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腊月八日 ( 俗
称腊八 ) 前后，作为资深
家庭主妇，我雷打不动地
要腌制一罐腊八蒜 ( 醋 )。

美味的食物需要最简
单最原始的食材和烹调方法。腊八醋更
是简单粗暴到世人皆知。拢共分五步：

第一步 准备原料：一瓶醋 ( 陈醋
最佳 )，中国进口的大蒜，黄冰糖，一
点白酒。

第二步 准备用具 : IKEA 有密封塞
的阔口玻璃瓶是首选，或者瓷瓶、瓦罐
均可。

第三步 腌制阶段：洗碗机洗净烘
干瓶瓶罐罐，放一点点白酒把大蒜灌醉，
不然，大蒜肯定不想和黑乎乎酸溜溜的
陈醋呆在一起。

第四步 把大蒜和陈醋按照自己喜
欢的比例放在容器内（所谓自己喜欢的
比例是喜欢酸味浓的可以少放蒜，反之
亦然），加冰糖少许，盖子拧紧，耐心
静等三七二十一天，自然发酵，磨合。

第五步 等大蒜变成青绿色。开瓶
即食。

开瓶仪式怎么会少得了年夜饭的

三鲜水饺呢！每年此时，
厨房里飘盈着先生拿手的
四喜丸子和炸茄盒的味道，
我的山寨版的水煮鱼，香
辣蟹，以及代表幸福美满

的各种年糕、春卷、汤圆等等。
夹起一枚晶莹剔透的水饺，蘸取

一点酸甜微辣的腊八醋(童年的味道)，
韭菜的异香加入虾仁的鲜香，满足瞬间
充斥了口齿里的每一颗味蕾。

一罐小小的腊八醋 , 不单单是为了
大饱口福，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传统的蔓
延，和那份对遥远家乡父母割舍不开的
依恋，还有回不去的童年。

儿子们半生不熟的中文吉祥话，
火红的窗花，白皑皑的积雪，若有若无
的春晚歌舞升平，年味充斥了家里每个
角落。厨房的热气落在玻璃窗上，连街
边的灯火也
变得朦胧而
温暖。

2 0 2 2
年 12 月 30
日（农历腊
月初八）

【华夏长岛讯】寅虎辞旧岁 , 卯兔迎
新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3年农历新年，
华夏长岛校区的师生们精心准备了一系列
迎新春庆祝活动。这也是疫情防控三年来，
华夏长岛校区首次恢复备受期待的线下春
节联欢会。

岁末已至，恰逢一年一度的华夏总校
朗诵比赛举办在即，长岛校区先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初选，从一至三年级 13 个班级
中遴选出30名优秀选手进行第二轮较量。
由长岛校区领导、老师和义工代表组成的
11 人评审团，投票选出了 12 名胜出者获
得总决赛的入围资格，他们将代表长岛校

区进行总决赛的名次角逐。
与此同时，长岛校区筹备的一系列

迎新春庆祝活动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一直以来，春节联欢会都是长岛校区的
传统节目，此前由于疫情搁浅了三年，
此次重新恢复这一传统，师生们都卯足
了劲儿，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融入
到节目中呈现出来。据长岛校区负责人
介绍，此次春节联欢会以喜庆、团结、
吉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组委会在
全校师生中广泛征集，最终确定了 20 个
节目，形式新颖，种类丰富，相声、三
句半、诗朗诵、歌曲唱跳、乐器合奏等
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据悉，考虑到疫情仍在，长岛校区
的春节联欢会将于 1 月 8 日在其学校教学
楼里专门搭建的演播室里进行录制，后期
制作完成后，全校师生将于 1 月 29 日在
ZOOM上以联欢互动的形式，以班级为单位，
统一进行观看并实时参与互动。届时，还
将以现场抽奖、发红包以及场外直播连线
等方式，全方位多媒体地实现线上线下互
动联欢。

（通讯员 华夏长岛 刘楹冉）

十一月中的下午
四点多，去中文学校
接孩子。通往教学楼
的小路上，看见不远
处的小山之上，暮云层层堆积，而一轮夕
阳兀自努力着挣脱云翳，向人间放射出最
后一波耀眼的光芒。镀金的云层，瓦蓝的天，
橙红的夕阳，在亦凉亦温的暮光里，拼出
一幅相得益彰的图画。

近处坡地上的两棵树，在夕阳的光泽
照耀之下，初经霜冻的叶子，也在刹那里
红亮生辉，点燃这个晚秋的风景。

看到这等景色，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举起手机来拍照。几步远的地方，学校里
的孙老师也在抓拍这转瞬即逝的美景。我
们相视一笑，感叹道：“真是太美了！”

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租用纽约州立大学
老韦斯特贝瑞分校的教室来上课。这个校园
的风景之美，不仅仅是在这个暮秋的晚上。

校园四周有高低起伏的林
地，林中隐约散立着几座颇有
豪宅气概的房子。校园里的道
路多以花树命名，比如进入校
园的长长的苹果南（北）路，
以及校园里的云杉路、榆树路

和樱花路等等。
春季学期，满园

遍野的自由开放的春
色，在高高低低的深

深浅浅的叶绿里，也在枝枝条条的红红白
白的花开中。秋季学期，举目四望就是绵
延不尽的万橙千红。我也喜欢在适逢小雾、
微雨或者初雪的天气经过校园，林中漫漫
渺渺的轻烟，让人恍惚间以为这象牙塔内
也可以散发出一些世外桃源的气质。

而对殷殷盼望孩子们多学点中文、多
接受一点中华文化熏陶的父母们来说，这
校园风景的美，或许更在于那一张张稚气
未脱的脸，那一间又一间教室里传来的中
国话，在于课前、课间和课后那些友情的
中文的碰撞和交流吧？

毕竟，有孩子、有人、有朋友、有着
无穷希望的校园风景，才是更美的。

华夏长岛专刊 图文组稿：李可茗 杨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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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从军》读后感
标准中文 8 年级 严嘉韵  指导老师 朱毅颖

第一次去钱币店
七年级 郭庆茂  指导老师 鲍克菊

ぁ 华夏长岛

投稿信箱：hxcsnews@gmail.com
主    编：顾庄华

摄影展流程 :
	•	 	作品提交:2023年1月1日–1月31日
	•	 	投票评选 :2023年 2月1日–2月5日
	•	结果公布 :2023年 2月11日
参展规则：
	•	 	参展以华夏分校家庭为单位，年龄不限，

每个Email可以申请一个编号，每个编
号限提交一幅作品。每个家庭最多可以
提交三个作品。

	•	 	参展作品可以是风景、人物、饮食、人
文、活动等，拍摄时间不早于2022 年，
展现新春佳节的情景。

	•	 	上传照片需大小在1~16MB之间；彩色、
黑白不限。投稿作品不得对原始影像进
行删改、添加、合成等技术调整。仅可
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调整及
构图剪裁等必要的后期处理。

	•	 	照片必须是作者本人拍摄，作者对作品
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人像照片需
参展选手在提交作品时选择同意授权。
如参评作品出现雷同，主办方有权就雷
同作品向作者索取创作证明。网络下载
图片为无效作品。

	•	 	每个家庭只能有一幅作品获得组委
会奖。

	•	 	参展作品将在华夏中文学校官网上展
示。摄影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华夏
中文学校有使用权。

奖励 :
	•	 	获得网络投票最多的前十幅作品获得

网络人气奖，每幅作品 $10Amazon 电
子礼券。

	•	 	获得组委会投票最多的前十人，每人
$20Amazon 电子礼券。( 每家庭限一幅
作品 )

	•	 	参展作品最多的前三个分校获得摄影展
优秀组织奖。

评分标准 :
	•	 	主题性:照片主题内容符合活动主题“华

夏的年味儿”，作品名称、介绍、内容相符。
	•	 	技术性 :取景、构图、曝光、色调、清

晰度等复合摄影技术基本要求，色彩和
谐，构图比例协调。

	•	 	创造力:作品表达形式新颖，构思独特，
作品能够通过形象化的摄影语言符号和
创新的立意去诠释摄影作品的主题。

	•	 	表现力:作品风格突出，拍摄视角独特，
手法新颖。

权责说明和注意事项 :
	•	 	投稿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

权、名誉权、隐私权。
	•	 	作品内容不得妨害公序良俗，一经发现

将取消参展资格。
	•	 	本次活动不收取费用。所有征集作品，

主办方有权在华夏系统内组织展览、报
刊、视频等主题推广宣传活动中使用并
不再支付报酬，同时有义务在使用过程
中尊重作者和版权所有者的署名权。

	•	 	参展者注册与填写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并保持通讯畅通。主办方将通过电子邮
箱发送获奖电子礼卡，因获奖者未能提
供准确的信息资料而导致未能收到电子
礼卡的，责任由获奖者本人负责。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摄影展组委会

所有。
报名方式 :

2023 年 1 月 1 日 至 31 日， 通 过
华 夏 摄 影 展 官 网 接 :https://hxcs.org/
Photography2023.aspx，点击作品上传链
接，输入有效电子邮件地址获取编号和
密码，用所获取的编号和密码登录即可
上传作品。

联系我们：hxcs.competition@gmail.com
华夏中文学校外联宣传部

华夏长岛师生紧锣密鼓迎卯兔

中文学校的风景
作者 应帆

腊八醋
作者 李可茗

我在华夏中文学校上学，今年已经读
五年级呢了！

我很喜欢我的中文学校，在这里，我
的中文口语突飞猛进。虽然有时候作业特
别多，很累，但看到我的成绩进步的时候，
也是蛮开心的。 

我在五年级学《西游记》。西游记里
面的人物有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
白龙马和观音菩萨等主要人物，唐僧师徒
四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了真经。

在众多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佛祖如
来。我喜欢他是因为他非常厉害，法力无边，
而且正义和善良。他把偷吃蟠桃的孙悟空
压在五行山下面，从此以后，孙悟空就不
能出来捣蛋了。佛祖如来不但厉害，也很
聪明。他让唐僧救出了被压五百年的孙悟
空，让孙悟空口服心服地保护唐僧取回真
经。一路上，他们消灭了很多妖魔鬼怪，
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中文课堂也很有意思，老师可
以不看课本就把故事讲出来，而且还会把
整个课本里发生的故事做复习和预习，有
时候还会留下悬念，让我们每次都很期待
新的课程。

我爱我的中文学校，她让我懂得了很
多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很多的中文字。

因为学了西游记，我才知道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并期待要去读遍中国的四大
名著呢！

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除了有高大
的城市建筑而闻名以外，纽约周边的小
镇也是一年四季，变换着不同的色彩。
粉红的樱花是纽约春天的颜色；碧海蓝
天是纽约夏天的颜色；火红的橡树是纽
约秋天的颜色。

然而，我最喜欢的是纽约冬天的颜色。
冬季是纽约最好的季节。那么，纽约的冬
季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在冬天，我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在雪地
里玩雪。我们堆雪人打雪仗，还躺在雪地
里用手和脚划出天使。等玩累了，我们会
喝一杯热乎乎的巧克力牛奶，身体马上感
觉暖洋洋的。

在冬天，我还玩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像溜冰、滑雪板、滑雪和打冰球。我最喜
欢溜冰。因为在溜冰时，我感觉像在飞。

冬天里有很多不同的节日，像西方的
圣诞节，犹太人的光明节，感恩节 , 非洲
人的宽扎节和中国人的春节。不同文化的
人们在一起庆祝各种节日的到来。

所以 , 纽约冬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让我告诉您吧，她是五彩斑斓的节日的
颜色！

我很喜欢下国际象棋。我经常去曼
哈顿的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有
时候还能赢得一些小奖。

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我听说六月底
到七月初在费城有一场非常大的国际象棋
比赛。这个比赛每年一次，今年是第五十
届。有一千两百人参加，而且奖金很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比赛有
九轮，每一轮大概要下三个多小时。我在
U1800 分的级别组里报了名。这个组里第
一名的奖金有一万两千美元。我当时只是
想去试一试这个比赛，但我并没有盼望能
获得大奖。

报完名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准备这
场比赛。我把以前所下过的棋仔细地分析，
也把有些我不太熟悉的开局好好地练习了
一下。比赛之前的几个星期，我还去了俱
乐部参加了一些小比赛来练习。

比赛当天，爸爸带我坐火车到了费
城。到了宾馆之后我们看到了下棋比赛的
大厅。这个大厅可以容纳八百多人同时下
棋。大概晚上七点钟，第一场比赛开始了。
我没想到我的对手反而比我还小。我一开
始小看了他，下了几步棋之后，我就觉得
对手水平不差，我提醒了自己要认真对待
对手。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抓住了对手
的错误，最后赢了这盘棋。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第二轮比赛
开始了。对手年纪比较大。后来因为我第
一盘棋赢了，我有点太大意，差一点就输
了。我在落后的局面下没有放弃，最后抓
住了对手一个失误，下了和棋。这盘棋之
后，我就觉得这个比赛很难，没有希望能
得大奖。后面的每盘棋我都认真地下，结
果连续赢了
六盘棋。在
第九盘棋之
前，我已经
排名第一，
比第二名多
了 0.5 分。
最后一盘棋
我下得太紧

星 期 六 早
上，爸爸开车送
我去上钢琴课。
上了45分钟的音
乐课后，我们去
超市买了些食物，
然后我们回到了
车上。直到那一
刻，对我来说，这都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
六早上。但是，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与众不
同，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我要去一个我盼
望已久的硬币店。

一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
收集硬币。我用我的钱从银行兑换了流通
的硬币卷。然后，我保留了有价值的硬币，
并退回了我不想要的硬币。这个方法奏效
了，到暑假结束时，我已经积累了一百多
枚硬币，从两分钱的硬币到后来有三十多
块钱的硬币。但有一个问题：它很耗时，
我要花很多的时间从这些硬币卷里寻找有
价值的硬币。通常一两天也只能找到大约
十个有价值的一分钱硬币。每一个一分钱
的硬币通常市场价值两三分钱。我最有价
值的一分钱硬币是一九一九年生产的，它
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一角钱。接下来，暑假
就结束了。虽然学校刚刚开学，但是我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所以我放弃了在硬
币卷中寻找我要的硬币的做法。取而代之
的是我决定去钱币店，这样我就可以更快
地找到我想要的钱币。于是我让爸爸开车
带我去硬币店。这是我第一次去硬币店，
我高兴极了。

当我们到达硬币店时，一位大约四十
多岁的先生迎接了我们。他戴着眼镜，很
和蔼。这位先生说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并
给了我们他的名片。在我们去硬币店之前，
我已经列出了我想要的东西。我给了他名
单，他看了看，问我今天要不要名单上的
任何东西。我说我想要一个汞角硬币。他
给我看了两枚硬币。其中一个形状很粗糙，
价值两美元。另一个状态良好，需要花四
美元。我决定选四块钱的。但是当我要付
钱的时候，他问我是否真的想要。安德鲁
说，四美元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多钱，但它
可以给流浪汉买食物。我说我明白了，但
是我决定要买。因为，首先，这四块钱是
我暑假帮家里割草、洗厕所赚来的，我非
常努力地工作才得到了这四块钱；其次，
这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一枚银币，我对此感
到非常兴奋，我为了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
我最后付钱购买了这一枚硬币。同时我也
感谢了安德鲁，他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商店。

我会非常珍惜这一次经历和这一枚汞
角硬币。

我学了《木
兰从军》这篇文
章后，深深地感
受到木兰是一个
勇敢、孝敬的女
孩子。她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有一天看到天
子征兵的命令，
上面有她父亲的
名字，她急坏了。

父亲年龄大了，弟弟还小。她决定女扮男
装，替父亲去当兵。

木兰在军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和男
人一样作战英勇顽强，参加过许多次残酷
的战斗，十年的军中生活使她更加坚强。
当她胜利归来，天子非常高兴，并想给她
封官。但是木兰一直非常思念家人，拒绝
了天子，只想早点儿与家人团聚。

天子满足了她的要求，木兰终于回
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换上了自己的女装，
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在《木兰从军》这篇文章中，我学

马立平《中文》教材
八年级学生诗作集锦

指导老师 古滢

“成功没有捷径”，这句话印在我
们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而中文学习就
更加没有捷径，因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中文是世界上第一难学的语言。多
少年来，海外华裔后代的中文学习，都在
寻求这一条成功的道路：不仅识几个常用
字，希望孩子们经过学习能看懂中文电视，
读懂武侠小说。那么现在我们的中文教育
成果怎么样了？可以这么高兴地回答关心
这个问题答案的人们，在目前的教学努力
下，我们的学生开始有了非常令人高兴的
进步。

学习《中华文化之窗》的诗画篇之后，
我们给学生布置了单元考试，孩子们交来
了他们各自的小诗，各自命题，各有风采：

被窝（任迈）
室外北风啸，寒风穿堂叫，
躲在被窝里，心底暖洋洋。
传神地表达了恶劣天气下，学校停课，

自己赖在床上的惬意感觉。

一天（虞方羿）
放学了，跑出门，一直跑到家前门。
走进家，做作业，一直做到大半夜。
坐下来，吃碗饭，吃完还剩一大半。
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一个非常努力的学

生废寝忘食的生活。

小区里（林昱均）
我的棒球找不到，去了小区里找找。
左边婆婆在弯腰，右边小朋友在跑，
我就左看右看地找。
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样的一个找球的

画面。
紧贴现实、深度写实的还有下面两首：

疫情（张瀚宇）
现在美国好，但是还很早。
没人戴口罩，不知死多少。
写诗的时间是2021年 2月，不幸被孩

子言中，不戴口罩后果确实非常严重。

窗外（康纾浩）
最近生活比较难，
疫情让人比较乱。
医生禁我离家门，
只好从窗往外看。
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因为疫情不得不憋

在家里的无奈。
还有的孩子很有诗人的气质，他们观

察大自然非常仔细，有的诗句并不是押韵
严谨，但是意境到了：

雪（薛露露）
雪在街上闪闪发光，
静静地飘落在街上，
外面的树木光秃秃的，
我领悟到了世界的美丽。

四季（黄琬莹）
春天的小鸟吱吱地叫，
夏天的小草轻轻地摇，
秋天的叶子沙沙地掉，
冬天的雪花悄悄地飘。
这两首小诗的画面感都很强，孩子

们在用心地去体会自然，并用诗的语言
将其表达出来。让这些诗句有了巨大的
感染力。

古话说：“诗言志，词言情”。这
个学期的古诗词学习，本就是一种文化
的熏陶，效果非常令人满意，学生学会了
韵脚的使用，体会到了诗画同源的意境，
用诗来描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歌颂自然。
这个结果让老师受到了非常的鼓舞。写诗
是用和写作文不同的方式来启迪学生的
写作热情和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只要到
了一定的识字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
学模式。

学生绘画作品：兔 （郑思翰）

到了女孩子也可以做到像男孩子一样保卫
家园。我为木兰的勇敢和孝敬父母以及热
爱家人的行为所感动。虽然我没有生活在
木兰的时代，但是她是我学习崇拜的英雄。

张了，其实是有很多赢棋机会的，但是对
方的防守很好，下了五个半小时，最后下
了和棋。这样我就和另外一个对手并列第
一，分了奖金。我没能赢最后一盘棋，我
觉得挺可惜的，可爸爸安慰我说结果已经
很好了。

最终我没有赢一万两千美元的奖金，
只赢了九千美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
大的比赛，见到了很多厉害的对手。我学
到了下棋时不要小看别人，认真对待每一
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