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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华夏中文学校 HSK 毕业考试”于 3

月 23 日和 24 日分区举行，共有 293 名学生参加

HSK4 级考试，还有 90 名同学参加 HSK5 级考试。

HSK 考试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

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

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今年的毕业考试，由华夏副总校长到各个考

区出任总督考，全面负责。承办北区的大纽约分

校何青校长、刘颖老师，中区的奔腾分校郭玉坤校

长、张悦总监和刘彬老师，南区的普兰斯堡杨志强

校长、叶风苹教务长、赵廷河老师和单精红老师，

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考区的监考老师也是

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考生服务。

	 副总校长许兰薇、副总校长潘仁南、副总校长

张元和教学部长游牧，分别到各区协助考务工作。

在分区负责人和承办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各考点

的准备工作按期完成。考试时，考场安排，考官培

训，考生入场考试等等一系列考务工作按部就班，

井然有序。

	 HSK 考试共分 6 级，通过 HSK4 的考生可以

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流利

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通过 HSK5 的考生

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以及

用汉语进行较为完整的演讲。

	 华夏总校自 2012 年开始使用 HSK4 作为毕业

考试，迄今已有近 2000 学生通过 HSK4 级考试；近

年来，陆续有考生申请 HSK5 级考试并顺利通过。

	 最后感谢各个承办学校、考点负责老师、监考

老师和承办学校的每一位志愿者，感谢 HSK 毕业

考试组委会的成员：叶风苹、张悦、刘颖、赵廷河、刘

彬、何青、郭玉坤、杨志强、许兰薇、李晓京、张元、

潘仁南、张凉、王宏。

																																									（总校教学部	供稿）

	 由华夏总校文艺部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华夏之

星”很快又要和大家见面了，北部分场和中部分场

的承办方分别是纽约中心分校和中部分校。与往

年一样，今年“华夏之星”的节目是由各分校在本

校新年春晚的基础上，精心挑选，汇总了巧思编排

的节目。

	 以悉心设计、靓丽恢宏开场的“华夏之星 - 北

部”，将在 3 月 31 日下午拉开幕布。参演的节目，

有两校合作半百团队的动感十足现代舞，还有行云

流水式的艺术体操单人秀；有裙袂摇曳、激情奔放

的现代舞，还有婀娜多姿、美轮美奂的民族舞；有曼

妙华丽、矫若惊龙的独舞，还有韵味十足、风情万种

的群舞；有声情并茂的自由诗朗诵，还有极具创意

的钢琴小提琴串烧；有喜闻乐见、诙谐幽默的小品，

还有刚劲有力、浑然天成的武术表演。

	 一览节目单，好不期待：

都说《我爱中国话》，最酷《功夫小英雄》；

欣闻《月之花语》，静听《雨打芭蕉》。

才乐小品《声调歌》，又秀大幕《红绸舞》；

荡漾在《蓝天绿草间》，翱翔于《海洋心深处》。

回味《大饼卷一切》，陶醉《熏香神剑韵》；

浪漫魔性《卡路里》，不尽相思《女儿情》!

	 好戏连台上！ 4 月 6 日下午，“华夏之星 - 中

部”又将给观众们带来一台高潮迭起的精彩节目。

除了眉目传情、轻盈优美的轻歌妙舞，窈窕秀美、若

仙若灵的古典舞，独具魅力风格、各异的汉族舞，风

情万种、舒展潇洒的藏族舞，还有千姿百态、斑斓夺

目的民族舞组合。语言类音乐类节目更是丰富多

彩，有悦耳动听、鼓乐齐鸣的乐器演奏，妙语连珠雅

俗共赏的话剧、相声及小品弹唱，还有婉转悠扬、气

势磅礴的合唱。自然流畅、挥洒自如的艺术体操，

也是本台节目的一大亮点！

	 正是：

《赤舞千纱》《锦瑟》艳，《风情韵舞》《天浴》合；

《狐假虎威》《火凤凰》，《剪纸姑娘》《诗与歌》。

《摆手女儿家》真好，《周日早晨故事》鲜；

《喜庆》《春晓》《太湖美》，《十二生肖大拜年》!

	 艺术之星，传承之星，璀璨之星，未来之星，凝

晶成了“华夏之星”！

	 “华夏之星”是中文学校的一项品牌活动，已有

近二十年历史。它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

才艺的平台，也是对各分校文艺类课程的考核，因

而一直受到华夏学生、家长以及指导老师的追捧，

并已成为华夏大家庭文体活动跨越各州及诸多分

校的盛事。

	 “2019 华夏之星”欢迎您，预祝演出成功，并热

盼“华夏之星”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林胜天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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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歌华夏，好戏连台舞仲春
“2019 华夏之星”北部及中部分场将相继登台

“2019 华夏中文学校毕业考试”
圆满结束

汉字和书法是否应该传承？
AP 班： Arthur Zang 

指导老师：董秀敏

	 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信息

化和智能化的世界里，整个世界都

在我们的手指头的控制之下，动一

动手指头，不用出门就能知道你想

知道的世界。

	 也许是生活太方便的缘故，越

来越多的人觉得传统文化不需要传

承，比如“书法”作为独特的中华艺

术逐渐地被人淡忘，甚至还有人说，

“现在学习考试完全能用键盘打字

完成，手写汉字还有必要传承吗？”

我认为，尽管汉字和书法受到现代

社会的严重挑战，但它们作为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必须要传承

下去。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

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小篆、隶书至东

汉的楷书、草书、行书的演变中，书

法艺术得以不断地发展。尽管我们

今天已经踏入了瞬息万变的数字信

息时代，但书法这门有着五千年发

展历史的古老的视觉艺术，其独特

性和它所代表的文化精髓是无法替

代的。

	 汉字是中国的文化的最基本

的因素，它帮助我们记载了中国的

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是世界

上唯一现存的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

表意文字。它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要不断继续发展，在未来生活中发

挥其重要的文化价值。

	 汉字和书法互相依存，只要汉

字存在一天，无论任何时代，书法艺

术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地位和传

承价值。

中国的年夜饭
AP 班：麦楚洋   

指导老师：董秀敏

	 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吃很多好

吃的东西，主要是饺子、年糕，还有

鲶鱼、春卷和长寿面。据说很多中

国人过年都喜欢吃这些东西，因为

人们相信它们会给人带来好运。

	 今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又吃

到了这些好吃的年夜饭，而且还懂

得了它们具体的意思和吃法。妈妈

告诉我，第一道菜就是吃鱼，因为吃

鱼会给人带来繁荣，吃鱼的时候还

要说“鱼跃龙门”和“年年有余”；

第二道菜要吃饺子，吃饺子是因为

会给人带来财富，吃饺子的时候还

要说“招财进宝”；第三道菜要吃春

卷，吃春卷是因为会带给人带来更

多的财富；第四道菜要吃年糕，吃年

糕会给您带来“新的一年节节高”；

第五道菜要吃汤圆，吃汤圆会给人

带来阖家团圆；第六道菜要吃长寿

面，因为吃长寿面会给人带来“长

生不老”。我按照妈妈的说法把每

道菜都吃了一遍，觉得这样吃很有

意思。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过中国新年

啦！尤其是那丰盛的年夜饭，现在

想起来都觉得口水禁不住要流出

来。

过春节
AP 班：关恩恩    

指导老师：董秀敏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和很多传统

习惯。春节期间，家人团聚，走访亲

友，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今年的春节，爸爸妈妈带着我

和弟弟去一个朋友家参加新年聚

会。我们开车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才到了朋友的家。他们家布置得很

干净整齐，桌上摆放了许多鲜花，洋

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他们家的

两只大狗特别有趣，比主人还要热

情。它们跑来跑去，兴奋地围着我

和弟弟，摇着尾巴，还不时用头蹭蹭

我们，好像说“今天有人跟我玩啦，

真开心啊！”	很快又来了几家人，屋

子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大人们

喝酒，吃饭和聊天，孩子们有的玩游

戏，有的跟狗狗玩。我那天玩游戏

特别走运，一连赢了三局，还有更开

心的是，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每一家

都带来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吃了

很多大虾、寿司和三文鱼。

	 今年的春节过得真开心。

雪
AP 班：毛安迪  

指导老师 董秀敏

	 清晨，当我拉开窗帘，哇！一夜

的工夫，整个院子已经盖上了一张

厚厚的雪白的银光闪闪的毯子。

	 特别是后院的那棵大树，经过

绒雪的装扮，平时不起眼的枝丫现

在却黑白相趣、俏丽妩媚、阿娜多

姿，太美了！我急忙举起手机，一张

接着一张……，天空中的雪花还在

飘飘悠悠地落着，像鹅毛一样轻柔，

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雪花在我的

镜头中一点点放大，晶莹的雪花渐

渐地变成了一个个调皮的可爱的小

精灵。“如果这个世界永远像这雪

花一样洁白纯净可爱该多好啊！”

我一边拍照一边想。

	 “安迪，下来扫雪了！”妈妈的

楼下的呼唤声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

实。

	 我知道天空的雪会停，地上的

雪会融化，但我还是要感谢它留给

我美好的遐想！

可爱的老鼠糖人
中文四年级：亮亮

指导教师：汤江勤

	 今年夏天的一天，在去北海公

园的路上，爸爸、妈妈、妹妹和我一

起看到了一位捏糖人的老爷爷。

	 老爷爷叫住了我和妹妹，问我

们：“你们属什么呀？”我告诉老爷

爷我是属老鼠的。老爷爷听后，从

一个盒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大小的糖

泥，糖泥热热的。老爷爷捏了捏，捏

出来一条长长的尾巴，老爷爷把尾

巴的一头儿放到了我的嘴里，他要

我慢慢地往尾巴里吹气儿。我一边

小心地往里吹着气一边看着老爷

爷。老爷爷呢，一边说着“小耗子，

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一边捏出

来一个头，两只耳朵，一个鼻子和四

条腿儿。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老爷

爷说：“等一等”，他拿起毛笔画了两

只小黑眼睛，十分生动可爱。

	 我谢了爷爷，妈妈付了钱，我们

带着小老鼠去了北海公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