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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消息
ぁ 博根分校

春天的故事
双双四册班 郑文滨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春天来了。我出去散步，微风拂
面。到处都跑动着可爱的小动物。鲜
花也盛开了，鸟儿在欢唱，鱼儿在还
是微冷的水中游来游去。我注意到光
秃秃的树上开始长叶子了。周围的小
蚂蚁在搬家，蝴蝶追来追去。开始下
雨了，幸好我带了一把雨伞。我赶紧
往家赶，身上有点湿。妈妈为我切了
一些时令的水果，红的，绿的，黄的，
蓝的，黑的，五彩缤纷，我边吃边看
外面的世界。我享受着春天带给我们
的一切。

第九课《“神州”飞天》读后感
中文五册班 齐怡琳 指导老师 杨秀杰

杨利伟作为中国飞天第一人，他
完成了一件非常骄傲和有挑战的工
作。他要面对许多未知的危险，还要
做出正确的判断，克服困难和恐惧，
完成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第十课《曹冲称象》读后感
中文五册班 齐怡琳 指导老师 杨秀杰

曹冲是个很
聪明的孩子，他
想出来一个可行
的办法称大象。
办法很好，可就
是有些麻烦。他
们要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船上，然
后再把石头一块一块地称一下，最后
再把这些重量加起来，才可以算出来
大象的重量。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
么大的秤，所以只好用间接的方法。
现在科技发达，有了很多的新技
术，新方法，以前很难的事情，现在
变得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三思而后行
中文六册班 张紫媛 指导老师 陶丹

周日的下午，我和妈妈一起做雪
糕。我们把草莓切成小块，然后和蓝
莓一起混合到酸奶里，再加一点糖，
雪糕糊就做好了。我们仔细地把雪糕
糊倒进模具里。现在只要把模具放到
冰箱里冷冻，很快就可以吃到香甜的
雪 糕 了。 我 开 心 地 说：“ 妈 妈， 妈
妈，我可以帮忙把模具放到冷冻格里
吗？”“当然可以了！”妈妈微笑着
说。我小心翼翼地端起模具，举得高
高的，就要往冰箱高处的冷冻格里放。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冰箱壁，模具一
歪，雪糕糊全都掉到了地上，刚装好
的雪糕糊洒得到处都是。我吓坏了，
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妈
妈走过来，轻声地对我说：“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收拾。”我们一边收拾满
地的雪糕糊，妈妈一边说：“我们做
事情的时候要先想好怎么做，然后再
去做。如果自己做不到，就需要赶快
寻求帮助。不考虑周全就莽撞地做事，
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中国有一
句古语，叫作‘三思而后行’，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地板擦干净，
又重新做了一些雪糕糊。这一次，我
先在我可以够到的冷冻格里清理出一
块地方，然后非常小心地把模具放了
进去。盛满雪糕糊的模具稳稳地立在
冰箱里，好像在对我说：
“你太棒了！我们在这
里很舒服，很快就可以
变成水果雪糕了！”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
充实，不但学会了做雪
糕，还学会了一句话，
叫作“三思而后行”。

更大的舞台
-- 记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表演
中文九册班 张紫萱 指导老师 马璐

“扑通，扑通，扑通”我心如鼓擂，
此刻我正站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幕
布后面，等待着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
大的钢琴表演。台上的表演者正在演
奏着流畅而激昂的曲子，台下的观众
听得非常入神。我的思绪穿过厚厚的
幕布，回到了以前。
我从 5 岁开始学习钢琴，从认识
五线谱上的小蝌蚪到能够弹出一首完
整的曲子，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也付
出了很多的努力。我常常在钢琴前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一小段曲子，
反复练习。练习钢琴非常枯燥，有好
多次，我无论怎样都弹不好一支曲子，
不停的失败让我心情沮丧，非常想要
放弃练习。但是，经过不懈努力而取
得的成功又会让我非常兴奋，所以我
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只要我用心去
做，我就一定会有进步，一定会取得
好成绩。经过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我的手指越来越灵活，五线谱上的小
蝌蚪也变得越来越可爱。它们不再是
让我头疼的小黑点，它们像在跟我做
游戏，让我的眼睛捕捉它们，手指追
逐它们，把静止在乐谱上的点和线变

成了从琴键上流
淌出来的旋律，
越来越动听。
“ 哗” 一 阵
雷鸣般的掌声把
我的思绪拉回到
现场，接下来该我表演了。我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一步，两步，三步，“抬
头，挺胸”我心中默默地念着，坚定
地走上舞台。我在钢琴前坐定，调整
了一下呼吸，开始了我的演奏。柔和
的灯光笼罩着我，台下一片安静，我
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享受着音乐带
来的快乐。一曲结束，台下响起了热
烈的欢呼声。我看到了观众席上的爸
爸、妈妈和妹妹，他们都在为我鼓掌。
我喜欢钢琴，喜欢挑战，我希望
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更大的
舞台表演。

妈！母亲节的时候，我通常会给她买
一束玫瑰花，妈妈特别喜欢玫瑰，所
以她都会很开心。
我的妈妈像我的一个好朋友，但
是她也是一个严厉的妈妈。在我的心
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听过
一个故事：每一个
小孩出生前，上帝
告诉他：“会有一
个天使保护你，她
的名字就叫妈妈。”
所有的感激都
抵不过一句话：妈
妈，我爱你。

我参加的第一次中文辩论比赛
马立平六年级 尚博湛 指导老师 孙瑜

我最喜欢的节日
中文四册班 陈博泉 指导老师 孙长慧

我最喜欢的
节日是中国新
年。也叫春节。
我从来没在中国
过过新年，但是
我的爸爸妈妈给
我讲了很多中国
新年的故事。我家也庆祝中国新年。
我最喜欢过中国新年了。
中国新年是农历年第一天。每年
的新年日期不一样，一般在一月份或
者二月份。过年前我们把家里打扫干
净，然后贴上春联。我妈妈要买很多
东西放到冰箱里。到了新年前一天的
晚上，妈妈要做一顿非常丰盛的年夜
饭。我最喜欢吃饺子。爸爸妈妈说，
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到午夜十二点也
不睡觉。等到新年钟声一过，他们就
开始放鞭炮，可响了。可惜我在美国
没放过。
新年的第一天，孩子们要给长辈
拜年。长辈要给小孩子们压岁钱。我
以前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去纽约的唐人
街，看到舞狮和舞龙，很热闹。妈妈
说中国南方过年还有赛龙舟呢。
中国新年很有意思，有好吃的，
好玩儿的，还可以得到压岁钱。更重
要的是它把过去一年结束，希望新的
一年更好。所以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
国的新年。

我的妈妈
中文四册班 陈博泉 指导老师 孙长慧

我的妈妈的名字是张大颖。妈妈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不但给
了我生命，从我出生以后她还时时
刻刻细心地照顾我。虽然她工作很
忙，她总会挤出时间给我做饭，教
我学中文，询问我学校的事情。我
最喜欢我的妈妈。
我妈妈最喜欢除了冬天以外的其
它季节。她总说冬天太冷了！到了
春天她迫不及待地整理院子，种花
种草。到了夏天，妈妈安排全家去
度假。秋天来了，妈妈拉着我们去
踏秋。还把家里装饰得有秋天的气
息。很温馨。妈妈总是把家里打扫
得干干净净。她喜欢包饺子，我最
喜欢吃她包的饺子！
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读书。我们
各自制定读书目标看谁先完成。结
果我总赢。妈妈爱看电视剧。虽然
她自己就是医生，她还是爱看“Grey’s
Anatomy”。我妈妈喜欢去有历史故
事的地方旅游。对当地的风土人情
感兴趣。
母亲节要
到 了。 我 要 给
妈妈准备早餐，
还要给她买一
束 鲜 花。 最 重
要 的， 我 要 跟
妈 妈 说：“ 妈
妈我爱你！”

我的妈妈
中文四册班 潘美伊 指导老师 孙长慧

我的妈妈个子不是很高，但是
我觉得她很美。我的妈妈很聪明，
很温柔。
我的妈妈最喜欢吃的是 Pizza 和
螃蟹，最喜欢喝的是咖啡。她每天都
得喝一杯咖啡，她告诉我那是她最享
受的时刻。妈妈常常会做香辣螃蟹，
那也是我喜欢吃的。我的妈妈非常喜
欢旅游，她想去世界各地旅游。每次
我放暑假，我们都会计划一次旅行。
妈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她爱尝试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去游
玩儿。因此，我和爸爸也同样爱上了
旅行！妈妈最喜欢的是我，她说我是
她用青春换来的最美的礼物。她会陪
我做游戏，给我读童话书。我生病发
烧的时候，她会一整夜陪在我身边。
我在学校遇到了麻烦或不开心，妈妈
都会开导我，帮我分析和解决我的问
题和我应该怎么做，我非常爱我的妈

上个星期，我参加了第一次中文
辩论比赛。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中文辩
论比赛。我不知道我应该准备什么，
复习什么，也不知道正式的辩论比赛
是什么样的。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练习，
努力准备。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连一个问题也回答不出来。直到比
赛快来的时候，我还是不确定自己准
备好了没有。还好学校老师组织了几
次 ZOOM 培训和演练，这让我的心里
有点信心了。
这次辩论一共有五个环节。主持
人先讲了一遍比赛规则，随后辩论比
赛正式开始。第一部分由双方一辩开
始轮流陈述自己的观点，计时两分钟。
接下来就是一对一攻辩的环节。每一
个辩手相互提问和回答对方的问题，
之后由二辩总结攻辩小结。第四部分
最精彩，是自由辩论环节，正反方互
相提问，我觉得这部分是最考验我们
的应变能力。最后一个环节是正反方
三辩总结发言，也是我准备时间最长
的一部分。辩论结束后，评委点评了
我们这一组的表现。他先肯定了我们
的表现，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比赛结束后我们都感觉一下子轻
松很多。老师让我们到餐厅里等最后
的结果。几个小时后，结果终于出来
了。主持人读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
当主持人报到第三第二名的时候没有
我们的名字，我心想我们一定得了第
一！我们真的是第一名，大家兴奋的
欢呼起来。

皮蛋拌豆腐
马立平六年级 贺煜 指导老师 孙瑜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我要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道我最喜欢吃的凉菜。
因为它做起来很简单，有营养，又清
凉爽口，所以我爱吃这道菜。这道菜
叫皮蛋拌豆腐。
这道菜需要的材料很简单：一盒
嫩豆腐，两个皮蛋，两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酱油，一点点盐，一勺麻油，
和一点点葱花。
这道菜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
把皮蛋的壳去掉。用清水慢慢地洗皮
蛋和豆腐。洗好了，把皮蛋切成一小
块一小块的。然后，把皮蛋和豆腐放
在一个大碗里。先放两勺生抽酱油，
再放一勺老抽酱油，一点点盐，一勺
麻油，和葱花，在碗里。最后，把那
些材料拌均匀。
白的像雪的豆腐，黑色的皮蛋，
深 咖 啡 色 的 酱 油， 加 上 绿 色 的 葱
花 --- 颜色美丽极了。
皮蛋拌豆腐很容易做又好吃。
是我夏天最爱
吃的一道菜。
谢谢大家和我
一起做我最爱
吃的皮蛋拌豆
腐。

冰雹
马立平六年级 尚博湛 指导老师 孙瑜

记得有
一 年 夏 天，
我在家里做
作 业， 外 面
的天忽然暗
下 来， 狂 风
大 作， 感 觉
马上要下雷阵雨，突然听到噼里啪啦
很响的声音，我和弟弟马上跑到窗前
一看，只见大大小小的白色弹珠从天
上落下来，就像有人从天上扔了一把
小石子。敲在屋顶上又弹到地上，很
快地上铺满了白色的弹珠。地上的冰
雹有圆的、不规则形状的。大的跟硬
币一样大，小的像黄豆。这时，妈妈
跑过来说：“哇，下冰雹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冰雹，问妈妈：
“为什么现在在下冰雹呢？”妈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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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根分校于 5 月 8 日举行了

2021-2022 学年度毕业典礼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 2021-2022 学
年度毕业典礼于 2022 年 5 月 8 日下
午 1 点 10 分在学校礼堂正式开始。
教务长孙长慧主持毕业典礼，她提到
2021-2022 学年到今天就要告一个段
落了，感谢所有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和
辛勤付出，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老师
的呵护，孩子们的进步离不开老师的
教导，孩子们的收获更是离不开老师
的辛勤付出，老师们辛苦了 ! 同时在
我们老师的身后是学校强大的校委会
团队和无私的董事会团队，可以是说
今年如果没有校委会和董事会团队的
精诚合作、互相支持，学校是无法顺
顺利利成功地走到今天的。感谢校长
和董事长领导的博根史上最强团队中
的每一位成员，你们是最棒的，衷心
地说声“谢谢”。
接下来，华夏博根中文学校校长
王虹和董事长王志红分别在毕业典礼
上发表了讲话，对全校教职工的辛勤
付出表示感谢，对全校的同学们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寄语。今年华夏博根中
文学校有 13 位毕业生，不论同学们

是在中文学校学习了一年还是十年，
学校都要恭喜毕业生同学们在学习中
文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能坚持中文学
习到今天，这个时刻登上这个舞台，
毕业生同学们都是胜利的，都是成功
的。学生的成绩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是老师教育、家长教育的成功。所
以既要祝贺毕业生们，也要感谢老师
和家长们。 毕业典礼上毕业班的张勤
老师自豪地宣读了毕业生名单，王志
红董事长给毕业生颁发奖状，王虹校
长和马璐副校长给毕业生颁发奖杯。
毕业班的廖子琪同学还代表毕业的同
学们发言，感谢学校和老师们这么多
年来的教育和鼓励，珍惜在中文学校
和一路读上来的同学们的友谊。学校
祝贺所有的毕业生和张勤老师！最后
大家一起欣赏了学校的部分文化课班
学生的精彩表演，节目非常受欢迎，
赢得了阵阵掌声！
毕业典礼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结束，
祝福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身体健
康，学业进步，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暑
假！（博根分校 孙长慧）

华夏教坛

博根分校

华夏博根 爱之所向 我心所往
贺华夏博根建校二十五周年
博根分校 李植 老师
丁丑的立春送来泥土的清香
紫荆花即将迎来百年的归航
守望在北美博根郡的华夏游子
架构儒学的梦想，播种文化沃野上的希望
萌芽
一样的书声朗朗，不同的乡情寄意
各异的习俗口音，共继的轩辕炎黄
无惧迷惘彷徨，沿着光的方向
静静地嗅着墨香的惬意，追寻远方可期的力量
滋长
方块字的灵韵散播于校园的每个角落
中华文化的精髓与博大精深在这里源远流长
历史的浓郁伴着知识的芬芳充盈着官感
精彩纷呈的文体课飘扬着青春烂漫的欢声笑语
硕果
演讲辩论多彩多姿，作文创意琳琅满目
IT 编程异彩纷呈，HSK、AP 桂冠蝉联
烙印着，挥洒波澜的，点点滴滴
承载着，指引记忆的，人生刻线
杨柳书堂千寻色，桃花颔首一苑香
蓦然回首，深情对望
跨越时空，热烈相拥
二十五载，炽热祈望
华夏博根，爱之所向，我心所往

诉我，冰雹通常在春夏，还有秋天出
现，一般不会下很长时间。果然没几
分钟冰雹就停了。她还说，下冰雹的
时候不要出门，被冰雹打到很危险。
我很好奇，想知道冰雹是哪里来
的，就到网上去查一查。网上说，夏
天的时候会有很多雷雨，雷雨会带水
到天空，在那里它们结冰形成冰雹。
下冰雹可能非常危险，因为大的冰雹
会破坏房屋、汽车、农作物等。
我以前只见过下雪下雨，但从来
没有见过下冰雹。大自然真的太神
奇了！

雪的到来
马立平六年级 林嘉雯 指导老师 孙瑜

今天是星期四。太阳才刚刚升起
来，蓝天白云就已经消失了。一片接
着一片的雪花从天上掉了下来。我飞
快地跑到窗户旁边看雪。不知不觉的，
我感觉房间里好像也变得像外面一样
冷了。
雪花飘来飘去的就像它们在空中
翩翩起舞。一片一片的雪花轻轻地落
在地上。不过一会儿，绿色的草，已
经被厚厚的雪给盖住了。因为屋顶上
的雪堆得像山一样高，雪都沿着房檐
掉下来了。雪覆盖了整道马路。一眼
看过去，除了白白的一片雪地，什么
也看不见了。
平常，雪下几个小时就停了。但
是，这场暴风雪可没那么简单，居然
连夜地一直下到了明天早上。太阳
又升起来了，雪也停了，阳光照在
雪地上，炎热的激光让雪开始慢慢地
融化成水了。虽然我一踏出房门还是
能感觉到一丝丝的
凉风吹过，但是，
动物们开始出来活
动了，整片草地又
恢复了它本身的颜
色，树上的雪也不
见了。
雪真奇妙啊！

月亮
马立平六年级 王成宁 指导老师 孙瑜

我喜欢看月亮，每天晚上太阳下
了山，当我抬头看天空时，天上有很
多漂亮的星星，在星星边上有一个大
大的圆圆的亮亮的月亮。
月亮每天都会改变它的形状，它
开始从大大的圆圆的月亮变成只能看
到一半的月亮，然后又从一半的月亮
变成弯弯的月亮，最后又从弯弯的月
亮变回到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月亮是
最亮的，它是白色的。一半的月亮是
黄色的，像金子一样。弯弯的月亮是
暗红色的，看上去像一条船。每年的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这时候的月亮是
最大最圆最亮的，我们在中秋节全家
都要在一起，吃月饼、
看月亮、玩游戏。
月亮每天晚上静
静的挂在天上，小星
星在边上，漂亮极了，
这时候我会说：“晚
安，月亮。”然后爬
上了我的小床，安静
地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