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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9日，博城中文学校师生校友欢聚一堂，庆祝博城建校40周年。 

 庆典在教师和董事们《爱的奉献》的歌声中拉开序幕。正如歌词中唱到的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博城的传统，这是我们的心愿……” 四十

年来，正是一代代博城人的爱与奉献，才使博城枝繁叶茂，蓬勃发展到今天。 

 当天的博城高朋满座，嘉宾云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喜悦的神

情。看这边，蒙郡郡长、蒙郡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兼副总

领事李民、一等秘书庄元元、华府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陈世池、以及大华府同

乡会、兄弟中文学校代表相继走进庆典大厅。 

 看那边，博城历任校长、教务长以及老教师们也等纷纷现身庆典现场，大

家相互握手、拥抱，感谢博城的邀请让大家有了久别重逢的机会。 

 庆典由博城资深教师孙殿涛老师主持。现任校长张亚东首先致辞，他代表

博城全校师生和家长，感谢各位嘉宾光临庆典，热烈欢迎博城老校友、老董事、

老教师回家过节。他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四十年时光，已经使博城中文

学校从一棵幼苗长成大树，挺立在北美大地，根却扎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饮水

思源，感谢所有为博城奉献的人。他也很荣幸成为博城的一员，为这棵大树浇

水、施肥，见证孩子们的成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博城的今天离不开各位老师的辛勤奉献，学校董

事会特意在庆典上，为在博城任教多年的资深教师刘子真、孙殿涛、张人姝、林

玉萍、徐清、王迪、田小怡七位老师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最后，大家一起观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还分享了博城的生日蛋糕。 

博城就像一个无比温暖的大家庭，四十年来，像磁铁一般吸引着数以千计热爱中

华文化，乐于奉献的家长、老师和孩子走进博城，爱上博城，以博城为乐，以博

城为荣。今天，大家高唱《祝你生日快乐》为博城庆生，明天，将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努力，迎接下一个十年。 

 大家相约，我们2026年再见！ 

         

          孔德人 

40年的喜庆 

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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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城40岁校长致辞  
—把根扎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 

     

 博城中文学校40岁了，到了不惑的年纪。  

  博城中文学校创办于1976年，创办者是一批来自中国台湾的
留学生。眼见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离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大
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在美国华人的第二代要接受中国文化教
育，并要世代传承。这种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感成就了博城中文学
校。  

    海外的华裔子女要在海外社会上立足，作为“少数族裔”，这
些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会有不同程度的困惑。台中教育大学的著
名学者王财贵教授曾说：“在外国成长的华裔子弟是最幸福的，因
为他们的当地外文，就如土生自然，而他们学华文，不会比中国孩
子学外文陌生。他们是得天独厚，容易两全其美的一群。”“但如
家长不善用此长处，则孩子的这种福份，将日渐丧失，反而两不着

边，此乃父母之大过也。” 

    四十年来，博城中文学校为我们的下一代辛勤耕耘，创造了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环境。
通过学习中文，了解祖先伟大的文化，了解自己的身世，知道我们的祖先的伟大。为自己是中
国人的后代而骄傲，这样就能帮助他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立足于美国社会。  

    四十年来，博城中文学校坚持非营利家长义务办学的传统。众所周知，海外办学难，靠家
长义务办学更难。周围的中文学校，关停并转的例子很多。是什么精神，什么力量支持博城的
成功呢？四十年来，一代代的博城人思索过这个问题。曾经的校长孔羽说的好，我们的博城精
神就是“继承、弘扬、宽容、奉献” 

    继承——博城中文学校不仅仅是教授学生听、说、读、写中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通过教
授中文来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学到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弘扬——博城中文学校还是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心，从这里走出的每一个学生，他的言
行会是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见证。 

    宽容——中文学校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能有如此的和谐气氛，靠的是彼此的宽容和理
解。 

    奉献——博城中文学校是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学校，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众
多义工们年复一年的无私奉献。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四十年来，博城中文学校已经长成一棵大树。挺立在北美大地，根
却扎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饮水思源，我最想说的是“感谢！感谢博城的前辈！感谢大家的努
力！” 

    我很荣幸能成为博城的一员。让我能为博城这颗大树浇点水；让我能学习博城的精神，尽
一份本分；让我能见证孩子们的成长；让我能够和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义工一起为孩子
们的教育，孩子们的认同，孩子们的骄傲做出努力。 

    为中文学校服务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责任。 

    恭祝博城40岁生日快乐！恭祝这颗大树枝繁叶茂，桃李芬芳！ 

 

校长 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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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与爱心和分享有关的特殊课程 

 博城中文学校2016年爱心义卖活动侧记 

 12月18日，圣诞节和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由博城中文学校学生会策

划组织的2016年爱心义卖筹款活动如期举行，为了这次活动，孩子和家长们已经

筹备多时了。  

  下午一点钟，学校大门一开，参与组织的学生会成员和家长就急切地冲进大餐

厅，忙着摆桌子，布置义卖场地、摆放义卖物品。不多时，十几张桌子前就摆满了琳琅满目

的各种宝贝，像卡拉OK机、电脑显示器、琴谱、崭新的儿童衣服和鞋子、各种头饰、电子

琴、埃及手绘的瓶子、异国情调的家庭装饰品，以及书籍、文具、小家电、电动工具和小礼

品等等，许多义卖品都是崭新的，价钱却是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各位老少

“摊主”一边做着生意，一边和“顾客”交流着孩子培养的心得，如何申请大学，哪种参考

书更实用……卖的人喜气洋洋，买的人乐此不疲。一位家长不无遗憾地对身边捧着笔洗地另

一位家长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就没发现，让你捡了个漏，咳！”；还有一位家长指着

一件男孩滑雪服对老公说：“这件衣服多漂亮，还新着呢，可惜咱儿子长个了，要不然立马

拿下。”更多的家长则感慨道，这个活动真好，把家里不用的东西拿来分享，卖的钱又拿来

做慈善，实在是一举多得。  

 参加义卖的印度裔家长说，他们非常感激学校举办这个活动。当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玩

具可以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而收入又可以捐给学校作为经费，都非常开心。利用这个机会

教会他们分享，也教会孩子懂得感恩和回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与爱有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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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精心地在为妈妈选一件头饰。不一会儿，他又气喘吁吁地跑

回来，打算再买一个，送给他的中文老师，因为老师对他太好了。收到这个特殊圣诞礼物的

妈妈和那位老师好幸福啊，因为在这小小的头饰背后，是孩子对她们的感恩和爱意。  

 参加义卖的印度裔家长说，他们非常感激学校举办这个活动。当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玩

具可以和更多的小朋友分享，而收入又可以捐给学校作为经费，都非常开心。利用这个机会

教会他们分享，也教会孩子懂得感恩和回报，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与爱有关的课程。 

 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精心地在为妈妈选一件头饰。不一会儿，他又气喘吁吁地跑

回来，打算再买一个，送给他的中文老师，因为老师对他太好了。收到这个特殊圣诞礼物的

妈妈和那位老师好幸福啊，因为在这小小的头饰背后，是孩子对她们的感恩和爱意。 

 韩同伟老师带着马立平五年级的孩子们来了。圣诞节学校要给每个孩子送礼物，韩老

师希望大家在义卖现场选购自已喜欢的东西。韩老师耐心地告诉孩子们，每个人的预算是多

少，同时和孩子们一起仔细记录着每一笔消费，算算他们的余额还有多少。孩子们非常信任

韩老师，无论买了什么都会在第一时间跑来与老师分享。他们之间的那份平等、关爱和尊重

让大家好不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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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卖的组织者——博城中文学校学生会的孩子们从提出意向，商讨实施方案、写宣传文

稿、做宣传海报、统计参与家庭……做了许多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对于孩子们的这份爱

心，指导老师孙殿涛、家长们和董事会的老师们一直精心呵护、引导和鼓励着。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为了尊重和配合好这次活动，董事会几次地开会沟通、不厌

其烦。因为在他们眼中，孩子的健康成长才是最最重要的。 

 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已成为博城学生会历来的传统。其目的在于，一是支持学校的

发展，为学校筹集经费；二是方便学生会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三是让爱和祝福延伸。

他们已经连续三年向中国贫困地区捐赠，帮助那里的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一年又一年，在各位老师和家长的关爱下，博城的孩子在学好中文的同时，也学会了感

恩，学会了爱与责任。冬天来了，可在博城校园里，却处处都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你如果想知道义卖最终的结果，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几百美金的义卖所得被全部拿出

来，分别捐给了学校和学生会，可以说是战果颇丰！ 

     （撰文/李佳，摄影/孙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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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新电脑 

 

 你们想知道今年有什么好的电脑吗？请接着往下读！ 

首先，一款新电脑横空出世，它叫“袋鼠电脑”。这个电脑只要99美

元，它就像一 块巧克力那么大。你可以把袋鼠电脑插进一个显示器，

当作一个iPad，或者一个电视机用。我觉得这个“电脑”很酷！今年还

有一个新的电脑，叫做Lenovo ThinkPad。这个电脑只要149美元，它有

五个小时的电池生命，比大多数的电脑更小和更精细。我觉得这个电

脑和前面的一样好！今年有这么多新的好电脑！你们难道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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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玩电脑 

 Video game Programming   

 如何使用电脑程序制作游戏，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编码，这也是大家都知道

的最 常用的办法。这种方法对初学者有一点难，需要编写复杂的代码，通常要求专

业的学习。 这一类的软件有，Khan Academy 和 Python等。  

 另外一类软件是专门针对初学者的，尤其是初学的小朋友。比如说，Scratch就

是 其中之一。在Scratch里面你不需要编写代码，你只用拖动相应的工具栏，选择你

想要的 人物，并且执行你的命令。制作电脑游戏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学会了，你

可以使用它来 有效的利用你的业余时间。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程序，我希望你可

以尝试并使用这些程 序。你也可以学到更多的技巧。下面是这些应用程序的一些标

志。  

 

 

 Digital Design  

 如果你只有一个鼠标，并且想在电脑上设计制作电影的标志或海报，你可以使用 Adobe Il-

lustrator，获得你需要的设计和形状。在电脑上做出来你想要的形状是一件非常 有趣的事情。你还

可以使用移动魔杖工具和改变形状和设计的颜色，还有很多很多的小 技巧，你每天都可以发现新的

惊喜。另外一个程序叫做Photo Shop，它可以帮助你做的 更多。你可以编辑你拍摄或在线查找的照

片或者图片，并将其调整不同的形状和大小。你 还可以随时使用数字设计艺术来帮助你在计算机上

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设计。  

 
Log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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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神兵阵，舜后万世陈。” 

   陈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位的大姓，人口众多。  

 陈姓主要得姓于周朝初年的陈胡公满。相传，胡公满是三皇五帝

之一的虞舜的后代。 

 舜幼年丧母，继母不慈，常对他进行毒打和虐待，但他逆来顺

受，反而更加孝敬继母。由于他好学孝友，闻名四海，至帝尧末年，

不仅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他，还以自己的皇位相传。所以

舜当政时，天下大治，人民丰乐，加上他常“调于玉烛，息于永风，

食于膏火，饮于醴泉”，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因此更加获得百姓的拥

戴。至他去世后，约 35世传至胡公满，被周武王分封于陈(今河南淮

阳)，建诸侯国，屏卫王室。此后，胡公满因封于陈而称陈胡公，所建

方国亦称陈国，子孙后来也以国名为姓氏，姓陈。  

历史上部分陈姓名人 

 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全国性的农民战争。  

 陈群(?-236)，三国时魏国大臣。  

 陈友谅(1320-1363)，元末大汉政权建立者  

 陈玉成(1837-1862)，太平天国青年将领，后期军事统帅。  

 陈毅(1901-197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

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陈赓(1903-196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陈毅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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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狼上学 编辑：孔德人 
 有一只笨狼，独自在森林里呆得不耐烦了，就想去上学。学校里有那么多的小朋友，一

定会很好玩。  

  笨狼来到学校，坐在小朋友们中间，听老师讲课。  

  第一节课，老师教大家学习词语。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

诉大家说：“这是苹果。”  

  “不对，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笨狼第一个站起来反对说。  

  “是呀，笨狼说的没猎，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其他的孩子齐声

说。  

  “这是‘苹果’两个字，又不是真正的苹果。”老师生气地说。  

  “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笨狼又问。  

  “是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别的孩子又齐声说。  

  “跟你们说不清楚，我们不学词语了，还是讲故事吧！”老师说。  

  于是，老师给孩子们讲小红帽的故事，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但是忽

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不对，这全是造谣，我根本就没有吃过小红帽。”  

  “也许是你爸爸干的。”一个小朋友说。  

   “我爸爸不会干这种事！” “也许是你爷爷？” “也可能是你太爷爷？”  

   笨狼想了想，不再吭声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爷爷和太爷爷究竟干没干过像吃小红帽这

一类的坏事。  

   老师本来想告诉笨狼，故事并不一定都是真的，又怕他不明白，老师就说：“好了，现

在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  

   笨狼和小朋友们来到大操场，在

跑道上排好队伍。老师让大家跑步，谁

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  

   “预备，跑！”  

   老师的口令刚发出，笨狼就像箭

一样朝前飞跑。他在跑道的拐弯处忘记

了拐弯儿，因此，他笔直穿过大操场，

越过田野，跑回大森林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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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 

九年级 崔丽娜 改编， 指导老师 王晓鹂 

（在家里。） 

妈妈：小红帽，你要自己去奶奶家。还要给她送糕点，她病了。你不要离开大路呀！ 

小红帽：好呀！ 

 

（小红帽在路上走，就遇上了大灰狼，她不知道大灰狼是坏家伙。） 

大灰狼：小红帽你去哪儿？ 

小红帽：奶奶病了，我要去看奶奶 

大灰狼（想）：“我可以有一顿美食了。” 

大灰狼：小红帽，你瞧，树林里有很多花，你可以送给你的奶奶呀！ 

小红帽：好主意。 

 

（小红帽去树林里采花。） 

（大灰狼先去吃了小红帽的奶奶，然后穿上她的衣服等小红帽来。） 

（小红帽终于来到奶奶的家） 

小红帽：“奶奶您好！奶奶，你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呀？” 

大灰狼：耳朵大就可以听你说话啊 

小红帽：那为什么你的嘴那么大呀？ 

大灰狼:嘴大就可以吃你啊！ 

 

（大灰狼把小红帽吃了，就在床上睡着了。） 

（猎人看见了。把大灰狼杀死了，救出来小红

帽，还救了奶奶。） 

妈妈：孩子，你以后要记住妈妈的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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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 

九年级 王知琦 改编， 指导老师 王晓鹂 

 

【从前，有个小姑娘，整天戴着顶红帽子，大家都叫她“小红帽”。】 

妈妈：“小红帽，奶奶病了，快给她送点儿糕点去。你要走大路，当心点儿！” 

小红帽：“知道了，妈妈。” 

 

【小红帽接过糕点,朝树林里的大路走去。小红帽走呀，走呀，不久就遇上了一条大灰

狼。大灰狼亲热地和小红帽打招呼。小红帽不知道大灰狼是个坏家伙，就把去奶奶家

的事以及奶奶家住在什么地方，都告诉了大灰狼。】 

大灰狼（想）：“好极了！我可以先吃掉她奶奶，再来吃掉她。” 

大灰狼：“小红帽，你瞧，树林里的花儿开的多么好看，鸟儿叫得多么好听！你先在

这里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再去奶奶家吧。” 

小红帽（想）：“要是我能采一束鲜花送给奶奶，奶奶一定会更高兴的。” 

 

【于是，小红帽离开大路，到树林里采花去了。大灰狼看见小红帽越来越远，便一路

跑到小红帽奶奶的家。他叫开门，闯进了奶奶的屋里，张开大口，把奶奶吞到了肚子

里。接着，他又穿上奶奶的衣服，戴上奶奶的帽子，躺到奶奶的床上，等待小红帽到

来。小红帽到树林里采了许多鲜花，多得快拿不动了，这才想起奶奶来。她跑上大

路，径直来到奶奶家。她走到奶奶睡的屋子里，看见奶奶正躺在床上，帽子戴的很

低，那脸都遮住了。】 

小红帽：“奶奶，你好啊？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 

大灰狼：“嗯，耳朵大，好听你说话啊。” 

小红帽：“你的手为什么这样大？” 

大灰狼：“手大，好把你抓住啊。” 

小红帽：“那，奶奶，你的嘴巴为什么这样大？大的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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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帽的话剧 

赵文晟 改编， 指导老师 王晓鹂 

 

（小红帽和她的妈妈正在家里，妈妈叫小红帽，对她说话） 

妈妈：“奶奶生病了，你快给她送点儿糕点去。 当心点儿，走大路。” 

小红帽： “好！” 

（小红帽上大路了， 碰见了一条大灰狼， 不知道他是坏人，把去奶奶家的事情和她住在哪儿

告诉了大灰狼） 

大灰狼（对他自己说）：“太好了， 我可以把她们俩都吃掉了。” 

大灰狼：“小红帽， 你看，森林里的花开得很好看。鸟儿叫得也很好听。你快去玩儿一会儿

再去奶奶的家吧！” 

小红帽（想）： “要是我能采一束鲜花给奶奶，她一定会很高兴！” 

（于是， 小红帽离开了大路去森林里。大灰狼去奶奶家， 吃下了奶奶。它又穿上奶奶的衣

服， 戴上了奶奶的帽子， 躺在奶奶的床上。） 

小红帽：“糟糕，我晚了！我需要去奶奶家的！” 

（小红帽回到了大路，然后来到了奶奶的家，看见奶奶躺在床上） 

小红帽：“奶奶， 你好吗？你的耳朵为什么这样大？” 

大灰狼：“耳朵大， 好听你说话啊！” 

小红帽：“你的手为什么这样大？” 

大灰狼：“手大， 好抓住你啊！” 

小红帽： “那， 奶奶， 你的嘴巴为什么这样大？ 大得真可怕！” 

大灰狼：“嘴巴大，好吃你呀！” 

（大灰狼从床上跳起来， 把小红帽吃了。） 

大灰狼：“真好吃！” （大灰狼吃得饱饱的， 就睡了） 

（这时，一个打猎的人从这里走过， 看见了大灰狼躺在床上） 

猎人（想）：“坏了，老奶奶肯定被大灰狼吃了！” 

（猎人用刀切开大灰狼的肚子，把奶奶和小红帽救出来。） 

小红帽：“谢谢！大灰狼怎么还在睡呢？”（ 她找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灰狼的肚子里。） 

大灰狼（醒来）：“糟糕！我走不动了，我要死了！”（倒在地上死了） 

小红帽，奶奶，猎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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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郎平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女排在2016年奥运会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夺

得了奥运金牌。希望她能再次领军中国女排，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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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影院 
《Fantastic Beasts & Where to Find Them》 

编辑 ：李玉文 

 最近，J.K. Rowling发布了她的新电影 ——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神奇动

物在那里）。这部电影被认为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

电影之一，它得了一个90%评分，这可是相当不容

易。 

 《神奇动物在哪里》由英国导演大卫·叶茨执

导，埃迪·雷德梅恩、凯瑟琳·沃特斯顿、艾莉森

·苏朵儿、丹·福格勒、柯林·法瑞尔等联合主

演。该片讲述了神奇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离开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后，为了寻找和保护神奇动物踏

入纽约所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一定要定个时间

去看看，否则你跟同学聊天，连谈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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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谜语 

1. 我如果有这个，我就不会分享。如果分享了，就没有。 

 我是什么？ 

2. 你画一条线，但是没有动这条线，要怎么把它变长一点？ 

3. 什么东西能够环游世界，但是留在一个角落？ 

4. 有一个清洁工在洗25层楼高建筑的玻璃 。他从梯子上面摔下来，但是没有受伤。为什么？ 

5. 一台电车在往南开，风从东边吹来，烟是往哪一个方向走？ 

6. 什么事情是只能够往上，而不会往下？ 

7. 什么事情在晚上会出来，但是白天来的时候 会自己跑走？ 

8. 什么事情是即将要来，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到来？ 

9. 在一个2x3x4 的洞里面能够有多少土？ 

10. 有一个人说他能够预测篮球的分数，但是比赛还没开始。这是怎么预测的？   

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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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答案 
1. 秘密 

2. 在隔壁另外画一条短的线，原来的那 一条线就变长了。 

3. 邮票 

4. 他摔下去的地方是从最下面第二个阶梯。 

5. 这是一台电车，所以没有烟。 

6. 年龄 

7. 星星 

8. 明天 

9. 是一个空洞，所以没有土。 

10. 篮球赛还没开始的时候，分数是0-0 

迷
宫
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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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李
玉
文 

发糕食谱 
 

普通面粉（All purpose flour ） 1 3/4杯（约2杯），  

白糖  1/3 杯  

Yeast 2 teaspoons（小勺），加少许温水溶化，  

盐    1/2 teaspoon 

水    3/4 杯，  

什锦果料 1/2 杯 

 

做法 

1．将面粉、yeast、糖、盐和水加在容器里，调成比较稠的面糊，盖

好放在暖和的地方发酵，大约2－4小时后面糊体积略涨大，面糊表面

可见到很多气泡（依室温而定）即表示发酵好了。 

2．将蒸发糕的模子底部放上一个湿屉布（我是用的湿的咖啡滤纸铺在

底部的），在模子四周抹上一些炒菜油（这样蒸好后容易脱模）。将

发酵好的面糊倒入模子中，不要搅和面糊，在面糊上面均匀的撒上果

料。 

3．将面糊模子放入蒸锅内（锅内放凉水），旺火烧开。上气后蒸

15－18分钟。关火后，暂时布开盖，等3－5分钟后再掀开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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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作文 
 

 

作者：中文写作班学生 

指导教师：孙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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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赢了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张恩娜 

 今年的选举由于哥哥的十年级参加竞选，我心里很想把投票给他们。在选举的那

一天，许多高年级班级带着糖果到我们班上发糖果，因为他们要拉拢我们投他们的

票。 

 投票的时间到了，我试着想多拿两张票，让十年级赢。但被老师发现了，我的小

计谋没有得逞。 

 投完票之后，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选举结果。老师一宣布下课时间到了，我马上

冲出教室来到大厅。看到哥哥我马上问他，“谁赢了？”哥哥非常高兴地喊道，“我

们赢了！我们赢了！”投票给十年级的孩子们听见了很高兴的喊，“十年级赢了！十

年级赢了” 十年级就发给他们很多糖果。我很高兴恩得成为学生会的一员。希望他们

做的能向他们说得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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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3日，孔德人（左三）同学代表博城中文学校学生会再次向河北

同乡会捐款200美元，帮助贫困学生重返校园。孔德人的妈妈孔羽（左五）参加

了捐赠仪式。    

善良的妈妈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孔德人 

 

 我的妈妈是孔夫子的后人，她心地善良，她经常教育我和姐姐，要懂得帮助

别人。正是在她的教育和鼓励下，我和姐姐都以帮助别人为乐。 

     两年前，在姐姐做中文学校学生会主席时，妈妈便鼓励她为中国贫困地区

的失学孩子募捐，妈妈还亲自带领姐姐和他的同学自己动手制作食品去义卖。在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姐姐和他们同学们义工募集了四百美元，通过爱心基金会资

助了中国河北平山县四个贫困孩子一年的学费，受到爱心基金会和河北同乡会叔

叔、阿姨们的称赞。 

     今年，我作为学校学生会的一员，妈妈鼓励我像姐姐一样，继续为贫困的

孩子募捐。我的学生会的同学已经行动起来，正在想方设法募集资金。我们的目

标是起码不低于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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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夏天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张明实 

 

    今年夏天我非常忙，首先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周的Shou Chu夏令营。在夏令营里，老

师训练我们学做数学题和阅读理解题，当然还玩游戏。 

    之后，我又参加了为期两周的Coach Brice足球夏令营。这个夏令营与上一个大不

相同，我们要从上午9：00一直踢到中午，每天训练三个小时。在我们夏令营结束前的

分组比赛中，我们先后战胜对手，五战五胜，赢得冠军，我自己得到的奖品是一把折叠

椅、一把伞和一个杯子。 

     

 

 

 

 

 

 

 

 

 

 

 

  

 然后，我又参加了一个台湾人办的夏

令营，在一个大学住了一周。我们在那里学

习唱歌、跳龙舞、踢毽子和抖空竹。  

 最后，我和家人又一起去Pittsburgh

度假，那里有Pittsburgh大学，以及高达

163米，全世界各大学第二高的建筑——

Cathedral of Learni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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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教会我什么是责任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郭玥彤 

 今天是感恩节，此时此刻，我最想感谢的人是妈妈，因为我无论做错什么事情

她都不会怪我。 

 有一次，我本来应该留在学校参加一个活动，妈妈会来学校看我。可是放学

后，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忘的一干二净，直接上了校车。等到了家，我才猛然想起，这

个时候我应该呆在学校里。而妈妈刚刚出差回来，她不顾疲劳直接从机场到学校来找

我。 

 我知道，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很害怕妈妈到了学校却又找不到我而担

心，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家了。妈妈在电话里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

不停地安慰我，告诉我不要着急：“今天时间来不及了，那咱就不参加了，以后还有

机会。”回想我当时的心情，既后悔又慌张。可妈妈电话里暖暖的几句话，让我紧张

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妈妈真好，有

她在我身边，我就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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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张恩得 

 在很多事情上我要感谢父母。首先，从我出生以后，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他们给

了我需要的全部东西，例如衣服、食物、房子和教育。从小学1年级到5年级，他们都是在家

里教我读书。直到6年级，我才正式进入公立学校，我不仅没有被他们落下，反而还比一些同

学更会读书。 

 父母不单单是照顾我们，他们还给我们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2012年7月份，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游玩。我们在那里

住了将近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我们一起爬了很高的山叫做4 mile trail。因为当

时我才10岁，妹妹6岁，我们年纪都很小，所以这一条路对我们来说很难走。爸爸、妈妈从头

到尾鼓励我们一直往上看，努力往上爬。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照顾，脚下的路仿佛在我们的

坚持下变得短了。最后，我们花了4个半小时终于走完了这条艰难的路。 

 在山顶，整个优胜美地的山谷都呈现在我们眼前，真是美不胜收，壮观极了。看到这壮

美的景色，我们似乎忘记了登山的疲劳。我们在山顶拍了一些照片之后，就开始下山。俗话

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来到平地，这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我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大家彼此加油，彼此鼓励，一同克服困难。我感谢父

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使我的人生更加非常丰富，充满了美好

和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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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周末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张钊玮 

 在结束了疲惫的一周学校后，周末对我来说就像天

堂一般。不用早起，可以任意安排时间，哇塞，这难道不

是天堂吗？ 

 星期六早上7点，我被闹钟那刺耳的噪音第一次吵

醒。该死，昨天又忘了调整闹钟时间。在半睡半醒之际，

我能做的就是让这台机器彻底地安静下来。很快我再一次进入了梦乡。但不久，第二

次叫声从我的手机里传来，我再一次果断地按下那个红色按钮，让它闭嘴。 

 大概两个小时后，也就是上午11点左右，睡眼朦胧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自己推下床。哈欠连天的我给自己煎了一个鸡蛋，拿出四片面包，抹上蓝莓果酱，和

咖啡一起吞了进去。肚子里有了食物，人也精神了许多。 

 之后，我练习了一小时钢琴，一小时萨克斯风。悠扬的音乐在房间里飘来飘

去，让我的周围充满了温馨和恬静。 

 下午两点，我用网上课程学习了西班牙语。而后，打了两个小时的篮球。吃过

晚餐，复习了我要考试的东西，读了一会儿书，然后我再次回到离开了几个小时的卧

室，很快又睡着了。 

 这个周末虽然并不轻松，但自由了很多，我想，天堂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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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最好的朋友 

博城中文学校中文写作班 李玉文 

 今年的感恩节，我决定把我的感谢送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交情差不多有七年了。 

 我的朋友是个越南人，跟我住在同一条街。我们从小学就是朋友，其实，我们的友谊也没有什

么特别大的事情，却是用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们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一起坐校车，上同样的班，有着

很多共同的爱好。 

 我记得我们开始并不熟悉，我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我和他的父母经常一起交

谈。记得有一次，他的父母要去上早班，希望每天一大早把他放到我家，与我一起上学，这样会有个

伴。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而且一起聊天，一起玩游戏。在小学，我们的友谊变得很

强烈。四年级是基础，五年级将我们变成真正的好朋友。 

 在中学，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同伴，不管谁做什么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经常在学习方面互相较

劲，让自己有了更多动力。经过很长时间，我们的友谊牢不可破，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把我们分开。

我真要感谢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他，很多事情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跟谁合作，他就是那位我可以

信赖的，可以依靠的好朋友。 

我交朋友的经验 

作者：张恩娜 

 记得第一次上小学一年级的时侯，我非常害羞。第一天上课，在下课的时间，很多同学出去外

面玩。我就站在一个角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突然，一个女孩子跑过来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们去玩追人的游戏。我马上说，“好！”就跟他们

玩在一起了。 

 我们玩的很开心甚至开始上课了都

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回到教室之后，就被

老师骂了。虽然我们被骂了，但是，我还

是很开心。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天上课时这

个朋友来找我玩的经验。因为我很害羞，

所以如果她不来，我就少了一个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