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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赛期后的	2018	华夏中
文学校智力运动会于	5	月	20	日
在桥水分校再次成功闭幕。来自	
14	所分校的	200	多名运动员参加
了这次盛会。实力雄厚的爱迪生
分校勇夺	6	金	6	银	5	铜，以总分	
82	分成功卫冕。
	 继承和不断创新是华夏发展
壮大的动力，这次智力运动会增
加了成人数独等项目，也对一些
项目做了调整，使比赛项目更趋
合理和完整。各分校报名踊跃，
无论参赛的学校还是参赛运动员
人数都创出近年来的新高，爱迪
生，南部，东部都组织了	30	多人
的强大阵容，而有奔藤，史太岛等
分校初次次加盟，使得本届比赛
盛况空前。
	 爱迪生的夺冠路程并非轻
松，受到了来自南部和东部分校
的极大威胁。他们不仅在人数上
匹配，而且大力投入各自优势项
目。南部在中国象棋项目中形成
包揽之势，东部则拿下五子棋，升
级的多项金牌和其他奖牌。最终
分别以总成绩	75	 和	65	 分捧走
亚军和季军奖杯。值得一提的是
南部分校的王军在段级围棋比
赛中，连续战胜上届并列冠军爱
迪生的天才少年	Adam	 和	Brian	
Jiang，以全胜的战绩夺取冠军，继
续着华夏智力运动会段级围棋无
人卫冕的传奇。而东部分校的	
Max	Guo	从儿童到少年已经连续

六次夺得五子棋的金牌。
	 智力运动会的主角还是学生
国际象棋，近	90	名选手参加了	4	
个组别的比赛，小朋友们全神贯
注，努力拼搏，永不放弃。一天	6	
轮的限时比赛激烈而艰苦，最终
南部的	Terry	Liang，桥水的	Tyler	
Ren，中部的	Brian	Sun	以及普兰
斯堡的	Nathan	Cheung 分别获得	
1-2	年级，3-4	年级，5-6	年级和
少年组的冠军。而成人五子棋，
成人数独，升级和团体桥牌则给
了爸爸妈妈们再显风采的机会。
新增的成人数独比赛竞争激烈，
四轮结束前三名积分相同，中部
分校的妈妈曹琳凭借对手分惊险
夺冠。24	位爸爸组队参赛的团体
桥牌不仅场面甚为壮观，而且赛
时最长，堪称智运会的马拉松比
赛。最后依然是普兰斯堡队冲到
了最前。
	 经过多年的积累，智力运动

会逐渐发展成华夏的一项重要活

动，不仅给华夏学生和家长提供

了一个棋牌竞赛的平台，也为华

夏给分校创造了一次情感交流的

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家长感受到

了华夏大家庭的温暖。让我们携

起手，共同走向华夏更灿烂的明

天。最后向所有参赛的运动员致

敬，也向举办这次比赛的东道主

桥水分校及所有的裁判和志愿者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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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华夏智力运动会落幕
爱迪生队成功卫冕

南部分校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可爱的学前班宝宝们

董事会成员春节联欢会上给家长学生拜年

华夏总校体育部    孙儒林

華夏園地 ( 簡體 ) EDUCATION

拾海螺的经历
三年级－班 王汉雄

指导老师 周芩
	 感恩节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
墨西哥的坎昆。坎昆永远是夏天，
它的天是蓝色的，近处的海水是绿
色的，远处的海水是深蓝的。我不
仅去了海边游泳，还看了很多的表
演。
	 坎昆的海边有很多的贝壳。我
一共捡了 27 个贝壳，还有一个特大
的海螺壳。捡海螺壳的经历是我
永远不会忘记的。有一天下午，在
海底我看见了一个怪石头 ,	就想要
拿到它。它在海底 10 尺深的地方 ,	
很难拿到。因为我一直去 YMCA
游泳队训练，所以我能潜到水下很
深的地方。我第一次潜下去 , 没有
拿到 ,	就浮上来，第二次又潜下去 ,	
还是没有拿到。这样试了好几次 ,	
我最后终于把它拿出了水面。原来
它不是一个怪石头，而是一个大海
螺 !	因为它在很深的地方，最后拿
到大海螺壳时 ,	周围的海水已经非
常冷了 ,	而且看到了身边游来游去
的几条鱼。
	 这个捞大海螺的经历让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 :“要想得到更好的东西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 而且还要从
小到大一直坚持下去。
	 坎昆真好玩儿 !

2017 年夏天中国游
三年级二班 徐钰辰

指导老师 藤爱敏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回中国玩了。我们先去了四川成都，
后来又去了上海和安徽宣城，还去
爬了黄山，然后我们又去了四川西
昌和蜀南竹海。我吃了好多好吃的
四川小吃，比如三大炮、丁丁糖、凉
粉、竹筒饭、叶儿粑等等。
	 我们去了上海中心，它是目前
世界第二高楼。一共有 128 层楼，
我们坐上超高速电梯，只花了一分
钟就到了第 119 楼的观景台。观景
台是一个 360 度的圆形，站在楼上
往下看，小汽车就象蚂蚁一样小，都
看不清楚颜色。我们下了楼，来到
了礼品店，里面有很多旅游纪念品，
比如衣服、杯子、化妆品等等。妈妈
给我买了一小盒可爱的水果软糖，
很好吃，妈妈还给她自己买了一盒
叫 Vanishing	Cream 的化妆品。
	 到了成都，妈妈的好朋友夏阿
姨带我们去了乐宝王国。乐宝王国
是一个室内的游乐园，里面有碰碰
车，有飞机，有电子游戏机房，有小
火车可以坐，玩累了可以买爆米花、
火腿肠和雪糕来吃。我去了很多次，
很喜欢。
	 成都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叫麦
鲁小城，我五岁的时候去玩过。它
很像一个真正的小人国，里面的街
道、汽车、还有房子都是按照小孩子
的身高来设计的。我在那里可以装
扮成消防员去灭火，还可以成为飞
行员去开飞机，我还变成了厨师烤
了一个大大的比萨饼，味道不错，我
一下就把它吃完了。
	 我在中国玩了两个月就回美国
了，我很喜欢中国，我希望爸爸妈妈
以后能经常带我回中国玩。

汉字的发展历史举例
7 年级 1 班 张泽熙 

指导老师  张凉
	 中国汉字已经存在了很长一
段时间。事实上，他们可以追溯到
六千年前！本文将对汉字的历史发
展，进行举例说明，了解这些字符，
如“月”和“从”，如何在几千年中演
进。
	 中国最早的字是象形文字，就
像画画一样描绘事物。中国现代汉
字是由横竖撇捺组成的。例如，对
于中国字“月”早期的字符是一个
月牙的图片。千百年来，它是怎么
写的就变了，现在不太像月亮的样
子了。月还作为偏旁，组成朋和服。
	 “从”是另一个例子。它的最
早形式，是两个真实的人，面朝左站
着，一个跟随一个。后来，“从”变
成『從』，加了双立人旁和止，	表示
两人想从行走之意。现在，『從』有
简化成“从”，与古体字相似。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中
国文字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没有回

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
么中国的字符改变了。我认为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们希
望简化字符。字写起来比较容易，
人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写更多的
话。第二是中国的文字的意义演变，
以便更复杂的思想可以表达，如爱
和强大。
	 几千年来，中国文字已经改变
了很多，有些变得很多，有些仍然像
它们的最早形式，例如“月”和“从”。
他们已经变得更容易为人们书写和
表达更多的意义。这是中国文字的
发展的历史。

中国新年
八年级  马安妮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是中国新
年农历的一月一日到一月十五。每
年都会有新的生肖 ,	例如去年是鸡
年，今年将是狗年。按十二生肖鼠、
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猪排列。每一年生肖的变化，都有
一定的顺序。
	 新年的起源已有几千年 ,	在传
说中不断地被夸大 ,	最初的起源可
能是在先秦。一些小规模的春节庆
祝 ,	传说早在圣人帝王尧舜时期开
始的。中国春节的历史充满了传奇 ,	
据说有一个怪物叫“年”,	每年大约
在同一时间 ,	怪物都会来到城镇里
吃掉很多人。所以有一个人建议穿
红色的衣服，使用烟花和鼓大声喧
哗来赶走怪物。
	 在所有中国的假期中我最喜欢
的是春节，因为每年我的妈妈会做
很多新鲜又好吃的菜。有我喜欢吃
的饺子，鱼，春卷，和面条。在新年
里除了新衣服 ,	我也能拿到一些红
包。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 ,	你能看
到很多不同的春晚节目。我最喜爱
中国新年的原因是我可以去纽约看
我的奶奶，爷爷，姑姑，舅舅和表妹。
在新年期间，你可以得到贴心的礼
物和与家人团聚。
	 中国新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
日，因为它是有趣而又特别日子。	

难忘的阿拉斯加
八年级  何桐羽
指导老师  万莉芳

	 2017 年的冬天，我和我的家人
去了阿拉斯加旅游。我们去的地方
是 Fairbanks。那里很冷，但是正好
我们去的时候，气温不冷。一般那
里是 -40°F 到	-30°F，可是我们
去的时候最冷就是	-20°F。不管
怎么样，那里还是有很多要冷的时
候才能玩的活动。
	 我们到那里的当天晚上去看了
北极光。在山上的一个屋子里，导
游带着我们和别的旅客一起等待极
光的出现。晚上十一点多钟已经有
一点点淡淡的绿光，但是到凌晨一
点钟的时候极光才是最强，最好看
的。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很多颜色只
有绿色的极光。它在天空中跳舞，
很美丽，很神奇。
	 第二天，我们去坐雪上摩托。
那里的导游教我们怎么开。开的时
候必须带头盔，保护脑袋。一开始，
我觉得很难，但是后来就好多了。
我跟在导游后面，然后我们开到树
林里面。我们甚至看见了一只狐
狸和四只驼鹿呢！下午，我们去了	
North	Pole，是因为要去	Santa	Claus	
house	看圣诞老人。我们等了两个
小时才轮到我们，我发现圣诞老人
的胡子是真的！我们也看见了圣诞
老人的驯鹿，但是它们不理我们。
	 第三天，我们去北极圈。因为
那里在	Fairbanks	 的北边，那里更
冷。开车去那里要差不多五个小时，
所以幸好不是我们开车。路上的风
景很美丽。我们一路照了很多相
片。阿拉斯加只有四个小时的白天，
所以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日出和日
落。在这样的光线下，风景独特。
	 第 四 天，我 们 去 玩 狗 拉 雪
橇。那里一共有十一只狗。它们
是	Yawp，	Polar，	Skookum，	Ursa，	
Bruce	Lee，	Minto，	Eowyn，	和另一
只我忘掉名字的狗。坐雪橇很好玩，
像坐过山车，但是风景更好看。那
里的狗好玩，活泼可爱。没有跑的
狗不高兴地叫着想要去跑。那天下
午，我们去了	Chena	Hot	Springs，另

外的一个地方有著名的	Aurora	Ice	
Museum，里面有美丽的冰雕，每一
个都很特别。有冰球，冰床，冰灯等。
	 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冰湖钓鱼。
我们家一共只钓了三条鱼。因为
那里有很多人，鱼都吃饱了，不容
易上钩。妈妈钓了两条，我钓了一
条。看到导游很轻松地钓上来，我
们很羡慕。上钩的鱼是 baby	King	
Salmon。然后，我们当时就把它们
做熟吃掉了，味道很不错。
	 这次去阿拉斯加旅游令我难以
忘怀。阿拉斯加又好玩又美丽，下
次我还要再去那里！

我最喜欢的节日
华夏南部  九年级  李佳辰

指导老师  杨迎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它
每年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圣诞节是一个放松的节日。爸
爸妈妈总是组织或带我去参加许多
聚会。在那里我不但可以看到好多
平时的玩伴儿，偶尔也能遇见很久
不见的老朋友！我们会一起打牌，
看电影，玩电子游戏。
	 圣诞节是尝美食的节日。爸爸
妈妈总会做好多好多的美食，有中
餐，有西餐。有时还会有一些平时
不多见的大餐。
	 圣诞节是个漂亮的节日。家家
户户都把门前室内装饰得漂漂亮
亮。我家也不例外，妈妈总会摆上
很多漂亮的节日小摆件，爸爸会装
上各种颜色的灯饰。我呢，每年都
要自告奋勇地去干最重要的事 --
---- 装饰圣诞树！我给圣诞树挂
上许多漂亮的小球、雪花、小鸟和麋
鹿等等。相信圣诞老人一定会很喜
欢，他肯定会在圣诞树下给我多放
一些圣诞礼物的！
	 说到圣诞礼物，今年圣诞老人
会给我什么呢？我都等不急了……

我最喜欢的节日
华夏南部  九年级  李柯轩

指导老师    杨迎
	 中国有很多好玩的节日。每一
个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传说。它们都
是跟家人一起庆祝的。其中我最喜
欢的节日是中秋节。中秋节十分好
玩。
	 中秋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
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
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中秋
节从中国的周朝开始的，北宋时正
式定名，明、清开始与春节齐名。一
般是在九月、十月左右庆祝的。
	 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做一
种非常好吃的食物，这个食物就叫
月饼。月饼有各种各样的，每个都
很好吃，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吃。	
	 中秋节时，天上会有一个很大
很圆的月亮。有一个传说跟月亮有
关。有一个女子叫嫦娥，她的丈夫
得到了一包“不死药”，新年时，她想
要跟丈夫一起吃“不死药”，但是一
个坏人来了，他想偷走“不死药”。
坏人快拿到药时，嫦娥把药吃了。
她飞到了月亮上，跟月兔一起住。
	 在中秋节时，一家人一起赏月、
吃月饼，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
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有这
些就是为什么	我最喜欢中秋节	的
原因。

我最喜欢的节日
华夏南部   九年级  宋英杰

指导老师  杨迎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圣
诞节是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并互相
给予礼物的日子。最兴奋的时候是
圣诞节的早晨，孩子们起床后第一
件事情就是冲到圣诞树下面去找

“圣诞老人”给的礼物。
	 我印象最深的圣诞节是 2015
年的圣诞节，这是我们家刚搬到
Holmdel	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过节
前两个星期，我们家就开始进行圣
诞装饰了。我们在房子外面的草地
上摆上了两头驯鹿灯饰，许多糖果
手杖灯饰，并且用许多彩灯装饰了
门前的树木。在家里面，爸爸和妈
妈装上了一个大圣诞树，树周围摆
上了一圈火车轨道和几个可爱的火
车。我和妹妹在树上挂了许多的灯
饰、糖果挂件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挂
件。最重要的是我和妹妹都挂上了

我们想要的圣诞礼物的信。
	 传说圣诞礼物是圣诞老人在圣
诞前夜送过来的礼物。我小时候总
是很好奇，圣诞老人到底长什么样
子，拉雪橇的驯鹿是什么样子？后
来长大后才知道是爸爸妈妈在我们
睡觉以后把早就准备好的礼物放在
圣诞树下。虽然我列出了礼物的清
单，但是每年都有惊喜。2015 年圣
诞节早上六点钟我就起床了。我和
妹妹跑到了楼下，在圣诞树周围堆
满了礼物。我拿到了三件礼物。一
个是大的七百片的乐高飞机，一个
是 nerf	枪和一个电脑游戏。妹妹也
拿了三件礼物。我们都很兴奋。
	 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派对，朋
友们聚在一起。孩子们互相交换礼
物，一起玩游戏，家长们打牌，聊天。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相信
这也是每个孩子最喜欢的节日。

< 战狼二 > 影评
陈兆和

	 < 战狼二 > 在中国挣了五十
多亿元（人民币）。这个电影的预计

票房收入会比二零一五年的战狼翻
倍。但是实际上，< 战狼二 > 票房
收入是 < 战狼一 > 的十倍。
	 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中国的电影评论家喜欢它的故事因
为电影有爱国主义和精彩的战争场
面。	这个电影是一个动感十足的电
影。它比它的前传长起码三十分钟。
部分情节过长，有点拖沓。不过，这
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总体还是紧张，
故事充满悬疑，所以吸引观众。
	 < 战狼二 > 在美国没有那么多
票房收入。	很多美国电影评论家批
评这个电影因为他们觉得它有太多
中国爱国主义。< 战狼二 > 在美国
没有太多的观众，但是看过的美国
人喜欢它的动作丰富的场景，和它
最后的精彩结尾。
	 < 战狼二 > 好看的地方在哪
里？虽然，这个电影因为情节平庸
受到批评，但这是个一个好看的动
作片。
在美国，亚马逊会在十二月十二号
发布 < 战狼二 >DVD。你感兴趣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