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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东部分校小语世界
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
中文四年级  朴伸伶  指导老师 沈岩君

我喜欢的学校活动—管弦乐队演奏会
六年级 黄沛琳  指导老师 夏方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画画儿
六年级 陈怡桦  指导老师 夏方

我的妈妈
七年级 林芳羽  指导老师 李颖

我的家
七年级 张悦然  指导老师 李颖

我家旁边的公园
七年级 李馨薇  指导老师 李颖

中文给的快乐
AP 中文班 姚青和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的爸爸
七年级 柳美珑  指导老师 李颖

风
马立平 七年级 王菲菲  指导老师 唐智燕

小幽灵
五年级 沈子姮  指导老师 王剑

我家的小狗狗
马立平五年级 李智焕（Charles Li） 指导老师 曲杰

我是小画家
华夏中文学校新闻部 卫亚利

2021“华夏杯”绘画大赛报名截止
网上投票人气奖揭晓 其他奖项评审进行中

火热的 2021“华夏杯”绘画大赛报名活动于 11 月 10 日截止了。本届比赛吸引了众
多分校和选手参加。除了非华夏的参赛者，总共有 20 所华夏分校参加，共有 401 幅作品
报名（每位参赛者限报一幅）。本届作品精彩纷呈，佳作迭出，百花齐放，令人目不暇接。
各分校报名人数为：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数
北部分校 6
中部分校 31
纽约中心分校 19
大纽约分校 22
博根分校 24
南部分校 15
爱迪生分校 8
理海谷分校 34
普兰斯堡分校 34
哈德逊分校 1
长岛分校 13

参赛单位 参赛作品数
李文斯顿分校 29
史泰登岛分校 5
樱桃山分校 22
东部分校 13
康州分校 12
桥水分校 14
大费城分校 50
伯克利分校 6
密尔本分校 28
非华夏学校 15
合计 401

七名专业评委将对所有作品进行专业评分。本次评分将从6个部分考量：技巧，感染力，
主题，色彩 / 光影，构图及其他。组委会将汇总每个作品评分，评出各种等级。欢迎大家
继续关注！

目前网上投票人气奖已经揭晓。来自美国、中国及其他地区的亲友团在 11 天时间里
踊跃为参赛者们点赞、投票！有 20 幅学生画作获得人气奖，祝贺获得人气奖前 20 名的参
赛学生！

我的画里，
山特别青，树特别多
山里有阵阵的花香，
树上挂满了果子，
这里是小动物的家园。

我的画里，
沙漠也变成了绿洲，
到处都有明艳的仙人掌，
还有清澈甘甜的泉水。

我是大自然的小天使，
挥动着七彩画笔
鸟儿在我笔下唱歌，
声声都是爱的音符 ;
蝴蝶在我笔下飞舞，

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我的白兔子。
我的白兔子名子叫思看岛。它住在我的床
上。每天晚上我喜欢拥抱着它睡觉。我爱
思看岛。

思看岛很可爱很柔软。思看岛很小。
当它站立时，它的头伸到我的膝盖。我喜
欢思看岛的耳朵，因为它的耳朵很软。思
看岛的棕色眼睛好象两个弯曲的卫星。它
的鼻子缝起来很复杂。思看岛的鼻子是一
个半圆和两条曲线。然后它的肚子的白色
阴影比它身体的其余部分要轻。

那一次我病了，妈妈带我去医院。我
们到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兔子在白床上。
这个兔子是一位护士送的。我决定给它思
看岛这个名字，因为思看岛是美洲原族的
名字。

思看岛是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我爱
思看岛。

我家养了一只爱斯基摩犬，听说它刚
来的时候小小的，一身白茸茸的毛，非常
好玩，于是叫它“毛球”。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毛球就来到了
我们的家。我出生后，毛球一直陪伴着我。
毛球很漂亮，也很听话，从来不乱咬东西。
听妈妈说，我小的时候躺在摇篮里，一哭
毛球就跑过去用爪子摇晃着我的摇篮，不
让我哭，我们都非常爱它。

就在 5 年前，我的
太姥姥去世了。我和毛
球讲了这件事，我以为
它听不懂，可是过了一
会儿，毛球满脸泪水，
它感动到了我们全家。

毛球陪伴我们十七
个年头了，我希望它还
能够多活几年，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要到了，家家户户
都装饰好了自己的房子庭院。有的摆上了南
瓜，有的装好了充气的怪兽，还有的拿出了
吓人的大蜘蛛。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万圣节
的到来，小幽也在等待着。

小幽是一只小幽灵，它最喜欢和人交朋
友了。但是作为一只幽灵，它只有在万圣节
的时候才能出来玩，所以它决定今年的万圣
节一定要交到很多朋友。

终于，万圣节到了。小幽开心地飞来飞
去找朋友。这时，它看到了一个穿着幽灵衣
服的小孩子提着篮子在路边走。它很高兴地
飞过去，跟她说：“小朋友你好！”可是那
个小孩子看到了它之后，大叫一声就跑了。
小幽追在后面着急地喊着：“你别跑啊！”
但是小孩子已经跑远了。小幽停了下来，叹
了口气，说道：“我还以为她很喜欢幽灵呢。
不过没关系，我一定会交到朋友的。”于是
小幽又继续开始找朋友。

过了一会儿，小幽又看到了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戴着一对儿大大的黑色的耳朵，
身后还有一条黑色的毛茸茸的尾巴。小幽慢
慢地飞了过去，对那个小孩子说：“你好，
小朋友，”小孩子很害怕的问：“你是谁？”
小幽灵笑着说：“我的名字叫小幽，是个幽
灵。我想跟你交朋友，可以吗？”它刚说完，
就被拒绝了。“我不想和幽灵做朋友。”小
幽伤心地问：“为什么？”小孩子回答说：
“因为你是幽灵，我是人呀。我们都不一样，
怎么可以做朋友呢？”说完他就跑掉了。小
幽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想着：为什么不一
样就不能交朋友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小朋友们都要回家
了，小幽还没交到朋友。于是它决定明年的
万圣节再来，到时它一定会交到朋友的。小
幽要回家了，它恋恋不舍的飞到了空中。然
后它看到了那个穿着幽灵衣服的小孩儿靠在
墙边，身前站着一个大孩子。他们手里正在
争抢一个篮子。小幽记得那个篮子是小孩子
的。“她一定遇到了危险，我要去帮她！”
小幽吸了一大口气，身体变得很大很大。然
后它猛的一下飞到了大孩子的眼前，嘴里喊
着：“给我糖果！”那个大孩子“啊”地一
声叫出来，很快的放下了篮子，转身就跑。
小幽成功地把坏孩子吓跑了，赶紧变回原来
的样子，对那个小孩子说：“你别怕，我已
经把坏孩子吓跑了。”小孩子问它：“那你
要吃我的糖果吗？”小幽摇摇头：“不，我
不吃你的糖果，我想跟你做朋友。”“真的
吗？但是我有些怕你。”小幽立刻说道：“为
什么怕我？你不是也装扮成幽灵了吗？”小
孩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对哦，我们
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做朋友吧！”小幽很
开心，它终于交到朋友了。“我的名字叫小
幽，你呢？”小孩子说：“我叫小月！很高
兴认识你！”

那个晚上小幽过得很开心，它交了朋友，
也玩了游戏。要分别的时候，它对小月说：“我
们要说再见了，明年的万圣节我会再来，到

那时我们再一
起玩儿吧！”
小月说：“再
见，小幽，我
们明年再见，”
然后，小幽飘
到空中，慢慢
消失了。

我们学校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有电
脑，有艺术，还有小合唱团。我最喜欢的
学校活动是管弦乐队的演奏会。

在学校乐队里，我拉大提琴。我的同
学们会带小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到乐
队来。我们每个队员除了平时自己练习之
外，还要经常一起合练，因为我们管弦乐

我最喜欢的学校活动是画画儿。我每
年在学校都会参加画展和美术比赛。画画
儿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爱好。

我 5 岁开始就非常喜欢画，画过很多
东西。那时候，我很多次不知道怎么说，
我就会画出来。老师和同学看到我的画儿，
他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我会很开心。

每次我累了，我都会想去画画儿，不
会去玩游戏。遇到烦恼的事，我也会去画
画儿，因为画画儿带给我喜悦，让我轻松。

现在，我觉得画画儿是艺术，它对我
们的生活非常有意
义。很多很久以前发
生的事、很多已经看
不到了的人，都因为
有他们的画儿，我们
才能知道。

以后，我希望画
笔永远跟着我，我也
不会放弃画画儿。

有一天，我在院子外面的摇椅上读
书。哗哗，一阵风吹下来好多花瓣儿，
花瓣儿落在我的头上，衣服上，和摇椅
上，好是漂亮。

春天的风是暖和的，温柔的，吹在
脸上很舒服。不像冬天的风，干干的，
冷冷的，让人想要躲起来。

我经常可以待在外面一下午，看书，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的家庭成员爸爸和妈
妈，但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我的爸爸。总的
来说，在我印象中爸爸工作很忙，但有时间
也会带我出去玩，会陪我说话。手机是他最
好的朋友，美味是他最大的享受。他很喜欢
美食，而且口味挺重。爸爸不太爱做家务事，
特别是做饭打扫卫生。一要他去做家务事的
时候，他就不太高兴。

首先让我告诉你我爸喜欢的东西。我爸
很喜欢吃特别，甜，咸，麻，辣等等口味重
的食物。记得有一天他很高兴跟我说：“来，
尝一尝我从中国带的一个小点心。”我兴奋
地回答：“嗯？真的么？太好了！”我瞧了
一眼那个大饼，上面洒满了芝麻，里面掰开
看见好多冰糖块和看得见的白沙糖，我满怀
希望地吃了那个点心。哇噻！点心的甜味让
我舌头顿时失去味觉，喉咙发苦。哇！甜死
我啦！我爸口味重得那么厉害！除此以外爸
爸喜欢的印度汤圆也甜得让我难以接受。

另外，我爸也很喜欢看手机。天天看新
闻，看得不亦乐乎。而我，一个天天学习，
不太玩游戏的人，默默地看着他一边哈哈大
笑着，一边玩手机，心理极度不平衡。但是，
也没事。反正对我来说现在是学习的时候，
不可能像他一样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看手机。比如，吃饭时候，上厕所或者出去
玩的时候，等我打球的时候，等车的时候，
等等。爸爸在家几乎什么家务事都不用做，
只是有时候铲猫砂和洗碗。除了做这几件事
情以外，就是蹲着马桶上面一边看手机，一
边哈哈大笑高高兴兴的，他过得真爽！

我爸也有不喜欢的事情。比如我已经说
过，他最不喜欢做家务事了！一要他去做一
件很小的事情，他就会各种推脱。现在我长
大了开始帮妈妈做些简单家务事了，因为不
想妈妈太累。我爸也是不喜欢天天在家里呆
的一个人。他曾经说过男人就应该走四方，
虽然我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我真的感觉他很
喜欢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和朋友聊天，他真
的好开心。

我爸也有让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比
如：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爸爸常常背着很
重的背包在大山里像个猴子一样蹦来蹦去拍
照片，欣赏风景。他会跟我说：“上来呀！
还行，你们不会受伤的！”可我知道对我来
说其实比较危险的，爸爸只好拉着我的手一
点点地往前走。走到最后我们就会看到美丽
的风景啦，所以我很喜欢和他出去旅游。

现在爸爸去了亚特兰大工作，这样的机
会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少了。再加上今年的新
冠病毒，我们更没有办法出去旅游。

这就是我的爸爸啦，我最熟悉的人之一。
是不是和很多爸爸有相似的地方呢？

队每个季度都有音乐表演。今年的春季演
出，我们就表演了四首乐曲。

演出前最后一次合练那天，我五点半
就来到了会场。在这里，只有我的管弦乐
队老师和我的同学们。这是因为还有新冠
病毒的疫情，所以不可以有太多人同时在
一个地方。在会场的左边，同学们正在准
备他们的乐器。在右边，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我准备好我的乐器，然后开始练习。

过了一会儿，老师对大家说：“好，
我们开始合练吧。”同学们就在老师带领
下开始练习那四首乐曲。练习完成后，我
们就开始录音。第一首，我们录的《Big 
Rock Candy Mountain》。第一次录完以后，
老师听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有些地方我
们需要改善。然后，我们录了第二次。老
师又听了一下，觉得还是可以弹得更好，
于是我们又录了一遍，终于老师对第三次
的录音满意了。接着，我们很快就录完了
第二首歌，《Arkansas Traveler》。然后，
第三首、第四首也很容易地完成了录音。

录完所有的乐曲以后，老师把录好的乐
曲一首一首地播放给同学们听。我们安静地
听着自己演奏的乐曲，我一边听一边想起了
自己以前那么久的练习，感到很高兴。同时，
我也很感谢我的音乐老师在一个学期里给我
的指导。因为没有老师的指导。我们今天就
不能有那么好的演奏和录音。

看风吹树叶和花朵。树叶刚刚萌芽，透
着嫩嫩的绿色，好像风把它们轻轻地吹
出来的一样。花朵长满了树枝，蜜蜂在
中间飞来飞去，空气中充满了风带来的
阵阵花香。

我捡起地上散落的花瓣，放在手心
上。当风吹起的时候，我扬起花瓣，让
它们在风中继续飞舞，我也随着它们一
起跳起了舞。

我还喜欢在我家前院的摇床上，静
静的躺着，听风在我耳边温柔地吹过。
我躺在摇床上，透过树叶的缝隙，看蓝
蓝的天，白白的云。各种各样的白云被
风带着慢慢地飘过，飘向远处。

我很喜欢有风的春天，万物都在复
苏，充满了活力！

我觉得我今年没有交到新朋友，因为今
年一年都是在家里隔离。

我最熟悉的人是我妈妈。
以前妈妈每天还要出去上班，她跟我和

妹妹在一起的时间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妈
妈每天早早地起来上班，然后晚上七点之前
回到家。妈妈上班回来后会跟我们一起吃饭，
有的时候吃完饭还会跟妹妹和我打扑克，像
连轰带炸，套圈，红桃七等等。星期六不上
班，妈妈晚上会给我，妹妹和爸爸做好吃的，
比如说，锅包肉、宫保鸡丁、溜肉段、烤排
骨等等，都很好吃！

饭吃完了以后，有可能8点多，妈妈常
常建议看电影。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大多数
的时候是在星期天看。

妈妈天天照顾我们，帮着我们收拾东西，
做家务，洗碗，洗衣服等等。跟妈妈一起的
时候可以让我很开心。

最近妈妈在家快一年了，我们跟着她一
起在外面散步。我们每个礼拜选一天出去散
步，会走大概6,000或 8,000多步呢！我们开
车到处跑，特别好玩。我跟妈妈去爬过山，
在雨中走，还在树林和海边走。我们去过的
地方都很好玩，妈妈在的时候我会更加开心。
妈妈跟我一起在家让我感觉很快乐，她会跟
我玩，还会耐心地和我讲很多东西。

我觉得跟妈妈在一起很开心，互相很了
解。妈妈是我最熟悉的人。

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有记忆
起就住在这里。我和妈妈爸爸和姐姐住在一
起。我的家在东布朗士。

我的家宽敞明亮，我的房间在二楼，房
间里面的墙是我喜欢的粉色，地毯是我喜欢
的绿色，房间里有我喜欢的家具和我的许多
毛绒玩具。我的房间窗户对着的是一片小树
林，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小鸟。我家后
院里有一个吊床，是我很喜欢玩的东西。我
家的小区里有一条可以散步的小路，我经常
和妈妈一起去散步，还和姐姐一起骑自行车。

我在小区里结交了很多朋友。我的邻
居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一位朋友住在我家旁
边的房子里。他们一家姓“刘”。我还有另
一个邻居，他们姓“航”。我和这些邻居一
直是好朋友。我和他们一起打排球，我们一
起旅行，我们也一起聚会。

由于冠状病毒仍在继续，我没有经常
离开家。我只是有时出去打排球，或者跟妈
妈一起逛街。我已经快一年没去学校了，我
没见过我学校的任何朋友。我希望有一天我
不需要一直呆在家里，但我现在必须继续等
待。我的家里仍然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这是
我最多呆的地方，也是我感到舒服的地方。

我喜欢我的家，因为这里有我爱的爸
爸，妈妈和姐姐；我喜欢我的家，因为这里
整洁舒适；我喜欢我的家，因为我可以天天
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玩。

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家旁边的公园。我
家房子比较新，我两岁时就搬到这个家里，
在这里长大，经常在这个公园玩耍。

这个公园非常漂亮，一到春天，公园里
就开满了鲜花。公园里的鲜花五颜六色，漂
亮级了！红的像草莓，白的像雪，蓝的像天
空。天暖和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去公
园里的儿童乐园玩儿，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跟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公园里的儿童乐园
玩儿，我们一边玩儿，一边奔跑，一边笑，
特别有趣。

公园里还有好几个足球场，哥哥姐姐都
参加了足球队。所以我经常跟哥哥姐姐，或
朋友一块儿去公园里的足球场踢足球。公园
里的足球场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动物园，动物
园里有马，羊，孔雀，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我记得小时候，我拿着胡萝卜跟外公外婆一
块儿去公园里的小动物园喂小动物，它们吃
得可欢了。看到它们吃得那么开心，我在旁
边拍着手，我也好开心啊。

公园还有一片一片的草地，又大又绿。
我现在还会跟着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朋
友们一块儿去玩。有时候还会带着各种各样
的食物一块儿去吃。

这就是我最熟悉的公园，这里的公园有
花，有各种场地，有草地，还有各种各样的
动物，这是一副多么美丽的图画啊。

我是小画家，
挥动着七彩画笔，
画着蓝天
画着大海
画着青山
画着绿树……

我的画里，
天特别蓝，
蓝天下有大雁在飞翔，
有鸟儿在歌唱。

我的画里，
海特别阔，
海里有鱼儿翻腾，
海上有海鸥翱翔。

翩翩舞出人生的多姿 ;
花儿在我笔下绽放，
朵朵开出生命的绚丽……

我是小画家，
挥动着七彩画笔，
我要画出四季的美妙，
还有人间最美好的关爱。

我以前认为学中文是很没有用的，我
和我的朋友，甚至是中国小朋友，都是用
英文交流的，为什么得会中文呢？所以我
很不想学中文，都是被父母逼着上中文学
校。由于我没有什么学习动力，我的考试
成绩都没有很好。

后来，事情终于有了一个转变。某一个
周末我们吃完饭我妈过来问我，“想不想一
起看一个中国的综艺节目？”我说，“可以
啊！”。然后妈妈就打开电视，我们全家一
起看了起来。我还记得当时看的综艺节目是
《奔跑吧兄弟》第一季，节目里有一群人一
起做任务，最后还撕名牌。整个过程非常轻
松搞笑，我们全家都一直笑个不停。后来我
就喜欢上了看中国的综艺节目，电视剧等等。
每个周末晚上，我们全家都会一起看中国的

综艺，一开始电视里的人说话快一些我就听
不懂，很多成语和词语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时候我才觉得中文还是很有用的，以及，
我发现我的中文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只好
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停的问爸爸妈妈这个什么
意思，那个什么意思，他们刚才说了什么？
爸爸妈妈都耐心的给我解释。屏幕下方也有
中文字幕，我也对照着看中文字勉强猜节目
里的人物的对话内容。就这样看了很多节目
以后，慢慢的他们说的话我大部分都能听懂
了，就连下面的中文字幕也能看懂大部分。
发现这点以后我非常的开心，也不觉得中文
有什么难学的了。

再后来我父母还带我回中国见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我和他们的交流完全没有障
碍，国内的亲戚朋友也夸我中文学得好。我

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别人甚至不知道我是从国
外回来的小孩，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所以学习中文并不是只有看书，天天写
汉字才能学出来的。在家里和家人说中文，
看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连续剧，都可以提
高词汇量和口语水平，而且过程不像死读书
那么辛苦和乏味。

无论是学中文，还是学德语，一开始都
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坚持就是胜利，到了最
后面你会慢慢发现可以和在外国的亲戚们交
流，还可以看很多没有被翻译成英文的影片，
或者是书。这时候就能体会到中文的确是非
常有用的。

希望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中文带来的快
乐，而不是只想着当年学中文给我们带来
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