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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编者按：今年我们中⽂文学校的中

国新年联欢会⼆二⽉月七号那天热热

闹闹地在 WCC ⼤大礼堂举⾏行了。

编辑董楚琪⽣生动的报道又把我们

带回那天的快乐时光，细致有趣

的描写让许多节⽬目重现在我们脑

海⾥里。让我们跟着她的叙述⼀一起

来回顾吧。 

春节联欢会 

AP 中⽂文                                  董楚琪  

上个星期天，⼆二⽉月七⽇日，华

夏纽约中⼼心中⽂文学校举办了⼀一个庆

祝 2016 中国新年的联欢会。联欢会

很热闹，来了很多⼈人。联欢会开始

前，⼤大家先吃了可⼜⼝口的午饭。吃完

后就来到礼堂⾥里看节⽬目表演。 

联欢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

坐到礼堂⾥里准备看很多精彩的节

⽬目。先是 Master Kwan 的功夫学

⽣生，给⼤大家表演狮舞狂欢。这是每

年都有的节⽬目，⼤大家都很喜欢收

看。第⼆二个节⽬目是舞蹈班的⼩小朋友

们给⼤大家表演的“开门红”。⼩小朋友

们都穿着鲜红的⾐衣服，在欢快的⾳音

乐伴奏下跳着中国民族舞，⼀一下⼦子

就把⼤大家带⼊入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气

氛。下⾯面⼀一些节⽬目有唱歌的，跳舞

的，还有⼀一个魔术表演呢！

 

这个魔术师是从 Salazer 

Entertainment 请来的，他给⼤大家表

演了⼀一些很精彩的魔术，我觉得很

有意思。⼩小孩们也都特别喜欢他，

纷纷围在舞台边上等着被他选上⼀一

起表演魔术。在节⽬目表演中间，全

体教师和管理团队在校长的带领

下，给⼤大家表演歌曲“雪绒花”。感

谢⽼老师和志愿者们⼀一年的⾟辛苦劳

动！在节⽬目之间的时候也有抽奖。



有⼏几个⼩小朋友⼀一直志愿在礼堂内外

卖抽奖的票。 

联欢会表演的同时，在礼堂

外⾯面有很多⼈人在卖东西和聊天，互

相拜年。还有⼀一个⽆无声拍卖，⼤大家

都可以写他们的价格到⼀一份纸上。

我买到⼀一对可爱的⽿耳环。在礼堂的

⼊入⼜⼝口，⼩小孩⼦子也可以拿到他们的压

岁钱。可是⼩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我帮

忙的地⽅方，the bake sale （糕点甩

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甜点：⼩小

蛋糕，饼⼲干，还有巧克⼒力草莓呢！

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家长做的猴⼦子形

状的糕点。这些糕点都是中⽂文学校

的家长义务做的和买的。⼩小孩⼦子吃

完饭，来到礼堂，来到我们的桌

⼦子，当然想买⼀一些美味⾷食物。我们

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一块钱，他们可

以⽤用他们的压岁钱买。我们卖了

200 多块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

功。我们把这些钱都捐给了中⽂文学

校。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联

欢会结束了。⼤大家都离开礼堂时都

互相告别。今年的新年联欢会真热

闹！ 

 

校园内外 
编者按：我校AP班的绝⼤大多数

同学已在⾼高中就读，当他们以⾼高

中⽣生“成熟”的姿态回顾他们的初

中时，会有怎样⼀一种有趣的感悟

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回忆初中  

AP中⽂文                                    林润炎  

 对于五年级的孩⼦子来说，初

中是个既让⼈人紧张，又让⼈人憧憬的

地⽅方。 虽然我们中学的四个学院跟

哈利波特⾥里也有四个学院⼀一样，带

给我⼀一些兴趣，但是⼤大家都很可能

跟其他四个⼩小学的陌⽣生的同学分到



⼀一起，离开⼩小学最好的朋友。可能

失去朋友，还有功课的负担给⼤大

家，尤其是家长，带来了许多不安

。  

  终于，新的学期开始了。第

⼀一天上学那天，⼤大三百来个学⽣生，

穿着新⾐衣服，背着沉重的书包，忐

忑不安地⾛走进了学校⼤大门。⼀一进

去，我马上就迷路了。在这么⼤大的

建筑中,我的⼩小⼩小的教室哪⾥里能找得

到?最后，我⽆无奈的问了路，才被指

导到我的教室。 

 我，从⼀一个班带到另⼀一个班

，意识到朋友都不在周围，⽼老师都

很严格，课程都很⽆无聊。中学给我

们带来了更多责任，但没有相应的

⾃自由。我们课程安排是⽼老师决定，

全部学⽣生都被分到⼀一样难度的课程

。  

 那天，我以前对初中的全部

期望都像阳光下的雪花⼀一样很快化

成⽔水。虽然⼩小学的建筑不是很宏

伟，但是它又⼩小巧又古⽼老，像我在

⼩小学的⽣生活，又简单，又快乐，又

轻松。⽽而中学的建筑单调⽆无味，也

像我对中学的感觉。 

 进⼊入⾼高中，回想初中的⽣生

活，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不仅

学到了⼀一些知识，还交到了⼀一些好

朋友。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重

复那⼀一段时光。 

 

我的初中⽣生活 

AP 中⽂文                                   李欢欢 

 我是在 Mildred E. Strang 

Middle School 上的初中。我在

Mildred E. Strang Middle School 上

了三年，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

级。今年我是 Yorktown High 

School 的九年级学⽣生。

 



 我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也不是太会交朋友。上中学的时候

我的朋友不算多，差不多只有⼗〸十个

朋友，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我们有

相互都有的爱好或想法。在我的⼗〸十

个朋友⾥里，可能只有⼀一个两个是⽩白

⼈人，剩下的都是亚洲⼈人。上初中的

那⼏几年，我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在

学校的餐馆吃中午饭，特别爱跟他

们聊天，瞎玩。 

 初中的时候，我还在学校外

⾯面参加了很多活动。我 12 岁的时

候打垒球 ，可是到七年级我决定不

打了。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很爱跳舞

，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跳。过暑

假也还接着跳舞。今年我发现我对

跳舞没那么感兴趣了。跳舞还要花

很多时间，所以决定不跳了。 

 我很喜欢⾳音乐，参加了中学

的⾳音乐队，在乐队吹单簧管。我的

六年级⾳音乐⽼老师教得好，所以我特

别爱上⾳音乐课，特别爱吹单簧管。

可是我七年级和⼋八年级的⾳音乐⽼老师

教得特别差。那两年我也没好好吹

。初中的时候我也⼀一直学弹钢琴。

我上七年级的那年，我的钢琴⽼老师

搬⾛走了。差不多有半年我没有钢琴

⽼老师，只靠我⾃自⼰己去学。后来又找

了另外⼀一个钢琴⽼老师。今年我还坚

持弹钢琴，吹单簧管。因为我不打

球了，也不跳舞了，我有更多时间

能花在弹钢琴和吹单簧管上。 

 学校对我来讲很容易。中国

孩⼦子都这样。我上中学的时候根本

就没好好学习，但是考试也还能得

99 分，100 分。我上⼋八年纪的时候

上了两个⾼高中课。在这两门课我得

到的成绩写在成绩单上，可是我也

没好好学习。在这两门课，我得到

的成绩也还⾏行，但是我还是有点后

悔没有好好学习。我想我要是多花

点时间去复习，我的成绩会更好⼀一

点。 

 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生活对

我是⼀一段很重要的时间。我在那⼏几

年学了不少，对这个世界也更理解

了。 

 



请听我说 

编者按：这是⼀一组写⾃自⼰己的爱好

或难忘的经历的⽂文章。每个⼈人的

喜好或经历多种多样，有的新奇

绝妙，有的平淡⽆无奇。⽣生活是最

好的写作源泉。可以看出作者们

仔细想过，认真挖掘素材，很⽤用

⼼心地写出这些⽂文章。 那些⽣生动

的例⼦子，细腻的真实情感，⽆无⼀一

不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让我们

⼀一起来欣赏吧。 

⼀一次难忘的旅⾏行 

美洲华语四年级                     杨羡盛  

 我的⼀一次难忘的旅⾏行，是去

波多黎各。 

 在那⾥里有很多的乐趣。我和

家⼈人去了热带⾬雨林和海滩。那⾥里⾮非

常热。我是家⾥里的领航者，我喜欢

坐在车的前⾯面。第⼀一次玩⽪皮艇是在

夜间，⽪皮艇真的很难划。我们还去

了厄尔尼诺云雀的热带⾬雨林，玩了

很多不同的海滩，还有⽼老圣胡安。

 波多黎各是⼀一个很酷的难忘

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儿。 

 

冬天和春天 

美洲华语五年级     王琪 

 

 在冬天，我喜欢打雪仗，听

⼉儿童在冷风⾥里的笑声。我也喜欢去

我学校校园玩雪橇，那⼉儿打雪仗也

很开⼼心。我最喜欢的体育是滑雪。

每年冬天，我们全家和其他三家都

去滑雪。我觉得太有趣了！我很兴

奋！ 

 然后冬天⾛走了，春天来了！ 

 春天我喜欢在路上⾛走，骑⾃自

⾏行车。路上有很多⾹香的美丽的⼩小花

。也有很多动物：好多兔⼦子，⼩小鸟



和花栗⿏鼠。我⾮非常喜欢坐在草地上

看兔⼦子玩，这让我觉得很平静。在

春天，还有复活节和我的⽣生⽇日。它

们都在四⽉月⾥里。 

 啊！春天和冬天都是我最喜

欢的季节，有好多有趣的东西。 

我爱⾜足球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再曦 

 我今年参加了⼩小镇⾥里的⼀一个

⾜足球队，名字是Warriors。我们有

两个教练，我的朋友Owen也在队⾥里

，他的爸爸是副教练。

 
 我们队每个星期六的早上训

练，每个星期天⽐比赛。以前我的技

术不太好，后来，爸爸教了我很多

⽅方法，还陪我练，我就越踢越好了

。 

 我们的赛区⼀一共有四个队，

分别是：Warriors，Hawks，Killer 

Bees，还有Jets。最后⼀一场⽐比赛是我

们队对Hawks队，⽐比分是7:1，我们

队赢了。教练很⾼高兴，请我们全队

吃冰淇淋。 

 我期待明年春天继续踢球。 

我最喜欢的朋友 

美洲华语六年级                     杨浩远  

 我最喜欢的朋友叫Tapan。我

们都喜欢踢⾜足球，也在同⼀一个⾜足球

队，他踢球技术⽐比我⾼高。在休息时

间，我和我的朋友们踢⾜足球，我们

也都参加星期五的课后俱乐部。 

 Tapan很风趣。有时他叫我

Mr. Bicklesworth Jr.，我叫他

Mr.Bicklesworth Sr.。他也叫我Alf 

the Elf。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他很

聪明，有时他帮我做数学作业。我

们都在五年级，但是我们不同⽼老师

。有天我们吵架，但只是很短的时

间。 

 ⼀一天我在他家过夜。我们吃

pizza meatza 。很好吃！在他家我

们玩游戏，还踢⾜足球。第⼆二天⼗〸十⼀一

点三⼗〸十爸爸来接我，我都不肯⾛走。 

 Tapan 是我最喜欢的朋友。 



我最喜欢的朋友 

美洲华语六年级                     林为恒 

 我喜欢的朋友是Henry Zhang

。我认识他⼀一年了。我们是在⼩小学

碰到的。 

 Henry是中国⼈人，他有⼀一个⼩小

妹妹。他时常请我到他家玩打⽔水球

。今年万圣节晚上我们去他家附近

trict or treat。我们出去了⼀一个⼩小时

，拿到很多糖。 

 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玩雪

，⼀一起堆了个雪⼈人，堆完雪⼈人，我

们⼀一起打雪球。 

 今年我们都升上了初中，分

在不同的班，很久没见⾯面了，但他

还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在学校假

期，可以和Henry玩在⼀一起。 

 

堆雪⼈人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冬天真是太美了，特别是下雪

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枝上⾯面盖满了

闪闪发光的雪，窗户上都有雪花的

痕迹。在外⾯面可以听到孩⼦子们玩雪

时的开⼼心叫声，可以看到堆得⽐比⼈人

还⾼高的雪⼈人。

 
 这个冬天，我和妈妈⼀一起堆雪

⼈人。我把软软的雪花捏成了硬硬的

冰球，这样我的雪⼈人就不会很快的

化掉。妈妈⽐比我堆地慢，我的雪球

是她堆的两倍⼤大！把雪球滚完的时

候要先把它磨得更圆，然后就可以

给它戴上漂亮的围⼱巾和帽⼦子。我⽤用

了⼩小⽯石⼦子⼉儿给雪⼈人做眼睛，还⽤用长

长的树枝当⼿手臂，⽽而且⽤用了断的树

枝⼉儿当他们的头发！我们的雪⼈人虽

然挺⼩小的，可是他们长得又可爱又

漂亮。 

  冬天玩雪真的是⼀一段快乐的

时光。所以下雪时不要闷在家⾥里，

或不停的铲雪。赶快提起精神到外

⾯面玩吧！  



我学校的图书馆 

AP中⽂文                                        李玮  

  ⼀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是我

学校的图书馆，Katz图书馆。 

 我开始上 Horace Mann学校

之前，我公⽴立学校的图书馆⾮非常⼩小

，没有很多本书。但是，Katz 是⼀一

个巨⼤大的图书馆，它的两层楼有各

种各样的书：第⼀一层楼有⼩小说书，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第⼆二层楼有

科学与历史研究书和所有莎⼠士⽐比亚

写的戏剧。如果你想找⼀一本书，我

们⾮非常亲切的图书管理员⼀一定会帮

你找到。 

 第⼀一楼有⽆无数 Apple 计算机

和笔记本电脑，给同学们上⽹网和⽤用

来做作业，例如写历史⽂文章和⽤用数

据库做研究。在这层楼，同学们不

仅可以坐在办公桌或者在电脑前互

相帮着做作业，⽽而且可以在图书馆

的⼗〸十分舒服的长椅上休息，轻轻地

陪你的朋友谈话。但是，在图书馆

的第⼆二楼，同学们必须安安静静地

坐在办公桌前做他们的作业。

 
 然⽽而，Katz 图书馆不只是⼀一

个做作业的地⽅方。每天，我们有⼀一

段⼗〸十五分钟休息时间。因为⼤大多数

学⽣生没有其他事做，⼈人们都去图书

馆。我们的图书管理员 Ms. Bartels 

给我们⼩小吃，例如苹果和巧克⼒力饼

⼲干。另外，图书馆⾯面前有⼀一个键盘

，任何⼈人可以表演⼀一⾸首歌给另外同

学们听，让⼈人享受他的⾳音乐。有时

Ms. Bartels 主办⼀一个 Lit Chat，同

学们边吃⾮非常美味的⽐比萨饼，边谈

论我们正在读的书。我很喜欢这 Lit 

Chat，它让我放松⼀一点，谈⼀一谈⼀一

件课外的事情。 

 我很爱我学校的图书馆！ 

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AP中⽂文                                    赵晨昊 



 ⼈人们对于难以忘记的美好经

历, 都会感觉时间过的飞快。在船

上，这种想法也⼀一直回旋在我的脑

⼦子⾥里。来到墨西哥以后，时间飞快

地就过去了。 每天早上，中午，晚

上，吃顿饭，中间在游泳池或沙滩

去玩。⽣生活得很快乐，玩的也很好

。从我刚到墨西哥的时候，到今天

上船潜⽔水，六个晚上已经都过去了

。 忽然间我发现后天假期就要结束

了，但是今天是很特殊的⼀一天，那

是我第⼀一次去潜⽔水。 

 站在岸上，海⾥里的浪显得很

⼤大，但是⽔水还是青蓝的颜⾊色。那天

还刮着⼤大风，我希望着海⽔水还是清

澈的。上船的时候，我很兴奋，但

是也有⼀一点害怕。我以前没有尝试

过潜⽔水，这将是⼀一个新的体验。船

摇晃着向潜⽔水的地⽅方驶去，听得见

海浪敲打着船帮。到了⽬目的地，我

们把我们的脚蹼和潜⽔水⾐衣穿上，准

备蹦到⽔水⾥里。刚跳到⽔水⾥里时候，只

看见许多⽔水泡。⽔水泡很快就散开了

。忽然，有⼀一条银⾊色的⼤大鱼在我眼

前游过。向下⼀一看，看见了⼏几块很

⼤大的⽯石头，⽯石头旁边游着⼀一⼤大群鱼

，那真是⼀一个难忘的体验。 

 那次我去潜⽔水，不但是我第

⼀一次去潜⽔水，还是我第⼀一次的冒险

体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特

别的体验。现在，我去哪⾥里都会要

体验⼀一个新的东西。 

 

图画⼩小⽂文 

编者按：继美洲华语⼀一年级，三

年级⼩小朋友的图画⼩小⽂文刊登后，

我们美洲华语⼆二年级的⼩小朋友也

不遑多让，这期呈现给⼤大家让⼈人

眼前为之⼀一亮的连环画－－“⼩小

⽺羊要吃花⼉儿”。 仔细看了每幅图

，让⼈人惊奇于⼩小朋友们的想象⼒力

，没有⼤大⼈人常有的固定思维的禁

锢，每幅画都在讲述着作者独特



的天马⾏行空的故事。即使是⼩小⽺羊

的表情，也让⼈人不禁莞尔。 

 

⼩小⽺羊要吃花⼉儿 

美洲华语⼆二年级                梁瑜庭

Maximino Merriam，Ailvia Merriam

⽅方博霖，唐嘉雎，杨明慧， 王欣妍 

（作者按作品的先后顺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