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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蹦极 

                            徐翰扬 

 

今年暑假 ，我去了一个为期十二天的宁夏

寻根之旅。这十二天里，最好玩的一天是

我去游玩沙坡头那天。在沙坡头有很多好

玩的项目，其中一个就是 ... 蹦极，这是我

我爱舞蹈夏令营  

徐翰轩 

今年我参加了 2016 年北京华文学院舞蹈夏

令营。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所以来到这里我

很兴奋。在这里，我们学了四种舞蹈- 蒙

族，苗族，新疆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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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眼前最大的挑战。但是，这是一个我需

要越过的挑战。我们已经到了蹦极台，就

不能下去了。我与我的德国朋友 Bobby 和

毛德去一个离地面 42 米的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蹦极。在 42 米的高空中，寒风吹过我

的脸颊。风像刀一样，割过我的皮肤。我

们看着前面一个一个的人跳了下去。心一

点一点的提了起来。我的朋友 Bobby, 小心

翼翼地走上了“断头台”。看着他被蹦极绳

锁住感到了恐惧。重心向下，他跳了下

去。没有声音只有他快速移动的身影。下

一个人就是我！我到了我的极限。心在怦

怦地跳。我对毛德说：“我快要不行了，你

能帮我写遗书吗？” 毛德笑着对我说：

“你也太胆小了。” Bobby 来了。我的

末日到了。我执着的走上了那个令人

心惊胆战的“断头台”。我闭上了眼

睛。向前一大步，掉了下去。我的身

体在空中翻跟头。身体悲弹了起来。

我们虽然天天跳得很累，但是大家一起跳得

很开心。在这里，我们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火

辣辣的亲情。在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我们每四天都会出去玩。天气很热，可是我

们还是带着笑容向前走。在夏令营里我们来

到了长城，鳥巢，水立方，天安门广场，和

颐和园。我们出去玩时天气很热很热，大家

都出了好多汗。我们去长城那天还下雨了

呢！我们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们也学到

了书法，绘画，武术，和剪纸。我也交了很

多新朋友。谢谢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和信任。

我们是外国生的中国人，但是祖国对我们的

情谊我们是永远会牢记在心里的！我们爱中

国，希望明年还可以来！ 

 

 



又有了“空中飞人”的感觉。落下来的

时候 就不再弹起来了。我挂在空

中，像个灯似的。我一点一点的被拉

上来。我看了一眼毛德，心想，“哈

哈，该你啦。” 

 

 

 

 

 

 

 

 

 

 

 

 

我这个人 

宋佳胜 

 

我叫宋佳胜，我过几天就九岁了，我喜欢玩

游戏，也喜欢做电脑游戏。我也喜欢读书。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 

 

我喜欢玩的游戏是 Minecraft 和 FNAF。

Minecraft 里面可以做东西和挖矿。FNAF 里

面你在一个饭店，饭店里有机器人和玩具。

你要把机器人赶走。你不赶走它们会杀掉你

的。 

 

我做过一个很像 FNAF 的游戏，还有六级。

我也做过一个叫 FNAF World 的游戏。我还

做过一些飞机游戏。我现在在做一个 Five 

Nights at Fredbears 2 的游戏。 

 

我喜欢读神奇和有趣的书。比如说 Gods of 

Manhattan 和 half magic。 



养  猫 

                           曹芳婷 

       我从小就想养一只狗。但是，妈妈爸

爸都觉得我没有能力管好一只狗。 

       有一天，爸爸，我和哥哥一起去商店

买东西。我们去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宠物

店。我们买完东西以后，一起进宠物店看

了看。我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这只狗真

可爱！这只猫真漂亮！爸爸笑着问，“你们

想要哪只猫？” 哥哥和我都笑了起来。所有

的猫都很可爱，都很好玩儿！哥哥和我选

来选去，一起选中了一只小黑猫。这只猫

的眼睛是绿色的，全身的毛都是黑色的。 

 

       过了两三个星期，哥哥和我都越来越

喜欢这只猫。我以前更喜欢狗，养了这只

猫后，我就非常喜欢猫了。时间一天天过

去，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

年。突然有一天早晨，我还在睡觉，奶奶

 

我喜欢游泳是因为我喜欢在水里玩。我也喜

欢跳水。  

 

 

                爬长城 

                           刘思源 

       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爬了

长城。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一生

难忘。 

       那天天气非常好，但是特别热。天空是

一片蓝色，一朵云也看不见。我们站在长城

的脚下，仰头望去，哇！长城好高啊！它被

绿绿的树木包围着。我们开始从底下往上

爬。一开始还好，我爬得特别快。过了一些



叫我起来。她坐在我的床上，伤心地说：

“婷婷，我要给你说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昨

天晚上，门开着的时候，咱们家的猫跑走

了。真对不起。” 我一听说我亲爱的猫跑走

了，我再也见不着它了。我伤心地哭起

来。那天在学校，所有我班里的朋友都帮

我做“寻猫启事”。做完了，我在家的附近到

处贴。但是，过了好久，还是没人见到。 

 

       又过了一年，突然有一天爸爸叫我和

哥哥下楼，说：“今天我们三个人到宠物

店，再去找一只新猫带回来养，好不好？”

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就带回来了一只朱黄

色的猫，非常可爱。到今天，它仍然是我

们的最宝贵的猫。 

 

时间，我的脚开始酸了，我开始慢下来了。

我想，长城这么陡，是怎么造的哪？我问妈

妈，”妈妈，以前的人是怎么造长城的哪？”

妈妈对我说，那时候的工人造长城很辛苦，

整天都在这里造长城，一点休息都没有。听

到这些，我为那些工人那么辛苦感到有些难

过。长城也不在平地上，它在山坡上，弯来

弯去的，特完美。我爬得越来越慢了，我特

别想坐下来。但是，我想起了以前造长城工

人，他们一直坚持下去，克服了困难，才有

了今天的长城。所以我也继续往上爬，一直

爬到顶。 

 

 

 



 

专访华文教育名师北美巡讲团教师 

吴宗书 

当地时间九月二十五号，由中国华文教育

基金会主办，广东省中山市外事侨务局承

办，广东省汕市纪念中学协办，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资助的“2016 华文教育名师

北美洲巡讲团”一行来到位于纽约白原高

中的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讲学。巡讲团成

员有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络宣传部副主

任张彦，广东省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副

主任陈春艳，中山市纪念中学副校长向琴

以及王金泉，张洁，李竞成，罗文斌等授

课教师。 

这次巡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众

多的名师讲座中，有美术教师李竞成讲授

的《中国国画之美》，也有英语教师罗文

斌和语文教师张洁联袂的题为《如何激发

学习汉语的兴趣》的讲座，还有语文教师

      通过爬长城，我认识到了不能轻易放

弃，要坚持下去就能成功。 

            钓螃蟹  

王同  

    

   你知道么，钓螃蟹很好玩。你可以钓

很多很多大螃蟹，可是你要有耐心。  

   今年暑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去了

马里兰，在那里我们呆了四天。第二天我跟

爸爸去了钓螃蟹的地方，我的爸爸查看了他

的手机，说：“涨潮后是钓螃蟹的好时

间”。我们就开始钓，钓了些小螃蟹。有的

螃蟹特别狡猾，它们吃完鸡翅就在线上待

着，像死了一样。可是如果捞上来，你没有

抓住，它就会跑走。你要特别快才能抓到大

螃蟹。你要抓一个超过 5 英寸长的螃蟹，那

就可以拿回家吃。我们抓到了一个特别小的

螃蟹，我们就把那个小螃蟹，放回了水里。

小螃蟹在水里游着，特别快地游走了。那天



王金泉主讲的《现代汉语词汇教学》...等

等。 除了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师、家

长、学生以及管理团队近百人参加者外，

此次巡讲活动还吸引了众多附近地区学校

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参加人员对这次活动

反响热烈，好评如潮。 

在众多名师的精彩讲座之间以及休息之

余，我有幸采访了李竞成老师和向琴副校

长。下面是本次珍贵采访对话的概略回

顾。 

---（采访记者：吴宗书）--- 

--- 被采访人：李竞成老师--- 

采访记者：您来到美国，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么呢? 

李老师：这里的环境很好。 

 

我和爸爸钓到了三个大螃蟹，把它们放在桶

里带回了家。  

   我现在来告诉你怎样钓螃蟹！第一

步，找一个你知道会有很多螃蟹的地方。第

二步带一个长绳子和大的网子。第三步，放

上鸡脖子。第四步把鸡脖子穿在钩子上，别

让肉掉下来。第五步，把绳子放进水里面，

等到你觉得绳子在动，然后快速用网捞出

来，你就有螃蟹了！！！！  

       你们现在知道怎么钓螃蟹了吗？下一回

你们也来试一试吧！ 

 

 

 

 

  



采访记者：您作为美术老师倾注热情教授

美术的动力是什么呢？ 

李老师：我很喜欢当老师和教学生，我自

己也有艺术的梦想。 

 

采访记者：在中西方众多的画家和画作

中，您是否有特别的喜好吗？ 

李老师：西方的画么，我喜欢他们的油

画，因为颜色很鲜艳，油画的立体感也很

强。我也喜欢梵高的画。中方的画家，我

喜欢徐悲鸿，和范曾。 

 

采访记者：谢谢您，李老师！您的精彩讲

座让我们受益匪浅！ 

捉螃蟹 

吴宗书 

    今年的夏天，我和家人一起去了 Acadia国

家公园，租了一个老房子跟一些朋友住了六

天。在那里主要是爬山和欣赏那里的美丽风

景，也干了别的活动，比如捉螃蟹。 

    那天，我和朋友跟着我的爸爸以及另

外一些家长打算去码头捉螃蟹。家长们备好

了网，装螃蟹的冰箱，和一些烂鸡翅开到了

码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立马开始了行

动。大家拿出了六个铁铣网，把鸡翅拿了出

来绑到网上。那些鸡翅真臭，我们大家直皱

眉头！然后把连着网的绳子绑到了码头的木

头柱子上，一个一个扔到了水里。我刚开始

还以为抓不到螃蟹，觉得应该撤了，但是家

长们坚持要再等一活儿，我也只好耐下心

来。我们等了十多分钟，打算把网给捞上

来，出人意料的是，每个网里居然有两到三

个螃蟹。那螃蟹有大有小的，把它们倒到冰



---被采访人：向琴副校长---  

采访记者：您来到美国，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么呢? 

向校长：环境很好，这里的社区很自由。 

 

采访记者：在中文教学的诸多事务中，您

最喜欢哪些呢? 

向校长:   我教学喜欢看到学生呢学会怎么

用中文交流，也喜欢看到学生会写中文。

还有，我也希望能让中文在这留下根，能

把中国的传统继续下去。 

 

采访记者：谢谢您，向老师！希望今后还

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箱里的时候，他们的夹子不停地摇动，可是

过了会儿，那些螃蟹就慢慢安静下来了。大

人们看到抓了这么多螃蟹以后乐坏了，就打

算继续在抓螃蟹。我们再次把网拉起来的时

候，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我们竟然抓了

一些龙虾！虽然龙虾不大，可是它们对家长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可是不妙的是，一

个船长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执照，我

们不能私自抓龙虾，我们也觉得需要保护大

自然，所以我们就把龙虾放了。我们就这

样，一直捉螃蟹，一些小的我们就给放了。

我们打算停手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落

了，撒下了柔和的橘红色的晚霞，我们感到

了自然的美妙和生活的精彩。 

     

 

     

 

 

 

  



纵观这次活动以及对多位名师的采访，我

们可以非常自豪地向广大海外华人宣传这

次教学交流的重要意义：海外华文教学不

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文化传

承的作用，为远在海外的炎黄子孙留住中

华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