我就掉到
了水里。当时我很害怕，对方船上一
个很有劲的人很快地把我拽了起来，
把我放到他们的橡皮艇里，问：“你
还好吗？”我说：“我没事。”那时，
我的桨别人拿到了，不小心划到我的
小腿，我开始流血了。那时我暂时不
知道，几分钟后我才发现。

再划了三四个公里，我越划越累。
又划了一公里，该休息了。应该是吃
午饭的时间，但是我们没带午饭，我
的朋友给了一些小吃。我们吃完了后
继续划，心想再划四五公里就完了。

雨越下越大，我们经过了一座桥，
桥上往下泼雨，我和我的朋友们把船
划到了泼雨的地方，大家都湿透了。
我们开心地笑了。我们在船上又划了
几公里就到了。

我把橡皮艇拉上岸的时候，我觉
得我的后背直发抖。我的胳膊都动不
了了。我们上了摆渡车回到了地点。
上车后，我快速的把毛巾把自己围起
来，坐在车上睡觉了。

雨中漂流很累又很危险，但还是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美好的回
忆。我喜欢漂流。

我感觉日子越来越长。即使你
有家人，有时你仍然感到孤独。你
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我希望我想玩
的时候还能去见我的朋友。现在我
感到孤独并与他们脱节。我只有我
的家人。我非常爱他们，但我总是
和他们在一起。我的家人爱我，我
也爱他们，但我一生都和他们在一
起。我总是在我房间的床上玩手机
或 iPad。我应该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但是有了新冠病毒，和他们在一起
18 个月已经很长时间了。一切都
很无聊，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了。

终于，到了开学的第一天。这一
天已经结束了。时光飞逝，我发现我
仍然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仍然可以
再次与他们建立联系。不管发生什么
事，我知道即使我们不在一起，他们
也会在那里。我好久没有这么激动了。
我心里的空虚不再那么空虚了，但我
的朋友不会一直在那里，我不开心的
时候他们可能会很忙。

那天我回到家，我的父母说他们
有事要做。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他
们在 3:50 离开，到了 7:00 他们仍然
不在家。我开始担心他们。他们说他
们要去宾夕法尼亚。我开始有不好
的想法。如果他们遇到车祸怎么办？
如果他们被一些罪犯带走怎么办？

有一天，我们去了Hallmark商店。
我和我的姐姐看到了一个汉堡和薯条
的填充玩具。玩具很可爱。汉堡和薯
条有可爱的笑脸，还有胖胖的小腿，
它们也有可爱的小红脸蛋。薯条玩具
有小薯条在它的小盒子里；汉堡有面
包、西红柿、奶酪，还有肉饼夹在面
包中间。

薯条和汉堡有一个磁铁把它们两
个连在一起，它们就像我和我的姐姐
一样。因为我们也像有一个磁铁把我
们吸在一起。我和姐姐拿着玩具跑去
给我们的妈妈看，妈妈也觉得它们很
可爱，所以我们买了汉堡和薯条。

我和姐姐觉得汉堡是她，薯条是
我。汉堡和薯条对我们很珍贵。因为
我的姐姐要去上大学了，我会很想她。
但是因为姐姐会带着汉堡去大学，我
会有薯条在家陪伴。我和姐姐总是会
在一起。

从前，有一只稀有的魔法蝴蝶，
它可以生产真正的黄油！ 

有一天，一个巨魔的黄油用完
了。“我知道！我要捕捉那只稀有
的魔法蝴蝶！这样我就再也不会挨
饿了！”它拿了一张网，走到外面，
躲在灌木丛中等待这只神奇的蝴蝶
飞来。巨魔挥舞着网，抓住了魔法
蝴蝶。巨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
地冲回家。

一只熊注意到并迅速跑去救这只
神奇的蝴蝶。熊从巨魔手中抢过网，
把巨魔赶走了。“谢谢你救了我，要
不要去我最喜欢的树那儿玩一玩？”
魔法蝴蝶问道。“当然！”熊回答。
不久，它们来到魔法蝴蝶的树下，
开始享受一顿美味的午餐，直到吃
饱睡着了。

就在它们睡着的时候，一辆卡车
来抓动物带到动物园。司机一看到
熊，就知道这是动物园想要的动物。
他一把抓起熊，往车里塞。魔法蝴
蝶醒来，听到有喊声：“救命！救
命！”它发现一辆卡车把熊带走了！

魔法蝴蝶飞快地追上了卡车。当
它追上时，魔法蝴蝶飞到敞开的侧
窗附近，向司机的眼睛喷射黄油，
迫使他停下来。然后，熊打破了后
门跑了出来。

回到家后，熊对魔法蝴蝶说：
“谢谢你救了
我。”“ 不 客
气，你以前救
过 我！” 魔 法
蝴蝶回答说。

从 此， 魔
法蝴蝶和熊成
了最好的朋友。

时候，你需要按那个有望远镜的按
键。”小丽连忙伸手去输入日期。数
字键盘变绿了，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小丽把门打开，立刻走进去。还有一
分钟。她跑进去，看来看去，疯狂地
找那个能启动机器的按钮。小丽终于
找到了，把按钮给按下来。忽然，那
个望远镜开始转，查看天空。小丽也
看着天。望远镜一下子停止了转动，
射出一个激光束，打到那颗流星。
百万个小石头从天上掉下来。那个小
女孩又对小丽说：“谢谢，小丽。你
现在可以回 2021 年了。”小丽还没
来得及说不用谢，她回到了图书馆。

那本蓝色的书还在她的手里。

万一，万一，万一？
我试着把这个想法从我的脑海中

抹去。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她说他们
快到家了。我开始冷静下来。30 分
钟后的 7:30 我听到车库门打开的声
音。我冲下楼梯。我觉得到门口好慢。
我穿上鞋子冲出去。我看到我的父母
就站在那里。我糊涂了。他们往地下
看，我也往地下看。我看到一只小狗。
我问：“这只狗是我的吗？”我妈妈
点点头，我开始哭了。我抱起它，细
细品味这段记忆。我想把它变成生命
的一部分，永不放手。它又小又轻。
它是我梦寐以求的狗，一只毛茸茸的
白色小马耳他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

把它从它的家人身边带走，我感
到很难过，但同时我也感到很高兴。
此时它只有 2.7 磅。这只小狗将填补
我生活中的空白。我会全心全意地爱
它。不再感到无聊或孤独。

珍珠，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从前，有一个小苹果长在一棵很
大的苹果树上。有一天，有个人路过，
这个人又渴又饿，看到这个苹果，
心里想这苹果真漂亮，一定很好吃。

他走上前去把
小苹果摘了下
来。小苹果叫
起来，“大树
啊，快来帮我，
我不要离开。”
大 树 没 有 听
到。这个人大
口大口地把苹
果吃掉了，只留下了苹果核。他把苹
果核扔到垃圾桶。一个星期后，垃圾
车来收垃圾。苹果核趁机跳到了草丛
里。正好有小朋友在草地上踢足球，
看到苹果核，就好奇的说，“这是什
么种子？我要把它捡回家种起来。”
他回家后，用铲子挖了一个坑，把苹
果核埋了进去。小苹果太高兴了，它
拼命地长。不久很多鹿过来要吃它的
叶子。小苹果树很害怕，小朋友的爸
爸在苹果树周围建了篱笆防止鹿过来
吃叶子。几年以后，苹果树长大了，
结了很多很多的小苹果。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我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的原因有

以下几点：第一，吴承恩觉得真实的
唐僧自己一个人去印度取经很无聊，
就放进了孙悟空，沙僧，和猪八戒，
这样把故事写得有趣多了。他放了一
只猴子因为他觉得猴子很聪明，他放
了猪八戒因为猪很懒惰，让读的人觉
得很好笑。第二，吴承恩很喜欢中国
的神话故事，他就用《西游记》来重
新改写这些神话故事，把它们改成他
喜欢的版本。比如，他写的关于哪吒
的故事就很不同，让人读了还想再读。
第三，吴承恩想要用《西游记》的人
物来代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
比如，孙悟空代表勇敢的人，唐僧代
表不会放弃的人，猪八戒代表自私的
人，沙僧代表安静做事的人，妖怪们
代表不同的坏人，神仙代表世界上的
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