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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我的小熊
马立平六册班 李思楠  指导教师 孙瑜
我有一只泰迪熊，是我妈妈送给
我的礼物。我叫它“小熊”。
小熊很可爱。它长着白色的毛，
穿着粉色的芭蕾舞裙子，和它头上扎
着的粉色蝴蝶结特别配。就连小熊的
脚底都是粉色的。它每天坐在我的床
头，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望着远处。它
总是笑眯眯的，好像要跟我说话。
我和小熊相处整整五年了。它每
天晚上陪我睡觉。有它的陪伴，我睡
得更香。我和小熊分开最长时间是我
两年前去中国探亲。我有十天没有看
到我的小熊。那段时间我很想念它。
我一到家就冲向我的房间抱我的小熊。
我很爱护小熊，不想把它弄脏。
我有时候会给小熊梳头和整理衣服，
它就变得更加整洁漂亮了。我的小熊
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小熊从来
都是我最心爱、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我最喜欢的城市 - 纽约
中文七册 杜卓伦  指导老师 庄逸红
世界上很多城市，我都想参观。
只有一个城市脱颖而出，这就是纽约
市，我最喜欢的城市。这座城市之所
以吸引我，是因为其中有很多让我感
兴趣的东西。我喜欢纽约，因为我可
以参观很多著名的景点，我可以游览
博物馆，还可以参观我爸爸工作的地
方。
首先，纽约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
市。我喜欢参观这座城市的著名景点，
时代广场、洛克菲勒中心、华尔街、
自由女神、中央公园和纽约唐人街等。
我喜欢参观旅游学习这些地方，了解
纽约这座城市的历史。著名的地标是
过去的重要和特殊事物的遗迹。拜访
它们可以让我了解纽约的历史以及创
建原因。
第二，我也非常感兴趣参观博物
馆，因为我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新事
物，学习新知识。建立博物馆的目的
是根据人们在内部展示的产品向人们
传授信息。在博物馆里参观学习也是
我经常去纽约的一个原因。
最后，每次去纽约时，我都喜欢
去爸爸办公室。我对爸爸的工作很感
兴趣，我想了解爸爸的工作环境和工
作内容。去他的办公室让我有机会了
解更多关于他的工作，并亲眼看到他
努力工作的样子。也让我更加尊重爸
爸，知道爸爸工作的辛苦，更感激爸
爸的努力。
因此，虽然我去过好多地方，但
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还是纽约，因为它
使我着迷。

北京
中文七册 陈佳铭  指导老师 庄逸红
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2019 年
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坐
飞机来到中国。我们去了好多城市，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北京。
我们坐火车来到北京，下了火车，
爸爸的好朋友李叔叔开车接了我们，
然后带我们去长城。那天，刚下过雨，
长城上人不多，我们很幸运，一点儿
也不拥挤。我们爬的是八达岭长城，
长城很长，很高，站在上面看到的风
景特别美丽，壮观。我和爸爸一口气
爬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的地方。我们
爬完了长城，就去吃晚饭了，我们吃
的是东北农家菜，很好吃。
在北京的第二天，我们首先去了
清华大学，我的爸爸在这里上过学。
清华大学的校园很大，我们看到很多
学生，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也买了纪
念品。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故宫。故宫
是清朝皇帝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宫
殿，珠宝，还有九龙壁和御花园。
北京真是一个美丽好玩儿的城市。
我很喜欢北京。

飓风过后
中文七册 范译阳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在夏威夷南边，有一座叫天堂岛
的地方，那里住着许多动物。他们都
高高兴兴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
特大飓风来袭，把岛上的建筑刮得东
倒西歪，一塌糊涂。
暴风雨过后，动物们站在岛上，
四处张望，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毁了，
非常伤心和绝望。树懒叹了口气说：
“都
已经这样了，我们还是搬去夏威夷住
吧！”大熊说：“好主意，我们赶快
造一艘船走吧？”
大家都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
一只老猩猩说：“你们再好好想想，
我们都住在这里这么久了，这是我们
的 家 园， 你 们 就 舍 得 丢 下 这 里 离 开
吗？”有的动物听完，点点头说：“有
道理啊，那我们就一起重建我们的家
园吧！”树懒摇摇头，说：“这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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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做不好的。”猩
猩和另一些动物说：“只要我们大家
齐心协力，一定可以很快建好。别多
说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说完，他们
开始清理倒塌的房屋，一连收拾了几
天，终于清理完了废墟。
大家选出了些身强力壮的动物们，
去森林里砍树。然后木匠们把树木加
工成了造房子用的木材。最后，工人
们用木材造起一幢幢比以前更美观更
牢固的房子。动物们望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天堂岛变得比以前更美了！

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中文七册 段一兰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很久以前，在美国，有一个老奶
奶。她没有儿女，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但是她总和小动物一起玩。
有一年，快到圣诞节了，她就去
商店买圣诞树。虽然她一个人过自己
的生活，但是老奶奶也是要过圣诞节
的。买圣诞树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只冻
得发抖的小鸟。然后老奶奶就把小鸟
抱回了家。老奶奶回到家，她先把小
鸟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然后去厨房
端来热水和热呼呼的食物。小鸟吃饱
以后，渐渐醒过来了。老奶奶就让小
鸟在家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阳光通过窗户照进了老奶奶
的房间。她就打开窗户和小鸟告别。
“小鸟，你快去和你的爸爸妈妈
一起过圣诞节吧！”
小鸟快乐地说：“谢谢您！我会
回来看您的。”说完，小鸟就飞走了。
圣诞节这一天终于到了。可是老
奶奶却生病了。老奶奶不能过圣诞节
了。忽然，她听到窗户外有声音。老
奶奶从床上坐起来，看到窗外有好几
只小鸟。小鸟和老奶奶打招呼了。
“早上好 !”小鸟说：“我和我的
家人来看您了。”
“对不起，我今天生病了，不能
和你们过圣诞节了。”
小鸟妈妈对老奶奶说：“感谢您
救了我的孩子！”然后对孩子们说：
“我
们为老奶奶唱一首歌吧！”
小鸟说：“好啊好啊！”听到小
鸟们唱歌，老奶奶觉得她的病好了。
然后老奶奶就把窗打开请小鸟们一起
过圣诞节。小鸟们围着老奶奶高兴地
又唱歌又跳舞。就这样，老奶奶在小
鸟们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
的圣诞节。

我认识的圣诞老人
中文八册二班 张默琳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在美丽的圣诞夜里圣诞老人给孩
子们带来了好看诱人的礼物。人们相
信圣诞老人乘着驯鹿坐着雪撬从遥远
的北极而来。在他的雪撬后部，有许
多礼物要寄给那些登记在他的名册上
的“好孩子”。在圣诞节之夜，他穿
过房子的烟囱进入房间，并将礼物放
在圣诞树下。晚上，人们准备好饼干
和牛奶供他吃喝。圣诞老人长得胖胖
的，笑呵呵的，还长着长长的白胡子，
戴着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衣服。
他乘着的驯鹿最著名的当中一个叫鲁
道夫，是红鼻子的驯鹿。从名字可以
看出，他的鼻子很红，看上去很亮。
圣诞老人的传说来自于一个生活
在公元前三百年名叫圣尼古拉斯的人，
他住在土耳其的一个小镇。圣尼古拉喜
欢帮助他人，对周围每个人他都很友
善很谦卑，大家都很喜欢他。圣诞老
人就是他在帮助别人以后留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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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凤声
2021 年华夏中文学校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新年伊始，由华夏总校教学部牵
头组织，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安排和
筹备，华夏分校师生刻苦训练，三家
承办分校细致准备，2021 年华夏中文
学校（1-3 年级）演讲比赛业已于 1
月 10 日圆满落幕。

初心不改
2020 年注定要成为一个特别的记
忆点，新冠疫情改变了整个世界，许
多活动因此停摆，留下了遗憾。在 22
家分校转为网课模式后，全体华夏教
职工及管理人员共同承担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在去年 8 月的总校工作会议上，
由于对网课前景不甚明朗，加上考虑
到演讲比赛对现场效果和评判的严格
要求等一系列要素，这一总校传统赛
事差一点就夭折了。但教学部在会议
上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最终决定始
终不忘一个教育者的初心，勇于迎难
而上，为华夏的学生们继续提供展示
风采的舞台。
经大赛组委会多次讨论决定，本
次演讲比赛采用预录视频与 Zoom 网上
现场评分相结合的方式。比赛分南、中、
北三个赛区在同一天举行。利用网络
的便利，这一赛事首次真正实现了评
委跨区作业，同时最大程度上让参赛
家庭参与了整个赛场的全过程，从而
确保比赛的公正、公平、公开。
总校教学部的三位分区负责人，
唐晓铨、曹作军和韩瑞霞老师接到任
务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根
据赛制重新制定《组织规则》和《评
分表》等一系列比赛文件，组织承办
学校、三区评委和工作人员加入工作
群。解释具体条款、回答各种问题，
经常忙到凌晨。这就是教育者认真负
责的态度，是我们华夏人的初心。

迎难而上
1-3 年级演讲比赛和 4-9 年级辩
论比赛一直是体现华夏系统中文教学
水平的两台重头戏。在疫情迫使我们
暂停了辩论比赛的情况下，演讲比赛
变得尤为重要。为办好这次虚拟与现
实相结合的比赛，并成功实现老师跨
区评分的目标，张凉总校长、游牧副
总校长协同教学部各位老师，多次开
会研究商定比赛《组织规则》和《评
分规则》，就演讲视频的制作、上传、
播放，制订了详细的说明，并对所有
赛场工作人员、评委和带队老师进行
了培训。
本次赛事的三家承办分校分别是
北区的长岛分校、中区的伯克利分校
和南区的樱桃山分校，三家都属首次
承办，但他们在 1 月 10 日的演讲比赛
中充分锻炼了队伍，展示出各自在教
表演快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很紧
张。我们先一起跳了一段舞蹈，然后
就该我单独表演了。我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开始讲了起来。小伙伴们都表
演得很好，渐渐地我就不紧张了。我
们演完时，大家都给我们鼓掌加油。
接下来的表演非常精彩。有人讲
故事，有人唱歌，还有人跳舞。一个
半小时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中秋聚会。

秋天的颜色
中文八册一班 张紫萱  指导老师 杨秀杰
星期六下午，爸爸妈妈带着我和
妹妹去野外踏秋。我和妹妹在草地上
奔跑着，我们看到的景色可真美啊 ! 到
处都是秋天的颜色，从绿到蓝，从黄
到红。缤纷的叶子像为大树披上了美
丽的外衣；洁白的云彩像天空张开了
漂亮的翅膀；碧青的湖水荡起粼粼波
光，像睡醒了一样。整片山野都打扮
得漂漂亮亮的。
秋天是绿色的。绿色的草地，绿
色的树林，绿色的青苔。秋天的绿色
真清丽啊 !
秋天是黄色的。金黄的果子，金
黄的稻草，金黄的太阳。秋天的黄色
真靓丽啊 !
秋天是红色的。红红的树叶，红
红的苹果，红红的外衣。秋天的红色
真美丽啊 !
秋天是蓝色的。湛蓝的小河，湛
蓝的湖水，湛蓝的天空。秋天的蓝色
真秀丽啊 !
秋天是五颜六色的。我们爬到山
顶，秋天美丽丰富的颜色环绕着我们。
到处都是秋天的绿色，秋天的黄色，
秋天的红色，秋天的蓝色。秋天是多
么的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啊 !

网上中秋聚会
中文五册 张紫媛  指导老师 孟亚凡
上个星期六晚上，我参加了一场
有趣的网上中秋聚会。聚会上有很多
来自纽约上州的华人。我和我的小伙
伴们表演了“伊索寓言”的故事。我
在这个节目里扮演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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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朋友家
中文五册 张紫媛  指导老师 孟亚凡
今天是星期六，妈妈带我去我的好
朋 友 Jessie 家。Jessie 家 离 我 家 只 有
两个街口，所以我骑自行车去。我们到
的时候，Jessie 已经在门口欢迎我了。
我们一起读了一本书。这本书讲
的是中秋节的月饼是怎么来的，可有
趣 了。 我 们 还 一 起 弹 琴。Jessie 弹 的
曲子很好听。最后，我和 Jessie 跟她
的娃娃一起玩了过家家的游戏。Jessie
的娃娃可真漂亮。
这时，妈妈喊我回家。我问妈妈：
“我
们还可以再来吗？”妈妈说：“只要你
认真做完功课，当然还可以再来玩！”

碧水清波我畅游
AP 中文班 张紫钰  指导老师 张勤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
我学会了很多事，如何战胜自己，克
服困难。尤其是在游泳方面。
提起游泳，这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喜
爱的运动。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学会了游
泳。虽然我那时娇气，游一会儿就会对
教练喊累，但是水里就是我的天地。九
岁那年，我加入了我们城市的一个游泳
队。第一次训练后的情形记忆犹新。那
感觉就是特别累，我也不想游了。可是
我的朋友们，我的教练们，都帮助了我。
慢慢地，
我发现游泳训练没有那么糟糕。

学活动中的组织统筹能力。三家分校
克服了重重困难，勇于承担，精心排
兵布阵，确保了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
19 所华夏分校派选手参加了本次
大赛，共计 183 位同学、57 位评委老师，
外加众多的志愿者担任赛场主持人、
计分员和其他行政和后勤工作。这次
比赛牵动了无数华夏家庭和师生的心，
可谓盛况空前。

中心共 5 所分校参加的北区比赛。教
学部曹作军老师担任北区负责人。中
区 7 所分校的 21 名老师担任评委。游
牧副总校长和培训部部长薄英戡老师
亲自来到比赛现场帮忙。杨德山校长
和长岛的老师和义工们为比赛的顺利
举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是第一
次主办赛事，但整个过程顺利，赛场
评分专业，让人印象深刻。
在此次演讲比赛中，有多家分校组
织培训得力，全部严格按照组织规则
要求上传演讲视频，我们向获得 2021
年度朗诵演讲比赛最佳组织奖的分校
祝贺！他们是南部分校、博根分校、
普兰斯堡分校、樱桃山分校、爱迪生
分校、纽约中心分校、长岛分校、伯
克利分校、史坦登分校、密尔本分校、
李文斯顿分校和理海谷分校。

爱迪生、樱桃山、东部、南部、中部、
普兰斯堡和大费城 7 所分校参与了由
樱桃山分校承办的南区比赛，由教学
部韩瑞霞老师总负责。李礼校长、仲
玲教务长身先士卒。樱桃山分校老师
和义工们的风采，给参赛同学和家长
留下了深刻印象。赛场上，来自北区 5
所分校的 15 名老师担当大赛评委。总
校长张凉和培训部孙斌部长前往支持。

春暖花开

中区比赛在 10 日下午由伯克利分
校组织举行，桥水、里海谷、李文斯
顿、北部、史坦登岛、伯克利和密尔
本共计 7 所分校的选手们参加了比赛。
吴晗校长和田琰老师以及众多义工为
比赛的筹备和进行奉献了数不清的日
日夜夜。教学部唐晓铨老师担任分区
负责人。来自南区 7 所分校的 21 名老
师担任评委。总校长张凉和总校长助
理胡克平前来助阵。

此次网络比赛的独特形式极大地鼓
励了一些平时比较腼腆，不敢去现场比
赛的小选手。由于是预录演讲视频，害
羞的小朋友们敢于面对镜头，尽情展现
自己，比赛中涌现了一大批好苗子，尽
管年纪小，但他们的天真快乐、自信爽
直让现场的评委老师们颇为动容。华夏
乐于为这些可爱的花骨朵们提供温暖的
土壤，期待他们未来的尽情绽放！
本次演讲比赛顺利闭幕，三家承
办分校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结合全
体评委老师的倾力奉献，保证了三场
比赛的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系统
零误差操作。而华夏中文学校一贯传
承的义工精神，是本次大赛成功的最
大保障。
春天就在前方不远处，所有的困
难都将变成我们华夏人前进的动力，
华夏义工们不忘初心，迎难而上，必
能看到春暖花开！

特此鸣谢
2021 年演讲比赛组委会成员：
杨德山、陈艳、吴晗、田琰、李礼、仲玲、
唐晓铨、曹作军、韩瑞霞、卫东、何燕、
何心平、薄英戡、孙斌、卫亚利、游牧、
张凉
1 月 10 日上午，长岛分校承办了
由博根、康州、长岛、大纽约和纽约
我又喜欢上了游泳。
2019 年，我终于升到了游泳队的
高级组。第一次训练，我好紧张。环视
周围，看着我旁边的这些队友，心想：
“他
们肯定比我游得好多了。”果不其然，
他们游的都特别快。一个半小时下来，
我感觉自己都要散架了。这是要累死我
吗？我想，还不如回我以前的组呢，我
在那儿游刃有余。可在这儿，我是跟不
上他们的。依我看，这样高强度的游泳
一点也不好玩。这样的投入，值得吗？
挣扎许久后，我还是没舍得放弃。
不仅我们的训练难，而且时间紧
凑。周一到周五都是九点半以后回家。
周末，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就在池中
游了。别忘了游泳比赛，这些地方一
般很远，起得更早。有时学校事情多，
我就没有游泳的时间和精力了。可是，
我最终还是去了。因为，要想游泳，就
要坚持下去。训练时，即使是我最不喜
欢的蝶泳，我也要一直游下去。开始，
很多人超过了我。他们碰我脚让我挪开
的动作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一
次又一次，我咬着牙游了下去。一天又
一天，超我的人越来越少。一月又一月，
我的训练轻松了一些。比赛的日子终于
来了。在我游完摸到墙的那一刻，我
抬头看到了我的结果 ---- 比上次快
了整整十秒钟的时间，我们组的第二！
这种快乐是没有付出不会感受到的。这
种快乐是无人能拿走的。这种快乐让我
忘记了所有训练的累、所有超过了我的
人。毕竟，这次是我超过了他们。
这么多年来，我每周都在不停地游
泳。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运动，它
还教给我了许多。每天的训练帮助了我
学会安排事情，把作业与其他工作快快
作完。认识不同的队友，与他们聊天，
改变了我本来很内向的性格。一天天很
难的锻练与教练的无数次督促和帮助，
让我进步，展现给我努力的结果。疫情
期间，虽然压力很大，我也并没有停止
游泳。这一年，我从游泳学到了很多，
再一次克服了困难，战胜了自己。

我家的狗狗
毕业班 邓伊丽  指导老师 张勤
去年不是正常的一年。去年三月，
新冠病毒把美国变得面目全非。我们
的学校（中文和英文的）都关门了。
我们要出去的话，就一定要戴口罩。
去年，因为我们不能出去，我们家的

  供稿：杨德山、李礼、田琰、唐晓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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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狗，Bubba，就很高兴。我和弟弟每
天上课时都把他抱在身边。爸爸工作
时，也把狗抱在他的腿上。它有灰白
的毛，黑黑的眼睛，还有长长的耳朵，
我们都说它长得像一只兔子。它陪伴
着我和我弟弟一起长大。我们带着它
到处旅游，跟我们去过加拿大，尼亚
加拉瀑布，海滩等地方。它就像我们
的家人。而它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
饭。去年，我们全家人在家里上学或
工作，它非常高兴。但是它去年九月
三日，十六岁时，去世了。我们都很
伤心，特别是爸爸。因为想安慰他，
我们就很快地买了一条新的小狗狗，
它治愈了我们的心。

圣诞老人
八册二班 张竟扬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圣诞老人在每年 12 月 24 日的晚
上会送礼物给全世界的小孩子。这个
节日就叫“圣诞节”。12 月 24 日的晚
上，睡觉前，孩子们会留一些饼干和
牛奶给圣诞老人。孩子们很早起床，
去圣诞树下找礼物。圣诞老人是一个
胖胖的老人，他戴着一顶红红的帽子，
穿着一件红红的外套，还背着一袋礼
物。但是今年，圣诞老人给的礼物我
不喜欢，因为他只给了我一箱“Nutella”
和一张 $20 的银行卡。原来圣诞老人以
为他买的是一张礼物卡，但是不小心
买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 $25，但是银
行却收了 $5 的税。我家的圣诞老人一
共买了四张卡，结果还要交了 $20 的税。
哈哈……

我知道的圣诞老人
八册二班 张竟扬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圣诞老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圣诞节之前，小孩子们会给圣诞老人
写信。圣诞老人看完后，就去作坊里
和精灵们一起做信里要求的礼物。他
们做好多好多礼物，数都数不过来。
做完礼物后，圣诞老人坐着他的雪橇，
去送礼物。圣诞老人会从每个房子里
的烟囱进来，把礼物放在圣诞树下面。
但是圣诞老人只会在孩子睡着的时候
给他们礼物。平时表现不好的孩子只
能得到煤炭。然后，圣诞老人也会吃
小孩子留下来给他的饼干和牛奶。送
完礼物后，圣诞老人就回家去了，等
待下一个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