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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两面猫

爱迪生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孙怡迦 指导老师 刘凡

一束郁金香
爱迪生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符哲睿 指导老师 刘凡

飓风过后
爱迪生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李若愚 指导老师 王晗

介绍长春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李风帆 指导老师 窦泽和

看中文电视学中文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蔡朗悦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怎么学好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张凌瑞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学习中文的秘密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余学淇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梦中的北京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林妮可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学中文的故事
爱迪生分校 AP 中文班 胡海蒂 指导老师 窦泽和

妈 妈
爱迪生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周予涵 指导老师 王晗

家 乡
爱迪生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周予祺 指导老师 王晗

黑蚂蚁和红蚂蚁——探美食
爱迪生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叶思齐 指导老师 王晗

阳春三月华夏中文学校 215名考生
将参加HSK中文水平考试

3 月 20 日，华夏中文学校迎来了
又一个回归常态的盛事 - 2022 年 HSK
毕业考试。经历了两年的居家网络考
试，这次回归实地考试给准备工作带
来了额外的压力。为了方便考生，此
次 HSK 考试分为三个区，分别由总校
长张凉、总校长助理薄英戡老师和大
纽约分校何青校长负责，三个区的筹
备工作有条不紊、周密细致，目前三
区的所有监考老师已经到位，考试材
料都按时送达各区，考场布置工作也
基本完成。三区考点及报名情况如下：

北区考点：大纽约分校、博根分校、
纽约中心分校，3 所分校；

HSK4 级报名人数：46 人
HSK5 级报名人数：20 人
北区考点合计：66 名考生

中区考点：密尔本分校、伯克利
分校、北部分校、里海谷分校、桥水
水校、李文斯顿分校，6 所分校；

HSK4 级报名人数：40 人
HSK5 级报名人数：11 人
中区考点合计：51 名考生

南区考点：爱迪生分校、南部分校、
普兰斯堡分校、东部分校、樱桃山分校、
中部分校，6 所分校；

HSK4 级报名人数：75 人
HSK5 级报名人数：23 人
南区考点合计：98 名考生

此次 HSK 考试总共 15 所分校 215
名考生参加，在此衷心祝愿每位华夏
考生取得优异成绩！

（总校教学部 杨剑虹 供稿）

我还记得，2021年的6月23日那一天，
这只猫成为我们家的一部分，出现在了我
的生命里。

刚把它接到家里，从笼子里放出来，
它就不见了。由于它还是只小黑猫，很难
找到，我和弟弟找了好久，最后发现它藏
在沙发底下。可能是因为生疏的缘故，它
总是躲着我们。可如果我是它，我也会选
择保持谨慎，毕竟谁也不知道陌生人的身
份和性格。

我弟弟给它取名为“喵呜”，这个名
字听着有点怪，但还挺可爱的，我们有时
也叫它“小呜”。渐渐的，它好像知道我
们叫喵呜或小呜时，就是在叫它，也会很
配合地跑过来。

在我家习惯后，它慢慢暴露了真实的
一面。小呜经常会用它那尖锐的爪子抓沙
发，还会跳到窗帘上去。有好几次都把帘
子给扒拉下来了，我爸爸被它气得哑口无
言，只能不停地摇头苦笑。

有时候我很好奇，小呜为什么走路还
会发出声音，猫走路不都是轻轻的吗？可
它就不同了，晚上在家里到处乱跑，我总
会被它的脚步声吵得睡不着觉。

它还爱在白天睡觉，一睡就是一整天，
晚上却很精神。我认为小呜是把睡觉时间搞
混了，不过谁也阻止不了它。我发现，它睡
觉或困了的时候，会比清醒的时候乖好几倍。
所以我爱叫它“两面猫”。不过人也一样，
困了的时候自然就没力气吵闹了。

它对食物非常敏感，我们吃饭的时候，
它一定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可怜巴巴地
看着我们吃。我每次走到放猫粮的地方，
它也会跑过来误认为我是要倒给它吃，即
使它饭盆里还剩好多。

我觉得自己很了解它，我会留意它的
一举一动。我每天放学后回到家，它都会
跑到门口来迎接我，像是在问我：“你去
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即使小呜很顽皮，但我依旧爱它，很
爱很爱，非常爱。我们是彼此的伙伴，因
为它也会在意我的表情，读懂我的心情，
跑过来蹭我，示意我
要开心，不要沮丧。

转眼半年多过去
了，小呜已经从以前
那只懵懵懂懂的小黑
猫，长成了一只大猫。

春节前，爸爸和妈妈去Costco买菜。
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在桌子上看到了一束
郁金香。

郁金香的花瓣很好看，上面是浅黄
色，底下是粉红色的，像小娃娃的脑袋。
它们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花瓶里，我一眼
就看到了草绿色的花茎和叶子，好像是在
水里面跳舞。妈妈说这束花有一打，共
十二朵花，我数了数，一朵，两朵，三朵……
十二朵，还有一朵小小的花躲在中间，一
共十三朵。这些花有些小，有些大，有些
高，有些矮，它们都很可爱、很漂亮。

可是，我觉得花的名字有点奇怪。
它叫郁金香，却不是金色的，也不香。郁
金香共有一百三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把鼻
子贴在花瓣上也只能闻到一点点的气味，
没有浓郁的香气。大家都以为郁金香是从
荷兰来的，我二年级的科学课老师告诉我

们，其实郁金香是从
亚洲来的。

我们的郁金香已
经买了一个礼拜了，
还在盛开着，希望它
可以一直开到情人节。

妈妈叫婷婷，长发白衣蓝裙，“婷婷
“玉立，漂亮时尚。她很爱我，我更爱她。

妈妈能歌善舞，喜欢旅游，开开心心。
她给我们做饭，也一直保护和
关心我。她像个姐姐给我买衣
服，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送给
我。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
写信告诉她学校发生的事，大
家说我是妈妈的小棉袄。

我希望她永远美丽开心，
跟她一起做指甲，旅行探险。
我会永远爱妈妈。

妈妈爸爸来自长沙，湖南最大的城市，
有很多名人，其中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位
领袖。

那是个美食天堂。一大早吃辣米粉，
中午我喜欢湘江鱼，晚上品尝最好的烧烤。
湘菜太好吃了！

长沙山明水秀，有湘江和橘子洲。岳
麓书院一千多年历史，妈妈说是中国最古
老的学校。

长沙很棒。我想跟全家再回长沙。很
多家人在等着我们。

黑蚂蚁和红蚂蚁——历险
（课文新编）

爱迪生分校 标准中文六年级 张悠扬 指导老师 王晗

雨 夜
（惊悚小说）

密尔本分校六年级  徐安迪 指导老师 徐梦溪

第一次出门找食物，
红和黑都很兴奋。红的爸
爸对他们说，“别离开
其他蚂蚁！”很快他们
忘了爸爸的话，和大家
走散，不一会儿就迷路
了，黑想回家，红还要
玩。饥饿的小鸟飞下来，

想把他们当晚餐，吓得他俩边躲边跑。一
路上小鸟追在身后。当他们终于跑回家，

快到冬天了，黑蚂蚁出去觅食，遇到
了红蚂蚁，跟他打招呼 :“你在干什么 ?” 

“我正在找过冬的食物。” 
“我也是！”
“你找什么类型的食物？”
“我喜欢树叶的味道。”
“太巧了，我也是！要不要一起找？”

红蚂蚁答应了。
秋风带走了满树

的绿，树叶都掉了，
找起来真困难，但他
们一起终于找到了想
要的叶子。回家路上
他们谈论工作和家
人。到家后他俩挥手
道别，希望能再相见。

平时热闹的小区，窗后没有一丝灯
光。平时葱翠的小路，连根拔起的树横七
竖八地倒在路上。妈妈用露营燃气灶做饭，
爸爸打着手电筒。这是 Hurricane Sandy
中我经历的。不用借书，看电影或上网，
我真切地记得那场灾难。那时我四岁。飓
风中的黑暗寒冷让我惊恐，特别是晚上，
有时我会哭。

我慢慢长大，读到空难，西班牙流感，
山林大火，海啸和从来没有远离的战争。
比 起 Hiroshima
原 子 弹， 其 实
Sandy 不 算 什
么。 我 同 情 经
历 灾 难 的 人，
希望不再有战
争。

长春是我父亲的出生地。我的奶奶爷
爷生活在长春。疫情前，我每年暑假都去
长春看奶奶爷爷。长春位于中国东北的吉
林省，是吉林的省会，是东北的大城市之
一。长春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长长的春
季，但是在冬天还会下雪的，并不像云南
的昆明那样四季如春。

长春以前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叫新京。
在那时那里就有了电车、煤气和高楼。现
在，伪皇宫的遗址是长春最有名的一个景
点。参观时，导游带我们游览参观了溥仪
皇帝的卧室、办公室和王座。二次大战后，
新京的名字就改回了长春。新中国建立以
后，变成吉林的省会。

长春也被叫作中国的“汽车城”，因
为中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在长春。它现
在也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它引
领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全国百分之
十的汽车是在长春制造的。

与我爷爷家一街之隔，就是长春的动
物园。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
动物园。我从小就喜欢去这里看各种各样
的猴子、东北虎、长颈鹿，小熊猫和游乐场。

在距离我爷爷家十公里远处，有一个
公园叫净月潭。里边有，一个水库和一片
很不常见的黄松林。我跟妈妈一次在那里
爬过一座山。在山顶上，俯瞰长春市全貌。

长春的交通很发达。我从北京到长春
坐过飞机和高铁。我从长春去哈尔滨，只
用了一个小时。

我很想念长
春和爷爷奶奶，但
是由于新冠疫情
的原因，我已经两
年没去中国了。我
希望疫情尽快结
束，明年夏天可以
再去长春。

已经晚上 12 点半了，我揉了揉睡意
朦胧的双眼，抬头望向窗外的天空，黑漆
漆的一片，我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隐隐
约约听到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睁开眼我已
经搭上了去往北京的一列火车。我的爷爷
奶奶坐在我的身旁。在我的梦境中这天阳
光明媚天气晴朗，我向窗外望去，外面流
动的风景在我们的面前一掠而过。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还有热闹繁华
的街道。

火车到站了，我牵着爷爷奶奶的手下
了火车。我们的首站是天安门广场。热情
的售票阿姨招待了我们，让我们先去广场
上观看升国旗。那是格外的壮观。我们远
远地向天安门城楼望去，朱红的瓦砖，高
大的城墙显现出了昔日皇家的尊严。我迫
不及待地登上了天安门，站在上面的那一
刻我仿佛穿越到了去年的国庆，仿佛听见
了全国人民的欢呼声。我站在城楼上向下
望去，广场上的人山人海。每一个人都面
带笑容，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欢乐也拍了不
少的照片留念。

下了城楼，我和爷爷奶奶便来到了故
宫，也就是紫禁城，以前皇帝们居住过的
地方。那是充满神秘而又威严的地方。参
观了故宫那些珍贵的文物，那些富丽堂皇
的宫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出来的
时候我没注意脚下的台阶，心也跟着跳了
一下。突然眼前一黑，我又回到了自己的
房间。那瞬间我感到又遗憾又激动。

爸爸常常说他的广东话是从电视学起
的。妈妈说我的中文是从《巧虎》学的。(因
此，我说“谢谢”的时候，就说成“谢……
谢……!”) 为什么看中文电视对学中文这
么好？我觉得原因是中文电视里的人物说
话的时候像真正的人说话一样。这样就不
用去中国 ( 或者别的说中文的地方 ) 学日
常用的中文。因为暑假我们不能去中国，
妈妈让我看中文电视保持我的中文水平。

我小时候会看中文电视，听中文儿歌。
这些让我学会我的拼音，也教会了我许多
中文儿歌。小孩看的中文电视虽然挺好看
的，但是里面的中文不太难，过了一会儿
就没有用了。而且，中国的儿童电视常常
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国外做的电视节目
常常比在中国做的儿童电视更有品质。中
文有很多特点，比如，它虽然有很多同音
字，但是能用很少的字说出很深的意思来。
有时候，这些电视节目可以教你一些新的
成语，但是这些电视节目介绍的成语一般
是很简单的。中文字大多数有偏旁，这样
可以表达出字的意思。如果电视节目教的
中文，可能会教一些简单的偏旁。

儿童电视节目大多数不好用来学中
文。我看过一些专门教中文的电视节目，
这些不太难而且能教中文和中国文化。我
曾经看过《快乐中国》，我觉得对学中文
特别好。《快乐中国》又教中文又介绍中
国文化。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传统电影。美国
有牛仔电影。日本有武士电影。中国最有
名的传统电影是武侠。看武侠电影不但可
以学中文，而且可以学会中国的教养是怎
样的。在武侠里，我们能学到中国人的品
德。比如，很多武侠的主角一开始一点儿
功夫都不知道，但是他逐渐地练习，后来
就慢慢地变成一位特别优秀的武术家。这
是一个很平常的情节，因为中国人的一个
品德是坚持加油，不停地增加能力。武侠
例证中文的一个特点，武侠里的武术家给
他们的招式取名
字的时候，常常
用很少的字介绍
出很深的意思。
比如说，“降龙
十八掌”翻译到
英文要用很长的
字才能把意思代
表出来。

真的不敢相
信，我已经在中
文学校学了九年
中文了！今年是
我学中文的第十
年。太难想象了！
在我刚上一年级
的时候，爸爸妈
妈就把我送到了爱迪生的华夏中文学校。
每个周日，他们都会风雨无阻地把我送到
中文学校上课。

记得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不
过，过了几年，我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周末的时候，其它同学，都出去玩，
而我却要去中文学校，这太不公平了！每
到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总是要跟我说，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有多么快，现在学习中文
有多么重要，将来如何，如何……总之，
无论我多么不乐意，中文课还是要上的。
我相信，和美国中文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
感觉一样，觉得中文课太难了！每节课我
们都必须要默写上节课学的生字。每个星
期的星期六我都很紧张的速背单词，背得
我头昏脑胀！中国字也太难写了！

就这样，磕磕碰碰，转眼就到了九年
级，这一年我们重点学习中国文化和各地
的风俗习惯，于老师是我们的任课老师。
虽然疫情期间，只能上网课，但我觉得，
这一年学得东西最多，也最有意思。虽然
课上讲的东西，以前也听说过一些，但这
次内容就更加丰富和详细了，特别是每次
上课，老师都会结合课本和实际给我们讲
一两个非常有趣故事，非常有意思，有的
连爸爸妈妈都没听说过，好像闻所未闻。
记得介绍中医历史的时候，老师结合金、
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帮助我们分
析了为什么会长虫子，吃什么东西可以避
免糖尿病，等等，太有意思了。一天，爸
爸说他肚子有些痛，我就用老师教的方法，
用中医的五行理论帮他分析原因。爸爸听
了，连声称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他
听我分析之后，肚子痛都好了一半了。真
是太神奇了！

总之，通过这一年中国文化的学习，
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发现中
国文化还是很有魅力的，甚至觉得自己以
后有必要再多学一些中文。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大家好我是孟非”。听到这几句话，我瞬
间就回到我三岁的时候。在我印象中，我
从小就特爱陪着奶奶和妈妈一起看各种各
样的中文综艺节目。即使我一句话也听不
懂，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反正
如果奶奶和妈妈突然笑起来，我也会傻乎
乎地跟着笑。一转眼，就已经过了十一年
了。现在，十四岁的我终于能真正的理解
孟非说的笑话，而且还能轻松地读懂下面
的字幕。虽然中文很有趣，可是我为学习
中文这件事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流了不

少的眼泪。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中文学校的那一

天。刚开始，我特别紧张，甚至连话都不
敢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去中文学校的乐
趣。我不仅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学习
读写汉语，而且还可以交许多新朋友。我
每周都期待去中文学校学中文新知识，还
能用中文和老师同学聊天。在中文学校，
我发现中文和英文很不同。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文字起
源可以追溯到商朝晚期的公元前 1250 年 ,
有至少 6000 年的历史了。和英文对比不
管是发音还是书面语言都是完全的不同。
中文是一种由字符或符号组成的语言。每
个字符或单词都有各自的含义。而英语由
26 个字母组成。汉语拼音和英文的字母很
相同，汉语拼音主要是一种语言工具，可
协助语言学习过程，现在会汉语拼音就能
在在计算机或智能手机上输入中文。

对于我来说，中文最难的部分是中文
发音的卷舌和翘舌，前鼻音和后鼻音。我
的爸爸妈妈都是四川人，所以普通话不太
标准。在四川方言，不卷舌。“laoshi”
要说成“laosi”, 分不清“zi”和“zhi”。

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学习中文，但是
对我来说，不仅有用而且还好玩的方法是
看综艺节。综艺节目上的词汇和用语都接
近生活，通俗易懂，对于中文的听力和理
解力很有帮助。通过综艺节目也可以了解
中国的流行文化。我喜欢看“奔跑吧兄弟”，
“这就是街舞”，和“王牌对王牌”等许
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可以换着看。

当然能够到中国去生活体验是最有效
的学习中文的方法。我在 2012 年的暑假
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回中国旅游探亲。在到
达中国的第一天晚上，我非常不适应周围
的语言环境。妈妈的家人们都围着我说着
中文，语速很快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让我突然想念在美国的爸爸，开始大哭来
了！为了安慰我，我的姨妈答应带我去看
中国著名的大熊猫。第二天，外婆做了我
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姨妈带我去看了
熊猫，我也开始和他们用我有限的中文交
流，慢慢地我从能听懂一两个字到一两句
话，过了半个月，我可以随便地和小朋友
一起玩耍了！

中文不能只
是在课堂上学，
而也要尽量在课
外多读、写、听
和说。这些是我
在学习中文的过
程中积累的方法
和经验。

很多语言都特别难学会，但是中文
被评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有 10 万
多个汉字，40 多个笔画，26 个拼音字母
和 4 个声调。

要想学好中文必须要学好听说读写。
想要学好听说读写就要从基础开始。基
础是什么呢？基础是拼音和笔画。

中文的发音很独特，跟很多其他语
言的发音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个，很
多外国人读中文的时候他们总是发音不
准。所以，学会拼音和四个声调对学习
中文非常重要。学了之后，你就会知道
汉字怎么发音了，也就会更容易记住每
个汉字怎么读了。这自然会帮助你听中
文和说中文。

中文跟其它的语言非常不同，很多
语言的字都是由一些字母组成的。但是
中文却不一样。中国的字是由笔画组成
的。那些笔画可以在上，在下，在左，在右，
在外，在内，变化多端。所以，学会笔
画对学习中文也非常重要。当你学完笔
画以后，你就会知道汉字的结构是什么
样子的，就会更容易记住汉字怎么写。
这当然会帮助你写中文和读中文。

学完这些基础之后，学习新的生词
就容易多了。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必须
要每天都练习听说读写，不然就会忘记。

听，可以通过听中文故事来练习。
这会帮你熟悉各种字的发音，懂得更多
的词组和用词方式。说，可以通过跟会
说中文的人交流来提高。如果你身边没
有人会说中文，你可以通过朗读词汇和
故事来练习。这会帮你把字的发音发准
确。读，可以通过读你喜欢的中文书或
者文章来增强。这会帮你认识更多字，
而且熟悉更多字的笔画。写，可以通过
写信或者写文章来练习。这会帮你记得
更多的字怎么写，怎么运用在具体的场
景中。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其它方式
来促进自己的中文水平。例如，看中文
电视，听中文歌曲，去中国旅游等等。

世 上 无 难
事， 只 怕 有 心
人。 学 习 中 文
虽然一开始会
非常难，但是只
要 你 坚 持， 把
基础掌握好了，
学中文就会变
得越来越简单。

ぁ 爱迪生分校 & 密尔本分校

一个深夜，雨
下得很大。车都在
匆忙地往家开。这
时，一位司机松开
了油门。在这样的
夜晚开车必须小心。
车上的雨刷“砰，砰，
砰”，要把人催眠
似的。司机看到路
边有一个人影。那
人穿着一件很不合
身的大衣，拇指直直地伸着。怎么这么晚
还会有人搭车？司机于是打开双闪，靠边
停下了车。搭车的人马上窜进车里。他很
快关上了门，松了一口气，他把帽子摘下来，
看着二十多岁，有着一头疯狂的红头发和
红色的胡子。

“很糟糕的夜晚，不是吗？”司机问道。
搭车人说：“哦，是的。是的。”
“你没事吧？”司机问。
搭车人只是点了点头。
这时收音机响起，都是些很无聊的采

访。车在路上开着，车里的俩人都没说话，
一边听广播，一边听着自己的想法。

       司机紧张地整理他的西装和领
带。相比之下，搭便车者穿着肥大的大衣
和粉红色的 T 恤，显得很邋遢。

“你在这附近工作吗？”司机问。
“是的。”搭车人说。“我在公司加

班到很晚。”
再一次，他们陷入了沉默。
车又开了几英里后，收音机里传来了

一条新闻，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收
到紧急报告，一名患者从精神病院逃脱。
据说他是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并且杀过
人。”

搭车人说：“别担心。我不是凶手。”
说完还摆弄着他的外套。

“你靠什么谋生？”司机问。他想换
个话题。

“我是作家。我正在写一本小说。”
“是吗？是关于什么的？”

秋天是什么
密尔本分校六年级 刘子尧 指导老师 徐梦溪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街上铺满了落叶
像一个金黄色的地毯
秋天是果园里挂满苹果
像一个个红彤彤的小灯笼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小松鼠抱着松果欢快地奔跑
储存食物 准备冬眠
秋天是大雁排成整齐的队伍飞向南方
躲避寒冷的冬天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睡觉时不再踢被子
周末不再去海边堆城堡
而是去熊山看满山红叶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家家门前堆满了微笑的南瓜
女巫和公主
大灰狼和小白兔
成了好朋友
手拉手一起去要糖果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玉米地里出现一座大迷宫
我和弟弟在里面兴奋地跑来跑去
寻找着唯一的出口

秋天是什么
秋天是丰收 
是喜悦
是满怀希望地迎接冬天的第一场雪

“连环杀手。”
这时收音机里又传来一条新闻。
“逃跑的病人叫西蒙•休斯。他早上

从医院逃了出来。非常危险，完全不可预测。
西蒙•休斯逃走时穿的是偷来的西装，还
打着领带，假装是医院工作人员，还偷了
护士的车。”

搭车人看向司机，问道：“你说你叫
什么名字？”

“我叫西蒙，西蒙•休斯。”
搭车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西蒙咧嘴

一笑。他手中的刀刃在对面的车灯下刺目
惊心。（完）

我竟然在梦境里体验了去北京旅游
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也弥补了我的一些遗
憾，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游玩。去北京的
天安门和故宫的想象都是在电视上和手机
里看到的。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北
京看看，看看我所梦到的那些场景，是否
准确。

红爸爸发现他们很惊慌。听完他们的故事，
爸爸说，“看，你们没听我的话，才遇到
了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