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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的建校日始终伴随着中国传统佳节——春节！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向大家拜年祝福！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老师、学
校所有的管理人员，向所有的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特别是认真学习
中文的小朋友们，你们又进步了！
	 教育是薪火相继，生生不息的人类工程。教育是文化，文化是空气，
希望我们的老师们在新的一年每天都能更新空气，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博根分校二十二年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是博根的学生、家长和老师
共同努力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要宣传学中文的大趋势，大环境，宣传
华夏办校的经验，宣传我们搏根的办校的经验，宣传学校的教学成果、
敬业的老师和勤奋的学生 !	为了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国文化，他们无偿地
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一起走过的二十二年是我校励精图治、振兴腾飞的里程碑和
新起点。新一轮的 365 天，我们将一如既往。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不断
创新，走进新时代！进入新的学年里，我们博根中文学校已经举办了各
种有声有色的活动，既脚踏实地地服务老师家长，又借助高科技引进了
全球直播的实景课堂；另外，各种家长义工活动筹款亦成绩斐然。相信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个共同的心声，“我们没图名，没图利，我们曾为在
海外中文教育而勇敢地尝试过，付出过，值了！！”
	 我们的孩子有的是随父母远涉重洋来美国定居学习，有的是出生
在美国，在小学中学高中期间学习中文对他们今后生活学习工作是重
要的有正面影响的。我们已毕业的孩子由于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在升
学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优势。他们当中有的马上进大学，有的已经上了
大学，有的已经工作与在座的父辈们成了同事。华夏学子们已展翅高
飞遍布四方，这就是我们的累累硕果，有这样的果实，学校就还能发展，
历史永远要写下去！桃李满天下的未来我们的心灵能不受到震撼！我
们的校史还要继续写。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一种缘分，希望大家都关
心学校。学校是大家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为学校出力特别是要贡献自
己的特长，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伴随着博根的校庆
还有个喜庆的主题，“过
年”！年年有年要过，年年
祝福的话儿都要说。最后，
恭祝大家新春愉快，合家
欢乐，万事如意！
	 愿下一个五年，十年，
二十年我们再相逢！

华夏樱桃山分校供稿

王虹
曾任博根分校校长、董事长

现任华夏总校外联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

	 锣声响，鼓点密，随着大鼓锣声起，两个大狮子欢快地在老桥 Old	
Bridge 高中餐厅舞起，揭开学校庆祝中国新年的前序。
	 1 月 18 日下午，新泽西 Marlboro 华夏南部中文学校为老桥高中
和孔子课堂送来了一个大礼，武术老师张锦鹏先生在老桥高中为高中
学生上了一堂精彩的舞狮课。去年春天，老桥学区特别从中国买了两
头大狮，记得当时学生们在北京的宾馆，看到狮子要入住老桥高中，兴
奋得不得了，他们就在宾馆楼上楼下欢乐了一次。今年春节快到了，
中文班很想让大狮子吼起来，可是没有学生会玩，有学生向他们的廖
老师提议，可否请老师来学校教他们玩。廖山漫老师马上联系华夏南
部中文学校赵巍校长和张锦鹏老师，校长认为这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好
机会，并得到了张老师的支持。
	 第一次老桥高中响起了中国鼓乐，为了让美国学生更好地认识舞
狮的喜庆欢乐，张老师把全套的乐器都不辞辛苦搬到了学校，学生们
都有机会尝试狮鼓、锣、钗。几十个高中学生在张老师带领下从暖身
活动开始，	然后跟着老师学习舞狮的基本动作，老师技艺娴熟，很会教
学生，不到二十分钟的演示和手把手教学，很快就有几个学生学得有
模有样了，喜青、望青、探青、采青、吐青这些动作慢慢地在两大狮子身
上也看到了一点点影子。在欢快的不太有节奏的锣鼓声中，学生们抢
着当舞狮人，笑声阵阵，是为同伴们喝彩。
	 舞狮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习俗活动，锣鼓狮舞是如今海外华人庆贺
新年不可少的开场仪式，越来越多的主流学校为了迎合中国传统节
日，并增添节日热闹喜庆气氛，	纷纷把狮子请到校园。舞狮是节日文
化的象征，南部中文
学校利用我们的优
势通过文化交流的
形式与当地学校建
立联系，迈开了新的
一步，张老师送艺到
老桥，高中学生上了
欢乐的一课。

毕业班指导老师：赵峥

我与中国民族舞
傅玉

	 我从小就被中国的文化特色所

吸引。在一个说中文，吃中国菜的

家庭里长大，我懂得了中国不同的

节日和风俗习惯。在我的眼里，中

国是一个充满喜庆，色彩丰富的国

家。

	 我尤其喜爱中国的舞蹈和武

术。我在中文学校里学了九年民族

舞。我们跳过新疆舞、傣族舞、苗族

舞、蒙古舞、藏族舞等舞蹈。这些舞

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造型，每一

个姿态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

还从民族舞里了解到了中国各地区

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比如我们跳的

《醋之韵》。这个舞蹈表现了山西人

多么爱喝醋。我们拿着大醋坛子去

跳舞。在舞蹈里，我们像真的在喝

醋一样。跳到喝醋的动作时，我就

好像尝到了山西老陈醋酸酸的味

道。

	 民族舞除了让我了解不同的少

数民族，也让我学到了一种表达方

式。我懂得了怎么用我的动作表现

出我想说的话。不管是哪个民族，

也不管舞蹈怎样编排，我都可以用

动作来讲一个故事。跳民族舞是一

种让我给我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的

方式。中国的舞蹈和别的地方的都

非常不一样。从优雅柔美的傣族孔

雀舞到激昂有力的蒙古舞，中国就

是由风俗习惯差异巨大的各个民族

融合在一起的。

	 中国的民族舞时时启发着我，

让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2015 年

的暑假，我去了中国上海参加了一

个舞蹈夏令营。在短短的两个星期

里，	我不仅学会了跳一个美丽的扇

子舞，还去参观了很多地方，并在一

户普通的上海人家里学习包馄饨。

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农家乐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跳中国民族舞给我带来了无尽

的快乐，它结成了我与中国的缘。

我的中国缘
于乐远

	 当代中国的文化是经过数千年

的演变而来的。每个节日，每个典

籍，每个成语，都是从这古老的文明

而起源的。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的餐饮习惯。爸爸和妈妈小

的时候，就学会了做很多种食物，比

如包子、饺子、馅饼和花卷儿。

	 我妈妈小时候，姥爷和姥姥就

教她怎样去做这些面食。妈妈小学

学会了做馒头，初中学会包饺子，然

后慢慢学会了做越来越多的食物。

我小时候，姥爷和姥姥常常会来看

我们。到了我们家，他们会给我和

我弟弟做包子、饺子和各种各样的

饼。做馒头比较容易，用水、面和酵

母混做面团，然后让它发足够长的

时间。当面团体积增加到原来的两

倍，再把面揉成一个一个的馒头。

包子是一样的原理，区别是要加入

馅儿。我爸爸会做一种特殊的豆包。

这豆包用的是米粉，而且是不用发

的。这种包子是用大米面和豆子做

的，但豆子不是用非常细的豆沙，里

面可以看到碎的豆子。做完的包子

粘粘的，而且里头的馅儿有嚼头儿。

	 除了上面的，我姥爷还会做麻

花儿。我从小就很喜欢吃我姥爷做

的麻花儿。姥爷做的麻花儿和商店

卖的不一样。这麻花儿是用发过的

面加上糖，在油里炸熟。做好的麻

花儿外面酥，里头软。

	 我虽然长在美国，但我也学会

了怎样做馒头，并且开始学习怎样

包饺子。我希望能继续保持我家的

饮食习惯，继承我祖先的传统。

中国缘
黄张宜

	 我的中国缘始于中文学校的民

族舞，迄今为止，《海边的惠安少女》

是我最喜欢的一支舞。在这支热情

奔放的舞蹈里，我们按着音乐节奏

不停地拍打着舞台，展现出惠安少

女在海边兴高采烈，无忧无虑，追逐

嬉戏的喜悦场面。我跳这个舞的时

候，完全沉浸在欢快的旋律之中，仿

佛真的在海边兴奋地打着水，尤其

是接近尾声的那一段，印象特别深

刻。领队走出队伍，把她美丽的红

色纱巾甩在我们的面前，似乎想证

明她跳得比我们都好。大伙儿一下

子安静了下来，低头看着纱巾，然后

指着她和她一起哈哈大笑。音乐停

了，我们排成一列谢幕，一路小跑着

下台。然而，我知道我心里的惠安

少女一直还在欢乐地舞动着。	

	 我的中国缘缘于杭州的西湖，

一直以为西湖和我所居住的小镇

的 Laurel	Acre	湖一样，只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平静的湖。然而，去年暑

假和家人的中国行，彻底改变了我

对西湖的想像，让我深深地体会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	这句名言的

含意。妈妈带我去白堤，孤山赏荷

花，荷花居然比我长得还高！夕阳

下的西湖水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

站在齐水的河堤边，一眼望去，美丽

硕大的粉色、白色荷花，倚靠在层层

叠叠的荷叶间，在晚风中微微颤动，

我踮起脚尖，才能看到荷花的全貌。

哦，西湖的荷花高得像摩天大楼！

小鱼、青蛙、野鸭在荷叶下，快乐而

忙碌地游戏着，喧闹着，还有神气的

水鸟站在露出水面的木桩上，好奇

地观望着游人。喔，西湖的荷塘热

闹得像集市！			

	 无论是欢乐的惠安少女，还是

绚丽多姿的西湖，她们独特的东方

韵味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中国缘，

我心中的神秘东方。	

我的中国缘
金诗悦

	 小时候，我每次去中国都会去

看一下外公。因为外公知道我非常

爱吃花卷，所以每次我去的时候，他

都会给我做花卷。那时我总是看着

外公把面团铺开做成长方形，撒上

一大堆香葱，高兴地闻着鲜葱的味

道，听着揉面的声音。在蒸花卷过

程中，满屋会有花卷的香味。有时

候等不急了，就趁外公不在，不时偷

偷地打开蒸花卷的锅盖，看着小小

的面团变成大蓬松的花卷。等到终

于蒸完时，我就会挑最大的，有最多

葱的花卷，把它慢慢地拨开，闻着葱

香，觉得真是像变魔术一样。

	 现在，我也一样爱做花卷。第

一次做花卷时，我花了大量的精力

揉面，发面，把面团做成花的形状，

然后放在蒸笼里去蒸。蒸完后，我
打开盖子发现花卷没有变大，小小
的个头跟我以前吃的蓬松的花卷一
点都不像！我觉得好失望。但是，
没关系，我会再试一次。第二次做
花卷时，我把食材非常准确地称量，
并花了更多的功夫揉面。蒸完花卷
以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揭开锅盖，
发现所有的花卷都蓬松巨大！我高
兴极了。我没想到我真的成功了。
我挑了最大，有最多葱的花卷，把它
拨开，闻着葱的香味，感觉又回到了
从前。

中国的新年
袁可

	 中国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
节日。中国新年的时候，家家都会
吃饺子，放烟火，还有人给红包。	
我生活在美国，所以我从来没有在
中国庆祝中国新年。不过 ,	2018 年
2 月份的时候 ,	我的父母决定带我
们去中国看看中国庆祝新年是什么
样的。我们要到爷爷的家去，在那
里我们只呆三天，因为我不想缺太
多课。
	 我和爸爸是下午从费城出发，
到了中国大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了，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放炮。飞机
场旁边的房子都挂了许多红色漂亮
的大灯笼。
	 除夕的晚上 ,	爷爷带我出去放
了很多很多的炮。可吵了 !	不光是
我们在放炮 ,	那小区里的人都在外
面放炮，庆祝新年！可好玩了 !
	 大年初一的早晨，爷爷、二叔、

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去了许多亲戚
家拜年。我们说吉祥的话，祝福他
们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年，	我还收
到了很多红包。晚上的时候 ,	我们
又出去放了炮。奶奶给我们做了很
多好吃的饭。她做饺子、鱼、虾和肉。
有的饺子里还包了硬币！谁要是吃
到了有硬币的饺子，就说明你会有
好运气。我吃到了五个硬币！这些
经历很有趣。	
	 大年初二的时候 ,	爷爷带着我
和妹妹出去散步。他还带着我们去
海滩赶海！冬天的海水可凉了！我
们在石缝里找蚬子、海螺和海参。
晚上的时候 ,	又放了很多炮。可有
趣了 !	
	 这三天过得非常快，我和我爸
爸必须回到美国了。不过，这个新
年我肯定永远不会忘记 !

中国闽剧
任艾灵

	 大家应该都知到中国闽剧吧？
闽剧也称作福州戏、福清戏，是用福
州话演唱念白的福建地方戏曲剧
种。
	 我第一次被介绍到闽剧是看到
我爸妈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在他们
来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时候拍的。当
时我和我姐姐还要上学，所以只有
我爸妈回国。他们那次回家乡看望
了家人，又跟好几年没相处的朋友
团聚。
	 看着看着，我翻到了几张照片，
里面有我爸妈穿着汉服，打扮得十
分秀美。他们的头上还戴着好几个
首饰。那时候看着这些照片也没对
闽剧有什么兴趣，只觉得很有趣。
	 暑假时我们一家四口准备一起
去中国。这是我们姐妹俩第二次去
中国，第一次去中国时年纪还小也
记不起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到了中
国我们去游览北京、上海、长城、天
门山等等。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去看
他的好朋友。到那儿，我发现他们
是闽剧演员。我们跟着他们去一个
小村，在那儿他们准备表演。爸爸
问要不要试一下穿汉服？刚开始我
和我姐一再拒绝，可是最后还是同
意了。
	 我先把我的头发绑了起来、让
柳林姑姑帮我化妆。不一样的服装，
有不一样的发型还有不一样的首
饰。试了五六件后，我们准备回去
了，我也累坏了。我发现闽剧还是
特别有意思，这真是我一个永远忘
不了的经历。

好听的中国歌曲
徐怡添

	 大家好，	我叫徐怡添，我今天
讲的题目是好听的中国歌曲。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可是我一
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移民到
了美国。在我小时侯，我很少听到
中国歌曲，也很少有机会看中国的
电视节目。虽然我会说中文，可是
中国文化对我充满着神秘感。
	 去年，我外婆和外公来到美国
探望我们全家。对他们来说，刚开
始的倒时差非常痛苦，	 往往夜里
三四点钟他们还没有睡着。吃完晚
饭后，外婆都特别精神，我经常会听
见一首优美的中国歌曲从我外婆房
间传出来。我就去问外婆“这是什
么曲子？这么好听！”外婆告诉我
这是宋祖英唱的“茉莉花”。我才
知道中国歌曲原来有这么优美的曲
调，怪不得我的外婆那么喜欢唱中
国的民歌。不久，我也对中国歌曲
慢慢有了兴趣。
	 有一天，我在弹钢琴的时候，	
我外婆正在跟着音乐哼着《茉莉
花》。	她突然跑过来对我说“徐怡
添，我们来试一试。我来唱歌，你
来伴奏，好吗？”我说“当然好啊！”
我赶紧在电脑上找到了茉莉花的钢
琴曲。打印了出来一看，还不是非
常难。我练习了几遍，	我就一边照
着谱子弹着钢琴，	一边跟着我的外
婆一起唱起来。看着外婆投入地唱
着歌，我感觉真好。不久，我们开始
弹唱更多的中国歌曲，例如《长城》、

《希望的田野》等等。我发现原来
中国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我对中国
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将来有机会
的话，我会继续追寻我中国文化梦。

我爱福州
李思佳

	 我爱福州，我爸爸妈妈的家乡
是福州，它位于东海之滨，又叫有福
之地。
	 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哥哥还有爸
爸妈妈一起回福州探亲、游玩。中
国福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
一件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爸爸
妈妈从小教我们三兄妹学讲福州
话。在福州期间我们与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用福州话沟通，他们都感
到惊讶，都竖起大拇指夸我们，使我
们三兄妹倍感自豪。
	 福州四季如春，瓜果飘香，物产
丰富，特别是福州的小吃，鱼丸、拌
面、扁肉味道可口，非常好吃，至今

让我回味无穷。
	 福州几乎每条街道都种了树，
在炎热的夏天为人们遮阳。福州有
一条全国独一无二的城市天空森林
步道叫“福道”，全长 19 公里，贯穿
在几处城市公园和山丘之间。在上
面行走仿佛自己在树林中穿梭，简
直太美了。站在福州的金鸡山顶上
看福州，我看到了许多高楼大厦和
立交桥，到处都是现代化建筑。
	 每当夜幕降临时，万家灯火，街
上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像一条发
光的长龙，一座座高楼大厦嵌着像
宝石一样五颜六色的灯。这五彩缤
纷的灯光倒映在闽江水里，构成一
幅美丽的图画。
	 我爱中国福州，它是我爸爸妈
妈的家乡，也是我想念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