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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年 

编者按：六⽉月⼗〸十⼋八⽇日我校举⾏行了
毕业/结业典礼，共同欢送 2017 
届毕业⽣生，也送⾛走了 2016－
2017 学年。时光飞逝，校刊
《⽂文芽》在这⼀一学年和我们纽约
中⼼心学校共同成长，共出刊 16
期，⽂文章超过 200 篇，其中三⼗〸十
⼆二篇⽂文章被选上刊登在“华夏侨
报周末园地”。感谢我校师⽣生，
家长的⼤大⼒力⽀支持，《⽂文芽》才得
以欣欣向荣，茁壮成长。 

毕业典礼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六⽉月⼗〸十⼋八⽇日是华夏纽约中⼼心

中⽂文学校的毕业典礼。今年⼀一共有

⼗〸十七位毕业。他们⼀一⼤大早就穿上了

毕业礼服，在礼堂外⾯面拍集体照。

在⼀一⽚片⿎鼓掌声中，他们⾛走进了⼤大礼

堂。接着全场起⽴立，两位可爱的⼩小

⼥女孩唱国歌。校长宣布毕业典礼开

始，家长代表和财务长给⼤大家做了

报告。然后九年级章⽼老师和校长给

毕业⽣生发毕业证书、合影留念。毕

业⽣生们个个神⽓气地站在台上。 

县领导代表Mark Fang给毕业

⽣生讲了话。原来Fang先⽣生也学过中

⽂文，由于某些原因，他只好把中⽂文

学习放弃了，现在他很后悔，他希

望⼤大家要重视中⽂文学习。毕业⽣生代

表俞⽂文婷发了⾔言，她⿎鼓励低年级同

学要学好中⽂文，告诉⼤大家学中⽂文的

重要性。毕业⽣生程皓琳给⼤大家讲了

马可波罗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校

长给⽼老师们和志愿者们发了纪念品

，接下来又给学⽣生们发了奖品。得

奖者兴奋地上台拿写作⽐比赛奖，优

秀学⽣生奖，或最⼤大进步奖，校长亲

切地跟他们⼀一⼀一合影留念。 

 



 毕业⽣生们每⼈人还得到了⼀一个

⼩小蓝包，⾥里⾯面有⼀一本中国⽂文化书，

希望毕业⽣生从中⽂文学校毕业后，还

能继续练习中⽂文。每个毕业⽣生还拿

到了⼀一件华夏 T-Shirt，他们互相签

名留念。礼堂外，放满了学校给⼤大

家准备的蛋糕和各种各样的⾷食品。

⼤大家吃着美味的点⼼心，开⼼心地在⼀一

起聊天。⼤大家都说⼀一想到每个星期

天早上不⽤用再去中⽂文学校学习，不

能再和同学⼀一起上课，真有点⼉儿依

依不舍！中⽂文学校给毕业⽣生们留下

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天马⾏行空 
编者按：感谢在学期即将结束，

学业最为繁忙之际继续投稿的同

学。黄昭雯同学的黄⽯石公园游记

⾮非常精彩，⽣生动活泼的语⾔言，新

颖的章回形式，流畅的描述，使

得通篇洋溢着⼀一种旅游中的快乐

雀跃⼼心情。尼克同学介绍了他去

过的印象深刻的博物馆，真希望

也有机会参观他最喜欢的位于克

利夫兰的航空科学博物馆！九年

级的毕业⽣生程皓琳，张⼼心驰，赵

佳淇和杨蕾娜同学功⼒力不凡，三

篇洋洋洒洒的散⽂文，准确到位的

⽤用词，⾏行云流⽔水般顺畅的⾏行⽂文，

成熟的思考，充分体现了⾼高年级

同学的语⾔言掌控⼒力。欢迎⼀一读！ 

黄⽯石公园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黄昭雯 

 2016 年我去了黄⽯石公园，在

那⾥里呆了⼀一个星期。我在那⾥里的时

候⾛走了很多⼩小路，也看到了很多喷

泉。我想给⼤大家讲讲我去黄⽯石公园

的故事。 

第⼀一章：到黄⽯石公园了 

  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们，我们

要去黄⽯石公园！开始，我不想去，

因为我害怕⼤大熊。可是妈妈机票都

买好了。我们早晨三点钟起床了，

到了飞机场。我们坐了飞机，到了

黄⽯石公园的时候，天才亮。我很喜

欢度假，所以我们到黄⽯石公园的时



候，我忘了害怕熊，想去玩⼉儿！我

们从北门进了黄⽯石公园了！ 

第⼆二章：美丽的黄⽯石公园 

 世界上有⼀一半的喷泉在黄⽯石

公园⾥里。它们为什么会喷⽔水呢？因

为黄⽯石下⾯面是个活⽕火⼭山。活⽕火⼭山在

地下活动喷泉就可以喷⽔水。⼈人们很

喜欢看它们喷⽔水。 

 最开始，⼈人们发现黄⽯石公园

的时候，回来告诉别⼈人他们看到了

什么，没有⼈人相信他们。后来，总

统派了⼈人去考察，向⼤大家证实了黄

⽯石的存在。黄⽯石公园 1872 年成为了

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很漂亮。⾛走黄⽯石的

⼩小路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很多漂亮

的喷泉，也可以看到瀑布和动物。 

 我们第⼀一天去了 Mammoth 

Hot Springs 热喷泉，⾛走了⼀一条⼩小路

。热喷泉五颜六⾊色，还在冒着热⽓气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  

 我们第⼆二天去了钓鱼桥（

Fishing Bridge) 。桥底下的⽔水中间

有⼀一个⼩小岛。开始我们以为⽔水很深

，只呆在岸边玩。可是后来，我们

发现⽔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我们就蹚

⽔水⾛走到了⼩小岛上，去探索⼩小岛。⼩小

岛上⾯面有个⼩小森林，地上还有⼤大⼤大

的脚印。我们在⼩小岛上⾯面玩⼉儿了⼀一

会⼉儿。很好玩！

 

 我们也看到了 Old Faithful 

Geyser。Old Faithful Geyser 是黄⽯石

公园⾥里最有名的喷泉，我们看到了

它喷⽔水。我和妈妈沿着 Old Faithful 

Geyser 后⾯面的⼩小路⾛走，看到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喷泉。我们也到了古⽼老



的 Old Faithful Inn ，在⾥里⾯面吃了晚

饭。 

 我们在黄⽯石公园⾥里住了好⼏几

天，每天去不同的地⽅方看风景。有

⼀一天我们⾛走了⼀一条⼩小路，去看⼤大温

泉。⼩小路⾛走到了坡道上⾯面。因为上

⾯面有温泉，上⾯面很热！我看到温泉

的时候，觉得很⼤大！温泉⾥里⾯面是彩

⾊色的，有个⼩小湖那么⼤大！ 

第三章：黄⽯石的狼 

 在 1800 年，⼈人们带了他们的

家畜来到了黄⽯石公园。狼在公园⾥里

找不到吃的，就去抓农场的⼩小动物

吃了。农民们就开始杀狼了。 

 后来，狼越来越少, 快要灭亡

了。没有狼了，牦⽜牛太多了，没有

狼来吃他们。后来，⼈人们意识到狼

在⽣生态系统很重要，就又从加拿⼤大

运进狼来。 

第四章：熊的变化 

 黄⽯石公园这⼀一带⼀一直有熊，

它们本来是野⽣生的，是⾃自⼰己找东西

吃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相⽐比去看

喷泉，⼈人们更喜欢在黄⽯石公园喂熊

。⼈人们喜欢把⾷食物举起来，想看到

熊站起来去拿！熊还等在⼈人们开车

的路上，跟⼈人们要东西吃。很多⼈人

因此受了伤。后来公园不让⼤大家喂

熊了。熊也会在垃圾站⾥里找东西吃

。后来，⼈人们做了防熊的垃圾桶，

让熊在⾃自然界⾥里⽣生活。 

第五章：我们看到了⼤大熊！ 

 我开始不想看到熊。每次⾛走

⼩小路的时候，⼼心⾥里都想着可千万别

碰到熊。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路

边有很多⼈人，他们刚刚看到了熊。

我们跑下车看，可惜熊已经⾛走了。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到处找

熊！找了⼀一天，两天，直到我们快

要⾛走了，也没看到熊的影⼦子。 

 最后⼀一天，我们很失望地以

为我们看不到熊了。我们开车在路

上，就要告别黄⽯石公园了，突然妈

妈指着路边草丛⾥里的⿊黑点问：那是

什么呀？爸爸漫不经⼼心地说：肯定

是只牦⽜牛呗。结果爸爸再看⼀一眼，

⼤大叫起来：是⼀一只熊呀！我们终于

看到了⼤大熊！ 

 我很喜欢黄⽯石公园，再见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我最喜欢的博物馆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博物馆。

⽐比如说，纽约市的⾃自然科学历史博

物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航空

科学博物馆和纽约市的⼤大都会博物

馆。 

 去过的博物馆中，我最喜欢

的是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航空科学

博物馆。我最喜欢看的是博物馆的

潜⽔水艇，那是⼀一艘美国攻击过的德

国潜⽔水艇。我也喜欢⼿手可以摸到的

室内飓风。 

中国北⽅方和南⽅方城市的⽐比较 －

分别以长春和上海为代表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 赵佳淇 

 
 今天，我们会访问两个中国

的城市: 中国南部的上海和中国北

部的长春。我们开车从这⾥里出发！ 

第⼀一站 - 上海

 



 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 地

处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段。上海市

区⾯面积 6340.5 平⽅方公⾥里 (2448.1 平⽅方

英⾥里)，占中国总⾯面积的 0.06%。它

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 

 上海已经有了 6000 多年历史

。 到公元前 2 世纪，⼈人们开始沿黄

浦江定居。黄浦江将上海划分为浦

东区和浦西区。 在接下来的⼏几千年

中，这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主

要港⼜⼝口。 1920 ⾄至 1930 年代，上海

经济飞速发展。 1930 年代，上海是

远东最⼤大商业和⾦金融中⼼心。1940 年

代，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先后

在上海建⽴立了租界。21 世纪以后，

上海又开始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

界主要的经济中⼼心。 

 上海有很多美⾷食。最著名的

有⼤大闸蟹，年糕，臭⾖豆腐，⽣生煎包

，红烧⾁肉。上海的风景名胜有外滩

，城隍庙，东⽅方明珠塔和南京路，

等等。 

 上海有很多⼤大学。著名的有

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上

海复旦⼤大学成⽴立 1905 年，是中国⼈人

⾃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复旦

是⼀一所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

学、医学、管理学等⼗〸十个学科的综

合性研究型⼤大学。2018 年世界⼤大学

排名，复旦⼤大学排名第 40 位，超

过 Brown （53）。上海交通⼤大学被

誉为“东⽅方 MIT”，东⽅方“康奈尔”。 

第⼆二站 - 长春 

 

 长春位于东北平原的中部， 

松花江⼩小⽀支流伊通河贯穿整个城市

，市区总⾯面积 20,571 平⽅方公⾥里。 在

城市的东边，有⼀一⼩小⽚片低⼭山。 



 长春在 1800 年被清代嘉庆命

名，当时被称为“长春厅”。在 1889

年改为“长春府”。从 1905 年到 1935

年，长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因为

它是⽇日本所有的南满洲铁路和俄罗

斯拥有的中国东铁之间需要途径的

中转站。1913 年，“长春府”升格为

吉林省“长春县”。然后 9 ⽉月 18 ⽇日的

事件在 1931 年爆发，⽇日本⼊入侵并占

领了满洲。1932 年 1 ⽉月 1 ⽇日，长春

县改制“长春市”，⾄至此市制始成。

1932 年 3 ⽉月 1 ⽇日，满洲国建国，3

⽉月 14 ⽇日宣布定都长春，15 ⽇日改名

为“新京”，为满洲国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中⼼心。1945 年 8 ⽉月，

苏联红军攻⼊入满洲国，⽇日本投降，

满洲国灭亡。12 ⽉月苏军把新京改回

旧名长春。1954 年，长春成为吉林

省⾸首府，定位为全省经济，政治，

⽂文化中⼼心。之后，长春成为中国汽

车中⼼心，最古⽼老的电影中⼼心。并于

2007 年成功地举办了 2007 年冬季

亚运会。 

 长春有很多著名的⾷食物，有

锅包⾁肉，地三鲜，酸菜炖粉条，撸

串，⼩小鸡炖蘑菇和雪⾐衣⾖豆沙等等。 

 长春的风景名胜有长春电影

制⽚片⼚厂，长春虎园和伪皇宫。 

 长春有 27 所全⽇日制⼤大学教育

机构，总招收⼈人数约 16 万⼈人。 吉

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是中国的两

⼤大重点⼤大学。吉林⼤大学也是中国最

⼤大的⼤大学之⼀一，有 6 万多个学⽣生。 

上海和长春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不同点在于长春是北⽅方城市

。长春的⼈人⼜⼝口是⼋八百万，离海边远

。长春⽅方⾔言跟普通话相。上海在中

国的中南部。⾷食物更甜，2400 万⼈人

的⼈人⼜⼝口，靠近海洋，讲上海⽅方⾔言。

相似点是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城市。 

我们喜欢这两个城市的理由： 

张⼼心驰：上海 

 我喜欢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

妈妈爸爸的故乡。妈妈告诉我，我

第⼀一次去上海是在我六个⽉月⼤大的时



候。从那时开始，我每年都要去⼀一

次上海。我喜欢上海的⽣生煎包和三

黄鸡，喜欢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的

繁华，喜欢上海城隍庙的中国特⾊色

，喜欢上海⼲干⼲干净净的地铁，也喜

欢和我的外婆，我的嬢嬢⼀一起去⼤大

卖场或逛⼩小商品市场！在上海，每

天都是吃不完的饭局，看不完的⼈人

，逛不完的街。上海是⼀一个国际化

的⼤大城市。在上海，⼈人⼈人都可以找

到你喜欢的东西。 

赵佳淇：长春 

 我喜欢长春因为我妈妈的家

⼈人在长春⾥里居住。去年夏天，我去

了长春看望我的外公，舅舅和⼩小姨

。和他们⼀一起渡过了美好时光。在

长春，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吃到

很多好吃的家常菜。我品尝了所有

前⾯面提过的菜式。我还记得在⼀一个

有孔雀的饭店吃过⼀一个巨⼤大的鱼，

⼤大概是⼀一⽶米多长，做好以后好⼏几个

⼈人抬进饭店⾥里⾯面。那个⾹香⾹香的味道

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长春有我

⼀一些最宝贵的经历，我会⾮非常珍惜

那些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希望我

以后有机会回去中国看望他们。 

马可波罗的故事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马可波罗 1254 年⽣生于意⼤大利

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

和叔叔经常去东⽅方经商，还去了中

国，拜访了皇帝。他们回到家的时

候，就给马可波罗讲东⽅方旅⾏行的故

事, 引起⼩小马可波罗的兴趣, 马可波

罗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一起去

中国。 

1271 年, 马可波罗 17 岁时, ⽗父

亲和叔叔带马可波罗去中国。他们

本来想直接乘船到中国, 却发⽣生了

意外事件, 不得不通过⼽戈壁沙漠。



经历了很多困难，四年后，他们终

于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到中国时

，拜访元朝皇帝忽必烈。皇帝⾮非常

喜欢马可波罗,  留他们在元朝当官

。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

汉语, 去中国各地考察。他回到皇

宫后,  向皇帝进⾏行汇报。 

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唐

朝后，中国分裂成了很多⼩小国家。

四百年后，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建

⽴立了元朝。当时的经济很繁荣, 是

世界上很富的国家。他们已经开始

⽤用纸币了。那时的科技和交通发达 

,  他们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

年历。 

⼗〸十七年过去了，马可波罗开

始想念家乡了。可是，皇帝太喜欢

马可波罗，不想让他离开中国。那

年春天，皇帝想要马可波罗他们送

⼀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去结婚，他们

顺便就可以回到意⼤大利。皇帝帮他

们准备了很多船和⼏几百个⽔水⼿手。在

路上很多⽔水⼿手⽣生病了，最后只剩下

⼏几⼗〸十个⽔水⼿手。三年后，马可波罗他

们终于回到了意⼤大利，他们的见闻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马可波罗把很多商品从中国

带到意⼤大利。他在中国特别喜欢吃

⾯面条，就把⾯面条带到意⼤大利，很受

欢迎。现在的“意⼤大利⾯面” ，就是马

可波罗从中国引进的。马可波罗看

到中国的皇宫⾥里有⼈人带眼镜，觉得

很有趣，也把它带了回去。所以最

早眼镜是从中国来的。 

 

1298 年, 马可波罗参加了⼀一场

威尼斯的战争, 不幸被抓起来。在

间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 ,  帮

他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马

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对世界有很⼤大

的影响。它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

向往，也引起⼈人们也想去东⽅方冒险



。哥伦布本来想去东⽅方，却发现了

新⼤大陆。他的书对现在的中国元朝

历史研究也很有帮助。 

我觉得马可波罗很值得敬佩

。他⼗〸十七岁就勇敢地去冒险。他还

有惊⼈人的记忆 ,  把所有看到的都记

在脑⼦子⾥里。他对东⽅方和西⽅方的交流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像眼睛和⾯面条

。我要感谢马可波罗，因为我喜欢

吃意⼤大利⾯面，我也带眼镜。 

南京⼤大屠杀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杨蕾娜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抗⽇日战争

初期侵华⽇日军在当时⾸首都南京犯下

的⼤大規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

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我将

从历史背景，屠杀经过，评价及后

⼈人纪念活动四⽅方⾯面来阐述这⼀一历史

事件。 

历史背景⼀一：淞沪会战失败   1937

年 8 ⽉月 13 号 --- 1937 年 11 ⽉月 26 号 

 8 ⽉月 13 号 --- 8 ⽉月 22 号 -  中国

试图根除⽇日本驻上海市区的兵⼒力。

8 ⽉月 23 号 --- 9 ⽉月 26 号 -  ⽇日本在江

苏沿海发起两栖登陆和两军战⽃斗。 

⽇日本企图控制城市及周边地区。9

⽉月 27 号 --- 10 ⽉月 26 号 -  中国军队

⾯面对⽇日本的侧翼机动⽽而退缩。其时

蒋介⽯石坚守上海，因为他希望西⽅方

国家能够⼲干预和帮助。这场战争为

中国政府提供了转移⼀一些重要⾏行业

去内地的⾜足够时间。中国参与 70

万⼠士兵中，有 25 万⼈人遇难。⽇日本

参与 30 万⼠士兵中，有 4 万⼈人遇难。 

历史背景⼆二：南京保卫战   1937 年

12 ⽉月 1 号 --- 1937 年 12 ⽉月 13 号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起

初，蒋介⽯石命令坚守南京;  然⽽而，

随着战局的不利发展，他下令部队

撤退。之后南京沦陷。南京保卫战



失利后，⽇日军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

京⼤大屠杀。⽇日本⼈人预计中国⼈人在南

京沦陷后会投降;  然⽽而，中国⼈人没

有投降，战争又拖了 8 年。中国参

与 10 万⼠士兵中，有 6 千多⼈人遇难。

⽇日本参与 5 万⼠士兵中，有 2 千⼈人遇

难。 

屠杀经过: 1937 年 12 ⽉月 13 号 --- 

1938 年 1 ⽉月 

 成千上万平民被埋葬，被称

为 “⼀一万⼈人⼫尸沟” 的挖掘。这是⼀一个

长约 300 ⽶米，宽 5 ⽶米的沟槽。 秸秆

串峡⾕谷⼤大屠杀中许多⼫尸体故意被烧

毁，埋在群众坟墓中，或者被投⼊入

长江。有两万名妇⼥女被强奸，包括

⼉儿童和⽼老⼈人。⽇日本⼠士兵还进⾏行了⼴广

泛的抢劫和盗窃。据中国政府统计

，有 30 万⼈人遇难。

 

后⼈人评价 

谁应该负责？中国觉得⽇日本应该负

责。⽇日本也觉得他们应该负责。⽇日

本⾸首相村⼭山富⼭山在战争后对⽇日本的

⾏行动进⾏行了正式的道歉。 他向所有

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致以

衷⼼心的歉意。 那天，总理和⽇日本天

皇宣布了哀悼的声明，并表⽰示希望

这样的暴⾏行永远不会重演。 中国⼈人

相信⽇日本的书⾯面道歉会向国际社会

发出更好的信息。 

 但有些⽇日本⼈人相信南京⼤大屠

杀从未发⽣生过。 这些⼈人认为没有证

据证明⽇日本⼠士兵⼤大规模杀⼈人的指控

。 他们指责北京将所谓的事件⽤用作 

“政治⼴广告”。 

 我认为⽇日本⾸首相与天皇表⽰示

歉意和哀悼是正确的。 我也认为，

否认⼤大屠杀的存在，或者很少⼈人死

亡，这是愚蠢和不能接受。 它侮辱

那些死难者的英魂，是对历史的篡

改。 

华⼈人的纪念活动 



 1985 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由南京市政府修建，纪念遇难者，

提⾼高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它位于

⼏几千个⼫尸体被埋葬的地⽅方附近，被

称为“万⼈人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共有 10,615 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姓名铭刻在纪念墙上。2009 年 12

⽉月 13 ⽇日，中⽇日和僧⼈人举⾏行宗教聚

会，哀悼⼊入侵⽇日本军队遇难的中国

平民。2014 年 12 ⽉月 13 ⽇日，中国举

办了第⼀一次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海报专栏 
编者按：“知之⽽而不⾏行，虽敦必
困。”这是荀⼦子名⾔言，⼤大意是：

懂得许多道理却不付诸实践，虽
然知识很丰厚，也必将遇到困
厄。知⾏行统⼀一，学以致⽤用才是学
习的真正⽬目的所在。学习中⽂文也
⼀一样。学好中⽂文，可以⽅方便到中
国旅⾏行，和当地⼈人⽤用中⽂文交往，
看路，点菜时也不⾄至于懵懵懂
懂。美洲华语⼋八年级的同学将学
到的中⽂文为⼀一场舞会设计了中⽂文
海报，看到他们的流光溢彩的海
报，是不是激起你们到舞会纵情
欢跳的兴趣？那就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