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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刘宏杰/常荣）2019年华夏中文学校演讲比赛于1月12日，
1 月 13 日分别在东部分校、李文斯顿分校和纽约中心分校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面向一到三年级学生，旨在提高低年级学生学习的兴趣，
为学生搭建展示表演天赋的平台，共有 20 个分校 186 名选手参加了比
赛。各分校的参赛选手都是从激烈的校内选拔中脱颖而出，并经过严
格的赛前培训，代表了华夏各分校低年级中文学习和演讲表演的水平。	
	 演讲内容丰富多彩，有传统的儿童故事、童话、古诗、散文等，还有
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作品。孩子们的表演字正腔圆，绘声绘色，落落大方。
他们通过生动的语言和富有感染力的现场表演将真挚的情感传递给评
委老师。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选手们的演讲在内容原创性、现场发挥稳
定性以及演讲姿态仪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经过激烈的竞争，来自樱桃山分校的陈瑜霖，普兰斯堡分校的黄可
儿，李文斯顿分校的姜元熹、姚依菲，博根分校的张紫媛、袁敏分获一年
级组一等奖。普兰斯堡分校的宋文姝，东部分校的陆宇阳，奔腾分校的
李东虎，博根分校的陈海娜分获各区二年级一等奖。三年级捧金的是
来自普兰斯堡分校的徐香凝，樱桃山分校的王姝藻，李文斯顿分校的叶
楚晨、张瀚贝，博根分校的李思楠、李英奇。
	 本次比赛准备活动自去年十一月份开始筹备，在许兰薇副总校长
和游牧教学部长的组织安排下，南区孙斌副校长、沈波校长、王永平教
务长；中区唐晓铨教务长、李华校长；北区吴嘉俊老师、钟晨音校长、朱
聃老师牵头分别成立各区比赛工作组，进行周密的赛前准备，反复沟
通，核查准备情况，以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总校长王宏到南区为获奖选手颁奖，副总校长许兰薇、潘仁南、张
元、教学部长游牧、校长助理张凉也分赴各赛区协助赛事。
	 最后，再次感谢承办学校及所有的志愿者，并向所有参赛选手和各
个分校指导老师及家长们表示衷心地祝贺！祝愿华夏的孩子们茁壮成
长，祝愿华夏的明天灿若星辰！

	 （通讯员沈瑶）2018 年 12 月 23 日。佳节将至，圣诞和新年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冷冽的寒风，也不能熄灭大家为华夏中文学校义卖的热
情。一大早，心灵手巧的热心家长们就捧来了精致可口的甜点、蛋糕
和糖果，并带来了别出新意的小礼品。
	 众人拾柴火焰高。不一会儿，各种由家长、老师、义工和商家无私
捐赠的食品和小礼物就井井有条得摆放好了，香味四溢，琳琅满目。
	 充满了节日气氛的布置立刻吸引了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的流连驻
足和慷慨解囊，到处洋溢着人们的笑脸和温暖的问候，满满地承载着
大家为了共同创建美好学校家园的心意。有的家长还特意带着孩子
们购买义卖食品，作为早餐。华夏中文学校就像是我们的大家庭一样，
将海外华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半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各种商品很快几乎卖光。在此衷心感谢
50 多位家长和商家的捐赠，以及更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们的无私给
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结王曼丽老师，第一个捐出精美作品多件。
上周日和这周日又做了两批圣诞节应节手工作品，广受欢迎，被一抢
而空。	还有李植老师带来了全班同学，并且为孩子们购买了他们喜爱
的食物和小礼品，令
人感动。
	 特别感谢爱心
商 家：花 好 粤 圆、
王 室 茶 园、Campus	
Education 语 言 学
校、好 好 超 市 和
W a l d w i c k 	 W i n e	
Spirit 为学校捐赠的
食物和礼品。感激
你们对学校和华人
社区的大力支持。

难忘的夏令营
董雨杉 七年级一班

指导老师：洪旋
	 2018 年夏天我去了许多地方

旅游，最难忘的是我在山东泰安参

加的寻根夏令营，因为我在那里认

识了很多新朋友，体验了中国文化，

使用了我学到的中文。

	 在我坐火车从北京到山东的路

上，我还在担心谁也不认识。但是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

天，很快就熟悉了。到了第二天，我

们就成为好朋友了。我觉得我们这

么快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有相

同的背景，我们都是在美国生活，来

自中国家庭的孩子。我经常和女同

学们一起上课，一起爬泰山。休息

的时候，我们还一起逛商店，一起打

扑克牌。

	 我觉得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从经

历中学习，这就是我在夏令营中体

验到的。在这次旅行之前，我一直

以为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很没有意

思。比如说，我虽然听过孔夫子的

故事，但根本没兴趣。这次我有机

会参观山东曲阜，孔子的家乡。在

曲阜，我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树还有

很多大庙。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生

活的地方。这让我比以前更了解孔

子的信息。还有一次，是我写日记

的时候。我们的营地辅导员要求我

们每天有两个人写日记。我是去水

上乐园那天写的。我认为用中文写

会更容易，而其他人用英文写。这

让我对中文更感兴趣。

	 夏令营最重要的部分是沟通，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

它。当我在夏令营认识新朋友时，

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中文都不太

好。平时我们不需要用中文交流，

但与那些只会说中文的人交谈时就

会有点困难。我们偶尔会在泰山的

万达商场购物，由于我的大多数朋

友都无法直接与当地人沟通，所以，

我经常帮他们翻译。当我们一起购

物时，周围的人总是很兴奋，好奇地

说：“哇！你们从美国来的？”我们

总需要用几分钟时间来解释。我很

乐意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似乎很感

兴趣。还有一次，我和许多同学们

一起去买冰淇淋卷。有一位甜美的

女士在那里工作，她给我们所有人

都做了冰淇淋卷。等她做好后，还

帮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那是我

这次旅行最喜欢的记忆。

				 	这次内容丰富的旅行我学到了

很多。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夏令

营，下次我还要参加。

上海之行
陈子晴 《标准中文》六年级 

指导老师：刘有任
	 	“妈妈 ,	我们什么时候到？”	我

又问了。

	 “我说了。如果你再问 ,	我们

就不去上海了！”	很显然 ,	妈妈都

快被我给烦死了。

	 “好吧”,	我无奈地转过头去 ,	

一直看着高速公路边开满的花儿 ,	

慢慢地 ,	我的眼睛就闭上了。

	 “苏珊 ,	苏珊 , 苏珊！”睡梦中

突然听到爸爸在叫我。

	 “什么？”	我用力眨了眨眼睛 ,	

一下子看到了一排排灯火明亮的高

楼。

	 “我们到上海了！”	 爸爸笑着

说。

	 到达上海的第一天 ,	我们来到

了一个宽阔的中国庭院 ,	豫园！

	 “爸爸 ,	看！”我指着一个古色

古香的亭子。

	 “好 漂 亮！ 你 想 去 拍 个 照 片

吗？”	爸爸说。

	 “好啊。”	我赶紧走了过去。拍

完照片 ,	我们继续往前走。

	 豫园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	它非

常大 ,	有两万多平方米。在这里 ,	

我看到了精致的中国古典建筑 ,	美

丽的雕塑和雕刻 ,	 以及繁忙的集

市。我们还去品尝了一顿正宗地道

的上海菜 ,	还有许多风味小吃 ,	如

小笼包、生煎包、锅贴等。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我一抬头

看到了东方明珠电视塔。

			 “妈妈 ,	你不觉得东方明珠电

视塔看起来像双龙戏珠？”我问。

		 “苏珊 ,	你说的很形象！”妈妈

回答。

		 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一个著

名的地标性建筑 ,	有四百六十八米

高。它上面有一个旋转餐厅 ,	一层

玻璃地板 ,	巨大的游戏城 ,	还有一

个室内过山车 ,	以及多媒体展示厅

等等。

	 从东方明珠电视塔参观完出

来 ,	我们又去品尝了更多的上海美

食。还逛了街 ,	看到了很多我喜欢

和想要的礼物。妈妈给我买了一些，

有真丝围巾、中国结、磁铁和一幅玉

兰花的国画。

	 第三天一早 ,	我们就把行李准

备好了 ,	然后开车回杭州。

	 “爸爸 ,	要几个小时开回家？”	

我又开始问。

		 “哎呀 ,	苏珊 ,	我们刚上车 ,	你

就开始问这个？”	 爸爸摇了摇头。

“很快。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我转过头 ,	又看到了路边的花

儿。但现在 ,	我想起了妈妈刚给我

买的那幅画 ,	画着一朵栩栩如生的

玉兰花。我好像闻到了玉兰花的芳

香。带着微笑 ,	我的眼睛又慢慢地

闭上了。

我的哥哥
文韬 七年级一班

指导老师：洪旋
	 我哥哥文瀚比我大二十二个

月，这意味着从我一出生他就和我

在一起。多年来，文瀚对我很好，对

我很有意义。他喜欢在我身上耍花

招，让我非常生气和烦恼 ,	但他也

常常给我小礼物让我惊喜。像任何

人一样，文瀚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使

他平衡成为一个好人。

	 从我是个小婴儿开始，文瀚一

直非常关心我。当我只有一岁的时

候，他常常会帮我拿东西 ,	或着帮

我找妈妈和爸爸。当我几岁的时候，

在我觉得不安全的地方，他总陪伴

着我。如果我摔跤并刮伤膝盖，他

总是在那里照顾我。如今，他仍然

这样帮助我，仍然常常给我带来惊

喜：糖果、礼物，类似的东西。这些

都是文瀚的一些优点，和所有人一

样，他也有自己的缺点。

	 当我更小的时候，文瀚会戏弄

我，欺骗我，有时取笑我。我还是一

个小婴儿的时候，我试图抓住玩具

时，文瀚会把玩具从我手里抢走，带

走和拉开玩具。我的父母还拍了几

个录像，挺好笑的。我慢慢长大，文

瀚开始哄骗我，和对我做各种恶作

剧。例如，他把我关在房间里，他把

我关在家门外，和他会突然跳出来

吓我。

	 总之，文瀚是一个很棒的兄弟，

我很爱他。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生

活会多么无聊和空虚。在成长过程

中，他展示了他的许多优点，比如帮

我找妈妈和爸爸，保护我，和在我受

伤时帮助我。同时，他也展示了许

多缺点，比如在我身上耍花招，哄骗

我，和恶作剧。总之，文瀚的优点和

缺点相互平衡，创造了我的优秀哥

哥。

布拉格之旅
七年级二班 都圣吉

指导老师：邵天毅
	 今年八月我们全家去布拉格玩

了几天。从波兰的克拉科夫开车前

往布拉格，GPS 显示五小时可以到

达，但由于捷克境内的高速公路在

维修，我们足足开了九个小时才到

达预定的酒店。

	 在酒店拿了地图并买了交通

票，便开始了我们的旅程。跟着爸

爸手机上的 APP，我们走遍了布拉

格的地标景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桥

建于 1357 年。桥上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座雕像，都是当地人们朝拜

的基督圣人。桥上每天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有很多帮游客画像的画

家，还有演奏音乐的乐队。当然更

多的是慕名而来的游客，或赏景，或

拍照，或驻足欣赏音乐，走得累了还

可以坐下来让画家画个像。夕阳西

下时站在查理大桥上看晚霞满天，

天空的景色倒影于水中，美不胜收。

更晚些，桥上、城堡、整个城区的灯

都亮了，布拉格的夜景十分迷人。

出门玩当然离不开吃，布拉格的美

食很多，在旅游区到处都有各式餐

馆。我想介绍的是一家捷克餐馆，

这里有分量相当大的猪肘子和烤排

骨。猪肘子固定在托盘架子上，吃

起来外脆里嫩味道很好。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难忘的旅

行。布拉格是个童话般的城市，历

史悠久的建筑让人感到仿佛回到了

中世纪。

我的小白熊
马立平 六年级 祁淾

指导老师：黄德玉
	 几年以前，圣诞节的时候，我的

哥哥送给我一个好可爱的小白熊。

	 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小白熊

的时候，就知道这可不是一个普通

的泰迪熊。它的毛不仅像刚从天上

下下来的雪一样白，而且也像棉花

一样软。它的头上顶着一个小圣诞

帽子，歪得像要掉下来了一样，让小

白熊变的更可爱了。它的脖子上绑

了一个红色和绿色交叉的领结。它

的两个大黑眼睛看着我，就像要和

我一起玩一样。

	 我每天放学回来，一把作业做

完，就和它玩。有时候，哥哥也会和

我一起跟小白熊玩。一年一年过去

了，我渐渐长大了，也越来越忙了，

我和小白熊玩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了。可是，我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

白熊。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你

会这么喜欢一个小玩具熊呢？那是

因为这个小白熊伴随了我童年成长

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我对

它的感情还是很深。我每一次看到

它，我就想起了圣诞节，那是我最喜

欢的节日。

	 总而言之，小白熊是我生活中

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部分。

巴哈马之行
七年级二班 刘安迪

指导老师：邵天毅
	 我在 2018 年的暑假去了巴哈

马旅游。我是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一起去的。整个旅游的过程有点起

伏。可后来我们越玩越高兴，而且

最终我们一致认为爸爸妈妈开始的

决定是对的。

	 可是后来，我就被 Atlantis 的美

丽风景迷住了。那里的水族馆、水

上公园、白色的沙滩，都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还坐了最有名的水

上滑梯 Leap	of	Faith,	 当滑到下面

时，我看到了鲨鱼在游泳。我还做

了潜游，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在我身边游泳，并且一连看到了两

个乌贼。我也跟海豚一起游泳，还

喂了乌贼给魟鱼吃。

	 以后的几天，我们基本上白

天在 Atlantis 度假胜地玩。人特别

多，又很吵。回到旅馆，我就意识

到爸爸妈妈选的旅馆其实非常安

静，有利于休息，而且还包含早餐。

Atlantis 的食品非常贵，这样不仅

省了不少钱，而且离我们要去的地

方也很近。所以我认为我们住在

Atlantis 酒店外的旅馆是对的。

	 在巴哈马度过了一次难忘的旅

游，我玩得非常开心。这就是我的

2018 年的暑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