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年 

作者：李晶晶，林子悦，王倚恩，

艾思瑞，马颖慧，康盈盈，林素

银，肖莲爱 

     

在中国农历新年中一共有十

二个不同动物，用来表示十二年，

它们是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猪。因为

今年是猴年，所以我们表演了中

国著名小说《西游记》的故事来

庆祝中国新年。在二零一六年二

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在巴赛尔

大学演出了两场“西游记之美猴

王”。 

演出之前的一个月里，老师

和同学们都在努力准备。今年的

表演比较特别的是，全校同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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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同一部小说里的不同故事。其

中小学部同学演海底动物、小猴

子、小石头、小天兵等等；中学

部的八年级同学演天上的神仙，

七年级同学演各种妖怪，六年级

演门神和仙女，五年级表演《龙

宫取宝》里的龙女。表演的时候，

有时小学部和中学部同学同时在

舞台上。  

    我还采访了连主任，她说： 

“我们用了数不清的时间来准备

新年表演。每一年的中国新年表

演后，我们都会开始想明年演什

么。如果我要导演一个不一样的

故事，我会选《红楼梦》或《三

国演义》。”她还说，明年的表

演要选出另一个故事，如果你有

想法，可以给连主任写信。 

今年，我们英华学校的表演

演得很好，观众非常喜欢希望明

年可以更好、更有趣。如果大家

都好好准备和表演中国新年，我

想，我们中国新年表演会演得更

好！ 

 

 

 



 

 
五年级《龙宫取宝》 

 

 
新年表演的主持人们 

科学展 

作者：安子灵, 李晶晶，马颖慧

和邢爱悦 

照片：连主任 

                                  

一月二十八日，三年级到八

年级的学生在体育馆举行了科学

展。同学们摆好展板和实验品，

让大家参观。 

为了这次的科学展，同学们

不但自己学习和研究，也跟其他

同学组成小组一起准备。同学们

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和科学

现象，也学了他们觉得有兴趣的

题目。科学展让学生练习从科学

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因为每一个

板会被观看，所以可以磨练自己

的技能，传播科学的过程和内容。 

帅老师（Mr. Scheid）说，

为了让学生们更喜欢科学，所以

办了这个科学展。他说他觉得学

生找到了他们喜欢和想做的主题， 

也找到了很好的实验证据。他觉

得，如果有一个老师或父母的帮

忙，可能有一些英华的学生能去

参加明尼苏达州的大科学展。 

英华一年一度的科学展是一

个学习机会。科学展很好玩，大

家也可以从别人的展品学到很多

知识。我希望，没有人会忘记过

去的学到的知识。明年可以再参

加吧！ 
 

校外教学    

作者：杨安，陈博雅 

四年级 

      在一月十四日，四年级的同

学们去了圣保罗的科学博物馆进

行课外教学。 

在这次课外教学中，我采访

了三位四年级的学生，他们都觉

得很好玩。我问他们学到了什么，

四年一班的赵信恒说他学到怎么

烧火，白察理学到了脸颊里的细



 
胞，贺曼妮学会了如果把美元钞

票放进油里，然后用火烧，它不

会着火。我也问他们在博物馆里

觉得最特别的是什么，信恒说最

特别的是展出的身体部位，察理

说火焰喷射器的展览是最特别的，

曼妮说博物馆里的化学实验室是

最特别的。总而言之，他们都觉

得好玩，也很有教育意义。 

 

 
 

 

 
三年级 

一月时， 三年级的同学们去

了一个天文馆。在那里，他们观

察了很多的星星和星座。 

我去采访了三年级的蒋慧珍，

何凯丽、邢天宇、石咏。我问他

们学到了什么。何凯丽说：“我

学到了什么是空间站。”蒋慧珍

说：“我学到了不同的星座。”

还有，邢天宇说他最喜欢看火星

上的过山车；石咏彬说他喜欢空

间站。我觉得三年级的学生肯定

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文化日 

作者：安子灵，语涵，曹勝 

    在二月二十九日是文化日，

全英华的同学可以在学校穿睡衣，

然后发型随意。有些人还是穿了

校服，但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个文

化日。 

    我采访了六年一班的何琪琪，

问她最喜欢今年的哪一个文化日。 

她说：“睡衣日，因为穿睡衣上

课很舒服，还有我起床的时候不

需要换衣服”。三年二班的施如

涵说：“我最喜欢睡衣日，因为

我们可以穿睡衣上学”。 

大家都觉得文化日很好玩。

每一个文化日都很独特。文化日

真是个让人开心的一天！ 

 

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课外教学 

作者：陈凯伦，肖莲爱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五年

级和六年级的同学们去明尼苏达

大学校园看了一场关于孙悟空的

京剧表演。 

       演孙悟空的人是北京京剧学

院来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三十

岁才开始练的，而且还不会说中

文。为了学京剧，他在北京生活

了很多年。他现在演得很好，说

的中文也很好，让大家都很惊讶。



 
表演时，他邀请了几位同学上台

跟他做一些基本的动作，并带上

一个面具，真好笑！最后回到学

校，每个人看起来玩的很快乐。 

 

 
 

中学部演讲比赛颁奖 

作者：刘伟群，林素银 

    去年十二月底，五到八年级

参加了演讲比赛。一月中旬，中

学部师生在体育馆里对获奖同学

举行了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后，我访问了五年

一班的王倚恩，她说：“我在演

讲时当然很紧张啊！ 我还以为我

不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呢。但我

用我最大的努力去讲，竟然还得

了奖！我得奖是很开心，因为我

达到我以前我以为不可能的目标。

我有一个建议给明年的五年级同

学，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如果

你要达到一个看起来很难的目标，

需要一直努力和专心，才能达到

那个目标。” 

我也访问了连主任，她说：

“我对今年的演讲比赛非常的满

意，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学生都尽

全力准备，也都有很好的表现。

从学生的演讲来说，我觉得我们

学生的中文真的非常棒，我相信

他们绝对可以自在和自信地和中

国朋友沟通。从你们的演讲中，

我不但看出每一位学生认真准备

的情形，也知道你们的老师付出

了很多的心力指导你们！我们的

中学生真的很幸运，有这么多好

的老师关心、帮助你们！我希望

我们英华的学生可以精益求精，

一年比一年好！” 

 

姐妹校同学明州行 

作者：康盈盈，陈博雅，邢爱悦，  

     何陈乃贤，邢爱悦，文喜 

二月初, 跟英华是姐妹学校

的中国内蒙古八中的一些学生和

老师来到了明州，参观英华学院。

在明州的四天里，这些学生在寄

宿家庭里住。他们每天都来到英

华学校，跟我们一起听课。他们

看我们练新年表演，还去了美国

大卖场。 

姐妹校的同学参加了中学部

同学为他们组织的茶话会。在茶

话会上，大家聊了有趣的话题。

我们一起讨论了美国和中国学校

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校



 
服、功课、课外活动、校内活动、

等等。八年级的艾思瑞觉得中国

学生跟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中国的同学比我们多了很多功课。 

 
姐妹校的同学在明州时都跟

他们跟这个家庭一起做了很多活

动。我采访了六年级邢天爱。她

说她跟清莲去滑冰、玩游戏和吃

汉堡包。她们玩的很开心！我还

采访了八年级的白康宁，她跟姐

妹学校的同学看电影、玩游戏和

去公园玩。姐妹校的马德虑写了

自己的感想，他写道：“我觉

得…不会有美国家庭来接，可是

一出机场，英华的学生及其他们

的家长在等候着我们。这一举动，

让我也十分感动。在寄宿家庭里，

无论是家人还是他们的邻居，都

对我们十分的热情，没有一丝的

紧张，让我感到非常轻松愉快。” 

姐妹校的同学来的时候，我

们正在准备中国新年表演。所以

他们看到了我们排练。徐昕杰写

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

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学校体育馆，

让我很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在准备

庆祝中国的新年节日，因为美国

是一个西方国家，…他们在排练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

他们演的很生动，很形象，…” 

 
姐妹校的同学们也感觉到中

国和美国的学生很不一样。清莲

同学写道：“英华学校给我们带

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这里的

老师很友善，就像我们的朋友一

样，但在课堂上又是孜孜不倦地

教学生们，就像园丁在辛勤呵护

着花朵一样。…这里的教学方式

我很喜欢，我认为中国学校也应

该多学习他们。”八中的一位老

师王晓䑃写了“英华学校是刻苦

的学校，…我们的校长报有爱心，

我们的老师也很有耐入，我们的

学生更是优秀，…” 

姐妹校师生带着对英华学校

的深刻印象离开了明州。相信他

们一定会把我们祝福传递回中国。 

 
 

给四年级的“独家新闻” 

作者：益锦恋，杨安 

照片：益锦恋 

        为了让即将进入中学部的四

年级学生和家长了解英华中学部

的情况，二月二十五号的晚上，



 
四年级的学生和家长参加了“独

家 新 闻 ” 活 动 （ What’s The 

Scoop）。 

    5:30，四年级的家庭先在餐

厅吃晚饭，然后分成十个小组，

到不同的中学部教室听老师们介

绍中学课程。他们一共听了十个

报告：中文、数学、科学、社会、

体育、中文俱乐部、学生会、去

中国旅行，还有包校长讲的“英

华十分钟答疑”。 

 
        我们访问了四年三班的郭立

杰和安德之，他们说他们从这次

活动中学到了中学部的情况，也

了解到了关于中文俱乐部的事。

郭立杰说，最让他紧张的事是他

上课要带对的课本，最让他兴奋

的是中学中文俱乐部。安德之说，

最让他竟长的事是功课，最让他 

 
 

兴奋的事是中学生可以用平板电

脑。我们也采访了六年级一班的

老师谢老师，她说她希望四年级

能顺利地升入五年级，并能很快

的适应五年级的生活。 

    我们最后采访的人是包校长。

她说 99%的四年级学生都参加了

这次活动，而且反馈非常好。有

个四年级的父母说：“我不知道

到底是我还是我的孩子更兴奋”

（“ I don't know who's more 

excited, my kid or me."）。我

们也问了包校长办这个活动的想

法从哪里来的。她回答：“人们

想要知道我们的中学部怎么样，

能给学生提供什么课程和课外活

动。所以办了这个活动。” 

         希望四年级的学生明年会有

个很棒的中学生活。祝你们好运！  

 

体育课单元：滑雪 

作者：益锦恋, 语函，曹胜 

照片：陶老师 (Ms. Totall) 

        从一月四日开始， 一到八

年级的学生上体育课时到外面滑

雪。这个单元一共两个星期，到

一月十五日结束。学校从“明州

青年滑雪联赛”租了滑雪板。 

 
    体育课老师陶老师（Ms.Totall）

说了滑雪有很多好处。除了会让



 
你在外面太阳的阳光下生成更多

维生素 D，也会改善你的心情，

让你身体更健康。滑雪还会让你

有更好的平衡感和增加你的自信。 

 
     同学们学会了怎么系雪鞋鞋带

再加上滑雪板。同学们都说他们

喜欢滑雪单元，很好玩。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作者：何陈乃贤  

今年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在

一月十八日星期一。这个节日是

庆祝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马

丁路德金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

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生，

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遇刺。 

在他生活的时代，白人觉得

黑人比他们差。白人和黑人不能

做一样的事情，不能做朋友，不

能得到一样的待遇。马丁路德金

觉得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人们

不应该有种族歧视。所以他进行

了很多有名的演讲，他最著名的

演讲是“我有一个梦想”。他说，

不管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只要

努力你都可以成功。也正是因为

这些演讲，一些种族歧视者讨厌

他。最终，在一次集会上，他们

把马丁路德金杀死了。 

今天，我们纪念马丁路德金

和他的精神。希望有一天我们会

实现人类平等。 

 
情人节 

作者：艾思瑞，刘伟群 

    情人节是一个很快乐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互相送巧

克力、花和礼物。爸爸和妈妈或

情侣会吃饭庆祝。中国人也会庆

祝情人节。他们也会互相送巧克

力，也会吃饭来庆祝。 

    英华的同学们在学校里庆祝

了这个节日。我们带来了糖果和

蛋糕一起分享，非常开心！ 

 

元旦新年 

作者：陈凯伦，文喜 

今年是二零一六年。不同国

家会用不同方式来庆祝新的一年。

我们这次只看一看美国人怎么庆

祝元旦。 

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午夜，很

多人会看纽约时代广场的球掉下

来，然后来庆祝新年。也有一些

人会在家里请朋友和亲戚开派对。

通常人们会等到十二点后才睡觉！

人们这时候就会想一想他们新一

年的愿望。有人会希望能减肥，

有人会要挣很多钱。 

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样的愿

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