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夏中文学校一年一度的辩
论比赛尘埃落定了。刚刚过去的
这两个月，给我留下了一些感动。

片段一：征集选手
	 美珠、美娜姐妹俩的妈妈来
到学校办公室，对校长说“我给我
女儿报名，让她们姐妹俩参加辩
论比赛，让她们锻炼锻炼！”离辩
论赛还有两个月，报名参加比赛
的人数超过了20个，其中四年级
报名人数占了将近一半。	辩论赛
主要针对高年级孩子，最低年级
是四年级。	从四年级开始，孩子
们在英文学校的任务也多了。我
经常被告知，孩子因为参加各项
活动，不能来上课。要完成辩论
赛，需要牺牲很多休闲时间，付出
更多精力。每年华夏中文学校辩
论赛之前的选手征集，应该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没想到今年这么
火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孩子能
够心无旁骛地参加辩论赛，雷婧
彤的爸爸妈妈甚至推迟了度假行
程。在比赛初期，我被父母们对活
动的热情感动了。

片段二：集训时间
	 	“老师，你看2:30了，我们该
去辩论训练了。”郉泽西小朋友指
着钟提醒我。自从辩论赛组队以
来，我们每周会把选手集中训练
30 分钟。我因为只顾上课而忘记
了训练时间，他提醒我倒无所谓，
关键是他没有报名参赛，还这么
用心。我问他，你要去看他们训练
呀。他说，是的，我喜欢看。我看了

他一眼，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有些
喜欢，不必问为什么。我又小感动
了一下。顺便说一下，后来决赛
时，郉泽西小朋友跟着我一块儿
观看了决赛。	我希望他明年也参
加。

片段三：实战演习
	 “请正方反方就位，辩论比赛
现在开始！”“主持人”的话音刚
落，周围有爸爸或妈妈就拿起了
手机开始录像或者录音。别以为
这是正式比赛，这只是我们的训
练时段。但是家长们就是这么认
真！含钠妈妈说“我是让孩子来
打酱油的。”孩子们就这样在逐渐
成长。这些成长，是因为他们背后
的推手，有近在眼前的父母的帮
助，有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亲人
的支持。每次训练，对我来说，都
是一次享受，享受中感动着孩子
们的成长。

片段四：决赛现场
	 4月22日下午，在蒙哥马利中
文学校的C103教室里，来自两所
不同分校的6个孩子，衣着整洁，
分坐两端，形成对阵，进行了以”
压力大，是否有利成才“为主题的
辩论赛。“压力大，有利于学生成
才。压力转化成动力，让我们学得
更多、更好”，“	压力大，不利于成
才。压力大，会影响身体健康。没
有压力，才能做到更好的自己”，
双方唇枪舌剑，刀光剑影。20多分
钟的一场辩论，我的目光紧随每
一个发言的孩子，看他们时而胸

有成竹，侃侃而谈，时而面露怯
色，却又鼓起勇气，努力表达，小
脸稚嫩，却有担当。辩论主持人叶
风苹老师特别强调，几场辩论下
来，没有一个孩子用到英语。现场
记分的王小兰老师问我，这帮孩
子中文怎么这么好？都是非常标
准的中文语音，大段的辩论有理
有据，怎么做到的？我想，正如一
个孩子在辩论中说到的，“风雨过
后才见彩虹”，没有付出，哪有收
获？我被一种成功打动了，我看
见了许许多多华夏人努力的成
果。
	 华夏中文学校在新州蓬勃发
展，	不断吸引更多华人家庭来中
文学校共度周末。在中文学校这
个平台，	除了学习中文，通过各种
活动传承中华文化，我想，我们做
到了，	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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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
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蔡朗悦

 指导老师    甄丹彤		
	 秋天的时侯，如果我们抬起头，
就会看到天空上有一些很特别的鸟
向南方飞去。这些鸟叫做大雁。因为
冬天的时候，南方比北方更暖和，所
以它们从北方飞到南方去过冬。
	 大雁的羽毛不是五颜六色的。
它们的头和脖子是黑色的，嘴巴长
长的。它们的脖子像一根铅笔一样，
又细又长。它们的翅膀很大，可以飞
到很远的地方。有些大雁的胸和背
都是白色的。有些大雁的胸不是白
色的，是咖啡色的。它们的尾巴像一
把黑色的扇子一样！	
	 大雁是怎么飞到南方去的呢？
它们喜欢一起飞，一群大雁一起拍
拍翅膀，排成像英文的V、W、或J形
状的队伍，越飞越远。它们向南方飞
的时候，经常一群一群落到一个地
方休息。它们一起起飞的时候很有
趣。三十几只大雁都拍着翅膀向上
飞着，再向外飞，从大大的一群变成
很多小小的大雁，飞啊飞啊，慢慢的
不见了。
	 秋天的时侯，每天都有一大群
大雁在我的学校前面休息。我的校
车一经过那个地方，大雁就都嗷嗷
地叫，一下子飞走了。
	 大雁是一种不但特别而且有趣
的动物！

包饺子
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常亮

指导老师  刘泽蕾
	 春节到了，我们一家人要包饺
子了。
	 那天早晨，爷爷要和面。他先把
围裙穿上，然后把一大碗面倒进一
个面盆儿里。我看见他，右手拿着
一双筷子，左手拿着一碗水，一边倒
水，一边用筷子搅和面。然后他把筷
子和碗放在一边，洗洗手，用双手揉
面。一会儿功夫，面粉就变成了一大
团软软的面团。他对我们说“让面团
醒醒吧！”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时候，奶奶说：“我该弄饺子
馅啦。”她拿来一个搪瓷盆，把许多
肉馅放进去，一会儿倒酱油，一会儿
放盐，一会儿搁葱姜，还放了我最爱
吃的虾。奶奶就像变戏法一样，把馅
给弄好了。可妈妈对奶奶说“您忘放
韭菜和鸡蛋啦！”奶奶说“对啊！三
鲜饺子就该放韭菜和鸡蛋！”妈妈
一边说着，一边洗韭菜，切韭菜。最
后，奶奶把煎好的鸡蛋和韭菜倒进
馅里，鲜美的三鲜馅儿做成了。
	 爸爸走到厨房里，对我们说“我
要擀饺子皮了。”说着，他卷起袖子，
把和好的面放在面板上，把面团切
成几块，拿了一块，就用手来回揉成
细条，把细条面切成小块，然后用擀
面杖，把小面块擀成圆圆的饺子皮。
一会儿，就擀了一大摞。爸爸说“壮
壮快过来！把饺子皮送给奶奶包
饺子!”弟弟放下游戏机跑到爸爸跟
前，拿起面皮，放在奶奶跟前。我、妈
妈和爷爷都坐在奶奶旁边，一起包
饺子。爷爷和妈妈包的最好。他们包
的饺子，就像银元宝，放在盖帘上。
我跟奶奶和爷爷学了包饺子。一开
始，我饺子包的很差，像一个小饼。
后来，我包的饺子渐渐开始像样了。
我把饺子皮儿放在右手上，把饺子
馅放进皮中，把饺子皮合上。我先捏
饺子皮的中间，然后捏饺子皮的两
边。一会儿，饺子就包好了。我跟妈
妈说“我想吃自己包的饺子。”
	 饺子包好了，妈妈就开始煮了。
一会儿，香喷喷的饺子就上桌了。全
家人就围到一起吃饺子，过春节。

小熊猫
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葛睿华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姥姥和姥爷家附近有一个动物
园，动物园里有个熊猫馆。熊猫每天
起来，都要懒懒地伸伸腰，就开始吃
早饭。大熊猫是稀有动物，它们只生
长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天气跟别地
方不同。中国的山上特别湿和冷，还
有特别多竹子森林；熊猫的爪子有
一个指头专门吃竹子用的。
	 熊猫玩耍很好玩。有只小熊猫
开始跑，跑着跑着，它们绕着大树转
啊转啊。完了一下子妈妈就扑上来
了，抓住小熊猫的毛就拉回家去了。
还有只小熊猫在爬树，慢慢地爬呀
爬，但是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噗通”
一声，我看见一个小灰白的东西在
草上，小熊猫掉下来了！但是只看

她又爬起来，抖抖毛又不慌不忙地
抓住大树的树根又开始爬。我第一
次来的时候我睁大眼睛想“没想到
熊猫这么勇敢！”	这一下又有一只
小熊猫跟着另外一只熊猫爬树，爬
着爬着，它们俩都掉下来了！在旁
边，熊猫妈妈和熊猫爸爸躺在草上
懒懒地吃这竹子。最有趣的是，有的
小熊猫还骑着小玩具吗，晃来晃去。
小熊猫从来没有学过怎么骑，但是
它还真的骑了上来!小熊猫玩耍的
游戏还有很多很多的，玩滑梯，荡秋
千，小熊猫玩得可快乐了！
	 动物园里，还有两只熊猫特别
爱睡觉和吃竹子，每天早上，它俩看
着小熊猫做早操，但是它们一个都
不做，就懒懒地躺在那里，一个手指
头都不抬。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拉
着它们的胖胖的身体去抓食物。吃
饱了，又拉着剩下的食物回到树底
下，一会儿再吃。吃啊吃啊，一直吃
到晚上。它们又就回到树地去睡觉
了，它们好懒惰啊！
熊猫，不管大，不管小，不管懒，不管
活泼，我都会喜爱熊猫的。

秋天
中部分校马立平七年级    陈欣怡

 指导老师  刘泽蕾
	 秋天就像春天一样，像冬天一
样，	像夏天一样。它来三个月，然后
它有九个月的假期。它来的时候，天
就要变冷了，叶子也要落下来了。
	 春天的时候，叶子是绿色的。夏
天的时候，叶子也是绿色的。冬天的
时候，树上没有叶子。那秋天呢？秋
天的时候，叶子要先变色。它们从
夏天的绿色慢慢儿地变成秋天的
黄色。然后，再过几天，叶子又变成
了红色。在这时，整个树林都是红色
和黄色的了。较后，叶子都变成棕色
了。这个时候，叶子就开始一片一片
地落下来了。
	 风一吹就落下来一片叶子。但
是，风不吹的时候，叶子还在落。它
们一个接一个不停地落下来。落的
时候，叶子飘飘悠悠地。它不会一下
子落到地上，因为它一点都不重。你
要是从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把一张纸
扔下来，就能看见叶子到底是怎样
落下来的。叶子不用踏地就能跳舞。
它们从左边飘到右边，从东边飘到
西边，再从北边飘到南边，直到它们
落到地上。然后，只要有风，它们就
能在地上跟着风跑。
	 秋天就要过了。冬天就要来了。
天冷了。叶子都掉光了。在这时候，
叶子不在地上躺着就已经被人清理
走了。有的时候，叶子都躺在一一堆
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跳到叶子
堆里玩了。这个特别好玩因为你踩
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脆的声音。这就
是干的叶子发出的声音。你一踩下
来，叶子就碎了。	
	 为什么每个秋天，叶子就要变
色和落到地上呢？我不知道，但是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神奇的自然现
象。

玫瑰花
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钱德德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在所有植物当中我最喜欢的是
玫瑰花。我最喜欢她有三点原因。
	 第一，她看起来很美。尤其是她
刚开的时候，花瓣上带着露水，漂亮
极了。她的花瓣很有意思，当你看着
看着好像要转晕了一样。她还特别
好闻，据说玫瑰花的香水有一百多
种。
	 第二，她象征着很多美好的东
西。红色的玫瑰花象征着爱。好多人
结婚都是用红玫瑰。我要是有个女
朋友，在情人节的时候我也会送红
玫瑰花给她。还有其它颜色都有不
同的含义，比如黄色代表喜悦等等。
第三，虽然她很美，但并不柔弱。她
的花枝上有很多尖尖的刺。对于要
伤害她的东西是一种自我保护。同
时代表着独立和可信赖的精神。
	 她比向日葵漂亮，又比牡丹花
坚韧。这是为什么我喜欢玫瑰花的
原因。

长尾小鹦鹉
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曹浩鹏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我的好朋友有两只长尾小鹦
鹉。我们都非常喜欢它们。
	 我每次去他家，都会和那两只
长尾小鹦鹉玩。一只长尾小鹦鹉从
头到尾都是黄的，看着很漂亮。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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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下午，一片欢声笑语中，“华夏北部之星”在大纽约
分校落下帷幕，宣告“2017华夏之星”圆满结束。
	 “华夏之星“是华夏大型年度活动之一。	主会场演出由中
部分校承办，已于4月1日结束。今年是第一次在北区增设舞台，
满足了长岛、博根、大纽约、纽约中心等北部地区分校的需求。
今年演出共吸引来自15个分校的30多个节目，演员年龄从4岁
到15岁，汇集舞蹈、合唱、民乐、武术、体操、诗朗诵、小品剧等多
种形式，舞姿优美，妙曼动人；歌声绕梁，天真纯美；武艺高超，
轻盈飘逸；剧情逼真，肺腑感人；朗诵生动，真情实意。
	 本次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总校董事长叶森、华夏之
星总策划文艺部长林胜天及文艺部副部长马咏、总校校务部
长闫明、文艺部委员秦颕和谷灵为演出的成功举办立下汗马功
劳，从组织活动到安排细节，从节目收集到精致编排，从音响配
备到舞台总监，勤勤恳恳，默默奉献。总校宣传部长李晓京、樱
桃山校长涂汉民、桥水校长赵霞、专业摄影师郝若飞赶来助阵。
特别感谢以下不辞劳苦、忙前忙后的义工：主会场承办方中部
分校校长王缨、董事长龚家畅及前校长卫东；北区承办方大纽
约分校校长何清、领队毛怡乔、协助志愿者林翠薇、赵东、吴永
清、施臻娣、吴颍灏、袁宁、黄茵、陈萌、曾爽、许春川。
	 演出结束后，总校领导及各部委员、各分校校长及领队与
全体演员合影，现场还颁发了纪念章。	
																																																				（文/林胜天			摄影/郝若飞）

群星璀璨 精彩纷呈
祝贺2017＂华夏之星＂汇报演出圆满成功

感 动-- 2017华夏中部分校辩论比赛侧影   司静

只长尾小鹦鹉头上是白色的，但是
还有一点一点的黑色，它的翅膀和
尾巴是黑和白色的，最漂亮的是它
的身体，是天蓝色的。我们不动它们
的时候，它们就站在棍子上，它们一
起互相讲话。饿了，它们就吃一点点
东西。渴了就喝一点点水。有的时
候，我们来看他们，它们还会睡觉，
它们闭上眼睛，一声不吭。等它们醒
来的时候，两只长尾小鹦鹉又叫起
来了。
	 我们最喜欢的是让它们躺在我
们手上。这样，它们就像我们睡觉的
时候一样，躺在我们手上睡觉。每
次，当我摸它们的肚子的时候，我能
感觉到它们的肚子很暖和，我还能
感觉到它们的心在跳。
	 我非常喜欢这两只可爱的长尾
小鹦鹉。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也
能养一对可爱的长尾小鹦鹉。

丝兰木
中部分校马立平六年级    常壮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我家客厅里有一棵丝兰木，那

是四年前爸爸到IKEA买的。刚买回

来的丝兰木到我肩膀那么高，四年

后的今天，它比我高半头了，它长得

多快啊。

	 丝兰木的树干是棕色的，上面

有弯弯曲曲的纹路，我要用两只小

手才能把树干攥住。在树干的顶端

有五个分支，每个分支大概有擀面

杖那么粗细，分支上有二十几片像

剑一样的嫩绿叶子。

	 丝兰木原产于南美洲地区，它

喜欢阳光充足，干旱的地方。到了夏

天，爸爸会把丝兰木移到屋外的阳

台上，让它高高兴兴地晒晒太阳。冬

天到的时候，爸爸会把它搬回到室

内过冬。我发现经过一个夏天，丝兰

木的叶子长得更多了。在冬天，分支

上边的叶子还是绿绿的。下边的叶

子变黄了，妈妈就用剪子剪下来。几

天以后，嫩绿的叶子又会从分支上

面长出来了。

	 丝兰木的叶子很硬。我没事的

时候喜欢摸摸丝兰木的叶子，叶面

很光滑。有时候，我不小心会碰到叶

边，叶边很锋利，会把我手指头拉一

小口子。

	 到了冬天，丝兰木的叶子还是

绿油油的，给我们带来春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