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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逆向行走的时钟

我的卧室
ぁ 中部分校

我爱小鸡

中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程率远 指导老师 甄丹彤

中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吴悦文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去年八月十二号，我参加了钢琴比
赛。那天一大早，我兴奋地穿上了我的大
红色漂亮的表演礼服，妈妈精心地给我梳
好了辫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心里美
滋滋的。我坐在了钢琴前，开始录制了。
奇怪，我发现我的指头根本不听指挥，弹
了几遍，不是有错的音，就是曲目的轻重
缓急不到位。重复了好多次，好不容易把
曲子录制好了，但我自己有些失望。果然，
过了几天，我听老师说，我的曲子只拿到
了第三名，我的心情糟糕透了。躺在床上，
四周很静，只听到对面墙壁上的时钟在“滴
答、滴答”一下一下地走着，好像在对我
说着什么。我瞪大了眼睛盯着它，咦，是
不是我的眼睛花了？时钟怎么在一下一下
地反着走啊 ......“滴答、滴答”，它带着
我回到了昨天……“你怎么又忘了这里要
弱下来呀！”妈妈着急地叫着。我的指头
慢悠悠地在钢琴上走来走去，“明天就要
录比赛视频了，你看你这样能拿到好成绩
吗？”妈妈在旁边不停地喊着，说我这里
太重，那里太快。我要是听了妈妈的话，
成绩是不是会好一些？”滴答、滴答”，
墙上的时钟继续带我往回走。我坐在钢琴
前，妈妈坐在我旁边，离比赛还有一个星
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妈妈的话
就像风，从我左耳朵进，又从我右耳朵钻
出去啦。我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漫
不经心地弹着，又错了？没关系，下次再
改。妈妈说我是老和尚撞钟，一遍又一遍，
毫无进步。看着一周以前的自己，我好后
悔，我为什么不让自己进步呢？我为什么
不马上改错呢？“滴答、滴答”，墙上的
时钟又带着我回到了老师的家。“我们用
这首《牧民之歌》作为这次钢琴比赛的曲
子，好吗？”老师问我，“好！”我信心
满满地回答。拿到曲子，我先是左手练几
遍，再是右手练几遍，然后就迫不及待地
两手开始合奏了。虽然断断续续的，好像
听起来还不错，没有老师说得那么难，我
有些得意，老师是不是要夸我呀。可是老
师摇摇头，指着几个音，说“这些地方都
是错的”，又问“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
些符号？”“你为什么不看谱子呀？”“慢
慢练，每段音准确了，才能开始练快……”
如果，按照老师说的好好练习，一定能拿
到第一名！我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钢琴前，
翻开了琴谱，把手放到了琴键上方……“快
醒醒，你怎么睡着了？”耳朵边传来了妈
妈的声音，哦，原来我做了一场梦啊！我
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心想它要真的是一个
可以逆向的时钟，该多好啊！

我家有一只鸡。这只鸡是我妈妈的
朋友给我们的。我妈妈的朋友也给别的
人小鸡。她有一个孵蛋器，可以用来孵
小鸡。有一天，我爸爸去我妈妈的朋友
的家去拿我们的小鸡。那时候，我们没
养过宠物。我们的小鸡是黄色的，像一
个毛茸茸的小球一样。因为厕所很暖和，
所以我们把小鸡放到厕所里。我和我的
弟弟每天早上会很早起床去看小鸡。没
有人在陪它的时候它就会叽叽叫，所以
我们会在厕所里待很久。过了一两个月，
小鸡开始长白色的羽毛。我没有见过白
色的鸡，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又过了几
个月，小鸡长大了。它的身体是白色的，
脖子和尾巴是黑色的。小鸡的个头跟我
的脑袋差不多大，叫得也更大声，所以
它不能在厕所待着。天气好的时候，我
们会把它放到院子里玩。小鸡小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它是母鸡还是公鸡。有一天，
我要把鸡放出去
玩 儿， 结 果 在 鸡
窝里发现了两个
蛋。 原 来 它 是 一
只 母 鸡！ 从 此，
它每两天下一个
蛋。 我 很 爱 我 的
小鸡！

捕蝇草
中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张亚隆 指导老师 甄丹彤

我的小天地
中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薛玉娇 指导老师 甄丹彤

2020 年 的 圣 诞 节 礼 物 到 底 要 什 么
呢？我怎么想也想不到，突然想了一个好
主意，我要重新装饰我的房间。妈妈说让
我自己在网上找，自己决定怎么布置。我
自己从 Amazon 上买了我喜欢的东西。在
床头上，我贴了一个大 A，上面有一个花
体的 Alicia（我的名字），还有一群蝴蝶
环绕着，陪着我粉色的墙和白色的床，很
漂亮。侧面的墙上有一个粉色的羽毛装饰，
据说它可以收集你的噩梦。自从挂上它，
我一月都做了美好的梦，真神奇啊。我还
买了个新画框，上面有十多张照片，有我
小的时候，有我旅行的时候，还有很多别
的，都是美好回忆。我的房间里有一个读
书区域，那里有我最重要的装饰。是一个
大豆袋椅，刚买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很
着急想坐上去，我们俩一下就扑上去了。
这个椅子特别舒服，特别暖，又大，我和
哥哥两个人都能窝在上面，跟一朵大云似
的。妈妈还送给我一个小毯子盖着。爸爸
送了一个台灯，所以看书的时候不会暗。
从那儿以后，我就喜欢坐在上面读书，有
些时候，我和哥哥一起窝在上面，趁妈妈
爸爸不注意的时候，我们会偷偷拿上来一
点零食吃，一边读书，一边吃零食。太美
了呀！我的房间真是我最爱的小天地。

Mia
中部分校 美洲华语五年级 纪稼欣 指导老师 李雯

有一天，我在学校学到了一种植物，
名字叫“捕蝇草”。这种草不仅能吃虫子，
而且能数时间。在科学课上，老师让我们
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说“捕蝇草”的
本事。看到“捕蝇草”的形状，我有一点
害怕。“捕蝇草”的叶子，是很小的碧绿
爪子，像两个张开的贝壳。爪子的边缘长
得像针一样的细刺，这些细刺像小卫兵一
样守护着它的大门。“捕蝇草”吃虫子的
时候，因为“捕蝇草”的小爪子上有虫子
喜欢的液体，吸引小昆虫飞到小爪子里。
爪子里面有三到五个冒出来的针。有时候
虫子碰了一个或两个针，它不会把爪子合
上。但是如果在二十秒之内小昆虫碰到了
最后一个针，爪子会迅速的关住。它的爪
子差不多一天之后才会再打开。如果是个
大的昆虫，它一周才能消化完。爪子打开
了后，我们会看到爪子里有虫子的外骨骼。
但也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如果由于虫子逃
脱了而没逮住虫子，“捕蝇草”的叶子会
变黄而死去。我以前以为“捕蝇草”只是
吸收空气，水分，或土壤的营养，现在我
认为不是像以前一样了，“捕蝇草”还有
吃吃虫子的本事。大自然真奇妙啊！

●

我朋友的狗叫 Mia。它身体大部分是
金色，但是它的耳朵，头，和背是黑色的。
它有蓝色的眼睛，粉色的爪子，和黑色的
鼻子。Mia 喜欢运动，也喜欢睡觉。它很
可爱，也很聪明，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
友好。Mia 是一只很喜欢运动的小狗，还
能听懂一些话。它能跳过呼啦圈，能跑到
远处捡球，还能根据我的指令坐下，躺下。
Mia 也是一只可爱的懒惰的小狗。Mia 喜
欢睡觉，喜欢躺在地上，或者人的腿上。
Mia也是一只聪明的小狗！主人怕它乱跑，
给它买了一个围栏，让它在围栏里玩，可
它不喜欢。有一天，Mia 等到周围没有人，
它推开用来挡住围栏的绿色箱子，不断尝
试，终于钻到围栏外边。中午我的朋友下
楼吃午饭的时候，她才知道 Mia 钻出了它
的围栏。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它回来围栏里。
Mia 还很友好。在外边碰到别的狗，它总
是会开心的叫起来。当它看到我，它总会
停下来，等我去拍它，它也会耐心的等着
我抱它。
Mia 真 的
很可爱，
我很喜欢
跟 Mia 一
起玩，相
信你也会
喜欢它。

中部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 吴悦文 指导老师 甄丹彤

妈妈告诉我，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搬
进了现在住的房子。过去的十一年里，我
一直住在我的卧室里。在我家里，我最喜
欢呆着的地方就是我的卧室。我房间墙的
颜色是青绿色的，是绿色中带着一点蓝色。
这个颜色是我从许多颜色中选出来的，我
非常喜欢。我的大床是放在我屋的正中间。
我的床是用木头做的，上面放一个软软的
床垫，被子，两个枕头，还有两个娃娃。
我床的两边放着两个床头柜，右边的放着
台灯和我的闹表，左边的放着更多的娃娃。
我以前跟我姐姐都住在这个屋，以前的屋
里摆着两张床，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我
姐姐的，墙的颜色是浅粉色。三年前，我
姐姐决定搬到她自己的房间。于是，爸爸
帮我把房间大变样，我睡的小床换成了大
床，墙也重新刷了一遍。我按照自己喜欢
的样子重新布置了一下。自从疫情开始，
我们都在家里上网课。我上学就会去我的
卧室。我打开摄像头的时候，后面总是同
一面的墙，同学和老师们就会看到我卧室
里那面青绿色的墙。我感到发懒的时候，
就会坐在我的床上上课。在我家里，我的
卧室是属于我的“小天地”。我打算过两
三年后再把我的卧室重新布置一下，让我
的屋子又有一个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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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之后，猫意识到是老鼠做的坏事。猫
很生气，所以后来猫和老鼠常常吵架！
每年都有一个生肖动物。中国人认为你的
生肖代表你的性格。我的家庭像个大动物
园，有马、两只羊、蛇、鸡、鼠。我的生
肖是老虎。老虎代表自信、勇敢和有竞争
力，但我是自信、有创作力及有竞争意识。
我的大弟弟是蛇。蛇既冷静又聪明，这很
符合他的性格。我的二弟弟是羊。羊温柔、
明智、善良。但他不温柔，可是很明智。
我妈妈也是羊，她又温柔又明智。我的三
弟弟是鸡。鸡的特征是聪明，有雄心，健
谈。我的三弟弟很聪明，而且很爱说话，
还很好奇，喜欢问问题。最后是我的小妹
妹，她属老鼠。老鼠体贴并有坚定的意志，
但妹妹太小不知道她有没有老鼠的特征，
但我希望她是个体贴的人。
   你看，生肖的特征，并不完全代表人
的性格！

冰晶公主和精灵的故事
博根分校 CSL 3 Olivia Rivera 指导老师 何燕

爬山
博根分校 马立平五年级 李知乐 指导老师 冯丽滨

计收猪八戒读后感
中部分校 马立平五年级 武洛诗 指导老师 司静

读了《计收猪八戒》，我想一个很
有本领的妖怪可能是唐僧的徒弟。因为孙
悟空很有本领，成了唐僧的徒弟，然后
猪八戒也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也成了
唐僧的徒弟。我猜要是唐僧再碰到一个
有本领的妖怪，没准儿又被收成了徒弟。
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有这些理由。第一，
观音菩萨说唐僧的徒弟会有很多的本领，
会保护他。所以唐僧遇到的妖怪，也许并
不真的是坏人。八戒不是，那也许别的妖
怪也不是。第二，要是有神仙在天宫里
做了坏事，观音菩萨会给他们一个改错
的机会，那就是去保护唐僧。第三，现在，
两个妖怪，小白龙和猪八戒，都成了唐
僧 的 徒 弟， 成 了 唐
僧西天取经的助手。
由 此 可 见， 有 本 领
的 妖 怪 可 能 会成 为
唐僧的徒弟。不过，
在 打 妖 怪 之 前， 如
果 大 家 先 交 流自 己
的 想 法， 也 许 就 不
会 你 打 我， 我 打 你
了。 大 家 和 和 气 气
交朋友多好啊！

我的小猫咪
中部分校 美洲华语五年级 罗葳 指导老师 李雯

我的猫叫咪咪。它今年十二岁。它
的毛短短的，有很多颜色，有白色，黄色，
棕色和黑色，摸起来很柔软。有时候，咪
咪会陪我做功课。它会跳上我的桌子好奇
地看着我。如果我很专心写字不理它，它
会背对我，用它的尾巴扫我的功课，好像
想要擦掉我的字。它扫呀扫，直到我摸它，
它才停下来。当咪咪饿了，它就会在我们
的脚下转来转去，不停地叫我们给它吃
的。它最喜欢海鲜，一闻到，就会跳上饭
桌，想偷吃一口。只要我一看见，就会把
它抱下来。然后，我会悄悄
地给它一点。我喜欢和咪
咪一起躺在床上晒太阳，
抱在一起看电视，坐在
窗前一起看外面的小动
物。我希望咪咪可以一
直陪着我。

ぁ 博根分校

生肖
博根分校 CSL3 Maya Mendez 指导老师 何燕

   很久以前，当还没有时钟告诉我们时
间时，玉皇大帝说，他有个办法。他用
十二个动物来计算日期。但哪个动物应该
是第一呢？于是，玉皇大帝要举办一个比
赛，谁过河最快，谁就是第一！
   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但它们不会游泳，
所以它们问牛朋友，要它带他们过河，牛
同意了。在比赛当天，老鼠特地没叫醒猫。
只有老牛和老鼠去了。老牛驮着老鼠，当
老牛差不多快到河边时，老鼠突然跳下去，
变成了第一，紧接着是老牛、虎、兔、龙、
蛇、马、羊、猴、鸡、狗，最后是猪。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诸侯争霸，
战争频繁。数百年后，七个王朝开始形成。
他们都筑起了自己的防御墙。秦始皇统一
中国，将各朝的城墙连接在一起，创造了
举世闻名的古代工程奇迹。自秦以后各朝
代都修建过长城。特别是明代，更增加了
城墙防御。如果您去参观长城，会发现每
隔一段就有一个垛口，这是为防御而建。
当站岗士兵看到敌人时，他点燃火把，另
一个士兵看到后也迅速点燃火把，就这样
一直传下去，直到消息传到皇帝手中。
参观长城一定要了解修筑长城背后
的故事。长城是手工建造的，整个建筑在
修筑的过程中夺去了数百万生命。孟姜女
哭长城就是一个讲述了修筑长城中融合了
劳动人民勤奋和心酸眼泪的故事。
游览长城你会忍不住拍照，万里长城
将是一个最完美的背景。长城总是在不同
的季节展现她的美丽景象，就像一条龙蜿
蜒曲折。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听完我的
介绍后，心动不如行动，快去中国参观这
个伟大的文化遗迹吧！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和精灵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自已杜撰的。
在很久以前有个公主叫冰晶公主，
她住在城堡里。在她的城堡里有一个很特
别的地方叫精灵作坊，那里一直吸引着她。
她每天经过那里，都被里面放射出来的光
吸引着，她会不自觉地站在那里看。有一
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她打开了那扇门。她
一打开就看到白茫茫的雪，她好像来到了
南极，而且还下着大雪。她往右边一看，
她看到了精灵。精灵一看到她就躲到盒子
里，盒子上写着“小孩勿碰”。冰晶还是
禁不住拿了盒子，从里面跑出来，上了一
个楼梯，转弯又上了一个楼梯，最后来到
了她的房间。她坐在床上，打开了盒子问
精灵：“为什么只有你在里面？”精灵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他的，只有特别
的人，十年才见到一个。你现在见到我了，
是因为你今年表现得很好，帮了很多人也
很努力学习，所以你才可以见到我。那请
你把我放回去吧，我要去见圣诞爷爷，告
诉他冰晶公主是个好孩子！
冰晶公主从神秘的房间出来后就直
奔到皇帝和皇后的房间，告诉他们有关她
的神秘之旅，所以小伙伴们要听话要好好
学习哦！

万里长城

在春假一个晴朗而又温暖的日子里 ,
我们全家约上一群好友去爬山。我们选在
纽约靠近新泽西的 Harriman 州立公园的
花栗鼠山 (Chipmunk Mountain), 好有趣的
名字啊 !
我们一行十三人 , 六个大人 , 七个小
孩。沿着爬山的路标走进树林里。拾级
而上 , 走着走着 , 一条小溪在眼前。我和
小朋友们看到小溪都特别开心，马上冲过
去。有的往水里扔石子，有的拿着树枝去
打水。我把手放到水里，好凉啊 ! 在水边
玩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越来越
难走了。忽然 , 一块高大的石壁出现在我
们面前。这时候 , 我们找不到路标了。再
仔细一看，白色的路标竟然在石壁上 ! 这
石壁又高又陡，大概有两三层楼高。大家
有点为难了，大人们问 :“是继续攀爬石
壁还是打道回府 ?“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地
回答 :“继续爬 !” 然后就手脚并用地开
始往上爬。起初，我心里有点害怕 , 但朋
友们在一起你追我赶，互相帮忙，害怕的
心情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在爬到石壁顶上
时。往下一看 , 真不敢相信是我们自己爬
上来的 !
又走了一会儿 , 到了山顶。山顶上是
一片又大又平的岩石，岩石边有几棵松
树。我们坐在岩石上休息，居高临下地欣
赏山周围的的风景。抬头望，蓝天白云；
低头看，脚下隐约走过的小路、潺潺溪水，
远处树林已经泛黄嫩绿，春风拂面，好惬
意啊！山上山下美景尽收眼里 !
欣赏了美景，觉得饥肠辘辘，于是，
我们从山顶的另一条小路走下去。下山的
路比上山轻松很多。在归途中 , 我们看到
了一条更大的小溪和一个小瀑布。真是不
同路径不一样的风景。当走回停车场时，
大家开始觉得又累又饿，但心里很开心。
因我们亲身体验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的快感！

博根分校 AP 班 张紫钰 指导教师 张勤

中国的万里长城历史悠久，东起山
海关，向西到达终点嘉峪关，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她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
也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坚韧不拔、古老
文明的象征。

分 校 消 息

ぁ 中部分校

华夏中部分校春季动态
中部分校 2021 年春季学期各项工作
稳步开展，教学和文艺活动取得可喜成绩，
本学年顺利迎来果实累累的年度尾声。以
下是我校春季学期的亮点回顾：
一．成功协助总校举办总校教务工作
会议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分校负责人，教
务管理人员及部分教师于 3/20/2021 在云
端相聚，70 余名与会者在紧张的会议议
程中就教材选择、网课管理及重返校园等
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观摩了承办学校
中部分校的部分中文课。
分校校长雷志军首先介绍了中部分校
的状况，建校 25 年以上的中部分校以教
授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中文为主 , 开办文体
课为辅 , 并开设汉语为非母语的中文班。
2018 年以前学校采用《马立平中文》和
《标准中文》两种教材。 2018-2019 学
年起将《标准中文》改为《美洲华语》，
至今已经是第三个年头。现在学校使用
《美洲华语》和《马立平中文》, 二者均
为九个年级制。学校还设有 CSL 班，采用
Chinese Made Easy 为教材。学生文体课
包括：美术，书法 / 中国画，儿童歌咏，
儿童 / 少年舞蹈，语言表演艺术，国际象棋，
武术，网球，羽毛球等。面向成人的文化
文体课或俱乐部有 : 舞蹈，健美操，瑜伽 ,
声乐，太极，棋牌 , 篮球和排球等。为了
承办这次教务会议，中部分校校委会和部
分教师多次商讨，并确定了公开课的班级
和教师。
分校教务长王延荣应总校邀请介绍了
中部分校将《标准中文》教材改为《美洲
华语》教材的过程。分校认为，这本教材
的程度对《马立平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
互补，为家长和学生增加一种选择。《美
洲华语》的老师认为，这套教材接近华裔
儿童的生活经验，在对教材内容的认知上
没有障碍，从而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学习兴
趣，同时又为教师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大会期间我校还提供了 8 个班级供与会者

观摩，我校教师刘航等就网络课堂技术参
与了大会讨论。
二．春季光荣榜
1. 第三届“华文创想曲”海外华裔青
少年创意作文大赛
一等奖：王子萱；
二等奖：卢澄玥，万博麟，凌嘉钰；
习作奖：徐嘉怡，贾叶繁，黄明雅，
万博麟；祁淾，唐诗棋，程好。
2. 金水桥绘画比赛
铜奖：江凌昕
3. 2021 年全球青少年作文大赛：
小学组一等奖：田宇涵；小学组三等
奖：程率远；中学组优秀奖：田宇轩。
4. 华夏总校 2021 年文创大赛：
四 - 六年级组：优秀奖 --《学习中
文后自己的改变》、
《是否庆祝中国节日》，
指导老师：司静；最佳口才奖：冯明诚、
闵馨冉。
七年级以上组：铜奖 --《爱美国，
爱中国》，优秀奖 --《中国历史故事的
启迪》，指导老师：王晓辉；最佳口才奖：
卢澄玥、王子萱。
三．其他活动
1.《萌娃天地》由我校中文教师指导，
少年志愿者编辑的学生作文原地在学校网
站发表了 7 期，近百篇学生习作，大大提
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和水平。
2. 5/15/2021：《美洲华语》编者许
笑浓老师再次为我校老师和家长介绍教材
特点和内容更新。
四．2021-2022 新学年注册火热展开
我校中文课实行双轨制包括《马立平》
中文和《美洲华语》学前班至九年级。同
时提供 AP 中文以及 CSL 外语班。学校还
提供儿童和成年人文体才艺课，包括美术、
舞蹈、手工、健美、声乐等；文化科技课
包括：机器人、编程及各种文化提高班。
欢 迎 大 家 踊 跃 报 名！ http://www.hxcsmg.
org/Registration/login.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