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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八日上午，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在学校礼堂举行了2015-

2016学年毕业典礼。俞强付校长主持了这场热闹非凡的典礼，在佟卫东

校长为典礼做完精彩的致辞之后，佟校长和教务长游牧向为学校辛勤耕

耘的教师们分别颁发了园丁奖，5年贡献奖，10年贡献奖，优秀教师奖以

及教务长特别奖。优秀教师姚樱代表获奖教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

佟校长还向一直以来为学校默默工作的校工颁发奉献奖，向学生义工王

梵青同学颁发优秀学生义工证书。本年度的校长特别奖授予了付校长俞

强，教工杨洪丽和资深教师李平三人，以表彰他们对学校的突出贡献。

文艺课的汇报演出为毕业典礼掀起另一个高潮。小朋友们表演了热情奔

放的舞蹈Happy,	小提琴合奏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艺术体操，及

舞蹈“我是猫”。游毅敏老师带领马力平七年级的几位同学们表演了《木

兰辞》，给观众们带来了崭新的体验。

	 今年，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有二十八名同学从学校毕业，三十余

位学生圆满完成了AP课程，八百多位不同年级的学生会更上一层楼。毕

业生代表表示，他们会用所学到的知识，去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去迎接

一个新的开始。毕业生的发言，感动了所有的老师和家长，赢得了阵阵的

掌声。

	 接下来颁发毕业证书的环节，把毕业典礼推向了最高潮。毕业生们

高兴地依次走上舞台，接受证书和校长的拨穗正冠，他们心中的那份喜

悦溢于言表。当他们与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合影留念时，在场的所有人都

为他们欢呼雀跃，伴随着家长们手中相机不停闪烁的咔嚓声，就像一首

首动听的乐曲，唱出了那份温馨，和谐与自豪。在见证学生们收获的同

时，每一位毕业生的父母都感到欣慰，每一位教工都感到骄傲，一分劳作

一分收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十多年来，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正是

伴随着这样一批批毕业生的离去而发展壮大。随着典礼的落幕，李文斯

顿华夏中文学校2015-2016学年画上了园满的句号。

费城游记
 马立平四年级二班：闫行健

指导老师: 冯立斌

2 0 1 6 的 新 年 我 参 观 	 了 费 城 的

Independence	Park。在那儿，我看到

了Independence	Hall，找到一个稀有

的石头，也看到了Liberty	Bell。这些

都是非常难得见到的东西。

	 我下车就走到了Visitor	Center。

在里面爸爸找到了一个地图。他看

看说“我们去Independence	Hall”。

Independence	Hall在	1790-1800是

美国的第一个国会山。我们很快就

走到Independence	Hall。外面很好

看。有个大黑石头的东西，一个很

长的房子，还有美丽的鲜花。我看到

了排队。哎吆，队很长（我不喜欢长

队）。爸爸就说咱们照个像留念。

	 看完Independence	Hall之后，弟

弟和我在地上看到很多小石头。弟

弟说“谁找到最好的石头谁赢”。我

检呀捡，挑呀挑，选了一个很酷的石

头。石头外面是橙色的，第二层是白

色的，中央是灰色的。弟弟和我跑去

问妈妈谁的石头更酷。妈妈说我的

石头更酷而且更稀有。

	 然后，爸爸说我们去看Liberty	

Bell。我们跑到了Liberty	Bell展览

馆。看	Liberty	Bell	的	队不长。我们

只等十分钟就看到了Liberty	Bell。

Liberty	Bell是铜色的。它是我看过的

最大的钟。我们照了一个像，然后就

离开了Independence	Park。

	 我们离开费城，下一站是华盛

顿。在路上，我还依然在想那些非常

难见的历史性建筑和Liberty	Bell。

我喜欢过圣诞节
 马立平四年级 陈嘉琪 

指导老师:冯立斌

	 一年中有许多节日，但我最喜

欢过圣诞节了。

	 每当圣诞节来临，家家户户张

灯结彩，街道路旁松枝彩带装点得

非常漂亮。	我们家也早早地摆好圣

诞树。我和弟弟把彩球挂在树上，有

红色的，金色的，大的，小的，金灿

灿，亮闪闪。还有精美的小挂件，每

一件都让你爱不释手。看，有可爱的

小鸟巢，红喜鹊	仿佛在巢外叽叽的

报喜。再看，一片片晶莹的小雪花。

在卡通水晶宫中舞动。还有一束束

小金枝，一朵朵绽放的花，都插在松

树枝上，更是分外耀眼。还有几片涂

上五颜六色的小书签，那是弟弟在

幼儿园画的杰作。虽然是涂鸦，我也

帮他挂在中间，他高兴得又蹦又跳。

晚上小彩灯一亮，哇！真是五彩缤

纷，照得我家四壁生辉。好一派节日

的气氛！

	 布置好圣诞树，我和好朋友还

为	迎接“Santa”制作了姜汁饼干，来

回敬他。

	 我们用模型做成各种可爱的饼

干，看看“Santa”更喜欢谁的作品。等

着烘烤饼干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一

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搭姜汁饼屋。

那一刻，我们仿佛置身在其中，敬请

圣诞老人的光临。

	 最兴奋的时刻，就是圣诞节的

早上，圣诞树下总是会出现很多礼

物。传说是“Santa”穿着红袍，戴上红

帽，深夜里，为满足我们的要求，不

畏严寒专程送来的。看到礼物的那

一刻，我和弟弟总是迫不及待地冲

过去。撕开花花绿绿的包装纸，每件

礼物都令我们兴奋不已。此时，是我

们最开心的时候。

	 欢乐的圣诞节，不仅有圣诞树，

贺卡，精美的礼物……更重要的是，

我们分享了太多的友情，亲情，和真

情！我最喜欢过圣诞节。你听，叮叮

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and	 a	

one	horse	open	sleigh…..HEY!	悠扬

的乐曲畅响在圣诞之夜，回荡在人

们的心田。

 下面是马立平五年级 王丽华

老师班上几位同学的作文 . 题目是 

给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写一

封信。

亲爱的昭君阿姨：

	 我的名字叫章天骄，今年十一

岁。我住在新泽西的米尔本小镇。

我在南山小学上五年级。在中文学

校里，我也上五年级。在我休闲时间

里，我爱画画，滑冰，读书，跳舞，弹

钢琴，和玩游戏。

	 我很想给你写这封信，因为你

对中国的历史和和平贡献很大。我

以前听爸爸妈妈说过你的故事，知

道你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美

女。我在《中国历史常识》里读了你

的故事以后，更加喜欢你。因为你不

仅有美丽地外表，你还有聪明的头

脑和爱国的心。你聪明的头脑体现

在你自告奋勇地报名去和亲。虽然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	和亲的使

命让你的名字刻入了历史。	你有一

颗爱国的心，	因为你知道和亲的任

务很辛苦，	要嫁到遥远的北方匈奴

地区，	但是你完成了这个任务，	不

仅让中国在在当时有很长时间的和

平，	你的后人也继承了你的梦想，	

让中国有了更长时间的和平。	

	 昭君阿姨，	 我认为你很了不

起。	你和你的后人让中国文化传播

到了遥远的北方，	为中国文明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中国女

孩，	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昭君阿姨，	我想送你一个智能

手机，	这样虽然你嫁到了遥远的北

方，	你还可以很方便地和家人保持

联系。	

	 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你的故事

和你的梦想，来帮助这个世界有永

远的和平。

																																								  章天骄

———————————————

亲爱的木兰，

	 你好！我叫康小曼，今年十岁，

现在在新泽西米尔本南山学校上五

年级。自从读了你的故事，和看了你

的电影，我就非常地敬佩你。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爱

父母的孩子。你知道爸爸越来越老

了，而且受过伤，不能去打仗，所以

你就悄悄地女扮男装，把头发剪得

短短的，替你老爸去战场了。虽然我

现在不用去打仗，我也要向你学习，

做一个孝顺父母和懂事的孩子。

	 你的勇敢和不放弃的表现也是

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你虽然是个女

孩，但不怕危险和困难，跟着一群男

生去打仗。军队把你留在那冰冷的

雪山，你还不放弃地想办法，去打败

敌人。这一点，我也打算和你一样，

做一个勇敢和不怕困难的姑娘。

	 此外，你也非常爱动脑筋。你看

见对方的敌人多，和你的军队少，你

就想办法，用大炮造成雪崩，把敌人

埋了起来，让你的军队脱离了危险。

后来，敌人绑架了皇帝，你和朋友扮

成宫女，救出了皇帝，救了全中国。

	 你不但是中国漂亮的女英雄，

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为你骄傲。我真

想送给你一个手机，跟你联系和交

个朋友！

																										你的朋友：康小曼

吴承恩先生您好，

	 有蓝天白云作伴，您在天堂一

定过得很好吧！盼望您能看到我的

这封信，听听一个小学生的心里话。

	 我叫李安安，	 家住美国新泽

西。我是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五

年级的女生，今年九岁。

	 您是中国明代杰出小说家，	写

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今

年我们马立平五年级的课本就是改

写后的《西游记》。可是我却认为您

的书写得不好，	尤其不适合未成年

人。	我的理由有三条：

第一，	《西游记》里孙悟空总是欺负

人，	小孩会跟着学坏。	

	 您的书里孙悟空总是欺负猪八

戒，	还笑猪八戒太胖太能吃。我们

同学大多是十岁左右的孩子，	会觉

得骂人“呆子”很好玩，	很容易学着

打人	、骂人、	欺负人、	嘲笑人。

第二，《西游记》里孙悟空喜欢偷东

西，	小孩会跟着学坏。

	 孙悟空偷吃了蟠桃，	偷吃了仙

丹，	偷吃了人参果。。。都没有得到

主人的同意。小孩学了《西游记》，会

以为偷东西不是坏事，	还挺酷。

第三，《西游记》里孙悟空要不到的

东西就去抢，	小孩会跟着学坏。

	 孙悟空问龙王要东西，	人家不

给他就抢。王母娘娘没有请孙悟空

去蟠桃会，	他就自己去吃去拿还打

坏东西。小孩子读了这书也会用拳

头说话。

	 因为上面说的这些原因，	我认

为《西游记》写得不好，	尤其不适合

未成年人。

	 如果可能，	我想送您一台计算

机，	这样您就不需要再辛苦用手写

书了，	一本书可以很快很容易写出

来。

	 希望您能收到我的这封信，	谢

谢您听我的心里话。

								此致

								敬礼！

																						李安安

———————————————

尊敬的罗贯中先生您好!

	 我叫吴佳璐,	今年九岁了。	我

和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小弟弟住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	我上小学四年

级。平时上学都是用英语,	可是爸爸

妈妈说我们也是中国人,	学好中文

很重要。	所以每个星期六我都去华

夏中文学校学中文。我很喜欢读书，

不过大都是英文的。我也很喜欢弹

钢琴和游泳。妈妈说在你们那个时

候,	女孩子是不能去游泳的。这是真

的吗 ?	可我也是一个女孩子，也很

喜欢游泳呢。

	 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写一封信给

古时候的一个伟人,	我马上就想到

了您。小时候我和爸爸一起玩三国

演义的电子游戏时觉得每个人物

都很有趣。爸爸总会讲一些里面的

有趣故事给我和弟弟听。	妈妈买了

《三国演义》图书,	还说《三国演义》

是四大名著之一。(悄悄告诉您,	那

个时候我和弟弟只是很喜欢那些故

事,	不知道什么是四大名著)。今天

我又在网上查了资料,	发现《三国演

义》不仅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也是

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

说.。您好厉害,	可是您是怎么想到

要写这个故事的呢?

	 我决定送你一个电脑当礼物 .	

因为它不但会帮您写字,	也可以查

找资料。我觉得用笔写字很累。要是

你用电脑的话,	写书会更容易。

	 我还有一个问题.	人们都说你

也有写	“水浒传”	的后面部分,	是真

的吗?	我觉得是真的。		

李文斯顿华夏中文学校

毕业典礼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