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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腾分校

华夏中文学校辩论赛中区演讲比赛捷报频传

奔腾分校成绩优异
	 2020年1月11日下午4：30，华夏中文学校辩论比赛中区演讲比赛场

传来好消息：奔腾分校参赛的九名选手(孙乐曦、芦佳茗、张以嘉、黄子

沁、施文萱、张馨仪、王森瀚、王峪宸、王郁添)分别获得：四个第一名、四

个第二名和一个第三名的优异成绩！祝贺！祝贺！

演讲小选手背后的支持者
	 每年为了迎接总校的演讲比赛，奔腾教务处都会通过海选，对入选
的学生进行培训，前后大约7-8周，在培训中，老师们从选稿到定稿，从
语言到体态，从规则到参赛细节，事无巨细，认真培训。经过培训，家长和
同学们都获益匪浅，小选手们无论参赛与否，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奔腾教务处

参加培训的学生家长们的部分感言
	 王郁添的妈妈说：非常感谢中文学校各位老师的时间和精力，对孩
子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我们受益匪浅。连续几个周末晚上的训练，让本以
为“都挺好”的孩子和家长，看到了我们可以优化和提高的空间。感谢老
师们的无私付出，从一开始的帮助选稿改稿，到连续几个周末的晚上加
班指导，细到咬文嚼字和每个动作，以及到衣服搭配，无微不至。作为家
长，我非常感激和感动！通过这次培训，孩子在语言表达和公众演讲方
面都有大幅提高，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群讲中文的优秀孩子，学无止境。
	 华夏奔腾中文学校是一个关心孩子成长的大家庭，把孩子交给这里
的老师，我们安心和放心。希望在本次比赛中，大家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王森翰的爸爸说：通过老师的精心讲解和帮助，王森瀚的演讲获得
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也对很多细节的地方更加注意了，老师们都既专业
又认真负责！在此我们也表示由衷地感谢！

	 陈子轩的妈妈说：从小到大只要是跟“讲话”有关的事情我都挺在
行。但，我的儿子们似乎都没有遗传到我的这唯一一项特长。两个孩子都
不擅长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眼看着老大已经到了二年级，我开始琢磨
着是否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一把。
	 恰巧这个时候，收到了奔腾中文学校的演讲比赛通知。心中一动，打
算给老大报名试试看。没想到和周围的妈妈一交流，我却犹豫了。原因
嘛，不外乎“三多”。第一耗时多，要参加多次的培训，占用大量周末时间；
第二麻烦多，要一遍遍的改稿子背稿子，劳心劳力；第三压力多，老师们
的要求和点评严苛，孩子们大都是有些抵触情绪的，要化解。过来人的心
得让我有些止步不前，但内心深处总觉得这是件对孩子有好处的事情。
最终我决定，放平心态，抱着让他学习而不是竞争的心态去参与，就让这
件事情变的没那么复杂了。和孩子简单交流之后，我给他报名了。
	 整个过程，确实符合“三多”标准，帮他选题材，改内容，背稿子，练动
作，每个细节都是我陪着他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点进步。从一开始，孩
子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演讲，到慢慢练习着声音洪亮，再能体会出什么是
声情并茂；从一开始的胆怯，到慢慢放开，再到娴熟淡定。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进步之大，让人欣慰。每一次培训结束我都发自内心的表扬他，因
为我从不把他跟别的孩子相比较，而只是单纯的跟他自己相比较，那么
每一次都是进步！正面的表扬化解了他的压力，他没有预期的抵触情
绪，也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到最后的两次培训，他已经可以轻松的和我
探讨别的选手哪里讲的特别好，哪里可以再进步。在这个他并不擅长的
领域里，勇敢的跨出了一大步，这就已经足够了！
	 虽然最终他并没有作为选手参加比赛，但作为妈妈，我只有满足和
骄傲，相信来年，他一定会越战越勇，更进一层！

读《傻弟》有感
八年级一班  王星雨

指导老师：张美加
	 最近，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
文章，名叫《傻弟》。我读了这篇文章
学到了两个道理：	快乐比钱更重要；	
不要过分依赖他人。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描述了这
样一个场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
一边在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在阳光下
开心地玩球，一边在应付大儿子的
又一个请求。傻弟就是老人的小儿
子，他虽然智力上有些问题，但是
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因为他没有
永无止境的欲望。他的哥哥正好相
反——他有健全的身体，但是每天
只想着得到更高的职位，更多的权
利，一点都不快乐。以前，老大是爸
爸的骄傲，但是现在爸爸却希望他
能像“傻弟”一样开心，无忧无虑。
	 我读完之后，不知为什么	就想
到了自己。我一直在为将来能上好
学校和找一份好工作而努力学习，
但是我从没考虑到这是否会让我感
觉到真正的快乐。人的生命这么短
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
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呢？我们应该珍
惜已经拥有的一切，比如：我们的家
人，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和他们每天
开心地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傻弟》还带给我另一个启发，
就是不要过分依赖别人。父母不需
要过多地帮助孩子。为什么呢？在
这篇文章里，哥哥希望他的爸爸帮
他争取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但是，这
次爸爸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曾
经帮了儿子很多次，现在他感觉特
别累，他想让孩子自己去想办法。我
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总有一天，爸
爸妈妈没有办法帮我们，我们只能
靠自己。如果儿子不能靠自己的努
力争取到这个职位的话，那就说明
他的能力还不够，他应该更加努力，
或是去寻找其他的方法。以后，我也
会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我要的东
西。当然，有时候请人帮忙也是必须
的，毕竟我们不能靠一个人处理所
有的事。我相信我会一直记住这个
道理的。
	 其实，这些道理不是第一次知
道，但是读了《傻弟》以后，我觉得我
真正地理解了它们。

《天才儿童下凡记》读后感
八年级一班  沈晓婷  

指导老师：张美加
	 我读了一篇文章叫《天才儿童
下凡记》。	这篇文章太有趣了！虽然
这篇文章有点儿长，但我还是一口
气把它读完了。它讲述了一个非常
有个性又很阳光，叫特特的女孩。在
中国那个应试教育的环境压力下，
她完全失去了自我。为什么这篇文
章引起了我这么大的兴趣呢？因为
里边对这个孩子很多“天才”	的行
为的描述让我感同身受。当她被压
力所迫，对学习产生了厌倦的时候，
为了逃避，就冲进卫生间，半天不出
来。当妈妈去找她的时候，她正坐在
马桶上发信息呢！妈妈这个气呀！
对呀，当我被迫做一件不愿意做的
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甚至比她更“聪明”。因为要是我躲
在厕所里面发信息，当妈妈来找我
的时候，我已经机警地把手机收起
来了，她看到的是我在镜子前洗手，
整理头发。哎……被逼着做一件自
己没有兴趣的事情，真的是苦啊！
我好同情和理解这个叫特特的天才
儿童啊！
	 我好想告诉特特要保持自我，
即使在感觉失败和情绪低谷的时
候，因为是自己想做的，就要坚持去
做，因为上帝给每个人的“天才”都
是独特的。他给你困难，他也会给你
力量和能力。我记得我在四年级的
辩论比赛中，最后因为表现不好就
被排在候补的位置上，只能坐在下
边，看队友参加比赛。回家后，我对
着镜子，问自己：“你真的想成为一
个好辩手吗？”我脑子里有清楚的
答案：“是”。后来的很多困难，我都
能够克服了，到了五年级的比赛就
真的成了最佳辩手。
	 特特，你是上帝所造的唯一，你
就是他的天才，做好你自己，就是不
平凡。这就是我读了这篇《天才儿童
下凡记》后的感受，也是最想告诉我
自己的一句话！

三个重要的人生态度
 读 《小不忍》 有感
八年级二班 王瑷玛

指导老师：郭玉坤
	 我 读 了 一 篇 文 章 ——《 小 不
忍》，这篇文章描写两个很会忍耐的

人的故事，讲他们为什么最后为了
一件小事而忍不住了。我有以下的
感想：第一，人要努力学习和工作；
第二，忍耐是一种美德；第三，要保
护自己的尊严。	
	 我第一个体会是要努力学习和
工作。文章里的“师兄”，虽然不是来
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但是他勤奋学
习、努力工作，最后打拼到做了一家
大型企业的中层白领，而成为职场
中的榜样。文章里的“女友”是单亲
妈妈养大的，因为家里生活艰辛，就
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她每天就
努力地工作和学习。我很佩服这两
个人勤奋的态度，因为他们尽管有
很多难题，他们都很用功地去克服，
不是只躺在床上自己可怜自己。为
了让自己学更多东西，且把它们做
得更好，就要很有决心，并且用努力
的态度来面对。我一定要在学校里
改进我的学习态度，在生活中遇到
困难也不退缩。
	 我第二个体会是，忍耐是一种
美德。在文章里，“师兄”对待别人的
严厉批评可以高高兴兴地接受；	“女
友”虽然没有从她高干家庭的男朋
友及父母处受到礼遇，但她还是对
他们很有爱心。我很敬佩他们俩能
忍的心态，因为我通常一听到爸爸
妈妈批评我，我就会有	“别人错，我
都对”的心态。所以我得改变我不够
谦虚的态度。
	 我最后一个体会是要保护自己
的尊严。“师兄”和	“女友”最后忍不
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感觉他们身边
的亲人没有受到尊敬。“师兄”的儿
子被他上司的儿子用一个订书机打
了，可是上司没有对“师兄”儿子说
一声道歉，却说他自己儿子很有个
性。“师兄”第二天因为这件事辞职
了。	“女友”带着妈妈和男朋友一起
去买结婚用品，她妈妈看见一套打
折的四件套想要买，男朋友嘟囔着
说她妈妈真没有品味。	“女友”当场
跟他说“再见”。“师兄”是因为儿子
受委屈而辞职，	“女友”因为妈妈没
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而与男友分手。
我从他们突然忍不住的故事里，明
白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是一件非常重
要的事情。我们确实是要懂得怎么
接受批评，可却不能让别人欺负或
者不尊重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人。
	 总之，文章里描写的两个人的
故事给了我很多启示。他们教会我
怎么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如何谦虚
地对待批评，用爱心包容别人的小
气，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做人的底
线——不要让别人一直欺负我们或
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保护我们
的尊严。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读 《不足之处》 有感
八年级二班 谢利莉 

指导老师：郭玉坤
	 我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有趣
的文章叫《不足之处》。这篇小文章
讲有一个人想找一个妻子。他遇见
一位老人，那个老人有三个女儿，都
很漂亮。他和每一个女儿都约会了。	
可是他认为前面两个女儿都有不完
善的地方，比如八字脚或者斜视。他
以为最小的女儿是完美的，就和她
结了婚。可是结婚后才发现她也不
是完美的。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
完美的人和事。我读这篇文章时，
想起来我当时买狗的情景。爸爸妈
妈答应给我买一条狗，并让我挑一
条自己喜欢的。于是，我想要找一只
完美的狗，可爸爸妈妈说必须不掉
毛的，这就很难了。我找到的可爱又
喜欢的狗，都是掉毛的狗，而我找到
一只不掉毛的，可却没有我想要的
那么可爱。找啊找啊，后来我终于找
到了一只我以为完美的狗，它又可
爱又不掉毛，我简直是太开心了！
等买回来以后就知道它也不是完美
的，它虽然又可爱又不掉毛，可是它
的脾气很不好。它只要不开心就会
乱叫，烦死我了。尽管这样，我还是
很爱它。
	 这篇文章和我买狗的经历让我
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或
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要学会爱一个人包括他的不完
美，而不是因为他完美而去爱。我们
要学会包容一个人的缺点，因为我
们自己也不完美。如果一个人坚持
一定要去找完美的人，那他就是在
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件难忘的事
六年级一班 陈嘉飞 

指导老师：程喆
	 2018 年的暑假，我和妈妈、哥
哥、表哥一起回了中国。我们去了中

国四川省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成
都。成都为什么有名呢？因为成都
不仅有美景美食，还有熊猫。我们四
人一起参观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
	 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有
很多胖胖的大熊猫和红红的小熊
猫。黑白色的大熊猫特别胖，像一个
圆滚滚大胖球一样，特别可爱。大熊
猫最喜欢吃竹子了，如果它们不是
在睡觉，那它们就在吃竹子。熊猫睡
觉的姿势也很有趣：有的熊猫挂在
树上睡，有的趴在地上睡。我看见一
只熊猫，走着走着就一下把它的屁
股坐在地上，开始睡了起来。哈哈
哈，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大熊猫是很
胖，也喜欢睡觉和吃竹子，但是小熊
猫可不是这样。我们看见的小熊猫
是红色和黑色的，象猫的样子，还有
一条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它们
很活泼，喜欢爬树和跑步。大熊猫和
小熊猫都很可爱，可是，我觉得最可
爱的是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的熊
猫宝宝。刚生出来的熊猫宝宝还是
粉色的，还没有我的手掌大呢。它们
可爱极了！
	 对我来说，去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这件事非常难忘。因为熊猫是
我最喜欢的动物。我房间里有很多
熊猫玩具，我一看见他们，我就想到
去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那一天。

时间就是金子
七年级二班 王韵雅 

 指导教师：刘彬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是中国古老的一句谚语。
它的意思是时间就跟金子一样宝
贵，而且时间是金子也买不到的。时
间永远不会暂停，永远不会倒流，所
以要好好地利用时间。把时间管理
好，就能做很多事。
	 有一次，我想骑单车去图书馆
还几本书。可是，已经四点一刻了我
的作业还没做完，图书馆五点就关
了。爸爸说，“你先在家里写完作业，
我开车带你去。”我一边写作业，还
一边三心二意地看小说，本来可以
十五分钟写完的作业变成四十五分
钟才写完。等到我写完作业的时候，
图书馆早就关了。我有很多本书那
天就该还了，最后全都过期了，罚了
一大笔钱。我非常后悔，从那以后，
我就注意合理安排时间。我把应该
做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就可以
自由支配，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	
	 我通过这件事学到了时间是人
生最宝贵的东西。中国还有一个谚
语“岁月既往，一去不回”。	所以，我
要好好利用时间，才能更有效地生
活。

日本之行
五年一班 李晨羽   

指导老师：刘彬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人一起去
了日本旅行。
	 首先，我们来到古朴宁静的京
都。在京都我们参观了许多古老的
寺庙，例如高台寺、南禅寺、金阁寺，
它们历史悠久又各有特色。离开京
都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鸭川出町
柳玩跳跳石。河里的大石头有的像
乌龟，有的像小鸟，还有的方方正正
地躺在河里。我们可以从一块块大
石头上跳过，从河的岸边到达河中
央的三角洲，再从三角洲抵达河的
对岸。刚刚下过大雨，河水像风一样
流动。	我跳过石头，感觉到微风拂过
我的脸。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棒极
了！
	 然后，我们动身来到大阪。那里
高楼林立，是适合观光购物的国际
化大都市。我最喜欢的是登上梅田
蓝天大厦的空中庭院。夜色中，整个
城市被舞动的灯光点缀，犹如夜空
中漂浮着的萤火虫在我的眼睛里闪
烁。浪漫的音乐在空中飘荡，一片温
馨而平静，令人着迷。
	 我的日本之行美丽而宁静，真
是难忘极了！

我下的蛋
读 《鸟的故事》 有感
八年级二班 安庆宗 

指导老师：郭玉坤
	 在杂志上读了一篇短文——

《鸟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想象自
己是一只鸟，还下了一个蛋，然后用
我美丽的翅膀出去给我的小宝贝找
吃的去了。
	 “我插上了翅膀，飞向了天空。
在天上，我看到了我好多的鸟朋友，
都在跟我一样找吃的。我看到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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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颜六色的叶子，多么美丽呀！
我看到了那桔黄色的太阳，它的光
亮照到世界上。我听到了鸟叫声，我
的朋友在问我孩子的名字。我说，还
没有起名字呢，连我的孩子是男的
还是女的还不知道呢！”
				 “我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听
到了一声巨响，就在我头的上方。我
往上看，哇！云层上有一只我见过
最大的鸟。它的一个翅膀肯定有五
只正常的鸟那么大。它身体上有很
多灯，还有一个很大的鼻子。它的肚
子上也有很多小方块儿，有一行字，
可是我认不出那行字是说什么的。
真是一只奇怪的鸟呀！它的尾巴留

下了一朵很大的云。”
			 “我看到了远处有一棵很大的
果树。哇！终于找到食物了！我落
在大树的树枝上，正在把它的果子
摘掉时，听到了一群鸟叫的声音。我
抬头一看，一群鸟正在一起往南飞。
冬天快到了，所以有很多鸟正在往
南飞呢，可是因为我刚下了一个蛋，
我不能走，得待在这儿照顾它。	”
		 要是我下了一个蛋，我就会好
好地照顾它，给它温暖。可是我是一
个人，不能下一个蛋。但我相信，以
后我会结婚，生我自己的孩子，他就
会像一个蛋一样受到我的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