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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华夏杯男子篮球

比赛已于 5 月 31 日在东部分校圆

满结束。长岛队以微弱的优势战

胜了博根队，取得了冠军。博根队

取得亚军 . 纽约队战胜了李文斯

顿队，取得了第三名。今年篮球比

赛共吸引了九支球队参加 , 共有

一百多名运动员。比赛紧张激烈 ,

大家切磋了球技 , 增进了友谊。在

此我们感谢东道主多年来的支

持。  

（华夏体育部  供稿）

华夏杯男子篮球比赛圆满结束
读 《圣诞岛红蟹的爱情之路》有感
华夏奔腾 8 年级 1 班 黄珮怡 

指导老师 孙晖

 在《读者》这本杂志上，我读了

一篇短文 --- 《圣诞岛红蟹的爱情

之路》。这篇短文让我领会到爱有

一种神奇而又伟大的力量，无论是

人还是动物，都会为了爱而不惜一

切！

 每年的十月，圣诞岛上的红蟹

都要爬到海滩搭建爱巢，繁殖下一

代。从栖息地到海滩，有 3 公里的距

离，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苦的路程，可

是因为有爱，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这

让我想到自己参加学校的越野长跑

队的经历。在一次比赛中，跑了一段

之后我感到累极了，但是我不断地

告诉自己不能停下来，一定要坚持

到底，为我的学校争光。老师和同学

们对我的爱和信任，给了我坚持下

去的力量。我终于跑回了终点，并取

得了好的成绩。

 虽然红蟹在烈日高温下生存起

来很艰难，但它们还是在 50 多摄氏

度的温度下坚持爬向海滩，这样勇

敢的行为也是因为有爱。我又想到

有一次我病了，晚上发高烧。妈妈半

夜十二点起来，冒着大雪送我去医

院。天气很冷，路上又有积雪，很滑。

但妈妈不顾这些，坚持开车带我到

医院看医生。我强烈地感觉到妈妈

对我的爱，这份爱让我很感动，很温

暖。我为有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

而感到非常幸福！

 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

爱是伟大而无私的，如果每个人都

愿意付出多一点儿的爱，生活会变

得更加美好！

Cancun   度  假
华夏奔腾 5 年级 2 班   郭迁

指导老师  朱艳萍

 今年夏天，我去了墨西哥漂亮

的海滨城市 Cancun。和我一起去的

还有姥姥，妈妈和姐姐。Cancun 以

白色的沙子，透明的海水，和热带的

海洋生物而著名。我喜欢的海洋生

物有珊瑚和五彩缤纷的鱼。我们在

Cancun 待了四天。

 我刚来到 Cancun 的酒店的时

候，一眼就能看到酒店外面蓝色的

大海，真好看！就在酒店的外面有

三个游泳池 : 第一个是有漩涡的池

子，第二个是很大的游泳池，给会游

泳的和想玩耍的人用，第三个是小

的游泳池，给宝宝们用的。从游泳池

不用走几步，就到了大海，是加勒比

海 (Caribbean Sea)。沙子很软，水很

清。我和姐姐在游泳池和沙滩上玩

儿了一整天，还没玩儿够。

 第 二 天，我 和 姐 姐 去 浮 潜

（Snorkeling）。妈妈和姥姥在船上待

着，看着我们。我和姐姐跟着一组人，

和两位救生员去的。姐姐带了水下

照相机，一边看鱼，一边照相。刚刚

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会用浮潜设备，

所以喝了很多盐水。哦！这水真苦。

过了一会儿，我就会用了。哇 ! 我和

姐姐看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珊瑚。

另外，我们还看见了很多各种各样

的鱼。这次度假最开心的是浮潜 !

 我，姐 姐，妈 妈，和 姥 姥 从

Cancun 回家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

离开。这一次的度假是我最快乐的

度假之一。我和姐姐希望能再回到

Cancun 玩儿一次 !

读《公民典范曼德拉》有感
华夏奔腾 8 年级 1 班 林菁熠

指导老师 孙晖

 我最近在读者上读到一篇叫做

《公民典范曼德拉》的短文，讲的是

南非政治家曼德拉的故事。国际上

有一个叫“曼德拉日”的节日就是为

了他设立的。在每年的 7 月 18 日曼

德拉生日这一天，联合国呼吁每个

人至少花 67 分钟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以此来纪念他在罗宾岛度过的

67 年监狱生涯。

 我坐上想象的飞机，飞向南非。

 我仿佛来到了罗宾岛的监狱，

看见了曼德拉度过 67 年监禁生活的

那间牢房。我仿佛看到 1989 年 2 月

11 日那天曼德拉从狱中走出的那扇

大门， 听到他说的话：“ 你只有把你

的悲痛全部抛在身后，才能真正地

走出你的监狱 ……”

 我又仿佛来到了曼德拉家的门

前。透过玻璃门，看到他正独自安安

静静地庆祝他的生日。我轻轻地把

给他准备的生日卡留在前门的台阶

上，然后快步离开了。

 我要做一个像曼德拉一样的

人，像他在南非所做的，让被压迫者

也同样获得解放，帮助自己的人民

建造一个新的平等的世界。在这样

平等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

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做他们想做的

事情。这样的世界虽然离我们还有

距离，但是，如果有周围有足够多像

曼德拉这样的人，这样的世界肯定

不会太遥远的。

 在我眼中，曼德拉不是政治偶

像，而是世界公民的典范。

我最喜欢的老师
华夏奔腾 5 年级 4 班 施敏 

指导老师 孙郁红

 在美国，我们每年都要换班主

任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

有五位班主任老师。每个老师我都

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现

在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 – 巴顿老

师。

 巴顿老师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

老师。她当老师已经三十年了。她

对我们很严格。每次功课有错误，她

都会让我们改正，然后她再检查，直

到回答正确。她也很注重培养我们

的阅读、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每个

月我们都要阅读一本书，写一篇学

习心得，然后在全班演讲。我以前很

害羞，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但现

在不同了，经过她的训练，我现在很

喜欢上台演讲。而且，觉得能在大家

面前表述自己的观点，是很有意思

的一件事。巴顿老师虽然严格，但也

很和蔼幽默。她经常给我们讲一些

有趣的故事，我们都很爱听，从中也

学到了很多道理。

 有件事让我终身难忘。一次，

我的眼镜找不到了，我很着急，也很

难过，就哭了起来。巴顿老师知道后，

对我说：“不要难过，不要着急，一定

是忘在哪里了。你想想你今天去过

哪些地方，也许能有帮助。” 她建议

了几个地方，我终于在图书馆里找

到了我的眼镜。等我回到教室，她对

我说：“遇到问题不要哭，要想办法解

决问题。你看你不哭，想办法去找，

不就找到了吗？” 我听了很有启发。

我很感谢巴顿老师教会了我在遇到

困难的时候，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巴顿老师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六年

级我又要换新老师了。我会永远思

念巴顿老师的。

爸 爸 做 饭
华夏奔腾 5 年级 2 班  李扬洋 

指导老师  朱艳萍

 我的爸爸是个聪明能干的人。

他是我的榜样。

 做饭的时候，爸爸爱试不同的

做菜方法，不爱按照普通的做法来

做。有一次，爸爸想知道豆腐里面不

放欠粉会怎样。结果，汤特别多，味

道全到汤里去了。爸爸终于明白了

欠粉可以把汤变稠，豆腐才会有味

道。过去爸爸烤芦笋的时候都会把

它盖上。有一次爸爸想试试如果不

盖上会有什么不同。结果芦笋烤得

象树枝一样又干又老。虽然爸爸失

败了很多次，他也有成功的时候。爸

爸想做三文鱼，可是他不知道怎样

做才好吃。爸爸试了一下烤鱼，在

上面抹一层辣豆瓣，结果非常好吃！

赢得了我和妈妈的夸奖。如果我在

家吃午饭，爸爸会把饭菜一起炒给

我吃。无论爸爸怎么做，我都喜欢。

 爸爸做的菜很有意思。不管冰

箱里有什么菜，爸爸都能做出一顿

香喷喷的饭。爸爸太了不起了 !

喜欢折纸的赵亮
华夏奔腾五年级四班 朱俊

指导老师 孙郁红

 赵亮是一个喜欢折纸的男孩。

他喜欢用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的专

用纸，折出各种各样的物件。大的如

恐龙，凤凰，小的如仙鹤，坦克。每个

物件都栩栩如生。哦！对了，赵亮和

我是四年级的同班同学。

 有一次，我去他家玩。一走进

他的房间，就看到他在折纸。我问他

要折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他要折一

只恐龙。我问：“折一只恐龙要多长

时间？难不难？” 他看了我一眼，说：

“我已经折了一个多小时了。做一只

恐龙，通常要用三个小时。”

 “啊？？？”我瞪大了眼睛说：“你

怎么会有怎么大的耐心啊！！！” 

 他解释说：“我很喜欢折纸。如

果你喜欢做一件事的话，你也会有

这么大的耐心的。”

 我想了想，说：“我喜欢看书。可

是，让我读三个小时的书，我可能不

会有这样的耐心。”

 “那就说明你不是非常爱读书，”

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也很喜欢玩游

戏。你可不可以玩三个小时的游戏

呢？”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我笑着

说：“嘿，我可不可以帮你一下？”

赵亮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 然

后，我就和他一起认真地折了起来。

他折的纸，每一条折线都很整齐，左

右对称。他不仅折得快，还折得很标

准。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把恐

龙做好了。赵亮说我可以把这只恐

龙拿回家。我真是非常高兴。这可

是我第一次折这么大的恐龙，而且

还是和赵亮一起折的。

 我觉得赵亮是一个很有耐心并

且手巧的折纸人。他的不少作品被

挂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同学们都喜

欢他的折纸。

 今年是奔腾参加总校辩论比赛
的第六个年头，在最初三年的双冠
军之后，迎来了一次大满贯，低、高
年级双料团体冠军和 4 位最佳辩手。
 六年了，奔腾参加总校辩论比
赛，不知不觉已经走过六个年头。
多少个周六夜晚，多少次老师们的
默默付出；多少次家长们无怨无悔
地陪练；多少次孩子们被训斥得哭
红了眼；多少次……记不得了。只
依稀记得，刚海选出来的他们生涩
的表情、结巴的谈吐、不自信的眼
神，木讷、胆小、无语就是他们初选
时的状态。可是在经过八周的培训
后，再看看比赛场上他们的神采飞
扬、自信沉着、言语犀利、反应敏捷、
有礼有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汗水没有白流，努力没有白费，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培训之前，
教务处的老师们早早就要开始计
划、动员、报名、选拔；培训期间，老
师们利用课外的时间，为孩子们讲
解比赛程序、比赛规则、评分标准、
实战模拟，常常忘了时间，忘了疲劳；
家长们也风雨无阻地接送、赔听、赔
记、回家陪写、赔练，忙得不亦累乎。
最不容易的是咱们这群小 ABC，中
文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光练习听
懂就已经不容易，还得练问、练答、
练反应速度、练礼仪礼貌。多少次
老师责骂，多少次哭红双眼，多少次
累得无语，多少次答非所问，多少次
笑话百出；又有多少次妙语连珠，多
少次反应神速，多少次神采奕奕，多
少次激动异常，多少次老师微笑，赞
许有加。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身处
其境，才能体会深刻。
 经常这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
培训课中，老师台上绘声绘色、手舞

足蹈；台下孩子目不转睛，小脸通红；
家长笔记本、电脑、手机同步录音、
摄像、记录、忙得不亦累乎。常常忘
了时间，忘了中场休息，一口气 2 小
时的培训，直到最后结束大家才有
机会来个深呼吸！
 在这里分享几个感人的辩论队
员的小故事：高年级反方一辩，今年
高年级最佳辩手之一，在培训期间
过敏，老师担心到时会影响他的现
场表现，孩子立即请命：老师不要下
了我，我会吃药、打针，过敏不会影
响我的，您放心……多要强的孩子！
低年级反方二辩，低年级最佳辩手
之一，第一年参加比赛，不仅场场培
训早早到位，每次家长陪同，认真笔
记，认真录像，就连外出度假都天天
想着辩论，练着辩论，妈妈为了保护
孩子的自尊心，偷偷心疼地告诉我：
老师，为了辩论，我娃天天和我们讲
中文；为了辩论，孩子和孩子他爸，
晚晚呆在书房一遍又一遍反复推
敲，反复对攻。就连度假都没停过
一天。听了这些，我的眼睛都湿润
了。当孩子最后被定为正式上场队
员的时候，家长感动地发来了电邮，
谢谢老师，谢谢学校给孩子这个机
会，让孩子证明自己的能力，对孩子
是多大的鼓舞 呀！
 奔腾是个学习中文的优良平
台，鼓励孩子们努力学好中文；爱拼
就能赢，奔腾也是一个公平的平台，
给每个孩子机会，助每个孩子成长。
        在最后，用家长们的感言结尾：
谢谢，奔腾！谢谢，老师！辛苦了！
我们的孩子真得学到很多！回应家
长的话：大家辛苦了，一切都是值得
的。鲜花背后的汗水没有白流，孩
子的进步是我们最大的奖励！

华夏辩论比赛（中区）高年级组
一等奖获得者 ~ 奔腾代表队 紧张而又严格的培训正在进行

华夏辩论比赛（中区）4-6 年级组一等奖获得者 ~ 奔腾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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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后的汗水
记2015奔腾辩论队背后的故事

 华夏奔腾中文学 辩论培训教师  吴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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