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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长城

随处可见的浮力

记波兰的暑假

五年级 刘录杭 指导老师 金茜

七年级 陈若佳 指导老师 邵天毅

九年级 都圣吉 指导老师 黄琳

中 国 的 长 城 太 有 名 了， 听 说 有
13,000 多英里长。我一直非常想去看
一看。
前年，我终于亲眼看到了长城。
放暑假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了中国。
我们参观游玩了很多美丽的地方，可
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长城。我们去的
是北京的慕田峪长城。长城依山而建。
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与树林间宛若一条
游龙。大约每隔 5000 米左右，就有一
个烽火台，是古时用来报警的。我和
爸爸奋力地向上爬，刚过 2 个烽火台
就走不动了。真的非常敬佩那些走在
我们前面的“好汉”。
为了更多地了解⻓城，我在网上
自 学 了 很 多 的 知 识。 我 知 道 长 城 从
2000 多年前的秦朝就开始建造，历经
千年，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万里长
城。所用的材料除了石头、沙子、石
灰等，有些地方竟还用到了糯米！长
城是集结了很多人的智慧和汗水的结
晶，有大约 400,000 人为了修建长城而
失去生命。这才造就了如今举世闻名
的万里长城！

人们在生活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发
现浮力。比如，因为水有一些浮力：
轮船、帆船或气艇可以自由出行；浮
标就可以起到助航的作用；鱼自由自
在地游来游去；人也可以享受游泳带
来的乐趣和更健康的身体。
潜水艇是利用浮力的另外一个非
常好的例子。
浮力把潜水艇托到水表面，而潜
水艇的重量又把它推到水下面。这两
个相反的力决定潜水艇的位置。潜水
艇通过调节自身的重量，能随意地在
水中运行。
空气中的浮力让我们看到更多不
可思议的景象：各式各样的小鸟、飞
艇和风筝都能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
翔”。浮力同样地解释了为什么热气
球能飘在天上？这是因为热气球比空
气重，所以需要载有大量的比空气轻
的东西，比如热空气，使得气球和热
空气的总体重量小于相等体积的周围
空气的重量，这样热气球就可以在空
中飘动起来。
浮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美洲豹猫

鱼

六年级 钱韦晴 指导老师 王晓秋

八年级 向薇 指导老师 张艳

上中文课的时候，老师向我们介
绍了中国的大熊猫，它们是中国特有
的动物，但已濒临灭绝，这意味着世
界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只，中国政
府正极力地保护它们。在了解了大熊
猫之后，我开始思考，在美国有哪些
动物也濒临灭绝，并且也像大熊猫一
样可爱呢？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了
美洲豹猫 (ocelot)。
美洲豹猫是美国本土濒临灭绝的
野猫，它有金色的皮毛，上面有黑色
的花纹和乳白色的肚子。它们的脸颊
侧面和额头上也有黑色条纹，棕褐色
的毛皮环绕着它们的眼睛，尾巴上有
黑色的环状纹，就像一只缩小的花豹。
每只豹猫的颜色图案都不一样，有的
小豹猫是灰色毛皮。小豹猫出生时眼
睛是蓝色的，直到出生后两周才能看
得见东西。豹猫的爸爸妈妈在豹猫出
生后便分开生活，母亲却会留在小豹
猫的身边，教年幼的豹猫如何打猎。
即使小豹猫在八个月后长大成熟，它
也会与母亲在一起生活长达两年之久，
然后便开始独自冒险。
豹猫与所有猫咪一样，它们的听
觉和视力也很棒，可以在夜间狩猎。
豹猫的行动非常隐秘，往往藏在树冠
中。它们是食肉动物，最喜欢吃小啮
齿类的动物，它们也吃鸟，蛇，鹿，
鱼和兔子。如果它们无法吃完猎物，
会把剩下的食物藏起来，然后再回去
吃完。豹猫和其他猫不一样的地方是
除了很会攀爬以外，还是出色的游泳
健将。
豹猫主要生活在德克萨斯州，路易
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东部。但是，由
于栖息地的丧失和偷猎的增加，如今它
们的数量已经减少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虽然在美国购买豹猫皮是非法的，但是
它们美丽的皮毛稀有且珍贵，用豹猫皮
制作的大衣在买家中很受欢迎。要知
道二十只豹猫只能制作一件大衣啊！
由于人们砍伐树木来修建房屋和道路，
豹猫们失去了栖息地。宽阔的道路使它
们容易受到过往车辆的撞击。没有了森
林，没有了家园，它们无处可去，渐渐
豹猫的数量越来越少。
尽管豹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动物
之一，但它们却处于濒危状态。我希
望有一天，人们对豹猫的保护能像大
熊猫一样，不会肆意地破坏其栖息地，
或是只为制作一件大衣而猎杀它们。
我期盼着，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原始生态能再次繁盛，美洲豹猫也不
再稀少。我思考着，我要为挽救濒临
灭绝的豹猫做些什么。

在我们家客厅的花架上，养着两条
可爱的金鱼。它们是我的宠物，也是我
调皮的小伙伴。
花架上面的那一只比较大，身体是
黄色的，鱼鳍圆圆的像扇子一样。大尾
巴跟丝绸一样轻柔，游起来摆呀摆的，
别提有多悠闲了。它肥肥大大的肚子好
像一碰就裂开一样。身上披着一层鳞
片，又细又薄，闪闪发光，就像披上了
一件金色的铠甲。我叫它黄金龙，别看
它个头大，却胆小极了，有一点点风吹
草动，就惊慌地游来游去，一定要等到
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了才敢停下来。
花架下面那只小巧玲珑，额头上是
火一样的红，看上去好像发烧了呢，我
叫它小红帽。小红帽的身体上是白色的，
尾部又是红的。它虽然个头小，胆子却
不小。每当看到有人过来，小嘴就一张
一合地好像在讨吃的，煞是有趣。它像
一个演员，换水时总是把身体翻来转去
的，还不时跳几下，可爱极了。这两只
金鱼都喜欢吐泡泡，一串串千姿百态的
泡泡从它们的嘴里跑出来，这景象别有
一番生趣。我之前养过的几条金鱼全死
了，所以这次十分小心地对待它们。
夏天比较热，黄金龙似乎很怕热，
沉在鱼缸底下动也懒得动一下，喂食时
总是等我走了才慢慢游上来吃，很慵懒
的样子。小红帽似乎很活泼，一天到晚
不停地游。看到我喂食了，就马上头朝
上竖着在鱼缸里，张大了嘴巴。我刚把
食物扔下去，它“啊呜”一吞，又开始
不停地游了……看到它贪吃的样，我哭
笑不得。我还准备逗逗它。
我拿一粒鱼食，套在一根线上，接
着放下去。“演员”小红帽象往常一样
头朝上竖着在鱼缸里，刚要吃，我就往
旁边一拉，它又跟了上来……就这样，
我骗它跑了一圈又一圈，它早已筋疲力
尽。而我呢，早就被它那可笑的样子笑
得合不拢嘴，看着他它那可怜巴巴的样
子，我也就把鱼食放了下去。它又“啊
呜”一下，似乎永远都吃不饱一样。
它们俩一动一静，给我们家带来了
无穷的欢乐。虽然它们不会讲话，却是
我的好朋友。我觉得它们就像我的性格
一样，可以静下心来
读书、学习，也可以
去生龙活虎地玩耍。
我很喜欢这两个可
爱的小伙伴！

往年暑假我和弟弟都会去波兰看望
奶奶。早早定了机票，放假前几个月我
们就天天数着日历倒计时，盼望着出发。
在波兰我们大多时候都跟奶奶在
乡村的小木屋渡过。清晨在狗犬鸡叫声
中醒来，浓浓的烤面包或蛋糕的奶香味
扑鼻而来，美好的一天由此开始。天气
好的时候，我们会跟奶奶去旁边的树
林。漫步在无边无际的盎然绿意中，我
们欣赏林中的野花，聆听鸟儿的歌声，
摘取可食用的蘑菇。回家路上，我们会
随手采些蓝莓和黑莓来吃。傍晚时分，
亲友们常聚在一起烧烤。大家会带些不
同的食物，如香肠，土豆，培根串，奶
酪饺子等。食物的香味混合着淡淡的烟
火，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踢球玩耍，
好不热闹。随着夜晚来临，天上出现一
颗颗亮闪闪的星星。那满天的繁星啊，
感觉离我们那么近，仿佛把手伸长一些
就能碰到似得。四周空旷，躺在柔软而
凉快的草地上望着夜空，我好像体验到
了什么是“天似穹庐”。
美好恬静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
奶奶来机场接我们的场景恍若昨天。我
们在依依惜别中期待来年暑假与奶奶
重逢。然而，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课
外活动也一项项增多，去波兰奶奶家的
小木屋过个无忧无虑的暑假，越来越成
奢望。幸运的是，那些灿烂的时光已深
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龟背竹
六年级 唐一平 指导老师 洪旋
我家客厅的角落里有一大盆美丽
的龟背竹。那是几年以前妈妈的朋友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那时候，龟背竹
还只有两片小小的叶子。一眨眼间，
龟背竹已经长成了一棵比我还高的翠
绿茂盛的小树。
龟背竹的叶子长的像芭蕉扇一样，
又大又漂亮，特别惹人喜爱。最特别
的是每片叶子上都有十几个窟窿，很
象乌龟的背。它的茎像竹子一样一节
一节的，所以叫它龟背竹。
龟背竹是我家最容易养的植物了。
它总是那么容易满足，有一点点阳光，
有一点点的水，它就能生长得朝气蓬
勃。每隔几天，我去看它的时候，都
能看到它又长高长大了。
在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躲在龟
背竹的大叶子下读书玩玩具，没有人
能找到我。我经常仰起头望着龟背竹，
它的叶子微微晃动，感觉在向我招手。
它就象一个老朋友那样伴我玩耍，陪
我长大。
龟背竹虽然没有玫瑰花那样艳丽，
也没有茉莉花那样芬芳，但它生命顽
强，又能净化空气，它独特的美给我
们全家带来特别的享受。

小溪旁的覆盆子
九年级 张思婷 指导老师 黄琳
我家附近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面流
淌着一条小溪。溪水在班驳的阳光中闪
烁，像透明的玻璃一样。树上的绿叶在
微风中，像无数闪亮的绿宝石。地面凹
凸不平布满了树根，还有带着刺的植
物，像野猫一样挠着你的裤腿。这儿不
是公园，只不过是一片野地。我和弟弟
常常会发现奇形怪状的石头，五颜六色
的野花，偶尔还能碰上野生的小动物。
有一次，爸爸发现小溪对面长着粉
红色的覆盆子（raspberry），就是那
种味道酸甜的超市浆果。爸爸打算带我
和弟弟去摘。有一棵倒下的大树横在小
溪上。我想沿着树干走过去，但爸爸说
树干不稳。小溪里有些石头露在水面
上。爸爸决定率领我和弟弟踩着石头渡
溪。爸爸找了一根树枝，让我和弟弟紧
紧抓着跟在他后面。突然听到‘哎呀’
一声，我只感到手带着胳臂被往下拽，
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冰冷的溪水
立刻淹到了我的大腿。紧跟着，又听见
‘噗通’一声，回头一看，弟弟也坐在
了水里。只见爸爸从溪水中站了起来，
浑身滴着水。原来，爸爸脚滑摔进了溪
水中，手里的树枝把我们俩也带倒了。
爸爸觉得我们这样没法去摘覆盆子了，
只好像落汤鸡一样铩羽而归。妈妈看到
我们仨后目瞪口呆：“你们是去游泳了
吗，覆盆子呢？”
那天，我们没有吃到覆盆子，但小溪旁
的覆盆子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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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地
八年级 祁淾 指导老师 窦泽和
孔子是中国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他曾经说过：“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这
句话中，孔子提到了要成为一个君子要
怎样自立自强和对待别人。在这个世界
上，我们必须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德
和技能 ,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 也要坚
持到底。我们也必须得接受别人，不管
他们和我们有多少不同，也要既和平又
友好地和别人一起相处。虽然孔子生在
几千年前，但到了今天，他的话对我们
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最近 , 新冠病毒一下子把我们生活
打乱了。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见我们
的朋友、同学、老师或者亲戚 , 也不能
自由自在地出门和外界打交道。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对学
习的动力。上网课与原来的面对面上
课存在很多差距，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这个差距，开始不认真学习或者放弃
提高我们的技能。“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
亦难矣”。新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自己认为战胜了这些挑战就会
取得最大的成功。
孔子也教了我们要非常宽容和尊
重别人。特别是在美国，人们的想法和
文化背景都非常不同。我们必须得学会
怎么接受别人的做法，即使我们有时不
同意这些做法。孔子也曾经说过：“君
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如果别
人和我们不同，我们不应该嘲笑或者欺
负他们。学校里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的
同学不可能都和我想得一模一样，但是
我要学会怎样和他们和平相处。
孔子所讲的生活方法不但能够
提 高 我 们 的 品 德 和 技 能， 它 也 能 够
教 我 们 怎 样 变 得 更 好， 成 为 对 社 会
有用的人。

2021 辛丑年“华夏‘云’春晚”观后感
李文斯顿分校 李兰芳

大年初二，华夏中文学校的“华
夏 ‘云’春晚”在云端与观众见面。
在总校长和历任校长致辞后，春晚在
喜庆乐曲中拉开序幕。
主持人游牧和李峥用一个疫情导
致 的 mission impossible 的 艰 难 回 国
路，引入了第一个节目——来自理海
谷分校的钢琴四手联弹《不可能的任
务》。它宛如战斗号角，带领人们回
味过去奋斗的一年。接下来的《“牛”
转乾坤》巧妙融合了东西方乐器，之
后过渡到三句半毫不违和，其中的“长
大要接您的班，着急”更是令人欣慰。
黑管与长笛合奏的“茉莉花”，西器
中用，结合完美。米蔷老师的一曲“载
歌载舞”给人带来专业的享受，令人
陶然忘情以为身在华夏故国的音乐厅。
舞蹈《新春的祝福》让人在欣赏舞蹈
之美的同时，由衷赞叹人们的乐观和
创造性。同一首歌，同一身服装，不
同的场所跨越平台融合成同一台舞蹈
节目。纵使不能手牵手，我们依然心
连心。《木兰辞》朗诵配着精美的快板、
舞剑、古筝、长笛以及迪斯尼的歌曲，
尽显巾帼英雄气概。《多彩的南部》
带来传统文化才艺展示，男儿当自强
之武术表演、写意而传神的国画展、
民族风舞蹈“鸿雁”和展示的中式手
工作品呈现出中华文化的丰度和广度。
《唱山歌》带观众神游赛歌会，宛如
身临其境。《你笑起来真好看》的歌
声吹散了所有烦恼，带来春日阳光般
的温暖。两代人齐上阵的《小兔乖乖》，
勇敢可爱的小兔子耳朵一动一动，最
终战胜奸诈的大灰狼。
中场休息过后， 《三打白骨精》
绘声绘色，更有科技为想象插上翅膀，
让这台虚拟背景的话剧超越了舞台布
景的舞美限制，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西
游记的玄幻。《古诗联唱》有感情，
有意境，有童趣。《唐诗里的长安》
让听众随着富有磁性的声线回忆起一
首首描写长安的唐诗，也通过“长安
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等诗

句看到了昔日的长安。唐诗盛于长安，
此言非虚。舞蹈《芳华》再现了电影《芳
华》中的芭蕾和民族舞结合的风格，
给观众们带来了视觉盛宴。歌曲《七
朵莲花》由两朵姐妹花用汉语和梵语
双语演唱，她们的优美歌声带着希望，
更新，和平，祝福。相声《反义词》
中兄弟俩长袍马褂，捧哏逗哏，颇得
相声艺术精髓，引得观众的欢声笑语
隔着屏幕都听得见。
《爱我你就抱抱我》
用亲情爱意打动了每个人。《春江花
月夜》配以古筝曲，带着观众们重回
盛唐江南。那温柔绮丽的思乡，明月
千年的悠长，令人回味。二胡名曲《赛
马》阵阵急弦如得得马蹄催人奋发。
汉语是音乐的语言，说唱《三个和尚》
把古老的寓言故事演绎得活泼有趣，
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手语歌
《我爱你中国》委婉地展现了华夏文
化之根，情意深重。《说中文》串起
平日学中文说中文时遇到的一个个搞
笑的误解，令人捧腹。师生们从配乐
到主唱都亲历亲为的《新年快乐》，
歌曲从民歌到流行，覆盖了祖国从南
到北不同地区的风格。诗朗诵《华裔
美国人》中一句“我骄傲，我是华裔
美国人”说出了每一位华夏人的心声。
  晚会接近尾声时，各分校校长分享了
过去一年中华夏的师生和家长们如何
应对困难、锐意创新，老师们很快掌
握并持续挖掘各种网课新技能，把中
文课上得有声有色，线上活动也办得
风生水起等实践和经验。
最后，晚会在总校义工团队合唱
的《难忘今宵》中结束。过去的一年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华夏人把握
机遇和创新的一年。华夏中文学校以
人为本，为了服务学生和社区，与时
俱进，锐意创新。今年虽然不能线下
相聚，但形式有别的云端晚会精彩尤
胜。为传播弘扬中华文化，服务连接
华人社区，牛年又将是稳健开拓，踏
实进步的一年。俯首甘为孺子牛，抗
疫齐牵华夏情。

牛年“NEW”春晚

2020 年 很
一是关于中国
特 别， 绝 大 部
文 化、 历 史、
分人都热切地
地理的知识有
盼望新年的到
奖 竞 猜； 另 一
记 2021 华夏桥水分校微信春晚
来。 华 夏 中 文
为华夏桥水家
学校桥水分校的教职员工们与学生和
庭录制的才艺表演短视频。两类节目
家长们通力合作，战胜疫情的挑战顺
交叉进行。组织晚会的教务组成员按
利完成 2020 春季、夏季和秋季的课程， 事先演练的程序分工合作，让晚会有
一年一度的农历春节迎新晚会也如期
条不紊地进行着。妙趣横生的知识问
举行。不过在特殊时期，春晚也以特
答题引来大家踊跃竞猜和讨论，精彩
别的形式在微信平台上呈现给桥水分
纷呈的才艺表演视频也得到师生家长
校的广大师生和家长们。  
们的不断喝彩。
晚会的筹备、节目的筛选都与以
两个小时的晚会很快就过去了，
往不同，节目反应和观众参与度也难
可观众们的热情依旧高涨并纷纷留言：
以预测。但越是艰难的时刻，校长李
“谢谢老师们，中文学校万岁！”
燕君领导的校务组越要倾力为师生们
“感谢这次的云聚会，感觉到浓
带来欢乐和祝福。正如校长的春晚致
浓的年味。谢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辞所述：“送走不平凡的庚子年，辛
谢谢校长！”
丑年春节已至，牛年已经到来。在此
“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像是大家
疫情依然蔓延的时刻，我们桥水家庭
又聚会了！孩子期待明年见面！谢谢
聚集在校群联欢，庆祝农历春节。此
学校老师们的精心组织！”
时我们需要这样的凝聚力，我们需要
“有特色的春晚，超级棒！”  
这样的快乐时光，我们需要这样的开
“花儿送给所有的人，大家相亲
心一刻来冲淡近一年来网课的郁闷，
相爱，如家人。”
拉近我们的距离，让我们在一起，心
“人才济济，精彩纷呈！咱们桥
连心在牛年扭转乾坤，携手走向未来。” 水中文学校大家庭真棒！”
经过校务组精心准备，桥水分校
“难忘今日，给学校、家长和孩
牛年春晚于 2021 年 2 月 14 日上午在
子们点赞！”
微信平台上举行。节目分为两个类别，
……

学习汉语
AP 中文 李绿绮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认为学习汉语就像在打扫一张
很乱的桌子一样。桌子上有各种各样
的资料，书籍，图片，文字，和故事。
我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就像整理桌
上的图片。我对中文的印象是离散的。
随着我整理桌上的书和材料，我读的
中文书和故事也越来越多。我慢慢地
整理这些材料，桌面上也变得更干净，
我对中文的了解也更加清晰了。在不知
不觉中，所有不同的材料汇聚在一起，
就产生了联系，我开始通过汉语来了解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在学习中文的过
程中，通过阅读文章不断发现和积累新
的知识。
我学习汉语的时间越长，我对中国
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就越多。我逐渐意识
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成语、习惯用
语和表达方式后面都有着深厚的文化
背景，并揭示出文化价值和信仰。
我在学习中文时遇到过很多困难。
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带到
中文学校。当时我觉得不可能学好中
文——汉语中有将近五千多个词汇，我
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的词汇呢？但是我
并未放弃。对我来说，写中文文章是
最难的。由于我的词汇量非常有限，我
无法整理好我的想法。于是，我就开始
阅读更多书籍并学习新单词，这对提高
我的写作能力有了很大的帮助。虽然学
习汉语并没有变得更简单，但逐渐地，
它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我非常高兴我
没有放弃学习汉语，因为我发现汉语语
言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总地说来，
学习中文已成为一种有趣的体验。
每天，我仍然会在凌乱的办公桌上
发现一些新东西，但它不再像几年前那
样看起来那么凌乱和困难。

中文的笔画
AP 中文 祁烨 指导老师 窦泽和
笔画和笔画顺序是中文学习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中文字是
由笔画组成的。没有笔画中文字就无
法形成。
首先，中文里的笔画非常丰富，
由 横（ー）、 竖（ー）、 撇（ ノ ）、
那（ ）、横折（  ）、竖折弯钩（⺃）、
横 折 弯 钩（ ）、 点（、） 等 笔 画。
学习这些笔画都非常重要，因为中文
字都是用这些基本的笔画，再加上一
些特殊的笔画组成的。
其次，笔画的顺序也非常重要。
写字通常要先横后竖，比如“十”字
是先写“ー”再写“ー”组成“十”字。
另外，中文字要从左到右写。很多中
文字是由边旁部首组成的，通常要先
写左边的边旁部首再写右边的那一部
分。还要先撇后那，比如“人”字是
要先写“ノ”再写“ ”。在写复杂的
字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用哪些笔画和
笔顺来写那个字，不然就会写错。比如，
写“藏”字的时候，你需要认识这个

字中的每一个笔画和笔顺，这样才能
写出正确的“藏”字。
最近，在新冠疫情时期，我在很
多时候需要用中文字典来查不认识的
字。因为现在中文课都是变成了网课，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中文课后或课前
问老师。如果我做作业的时候或者读
课文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只
能查字典。我找到一个网上的中文字
典，在这个字典查不认识的字比在纸
质的中文字典里查更方便，因为那个
网上的字典查起来更快，不仅有英文
解释而且还有中文的发音。那个网上
的中文字典的查找需要我先写出那个
我不认识的字，而且必须得按照正确
的笔画顺序写，不然的话那个网上的
字典就不认识我写的字，无法查找出
这个字的意思。我以前中文字是乱写
的，根本不用正确的笔画写字。因为
我现在经常在那个网上字典查字，我
不得不用正确的笔画写出要查的字，
因此我的写字笔画顺序进步了不少。
笔画和笔画顺序在中文里非常重
要。如果学好中文的笔画和笔顺，学
习中文字和写中文字就会变得容易，
学习中文也会更加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