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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大费城分校

炎热的夏天气温达到摄氏
大家丢下了他们的玩沙
三十六度以上，正是到海滩上
工具，连忙跑了会去，去拿
玩耍的好时候。
八年级 王铭泽 指导老师 乔丽华 冲浪板。因为在朋友当中我
小时候，我什么也不会，
最大，我是第一个跑回房子，
连游泳也不会，所以每一次我爸爸妈妈说要去海
拿了我从家里带的冲浪板，跑回海滩。
滩的时候，我就只能蹲在沙子上挖一个坑。我看
我看着深蓝的大海，黄色的沙滩，滚滚的波浪，
在海里玩耍的那一群人，一边笑一边游，用优美
感受到温暖的阳光照射到我的脸和胳膊，就知道
的泳姿，让我感到非常羡慕。我心里暗暗下决心，
那一天的高潮一定是冲浪的运动。我走到了海边，
一定要在年底之前学会怎么游泳。
把冲浪板放在水面上，躺在板上然后开始用手划。
现在我已经掌握游泳技术，但我依然喜欢蹲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美好的时光，也更不会
在沙子上，用手挖坑。我往左右看了看，发现我
忘记那一年的夏天和它温柔的阳光，滚滚的波浪。
的朋友都正在拼命的挖沙子。突然，我想起了一
老师点评：作者记述在海滩的一系列活动，从
个主意，我说：“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回到房
小时候挖沙坑，到学游泳，再到冲浪运动。在
子里去取冲浪板，然后我们来冲浪？”
这个过程中，立志学会游泳，提议冲浪，感受
“好呀！”大家都兴奋地点头。
到的阳光、沙滩等的美好记忆。虽然文中有一
“但是我门只有三个冲浪板，所以大家得轮
些交待欠缺，比如说几个朋友去玩，但是能写
流使用，可以吗？”
出纯中文的回忆，结合着现实，已经很不错了。
“好！”

海滩乐

可爱的小柯基

我的爱好

有人爱好踢足球，有人爱
好打篮球，但我的爱好很特别。
小喷壶、种子、泥土、苔藓、 八年级 郗雅沐
阳光、绿叶。怎么样，猜出来
了吗？我的爱好就是种菜。至于我为什么有这个
爱好呢，请听我娓娓道来。
有一天家里的葱和大蒜恰好用完了，为了让
我们的菜肴更加美味，妈妈就赶紧开车出去买，
却耽误了做饭的时间。我突然想：“如果我们
家后院里有个菜地多好呀，这样就可以有备无患
了！”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姥姥，我俩一拍即合，
立刻撸起了袖子，拿起了工具说干就干！
虽说兴致高涨，这个任务可比我想象中辛苦
多了。我一个镐头，姥姥一个镐头，在暴晒的太
阳下我们开始松土。一整天下来，我的衣服都能
挤出水来。夜幕降临，我们才返回家中。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浑身肌肉酸痛。本来想放学
后好好休息休息，但是姥姥又去叫我去劳动。
“我不想继续干了！太累了！”我脑子里都
是退堂鼓。
“那我们今天少干点，但是只要坚持，我们
的努力就会有收获。”姥姥劝我说。
我想说：“不要吧！”我又想了想：“姥姥
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就让着她吧。”
“那好吧”我赌气地说。

不知不觉十几天就过去
了，我发现有好多小绿芽从
地里头探出了头。姥姥和我
指导老师 赵英伊
都很开心。这一瞬间，我觉
得之前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于是更坚定要把这些
小小的绿芽养成高高壮壮的菜。
又过了一周，我一看，嗯？虽然是长出来了
更多，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像被啃过？不好！肯定
是兔子！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姥姥和我开
动脑筋想办法。最后只能用围墙！我们叫上妈妈
一起喝哊喝哊地把铁丝网按上去了。
下面几周的时间，我和姥姥一起给我们的菜
们浇水、施肥和除草。虽然我的脸晒黑了，但是
我们的菜长得一天一个样。
于是我想到《锄禾》这首诗：
锄禾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我着实体会到农民伯伯在田间照顾庄稼的辛
苦。
现在，家人一起吃着我们劳动的果实，我心
里美滋滋的。我的这个爱好不仅能把我的肚子填
满，还能学到生物知识，培养耐心，锻炼身体。
这不是一举多得吗？
ぁ 博根分校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

我最喜欢的节日

而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
年。
放烟花。天上有很多各种各
中国新年是农历的第一
样的烟花，而我也可以玩妈
中文四册班 郑如意
天。我喜欢中国新年，因为新
妈准备的小烟花。我很开心！
年期间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还有很多好吃的。
中国新年更多是一个家人的节日。晚辈要给
我最喜欢除夕夜，也就是新年前夜。在除夕
长辈拜年，长辈要给晚辈红包或者礼物。在中国
夜的晚上，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辞旧迎新。爸
新年的时候，要说恭禧发财，新年快乐，万事如
爸妈妈和长辈们会准备一个大晚餐。有各种各样 意等祝福语言。
的好吃的，一定有饺子。我也可以帮爸爸和妈妈
我盼望下一个新年！
准备食物和别的东西。

我最想去的地方

我最想去的地方是
以去深的地方。如果没有浪，
Hershey Park。Hershey Park
那你就要等一会儿，然后有
是位于宾西法尼亚州的一个大
浪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深的地
中文四册班 郑如意
型游乐园。它有游乐园，水上
方。我喜欢 wave pool 因为
乐园，和一个巧克力工厂。
你在浪里面的时候，就感觉像你在大海里面一样
去 年 夏 天， 我 和 我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们 去 过
我很喜
Hershey Park 的水上乐园和游乐园部分。我们玩
欢 Hershey
了很多好玩儿的游乐项目。我最喜欢的 ride 是一
Park， 我 还
个火箭的 ride。你先要爬进一个火箭，等大家都
想 再 去。 但
爬进了很多小火箭的时候，那些小火箭就会开始
是 现 在 有
动。小火箭里面有一个方向盘，如果你把它转左边， coronavirus，
小火箭就会往上走。如果你它转右边，它会往下走。 所 以 我 不 能
我 也 喜 欢 wave pool。Wave pool 是 在 Hershey
去。 我 就 等
Park 的水上乐园部分。在 wave pool 里面，你先
明年吧！
要穿上一个 floaty vest，然后如果有浪，你就可

撰稿人 华夏总校董事长 徐敏

速地叼起饼干。然后，转身
扭着它的小屁股，摇摇摆摆
地走到了屋檐底下，开始慢
指导老师 乔丽华
慢享受它的点心。柯基吃东
西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它用前爪把饼干拉到嘴前，
用两只前爪抓着吃，还发出“咔吃咔吃”的声音。
我最喜欢和柯基玩游戏，可有意思了！有一
次，大雪过后，我到门外散步。无意中看到厚厚
的雪地里一个小脑袋在转来转去。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小柯基在雪中玩耍！因为它的腿很短，整
个身体都被松软的雪覆盖住了，只留一个头还在
外面。我忍不住跑到对面，抓起一把雪，搓成一
个小雪球朝它扔去。它以为我扔了一个真的球给
它，两只后腿使劲一瞪，跳到空中，嘴巴张得大
大的，准备接住雪球，没想到却吃了一口雪。它
乐呵呵地朝我跑过来，一点也没有不开心的样子。
然后转过身子，朝我的方向使劲蹬两条后腿，也
溅了我一脸的雪。它还朝我汪汪叫了两下，好像
在对我说：“我们再玩一会儿吧！”
我每天看到小柯基，都会跟它打个招呼。每
当看到它可爱的样子，我就会非常开心。这只小
柯基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养
狗的话，我也想养一只可爱的小柯基。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由于受疫情影响，大家呆在家里已
经半年多了。从目前的疫情形势看，今年的华夏运动会恐怕不
能如期举办，为了鼓励大家强身健体，增强体魄，抗击疫情，
丰富我们华夏大家庭的文体活动，华夏中文学校将举办网上跳
绳比赛。比赛要求及形式如下：
一．比赛以学生所在英文学校的年级为组别，不分男女，
分为以下组别：
1. 学龄前；
2. 少儿一组：1，2 年级；
3. 少儿二组：3，4，5 年级；
4. 少年组：6 年级以上。
二．比赛规则：
1. 30 秒内，单人跳绳总次数为最终成绩。
2. 跳绳中可以停顿，停顿前的次数仍然生效。
3. 比赛在家中进行，以录像为证。
家长将学生在 30 秒中的最好成绩上报给各自所在的中文学
校。各个分校将前三名上报总校进行统计排名。比赛截止日：
2020 年 11 月 1 日。
华夏中文学校 体育部

华夏简讯

我家对面的邻居养了一只
柯基。我每天下午从学校里回
来都会看见它。它有时候会懒
八年级 王歆逸
洋洋地趴在草地上晒太阳，有
时候会在屋檐下安静地休息，还有时候会在草坪
上开心地奔跑。它有一对大大的耳朵竖在小小的
脑袋上。两只大眼睛天真的看着我，仿佛要跟我
说话。它的身体肥肥的，腿短短的，还有一个肉
肉的屁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特别可爱。这
只小柯基的毛是由黑，白，还有棕色组成的。摸
上去软软的，好像棉花糖一般柔软。平时柯基总
是懒洋洋的，走起路来不急不慢，可要是看到陌
生人路过，它会立马竖起耳朵，眼睛警觉地朝四
面八方看。
有一天，对面的邻居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
她告诉我小柯基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芝士和饼干，
并同意我可以随时喂它。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
看见柯基正在屋檐下休息。我从家里拿出它喜欢
的花生味宠物饼干，走到对面。我把在饼干在空
中扬了扬，柯基嗅了嗅鼻子，像闪电一般冲到了
我面前。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珠看着我，好像在说：
“好香呀！是不是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它一
边看着我，一边馋得直流口水。我蹲下身子，把
饼干放在它面前。它一看到饼干就飞扑上去，迅

华夏中文学校跳绳比赛

2020 年 9 月 27 日晚 8 点，华夏中文学校总校
新学年首次董事会会议在网上召开。董事们首先审
阅和通过了 2018-2019 学年总校财务审计报告。
总校校长张凉，会计杨森和审计师 Shannon Wei 做
了账目介绍和解答。然后张凉总校长向董事会介绍
了总校团队和本学年工作计划及各项活动安排。最
后张总校长介绍了本学年财政预算，并表示将面对
挑战，砥砺前行，把华夏越办越好！

我的爸爸
大费城分校校刊主编 周虹奕 ( 学生义工 )
一个夜晚，我才几岁的时
候，我爸爸给我读完故事问我：
“长大之后要上大学，要离开
家怎么办？”我用有美国口音
的中文，坚决地回答，“我不
会离开的，我永远要跟你们在
一起！”
我爸爸又瘦又高，戴着一
副眼镜，翘翘的头发逐渐变白，
现在早不给我读故事了。但在
忙碌的生活中，我多么怀念那
些晚上爸爸，为了让我对中国
文化和历史有认识，每天晚上
坚持给我讲中文故事，他给我
介绍孙悟空和花果山的世界，
也通过《十万个为什么》发展
我的好奇心。
因为我爸爸的付出，现在
我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
会在喜马拉雅听成语故事和中
文书。当我碰到不认识的字和
成语我就会去问爸爸。除了语
文我也依靠我爸爸来解决数学
问题，至少上小学的时候。爸
爸是一个理科男，高考的物理
成绩几乎考了满分。而我算一
个文科生，小时候数学对我来
说很难。对一个“数学大师”
来讲，小学的数学不懂是不可
思议的，所以爸爸教我数学时
很容易不耐烦。但即使他当时
教不会，他消了气之后会采用
别的办法来教我而且他会给我
出题目和模拟卷子。尽管我现
在不敢问爸爸数学问题，我还
是感谢爸爸以前的付出。
去年夏天，在中国呆了四
年之后，我跟父母从上海回到
我们在滨州的家。在我们新的
生活中，爸爸一直为我着想。
因为我的体育活动五点半结束，
我一般坐校车六点半到家。每
晚一进家门就能闻到热腾腾，
香喷喷的菜味，晚饭正在桌上
等着我。还有，在美国去哪儿
都得开车，所以我上学，上课
外的活动都依靠爸爸来送而且
他还得在那里等我的活动好了
送我回家。我等不及我能自己
开车的那一天，那样能省爸爸
多少时间啊。
爸爸的爱不单单献给了我。
爸爸很孝顺，每个周末都会给

我的爷爷打电话，有时他们俩
就是聊聊天，谈谈美国的经济
或中国发生的事儿。有时爸爸
就听爷爷宣泄情绪，跟他谈谈
心事。我爸爸听到爷爷奶奶出
了事就会开三个小时的车去新
泽西看他们。我们全家人都依
靠着爸爸。不仅是大事，小事
也要找爸爸。如果家里电脑出
了问题，我跟妈妈第一个反应
就是去找爸爸。除了苹果手机
以外（爸爸觉得苹果手机物不
美价不廉）爸爸什么都能修，
包括我们家的软水器和洗碗机
都是爸爸装的。
我爸爸是一个既调皮又严
肃的人，虽然人到中年，可仍
然带点孩子气。前几天因为新
冠病毒把我们困在家里，趁太
阳灿烂的时候，我想到外面玩
一会儿。爸爸同意来跟我一起
在外面玩，使得我高兴极了。
几年前我们会一起去踢足球也
会经常打乒乓球，而且今年秋
天爸爸还会跟我一起练长跑。
但从新冠病毒导致父母俩在家
里上班，他热爱工作的精神使
他总是藏在他的书房工作，连
人都见不到。他穿着衬衫和皮
鞋到草地上来跟我扔飞碟。我
爸爸特喜欢逗我，所以他开始
乱扔飞碟，让我又是跑又是跳
弄得我不耐烦所以我就开始追
他，想要打他。我爸爸像一个
活蹦乱跳的孩子，在外面跑来
跑去，我追，他逃。
虽然我的父亲经常扮演着
一个严父的形象，但他也是一
个慈父。是的，小时候有经常
被爸爸批评，但是我跟爸爸一
些最难忘的经历也是小时候积
累的。我现在也懂得爸爸批评
我也是为了我，不管是让我长
大之后能形成好的习惯或者让
我避免未来犯错误，只有一个
关心你的人才会点出你的弱点。
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上大
学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实。过
几年就要离开家上大学，但我
不管我去哪儿我都是爸爸的女
儿，我永远会记得跟爸爸的好
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