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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华夏中文学校二十

几名代表应邀参加了中国驻纽约

总领馆特别午宴。总校长王坚先

生向纽约总领馆孙国祥大使赠送

了鸣谢奖牌，诚挚感谢十几年来

纽约总领馆对华夏办学的大力支

持，并表达了华夏对于华文及文

化的交流与合作的美好意愿。孙

国祥大使认真了解了华夏的中文

教学现状及需求，感谢华夏在推

广文字语言及中华文化上所作的

不懈努力。会谈中，与会人员就海

外华文教育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

多层面的交流和探讨，并一起在

领馆过了一个‘双重节日’-	端午

节和儿童节。（摄影/刘健）

	 “2014年华夏杯排球赛”于六
月一日在普兰斯堡分校体育馆落
下帷幕。来自五所中文学校的九支
队伍经激烈鏖战，决出高下。最终
桥水分校荣获中学生组冠军，爱迪
生男队成功卫冕，再捧成人男子组
金杯。
	 在男子组的比赛中，两支老
牌冠军爱迪生队和桥水东之队依
然实力超群，分获小组第一。在半
决赛中，他们都凭着老到的经验，
顶住年轻人的猛烈冲击，分别击败
普兰斯堡和东部高中生队，登顶华
夏杯决赛。在决赛中，他们再次上
演一场经典大战。以赵煦东、赵Jeff
父子领衔的桥水东之队有高度上
的优势，以林志有、林峰父子领衔
的爱迪生队则有整体的年龄优势。
第一局比赛爱迪生队开局顺利很
快领先，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终
点。第二局比赛双方比分一直紧
扣，从头到尾处于交织状态。桥水
东之队以24比23率先拿到赛点，然
而在关键时候的命运之神又倾向
了爱迪生队。双方在网上几经争

夺，最终球掉在桥水东之队一边，
24比24。爱迪生士气大振，连拿两
分以26比24反败为胜，夺得冠军。
在学生组的比赛中，桥水中学队实
力更胜一筹，他们以全胜的成绩取
得分组比赛的第一，并在决赛中战
胜普兰斯堡中学生队，顺利夺冠。
	 一年一度华夏杯排球赛是华
夏排球爱好者的节日，他们以球会
友，以赛传情。场上激烈争夺，场下
友好交流。老将们依然奋力拼搏，
小伙子们已经技艺精堪，挑起大
梁。小将们也是对排球满腔热情，
不断学习，努力提高排球技巧，一
代一代将华夏的排球精神发扬光
大。

	 华夏中部分校成立于1996年
7月，位于新泽西大普林斯顿地区
的蒙加马利市，租用Montgomery	
Upper	Middle	School。学校以教中
文为主，招收四岁半以上的学生，
教授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使用《标
准中文》和《马立平》中文两种教
材，还有专为没有中文基础的人
士而设的CSL（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中文班，还有为儿童设
计的各种文体课，如美术、素描、唱
歌、舞蹈、网球、象棋、武术、语言艺
术等等。
		 	 	为增加学生对文体课的选择，
应家长和学生的要求，学校对今
年的课程安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	
把中文课分成两个时间段：1）拼
音班、学前班-四年级、CSL	I/II	。
1:30–3:05	中文课,	3:15–4:50	文
体课。2）	五年级 – 九年级、CSL	
III/IV、AP	Chinese。1:30–3:05	文
体课,	3:15–4:50	中文课。
				另外,新学年学校增设3-8年级
英语阅读/写作及数学提高班,	为
高中生开设了数学SAT	I	和	SAT	
II	补习班，高中化学补习班，帮助
学生组准备AP化学考试。这些课

程由专业教师指导,	小班教学，先
注册先录取,	额满为止。学校还有
为成年开设的课程。如成人舞蹈、
健美操、瑜伽、太极拳、篮球、排球、
成人英语、棋牌俱乐部等。
		 2014-15新学年已于6月1日
开始注册，凡在2014年7月15日之
前注册中文课并付费的学生享有
$30优惠。我校采用网上直接注册

（www.hxcsmg.org），若有需要帮
助填写报名表的家长,可向学校索
取报名表,现场注册须另外付手续
费$20。凡有网上注册的任何问题，
请通过email与本校联系（hxchmg.
reg@gmail.com），或在本学期结束
前,	到校办公室咨询。
		 我校将于6月7日在本校举办
开放日，学校管理人员将为您解答
各种教学和选课的疑问。欢迎所有
喜欢学习中文，热衷中国文化的人
士前来参与。
	 地址：375	Burnt	Hill	Road,	
Skillman,	NJ		08558.
	 上课时间：周六下午 1:30	 -	
4:50	　电话：609-423-5517。
	 学校网址：	www.hxcsmg.org								
联系方式：principal@hxcsmg.org

我最看重的成长
马立平八年级  马菡曦

指导教师：司静
	 对我来说，我最看重的成长就
是品德。人生有三种成长：学识、技
能和品德。这三种当中，我认为品德
是最重要的。
	 有一则新闻说：一个九岁的小
男孩从佛罗里达，没带飞机票，就登
上飞机出国了。他爸爸向大家问道：

“我孩子不上学，一天到晚在家里打
游戏。一上学，就不停地捣乱。我和
他妈妈不敢打他，要不然就会报警。
现在这样上飞机出国了，把我们给
急死了。大家请帮忙，你们说，我们
应该怎么做？”如果这个孩子有品
德，那他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又有一则新闻：一个男生杀了
他的女朋友，只是因为当她跟男友
分手的时候，男的很不服气，就把她
给杀了。那个男生是个科学家，我们
可以认为他有学识和技能。但他因
为自己不开心就伤害别人，我们可
以说他根本没有品德。
	 现在，你可以看到品德非常重
要。没有它，世界上不会有好人。即
使有学识和技能，也不会说明你会
用这些来做好事。

钓鱼
马立平八年级  冯烁

指导教师：司静
	 我七八岁时，特别喜欢钓鱼。那
时候，我很小，不会钓大鱼，所以我
老到我家附近的公园的小溪去。那
里面的鱼又小又容易上钩。
	 小溪里有特别多鱼。每次去那
里时，我看见小溪里有很多不同种
类的鱼。有的有很大的鱼翅，有的又
瘦又长，还有的胖胖的。我看见他们
静静的在水里面游荡。有时候，一条
鱼还会跳出来。这里的景色真美。
	 每次钓鱼时，都是我跟妈妈去
的。甩钩之后，我就紧盯着我的橙色
的鱼漂。如果那鱼漂下去了，就说明
有鱼上钩了。有时候，没有鱼肯上钩
或者一条狡猾的鱼把鱼饵偷走了，
却不咬钩。很多次，我因这个就着
急。我不高兴时,	我妈妈就帮我冷静
下来，然后告诉我钓鱼需要有耐心。
她让我再去试一下。
	 我听了妈妈的话，就认真地放
上鱼饵去重新钓。那一次，我就慢慢
地等着。两分钟后，我感觉到有鱼在
拽钩。看到鱼漂时，我看见它在上下
跳动。我知道鱼正在吃我的鱼饵。刹
时，鱼漂就沉到水里了。"上钩了!"		"
上钩了!"	我高兴地喊，然后开始收
线。钩上来时，我看见了一个大大的
乌龟咬住了鱼钩。我高兴地喊:"我
做到了。我抓住了个乌龟!"
	 现在我长大了。我有更多作业
和活动，所以我没有时间去钓鱼了。
但是我每次去那公园时，我总是去
那小溪，然后我就想起童年在那里
钓鱼的情景。

蜘蛛阿南西和会说话的甜瓜
马立平六年级  王阳明

指导教师：甄丹彤
(一)

	 有一天早晨，天气很好。蜘蛛
阿南西从一棵刺树上望着大象的园
子。大象在锄着甜瓜地。成熟的甜瓜
好像对阿南西说，“我们是多么香甜
又多汁，你来吃我们吧！”阿南西很
喜欢吃甜瓜，可是它很懒，不愿意自
己种甜瓜。所以它就一直坐着，等到
中午。
	 中午太热了，不能干活了。大象
就回家睡午觉了。
	 蜘蛛阿等了整整一个上午，等
的就是这个时刻!	阿南西飞快地从
树上折断了一个刺，跳到甜瓜地里。
它用刺在最大最成熟的甜瓜里挖了
个洞。

(二)
	 阿南西把自己的身体从洞里挤
进甜瓜，开始吃那个甜瓜了。吃着吃
着，就变得圆圆的了。阿南西说，“我
饱了。应该走了。”他就又往洞里挤，
发现挤不出来！
	 “糟了，我出不去了！”阿南西
叫起来，“我得等，等到再身体变小
了才出得去！”	
				 阿南西坐到一堆甜瓜籽上，等
着自己的身体变小。时间慢慢地在
过去。	

(三)
	 忽然，大象回来了。阿南西想，
等大象再走近一	点的时候，我来说
点什么，大象一定会以为是甜瓜在
说话呢。那多好玩！”大象就摘了阿
南西的甜瓜，说，“这个甜瓜好大好
香啊！”阿南西就说了个“哟！”大
象吓着了。“谁说话？”“是我，甜瓜
说的，”阿南西又说。“甜瓜原来会说
话呀？”大象又说。“我们甜瓜平常
说话，你只是不听。”“多有趣！一个
会说话的甜瓜！我一定要把这甜瓜
给大王看。”大象抱起阿南西躲在里
面的那只甜瓜，跑着跑着，就遇到了
河马。

阿南西和会说话的甜瓜（续）
马立平六年级  黄馨仪

指导教师  甄丹彤
（四）

	 河马问：“你拿着那个甜瓜去哪
儿啊？”
	 大象告诉他：“我把这个甜瓜带
给国王看。”
	 “为什么？国王已经有很多很
多的甜瓜呢!”
	 大象说：“我的这种甜瓜他是没
有的。我的甜瓜会说话。”
	 河马不相信大象，“会讲话的
甜瓜？不可能！这太荒唐了，好比
是...	...”
	 阿南西接过话说：“一只瘦河
马”。
	 河马气得满脸通红，“谁说的？
是你吗，大象？”
	 “不是我，是甜瓜说的，”大象回
答，“我告诉你它会说话的。你现在
相信了吗？”
	 “相信相信！”河马大声说。“让
我跟你去吧，等你把甜瓜给国王的
时候，我倒要听听他说什么。”
	 “那就一起去吧，”大象说道。于
是大象和河马就抱着甜瓜往前走。

（五）

	 过一会儿，他们遇到了野猪。
“你拿着那个甜瓜去哪儿啊？”野猪
问。
	 “我们要把它送给国王。”大象
和河马回答。
	 “为什么？国王已经有一大堆
甜瓜了。”野猪说。
	 “我知道，但是他没有这种甜
瓜。”河马说。“这个甜瓜会讲话。我
亲自听到的。”
	 野猪听了这个，就开始笑。“	这
太荒唐了，好比是...	…”
	 “一只很帅的野猪。”甜瓜接着
说。野猪好生气，整个身体都气得发
抖。
	 “谁说的？”	野猪喊道，“大象，
是你说的吗？河马，是你吗？”
	 “我肯定没有说！”	大象和河
马回答。“这个甜瓜会说话，是他说
的。你现在相信我们了吗？”
	 “相信相信。”野猪大声说。“让
我跟你去吧，等你把甜瓜给国王的
时候，我倒要听听他说什么。”
	 他们三个去见国王的路上，又
遇到了鸵鸟，犀牛，和乌龟。他们一
开始也都不相信甜瓜会说话，直到
他们听到它说话。所以他们都要跟
着去看看。

（六）
	 这些动物来到国王面前。大象
深深地鞠了一躬，把甜瓜放在国王
的脚边。国王看着甜瓜问：“你为什
么给我带一个甜瓜呢？我的花园里
已经有很多了。
	 “你没有这种甜瓜。这个甜瓜会
说话。”大象说。
	 “一个会说话的甜瓜？我不相
信你。甜瓜，你说话吧。”
	 但是，甜瓜什么都不说。
	 国王开始不耐烦了。
		 	“甜瓜，如果你会说话，我想让你
说几句。我命令你说话。”
	 那个甜瓜，一点声音都不出。
	 国王终于放弃了。
	 “噢，这个甜瓜真傻！”
	 这时候甜瓜说话了。“傻，说我
吗？你为什么那么说呢？又不是我
在跟甜瓜说话！”
	 那六只动物从来没有见过国
王那么生气。“这个甜瓜竟敢侮辱
我！”他大声喊道。国王把甜瓜捡起
来使劲儿扔得远远的。

（七）
	 甜瓜跳着滚着，回到了大象的
瓜地。“嘭”的一声，甜瓜撞到树上，
撞碎	了。阿南西从瓜皮的碎片中钻
了出来。
	 现在阿南西的身体又变小了。
他饿了，又想吃东西了。阿南西爬
上一棵香蕉	树，爬到香蕉里大吃起
来。	
	 大象回来了，他走到瓜地里，对
着甜瓜说道：	
	 “你们这些甜瓜，给我在国王
面前惹麻烦！从此以后，你们爱说
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一个字也不想
听！”	
	 “这就对了，大象！”躲在香蕉
里的阿南西说道：“我们香蕉该早点
提醒你，会说话的甜瓜，除了会惹麻
烦，还能干什么！”

华夏与纽约总领馆联谊
探讨并展望华文教育

“2014年华夏杯排球赛”
圆满结束

华夏中文学校中部（蒙哥马利）分校 
HuaXia Chinese School at Montgomery

欢迎您和您的家庭

全体合影

作者：戎俪诗， 老师：黄世钧 作者：郑百强， 老师：黄世钧 舞蹈课的学生在文艺晚会上演出

2014年华夏辩论比赛中，学生们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在上中文课

总校长王坚向孙国祥大使
赠送鸣谢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