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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奖品：初赛优胜者将获颁证书和奖品。决赛每个年龄组分设
一、二、三等奖。每组一等奖 500 元奖品(1 名)， 二等奖 300 元
奖品(1 名)，三等奖 200 元奖品(1 名)，优胜奖(若干)，均颁发奖
状。决赛还特别设立“最佳组织奖”，表彰积极参与并协助赛事的
公立学校、中文学校、团体和机构。
参赛方式：学校收集学生作品统一参赛或个人参赛，在截稿日

期前将参赛作品连同报名表寄至或送交《侨报》或《侨报周
末》当地办公室 。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于 9 月 11 日正式开学
金秋九月，金风送爽，爱迪生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新学年。
正值传统中秋前夕，广大同学刚领到了新课本，又品尝了刚
上市的新鲜月饼，真可谓双喜临门。
同学们笑逐颜开的背后，是老师和家长的辛苦付出。学校还
特意安排了志愿者为新同学指路。老领导刘健，林胜天看到
人手不够，也赶来帮忙。
爱迪生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俞心怡，王浛，Robert Lin 等新
老师，还开出了财商，儿童尤克里里，儿童古典吉他， 手工
俱乐部等新课程。真心希望同学们学业进步，学校越办越
好。
2016-2017 学年管理层换届选举

侨报应征作文
下面是魏青昀同学的作文，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六年级一班：魏青昀
指导老师：廖山漫
从幼儿园到学校我有过很多老师，但说起老师，我想到
的却是我的姥姥。她从生活中的小事情教给我很多为人处世
的道理。
我的姥姥已经七十多岁了，她白发苍苍，和蔼慈祥。她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理事会于 9 月 10 日开会，认可了上
一届校长，副校长的工作。王旭涛，钱晓红分别当选家长会
会长及理事会理事长。周旋连任理事会秘书，朱海洋负责理
事会对学校的财务监督。

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从生下来就跟她

9 月 10 日晚，新一届校长，副校长，及理事会全体成员与新
老教师欢聚一堂，共贺教师节。魏东校长，吴强副校长，教
师代表王大进分别讲话，畅谈新学年的展望。

就跑到厨房拿了一包薯片，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放松地看

在一起，所以我的中文说得很好。
一个周五下午我放学回到家，懒懒地把书包往地上一放

起动画片来。我想明天是星期六，还有两天可以做作业，不
着急。姥姥在一边看在眼里，却什么也没说，忙着准备晚饭
去了。

2016-2017 学年秋游
一转眼，周末两天过去了。星期天晚上收拾第二天上学
华夏中文学校爱迪生分校理事会于 9 月 25 日开会，决定
2016-2017 学年秋游将于 10 月 15 日举行，地点在罗斯福公园
（Roosevelt Park，Edison）
欢迎参加侨报第五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
我校学生义工 Lin He 何琳将于 10 月 9 日第二和第三节课于家
长值班处收稿和协助填写报名表 (陈文华协助,
whchenus@gmail.com）。
大赛组别：儿童组(8 至 10 岁 )，少儿组(11 至 13 岁 ) ，少年组
(14 至 16 岁)。参赛者须来美五年以上或在美国出生 8 至 16 岁
少年儿童。

的书包时，我发现了还没动的作业。我着急地跟姥姥说：
“姥姥我明天有很多作业要交，怎么办？”姥姥说：“那就
赶紧做吧。”然后默默地走开了。我飞快地完成了几项作
业，当做到最后一项给图上色的作业时，我实在累得不行
了，把没完成的作业放在桌子上，就去睡觉了。我心里暗暗
期待姥姥能把它完成，因为平时姥姥最疼我，总是在生活上
帮助我。
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那份未完成的作业还原封不动地
放 在桌 子 上 时， 我 问 姥姥 ： “您 为 什 么不 帮 我 涂完 颜色

参赛主题：“我的梦想”或“说说你与中国菜的故事（题目自
拟）”。要求：儿童组 300 字或以上 ，少儿组 400 字或以上，
少年组 600 字或以上。电脑打印、手写均可，简体、繁体不
限，手写汉字可加分。

呀？”姥姥没有回答。我只好带着没完成的作业上学去了。

参赛日期：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接受报名，比赛截稿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15 日。

中午，我留在教室，看着窗外别的同学在操场上玩耍，心里

Unrestricted

到了要交作业的时候，我躲进厕所。没想到回到教室
后，老师还是问我要作业，我只好告诉她我没有完成。那天

很难过，我不明白姥姥这次为什麽不帮我。

回到家，姥姥问我学校的事，我把交作业的事情告
诉了她。听完后，姥姥笑着问我：“你知道这件事告诉你什么
吗？”我迷惑地看着她，摇摇头。姥姥给我讲了两个道理：一

中文夏令营
今年暑假不少同学参加了中文夏令营回到中国, 比如侨报夏令
营，寻根之旅夏令营等，下面是侨报小记者陈昊从南京发回的
报道。

个是做事不能拖拉；另一个更重要的道理是要对自己的事情负
责，不要靠别人。就这样，姥姥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情
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在我心里她才是最重要的老师。

侨报应征作文

下面是唐佳欣同学的作文， 我
我
马立平七年级：唐佳欣
指导老师：郭小川
我是谁？我是一个小嘴，小脸，小眼睛的小女孩么？
我是一个整天把乌黑的长头发扎成马尾巴的人么？对了。这就
是我。
我从小就很勤快。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了。因为妈
妈爸爸都还在睡觉 ,我就把早饭都给准备好，等着他们起来的
时候吃。可是，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所以他们一般都不
吃。即使这样，我也照样努力地做早餐。当妈妈包饺子或者做
点心的时候，我也跟着她一起包饺子和做点心。还有，晚上吃
完饭的时候，我就跟着妈妈一起洗碗，擦桌子，扫地。也不知
道为什么，我就喜爱做这些家务活。
我不但很勤快，也很认真。不管什么事，只要我做了
我就要做到最好。有一次，妈妈一定要我跟姐姐一起去上画画
课，我特别不愿意去，可是，还是去了。画画老师给我布置了
作业，我虽然不喜欢，但还是努力把画画得又漂亮又完整。
还有一次，在学校里，老师把我们班分成几个小组，
给每一个组分配一个任务。偏偏，老师就给我们组最难的一个
任务。组里的人都坐在那儿等着另外一个人做出行动。我一开
始也不知道怎么做，就上网做了点研究，还从家里带进来一些
我们可以用的东西到学校。第二天，我生病了，所以没有上
学。虽然我没有去上学，我在家里也没有浪费时间。我到网上
查能帮助咱们完成任务的信息。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
一定要完成老师给的任务了。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我们组
不但没有进展，还一团糟。最后，我们什么也没有完成，而我
只好把它带回家去做。我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来完成它，连饭都
没有吃，觉也没有睡。第四天早上上学前，我终于把老师给我
们的任务完成了，而且我把一个简直不像样的东西变成了一个
人见人爱的东西。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艺术体操。我每一个星期有五
天去体操训练，每天五个小时。为了去最好的地方训练，我们
搬到纽约去了。我一般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可是一旦有了，我
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舞起彩带，练我的舞蹈。我还去很多地方，
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而且常常因为体操而缺课。有一次，
我还去了俄罗斯去比赛呢！
我是谁？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Unrestricted

紫金山
【侨报小记者陈昊 7 月 18 日南京报道】
紫金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地点。紫金山和泰山很相
近，因为他们的风景很美丽，也是那里地区最高，最有名的
山。它和其它的山不同因为紫金山有抗日战争的遗址。
我们昨天去了紫金山，看见了古老的建筑和美丽的风
景。紫金山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战国时期到今天。
在战国时期楚国在紫金山边建了金陵邑，所以被称为陵山。在
汉朝时，它被称为中山。在山站的地方，形成一条盘曲的巨
龙，称为“中阜龙盘”。
三国时，诸葛亮来到江东准备与东吴孙权结盟共同抵
抗曹操 80 万大军。北依长江天险，紫金山山峦巍峨，像龙一
样，弯弯曲曲。紫金山爬石头很危险，如虎踞江边的，很多人
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土之宅”。赤壁大战以
后，孙权就把首都搬到南京，改建了山边的树林。从此以后，
南京相继为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各朝的都城，“六朝古
都”的说法由此而来。
紫金山比我相像的要难爬更美，有更长的路，和更美
丽的风景。
叔叔陈敏，堂弟陈仲韬，和我走了个野径，听见了很多鸟鸣。
第一部分非常简单，要在一个土路上走几百米。十分钟以后，
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岩石底下，从下往上望去，那些石头很滑，
有些地方都没有落脚之处。因为我是猴子转世投胎，所以我爬
的很快，但是叔叔和韬韬爬得都很慢。
山顶上基本能看见整个城市，每个树，楼房和湖都变得很小，
像玩具一样。紫金山是南京最高的山，路很陡，但是有很多人
爬。我认为：“不爬紫金山非好汉，去了山顶一身汗。”
紫金山海拔高度虽然只有 450 米，但是路线有 4000 米。爱因
斯坦相对论说要是一小段时间觉得很痛苦，你就会数一分一
秒。我们爬上山，又累又渴，就勉强爬了一万米。要是一个很
长的时间你很开心，那时间就会飞过去。我们下山时，像风一
样冲下去。
陈仲韬说：“我在山底下信心十足，觉得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
内爬到山顶上，但是到了山顶上，我觉得比小时候要累，要的
时间更长。”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回到山底了，但是大家收获都很
大，体验了一门新的运动，更加喜欢爬山和锻炼。我们下次还
想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