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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华夏中文学校
毕业典礼 6 月上旬举行

“爱飞翔 - 我是乡村小画家”
绘画作品继续收集中…… 叶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辩论比赛”
李文斯顿分校四年级  张宇轩

华夏赛事

	 2019 年华夏中文学校毕业典礼将于 6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2 点在新

泽西 Marlboro 高中礼堂举行。今年华夏 22 所分校共有 324 位应届毕业

生顺利通过 HSK 四级或五级考试，将获得华夏中文学校毕业证书。

	 届时华夏中文学校王宏总校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邱舰副总领

事、华夏优秀毕业生代表、优秀教师代表、华夏齐鲁基金会代表、美国华

人企业家联合会代表及优秀华夏校友代表将到场发言。华夏齐鲁基金

会将现场颁发一等奖、二等奖或三等奖给所有到场的毕业生。

	 华夏中文学校热诚欢迎关心与支持华文教育的各界人士光临观礼。

																																																																						（供稿 / 潘仁南）

	 今年我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华夏总校中区的辩论比赛。我是正方

三辩。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辩论比赛。事实上，我一开始很抗拒辩论比赛，

因为我怕如果我表现不好，同学和老师会嘲笑我。比赛的时候我有一点

紧张，又有一点兴奋。当我走进赛场的一刹那，我突然感到无形的压力。

周围的环境安静得几乎让我坐立不安。我紧紧握住自己的双手，心里想

着我真不应该来这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渐渐的，我神奇地平静下来。

我开始东张西望，观察周围的环境。我看到周围有很多国旗，其中就有

阿根廷的国旗，那是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梅西的祖国。我的注意力分

散了之后，我也就渐渐不紧张了。我开始回忆我辩论的题目和问题，于

是越来越自信起来。我们队在比赛中表现的很好，每个队员都竭尽全力

了。我们互相帮助，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辩友。比赛很快就结束了。

	 我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但是我认为我表现还不错。妈妈和老师

表扬我是比赛型选手，发挥的比训练的时候好。我很感谢爸爸、妈妈和

姥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也很感谢辩论队老师的教导和队友的支持。

	 明年的辩论赛再见！

彩虹尽头的金子  
陈琳霏

	 有一天早上，宝宝醒的时候，看

到外面有一道美丽的彩虹。宝宝的

妈妈告诉他：“每道彩虹尽头都有一

桶金子！”

	 宝宝很想找到那桶金子。宝宝

决定叫他的哥哥来帮忙。哥哥答应

了。宝宝和哥哥准备了两个书包，

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宝宝和

哥哥走啊，走啊，走了好长时间。但

是，他们怎么走也走不到彩虹的尽

头。宝宝很失望。他说：“我放弃了！”	

哥哥说：“宝宝，你永远不要放弃。总

会有别的方法达到目标。”

	 宝宝和哥哥就走回家里重新想

办法。宝宝说：“可能彩虹先生想吃

蛋糕，要是我们给它蛋糕吃，它就会

让我们找到那桶金子。”

		 宝宝和哥哥一起做了一个巧克

力蛋糕，宝宝看着都流口水。但是，

他们把蛋糕送给彩虹的时候，彩虹

一点都没有变化，还是离得很远。

宝宝很伤心。“我们永远都得不到

那桶金子！”宝宝坐在地上开始哭。

哥哥说：“宝宝，你永远不要放弃。总

会有别的方法达到目标。”

		 宝宝和哥哥就走回家里重新想

办法。宝宝又想了一个好主意。宝

宝说：“我们走路太慢了。要是我们

想追上彩虹，我们需要飞过去！我

们用爸爸的热气球吧 !”宝宝和哥哥

的爸爸有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热气

球。

	 哥哥问爸爸可不可以用一下他

的热气球，爸爸说可以。宝宝和哥

哥很高兴地爬进了热气球的筐子

里。他们飞得很快。但是，他们到

了彩虹的尽头的时候，他们发现没

有金子。哥哥很失望，他说：	“对不

起，宝宝。我们可能真的拿不到金

子了。”

	 宝宝说：“没关系。我学到了总

会有别的方法达到目标。”

小猴钥匙扣
刘安雯

	 我这次选择的东西，实际上是

我在两三岁时用的。它为什么这么

重要？你可能会问。那年我姐姐搬

出了我们的房间，因为她已经到了

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的年龄。但是

我一点儿也不习惯一个人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爬起来

找妈妈：“妈妈，我睡不着，因为我很

害怕。”妈妈给了我一个毛茸茸的小

猴钥匙扣。它大约三英寸高，有着

棕色的皮肤和紫色的尾巴，还有一

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这只猴子叫孙

悟空，它有超级的能量。你睡觉或

者在你害怕的时候拿着它，它会保

护你的。“妈妈说。那天我真的就不

害怕，睡着了。从此，我走到哪里都

带着它。

	 大约两年以后，当我一个人睡

觉不再害怕，差点把这只小猴忘了

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我房间的

门大开着，我家的小狗正在地上啃

着我的“孙悟空”！我冲过去从小狗

的嘴里抢了下来，我的眼泪在眼眶

里打滚，我看到猴子的鼻子被咬掉

了，一条腿没了，尾巴也变短了……

我放声大哭了起来。

	 现在，我仍然把这只小猴子留

在我的房间里，即使它被咬坏了。

我仍然非常喜欢它，每当我看到它

时，它会让我变得更加勇敢。	

仙人掌
Derrick Wang 

	 我喜欢的植物是仙人掌，因为

仙人掌是有史以来最酷的植物之

一。

	 仙人掌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它

们体内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并在极

度炎热和干燥的环境中栖息生存。

在炎热的沙漠地区，经常可以看到

仙人掌。

	 仙人掌表面有一层蜡质的皮

肤，这种皮肤可以帮助仙人掌保存

体内的水份。世界上大约有 2000 种

不同种类的仙人掌，其大小、形状、

颜色和栖息地类型不同。仙人掌有

荆棘而不是叶子。它们可能非常尖

锐，而且尖锐的荆棘甚至可能有毒。

仙人掌按植物分类属于仙人科类家

族，这个家族大约有 127 种。

	 我喜欢仙人掌是因为它与其他

植物不一样，功能非常独特。有些

仙人掌可以当水果食用，可以为有

需要的人提供大量的水。仙人掌的

繁殖是由蜜蜂、蝴蝶、飞蛾甚至蝙蝠

授粉完成的。

	 在生活中仙人掌有很多的用

途。首先，它可以通过提供食物和

水来拯救生命。其次，可用于制作

梳子、针和钩子。第三，仙人掌可以

煎、煮或在沙拉和汤中给人类美味。

最后，仙人掌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

下存活一年，这意味着仙人掌非常

适应在干燥和没有水的地区生长。

仙人掌可以长得很老，但有些很年

轻。一些仙人掌只活了十五年，但

有些能活到 300 岁。我也很喜欢吃

仙人掌，看到它制作成其他东西服

务于人类。	

	 我喜欢仙人掌，不仅是因为它

的实用性和独特性，重要的一点是

它顽强的生命力。

狐狸与乌鸦
王铭泽

	 现在离狐狸和乌鸦头一次见面

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乌鸦妈

妈的宝宝呢，都已经长大了，离开母

亲了。但是，现在狐狸又生了孩子，

得寻找肉给孩子们吃了。

	 今天，狐狸妈妈可立了大功。

它一口气抓到了三只兔子，所以就

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回到舒服的

树洞里去给孩子们吃。但是它不知

道，乌鸦妈妈正在天上盯着它，看着

它嘴里叼着的三只兔子就直流口

水。就在这个时候，乌鸦妈妈想起

来了它好几年前被狐狸骗过的事，

一想起来就气得咬牙切齿，所以它

现在就想要从狐狸妈妈那里偷走那

些兔子。

	 乌鸦妈妈脚朝天脑袋朝下“呼”

的一声就飞快地，却很平稳地落在

了狐狸面前。狐狸一看见乌鸦突然

出现在它面前就大叫了一声：“我的

天！鬼婆婆出现了！”它一个倒栽

葱“咚”的一声，就摔落在地上了。

一看原来是乌鸦妈妈气喘吁吁地飞

在它面前，它才平静下来了。

	 这回乌鸦妈妈开口了说：“我刚

刚在洞里面，闻到了一股烟味。飞

出去一看，我看见树底下在你的树

洞那里失火了！”

			 狐狸一听，就连忙地跑呀跑呀。

一直跑到它的树洞那里才发现，一

点火焰也没有。树洞里面它的宝宝

还睡得很香呢。狐狸这才发现它被

乌鸦骗了，所以用飞快的速度回到

它放着兔子的那一块地。但是，乌

鸦早就已经吃的连一小块肉也不

剩，飞走了。

	

小草
文雅丽

	 初春，可爱的小草在阳光的照

耀下，抖抖身上的尘土，探出了小脑

袋。你看，在山坡上，在田野里、路

旁、小河边，到处都是小草的身影。

它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下茁壮成

长，此时人们往往都在万紫千红的

百花园中游览，很少有人真正注意

那些不知名的小草。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

却无”，这是唐代诗人韩愈写的诗，

第二句写的就是从远处和近处看小

草的样子。小草，平凡的小草，世界

因你更美丽。夏天随处可见小草的

踪影，春风吹过，小草跳起欢快的舞

蹈，让人一见就满眼绿意，烦恼顿

消。小草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无论

在哪里，只要有一星泥土，一丝阳

光，小草都能生根发芽。有时你发

现小草被人踩在脚下，折断了腰，踩

碎了叶子。可过不了几天，小草又

顽强地挺立起身子，在春风中微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

的就是可爱的小草。冬天，枯黄的

小草被被烧成焦黑一片，可土地下

的根却在积蓄力量。待到来年春天，

小草又从土里钻出来，给大地增添

无限生机。

	 所以你下次去公园看见小草，

可千万不能小看它们！

可爱的海豚
马若溪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海豚。海豚

是一种灰色的皮肤滑滑的海洋动

物，身体长长的，它游起泳来，一甩

尾巴像美人鱼那么优美。它们长得

很可爱，弯弯的月牙嘴，使它看上去

总是像笑眯眯的。海豚有一个特性，

它喜欢跟人亲近，还对人很友好。

让人很着迷。

	 许多人以为海豚是一种鱼，因

为它们住在水里。其实，海豚是一种

哺乳动物，它们是热血动物，喜欢群

居，也给宝宝喂奶。而且，它们不是

像其他的鱼一样用腮呼吸。海豚跟

人一样，是用肺呼吸的。它们通过头

顶上的一个气孔来呼吸，像一个鼻

子。在水里时，海豚得把自己的气

孔关得紧紧的。很少人知道海豚最

早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九千五百万

年以前，这个未来会变成“海豚”的

动物长的像一只老虎，在水边上很

饥饿地在寻找吃的。在之后的几

千万年里，它在水里生活的时间越

来越长了，就进化成了现在的模样。

	 有些海豚可以打败鲨鱼。比如，

杀人鲸也是海豚家族的一员。海豚

比鲨鱼更聪明，它可以用回声感觉

周围的物体，在打斗中反应更快，还

能及时躲避鲨鱼的攻击。另外，鲨

鱼没有海豚一样灵活的身体。这些

特点都加起来，让海豚有更多优势

呢。

	 有一次，我在特拉华海边看到

了海豚。我正在太阳伞底下放松时，

妹妹和爸爸突然间兴奋地说：“是海

豚！”在远处，我看到六条海豚在海

里戏水，在水面上跳来跳去，让我的

心快要蹦出来的感觉。有一位女士

爬上她的冲浪板，游到海豚旁边。

海豚们还围着她游，跟她蹭蹭，轻推

一下她。我嫉妒地看着那位幸运的

女士，一瞬间，我都想学冲浪了。

这么可爱的海豚，真希望人类可以

更好地爱护它们！

我的床
杨碧睿

	 我从小就喜欢在我的床上睡

觉。现在，我上中学了，要起得更早，

所以睡觉对我更加重要了。有史以

来，人们特别关心睡觉。现在，我们

每天在睡觉和休息上面花快到八个

小时，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在睡觉上

花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睡觉是对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

		 如果我不在自己的床上，肯定

不会睡好的。我的床特别舒服。毯

子又软又暖和。枕头给我送来好梦

和安稳的睡眠。我每天都盼望着躺

在我舒服的床上。如果今天我不上

学，我就会睡一个大懒觉！

		 我的床是白色的，枕头是黄色，

上面有小小的花。在冬天的时候，

上面也盖着这一个黑毯子。我小的

时候睡觉时经常跟我的毛绒玩具一

起编故事。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大孩

子了，就要好好地睡觉，保证我第二

天早上很精神。

	 默默无闻的床，谢谢你给我舒

适和温暖，谢谢你继续陪伴我去实

现我的梦想。

我的小白兔	

文雅丽

	 今年夏天，我去爷爷奶奶家，爷

爷给我买来一只兔子。它有一对长

长的耳朵，一双大大的眼睛，一身雪

白的绒毛，可爱极了！

	 小兔子很活泼。我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兔笼旁边去看

它。开始的时候，它还有一点怕我。

看见我来它就赶紧躲进笼子里。我

每次都带给它最喜欢吃的胡萝卜。

过了几天，小白兔一听见我的脚步

声，就蹦蹦跳跳地跑出来了。它那

可爱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我，

仿佛在对我说：“我的好朋友又来看

我了，今天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我每天都会趁爷爷奶奶不在，

去厨房找来最新鲜的水果蔬菜给它

吃，我的小白兔别提有多高兴了。

爷爷奶奶有时候问我，我就会心一

笑，说是我自己吃的。虽然我自己

没有吃，我的心里却是甜甜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到

了有一天我要和小白兔再见的时

候。小白兔仿佛知道我要走了，一

大早就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我悄悄

地跟它说：“可爱的小白兔啊，明年

暑假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在火车上，我依依不舍地和爷

爷奶奶说再见，脑海里却都是小白

兔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