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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
标准中文六年级 陈若佳   

指导老师 刘有任
	 我今年已经 11 岁了，从小到
大，曾经有过很多爱好，比如玩乐
高、骑自行车、画画和弹钢琴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爱好也发生
了很多变化，但是有些爱好却一直
保持到现在。
	 我的一个爱好就是花样滑冰。
虽然上课时有些枯燥，训练时又非
常艰苦，但是我很喜欢在冰上跳
跃、旋转和自由滑行的感觉，它会
让我产生一种自豪的成就感。
	 我也爱唱歌跳舞。我每星期
都在舞蹈学校学习跳踢踏舞，在音
乐戏剧班学习音乐剧。我们目前
正在排练的音乐剧——亚当斯家
族。这已经是几年来我参加演出
的第四个音乐剧了。除此之外，我
每年都参加我所在学校的合唱团。
	 我还喜欢拉中提琴，我已经会
拉很多曲目了。虽然练习的时候
经常需要一遍一遍地重复拉一样
的音符，很枯燥，但是每次我学会
一个曲目后，优扬的琴声总会让我
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爱
好还会产生更多变化，还会出现更
多新的爱好，但是对音乐和舞蹈的
热爱将会一直伴随着我，因为悠扬
的音乐和欢快的舞蹈总是让我对
生活充满了向往！

难忘的骑车经历
标准中文六年级 黄瑞琪   

指导老师 刘有任 
	 大多数七岁的孩子骑自行车
都骑得飞快，估计也都有骑自行车
摔倒刮伤膝盖的经历。记得我七
岁那年，有一次爸爸带着我和哥哥
去杜克花园骑车玩。我在崎岖不
平的小路上骑自行车骑得飞快，结
果摔倒，还把膝盖擦伤了。
	 和许多小孩子骑车摔倒擦伤
膝盖的故事一样，我骑得太快了，
以至于脚都跟不上踏板旋转的速
度。刚开始时自行车略微有些晃
动，但很快就变成了左右不停地摇
摆，就像有人在故意摇晃我一样，
然后就完全失控了，我连车带人狠
狠地跌倒在地上。
	 当爸爸和哥哥骑到我身边时，
我慢慢坐了起来。爸爸急忙走过
来，我哭着告诉他：“我告诉过你，
我们应该带上护膝！你看！”爸爸
急忙点着头，看着我的膝盖。我的
膝盖上有很多小碎石子，而且流着
鲜血，我的右手掌上也有好些小的
刮伤。爸爸帮我把膝盖上的小碎
石子小心清理掉了，但我发誓我还
能看到膝盖上还有一些小石子，他
告诉我那是破了的皮。
	 哥哥 Alex 推着我的自行车和
他的自行车，爸爸背着我并推着他
的自行车慢慢往回走。走到一半
时，爸爸问我是否可以自己走路 ,
我说不。但是他还是把我放下来，
让我自己走。然后我推着自己的
自行车往停车场走。我们到车里
找创可贴和 Neosporin，但是没找到
合适尺寸的。所以，我们去了游客
中心。在那里，我先把伤口洗干净，
然后爸爸向一位女士要了一块大
的创可贴，但是伤口实在太大了，
只能贴上一小半。
	 到家后，我赶紧去向妈妈告
状，告诉妈妈今天的经历。她告诉
爸爸应该带上护膝，说如果是她带
我们去骑车，一定会让我们带好护
膝。总而言之，骑自行车时，尤其
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骑自行车时，
除了带头盔外，还一定要记得带护
膝。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提醒爸爸。
每当看见我膝盖上的伤疤，就会想
起那次在杜克花园的骑车经历！

宝贝六月
标准中文六年级 许可丽   

指导老师 刘有任 
	 一大间教室里挤满了人，我和
大家一起在欢呼，这一切都发生在
一个周五的一堂音乐课上。原来
是我们的音乐课老师正在向大家
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身高不到 5
英尺的孩子也有机会参加高中音
乐剧“吉普赛”的演出了，但是必须
要先通过试镜。
	 放学回家后，我告诉妈妈这个
消息。妈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
得的好机会，鼓励我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我去了那所
高中，但是对试镜持有怀疑态度。
舞蹈部分令人愉悦，唱歌时有点紧
张。值得庆幸的是，导演要我和另
外三个女孩再次表演歌舞。这时
我的脑子里仿佛有一百万件事正
在同时发生，也许我有机会？也许
我确实可以做到？最后我和另一
个女孩又被要求表演那个角色的
台词，我意识到我现在应该有很大
的机会了。我立刻全神贯注地投
入，准确无误地念完了那段台词。
一周后我接到了通知，让我演“宝
贝六月”的角色！
	 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排练中，我
遇到了很多优秀的演员，得到了很
多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帮助，似乎我
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亲密成员。
最后四天的成功演出也是非常令
人兴奋和激动。不得不说，在每场
演出之前，紧张的气氛总是让人惴
惴不安。但是演出结束后，我们会
从后台兴奋地跑到走廊上去和我
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当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我和
大家一起拥抱痛哭，真不想离开这
个大家庭。“可丽，有一天你将会
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如果你继续努
力，我希望能得到你的邀请去观看
你的演出，因为我知道你会在那个
闪亮的舞台上发光，比整个世界上
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明亮。”这是我
在开始大哭之前听到的最后一个
声音。
	 美好的经历和难忘的回忆将
永远伴随着我，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这激动人心的日子,“吉普赛”和“宝
贝六月”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
中。

猫和狗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祁淾、

唐诗棋和程好  指导老师 沈海燕
	 很久很久以前，猫和狗是最好
的朋友。它们每天一起吃饭，每天
一起和主人玩耍，每天一起探索冒
险……它们的日子过得又快乐又
美好。	
	 有一天，猫和狗正在主人的后
院里玩。这时，它们看到主人回家
了，热情地跑到他的身边欢迎他。
可是，不知为什么，主人看到它们
既没有笑容，也没有像平常那样高
兴地迎接它们。猫和狗觉得有一
点奇怪，但是没当一回事，所以还
是开开心心地跟着主人回到他的
屋子里吃饭。	
	 吃饭的时候，猫和狗更加惊奇
了。主人吃不下饭，话也不多。最
后，猫忍不住了，问道：“主人，您今
天怎么了？”	
	 主人长叹了口气，说：“唉，今
天老板把我开除了，而且我还会失
业很长时间。我实在是没办法养
两个宠物了，可是我也不知道应该
留下你们中的哪一个，因为你们两
个在我的心里都一样的重要。所
以，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一
起到后院里的小溪边开始一场跑
步比赛。我将留下比赛的优胜者。”
说完，他就离开了餐桌，休息去了。
	 猫和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大家都沉默了，因为猫和狗既舍不
得离开主人，又舍不得离开它们的
好朋友。猫先叹了口气，说：“这下
我可惨了。我们都知道你比我跑
步跑得快。”狗想了想，说：“这样
吧。明天比赛的时候，咱们故意
同时到达比赛的终点。这样主人
没有办法用跑步比赛来决定留下
谁。”猫松了口气，说：“那太好了，
谢谢你。”于是，猫和狗一起回到它
们的屋子里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猫、狗和主人按
计划到后院里。主人在后院的一
棵松树旁边划了条线，说：“比赛路
线就从小溪到松树。谁先跑到终
点就是比赛的优胜者。比赛现在
开始！”	
	 果然，狗一路领先。猫虽然加
快了速度，还是追不上狗。狗看到
猫落后了，故意放慢脚步，让猫赶
上它。可是，跑着跑着，狗又领先
了。正在狗再次回头看猫的时候，
它没注意脚下，绊倒在一棵树根
上，脚受了伤。在这时，猫赶上来
了。
	 狗对猫喊道：“猫，等等我呀！”
猫看着狗可怜的样子，放慢了脚
步，心里感到难过，可是它想了想，
又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自己一个
人跑到了终点。狗见猫不等它，感

到被猫背叛了，非常失望。
	 狗好心等猫，后来又摔倒了，
最后狗输了这场比赛，变成了一条
流浪狗。两个好朋友变成了仇敌。
从这一天开始，狗一看到猫就要
追，猫一看到狗就要逃。

我
马立平七年级 徐安妮   

指导老师 沈海燕
	 每天早上站在卫生间的镜子
前面，我都看见一个七年级的学
生，那就是个子不高，中等长发，还
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的我。我对自
己微笑，就看见一排牙齿，装着一
副牙套。我的生活很忙，每天都有
好多事要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唱歌和读书。即使没有很多时间，
每天晚上我也坚持看书，还要练习
唱歌。我也很喜欢游泳，游泳对我
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每周有五天的游泳训练，每
天要练两个小时。在没有游泳训
练的那两天我会去参加游泳比赛，
那就一整天都泡在里面了。我游
泳游得很好，我们的游泳队也很
强。上个星期我们到纽约去参加
最大的比赛。我们在长岛住了三
天。尽管我游得很好，进步了很多，
但还有比我更快的人。我一定要
加油，训练更认真，坚持到底。
	 我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前天
去游泳训练时，教练让我们做一套
很难的训练，我的队友们都放弃
了，开始游得越来越慢，但我还是
用我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套训练。
两个月以前，我在学校做了个人物
研究的项目。我选的主人公没有
很多信息。找了三天，我还没找到
任何信息。我的朋友告诉我：“实
在找不到就告诉老师，让他给你换
一个人物。”我没听她说的，一直查
找，终于找到了信息。不管需要多
长时间，我都会坚持到底。	
	 这就是我，一个爱唱歌，爱看
书，爱游泳，和坚持的女孩。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祁淾  

指导老师 沈海燕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只乌鸦
正在它的窝里和它的孩儿们躲避
寒风。乌鸦已经整整花了一上午
帮它的孩子寻找食物，可是最后什
么也没有找到，只好飞回窝里休息
一会儿。
	 “妈妈，我们饿了，”小乌鸦们
喊道。“我们饿了，我们饿了！”乌
鸦只好低下头，忽视它们的抱怨。
	 乌鸦的肚子正在咕噜噜叫的
时候，它远远地看到老虎也回到自
己的洞里休息，嘴里还叼着一大块
肉。老虎一上午在外打猎，想休息
一会儿，所以打了个哈欠，睡着了。
乌鸦看着那块肉，直流口水，最后
实在忍不住了。虽然从老虎洞里
偷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但是如
果它不能尽快找到食物的话，它
们肯定熬不到春天就饿死了。乌
鸦咬了咬牙，悄悄地飞到老虎的洞
里，把那块肉偷走了。
	 这时，狐狸也感到饿了。它的
洞就在乌鸦的窝低下，所以狐狸跑
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乌鸦嘴里叼
着的那块肉。狐狸看到那块肉，眼
睛都发绿了。	
	 “亲爱的乌鸦，你的羽毛多漂
亮呀！”狐狸叫道。乌鸦往下看了
狐狸一眼，没出声。“亲爱的乌鸦，
我常常听说您的声音很好听，您能
给我表演一下吗？”乌鸦听了真开
心，可是它知道自己其实唱歌并不
好听，所以还是不出声。“亲爱的乌
鸦，您为什么不唱歌给我听呢？对
不起，您不是我听说过的那只会唱
歌的乌鸦！”
	 乌鸦这一听，立刻说，“不是
的！不是的！我就是那只会唱歌
的乌鸦！”乌鸦的话还没说完，那
块肉已经落到地上了。“谢谢亲爱
的乌鸦！”狐狸说完，叼起那块肉，
高高兴兴地准备往自己的洞里走。
	 正在这时，老虎从树丛里跳了
出来。它看到狐狸嘴里叼着的那
块肉，指着狐狸说，“嘿，原来是你
偷了我的肉！”狐狸见到老虎吓得
腿都软了，开口说：“不是我，这块
肉不是我从你那里偷的！”
	 老虎还是慢慢地向狐狸走去。

 

	 华夏中文学校桥水分校于二月二十三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校内辩论
比赛。	比赛分高低两个年级组，共十三位小辩手参加了比赛。	整个比赛
由辩论班指导老师凌小平主持，五位老师和家长组成的评委团及两位义
工学生为计时员。	
	 本次比赛的辩题为：生活中，情商和智商哪个更重要？辩手们通过抽
签决定自己的比赛顺序，然后配对进行辩论。他们从去年底得知总校决
定今年的辩题起，在凌老师的指导下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比赛开始，首先
各自阐明己方的观点，然后互相提问，展开辩论。他们或旁征博引，摘用
中外古今名言佳句，或使用统计数据、普遍现象等说服对方，或从议题的
定义中寻找对方的遗漏之处。舌枪唇剑，你来我往。对于对方辩友的提问，
各位同学的反应要么正面回击，要么侧面迂回。对辩期间既有镇定自若，
据理反击者，也有童趣横生，直截了当的回复，令人捧腹。	
	 纵观整个比赛过程，显而易见，辩手们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与训练，都
能按计划良好执行。其中几位辩手表现出的镇定与机变令人侧目。观后
不禁感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特摘录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
国说》做以总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
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撰稿：Min	Ju)		

	 抗击疫情中，辛苦工作在一线
的医护人员尤其需要我们的关爱和
帮助。大纽约华夏的师生家长们立
时行动，踊跃募捐，短短时间汇集了
数千元善款，以华夏大纽约中文学
校的名义购买午餐，捐赠给 White	
Plains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的
医生和护士，送餐会持续两周。除
了捐赠午餐，我校师生家长还把善
款汇集起来，直接捐给医院，用于购
买医疗物资。
	 捐助的午餐全部从本地餐馆预
订，按时送至医院。为 White	Plains	
Hospital	ER 的医护提供健康美味
的中餐，舒缓医护人员工作的疲劳，
同时又帮助了受疫情冲击当地餐饮
业。
	 随爱心午餐一起送到医护手中
的还有华夏大纽约的学生们为送餐
活动精心准备的感谢和温馨祝福。
每一份充满灵气的设计，每一段发
自内心的话语，都代表着来自华人
孩子们最真挚的问候和支持。
	 学校的孩子们踊跃参与到募捐
活动中。既然不能出门当面致谢，
就纷纷在家中提起笔，把对抗疫第
一线医务人员的感谢和祝福表达到
文字中、画纸上。暖心感恩的话，创
意灵动的图，是孩子们在尽自己的
力量为社区贡献。
	 我校的老师们积极鼓励启发孩
子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潜心培
养学生的责任感和爱心，真正做到
教书育人。每次送餐，校长都亲自
把精心打印的慰问语送到餐馆，和
美味午餐放在一起，保证医院工作
者收到孩子们的祝福！
	 下面是我校学生设计出的一些
问候信件和图画，出自孩子的手，温
暖医护人员的心。谢谢你们，华夏
大纽约的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雏凤清声 
记 2020 华夏桥水中文学校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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