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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写 -- 做环保袋的小女孩
记者 王雨菲 七年级

我的小发明 -- 牙膏清洁剂
四年级 严子睿  指导老师 魏萍

我的小发明 -- 剪指甲神器
四年级 张好言  指导老师 魏萍

我被困在教室里
七年级 许德忻  指导老师 杨波

一次难忘的经历
七年级 沈嫣然  指导老师 李志平

绳索攀爬
七年级 赖宇俊  指导老师 李志平

海边
七年级 杨妙伊  指导老师 李志平

2022华夏演讲朗诵比赛拉开序幕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部 杨剑虹

继 2021 华夏教师研讨年会交流
活动成功举办后 , 华夏总校的义工们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演讲朗诵比赛的
筹备工作。

在总校长张凉女士、副总校长游
牧女士的带领下，教学部赵昀部长主
持了若干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比
赛方式和规章制度，考虑到疫情的特
殊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对应防范措施，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管理有序的状态
下顺利进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比赛通告如期在感恩节前向所有 22 所
分校发布，正式拉开了比赛的序幕。

本次比赛拟定于2022年 1月 8日
至9日举行，这是继华夏年会后又一次
全校性的线下教学交流活动。华夏所有
分校即将分赴三个区参加本次大赛。

三个分区拟定比赛时间汇总如下：
1.	 	北区（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

大纽约、纽约中心）:
 拟定时间 :1 月 9 日
 承办方 : 纽约中心
 北区负责人：曹作军 
2.	 	中区（桥水、里海谷、李文斯顿、奔腾、

北部、史泰登岛、伯克利、密尔本）：
 拟定时间 :1 月 8 日
 承办方 : 李文斯顿分校
 分区负责人：唐晓铨 
3.	 	南区（爱迪生、樱桃山、东部、南部、

中部、普兰斯堡、大费城）：
 拟定时间 :1 月 8 日
 承办方 : 南部分校
 分区负责人：杨剑虹

参赛分校报名截至日期是 12 月
19 日。

由于疫情的原因，各个分校的场
地租赁方对学校的运行都有些严格的
规定，再加上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

都给一些分校承办实体活动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张总校长在了解到分校的
困难后，即刻召集了数位经验丰富的
总校义工和分校负责老师视频会议，
听取情况，分享经验，商量办法。会
后，大家各负其责，从资源、技术等
各方面给与分校多方面的支持，以确
保活动的正常进行。正所谓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每一个分校的背后都有着
总校强大无私的支持，华夏大家庭都
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比赛通告发布后，各分校负责人
也是利用感恩节假期，联络活动承办
有关人员，制定报名相关事宜，确定
校内筛选规则等，确保校内学生有足
够的时间准备这次大赛。总校延续往
年的传统，继续组织赛前培训，又特
别邀请到专业播音主持王旭萍老师为
小选手进行 3 次赛前集体培训。王老
师去年线上的培训获得了选手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有的选手因为参加了培
训，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非常
好的成绩。希望今年有更多的小选手
可以获益于王老师的指导，在比赛中
拿到好成绩！

从线上比赛转到线下比赛，大家
都为这次回归常态的活动感到兴奋，
太久没有这样群贤毕集，济济一堂了！
我们衷心地祝愿 2022 华夏演讲朗诵比
赛顺利圆满，也祝愿每位参赛地选手
发挥最佳实力，取得优异的成绩！

新学年，乘风破浪，顺利启航
大纽约分校 校委会 袁晓川

开学已经十周了，回首从九月初到
现在，这两个多月中，从持续一年半的
线上教育，转成实体课堂教育，学校全
体管理团队和老师们付出了巨大努力。

每周日，在校园里看到孩子们认真
读书的样子，看见一个个活泼可爱的身
影，心里面感到非常欣慰。为遵守学区
防疫要求，学校今年出台了严格的防疫
规定，家长们也自觉地遵守，在教学期
间不在教学楼里停留，所有的师生家长
在校园内全部全程戴口罩，教学楼多处
地点提供洗手液，不留死角。

在严格的防疫管控下，学校顺利地
组织了中秋野餐会和传统的万圣节校园
游行活动，让所有的家长学生又重温了
疫情前时光，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每
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是小朋友们最喜欢
的活动之一，今年也不例外，每个学生
都花心思打扮出最炫的样子。老师和管
理团队们也都穿上精灵古怪的衣服，学

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绕校园游行，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户外为他们喝彩。

其他教学活动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目前进行的演讲比赛，学生们踊跃
报名，在班级里认真进行演讲练习，争
取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比赛的资格。我们
高兴地看到经过长时间的线上学习，孩
子们对中文的兴趣没有减少，仍然充满
激情地参加演讲比赛。有的年级还出现
参加比赛的学生太多，老师家长们找学
校要求更多的选手配额。学生家长们对
中文活动的重视，是我们学校常年持续
深化中文教育，提升文化认同感的结果。
感恩节过后，学校组织的选拔赛马上开
始，我们期待着在全校比赛中看到小朋
友们踊跃的身影。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但也把管
理团队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
只要专注、团结、认真，这个学年的中
文教学，会办得更出色。

公众演讲的几个基础实战技巧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老师（原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刘又玲

公众演讲是一门涵盖语言表达、逻
辑思维、情感交流等方面的语言艺术。
本文从演讲的实用性出发，对公众演讲
中三个重要的基础实战技巧进行介绍，
以期对意在参与公众演讲实操抑或进一
步提升自身语言表达能力的朋友们有所
帮助和启发。
一、形体仪态和身体语言

形体仪态和身体语言是演讲者在短
期内最容易通过学习和训练得到提高的
方面；而它们也是除了有声语言之外，
增强公众演讲表现力和感染力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形体仪态主要包括站姿、坐姿、走
路步伐快慢、手势、身体位置等各方面。
在进行公众演讲时，以上这些方面都是
有一定讲究的，与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的
一些习惯很可能不太一样，但也切忌做
的僵硬、做作和刻意。

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演讲
者应在平时自己所习惯的姿势和手势动
作的基础上，在自认为比较舒服自然的
范围里，将自己的形体仪态更加规范化，
以体现出精神饱满、文雅大方的形象。
二、短期内如何提升有声语言的质量

尽管练声、正音以及有声语言的
外部技巧等训练是一个长期、系统和
厚积薄发的过程，但这其中也有一些
小窍门可供感兴趣的朋友在短期内学
习和掌握。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口部操（咧唇、
撇唇、转唇、喷唇、顶舌、弹舌、牙关
开合等动作）以及气息练习（胸腹式呼
吸练习、“嘿哈”练习、气息延长练习
等）来提高自己的声音质感以及吐字发
音规范性。

另外，一场精彩的公众演讲，必
定是体现了充分思想感情的有声语言表
达。而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
就必须让自己的语言富于变化——在演
讲中，这主要是体现在语气和节奏的变
化中，而这些又必须建立在演讲者对稿
件内容的深度理解上。我们常说，言为

心声。演讲者应该根据稿件内容不同、
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不同，选择与之相
适应的语气节奏来进行表达。

总之，在整场演讲中，演讲者的语
气和节奏应该有高有低、有轻有重、有
停有连、有快有慢，这样才能表现出语
言的感染力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三、如何调节演讲前的心理状态

要调节好演讲前的心理状态，我总
结出这三点：自信是基础、微笑是法宝、
放松是关键。

在做演讲前准备时，我们可以尽量
对者镜子进行练习。一方面，这可以帮
助我们改善自己的表情、动作等细节；
另一方面，通过镜子里映射出来的自己
的最佳状态，特别是自己微笑的样子，
还能在潜意识里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和成
就感。

演讲前，如果感觉到自己有紧张情
绪，可以通过连续几个深呼吸来进行放
松，并尽可能转移注意力。我们在之前
所做的演讲练习想必已经足够，那么在
演讲前的这几分钟，我们不妨暂时把注
意力从演讲稿件上转移开来，想想其它
一些能让我们轻松的话题或者画面。

另外，演讲中如果说错了词或者忘
了词，千万不要做一些吐舌头、挠头发
的小动作，更不能就僵在原地、大脑一
片空白，这只会无限放大我们的紧张情
绪。要知道，演讲其实就是比生活中的
讲话稍微正式一点的语言表达。生活中
我们跟人聊天时，如果偶尔说错一个词
绝对没什么大不了。那么在演讲中，我
们也应该抱着这种平常心。说错了词，
没关系，找个能替代的词继续下去，就
这么简单。

以上就是公众演讲的三个最基本的
实战技巧。当然，作为一门实战性非常
强的语言表达艺术，演讲的技巧和训练
还涉及到其它很多方面。不过对于初次
接触公众演讲的朋友来说，如果能够掌
握以上这三个基本技巧，我相信还是会
很有助益的。

本周日，在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
的行政大楼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展示。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女孩站在两
块精心制作的展板前，旁边放着好多
个可爱的布袋。这些布袋中，有的是
粉红色的，上面有小动物的图案，有
的是深蓝色的花纹，还有白色的。这
些布袋都是可以免费领取的。如果有
人想捐赠也可以，所有收入会捐给新
冠病毒的受害者。

在展板最当中的位置，有一个三
个箭头形成的环形图案。旁边写道：
“这是我专门的标识，象征着大自然
的循环。”大海报板上还展示了各种
环保的理念、有趣的环保故事、小女
孩如何学习做包以及她用旧衣服作包
的过程。

一位爸爸和他的女儿来拿了一
只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他们拿
的包是蓝色的，上面有一些装饰，
特别漂亮。

这位小姑娘叫陈镜米，是一位
才十三岁的女孩，现在在 Eastern
中学读八年级。这些包都是她用旧
衣服做的。

陈镜米告诉记者，她是一个环保
女孩。有一次，妈妈带她去超级市场
购物。结账时，她注意到，每辆购物
车里都有很多一次性的购物纸袋或塑
料袋，于是，她在回家的路上就思考
自己能做些什么。

“这些一次性的袋子很少会被重
复使用或回收，所以会给地球带来很
多负担和污染。”陈镜米告诉记者。

她想到，很多人会送给她弟弟妹
妹衣服，但他们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
也许可以把不穿或变小了的衣服变成
购物袋。因为衣服本身就是做好的，
把它剪一剪，底边连起来，袖子变成
手柄带子，这并不是很难。

陈镜米的妈妈很支持她的想法。
“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尝试着做

了第一个购物袋。接着我想，怎样才
能把这么好的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于是我启动了《保护地球，从我做起》
的宣传，用变小或不穿的衣服自己动
手做购物袋的公益活动。”

为了让旧衣服做成的购物袋更受
欢迎。陈镜米先向同学、朋友和邻居
等收集衣物，进行洗涤消毒。同时，
她请来一位大学艺术系的教授授课，
教她如何设计、剪裁和装饰购物袋。
她还学习了使用缝纫机和手工缝纫。

镜米说，她也经历了很多困难。
有时候，因为布料太厚，用手缝制，
把针顶过去时，把手指扎破、流血了。
缝纫机搞坏了两台，用机器时，针头
会莫名其妙地断掉，线会扎歪，用剪
刀剪布也不是那么容易……但她都
一一克服了。

“我还得到很多鼓励，我的老
师、朋友看到我做的包，他们都很
欢喜我的做法和想法，这些都让我
充满了动力。”

陈镜米的目标是把地球变成一
个更好的地方，而且她希望大家都
会帮忙。

小朋友们，当你们发现家里的洗
洁精用完，可时间又太晚了，来不及
去买时，你们会怎么办呢？如果只用
清水的话，就会洗不干净餐具上的油
渍。

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你有牙膏，
你就可以把餐具洗得很干净。下面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步：先把一块洗碗海绵剪开
一个缺口。

第二步：在这个缺口里挤上一团
牙膏。

第三步：接水，轻轻捏出泡沫，
就可以用来洗碗和杯子了。

看，我把杯子洗得多干净！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剪指甲的
时候，指甲会不会乱飞呢？你想解决
这个问题吗？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给你看我做
了什么：剪指甲神器！

你如果也想做，你需要准备这些
东西：

硬纸盒
热胶水或者胶带
铅笔
剪刀
尺子
保鲜膜
先拿出你的硬纸盒和尺子。用尺

子在盒子上量出7厘米长，7厘米宽，
剪成一个正方形。做 5 片这样的正方
形，用热胶水或者胶带粘在一起，做
成一个开口的盒子。然后，用剪刀在
盒子上的两边戳两个洞。你可以用铅
笔画两个圆圈找好位置。你需要把一
个洞剪得更大些，所以指甲刀可以进
出。最后，用保鲜膜包在上面。

我给你看看怎么用它！你要用的
时候要把手指头伸进小洞。把指甲刀
伸到大洞里面。现在你可以剪了！保
鲜膜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你的
手指，这样不会剪破手指。

恭喜你！你现在也拥有剪指甲神
器了！

2020 年的九月份，我刚开始新学
年。有一天下午，我在六年级英文教
室里学习。我们的教室在三楼。当时，
外面在刮大风。教室的窗户也是开着
的，风很容易吹进来。

突然，门自己关起来了！我想，
肯定是风吹的。门关上的时候发出”
嘭”的一声巨响，所以整个教室的人
包括我都吓了一跳。本来，门关上不
是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的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麻烦。

坐在门附近的人查看了一下，发
现门档被卡住了。那个门档是一个软
的玩具骆驼，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把骆
驼拉出来。我们一个一个地试着打开
门，但是都没有成功。大家开始叽叽
喳喳地讨论这件事。有的同学不安地
叫起来了，我们都很紧张。

过了几分钟以后，一位老师来到
我们的教室门外面。原来，我的一个
同学给她的朋友发了短信，报告了我
们的情况。之后，这个朋友又告诉了
她的老师。可是，这位老师从外面也
推不动这扇门。再过了一会儿，几位
清洁工来了。他们说，“你们在里面
拉，我们在外面推。”几位大个的同
学和老师准备好，门外的人一说开始，
大家就开始行动。但是门一点也不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老师给校长打
了电话，叫他帮忙。那时，好多人都
在试，可是都推不动这个门。

这时候，我开始担心起来，心里
想了很多问题：如果永远打不开门，
怎么办？食物和水用完了以后，我们
怎么生活？恐怕我们需要用梯子从窗
户爬下去！或者，有人用斧头把门砍
坏，我们才能出去！

太好了！我还没有想出我们怎样
能逃出去的办法，门就被打开了。原
来，清洁工用了一把锤子把门锤开。
问题解决了。这时候，我看了一下墙
上的挂钟。咦！怎么只过了十分钟而
已？情况紧急的时候，时间似乎过得
特别慢。

经过这件事，我觉得，大家能在
一起，共同想办法，事情就能很快被
解决。尽管我被困在教室里，但大家
试了各种办法，最后，还是轻松地把
门打开了。

我特别喜欢在 Cape Cod 海边蹚
水，尤其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又炎热的夏
天，我们又来到了海边！

“大海，我们来了！”我大声
地喊。

记得有一天，爸爸妈妈和我一起
骑自行车。快要结束时，突然有一只
大黑狗跑到我的身边。好可爱的狗狗
啊！我把自行车放慢了速度。但是狗
一看见我，嘴立刻张大了，它伸着大
舌头，用后腿站起来，把前腿搭在我
的屁股上咬了我一口。

我感觉到了疼痛，虽然不是特别
疼，但我非常害怕，就开始哭起来。
爸爸妈妈跑到我身边，看到了我的屁
股上有一块青，青上还有一个牙印和
一点血。

爸爸妈妈马上问了狗主人的一些
情况和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地回到了
车里，爸爸妈妈怕那只狗有病，所以
带我去了一个医院急诊科，那一天，
我打了两针疫苗，竟然花了 500 多元
钱。之后的一个月内，我又先后打了
四针。

后来，我们发现狗主人的电话号
码是假的。等爸爸妈妈再给他们打电
话时，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他根本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爸爸妈妈知道我
们上当受骗了。

我喜欢狗，但是没有想到却被狗
咬了。以后我见了狗，都躲得远远的。

暑假的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
爸爸休假带我们全家一起去吃港式早
餐。因为疫情，我们很久没吃过了。
吃完早餐之后，我们跟朋友一家一起
去玩绳索攀爬。我们来到一个沙滩，
那天的天气格外热，还没有一点儿风。

我们购票入园，大家都已经汗流
浃背。然而，我们还必须穿上又重又
热的装备，因为它会保护我们的。

开始的时候，我先爬上一个木头
梯子。当我爬上梯子的时候，才意识
到这个沙滩好大。我脚下有很多不同
形状的木头，都是由绳索连接。有桥，
也有爬的，还有要保持平衡的。

过了几个滑索和障碍，我就到了
最困难的两个障碍。第一个，有十七
块木板，但是每个木板只有两条绳子
保持平衡。我刚爬上去的时候，感觉
很难保持平衡。我试着试着，终于起
来了，但是还有很多块木板要过。我
觉得很害怕，因为只有两条绳子让那
些木头保持平衡，所以非常摇摆。

另一个障碍特别难，有很多的大
木球，每个球都只有两条绳子连着，
我踩着那两条绳，然后慢慢地过了一
个又一个。

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项活动。
虽然很难，虽然我很害怕，但是，
我没有后悔，它让我变得很勇敢。
我希望能再去那地方，玩难度更大
的障碍赛。

我和弟弟最喜欢搭城堡和蹚
水了。

“走呀！去蹚水！” 
我和弟弟一起匆匆地跑向海边，

但是因为有沙子，一点也跑不快。火
烧云出现了，红彤彤的。我望着近处
温柔的海浪和一望无际的海洋。

“好漂亮啊！”我一边看着弟弟
玩，一边沉浸在美丽的景色中。

忽然，我忍不住大叫一声。一只
螃蟹把我的脚夹了个大口子。虽然我
的脚受伤了，但我玩心不改。我赶忙
让弟弟拿个水桶，用铲子把螃蟹铲进
桶里，再装满了水。我看着螃蟹在桶
里游了一会，觉得它还是属于大海
的，于是，我双手捧起小螃蟹，轻轻
地把它放进海水里。远处的火烧云把
小螃蟹照得红彤彤的，我一直望着它
游向火烧云，直到看不见它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