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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
博根分校 王恩溥
指导教师: 张勤
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粽子。每
年端午节时，妈妈和奶奶就忙着给
全家包粽子。我们家的粽子有很多
种，有火腿肉丁的，有红枣的，还有
红豆沙和绿豆沙的。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红豆沙粽子。粽子里的糯米是
白白的，粘粘的，豆沙是红红的，甜
甜的，再加上粽叶的清香，咬上一
口，满嘴喷香，棒极了。
    以前，我只知道粽子好吃，但并不
明白为什么每年的五月初五都要吃
粽子。
妈妈告诉我，在端午节吃粽子
是为纪念一个叫屈原的人。屈原是
很多年前楚国的一个大臣，他特别
爱国，想让他自己的国家成为当时
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国家，为此，他向
楚国的当权者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
议，但这些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他
自己还因此被赶出了楚国。不久，楚
国又被当时的秦国打败了。看到自
己热爱的国家不复存在，屈原非常
伤心，投河自尽了。
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尊敬和热爱
屈原，他们听说屈原投河的消息，纷
纷驾船到河里去寻找他的的尸体，
为了不让河里的鱼虾破坏屈原的身
体，老百姓们就做了很多类似我们
今天吃的粽子，撒到河里喂鱼虾。就
这样五月初五吃粽子这个传统一直
延续到今天。
听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以
后，我更爱吃粽子了！

春天，你终于来啦！
博根分校 高海韵
指导教师: 张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枯黄的大
地开始变绿了，铅灰的天空开始变
蓝了，原本刺骨的寒风开始变得柔
和了。
过了一个天寒地冻，冰雪交加
的冬天，春天终于来了。
你看，那刚从雪地里冒出来的
小草又干又黄，可经春风轻轻一点，
绿色就从根底爬了上来，清晨的露
珠就像它们头上顶着一颗颗晶莹剔
透的砖石。
再看那大树伸出的干枯的手指
上，慢慢开出了一朵一朵的小花。它
们在春风里轻轻地摇动着，随着春
风的节奏翩翩起舞。这时，雪白的云
挂在蓝色的天空上，简直就像画上
去的一样，太阳带着它的万丈光芒，
穿过云层；散向大地。
小松鼠从家里跑出来，不停地
挖着冬天里埋藏的好东西；送暖报
春的燕子，愉快地在空中盘旋，和所
有的鸟儿一起唱着春天的赞歌。
啊，春天，我等了一个漫长的冬
季，你终于来了。

火鸡节
博根分校 林文笙
指导老师: 汤江勤
     这个星期四，爸爸和妈妈没上
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一下。
     我们会去吃好吃的中国餐，然
后再去街上逛一逛。我觉得这个火
鸡节街上一定又热闹又好玩。逛街
回来挺晚了，我们就会帮妈妈把晚
餐做好，一家人可以坐下来一起好
好地吃一顿晚饭。这一天晚餐一定
会有火鸡、玉米，还有更多的好菜。
哇！我觉得火鸡节是节日中最好的
节日了！

我的感恩节
博根分校 李炜
指导老师: 汤江勤
今年的感恩节，我家和我姨姨
的一家人一起都吃了一顿火鸡大
餐。上午，姨姨和姨父带着我两个表
弟和我表妹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准
备了很多感恩节的食物，有火鸡、红
薯、玉米、南瓜饼等。姨姨一家人来
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吃午
餐了。大家一边吃，一边讲笑话。我
们都在哈哈大笑，也都吃得饱饱的。
吃过午餐，大人们都去睡午觉，
小孩子们则选择了看电视，玩游戏，
又一起去附近的公园玩儿。我带着
妹妹和表弟们去打篮球。大家都玩
得开开心心的。
吃晚饭的时候，孩子们回到家
里去玩游戏，讲故事。我帮着妈妈
和爸爸准备一个大火锅。我们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牛肉、菜和各种各样

的海鲜，把饮料也倒好后，我们就开
吃，大伙儿都吃啊，聊啊，大家都沉
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不一样的感恩节
博根分校 严思聪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感恩节这一天是纪念早期移民
举行盛宴招待印第安人，感谢印第
安人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在一起庆
祝丰收，吃好吃的食物火鸡、烤山
芋、南瓜、玉米等等。
     以前我们会和朋友一起开个感
恩节派对，大家聚在一起吃火鸡大
餐。
     今 年 我 们 在 自 己 家 里 过 感 恩
节。我们虽然没有吃火鸡，但是我们
的晚餐有烤鸡、烤鸭、烤山芋、烤年
糕等等。我们还在电视上欣赏纽约
的感恩节游行。我们这个感恩节过
得很悠闲自得。

我家的感恩节
博根分校 于嘉乐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每年十一月份感恩节，我的爸
爸妈妈都请一些很亲近的朋友来我
们的家里吃火鸡。  
今年和往年一样，在感恩节的
两天之前，我就开始帮妈妈把火鸡
在 盐 水 里 淹 着 了 。我 们 买 的 一 只
十六磅的大火鸡，但是我们没有足
够大的锅放火鸡，所以只能把火鸡
泡在一个塑料袋子里。感恩节头一
天我和妈妈一块儿去商店买东西。
我们买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都是为我们的大餐准备的。全家花
了差不多一上午才把房子收拾整
齐。接着爸爸和妈妈忙着做饭，我忙
着把房子收拾干净。收拾完了我就
睡了一个午觉。没睡了多久，客人就
来了。
我们小孩一块玩儿 Minecraft 和
乒乓球，大人都忙着做饭。两个小时
后，饭终于做好了。八位人都挤在桌
子前，看着爸爸把打火鸡慢慢的切
开。火鸡里面还放了面包馅儿。整个
桌子摆满了土豆泥，烤蔬菜和面包
等，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菜和汤。
我们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说，一边
笑，三家人都很高兴。吃完饭后妈妈
在桌子上又摆了两个洁白漂亮的蛋
糕。一个是妈妈做的草莓蛋糕，另一
个是朋友买的。
这个感恩节我什么都有啦，真
幸福啊！

一个特殊的火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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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感恩午餐并有我代祷。我跟上
帝说：
“上帝，谢谢您给我一顿饭、一
个房子和一个最好的教会。希望别
的人也能过这样的好日子。”
我说完了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桌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了！土豆
泥、火鸡和蛋糕 --- 还有好多呢！
我拿了一个盘子，就开始把吃的往
盘子上放。一点火鸡，一块蛋糕，一
些土豆泥，我的盘子都满了！我坐
下来以后，我妈妈一看到我的盘子
就说：
“你吃怎么多东西啊？能吃的
下吗？”我点了一下头就开始吃了。
哇！这些吃得实在是太好吃了！蛋
糕是一个奶酪蛋糕，又香又甜是我
最喜欢的！我用勺子舀了一块土
豆泥，也挺好吃的。吃完饭我就和
我的朋友 Lillian 去教会的图书馆休
息和画画。她画了一条蛇，我画了
一条鱼，画完了我们就开始玩儿追
人游戏。跑来跑去玩累了就去吃冰
激凌！哇，这个冰激凌真爽口啊！
我跟 Lillian 玩得很开心，吃得也高
兴。这个感恩节，是最好的感恩节！
Happy Thanksgiving!

艳阳晴空下 健儿展身姿
“华夏男子蓝球赛和排球赛”即将举办
一年一度的“华夏男子蓝球赛、
排球赛”将于六月一日分别在东部
分校、Plainsboro Township 举行。这
两项紧张激烈的赛事举办多年,每年
都吸引了各分校的众多家长参与。
运动员们互相切磋球艺，既赛出风
格和水平，也增进了友谊。欢迎各校
组队参赛。多谢各分校多年的支持!
（华夏体育部 陈晓东/孙儒林 供稿)

华夏排球赛

我爱过感恩节
博根分校 许立宁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感恩节在每年十一月份的第三
个星期四，庆祝感恩节是为了感谢，
收获和祝福。这一天人们往往是一
家人在家里吃火鸡过一个快乐的节
日。这一天爸爸妈妈都不用去做工，
小朋友都不去学校，自然我们也就
没有功课了！
我爱过感恩节，因为我可以不
用去学校，还可以吃一顿感恩节大
餐，还有很多朋友会来我们家和我
一起玩。爸爸妈妈不用去做工，可以
在家陪我、妹妹和弟弟。
今年的感恩节我过得很开心。
我希望明年的感恩节会比今年的感
恩节更快乐！

我爱过感恩节
博根分校 苏必杨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爱过感恩节，因为在这个节
日里家里有很多超好吃的东西，并
且可以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吃饭，
聊天，玩游戏，说说笑笑，大家都很
高兴。今年感恩节的晚餐我们吃的
是烤鸭，而不是传统的烤火鸡，因为
我们都比较喜欢香喷喷的烤鸭的味
道，妈妈还会准备可口的点心和餐
后甜点，巧克力冰淇淋是我最喜欢
的甜点。
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对爸爸妈
妈说 :“谢谢你们给我买了很多玩
具! ”爸爸妈妈也对我说:“谢谢你给
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
感恩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之
一!

博根分校 黄凯锐
指导老师: 汤江勤
11 月 28 号是感恩节，是美国的
传统节日。这一天，美国人不仅放
假，全家还团聚在一起吃大餐。最主
火鸡节的一天
要的一道菜就是吃火鸡。我们来到
博根分校 袁嘉瑞
指导老师: 汤江勤
美国后也和他们一样过感恩节。但
今年的火鸡节 , 我早上八点
是，我们家的过法和他们有一点不
二十就起床了。我下楼先读了一本
同。我们不吃火鸡，而是吃了火锅！
书。书读完的时侯我就开始帮妈妈
这一天，妈妈、爸爸和我都放假
擦地，因为两点钟我们家有很多客
了。过节了我们不想吃火鸡，那吃什
人来。我擦完地就开始收拾房间。
么？我们全家商量以后决定吃火 “好香啊 !”我突然闻到烤肉的味道。
锅，决定好后，大家分头准备。分工
我去烤箱一看 , 里面正烤着妈妈前
的结果是上午妈妈在家准备医院讲
天买的大火鸡。十二点半我去看电
课内容，我抓紧做作业，爸爸和外婆
视。又和爸爸出去玩了一会儿球。两
去中国超市买做火锅用的菜。他们
点客人来了。
“ 我们上楼吧！”我带
买了好多食品，有羊肉片、牛肉片、 着我的小朋友们上楼玩儿电脑游
戏。当妈妈叫我们下楼吃饭时，饭桌
鱼丸、大白菜、豆腐、腐竹、大虾、鱼
片、粉丝和火锅调料。买回来以后， 上有大火鸡、土豆泥、蟹肉饼、大龙
虾和很多其他好吃的东西，让我们
全家开始忙活起来了。我帮爸爸准
都馋死了！大人一下令，大家就一
备好火锅炉，爸爸洗菜。妈妈和外婆
起上阵，开始了我们美味的晚餐了。
放好碗筷。吃饭前，爸爸拿来了一瓶
这天我过的真开心！
红葡萄酒。我不能喝酒，妈妈给我倒
了一杯芒果汁。我们开始给长辈敬
我家的火鸡节
酒，互相祝福。大家边吃边说，吃得
博根分校 黄泽豪
很开心。我们把火鸡节过成了“火锅
指导老师: 汤江勤
节”！
昨天，11月28日，我去我的朋友
吃完饭后，我们全家围坐在壁
家过感恩节。我们吃了火鸡、蔬菜、
炉前喝茶吃水果，看电视重播纽约
蛋糕和水果。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里，
感恩节游行节目。我们看到了好多
Kevin，Ryan，Dennis 和 Bonnie。我们
不同的大气球，有 Snoopy、蜘蛛侠、 一起玩儿了很多游戏。比如，捉迷
藏，ipad 的游戏，Wii 的游戏和水枪。
Mickey Mouse，等等，看得好开心
我玩儿得真开心。我很快乐，我感恩
啊！
爸爸、妈妈、姐姐、老师和朋友们给
我来美国已经过了七个感恩节
我的帮助和快乐！
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感恩节最有意
义。因为这一次外婆是从中国来到
我喜欢感恩节
美国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的，我们
博根分校 罗杰
非常高兴。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感恩
指导老师:
汤江勤
节。
我喜欢感恩节，因为这个时候，
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家人对
过感恩节
我来说很重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
博根分校 左菲娅
我很爱他们。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感谢我妈妈，她给了我生命，
今年的感恩节我去了教会吃了
教我生活。她每天指导我做作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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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篮球赛

一个都不少：

我校毕业考试全体通过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拼搏，2014
届毕业班 17 位参加考试的同学全
部通过了毕业考试，并且打破了过
去两届毕业生的 2 项最好记录：个
人成绩最高分（291）和班平均最高
分（255）。
我们向这些莘莘学子表示衷
心的祝贺；向一路辛苦陪伴他们的
家长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向辛勤培

养他们的历任老师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
这些值得骄傲的学生们是：叶
宸飞、虞开丽、仝清源、高海韵、张
新云、陈心怡、雪睿、肖博文、杨瑞
睿、周婷婷、钟丽乾、周迈克、张兴
奕、李大伟、Richard Gao、Andrew
Chan。
再次向他们表示祝贺！

2014华夏中文学校北区辩论比赛
4 月 27 日上午，2014 华夏中文
学校北区辩论比赛在华夏大纽约
中文学校举行。来自大纽约分校、
纽约中心分校、哈德逊分校和我们
博根分校的48名同学唇枪舌剑，进
行了一番紧张激烈的口头较量。通
过比赛，同学们不仅锻炼了当众表
达自己观点的胆量和能力，促进了
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兴趣，也结
识了更多同龄的朋友。
由张元董事长、梁美岩校长、
李焰副校长带队的代表我校参赛
的12名同学，经过赛前两周的辅导
和培训，在家长们殷切的目光中，
信心满满地走上了赛场，勇气十足

地面对强劲的对手，取得了如下的
好成绩。
4-6 年级组：许璐璐、王行健、
虞恺祺、徐沐安、庄仰恩、李安妮取
得了团体三等奖，王行健被评为优
秀辩手。
7-9 年级组：李思远、张璐、虞
恺越、曹孟谈、绕浩、王元松取得了
团体二等奖，李思远、曹孟谈被评
为优秀辩手。
热烈祝贺我们的小辩手们！
同时也感谢陪着他们一起准备，反
复演练的家长们！希望明年我校
的选手能在总校的辩论比赛中取
得更好的成绩！

2014华夏中文学校北区辩论比赛
天做饭给全家，还要送我上学。还有
爸爸。他也会指导我做作业，和我一
起打篮球。还有外婆，她在我很小时
候照顾我。我感谢妹妹，她是我最好
的玩伴。还有很多很多人我都要感
谢。我喜欢感恩节，它给一次感恩的
机会。

我爱过感恩节
博根分校 许璐璐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感恩节这天表哥、表妹、舅妈和
婆婆都来我们家了。到我们的家之
后，表哥表妹就跟我一块玩游戏。玩
扑克牌，可开心了！
我很喜欢过感恩节。因为我和
我的家里人可以一起说话，吃饭和
玩儿游戏。在这一天我不仅要感恩
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还要感恩我
的小狗，它每天都和我一起玩儿。我

只要看见它，我就笑。我也感恩我自
己。没有我，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快乐
的孩子。

我喜欢感恩节
博根分校 陈奕森
我喜欢感恩节，是因为我可以
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主要节
日。在感恩节的时侯，大家都和自己
的家人在一起吃饭。大家都会有要
感谢的人。  
今年的感恩节，外婆、外公请我
们去饭店吃饭。那里有很多好吃的
东西，像烤火鸡、羊排，还有很多海
鲜。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我可以玩
我最喜欢的游戏，看我最喜欢的电
影，还和我的小朋友一起玩。
这是一个快乐的感恩节!

費城: 905 Arch St #202, Philadelphia, PA 19107; Tel/Fax: 215-627-1506; E-mail: chinapressweeklyphi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