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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圣诞灯
 沈克媛     指导老师：李冰

	 昨天是圣诞夜，我和我的家人
去看了拉斯维加斯的圣诞灯。听说
那里的灯是美国最美丽的。
	 我们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可是
一直没找到入口。到处都很空，	很
黑，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全家人都有
点害怕，没一个人说话。	过了快一
个小时，突然，闪闪发光的灯一下子
不知从哪儿都冒了出来。我们真不
敢相信我们的眼睛，很激动地向那
儿开过去。到了门前，我们都兴奋地
叫起来：“多么美丽啊！”
	 到处都是灯做的礼物。我们慢
慢地开着车，看见许多灯做的小精
灵。有些小精灵正在做小礼物，有
些正在帮助圣诞老人，还有些正在
开火车。我也看见了圣诞老人，红
鼻子麋鹿，和“	The	Grinch	”。“	The	
Grinch”的心肠特别毒，	我不想做它
的朋友！
	 我们看见了一个灯做的水族
馆。那里也很特别。小鱼在游，小螃
蟹在爬，海星在眨眼睛。
	 我们还看见了一个灯做的童话
世界。在童话世界，	有许多仙女。一
些有粉红色的裙子，一些有紫色的
裙子，也有蓝色的，绿色的，什么颜
色都有。好漂亮啊！我看见的仙女
都很年轻。她们的头发有黄色的，棕
色的，可是	没有灰色的，白色的。她
们闪闪发光的翅膀好像在飞，好有
趣啊！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有许多灯做
成的一个大正方形。	我们的车像一
只小老鼠一样钻进了正方形洞。原
来是一条灯做的隧道。那些五颜六
色的灯像彩虹一样，还在不停地转
动。我们的车也好像在不停地转动。
	 昨天是我最喜欢的日子，明年
我想再去！

感恩节水上之旅
 任昕也     指导老师：杨波

	 感恩节那一天，我和我的双胞
胎哥哥跟朋友一起去水上公园玩，
我们先到房间，然后去水上乐园。我
们爬上了一个比较大的水滑梯，名
字叫”大水蛇“，非常高兴的滑下来。
然后我们去一个更大的滑梯“疯狂
野兽”，四个人同时上去，坐一个充
气筏子，一起滑下来，太激动人心
了。后来我们又去另一个最大的滑
梯“大嗓门狒狒”，虽然很高很高，但
是我们一点都不怕，飞快冲下去，溅
起很高的水花。我们大笑大叫着，兴
奋极了。
	 然后我们去漂流，很满意和舒
服。接着我们又去滑了一遍”疯狂野
兽“，结束了很开心的一天。

快乐的感恩节假期
 任嘉也     指导老师：杨波

	 感恩节的时候，我心里感谢我
的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婆，哥哥弟弟
和很多朋友。我们家也开了一个很
大的派对。来了很多客人，	大人在
一起说话，小朋友在一起玩。	大人
做了很多很好吃的食物，有火鸡，有
寿司，还有面条，一共有几十种。大
家都开心极了。
	 第二天，我们的朋友带我们去
一个水上乐园。那里有很多的水滑
梯，都很高很大，看起来很害怕。但
是我还是上去了，滑下来的时候，非
常非常好玩。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滑
梯上卡住了，我们都很紧张，但是我
们使劲地晃，就又滑起来了。那里还
有小水枪，可以转不同的方向，互相
打仗玩。水上乐园太酷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感恩节！

我的感恩节
 骆嘉骏     指导老师：杨波

	 感恩节的时候，我的全家去了
朋友的家。我们在那里吃了各种各
样的美味的食物，象火鸡和苹果派。
贝贝和我都吃了很多。我们小孩子
在楼下去玩很多种玩具。大人们在
看电视和聊天。爷爷奶奶们也在聊
天。
	 感恩节的第二天，我去了爸爸
的公司。我在那里看书和玩电子玩
具。中午的时候，我们去了韩国饭馆
吃饭。
	 感恩节的第三天，我们去了新
泽西的博物馆。很好玩。

我的感恩节
 刘馨迪     指导老师：杨波

	 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家里来了
许多客人。	他们跟我玩儿了各种
好玩儿的游戏。他们也在我家住
了两个晚上。星期四的时候，我还
去了金神体育馆看张惠妹唱歌。
我那时候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她让
我们跟她一起唱的时候。星期五
和星期六，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去
买东西。	我在Westchester	Mall基
本上就是玩儿游戏。我还去了一
个钢琴表演。星期天的时候我和
我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一个同事
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去吃了Capitol	
Grille。我的感恩节很有趣。

我的感恩节
 卢贤燊     指导老师：李谦云

	 今年的感恩节很特别，因为我
和家人去了加拿大。我们这次去加
拿大看我的姥姥、姥爷、姨妈、姨父
和表姐表哥。我玩得非常开心。加
拿大是个很好的国家。首先，那里
比纽约凉快，所以有很多雪。雪多
了，就可以做雪娃娃。第二，加拿大
有特别多好吃的食物。有一些食物
在美国都买不到。比如说：shrinking	
popping	candy	和枫叶饼干。枫叶食
品是加拿大的特产，而且很好吃。这
是一个难忘的感恩节！

我的感恩节
 于婷婷     指导老师：李谦云

	 在感恩节期间，我和我的家人
去北卡度假。第一天我们很晚才到，
也很累。第二天，我们去沙滩上玩，
我和姐姐捡了很多贝壳，贝壳很多，
贝壳很好看。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
们很高兴！我们回宾馆，在下午上
了车开到一个大沙丘。我们爬上大
沙丘，沙丘很高和很大。爬完了沙
丘，上W了车，回了宾馆，换上游泳
衣，进了游泳池。游泳池里有很多彩
色的灯，灯也会变颜色，游完泳回了
房间，已经很晚了。第三天，我们去
玩滑翔机。	我开始的时候很害怕，
后来我试了一下，就觉得很好玩。我
飞了很高，滑翔机很大，我喜欢飞在
滑翔机上。玩完了滑翔机，我们回到
了上滑翔课的教室，脱下了滑翔机
的衣服，拿了滑翔证书。下午我们去
找野马，但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就回
了宾馆。第四天又去找野马，这一次
找到了野马，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向
导。野马每一组里只有一匹雄马。野
马喜欢吃草和散步。看完野马，我们
去了赖特兄弟国家纪念碑，还买了
一些礼物。我们买了十六支铅笔，两
个模型飞机，两件T恤，两本飞机历
史的小书。这个假期很好玩，我会一
直记住的。

我最好的圣诞礼物
 沈怡然     指导老师：傅耘

	 多数的小朋友过圣诞节都是在
圣诞树底下打开礼，在家里欢度节
日。今年我的圣诞节过得很特别。在
12月19日，我上了一艘大游轮叫	宝
石号。在圣诞节那一天我们到达了	
巴哈马。原来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要和可爱的海豚有个约会！我很
兴奋，因为我要和海豚游泳了！我
们需要穿上厚厚的，不舒服的潜水
衣，也许海豚能更习惯地认出我们
吧。我们先和一个叫	Cosmo	的海豚
照相。Cosmo	特别听话，因为工作
人员一叫，它就亲了我们。当爸爸亲
了	Cosmo，Cosmo	对爸爸很友好，
用它的尾巴把爸爸淋湿了。我真的
没有想到海豚摸起来既像气球，又
像橡胶和救生衣。大家照完相之后，
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发了浮板。他说：

“把你的两只脚伸直，然后不要动。”
他指了一下我们要到的地方。突然，
Cosmo	就开始顶我的右脚了，我感
觉自己就像一个正在发射的火箭！
我把浮板往工作人员指的地方转，
Cosmo	就把我推到那边了，特别听
话。这时又一个工作人员叫我们带
上泳镜，我们在水里游了五分钟，海
豚绕着我们游了好多圈，还让我们
摸了它的后背和肚子。它在水里做
了各种各样的花样，让我们非常开
心。当我们该回岸了，两个海豚给我
们跳舞。它们跳的真高啊！最后它
们摆动尾巴表示和我们告别。海豚
真是聪明和可爱的动物啊！	这是
爸爸妈妈送给我最好的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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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2016-2017	学年”华

夏中期联席会议在新泽西中部召开，

30多余代表参加。总校董事会通过了

《2015一16年审计报告》，并就“新校加

盟政策”、“完善总校长选举机制”等议

题展开了讨论。总校校委会各部门负

责人介绍了各自工作，认真听取分校

的建议与意见，现场互动热烈。(图文:	

叶森/郝若飞)

	 2月12日虽是琼瑶匝地，雪剑冰刀，但学校里却欢声笑语，直上云霄！一千多人的春节联欢一切顺利，圆

满成功！联欢会舞台首次使用投影动态背景，为演员们的表演锦上添花。上下两场演出准时开始，按时结束。

所有节目的内容、服装，道具、演绎都蕴含着老师家长的独到匠心，将同学们的自信、表演天赋及中文水平战

士的淋漓尽致。礼堂外面的游艺活动更是让同学们流连忘返，绘画展书法展让大家驻足围观。几家见多识广

的赞助商也异口同声的表示这是参加过的人气最旺的联欢会。两家餐馆提供的午餐让家长们有更多美食可

以选择，网上订餐也解决了排队时间长的问题。这次大联欢融化了冰雪，沸腾了社区！再次证明华夏大纽约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35个节目精彩纷呈，各个经典。校长校董三句半拜年句句爆笑，掌声不断；50人的武术表演气势如虹，惊

天动地；合唱，朗诵，舞蹈，舞台剧为观众呈现了一席视听盛宴；热情如火斗牛舞的红裙映红了天上的星宿牛

和斗，柔情似水的民族舞落花情让《神雕侠侣》绝情谷中的情花为之飘零，正如“中文里的颠倒词”所论中文的

博大精深，成就一副回文妙对：	上联：斗牛红裙舞舞裙红牛斗；下联：	流水落花情情花落水流

	 在“大雪昨日飞、北风今朝紧”的隆冬之日，2017年华夏中文学校北区演讲比赛如期而至。我校12名参
赛选手准备充分，发挥出色，经过精彩激烈角逐，成绩辉煌，赢得6个一等奖中的3个，12个二等奖中的5个，
以及4个三等奖。
1年级：二等奖	熊文轩，	三等奖	宋澔石	陈雅琪	刘彻
2年级：一等奖	缪琦琦，二等奖	苏智昕	曹宸熹,	三等奖	谢艾欣
3年级：一等奖	毛逸清	丁域泽，二等奖	江韵天	黄若岚

	 在鸿雁南飞的时节里学校又一次成功举行

盛大的万圣节游行！各路神仙、鬼怪、英雄披挂

上阵，欢声笑语伴随着井然有序的游行，让学校

再一次成为快乐的殿堂！有打油诗为证：孤雁

乘风寻伴去，群童踏叶觅糖来。神仙鬼怪华夏

聚，欢笑人人晕满腮。

	 The	2016	第五届HXGNY网球公开赛于上周圆满结束。	本届公开赛共有二十名男选手和四名女选手参

加男女单打比赛。	经过四轮淘汰赛，Hao	Li最后获得男子公开赛冠军，Carl	Chen屈居亚军，	Tony	Kong和Li	Liu

并列第三名。女子比赛Lu	Marino夺得桂冠，Lei	Liang和Shuofei	Gao分获第二和第三名。	在此祝贺获胜选手并感

谢学校体育俱乐部和各位参赛选手对本届比赛	的大力支持。	

	 2016/11/12-13，华夏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年会在
新泽西州的East	Brunswick举行，我们华夏大纽约分校
的二十多位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参与了这次盛会。华
夏的教师年会作为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鼓励和支持
对美东中文学校面临的挑战和策略的探讨。本届年会
主题为传承，交融和创新，讲座的内容涉及甚广，包括
教材、教法、文化、教学实践、教育心理和学校管理。最
受欢迎的是针对初、中、高年级的专题研讨会。讲员都
是华夏系统自己培养出来的老师，教学专业，经验丰
富，对海外中文教育有着极高的热情。我校的演讲教
师数目为本届年会各校之冠，质量之高有目共睹，外
校参会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大纽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赞不绝口。孙凌云教务长和李隽老师做了《CSL教学
路在何方？》的报告，Catherine	Kang老师做了《老师
如何更有效地与家长进行沟通》的探讨，韩璐璐老师
做了《千里之行始于爱和兴趣》的示范教学，与会者反

应热烈，很多外校教师要求把讲座录像，带回其学校
做进一步的传播分享。在联欢晚会上，刘雅文和孙凌
云的优美歌喉和韩璐璐的婀娜舞姿把《荷塘月色》带
给了大会带动了全场的热烈气氛，大纽约学校参会老
师的旗袍秀在轻歌妙舞中格外出彩。这次会议上，大
纽约华夏的教师和管理层的风采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同时高质高效地与其他分校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做到
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华夏大纽约鸡年春节联欢圆满成功

新年伊始开门红，演讲比赛捷报传

华夏教师年会总结
 HuaXia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Conference 2016

“万圣节”游行圆满成功
Recap of HXGNY Halloween Parade

2016第五届HXGNY网球公开赛圆满结束
 2016 5th HXGNY Tennis Open Tournament  

联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