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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我的课外活动
马立平七年级 任晓天 指导老师 沈海燕
我叫任晓天，我
不仅喜欢学习，还喜
欢课外活动。
我的第一个课外
活动是钢琴。我已经
弹钢琴将近 8 年了。
我真的很喜欢演奏不
同类型的钢琴曲，比
如爵士乐和古典乐。
每年，我都会参加俄罗斯音乐比赛，这
是一项针对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音乐
比赛。我曾多次获奖，并在著名的音乐
场所参加过比赛。今年我甚至获得了第
一名！我已经通过了 1-7 级的钢琴考
试，目前正在学习 8 级。我非常喜欢
弹钢琴。
我也会拉小提琴。我已经通过了 1
到 5 级，目前正在学习 6 级。对我来说，
小提琴比钢琴容易，因为我已经知道如
何阅读小提琴的音符和小提琴的不同
音高。我还在学校的管弦乐队中拉小提
琴，我在小提琴组中名列前茅。小提琴
是我想提高的乐器。
最后，我也非常喜欢我的课外数
学课程，因为数学是我在学校最喜欢
的科目。当我解决了一道数学难题时，
我感到由衷地高兴。我还发现数学非常
有趣，并且喜欢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
我的课外数学课程是更具挑战性的，同
时也让我对一些概念有更彻底的了解。
我的课外活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希望在未来继续。

我是羽生结弦的粉丝
标准中文七年级 钱韦晴 指导老师 陈华
滑过冰面，他在拐角处加速，在
最后一次滑行时加快速度，弯下膝盖
奋力一跳，嗖！他把自己推向了空中，
不是一圈，也不是两圈，更不是三圈，
而是旋转四圈。转眼间，他的身体又
优雅地回到了冰面。他是谁？他就是
我最喜欢的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 --羽生结弦。
二十七岁的羽生结弦是现代滑冰
界最受尊敬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之一。
从我自己学习花样滑冰开始，我就很
崇拜敬慕羽生结弦，一直到今天他仍
然是我最喜欢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之一。
他滑冰的方式是如此舒展从容，当他
在冰上跳舞时看起来好像在飞翔。羽
生总是能将艺术元素和壮观的跳跃融
入他的表演，观看他滑冰就像欣赏一
幅大自然的美景，自由、美丽、热情、
奔放让人心生感叹。
对于全球的花滑选手来说，羽生
结弦就是这样一个激励人心的存在。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十九岁的时候，在中
国杯世界花滑大赛前的一次练习中，他
和一个选手不小心撞到一起，他的头部
遭受了可怕的撞击。他的头需要缝针并
被包扎了起来，他试着练习却晕倒了几
次，但他没有放弃，而选择继续参加比
赛。尽管他的伤病导致他错过了几次跳
跃，但他仍然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羽生本可以放弃比赛来获得适当的医
疗救助，但他却还是坚持下来，不负众
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当我第一次看
到他在那场比赛中滑冰的视频时，他蹒
跚而行的样子真让人担心。尽管如此，
他的跳跃仍然像往常一样干净而紧凑，
他的旋转如此华丽仿佛从来不曾受过
伤。他的坚韧和勇敢精神让我钦佩！
羽生结弦是在看着姐姐练习之后
开始学花样滑冰的。他聪明好学，训练
刻苦努力，很快就晋级了，到十五岁的
时候，他就已经成名了。在过去的八年
里，羽生结弦获得了两枚奥运金牌和六
枚日本全国冠军。在他的最后一次全国
比赛中，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比赛中
尝试四圈阿克塞尔跳（axel jump）的人。
我记得有一天我刚放学回家，妈妈就激
动地告诉我他最近取得的成就。那是我
第一次观看他四圈阿克塞尔跳的视频。
我兴奋地拿出手机，看着他尝试他的四
圈阿克塞尔跳，就差一点点就完成了，
我想全世界的花滑粉丝们都很激动，也
期盼他有一天能成功。
今年，羽生结弦将征战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我希望他能够向世界展示
他 的 新 跳 跃，
并获得他的第
三枚奥运奖牌。
总 之， 羽 生 结
弦是我最喜欢
的花滑选手之
一， 因 为 他 不
但 技 术 精 湛，
取得了很多的
成 就， 他 的 拼
搏精神更是值
得我学习。

我的姑妈
标准中文六年级 蔡琳 指导老师 王晓秋
我的姑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
是我爸爸的姐姐，她很热情，很大方，
很善良，工作也非常努力。夏天的暑
假和圣诞节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会
去她家住。每年我和弟弟的生日也都
在她家过，她亲手给我们做蛋糕，还
给我们准备好多生日礼物。我和弟弟
跟她特别亲。

姑妈是个跑步健将。每天早上她
都要跑步，风雨无阻。大部分时候都
要跑五英里。她经常参加马拉松赛跑，
去过好多州参赛，她家里有很多马拉
松比赛的奖牌。我和弟弟去她家住的
时候，早上我也会跟着去她跑步。
姑妈是个美食爱好者。每个星期
六，她带我的奶奶去超市买菜。然后
回家做一些她的拿手菜和肉，还经常
给我们送来。我姑妈虽然在越南出生，
但是祖籍是潮州人，所以她不仅会做
越南食物，还会做很多潮州小吃。夏
天的时候，她做的越南春卷特别好吃。
她在里面放了生菜、猪肉、罗勒、薄荷、
面条和虾，蘸着鱼露水吃，健康又美味。
姑妈是个热爱生活勤劳的人。她
家的院子像一个很大的花园。到处都
是她种的树、花和菜，有一棵樱桃树，
两棵苹果树，还有五棵梨树。每到开
花的季节，地上、树上开满了花，特
别美！春天有开不完的花，夏天有吃
不完的蔬果，秋天更是水果大丰收。
姑妈还是个奇人。我爸爸曾给我
讲姑妈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她还在
越南。姑妈的叔叔带她去买彩票，姑
妈是第一次买彩票，他们回家之后就
等着开奖。结果他们买的彩票中了！！
还 有 一 次 是 姑 妈 刚 到 美 国。 一 天 晚
上姑妈睡觉梦到了五个数字。她就请
她的叔叔带她去买彩票，就用她梦到
的那五个数字。结果那张彩票又中奖
了！！！
我爸爸说姑妈
是那么好的人，老
天都保佑她。希望
我的姑妈永远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
我也希望将来成为
我姑妈那样热爱生
活，热爱运动、勤
劳善良的人。

我们家的小猫咪
马立平六年级 张瑞涵 指导老师 洪旋
我们家养了两只猫，一只猫三岁
了，它的名字叫 Titan，Titan 的中文
名字叫咖啡。咖啡是一只布偶猫。它
的脸是一个窗帘的形状，脸左边和右
边是棕色（它脸的中间是白色）。它
的身体也是棕色的。另外那只猫两岁。
我们家的小白猫的英文名字是 Frosty,
Frosty 的中文名字叫奶盖。它的头和
身体都是白色，它的眼睛是很深的深
蓝色。
我们家的两只猫是很兴奋的猫，
我一拿出逗猫棒它们就会追，有时候
我把逗猫棒举得特别的高，我也快速
地在空中挥舞，我们家的老猫就会快
速地在空中翻。我们家的小白猫也很
快，我一把逗猫棒在地上一挥，小白
猫就会追着逗猫棒跑。
我每天晚
上 睡 觉 以 前，
我会跟我的两
只 猫 说 声“ 晚
安”， 我 希 望
它们也可以好
好的睡上一大
觉。

上海
AP 中文班 祁淾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空姐在
机舱喇叭里说道。李明静激动得都快
要跳出自己的座位。上海是中国最有
名的一个大城市，但是李明静以前一
直没有机会去上海旅游。今年夏天，
李明静的机会终于来了，所以她乘了
十五小时的飞机从纽约飞到了上海所
在的华东地区。
为了了解上海的历史，李明静首
先参观了一个上海历史博物馆。原来，
上海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受到了英国
的重大影响。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和
英国在 1842 年签了南京条约，让上海
变成了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经过多
年的影响，西方文化潜入了上海。
李明静离开博物馆时，碰到了一
位带领参观上海外滩的导游。第二天
早上，李明静乘着大巴来到了外滩的
浦西。她看到浦西的西式建筑时，深
深地感觉到了“中西合璧”的氛围。
从导游的讲解中，李明静学到了许多
有趣的知识。
1848 年，英国首先在浦西建造大
楼。后来，许多别的欧洲国家也来到
浦西，建造了各种风格的大楼。李明
静来到著名的南京路时见到了和平饭
店，一个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它
的两个部分，北部和南部，分别造在
南京路的两边。在 1903 年，和平饭店
的南部是南京路最高的建筑，里面有
上海的第一个电梯。1929 年时，和平
饭店的北部非常豪华，当时就有非常
少见的空调和电话。李明静后来又看
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建筑：海关大楼。
海关大楼总共被建造过三次。1927 年，
英国人最后一次重建了海关大楼，变
成了今天见到的样子。
参观完浦西以后，李明静坐船渡
过了黄浦江，来到了浦东。上海的浦
东从 1990 年开始发展，所以它比浦西
新一百多年。李明静对浦东的许多高
楼大厦印象深刻。浦东的四幢高楼大
厦分别为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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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大厦是四个大楼中最高的一
幢。它不仅仅是上海的第一高楼，也
是世界上第二高大厦。
玩着玩着，李明静觉得有点饿了。
根据导游的建议，她在附近的一个饭
馆里点了上海的特色：小笼包、大闸蟹、
生煎包和小馄饨。李明静吃得津津有
味，觉得在中国的中餐实在比美国的
中餐正宗多了。
李明静除了游览了上海著名的外
滩以外，她还游览了许多别的地方，
比如城隍庙、静安寺、人民广场和迪
斯尼。
最终，李明静的假期结束了。她回
到了美国后，还是会经常想起她在上海
的旅游经历。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假期！

一次篮球赛
标准中文五年级 錢韦程 指导老师 郭小川
这是凉爽的一天，我的父母开车
带我去 St.Bernards 教会的篮球场参加
比赛。我是第二个到那里的。下车后，
我快速跑到长椅上放下我的水瓶和口
罩，脱下夹克扔在白色的椅子上。我
拿起球冲向篮筐，在其他人来到前，
先做好暖身。之后球员都到了，我们
聚在场中间做祈祷准备开始比赛。
比赛开始，我输了跳球，因为对
手比我高很多，幸运的是球出界了，
控球权回到我们队，我们队的控球后
卫慢慢运球上场，寻找空位传球，我
跑到角落，他把球传给我，我运球上
篮得了两分，全场为我欢呼。比赛越
来越紧张，我打的不太好，因为他们
比我高很多，我拿不到任何篮板球。
对方的控球后卫非常厉害，他得到了
全队一半以上的分数。如果没有这个
后卫，我们会赢很多。几分钟后，我
们队的控球后卫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我也得了几分，我们球队终于领先。
我又拿到了球准备投篮，但是对方后
卫抓住了我的手臂不让我移动，大家
都认为他犯规了，裁判却判我走步，
球场上的爸妈都对这个判决感到愤怒，
教练对裁判大喊大叫，但是没有任何
帮助。愤怒的气氛影响球队进攻，我
们原本领先 3 分，在第三节结束却输
了 1 分。
第四节开始了，教练认为我应守
在罚球线附近，如果我拿到球就可以
运球到篮下并得到几分。由于这是最
后一节，我们不能输。一开始时我们
得到了几分，但另一支球队得分更多，
比赛还剩 2 分钟，
我们队的队员开始
慌乱，一直犯规，
让对方球队罚球得
了好几分。最后我
们就输了比赛。
虽 然 输 了， 但
是我们都用尽全力
去比赛，心中还是
觉得很快乐。我们跟
对方球队击掌并祝
贺他们的胜利。我
暗暗告诉自己下一
次一定要打败他们。

飓风 Ida
标准中文七年级 樊宇宸 指导老师 陈华
2021 年
的九月，我的
家乡经历了一
场非常大的飓
风，飓风的名
字 叫 Ida。 这
次飓风比我们
所能够想像的
还要大。
飓风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我
和妹妹都在家里。就像天气预报说的那
样，飓风在傍晚的时候到达了我家附近。
飓风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细细的雨，但是
雨很快就变大了。随着雨越来越大，我
越来越害怕。我紧张得一遍又一遍地看
天气预报。突然，我听到手机发出一声
很响的紧急警报声。我立即去看天气预
报，发现是气象中心发布了龙卷风警报。
我真的很害怕，因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
过龙卷风警报。半个小时之后，我又看
了天气预报，发现龙卷风警报又被延长
了。到了睡觉的时候，我还是按照平时
的作息时间上床睡觉，很快就睡着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雨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停了，黑云都散了，太
阳也要升起来了。不远处小河的河水
上涨淹没了河边的公路和房子。幸好
我家地势比较高，所以没有被河水淹
到。早上的新闻播报了很多飓风 Ida 带
来的水灾停电等与天气有关的坏消息。
我看到附近的公路上堵了很多汽车，
路口的地方立了一个牌子写着“RIVER
ROAD CLOSED”。我家很幸运没有被水
淹或停电，但是附近不少镇子的居民
家里被水淹了或停了很多天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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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歩前行都浸透了执着努力
一个老华夏人的感慨
华夏中文学校 前任宣传部部长 汤丽娟
两个星期前，突然得知华夏中文
学校将要举行的 25 年纪念活动，邀请
华夏历年总校长，当年的副总校长张
伟和在总校主管宣传工作八年的我也
在应邀之列。坐在熙熙攘攘的聚餐大
厅里，当年那个热闹忙碌的场景又重
现在眼前。似乎通过了 15 年的时光隧
道，重回世纪之初的场景。华夏中文
学校，一个万人规模的海外中文学校，
不管什么人在管理，不管是否合乎每
个人的心意，都因应着华人的需要，
以她巨大的参与人数，稳稳地前行。
我参加华夏中文学校是在第二任
总校长考建华的那一年，到赵岍任总校
长时，他让我做了校刊《侃城》的主编。
我从主编王柏青手里接任，还联系了
《侃城》的创刊人和老主编山石约稿。
而当时的校刊记者里，汇聚了很多有
才华的网络写手撰稿，比如红墙、雪融、
双叶、李红红，和后来的主编贾南鹰和
章红。在第四任总校长邵杜罔的时期，
我们创办了华夏学生的刊物《小语世
界》，并且将华夏的校刊办到了新泽
西的华人报纸上。这样不但扩大了华
夏的影响力，也为中文报社，社区里
喜欢中文的孩子和家长们带来了不断
的版面和消息。作为总校的宣传部长，
对新州华文媒体对我们的支持印象极
为深刻。当时华夏的事就是社区的大
事。而华夏每年接连不断的华夏之夜、
华夏合唱节，华夏田径运动会、华夏
之星、华夏讲演比赛、华夏教师培训
会、华夏摇滚音乐会、华夏年会，华
夏秋季招生、《华夏园》和《小语世界》
年会等等，更是在每个学年里不断地
举办。华夏各部门都忙着，新州的华
文报纸也忙。大家都是生机勃勃地忙
碌着。谁都没时间想自己为什么要忙，
为什么要尽这份义务。办成一次次成
功的活动，看到孩子和家长们喜欢的
模样，不就是我们义工最大的成就吗？
这个成就感，就是我们的动力。
华夏中文学校的迅速发展除了各
任总校长以外，与王朝勃的性格和格
局有很大关系。我记得他刚刚上任的
第一年晚会上，请来了华夏之前的历
任总校长，展现他要承前启后的大格
局。果真，在他的带领下，华夏中文
学校开始了飞速发展。利用爱迪生地

区处于新州腹地，华人众多的特点，
我们与社区商业和社团建立了越来越
好的沟通和联系。社区的商家，比如
Fleet Bank, Bank of America，大陆航
空公司，大昌汽车行，新州中国日和
胡知宇律师楼等等，都很乐意为华夏
的活动赞助。在社区的帮助和家长们
的参与下，我们创出了许多华夏的品
牌活动。2008 年，华夏中文学校发展
到了 18 所分校。参与的学生、家长和
教师以及义工的人数达到了 2 万人。
每年春节，《华夏之夜》在新州
最大的剧场举行，王昆、才旦卓玛、
宋丹丹、郭颂、韩红、姜昆、巩汉林、
任静和付笛声、郭冬临、沙宝亮等等
国内的明星演员都为我们专场演出。
在东岸能够举办这种大型活动的社团
几乎没有。每年《华夏之夜》的演出
一票难求。
华夏田径运动会邀请到的嘉宾包
括神话级国家女排二传手周晓兰、女
足国脚刘爱玲、世界花样滑冰冠军陈
露、世界乒乓球冠军葛新爱。太多了
无法一一提及。当年的华夏就像一个
大磁场，吸引着华人社区的人流和目
光，也吸引着来自中国的最顶级的运
动员和艺术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这
样方便地让中国的艺术在海外社区传
播。华夏中文学校自己也有非常出色
的艺术家，杨青、顾鸣争、门颖华、
王坚、张迎潮、沈晓星都是华夏文艺
的顶梁柱。奠定了华夏艺术表演的专
业级水准。
华夏中文学校的教学，离不开老
教务长特级教师史友琴和继任教务长
忻苏婷的不懈提高和努力。分校的老
校长，总校的老董事王子衡、王大进、
张悦、李卓舒、戴东和王宏等等我说
不完的老华夏们身体力行地将华夏的
奉献精神年年传递。华夏的每一步前
行，都浸透了华夏义工们的执着努力。
2008 年，我们当年的许多义工到
了交给下任的时候。在离开 15 年以后，
华夏已经成为了有 22 所分校的更大的
学校，更加注重对海外中文教学的探
索。在这次的庆祝会上，见到了新的
总校长张凉，一个亲切、有格局的总
校长。更多的年轻人接了上来。祝愿
华夏在你们的努力下不断成长。

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自然
灾害，我永远都会记住飓风 Ida 的。

们在一家中餐馆吃了晚饭后，就回旅馆
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早饭就去水
上乐园了。
加拿大瀑景室内水上公园紧邻尼亚
加拉大瀑布和瀑布城的酒店，有泳池、
旋转滑梯等多项刺激有趣的水上娱乐项
目，因为旋转滑梯很高，我和姐姐在爸
爸的保护和陪同下一次又一次的爬到滑
梯的最高处，然后滑下来，那种感觉即
紧张又兴奋，真的很刺激，后来又和爸
爸妈妈一起在泳池里游了一会儿游泳，
因为下午要坐船游瀑布，我们恋恋不舍
地离开水上乐园，去做上船准备了。
下午当我们好不容易排队上了船，
船上已是挤满了人，大家都很兴奋和期
待。很快，船开始驶向瀑布，当离瀑布
很近时，风声越来越大，水声也越来越
响，此时船上所有人都开始呐喊、欢呼、
吹口哨，甚至还唱起了大家都非常熟
悉的 The Football Chants: Olay Olay，
Olay，Olay Olay Olay Olay……水声、风
声、呐喊声、歌声，声声入耳，此时的
人们早已忘却了一切，任船摇晃，任风
猛吹，任水飞溅我们满脸满身，只想在
那一刻尽情地与瀑布亲近接触，想让瀑
布知道我来了。
当人们还在继续激动的时候，船便
开始悄悄地掉头返航，这时我们通过不
同的角度看到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半圆形
彩虹跨越在瀑布前，大家拿起手机拍下
了这难得的美丽景色。
两天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会永远
记住这些地方和我们一家在一起度过的
美好时光。

我的魔方
马立平六年级 杨乐承 指导老师 洪旋
我有十几个魔方，其中我最喜欢的
是我的三乘三魔方。我这个魔方是几年
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给我在网上买
的，我现在还经常玩儿。
大部分魔方都是立方体的，这个也
是。立方体的魔方有六个面，每一面是
一个不同的颜色，通常是白、黄、蓝、绿、
红、橘。每面有一个中块，四个角块，
和四个边块。中块决定那一面的颜色。
最容易学的方法要你先把第一层（随意
认定的）的边块先挪到正确的位置，再
把第一层的角块挪到正确的位置。下一
步是把第二层的边块挪到正确的位置。
第二层没有角块，因为第二层只有边块
和中块。下一步是把第三层的边块挪到
正确的位置，再把角块挪到正确的位置。
这些步骤都需要口诀来复原，所以需要
把口诀记住。
我最爱这个魔方是因为是一个速度
魔方，不用太长时间复原，也挺小的，
所以容易带到别的地方，或者装在书包
里。我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还会
带着魔方去。去朋
友家时，我们会比
速度，谁能先复原
就赢。
我特别喜欢
这 个 魔 方， 我 也
希望我的魔方不
会破。

去加拿大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标准中文六年级 苏珍子 指导老师 王晓秋
两年前，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姐姐
去了北美洲最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因为在加拿大看瀑布更大更美，因此
我们去了加拿大，顺便在加拿大玩了
两天。这两天，我们不仅看了瀑布，
还打高尔夫球、游泳、坐摩天轮、玩
卡丁车、看烟火。
第一天，我们到达加拿大，进旅
馆放下行李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
看瀑布。
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纽约州
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边界，水源分别
来自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两大湖，由
三个瀑布组成，分别是位于美国境内
的 American Falls——美国瀑布，Bridal
Veil Falls——新娘瀑布，及加拿大境内
的 Horseshoe Falls——马蹄瀑布。其中
最大的是加拿大的马蹄瀑布，宽 675 米，
高 56 米，美国瀑布宽 305 米，高 50 米；
最小的新娘瀑布宽 80 米，高也是 50 米。
看完瀑布后，我们去了加拿大的唐
人街，那里很热闹，有很多中餐馆，我

贺生辰
博根分校 马璐
华年回首笑依然，
夏雨冬霜目尽含，
博揽新州有志士，
根系沃土勇登攀。
二从一始继生三，
十步芳草染碧田，
五岁儿童勤学苦，
载一抱素为心甘。
生生不止煅青蓝，
日旰无食启远帆，
快马加鞭奔伟业，
乐山乐水立峰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