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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郭新明
各位同学、老师和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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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理事会和校委会成员向大家问好。在今
后的两年里，我们将为全校师生和家长们服务，并为学校管理和教学
工作的专业化继续努力。
首先感谢希林芝北前任理事长 Jenny Wang 和理事会、前任校长
章时和校委会的辛勤付出和斐然成绩。特别是章校长，用 6 年时间打
造了希林芝北学校的运营框架，并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打好了坚实的基
础。
近年来，我校在学校规模、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2012 年夏季野餐会办得热闹有趣，参加人数超过 240
人。我校教学也声名鹤起，2012 秋季学期全校注册超过了 420 人次，
全年学生人数超过了 340 人。目前我校每周为同学们提供超过 60 小时
的中文语言类课程和文化艺术类副课，包括中文马立平 K-8 全系列课
程、CSL (Chinese As 2nd Language) K-5 系列课程、数学系列课程、
以及舞蹈、功夫、围棋、书法、绘画等。随着学校规模的继续壮大，
各类课程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继续发展，尤其是中文课和 CSL，都将
提供更高年级的后续课程。
更为可喜的是，我校学生在学业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第十
三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上，我校共获得 2 个一等奖、6 个二等奖和
11 个三等奖，还组织了在上海和扬州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
《人民日报》、《世界日报》等多家海内外的报纸累积发表了 20 多篇
我校学生的作品。孩子们取得的所有成绩，和他们自身的努力、家长
的配合以及我们老师的辛勤教导都是分不开的。今年，我校还将继续
组织参加作文大赛、文化知识大赛等一系列活动。
本学年 4 位老师因为搬家、工作许可等多种原因离开了希林芝北

语人材的办学特色。这次新年联欢，除了传统的游
副校长：满素洁
—— 叶敏、程浩晶、华璇、吕永巧。在对这些老师表示感谢的同时，
戏和文艺表演之外，学校还组织了板报设计大赛。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希林芝北师生迎新春同
学校也热烈欢迎新来的老师:
谭勍锦 (中文), 孙晓光 (中文)，陈古月

看吧，那琳琅满目的内容和形式追求较完美的统
(CSL)，Sandy Chang (CSL)，全晟(武术)。
一的板报尽是出自于 10 岁左右孩子之手。板报 内容
家长：满素
美国学生平均每周在校学习时间是 34 个小时左右。因为各种活
treasurer@xilinnschinese.org
丰富，主题鲜明：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国的名人伟
洁
动、假期等原因，实际学习时间还要大打折扣。家长让孩子来到我们
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习俗，我的故乡，小
IT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主管：李树有 (www.xilinNSchinese.org)一月
学校学习中文和其他文化课程，虽然只是短短的 4 个小时，却为孩子
吃….., 个个版面不离中国；再看那板报的画面，孩
webmaster@xilinnschinese.org
二十五日下午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师生、家长穿
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阶段增加了 20%的投资，孩子们一定会获益终生
子们已经懂得了排版布局，色彩搭配和图案装饰。
着节日的盛装，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迎新年庆
的。
总编：满素洁
无论你是谁，都会被他所们的作品震撼、感动。这
祝活动。
最后，在新的 2012-2013 学年里— 祝同学们长身体、长知识、长
编辑：张若曦 ( Lucy Chang )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创办于 1995 年 。十几年来，
智慧；祝老师们勇于创新实践教学相长；祝家长们分享孩子们成长的
学校稳定发展，逐步形成其注重教学质量，培养双
喜悦。
欢乐
助理校长：张建华

Fall 2012 Calendar
11/04
11/11
11/25
12/16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Veterans' Day (No School)
Thanksgiving Holiday (No School)
Last Day of Fall Semester

CSL5 12 岁
这个夏天，我做了一件很
好玩的事情。我把我的小狗
Lucky 变成了明星。
有一天，在玩 Instagram
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好主意。如
果把 Lucky 的照片放在 Instagram
上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了。我就把一张
Lucky 睡觉的照片放上去。第二天我发现有二十
个人喜欢 Lucky。我高兴极了，就给它拍了各种
各样可爱的照片。有玩游戏的，吃饭的，还有生
气和高兴的样子。这样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到
Lucky 的新照片了。

许唐 MLP7 13 岁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回中国了。我们去了
沈阳，哈尔滨，和北京。这些地方我都很喜欢。
我回中国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沈阳，因为我的
爷爷和奶奶住在那里。在沈阳，我见到了很多的
亲戚。我也有机会和爷爷一起画了许多有意思的
东西，像马、骆驼、狮子和老虎。爷爷是中国著
名的画家。我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跟他学
画。因为我也很爱打篮球，我在沈阳上了一个篮
球夏令营。这也让我能和中国的小朋友们一起比
赛篮球。我在沈阳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Lucky 的朋友们常常来看它，每天还有新的
朋友加入。就这样它有越来越多的粉丝，他们来
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的也是狗。上个星期
Lucky 有一千个粉丝了。我们给它开了一个庆祝
会，给它吃了很多肉，因为肉是它最喜欢的食
物。

这次我去的第二个地方是哈尔滨，我是和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去的。哈尔滨
是一座美丽的北方城市，以太阳岛和松花江而闻
名。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参观了世界上最大的
东北虎园。那里面有六百多只东北虎。我拍了许
多生动的照片，还画了些速写。看着人们给老虎
吃活的鸡和鸭子，老虎们都跳进水里追鸭子，场
面真是残忍。不知道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
喂老虎。

我真高兴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小狗。如果你
也想看 Lucky 可以上 Instagram，它的地址是
@lucky_jin_gou。
李魁林 MLP7 13 岁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坐在爸爸的车
里，想着自己的计划。因为去年没有计划，所以
一个假期都待在家里。今年再也不能犯去年的错
误了！我们的后备箱里装满了东西。里面有六天
的饭。饭店的人想得很周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箱子。后备箱里还有两个睡袋和一个帐篷，好去
露营。万事俱备！

我们这次去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去看爷爷在
北京保利美术馆举办的画展。有很多人都来看画
展。这也是爷爷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画展，因为
这是他从艺六十周年的回顾展。看到他画了这么
多精美画觉得爷爷真是了不起

天很蓝，一旦出了芝加哥，高建筑就没有
了，只剩下高山绿树，外面的空气清新，我们的
心情更好。车里放着欢快的音乐，我心里想着，
“只剩两小时五十二分钟就到了！”

文文 CSL5 13 岁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我参观了上海、南
通、乌镇和苏州。我吃了很多魚和包子。
我最喜欢小笼包。我也去了很多名胜古迹，
比如珍珠电台、御园和静安寺。我最喜欢乌镇的
风景。这一次很好玩。我高兴我回来了，但是，
我等不及再回中国去!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晚上七点准时到了
圣诞山度假村。到了以后，我们立刻睡觉，明天
能按照我的计划，早起快点出去玩。
但是，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啊？饭忘了
放到冰箱里了！”所有的饭菜都馊了。悲剧从此
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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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馊的饭菜里挑出来两三口还可以吃的,
热了一热吃了。然后，我们换好游泳衣立刻去圣
诞山度假村的水上乐园。到了才发现，这所谓的
水上乐园只是一个特别小的游泳池和一个特别小
的水滑梯。水滑梯还是关的。游泳池只有一米
深。我们看了一眼，就把衣服换回来，回头就走
了。

余佳仪 MLP5 9 岁
我家有三名成员：勤劳和蔼的爸爸、开朗聪
明的妈妈和活泼可爱的我。
爸爸属狗，性格也像狗一样忠诚，做事勤勤
恳恳。因为妈妈很忙，爸爸除了工作之外，还要
做家务，帮我改作业。有一段时间，我缠着爸爸
想养狗，爸爸觉得养狗责任太大，所以他给我买
了乌龟和五颜六色的热带鱼让我来养。平时每天
我一回家就给它们喂食，这是我每天的任务，我
还喜欢观察它们。爸爸比我更辛苦，他一个星期
都要几次为鱼和乌龟换水，很累，也很麻烦。但
是我们俩看着小动物们慢慢长大，心里非常开
心。

不去游泳池，我们就想别的办法去玩儿吧。
在剩下的五天里，我们去了没有雪的滑雪场，没
有人的高尔夫球场，也去了没有好吃东西的自助
餐馆，没有空的露营场地。五天过了，我们的高
兴劲儿也没有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他们还想
说服我们加入他们的度假村俱乐部。这怎么可能
呢？

妈妈属猴，反应灵敏，做事麻利，但有些粗
心。有时候我说出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想难难她，
心里总是非常得意，可是出乎我的意料，妈妈每
次都答对了，理解也是正确的，我好佩服。属猴
的妈妈也很爱我，尽管很忙，每次我想散步，妈
妈尽量关了电脑，陪我出去。我们在路上一直聊
天，快乐极了。周末如果妈妈有空，也会给我们
烧好吃的，她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烧出好几道
菜，但是菜烧好了，等我和爸爸进厨房一看，到
处乱七八糟，这个烂摊子，只能由爸爸处理了。

计划的事我们一点儿也没做。我们开着车失
望地回到了家。好的开始可不一定是成功的一
半。
曹心慧 10 岁
今年，我度过了最有意义的暑假。作为年龄
最小的营员，我参加了国侨办举办的“中华文化
知识竞赛优胜者夏令营”。
7 月 26 日，我们来自全球九个国家的 176 位
小朋友来到了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昆明，开始
了我们历时 14 天的紧张有序的夏令营生活。

我属羊，可爱活泼，脾气又温顺。如果有同
学碰到困难，我尽量帮助他们。我知道爸爸妈妈
做事很辛苦，所以我晚上睡觉前总是给他们捶捶
背，敲敲腿，爸爸妈妈觉得真舒心。

我们的生活很丰富：有中国文化、历史和地
理知识的学习；有民族乐器、舞蹈欣赏；有风景
区和民俗参观。作为出生在外国的孩子，通过学
习，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祖国几千年的历史、
璀璨的文化、秀美的山水。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祖国的伟大、人民的智慧。

我爱这个充满快乐和温馨的家。

刘安妮 MLP7 11 岁

学习之余，我们游览了九乡、石林、恐龙
谷、野生动物园和民族村。在这些地方，我们看
到了许多少数民族，开阔了眼界，认识了一个以
前不知道的世界，了解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度假，遊览了海洋世界、迪士尼乐园、未来世
界、环球影城和肯尼迪航天中心
我们上了飞机之后,爸爸妈妈叫我睡觉，我
却兴奋得睡不着，一直看着窗外，不到三个小
时，我们就到了美国南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一
出机场，我们就感觉到奥兰多天气的闷热。由于
天快黑了，我们决定先到订好的酒店休息。

我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学会了中国民族乐
器葫芦丝。那优美的旋律总是令我陶醉。
8 月 8 日，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营地。祖
国已在我们幼小的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我和所
有的营员都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酒店吃了早餐就去 Sea
World，在海洋公园印象最深的是海豚表演，大
人小孩都喜欢，妈妈还帮我把海豚表演的整个过

感谢国侨办和云南侨办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去
认识祖国，感谢祖国。夏令营使我的暑期生活变
得丰富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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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录制下来了，爸爸则替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下午和晚上，我们去了环球影城和未来世界。在
未来世界的地球村，我们遊览了代表世界各国特
色的展廊，有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墨
西哥、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等等。在那里，可以
品尝到各国的饮食风味和见识色彩鲜艳的各国民
族服装，还可以欣赏各种别具一格的各国建筑。
当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馆，因为那里有古香
古色的宫廷建筑，更令人惊叹的是连那仿制的天
坛建筑都与坐落在北京的天坛一模一样。另外，
在地球村小湖泊乘坐渡轮遊船，也让人心旷神
怡。

庞秋秋 MLP5 11 岁

第三天，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在动物王国
(Animal Kingdom) 那里，我们乘坐 Safari 的越野
车，环绕野生动物园，看到了很多非洲的热带动
物。迪士尼乐园的 Magic Kingdom 更是大人小
孩的乐园。它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还要好玩。
我们一进去就一边玩、一边照相。突然，听到了
游行队伍的音乐声，大家都停下来看遊行，很多
遊客加入了游行队伍，与米老鼠和唐老鸭一起唱
歌跳舞，可开心了。天黑后的彩灯遊行更是漂
亮，整个遊行队伍就像一条长长的火龙一样。集
聚在一起观看节目的遊客把所有的要道围得水泄
不通，米老鼠和唐老鸭在舞台上作了精彩的表
演。然后，大家又观看了播放在城堡壁上的巨型
投射电影。最后，色彩缤纷的烟花把全天的活动
推向最高潮。我们大家一直玩到半夜才离开。
度假的最后一天，在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
（ NASA Kennedy Space Center ） 的 高 速 公 路
上，我们还领略了佛罗里达的狂风暴雨。雨过天
晴之后，我们抵达航空中心，在那里参观了火箭
和发射平台，并观看了美国航天发展的历史和火
箭发射过程的立体电影，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关航
天和宇宙的基本知识。
佛罗里达的奥兰多真好玩。我们在那里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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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欣 MLP5 13 岁
今年暑假，我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包括上
海、北京、黄山和南京。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北京。和我一起去北京的有我的哥哥，妈妈和
奶奶。到了北京的当天晚上，我们先去了 2008
年奥运会游泳馆和鸟巢体育馆。可惜时间太晚，
这些场所已经关闭了。幸好，它们外面的灯是五
颜六色的，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美丽。第二天晚
上，我们去北京著名的全聚德吃了烤鸭，味道非
常好。北京的烤鸭比芝加哥的烤鸭好吃多了。
第三天，我们去爬了长城。我在中文课里学
到过长城，一直盼望去爬。我们从八达岭开始徒
步 888 米爬到了好汉坡。大约每隔 100 米有一个
小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是给防守的士兵用的，
看到敌方士兵接近。他们就会点燃烟雾作为信
号。一旦防守士兵看见冒烟，他们就会立即冲上
去战斗。在长城的墙上，有很多洞，在长城上防
守士兵能从洞里射出弓箭打到敌人，但是，敌人
打不到防守士兵。长城是秦始皇当皇帝时建造
的。一千八百年以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很伟
大。但是建造长城时，他强迫很多工人日日夜夜
地工作，死了很多人，他们的家人感到很难过。

乐玲 CSL5 12 岁
你们好！我的名字是乐玲。我十二岁。今年
暑假我去了三个地方，印地安纳州，纽约州和科
罗拉多州。

去完了长城，我们还去了颐和园和紫禁城。
颐和园是皇帝夏天住的地方，很漂亮。我们拍了
很多照片。在紫禁城中，我们看到许多黄金色的
建筑物。从一个宫走到另一个宫，好累啊。

在印地安纳州，我去了游泳比赛。
在纽约州,我和妈妈去我的朋友蝙蝙的成人
礼。

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漂亮、好
玩、又美丽的国家。我希望能再去中国过暑假！

在科罗拉多州,我和爸爸访问了我生病的爷
爷。
Andrew Borland CSL5 12 岁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西雅图。
我们看到了高山、大树、大海、还有很多动物和
野花。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土拨鼠。

我的暑假过得很好。

土拨鼠只住在高山上。它有灰棕色的毛、长
长的尾巴,很可爱。土拨鼠喜欢尖叫，听起来很
奇怪。
在 Rainier 山的小溪边，我们看到了一只土
拨鼠，它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看上去很舒服，
我们离它很近，我可以看到它的黑黑的小眼睛，
它一点不怕人，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小石
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再见到可爱的小石头。
易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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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雅 MLP5 10 岁

上官晓天 MLP3 7 岁

今年暑假时，我去了 Michigan 玩。我们准
备待六天，第一天开车去，第六天开车回来。我
们会露营两天。我们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第一
次。我和妹妹很兴奋！我们来到露营地的时候已
是 Michigan 时间七点了。天开始阴起来了。我
们都怕会下雨。如果在下雨前还没搭起帐篷那就
完蛋了！幸亏我们在后院练习过一次，很快就搭
好了帐篷。然后才放松下来。Michigan 那边很
冷，晚上，爸爸、妈妈和我都睡不着。可是妹妹
睡得很香！我们最后一天露营去了 Sleeping Bear
Dunes。那些沙丘很漂亮，可是风老是把沙子吹
进我们的眼睛、嘴巴、衣服和鞋里。风停下来的
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跑上沙丘。可好玩了！晚
上，在露营的地方，我们还在火上面烤玉米呢！
火开始的时候很小，爸爸放了很多木头以后才开
始变热变大。烟很多，远处都可以看见。第三天
早上我们离开了露营地，去找我们的旅馆。

今年，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我参加
了很多暑假活动，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本领。
我先参加了游泳学习班。我认真跟着教练
学习。以前我不会游泳，现在我已经会游泳了，
而且我游得非常好，还考进了游泳队。以后我要
到游泳队去学游泳了。这是我今年暑假最大的一
个进步。我真的非常高兴。
我还参加了少年夏令营。在少年夏令营
里，我学了体操和艺术。体操太难学了，但是我
以后还想再试试。老师还带我们去了动物园。我
认识了很多动物。我最喜欢的动物是袋鼠。但是
我这次没有看到袋鼠。希望下次能看到袋鼠。

夏微萌 MLP2 6 岁
---- 今 年 暑 假 是 我 第 一 次 上 夏 令 营 。 我 在
Roycemore 学 校 参 加 了 探 索 （ Discovery
Unlimited）的活动。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看
了显微镜。我看了四种水，一个是小公园的水，
一个是密歇根湖的水，一个是井里的水，还有一
个是水龙头的水。我看见最脏的水是密歇根湖的
水，我看见四个细菌。我看见最干净的水是水龙
头的水，水里没有脏东西。所以水龙头的水能
喝，其它的水不能喝，不然会生病的。

第三天我去了 Mackinaw Island。那是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在 Mackinaw Island 上，我觉得
Fort Mackinaw 是最好玩的。里面人们的衣服像
很久以前的人穿的那样。那里也有战士打炮和打
枪。大炮和打枪都很吵。打完炮的时候，有两个
女孩教我们怎么玩一些很久以前的玩具。我最喜
欢的叫 Grace’s。是这样玩的：1.把两个木棍放
进一个圈里 2.把木棍交叉 3.把木棍拉开 4.第二个
人抓住。

---- 妈妈过生日，她给我们吃她自己做的蛋
糕。我特别高兴，我的弟弟也特别高兴。他吃得
满嘴蛋糕。

我的暑假很好玩。如果你也去了 Michigan，
你也一定会觉得那里很好玩。

---- 今年的奥运会是在伦敦。我喜欢看游泳和
体操。我长大了也想参加体操比赛。我已经知道
怎么翻跟头了。

胡凯文 MLP4

9岁

今年，我回中国过暑假。我到了中国最大
的城市----上海。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和妈妈一
起去城隍庙购物。

----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高兴，是爸爸开车带
我和妈妈去俄亥俄参加舅舅的婚礼。我穿着舅舅
和舅妈给我买的很漂亮的公主裙子，给他们当花
童。我看见很多舅舅和舅妈的照片。但是最有趣
的照片是中间有一个心和箭，一只箭指到舅舅的
婴儿照片，还有一只箭指到舅妈的婴儿照片。我
觉得有趣是因为他们婴儿的时候互相还不认识
呢。

坐在出租车里的我，远远地看到一座鲜艳
醒目的牌坊。往里走，一群古建筑高高低低地排
列着，屋角弯弯的，下面有许许多多的商店，非
常热闹。我看到一家玩具店，马上跑进去，我被
一个威风的“战士”吸引了，它的名字叫“自由
高达”。

这个暑假我过得很高兴。

这个高达虽然个子小小的，但是这一身白
盔甲却透着一股威严和气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
6

了它。在我百般哀求下，妈妈终于忍心放血，给
我买了它。

李翊升 MLP7 14 岁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下午，我去西北大
学参加青少年组网球决赛。我的对手是一个和我
年纪相当、水平相当的男孩。比赛以前，我们进
入网球场，互相握手并祝对方好运。

我带着高达高高兴兴地回了家，马上将它
拼了起来，高大看着真酷！这个暑假一直由高大
和我作伴，我非常高兴。

比赛开始了，我先发球。一个又急又快的
发球使对方措手不及，我赢得了比赛的第一分。
但是他慢慢熟悉了我的发球，把比分追了上来。
第一局，我以七比六获胜。我的对手对自己的表
现不满意，他发誓要发挥自己的真正水平，夺得
第二局的胜利。第二局，他以六比三获胜。

沈戈安 MLP2 7 岁

决胜局开始了。我们两个都又渴又累，但
是谁也不愿意放弃。我告诉自己：“如果要想
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策略，尽量保存体力，
在最关键时刻使出全身解数取得最后胜利。”开
始的几分，我尽力不犯错误保存体力也不轻易失
分。比分交替上升，现在比分是九比八，我领
先。如果我赢了这一分，我将是这次比赛的冠
军。我的对手以为我会继续采用保守的打法，使
他犯错误以取得胜利。他发球，球落在场地正
中，我很快移动到位，给他一个上网的印象，他
及时移动到网上，就在这时，我突然改变战术，
回了一个又狠又长的正手球。球不偏不倚的落到
底线上，他措手不及，只能望洋兴叹。
我赢了！我高兴得躺在地上，享受着第一
次胜利带来的喜悦…
娜娜 MLP8 14 岁
这学期，我已上八年级。我懂得妈对我的
教导、严格和尊重是在教我做人。她是产品设计
师，也是我未来成人的设计师。她是我心中最尊
敬的人。
我感受最深的是，新年一过，妈就来听取
我的需求，精心安排我的暑假生活。
上学期刚结束，我去了中文夏令营。第一
天，我感觉内容太浅。妈尊重我，让我退学去上
家教。妈见我中文学得好，笑容可掬地说:“学
好中文，对你将来非常有用。”妈的话,让我更
有决心学好中文。
妈还帮我报名参加了各类夏令营。在戏剧
和即兴表演中，我不但学会表演，而且再也不害
羞了。从手工夏令营中，我学会了做衣服。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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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做不成时，有点泄气，妈说：“没关系，别
放弃，要坚持。”八月，我穿上自做的夏衣去做
客，人人都羡慕又惊讶地说：“真漂亮，好能
干！”阿姨夸我：“独立能力强！”妈的脸上露
出自豪的笑容。

的，但味道香香的。自从吃了街头臭豆腐，我就
迷上了它，自己都买了好几次。
在扬州我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朋友。他们来
自美国、加拿大、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菲律
宾和中国香港。虽然我们的语言和年龄相差较
大，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比如流行音乐、
读的书和日常生活。虽然我们离家很远，但是我
们没有一个人想家，是扬州夏令营让我们相聚在
一起。我们一起学习歌曲、中国舞蹈、中国乐器
二胡、笛子、琵琶、练习毛笔字、扬州剪纸等，
一起玩了镇江，苏州和南京，也一起度过了很多
的美丽时光。

每年妈都送我到朋友家度假。和伙伴同
睡，好开心！妈休假，带我各处游览，开阔眼
界。我的暑假生活过得很充实。
在妈的教导下，我七年级的学习成绩全 A，
能力比其他同学强，妈说：“你知道，如果你保
持这样，将来必定会成功。”
我懂了，妈是我未来成人的设计师。妈好
伟大，是世界上最棒的！她就是我心中最尊敬的
人。

黄佳怡

MLP7

今年的暑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时常想
起我在中国的日子，特别是在扬州夏令营的开心
经历。我爱扬州夏令营，我爱我今年的暑假生
活！

13 岁

今年的暑假过得很愉快，因为我参加了两个
中国寻根夏令营：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在扬州。
这两个夏令营都很有趣，但我更喜欢扬州营多些,
因为那里有如画的风景，让我难忘的美味食品，
还有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有趣朋友。

李琳达 MLP3 9 岁
每年暑假爸妈都带我去旅游。当我知道今
年我们要去北京，还要登长城时，我高兴极了，
激动得一晚都没睡好觉。

扬州是个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城市，有许多
美丽景点：瘦西湖、古运河、高旻寺、何园和东
关街等。我最喜欢的是瘦西湖，它又瘦又长，湖
边有如烟的柳树，湖面上飘着游船，湖中还有著
名的五亭桥和二十四桥。我们在瘦西湖上坐了游
船，船儿载着学生和带队老师悠悠地向前滑行，
带着我们穿过了许多红色游船和一只金色龙舟。
我们在船上还看到了很多粉红色和白色的莲花，
在莲叶和湖水的衬托下格外美丽。在那一刻我心
里感觉非常美好。同船的来自西班牙的老师看着
美丽的景色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他响亮的歌
声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即使是我现在想起，
还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登长城的那一天，当汽车穿过一条长长的
隧道后，我们看到了不远处躺在绿绿的山岭之间
的穿着棕黄色衣服的长城。它长长的身子、高高
低低、弯弯曲曲的，太酷了！妈妈说这就叫雄
伟，壮观。
开始爬长城了，我兴奋地冲到了最前面，
但没过多久，我就满头满脸都是汗，腿也沉沉
的，还差点滑倒。向上的台阶越来越陡，我和爸
爸妈妈走几步就歇一会儿。本来我们打算爬到最
高处的，我还想在那拍些照片，发给我在美国的
朋友看。但是望着前面陡陡的阶梯，妈妈决定返
回去了。我虽然很不舍，但真的是没力气了。我
一边下，一边不停地往后看。妈妈说等我长大
些，我们要重登长城并爬上最高峰！

除了观赏扬州美景，我也品尝了很多美食：
扬州狮子头、扬州炒饭和豆腐干丝等等。扬州炒
饭不但好吃，也很好看。桔黄色的虾、红红的香
肠、绿色的豆子和黄色的鸡蛋，让扬州炒饭色彩
鲜艳，更加诱人。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扬州的
一种街头小吃 --- 臭豆腐。第一次吃臭豆腐是
在上海的饭店里，可我一点都不喜欢，但在扬
州，再次尝了推荐的街头臭豆腐，热热的、咸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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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头很高的男生叫 Larry,他来自印地安那
州。我准备着将迎接他们每个人，因为我很喜欢
结交新朋友。

朱文迪 MLP7 12 岁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在中国上海的夏令营。

第二天七点钟，一个铃铛声把大家都吵醒
了。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起床。准备之后，我们
到餐厅吃早饭。我们小组的成员在一起吃饭，聊
天。

起初，我的两个朋友要跟我去，但她们最后
都不参加了。开始报名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去。求
我妈不要给我报名。因为我真的不想跟其他孩子
在一个很热和拥挤的地方参加活动和上课。当我
发现我的父母给我报了名时，我很生气，整整一
个小时没跟他们讲话。(听起来不是那么长，但
是真的挺长。)

那天，我们整个营的营员到科学博物馆去。
上海特别大，我们坐车坐了一两个小时才到。令
我吃惊的是，当我们到达时，大概有 800 人从不
同的营地在那里等候，大家都挤在一个大的阳台
上,等待上海夏令营的“开营式”。我简直不敢
相信，这么多人又从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来到上海
参加夏令营！

夏令营报道的那天，我和妈妈在浦东机场等
着接我小组里来自新泽西州的一个女孩，当时我
很紧张，不知道她会不会跟我交朋友。我想快点
交新朋友，如果不交朋友，夏令营期间的两个星
期时间，就我自己那就太可怕了。当我正在想这
些问题时，一个穿着粉红色牛仔裤和蓝色上衣的
女孩从门口走出来，她看到我手上举的牌子就走
过来说:“你好，我是王心怡，”我给她说了我
的名字后，我们就立刻聊了起来。很快我们就成
了好朋友。她比我大两岁，已经上高中了，她跟
我比起来显得成熟多了。

外面九十度左右，一点风都没有。每个人都
是满身的汗，特别难受。我们都想回到有空调的
博物馆内，但我们都必须要开完开营式。所以，
我们所有的人站在那里整整一个多小时。开营式
终于结束了，大家都高兴地跑进了凉凉的博物馆
里。
博物馆里很有趣。我们在那里呆了一整天，
参观不同的展室，也跟我小组里面的人玩。最
后，我跟大家都成为了好朋友。我只上七年级，
但他们都是八年级以上。虽然他们都比我大，我
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们坐上了接我们的大巴到夏令营营地，一
路上我们一直在说话。不知不觉大巴开到了学校
营地，我们俩开心地拉着我们的箱子来到了前台
前，服务人员给了我们房间的钥匙，这时我和心
怡发现我们是室友，真是太高兴了。我们乘电梯
上到七楼，拉着我们的行李走到最后一个房间，
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房间门，这时一个女孩
（看起来像十五岁左右）坐在她的床上，和她的
妈妈正在收拾东西。我们互相问候对方后，也开
始整理我们的床和书桌，我们把所有的衣服叠
好，放到柜子里。之后我和心怡寻找了在外面的
洗衣房，又到阳台上看了看，参观了我们隔壁的
房间，这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已经结识了新
朋友，觉得夏令营不会那么无聊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营每隔一天上
课，一天去外面许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去了几个
喜欢的购物地方和餐馆，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我
和我的朋友都很高兴。我们学会了怎么讨价还价
（你要跟店主争论一会儿，如果他还不给你卖，
你就开始走，他们几乎总是会叫你回去，然后给
你你要的价格。）我们买了一堆很酷的东西——
钥匙扣、图纸、手机链、包包和衣服等等。我们
也吃了一些很好的食品。我觉得很独立，因为我
和我的朋友们自己在逛，旁边没有大人监督我。
我们讨价还价，而不是父母帮我们买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小组里所有的人到了营地
后，领队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她告诉我们下来
的计划，给了我们胸牌，胸针和在夏令营期间穿
的衣裳。在她说话时，我观察了其他的人。有一
个短发的女孩叫 Deb，她来自华盛顿州。穿着运
动短裤，我猜想她可能很喜欢运动。另外两个女
孩 从 我 的 中 文 学 校 来 的 ， 她 们 叫 Jiayi 和
Jasmine。我和心怡的室友，名叫 Grace，还有

我们上的课有些很有趣，像拿软陶瓷做玩
具、唱中国流行歌曲、画画和练习书法。跳舞也
不错。但是像中国历史、雕刻（听起来有趣，但
是上起来特别费劲，刻得我的手都开始疼。）、
学武术（这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但是我们是在没
有空调的健身房里练。外面九十多度啊！为什么
健身房会没空调？），这些课感到无聊，有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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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受不了，但有趣的部分还是比没有趣的部分多
多了。

希林芝北围棋班定级情况
入门班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大家都要各自回国了,
我感到非常伤心。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在夏令营继
续待下去。当我给我所有的朋友说再见时，觉得
挺郁闷的。我告诉他们必须要每天跟我联系。
最后，我自己想，“如果我父母没给我报这
个名，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我喜欢中国的夏
令营，以后我还想参加，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
会跟我一起去。

初级班

姓名

棋力等级 姓名

棋力等级

Kaleb Jin

35K

Amy Gao

10K

James Chen

35K

Kevin Liu

20K

Michael Zhao

20K

Edward Lee

10K

Angelica She

15K

Huaye Jeffrey
Lin

30K

Joseph Jiang

35K

Jiangao Fang

15K

Ian Quan

25k

Tony Xu

15K

Jeffrey TANG

15K

Jasmine Zhang

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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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围棋棋力等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级位、
业余段位、职业段位。级位标识为 K，从 35K 到
1K，数字越小棋力越强；段位标识为 D，从 1 段
到 7 段（7D），数字越大棋力越强；职业段位用
中文数字标识（或 P），从职业初段、二段到九
段（9P)，数字越大棋力越强；

我住在芝加哥。夏天，这里是最好的度假
季节。今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夏令
营。有体育、画画、滑冰……，并且我们全家每
天可以在湖边玩。最有趣的暑假生活是参观
Peggy 自然博物馆。
那天是美国的劳动节。在博物馆我看到了
许多不同的生物。首先我参观了胡蝶厅。在那
里，温暖而潮湿，成百种的蝴蝶翩翩起舞。有的
蝴蝶的翅膀有蓝色的条纹；有的是棕色的花斑；
有的是桔色、黑色、绿色和红色的混合斑点。使
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了一只蝴蝶，当它关闭时，翅
膀像一片干枯的叶子，当它打开翅膀的时候是一
只非常漂亮的蝴蝶。妈妈告诉我她叫枯叶蝶。它
的这种模拟叶子形状和颜色的特性叫拟态，是用
来保护自己的。那里的管理员告诉我们蝴蝶的寿
命很短，平均最短的寿命只有一个星期，最长的
大约 9 个月。

目前，围棋老师郭新明还在开发 Scholastic Go
Certificate（SGC, 围棋教学等级）体系。围棋
棋力等级主要考察的是棋力水平，而围棋教学等
级 SGC 偏重的是考察学生的礼仪、对围棋知识的
学习和掌握、也包括一定的棋力等级要求。

接下来，我去看了爬行动物展览。它们有
盘踞在窗台和木杆上的花斑蟒蛇，站在木根上蓝
色舌头的蜥蜴，很慢移动的乌龟。管理员告诉我
们，这些动物被训练过了，所以他们不会伤害
人。我很勇敢地把一条白色的和一条黑色的蛇放
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到蛇的皮肤很光滑、很柔
软、很凉。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不得不离开博物馆。
我很高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动物。这是我
最难忘的一次暑假生活。

王贝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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