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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

我的房间

博根分校 顾甜甜 马立平八年级
指导老师：孙瑜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我
会利用好每一天看（做）世界上我最
想做的事情。         
我有光明的第一天，我会和家
人朋友共同度过。我会尽我所能做
一桌好吃的菜来招待他们，会尽量
记住他们长的样子。我会在家的附
近走走，尽量记住房子街道的细节。
我有光明的第二天，我会用来
看书，因为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读
书。我会重新读一遍我最喜欢的书，
比如哈利波特七本 书；我会看我特
别想读而没读过的书；我也会看一
些有图画的书，因为没有光明时还
可以用手摸着“读”书，但是却看不
见图画。
我有光明的第三天，也是最后
一天，我会去纽约曼哈顿游玩所有
景点，比如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
高线公园；我会去看我最喜欢也最
常去的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
物馆；我还会去看我的最后一场百
老汇剧。
三天时间太短，如果还有时间，
我会走遍世界，告诉我遇到的每一
个人，有光明的世界是多么珍贵，我
们要好好珍惜和保护我们的眼睛，
不要让眼睛受到伤害。

博根分校 彭林 中文4年级2班
指导老师：袁筠
我的房间有大大的窗户，温暖
的床，还有我自己挑的桌子和椅子。
房间里还有书架，电脑，灯，画儿和
衣橱。我的桌子，窗戶，椅子，画儿和
灯都在北面。南面是我的床，门和更
多的画儿。房间的东面是书架和衣
橱。西面是两个柜子，还有一个小桌
子。小桌上有我最喜欢的玩具，很多
狗狗。小桌子的边上是我软软的温
暖的小床。床边的墙上掛满了我画
的画儿和我的相片。我喜欢画画。最
让我满意的一张画画的是梵高的星
夜。
我的房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的房间不是很大，但是很暖和。我
爱我的房间，是因为我的房间大小
正好。白天太阳照在我的书桌上，地
板上，床上，暖洋洋的。房间里有我
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书架上有很多
书。我最喜欢坐在我的转椅上和躺
在我的床上读书。这让我很放松，也
很舒适。读书的时候忘记了一切烦
恼。我的房间就是我的小天堂。

如果我只有三天光明
博根分校 杨瑞晗 马立平八年级
指导老师：孙瑜
如果我只有三天光明，我希望
看见什么呢？
我希望用心去看我平常认为品
淡无奇的事情，例如蓝天、白云还有
绿色的草地，树上的小鸟，各种各样
的色彩，亲人的笑脸，街上跑的车，
海浪和沙滩，秋天的树林，明亮的月
亮以及闪闪的星星 -- 因为我要用
永远地记住这些美好的景象。
我还要倾听轻风吹动的绿草，
小虫和鸟儿在树林唱歌。夜里救火
车的警笛，我要把这些声音和景象
融合在一起，像一部电影一样在我
的脑海里永远不断地上映着。
我还要去抚摸小猫的绒毛，小
鸟的羽毛，大树的树干，爸爸的手，
妈妈的脸，姐姐的长头发。因为我要
把手上的感觉和眼前的印象合在一
起。
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我要去做，
但是这是不可能在三天内做得到
的。就算是再多给我三个月，三年也
看不完我想看的事情。海伦凯勒说
得对，只有当我们发现以后的三天
将是最后三天时，我们才会感觉到
时间是多么地不够用。我们要从今
天开始珍惜时间。

我的愿望
博根分校 郝佳昕 中文五年级1班
指导老师：陶丹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中国
旅游。我记得五岁时，妈妈带着我和
妹妹去了北京。我们参观了天安门，
故宫，颐和园，还有长城。它们都是
中国特别著名的地方，非常美丽，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爱
上了中国！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有趣
的故事。我很喜欢北宋司马光的故
事。有一次，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
起玩儿，突然，一个孩子掉到水缸里
了。大家都吓坏了。只有司马光没有
被吓坏，抱起一块大石头把水缸砸
开了一个大洞。水流出来了，小伙伴
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有了危险，不要惊慌，而要沉着
冷静，多想办法，问题就能解决。中
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意义的故
事，让我学到了很多道理。
因此，我还想再去中国，看更多
美丽的地方，了解更多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你想去中国吗？如果你想，
我们一起去吧！

我的狗和猫
博根分校 陈钰琳 中文4年级2班
指导老师：袁筠
我有两只宠物，一只狗和一只
猫。我的狗身上有白色和黑色的毛，
它的耳朵长长的，眼睛圆圆的，它的
尾巴卷卷的。我的猫是黑色的，它有
一对短短的，尖尖的耳朵，有一条长
长的尾巴。它喜欢眯缝着眼发出喵
喵叫声。有时候我会带小狗去外面
玩，遛遛它，免得它心情不好就汪汪
叫。小猫很懒，不喜欢去外面玩，小
猫喜欢睡觉。一天要睡十几个小时。
我的妹妹喜欢小猫。可是我喜欢小
狗。
我和妹妹每天都帮小狗和小猫
洗澡。小狗爱洗澡，爱干净。小猫不
喜欢水，所以就不喜欢洗澡。小狗和
小猫是好朋友，它们会在一起玩儿。
小猫比小狗大，小狗喜欢吃小猫的
东西，小猫也喜欢吃小狗的东西，它
们从不吵架。它们两个很乖，它们从
来没有咬过人，也没有咬坏别的东
西。如果它们想要什么东西，它们就
会用它们的叫声跟我说。它们是最
好的，最可爱的宠物。

故宫和凡尔赛宫
博根分校 李安妮 王双双实验班
指导老师：潘梅
我今年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我
最喜欢的两个地方是故宫和凡尔赛
宫。
故宫是明朝永乐皇帝为了从南
京迁都到北京，从1406年开始建造，
十四年才建设完。两百五十五年以
后，法王路易十四于 1661 年到 1678
年把凡尔赛宫从一个打猎的行宫变
成了一个真正的王宫。虽然这两个
地方以前都是王宫，但是给我的感
觉很不一样。
我第一眼看故宫是黄昏的时
候，从景山上往下看到一大片方方
正正的房子排列成长方形被护城河
和城墙围绕着。夕阳照在红色的墙
和金色的屋顶上，就像给故宫披了
一层橘色的纱。听说故宫里有 9999
间半房子，我很期待亲身去故宫的
日子。当我真的到了故宫的时候，人
一站在那三座大殿前，感觉就像蚂
蚁一样小了。最后我们去的地方是
故宫的御花园。看到了许多形状奇
怪的石头和很老的树。因为故宫的
房子都是用楠木盖的，为怕着火所
以故宫里只有御花园里有树。在钦
安殿内，供奉着真武大帝，道教中的
水神，因为传说他能保护紫禁城免
于火灾。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凡尔赛宫特
的金色的大门。凡尔赛宫的正面是
红色，浅粉色，蓝色和金色。我们去
的那天虽然是阴天，凡尔赛宫看着
没那么亮，可是还是很美。凡尔赛宫
是欧洲风格的建筑，用的是石板、
银、铁和大理石建造成的一座三层
楼的宫殿，共有 700 个大厅和房间。
我去了这里最有名的镜廊。这个大
厅的一整面墙全都是巨大的镜子。
从这里往外看，可以看到外面美丽
的花园。花园里有很多雕塑和喷泉。
那些雕塑看这特别真，好像随时会

从台子上蹦下来。
虽然这两座王宫的风格很不
同，可是我都很喜欢！我希望以后
有机会再去。

广而告之
博根分校 张建辉 马立平6年级
指导老师：冯丽滨

台湾和日本之行
博根分校 Lily Wong
中文CSL 4年级 指导老师: 何燕
两年前的暑假，我们全家去了
台湾和日本旅游。在台湾，我们参观
了有名的台北101大楼。它有1667英
尺高。我们一家人和亲戚们在 86 楼
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们吃了龙
虾，鱼，和肉，还有很多好吃的点心，
我最喜欢的点心是小笼包。
之后，我们又去了日本的东京。
在东京，我看到了著名的东京天空
大厦。东京天空大厦有2080英尺高。
在大厦顶端，人们可以看到东京的
全景。我们玩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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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春秋 无限憧憬
华夏毕业典礼庆丰收 今年毕业生人数最多
“华夏中文学校 2017 毕业典礼”6 月 10 日下午在新州华夏南部分校
大礼堂（Marlboro High School Auditorium）举办。今年共有 327 名学生毕
业，是华夏史上毕业生最多的年份。孩子们身着礼服戴上方正帽，陆续走
入庄重而温馨的会场；家长及老师们热烈鼓掌，一起见证这一激动人心
的场面。
总校校长张长春首先致辞，鼓励华夏毕业生“继续保持已有的学习
热情，不断提高中文水平，在丰富人生的同时，做美中友好的桥梁和纽
带，为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尽一份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朱家耀
领事、文群太领事到会祝贺，并盛赞华夏对推广中文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奔腾分校张美加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寄语毕业生，
“中文学校不仅教
会了你们中文，教会了你们了解父母，教会了你们中国文化，更让你们懂
得了坚持的意义！”来自俄亥俄、即将去中国留学的王安强做了激情演
讲，他鼓励大家继续学好中文，追求理想人生。继而，杨海翎（中部分校）、
赵玉明（爱迪生分校），郑芷兰（大纽约分校）等三位毕业生代表先后发
言，他们回顾了这些年在华夏的学业点滴，感谢华夏中文学校提供了学
习求知的环境，为自己的成长构筑了坚实的平台。
毕业典礼上，即将离任的总校董事、
分校校长也得到了表彰。华夏总校肯定
他们的奉献，感谢义工们辛勤的社区服
务。为组织本次毕业典礼，下列义工做出
了大量工作，特此感谢：许兰薇、李盛京、
叶森、阎明、林胜天、叶晶、郝若飞、郭众、
张悦、易成、林树民、王剑卫、陈华、王宏、
张长春。    （摄影/郝若飞）

我的星期天
博根分校 李蝴蝶 中文六年级2班
指导老师：汤江勤
每个星期天，我的妈妈早上8点
钟就让我起来了。9点10分离开家去
中文学校。到了学校这段时间我得
去练习辩论，这次辩论的题目是“学
生的压力大是否有利于成才”，我作
为正方一辩代表博根中文学校去参
加总校辩论比赛，我觉得这是一次
很好锻炼中文的机会。练习完辩论，
我还得去上中文课。
上完中文课我还得赶着去上钢
琴课。回到家，妈妈会让我补做中国
结，还得完成学校的作业。
每个星期天，我就这样忙忙碌
碌地度过，过得很充实，我也感到很
快乐。

我的家
博根分校 陈雪盈 中文六年级2班
指导老师：汤江勤
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和
我。我爱我的家，他们也爱我。
我的爸爸从事销售，他的工作
很辛苦，工作时间很长。我们平时很
少见到他，所以一到周末，爸爸都会
带我们出去玩。
我的妈妈工作也很忙，但是她
依然每天把我和弟弟照顾得很好。
每天我和弟弟都能吃得上妈妈做的
美味可口的饭菜。她还常常辅导我
们的功课，接送我们参加各种的课
外活动。
我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但我
们长得很像，很多人说我们是双胞
胎。弟弟是很聪明的孩子。他的生日
快到了，我和妈妈准备为他做一个
起司蛋糕。
我有一个快乐的家，每天都有
很多欢快的笑声。我爱我的爸爸妈
妈和弟弟。

我的鱼
博根分校 李佳因 中文六年级2班
指导老师：汤江勤
前年，朋友家的鱼妈妈生了好
多的鱼宝宝，他们给了我十几条。我
从店里买了一个大鱼缸，鱼草，鱼
食，小石子和假山后，就把鱼宝宝接
回家了。我看着它们在鱼缸里欢快
地游着，我也跟着开心地笑着。每条
鱼都很漂亮，有红的，有黑的，有黄
的，当它们游快的时候，就摆动着美
丽的尾巴。当我按时给它们喂食时，
它们就飞快地游过来使劲地吃着。
我看着它们长大，有一天我发现多
了两条鱼宝宝，我兴奋极了。
我喜欢我的小鱼，我还想养其
他的小动物。

广而告之
博根分校 卢紫熙 马立平6年级
指导老师：冯丽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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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华夏新增两所分校
6月10日，华夏总校董事会召开会议。在听取有意加盟华夏的两所学
校的代表介绍情况之后，董事会一致通过并欢迎它们加入华夏大家庭。
继密尔本中文学校、伯克利中文学校加盟，至此华夏分校总数达到22所。

王宏先生当选下届华夏总校长
总校董事会上，王宏以全票支持率当选下届华夏总校长。王宏先生
是资深义工，热心称职，曾任华夏东部分校校长，后进入总校校委会服
务，担任公关筹款部部长、华夏副总校长。王宏表示，作为新总校长，将秉
承“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区”的办学宗旨，以推进中文教学为核心，为各
分校的教学及文体活动做坚强后盾 ; 打造分校之间的经验交流平台；立
足地方，协助分校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互动 ; 提高华夏凝聚力，在积极
招募新志愿者加盟的同时，邀请有热情有经验的退休义工发挥余热，推
动华夏在华人社区的领导者角色。

参加总校董事会议的部分成员，前排中间为王宏

我的拉丁语老师

了！”。原来妹妹偷偷地溜进了我的
房间了。她的叫声惊动了妈妈。于是
博根分校 师逸 中文六年级2班
妈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还称赞妹
指导老师：汤江勤
我 的 拉 丁 语 老 师 叫 M a g i s t r a 妹说她做得对。从此，当我偷偷玩游
Carroll。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戏的时候就总觉得我的背后站着一
今年都 81 岁了。她有一张圆圆的脸， 个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妹妹，你觉得
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她在我们学校 烦不烦呢？
妹妹有时后也很好玩。我经常
教了将近 60 年了，有些同学的父母，
跟她玩
“我的世界”的游戏。虽然她
叔叔阿姨都曾是她的学生。她讲课
非常生动有趣，她用唱歌的方式教 只有十岁，但是她已经玩地很好了。
我们记语法，因为她，我喜欢学拉丁 我们有时建造雄伟的宫殿，有时相
互打架，有时相互帮助一起打别人。
语，我更喜欢我的拉丁语老师。
有一次妹妹去外婆家度假了。只有
我和爸爸妈妈在家。家里终于好安
我最重要的人
静啊！爸爸妈妈同意我玩游戏了。
博根分校 陈奕森 中文七年级1班
我打开了“我的世界”。这时有个人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向我挑战。于是我们的战斗就开始
我有个妹妹。她今年十岁了。我 了。他好像有个帮手在帮他一起打
爸爸妈妈都叫她精怪。她有时候很 我。于是我没玩多久就输掉了。我想
烦人，有时候很可爱。她就像一个影 要是有妹妹的帮助我就不会那么容
子一样跟着我。
易输掉了。那一天晚上我觉得玩得
有一次，我在房间里做作业，做 很没有意思。要是有妹妹在家该多
累了。我想少许休息一下。我突然 好啊。
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游戏网站。我
妹妹在我身边时，我觉得她很
忍不住地打开网站玩了起来。当我 烦人，但她不在家时，我又会很想
玩的非常起劲时，忽然一个声音在 她 。你 说 她 是 不 是 我 最 重 要 得 人
我背后叫了起来，
“ 哥哥在玩游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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