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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一年一度的辩论赛分别
于四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六日
在中部分校分校、大纽约分校和
爱迪生分校举办。今年的辩题是

“良好行为习惯的保持靠的是自
我约束还是外界约束。” 
 本次比赛按年级分为两组：
4-6年级一组和7-9年级一组。通
过抽签确定比赛次序。各区比赛
得到了承办学校和各区负责人的
大力支持，曹作军校长、林胜天校
长、卫东校长及中区张悦老师、北
区蔡晓霏老师及南区许兰薇老
师赛前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
作，张长春总校长、李盛京副校
长、陈华副校长分别赴三个赛场

协助工作。整个赛事井井有条，赛
手们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唇枪舌
剑，你来我往，精彩纷呈，博得了
在场老师和家长的阵阵掌声。经
过激烈的争夺华夏大纽约分校、
奔腾分校和普兰斯堡分校分获各
区第一名。
 “华夏辩论赛”的目的是帮助
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给各分校
搭建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
平台。再次感谢家长和老师对赛
手的精心培训。比赛详情及图片
见总校网站www.hxcs.org. （教学
部供稿）

“2015华夏辩论赛”圆满落幕滑雪
 桥水分校 八年级  张璐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我们家每年冬天都会去滑雪。
有一次，我滑雪时，从山顶一直滚到
山脚。那一年，我在上第五级滑雪课。
 第一天，老师就说：“我今天要
把你们带到黑道的坡上。你们都准备
好了吗？”黑道是最难的一种坡，所
以我非常紧张。老师告诉我们要上的
坡很陡，而且很滑，雪很多。如果不小
心摔倒了，就会一直滚到山下。其实，
摔跤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在我后面的
男孩子，他一着地就滚下来，一下撞
到我了，我不由得的也摔倒了。我们
就一直这样滑了下去，直到我们又撞
上了另一个人。这时，我们三个都往
不同的地方滚下山。我一个劲地翻跟
头，失去了对速度和方向的控制。当
我快要碰倒前面的一个女孩子，她赶
紧扭过去，没被我推下坡。她虽然没
有滑倒，可不幸陷在路旁的雪堆里，
两只脚怎么动也提不出来。 
 最后，在山底最平缓的地方，我
终于停下来。老师已经在底下等着
我们，满脸愉悦，先看看我，再看看另
外两个摔倒的男孩。这时候，那女孩
在山上招手喊叫：“救命呀！我的脚
在这个雪堆里面卡住啦！”老师只说
了一句话：“下一次，要更小心一些。”
然后，他就往坡上走去救我们的朋友
了。
 后来那个下午，老师又问我们
要不要再上那个坡滑一次。我们四个
人不约而同地叫道:“不要！”

会救人的机器人
 桥水分校 八年级  唐辰杰

指导老师 郭小川
 这是一次有趣的机器人的比
赛。
 由于我对制作机器人很感兴
趣，爸爸送我上了一个机器人学习
班。每星期都有一位很棒的老师教我
们这方面的知识，老师要求我们有自
己的作品，参加每年一次的比赛。这
是我第二次参加比赛。
 这次我的作品的名字是 ＂会营
救人的机器车＂, 是我用了半年多
的时间，经过反复的实验，经过多次
的失败，最后成功制成的。
 比赛在桥水中学进行。我捧着
我心爱的作品，激动地走进会场。我
看到了老师，还有十几个参加比赛的
朋友，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我觉得
自己这次一定能得奖。
 十点整，我的机器车上场了。
机器车按照我编排的五种程序，沿
着轨道慢慢地、稳稳地前进。先是直
线走一段路，再向右拐呈弧线前进，
然后又向左拐继续走。就这样拐了
九个弯，机器车的动作一直十分准
确。机器车终于顺利地进了一道门，
啊！前面就是它要救的那个＂人＂ 
——  一个亮晶晶的罐头。机器车
推着＂人＂继续沿着黑色的轨道前
进。哈哈，＂人＂终于到达了安全区。
救＂人＂成功啦！这时场内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我高兴地抱起了我的
机器车，看着它激动地说＂嘿，你真
棒！＂
 其他朋友参赛的作品也很精
彩，可是我还是得到了第一名。我拿
着奖状下定决心：明年我还要制作更
难更好的作品参加比赛。

参观成都大熊猫基地
 桥水分校 八年级  汤凯博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可爱的熊猫是我最爱的动物！
我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熊猫玩具。熊猫
主要生长在中国，是中国的国宝。为
了满足我的要求，趁着今年夏天去
中国度假的机会， 我们全家特意去
参观了我向往已久的成都大熊猫基
地。
 一进成都大熊猫基地，我们就
直奔最著名的大熊猫别墅。啊！这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只熊猫在一
起。它们圆圆的脸，大大的黑眼睛， 
和胖嘟嘟黑白分明的身体，实在让人
喜爱！因为天气太热（事后才知道那
天是成都最近15年里最热的一天），
熊猫们都在有空调的室内活动。但这
一点都不影响它们享受最爱吃的竹
子。熊猫先紧紧地抓住竹子，好像怕
有人抢走似的，然后一口接一口，吃
得非常专心，根本没感觉到有这么多
人在看它们。吃完竹子，慢慢地走了
几步，又懒懒地躺下睡觉了。
 接下来我们到了熊猫活动房。
哇，有十几只熊猫在一起打滚玩耍，
我都看呆了。看着那些圆乎乎的身体
追来追去，滚来滚去，太开心了。最大
的惊喜是我们还看到了正在展示的
一只出生才21天的熊猫小宝宝，它躺

者一动不动，全身粉粉的，还没有长
出黑白两色。
 在成都大熊猫基地，我们度过
了丰富精彩的一天。离开的时候，我
很不舍地一直回头，想着有机会一定
还要再来，因为这里有这么多可爱的
熊猫！

我最喜欢的地方—迪斯尼
 桥水分校 八年级  潘若言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我去过很多地方，中国的长城，
纽约的大瀑布，加州的好莱坞...等
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佛罗里达的
迪斯尼乐园。
 我们去迪斯尼的时候正好是冬
天，气候很冷，但一到佛罗里达的迪
斯尼却有一种温暖如春的感觉。当地
的建筑风格以浅色为主，加上鲜花和
绿草给人一种亲切感。各大主题公园
建筑风格各异，也都很漂亮。
 迪斯尼乐园包括四大主题乐
园：Magic Kingdom, Epcot, Hollywood 
Studios,和Animal Kingdom。在迪斯尼
乐园里，有很多的过山车。我最喜欢
的是Everest。Everest速度比较快，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你觉得仿佛
到了真正的喜玛拉雅山。跟卡通片人
物合影也是我很喜欢的，还能拿到他
们的签名！我还喜欢乐园里的各种
4-D的电影。不仅可以看到和听到，
而且可以闻到和摸到。另外让我难忘
的是圣诞夜我们在Magic Kingdom看
到了著名的圣诞夜游行。演员们穿着
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坐彩车，有的
在跳舞，有的在唱歌。在游行的同时
还有各种演出和放烟花。身在其中让
你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总之，迪士尼乐园是我最喜欢
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我强烈
推荐你去！最好是放寒假期间，一定
不要错过圣诞夜游行哦。我希望自己
还可以去一次！

参观故宫
 桥水分校 八年级  张烁舟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弟
弟 一起去中国游览了七天。我们去
了北京、承德，还有天津。中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的故宫给我的印象最为深
刻。据导游讲，故宫又称紫禁城，是
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宫，1987年被联
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故宫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群，一共有
九千多间宫室，宫内藏有大量的历史
文物和历史艺术珍品。它的独特建筑
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太和
殿是故宫最高的殿，它高35米，也是
中国最大、最富丽堂皇的殿堂。皇帝
举行大典时都是在太和殿进行。
 我们去参观故宫那天天气很
热，人也很多。可以说里面真的是人
山人海。每参观一个的方都要排队。
弟弟还小，不一会儿又叫渴，又喊饿。
好在爸爸，妈妈早有准备，带了很多
水和小吃。而我却被那雄伟地建筑群
和里面所发生的故事所吸引，每到一
处都仔细听导游讲解。 导游说，故宫
里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们在故宫里整整玩了一天。
我照了很多照片，也学到了许多中
国的历史、文化知识。 爸爸妈妈说他
们在北京上大学时，就经常到故宫游
览。这次是特意带我们回国了解中国
文化的，为的是让我们学好中文，同
时也别忘了中国的根。一天下来我感
觉很累，但却是很高兴。我喜欢故宫。
下次有机会一定还来参观游览。

端午节
 桥水分校 八年级  殷文生

指导老师 郭小川
 端午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每年我们全家到我公公家去一
起做粽子。 我的婆婆、弟弟和我去准
备粽子。弟弟把糯米放在鍋子里泡，
我把猪肉切到小片，婆婆把猪肉、鸡
肉和盐放进糯米，爸爸和公公去把
碗和筷子放在桌子上，妈妈把粽叶
洗干净。然后，我们全家一起进厨房
去包粽子，包好后再放进鍋里煮。 最
后，我们去客厅里看电视上的龙舟比
赛。看完电视，粽子也煮好了，我们每
人吃一个粽子。我喜欢甜粽子，弟弟
喜欢咸粽子。 
 去年我、妈妈、爸爸和弟弟去参
加加州的赛龙舟比赛。比赛就要开始
了，我们都很紧张，爸爸就不停地鼓
励我们。裁判说“GO”，大家就开始
划船。 别人的船划得很快，但是我们
也在努力。弟弟数了一下在我们前面
的船，说我们排在第六。 二十分钟以
后，我们到第三名了！我们都很累，
但还坚持不停地划船。不多时，我看

见前面出现了一条终点线。爸爸喊
道：“我们再努力一下，不然别人要赶
上我们了。加油啊！”我和爸爸用尽
最后的力气，船就到了终点线！我们
赢了比赛！

难忘的音乐之旅
 桥水分校 八年级  金悦

指导老师 郭小川
 去年七月, 我哥哥作为新泽西
青少年交响乐团(NJYS)成员去了欧
洲, 参加Summa Cum Laude音乐节, 
他在乐团拉大提琴。爸爸妈妈和我也
跟着一起参加了这次难忘的音乐之
旅。在这十天里, 我们去了奥地利的
萨尔茨堡, 维也纳,和捷克的布拉格。
 在音乐节期间,有十六个国家的
青少年乐队参加了比赛。最后，NJYS
同来自新西兰的乐团打成平手, 一
起夺得了冠军。获胜队在维也纳音乐
厅进行了表演, 获得全体观众的热
烈掌声。当晚, 我们在维也纳市政厅
参加了晚餐和舞会, 这个美好的晚
会令人难忘!
 在此次旅行中, 我们还有机会
去萨尔茨堡, 参观了莫扎特的故居, 
那里有莫扎特小时候练习过的小钢
琴, 作的曲谱等。知道莫扎特乐曲的
人, 都感到非常兴奋! 那些美妙乐曲, 
一直给人启发。萨尔茨堡出产的很特
别巧克力, 名叫”莫扎特球”。
 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布拉格。
在那里, 我看到一面纪念约翰-列农
的墙。列农的音乐, 受到捷克人民的
喜欢。墙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字,色彩
丰富的喷漆画和列农的头像。有一位
吉它手在那里弹唱他的歌曲, NJYS 
的同学们也跟着他一起唱! 这真是
令人鼓舞的旅行结尾: 它使我更理
解了为什么音乐能影响我们的世界
观, 并让我们对自己和未来有一个
更好的期待。这次旅行也鼓励我加紧
练习长笛, 希望以后也能加入NJYS, 
那样我又有一次机会去欧洲旅行
了。

黄石游
 桥水分校 七年级  徐子琪

指导老师 洪旋
 去年夏天，我和妈妈爸爸去黄
石公园度假。黄石国家公园位于美国
的怀俄明州。黄石的天然景观有三个
组成部分。
 第一个是野生动物。黄石国家
公园里的野牛是在美国仍得以生存
的最后一个自然生态地方。那里并且
拥有相当于加拿大南部最大数量的
灰熊。公园内有数百匹狼，还有很多
黑熊，麋鹿，驼鹿，梅花鹿，大角羊等
许多其他物种。
 其次，黄石国家公园里有1万多
个活跃的地热风貌。间歇泉、温泉、喷
气孔和泥盆占据了公园三分之一的
风貌。这个区域是几千年前一个巨大
的火山的一部分。在地球上所有这些
特征的一半是在园区内发现的。全球
范围内共有970个间歇泉，而黄石国
家公园拥有其中有近50％的间歇泉，
数量有约450个。
 最后是园内美丽的自然景观。
园内有很多高大挺拔的山峰，苍劲的
河流流经陡峭的沟壑。大峡谷也有部
分延续在黄石国家公园内，峡谷有20
公里长，深达1000英尺的谷壑，雄伟
壮观。
 黄石国家公园是一个美丽而神
奇的地方。令人惊讶的是，你可以在
短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里能找到
野生动物，各种各样活跃的地热风貌
和美丽的自然风景。

我的欧洲之旅
 桥水分校 七年级  陈欣怡

指导老师 洪旋
 今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和我的
表妹全家坐了公主号最新的游轮去
了欧洲地中海旅游。我们一共去了五
个国家和十一个城市。我们玩得非常
开心，看到了很多世界著名的文化古
迹，还有尝到了各国许多美味食品。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希腊的米加
诺斯。我很喜欢那里是因为那里的街
道和小巷都很干净，每天那里的居民
会一早起来用肥皂水清洗街面。而且
米加诺斯也很安静，你能听到地中海
清澈碧蓝的海水拍打着海滩。那里的
天气真好，天空蓝蓝的，还有很多白
色的海鸥在天空里飞翔- 好美啊!
 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意大利的
比萨饼，及拉多冰其淋，和各种各样
的意大里面食。我喜欢比萨饼是因为
意大利有很多种馅儿可以选,而且饼

非常脆。意大利的及拉多冰其淋吃上
去感觉很有味道，那是因为意大利人
用真的水果和其他天然的原料做成
的。
 我最喜欢的地标古城是意大利
的比萨斜塔和庞贝古城废墟。我喜欢
比萨斜塔是因为爬塔时的感觉非常
有意思，一会儿你的身体向右倾斜，
转过来再一会儿又倾向左了。在塔顶
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风吹在脸上的
感觉特别舒服。庞贝古城废墟有丰富
的历史，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知识。
其实庞贝古城是建在铺满火山灰的
高地上，可惜那时的居民一点儿都不
知道。它面向着美丽的地中海，那里
有祭祀的圣殿，有许多市场和商店，
有露天剧场和斗兽场，当然还有很多
住房。有的住房有很大的庭院和喷
泉，有的就比较小而简单。
 总的来说，我很喜欢欧洲。我不
但喜欢那里的食物和城市，更喜欢那
里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有机会，我一
定会再重游欧洲。

阿拉斯加游
 桥水分校 七年级  刘大为

指导老师 洪旋
 今年暑假，我们乘坐游轮去了阿
拉斯加。
 在船上有一个吃自助餐的地方，
里面有世界各地的食物，比如美国
的，印度的，中国的和意大利的，种类
多种多样，非常丰富，而且每种东西
都非常好吃。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那
里，总去那里吃早饭和中午饭，有时
候，甚至晚饭也在那里吃。
 我们的游轮还会停靠在不同的
小岛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
船上下来，到小岛上走走看看。每个
岛上的景色都不一样，但都非常漂
亮。有高大壮观的山峰，有蓝白相间
的冰山，有透亮的海水，也有不怕人
的水鸟和动物。我们照了很多很多照
片，但也没有办法把那些美丽景色的

十分之一留下来。
 离 开 游 轮 后 ，我 们 开 车 去 了
Denali国家森林公园。Denali是一大
片受政府保护的山林，里面生活着很
多阿拉斯加特有的动物，象麋鹿，羚
羊，棕熊和黑熊。有一次，我们前面的
车突然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挤在路
边，周围特别安静。我和妹妹过去一
看，一只有一个大人那么高的麋鹿正
在过马路。它走走停停，还不时看看
两边的人群。大家拿出照相机，使劲
照，但没有人敢说一句话，生怕惊跑
了它。现在回想起来，和大自然相比，
我们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阿拉斯加的山山水水和我们生
活的地方是那么的不同，那里的人们
也和我们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
喜欢我生活的地方，但我也喜欢去看
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体会另外的生
活。

后院的鸟
 桥水分校 七年级  柴明慧

指导老师 邵天毅
 我家后院小树上挂了一个喂鸟
器,它像一个灯笼,上面有一个雨伞形
状的罩子,这是用来防松鼠用的。喂
鸟器里装有葵花籽，底上装有一个铁
圈。小鸟站在铁圈上就可以吃到葵花
籽。
 每天早上能看到许多鸟来吃早

餐。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一。我最喜

欢看北美红雀,公鸟是鲜红色，看起

来非常惊艳；母鸟是暗褐色，但嘴巴

是红的。它们总是形影不离。有时候

蓝松鸦会来吃东西。他们喜欢欺负旁

边的小鸟，例如麻雀和五十雀。五十

雀是惟一的一种能倒挂在树上行走

和吃食物鸟。后院里还有红腹啄木

鸟。它们吃饱后，常会来啄我们的窗

户，弄出很大的响音。

 我很喜欢看这些鸟，它们带给我

很多欢乐。

 为凝聚华人力量，传递友谊，展现团结进取的精神，“2015年华夏中
文学校大都会人寿田径运动会” 定于5月3日在普兰斯堡分校举行，将有
来自各分校的500名学生和家长运动员参加比赛。

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