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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编者按：上周⽇日， 我校全体师⽣生、

家长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文学校

成⽴立⼆二⼗〸十周年，并⼀一起欢度元宵。

⽆无论是午饭聚餐、参加各种活动及

之后的⽂文艺表演，⽆无处不热闹⾮非

凡，喜⽓气洋洋，让⼤大家深切感受到

学校⼤大家庭的凝聚⼒力。祝福我们纽

约中⼼心中⽂文学校红红⽕火⽕火，蒸蒸⽇日

上，越办越好。 

  

庆祝中⽂文学校成⽴立 20 周年及元

宵节联欢会 

美洲华语九年级                     董汉翔 

 

 2 ⽉月 26 ⽇日阳光灿烂的⼀一天，

我们华夏纽约中⼼心中⽂文学校举办了

庆祝学校成⽴立⼆二⼗〸十周年校庆及元宵

节的联欢会。⼀一⼤大早，志愿者们就

开始忙碌起来做各种准备⼯工作。妈

妈告诉我她也去帮忙了。

 



  由于今年是建校⼆二⼗〸十周年⼤大

庆，学校特意邀请了众多嘉宾参加

，包括 Westchester County 

Executive Robert Astorino 和多位前

任校长和家长会会长也前来参加联

欢会。 

 联欢会表演像往年⼀一样，在

热闹的狮⼦子舞中开始，随后 10 多

位家长⼀一起上台喷出漫天的礼花，

增添了⽆无⽐比的欢乐⽓气氛，掀起了联

欢会的第⼀一个⾼高潮！ 

 今年参加表演的⼈人数⽐比以往

都多。⼤大多数班级的同学都在⽼老师

的指导下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

⽬目。我的外公也参加了爷爷奶奶俱

乐部表演的⼤大合唱“年⽼老的朋友来相

会”。妈妈则参加了卡拉 OK 俱乐

部成员的演出。两位节⽬目主持⼈人，

杭华蕾阿姨美丽优雅，施刚叔叔英

俊⼤大⽅方，带领⼏几位⼩小朋友主持⼈人表

现得⾮非常出⾊色。⼤大会堂⾥里⾯面精彩的

节⽬目不断，妈妈队列舞“在世界之巅

” 、  爷爷奶奶俱乐部表演的⼤大合唱“

年⽼老的朋友来相会” 、叔叔阿姨演

唱的“祝酒歌” 、⼩小品“拔萝⼘卜” 、舞

蹈“过年了” 、“贝加尔湖畔”以及低

年级⼩小朋友演唱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还有最后卡拉 OK 俱乐部成员

和部分校领导演唱的歌曲“河流”等

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演出⼤大厅外⾯面也充满了节⽇日

的欢乐。全家福拍照、灯谜、酒酿

汤圆、书法对联、学⽣生和成⼈人画展

以及⽂文芽作品展览都是这次活动的

亮点。联欢活动持续到下午近五点

才结束。 

 回到家⾥里，妈妈给我解释最

后⼀一个节⽬目，为什么卡拉 OK 俱乐

部的歌友们及其部分校领导⼀一起演

唱歌曲“河流”。中⽂文学校成⽴立 20 年

来，正是由于众多志愿者的如同涓

涓细流的⽆无私奉献，才能汇成⼀一股

巨⼤大的河流，推动中⽂文学校的发展

和壮⼤大！希望通过这⾸首歌，祝愿我

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每个家长

和学⽣生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河流

。学校的各种⼤大型活动离不开⼴广⼤大

家长和志愿者的⽀支持和奉献。我们

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快乐新年 

编者按：时光飞逝，转眼已是草长

莺飞的早春⼆二⽉月，新年正⽉月的鞭炮

声也早已消失。 但读着⼏几位同学回

忆过⼤大年的⽂文章，诙谐⽣生动的描

述，让我们感到那些迎春的快乐仿

佛并未⾛走远，那⼤大年夜的饭菜⾹香似

乎也还飘荡在空中。不禁感叹⽂文字

的魅⼒力，留住时光，留下回忆。 

 

过新年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我盼望的新年又到了。⼤大年

夜，妈妈烧了⼀一桌各⾊色各样菜的年

夜饭。年糕和鱼是每年年夜饭必不

可少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菜。 

 新年⼀一早，我又收到了爸爸

妈妈和外婆外公的红包。红包也叫

压岁钱，是新年时长辈给⼩小孩的新

年礼物，表⽰示把好运带给他们。传

说很早以前，⼈人们有红线把硬币穿

起来作为压岁钱。后来有了纸币后



，⼈人们⽤用红纸把钱包起来作为红包

。现在的红包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我⼩小的时候，以为红包袋⽐比⾥里⾯面的

钱更珍贵。新年那⼀一天，我还穿上

了我喜爱的新鞋⼦子。 

 吃完早饭，我们全家围在电

视机前⾯面看春节联欢表演。每年看

春晚，我都能更多地听懂那些⼩小品

。⼩小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看着⼩小

品笑的时候，我不知有什么好笑的

。现在看⼩小品时，⼤大多数时候我都

能看懂，可以跟着⼀一起笑了。⼤大多

数⼩小品还是很有趣的。春晚的舞蹈

也⾮非常精彩，让我吃惊的是，演员

们跳得⾮非常整齐，⽽而且每个演员都

很像，好像是⼀一个⼈人变出来的。 

 虽然我过的新年没有在中国

过新年那么热闹，但我还是过得很

开⼼心。

 

春    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倪步清     

 

 春节是农历新年，是中国的

传统节⽇日。今年是鸡年，我的本命

年。这意味着我今年⼗〸十⼆二岁了。 

 今年除⼣夕是星期五，早上我

起床的时候，因为时差，中国已经

是晚上了，电视⾥里⾯面正在放春节联

欢晚会。我上学之前还看了⼀一会⼉儿

春节联欢晚会。晚会上有⼩小品和歌

舞，特别热闹。可惜，看了⼀一会⼉儿

就得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中

国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我们给在中

国的爷爷奶奶视频拜年。爷爷奶奶

很⾼高兴还在微信上给我们发了很多

红包。于是，我们⼀一起在微信上抢

红包。我的⼿手快，抢到了很多。下

次去中国时，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

东西。晚上我们邀请了⼀一家中国邻



居⼀一起吃年夜饭。⼤大⼈人们⼀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我们⼩小朋友⼀一起玩了⼏几

个⼩小时，快乐极了。  

 

第⼆二天年初⼀一是周六，⼀一早我

和妹妹就给爸爸妈妈拜年，爸爸妈

妈也给我们发了红包。希望我们在

新的⼀一年健康快乐好好学习。我们

周末这两天都去了朋友家拜年开

party，⼤大家⼀一起包饺⼦子，吃了鱼和

许多别的好吃的中国菜。 

 春节有好吃的好玩的，是欢

乐团圆的中国传统节⽇日。今年我又

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希望明

年，⼀一切还是顺顺利利团团圆圆，

我能拿到更多红包！

 

⼤大年三⼗〸十 

美洲华语⼋八年级                     林若耶     

 春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每

年春节⼤大年三⼗〸十，妈妈都会煮好多

好吃的菜，⽐比如说传统的饺⼦子、

鱼、年糕、  还有好多其他的菜。⼤大

⼈人们都忙着准备新年吃的，还准备

了孩⼦子们最喜欢的东西－－红包。

除了这些以外，孩⼦子们也要像其他

家⼈人拜年，我们还⼀一起欣赏春节联

欢晚会。我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小品

和魔术。

 

 今年⼤大年三⼗〸十，妈妈的好朋友

要来我们家吃饭。妈妈⾮非常的兴奋

也很忙。妈妈这么忙的时候最好不

要靠近她。妈妈的朋友⼀一家来之前

，我忙着把花，盘⼦子和餐具摆在桌

⾯面上。爸爸和哥哥把煮好的菜都摆



在桌⼦子上。 

 我们正要歇⼀一⼜⼝口⽓气的时候，就

听到了门铃的声⾳音。⼀一听到这个声

⾳音，全家赶紧扑到门⼜⼝口把妈妈的朋

友接了进来。⼤大⼈人们⼀一坐下来就开

始聊天了。我哥哥也跟妈妈朋友的

⼩小孩说话。可是他们都⽐比我⼤大好⼏几

岁，我只好在旁边听他们说话。 

 妈妈疯狂地上好吃的菜，⼤大家

都⾮非常想吃，可是肚⼦子都快吃破了

。 我们饱的都需要歇好⼏几⼜⼝口⽓气才可

以继续吃其他菜。⼤大⼈人们继续聊天

，孩⼦子们就在电视上玩游戏。我刚

开始不想玩，可是试了⼀一下还挺有

趣的。最后我们又开始吃甜点和⽔水

果，然后⼤大⼈人给孩⼦子们红包。过了

不久妈妈的朋友⼀一家都⾛走了。 

 简⽽而⾔言之，我过了⼀一个⾮非常开

⼼心、有趣的⼤大年三⼗〸十晚上。

 
        

春天随想  

编者按：每回谈起春天，我就想起

⼉儿时的课⽂文－－朱⾃自清的《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

的脚步近了。”朱先⽣生是以怎样的⼀一

颗澄澈明净的⼼心，表达了对春天的

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读着下

列⼏几位⼩小朋友的《春天》⼀一⽂文，我

们也感受到他们对春天的向往。“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 爱春天之

⼼心，也⼈人皆有之啊。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我爱春天，因为春天⾮非常美

丽。春天来了以后，叶⼦子变绿了，

天空变蓝了，春天来了以后各种各

样的花开了，好美丽。 



 我爱春天，因为春天不冷也

不热，正好可以出去开开⼼心⼼心地玩

⼉儿。 

 我爱春天，因为春天来了以

后，我就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小动

物，因为它们要出来找吃的！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米亚 

 我爱春天，⼤大家都爱春天。

因为春天来了，天⽓气就变暖和了，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去公园⾥里玩

。我们可以玩球；可以在公园⾥里跑

；也可以看⼩小鸟飞回来；看草长出

来；看花开起来；看树叶长出来；

我和全家还可以去动物园看动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爱春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春天来了。春天就像⼀一个穿

着绿⾐衣，⾦金⾊色头发飞在天上的姑娘

，她吹着喇叭，把地上的花草叫醒

。我爱春天，因为天⽓气暖和了，蓝

蓝的天，⽩白⽩白的云，地上的草地都

绿了，花都开了，有红的、有橙⾊色

的、有黄⾊色的、有蓝⾊色的、有紫⾊色

的、还有粉红⾊色的。到处都是⾊色彩

，⾮非常美丽。

 

看图说话 

编者按：“看图说话”看似简单，其

实是踏向长篇⼤大论写作的基础。它

为写作提供⽅方法，在写话的过程中

可以理解并积累丰富的词汇，从⼀一

句话顺利过渡到⼀一段话，再到⼀一篇

完整的⽂文章。此外，还可锻炼学⽣生

的观察⼒力。 要让“看图说话”起到它

的作⽤用，就要做到“看仔细，想明

⽩白，说清楚，写完整”。请看⼀一组美

洲华语九年级的“看图说话”。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有⼀一天，张⼩小玲收到⼀一封信

，打开⼀一看，⾼高兴极了，她被⼀一所

美国名校录取了，她兴奋地订了去

美国的机票。她去机场的时候，妈

妈爸爸和妹妹来为他送⾏行，通过安

检后他跟家⼈人说了再见，快速的看

了她的登机证，然后急急忙忙地去

找登机门⼜⼝口，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

坐飞机。 

 当她看到不远处的登机门 2，

很得意，这时，离飞机起飞只有半

⼩小时了，应该登机了，怎么还没有

开始登机呢？她再看了⼀一下她的登

记证，吓了⼀一跳，原来她看错了，

应该在登机⼜⼝口⼗〸十⼆二等机。她拖着⼿手

提箱飞快地去找正确的登机门，终

于找到了，还好飞机还没有起飞，

她⾼高⾼高兴兴地上飞机了。 

 

 

美洲华语九年级                    彭北洋 

 

 ⼩小明要去中国读书了，今天

她要⾃自⼰己坐飞机去。在安检⼜⼝口，全

家给她送⾏行。过了安检之后她开始

找登机门。她记得是登机门⼆二，可

⾛走到登机门⼆二，旁边的⼈人没有⼀一个

中国⼈人，⼩小明再看了⼀一下登机卡，

突然发现她记错了登机门号。她就

赶快跑到登机门⼗〸十⼆二，赶上了她的

飞机。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欣怡 

 

 今天是明明在美国的最后⼀一

天，今年夏天是她⾃自⼰己要去中国上

夏令营。她跟她的爸爸、妈妈说完

了再见，⾛走到了登机⼜⼝口。到了以后

，她发现她拿错票了，又赶快回到

领票区，飞机三⼗〸十分钟就要起飞了

！她跟服务台的⼩小姐说了⼏几句，⽴立

即就收到了正确的票。她快快地⾛走

到登机⼜⼝口，⼼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了。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琪 

 

 ⼀一个⼥女孩⼉儿要旅⾏行去参观新

的地⽅方，结识新的朋友。她和她的

家⼈人⼀一起去了飞机场，她的家⼈人给

她送⾏行，祝她⼀一路顺利。 

 他们送她的时候，她还去托

运和安检，之后她去登机⼜⼝口，因为

要上飞机了。但是她却去错了登机

⼜⼝口。她去了⼆二号门，可看了她的登

机证，她应该去12号登机⼜⼝口，所以

她赶快去了12号登机⼜⼝口上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