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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简讯：长城中文学校于 2017 年三月十二

日在 Rosemount college 礼堂顺利举行了一年

一次的学生演讲比赛。 

中国著名油画家长城中文学校的绘画教师王

宗舟教授的 11名学生共24幅作品全部获奖。 

本期内容：演讲比赛由宋晓明负责并提供获

奖学生名单。 

绘画获奖作品由王宗舟教授和他的学生提供。 

学生作文由四年级张冬兰老师班的同学供稿。 

散文：水泉杏林          李晓红 

*************************************** 

    长城中文学校 2017 年 学生演讲比赛 

长城中文学校学校于 3 月 12 星期日

12：00-4  ：00 点在 Rosemount college， 

Lawrence礼堂举办了 2017年学生演讲比赛。

此次比赛由宋小明负责计划，筹备和安排，

共有 37 名同学报名参加，经过由老师和家长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认着负责的评定，最终评

选出 11 名获奖学生。 

获奖学生名单如下： 

A 组：  

 一等奖： 王安迪 

 二等奖：李唯瀚、刘博格、唐宁馨、

柴光锴 

 三等奖：张妮妮、郑博瀚、莫菲 

B 组： 

 一等奖：徐浩云 

 二等奖：刘嘉懿 

 三等奖：何佳 

C 组： 

 一等奖：张婉瀛 

 二等奖：王宇琳 

这次活动对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

起了很大的做用，并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大力

支持和肯定。 

在此非常感谢宋小明的辛苦付出，和

各位老师和家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 

       金鸡报喜满堂红 

                      王宗舟 

2017 年全美青少年绘画比赛: 3 月 25

日费城赛区的颁奖仪式在费城艺术大学礼堂

隆重举行：12-17 岁比赛组，长城中文学校

美术教师： 中国著名油画家王宗周教授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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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共 24 幅作品参加比赛，并获的了突出

的好成绩， 24 幅作品全部获奖。其中 19 幅

获金钥匙奖，5 副银钥匙奖。获金奖作品经

地区推荐到全国参加比赛。结果，熊悦的

《我的小白兔》再次获得全国金奖。刘娇莺

的《爱无年龄》再获全国银奖。获地区奖的

学生是： 

参加费城地区的：熊悦  （2 金， 同时 1 副获

全国金奖） 

         刘娇   （2 金， 同时 1 副

获全国银奖） 

         刘淑婷 （5 金）     杨沁怡 

（4 金） 

         郝泽茜 （2 金）   Michael 

（2 金） 

         张华龙  （1 金）王杉（1

银） 

         黄昱嘉 （2 银） 

参加外州地区：张琳 （1金1银） 陈涵娜 （1

银） 

*********************************************** 

部分获奖作品展示： 

1， 熊悦《小白兔》获全美“Scholastic Art 

and Writing Award ”国家视觉艺术奖。费

城赛区金奖。 

 

 

 

 

******************************************* 

2， 刘娇莺《爱不分年龄》获全美

“Scholastic Art and Writing Award ”国

家银奖，费城赛区金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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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熊悦《老人》获费城赛区金奖。 

 

*********************************************** 

4. 刘娇莺《石膏头像》获费城赛区金奖。 

 

5. 刘淑婷的五副获奖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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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沁怡： 四幅作品均获费城地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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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马克: 两幅费城地区金奖作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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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琳： 一幅费城赛区金奖作品 

 

************************************ 

 郝泽西： 两幅费城赛区金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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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龙：费城赛区金奖。 

 

*************************************** 

 王杉，黄昱嘉 等人的 5 幅作品，获费城赛区

银奖 

*************************************** 

四年级同学的作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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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杏林 

               李晓红 2017 年 3 月 23 日 

这是生我养我的故土，这是我心中最美的净

土，这是我深深热爱的土地。在这片可爱的

土地上，处处流淌着真情，流淌着记忆，流

淌着故事...... 

不必说历史悠久的走马岭，不必说惊险动魄

的十八岭，更不必说奇珍异兽遍地财宝，单

单是这几个山头的杏林，就让我沉醉不知归

路。 

走进庙子庵，迎来一片杏林，3 个大山之间，

全部是遍布的杏林。  第一批杏林是 1966-

1970 年始建（另外 2 处杏林建于 1985 年左

右），杏树品质多，数量多，长于山坡山崖

之间，极易采摘。 40 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的

一道风景。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之时，杏花开遍山野，

微风吹拂，香气弥漫在山谷中，不同品种的

杏花搀杂着一起，甚是多姿多彩。比梅花更

多姿彩，比桃花更多馨香，杏林变成了杏花

林。 

我是被同学们约去赏杏花，也是第一次赏杏

花。各位同学百忙之中过来聚会，不光带来

美食美酒，还带来亲手做的羊肉串，洪伟做

的羊肉串，味道纯正火候到位，健康美味。

各位同学从四面八方而来，煮茶品茗，谈心

论道，欢乐无比。 

记忆是什么？如同电影。这杏花，我是第一

次见。以前我们都是五一节放假跑过来。小

时候跟着父母来过几次，印象不深。 

93 年五一节，割麦子的时候吧，我们同学基

本都来了，分了好几波，到我家门口喊我，

我妈不让去，里面山路崎岖，怕出事。 偷偷

编造理由，跑出来。   那时候，就会瞒 

 

着父母了。 从家到杏林，大约 5-6 公里，一

路飞奔而到。 拉着枝子就开始采摘，边摘边

吃，酸的倒牙。 山上人群密布，热闹非凡。 

看林人一声怒吼：不准摘杏。 我们就赶奔下

一山头。吃着杏的满足感，和伙伴们玩的喜

乐，被看林人驱赶时的恐惧，至今犹如昨日。 

        杏林深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洞,方圆百

里内无人没有去过。洞口 2 米多高，外有题

词：水帘洞 明 赵明成。 据说古代 ️水涌出，

故称之为水帘洞，我们就称之为水泉洞。拿2

支蜡烛，一群人缓缓而行，两边的壁上，布

满钟乳石，千姿百态，我记得亲手摸过那洞

壁，光滑无比，看上去，如流水潺潺。心里

怕怕的，万一遇到个老虎狮子蛇，该怎么办

呢！有调皮的男生，大喊一声有狼，吓得我

们赶紧调头，也有人突然熄灭蜡烛，又是一

群惊呼。洞里有 3 个大坑，都有水。下到最

大的坑里时，个子太小，爬上来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进出一次，大约半个多小时（那是

我们小孩子的速度）。 

        出的洞来，继续沿着羊肠小道前行，山

下，是七庄美景，找一处大石落座，一边吃

杏，一边聊天，遇到几个外来的游客，年龄

大约 35 岁左右，大言不惭的跟他们讲我们的

历史。 随手将杏核丢在山坡上，还说，20 年

后，咱们再来，这里必是另外一片杏林。不

想，一语成谶，24 年过去了，那片山坡，再

没有去过。每次都是到杏林为止。 只要是天

气好，我招待同学的办法，就是拉到大山里。 

常到我家的几位美女，全部都去过。我们每

次都为吃杏去，今日见到杏花，更是独有风

姿。 

        山里的孩子心爱山，纵使走过千山万水，

看遍天下杏林，这片水泉杏林，永是我心中

最美。她的美，不是因为豪华，她的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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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有特色，她的美，是因为她是我生命

中的一部分。这里有我的童年记忆，这里有

我的梦想，这里有同学亲情，这里有幸福快

乐的童年。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周末，只需要一天，

带上心爱的人，带上孩子，约 3-5好友。驱车

前来，赏杏林之美，逗童趣之乐。岁月匆匆，

给宝贝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将快乐种植

在孩子们的心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相聚总是匆匆，离别总是伤感。转眼又

要登上行程，去那尘世烦杂的都市。 思念是

时刻的，思念这里的山山水水，思念这里的

花草树木，思念这里的每一位亲朋好友。 

        我深爱你，水泉杏林，如同热爱我的家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