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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宽容 

庞岳豪 

 

 我同意“让孩子学会感恩懂

得宽容”的观点。一个孩子除了学习

成绩好、有各种技能很重要外，还有

更重要的是性格品德方面的培养，其

中懂得宽容是一个关键问题。 

 宽容是什么？它是一种高尚

的品德，宽大有气量，不计较，容忍

别人。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差别: 

种族的差别，观念的差别，地位的差

别，财富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会带

来很多矛盾，一个孩子应该学会怎么

处理这些矛盾，宽容理解往往会使矛

盾减少。如果太斤斤计较，不宽容，

矛盾就会变大。在生活中，我们经常

看到或听到同学朋友之间因为一点小

矛盾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如果当事

情发生时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宽容，

那么争吵打架就不会发生了，同学朋

友之间相处就会融洽。 

 懂得宽容，利人也利己。宽

容了别人犯的错误或者别人的不同观

点，给了别人机会，也就是帮助了别

人，同时常常也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和

尊重。当你宽容了别人，在自己有过

失或错误的时候往往能得到别人的宽

容。懂得宽容的孩子容易与人相处，

别人喜欢与他或她做朋友。他们长大

工作的时候，也容易与同事客户合作。 

 如果大家都懂得宽容，我们

这个社会的矛盾就会减少，整个社会

就会更美好，我们的生活也就会更快

乐。愿人人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 

 
 
 

 

 

 

~~~~~~~~~~~~~~~~~~~~~~~~~~~~~~~ 

孩子沟通能力的培养 

庞岳豪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需要

与别人交流沟通， 所以父母一定要帮

助孩子提高沟通能力。 

              一个孩子与父母、同学、朋友、

老师以及其他人有良好的沟通，才能

与他们建立起好的关系，长大工作后

与同事、老板和客户也容易有好的关

系，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能减少误

会，容易办成事，容易取得成功。那

么，父母应该怎样帮助孩子提高沟通

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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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认为父母要告诉孩子

要讲礼貌，懂得社交礼仪，要尊重别

人。比如：主动向人问好，做错了事

要说对不起，在公众场合讲话声音不

能太响也不能太轻，不打断别人的谈

话，不讲粗话，不骂人。这样的小孩

别人就愿意和他或她开始交流。 

       第二，懂得倾听。倾听是了解

的开始。听别人说一方面可以了解对

方说什么，收集一些信息，另一方面

也让对方觉得你很尊重他或她，他或

她就会开始信任你。 

      第三，学会＂会说话＂。 怎

么说才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和注意，怎

么让对方相信，怎么让对方同意。 平

时父母就要让孩子多说多练，教孩子

一些说话的技巧，让孩子读一些提高

口才能力和知识面的书。比如：讲话

幽默，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第四，告诉孩子，合作能力很

重要。比如，在学校学习时，你有一

种解题方法，我有一种解题方法，互

相交换，每个人都有了两种解题方法，

孩子也就会更聪明。再比如，很多体

育比赛都需要整个队的队员共同合作

才能赢。在与别人合作过程中，小孩

常常会学到很多东西，会找到很多快

乐，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一

个不懂得合作的小孩在生活、学习中

会遇到很多麻烦，大家也不会喜欢他

或她。 

       沟通，表现了自己，也认识了

别人，了解了社会。父母帮助孩子提

高沟通能力，会对孩子现在和将来能

不能成功都有很大作用。  

~~~~~~~~~~~~~~~~~~~~~~~~~~~~~~ 

 

 

 

不要老批评孩子  

杨凯琳 

 

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 孩子将

会变得“无能”。老师和家长对孩子

的批评方法会影响孩子的生活。我觉

得老师和家长在骂孩子的时候, 孩子会

变得没有信心,第二次他们就不敢尝试

新的方法，怕错了会被责骂。还有, 老

师和家长骂小孩子，他们长大后也会

骂他们的孩子，因为 父母没有作好好

榜样。所以，老师和家长在孩子考得

不好或者做的不好时, 不要骂他们, 也

不要说,“弄得挺好！ 下一次再做一

遍！”老师和家长可以这样说,“挺好，

可是我们有些错误我们要改改!” 

Abraham Lincoln 小时候很喜欢

读书，可是他爸爸不让他读。爸爸说： 

“你这个懒惰的东西， 不干活，只读

书！”可是他的继母给 Abraham 

Lincoln 很多书，Abraham 从书本里学

了很多知识，如数学，法律，测量，

和写法。他长大就成了杰出美国总统！

所以老师和家长对孩子的鼓励，会 激

发孩子的能力。 

 

~~~~~~~~~~~~~~~~~~~~~~~~~~~~~~ 

 

 

 

取舍 

杨凯琳 
 

懂得“舍”才会有所“得”。孩

子成长过程中会喜欢很多东西，他们

的要学会舍才能长大。 

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取

舍中犹豫，很多时候要我们放弃是很

难的；还有不知道我们“舍”后会不

会得到。可是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

得不舍很多喜爱的东西。 比如说在下

棋的时候，你得舍一些棋子去赢。有

时候还得把王后舍掉去将军对手的王，

可是你不想要把你最好的棋子被吃掉。

别的游戏也会有这种情况。你在买卖

的时候你得给予才能获得。 

教育孩子舍是很重要。孩子会

喜欢很多他们的东西，像玩具，游戏，

和电脑。可是孩子要知道取舍才能成

熟。 

~~~~~~~~~~~~~~~~~~~~~~~~~~~~~~ 



 

失败是成功之母 

涂宇宸 

 

我经常听人们说到：“失败是

成功之母”。今天妈妈给我解释后，

我才明白了。 

生活总是有输和赢，从小到大

会经历无数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

我们能从失败中学到很多。只要不放

弃，总结为什么失败，继续努力，最

终会成功的。 

我想我会用“失败是成功之母”

这句话经常来鼓励自己。 

~~~~~~~~~~~~~~~~~~~~~~~~~~~~~~ 

 

怎么面对失败 

顾怡琳 

 

人摔跤、失败的时候是在学新

东西。再一看你出错的地方，就可以

看见为什么出了错。知道为什么错了，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失败以后，最主要的事情是不

能很伤心。一伤心，就会失去希望。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失败很多次。

要是失败了一次，下一次同样的事情

发生，你就会知道做什么了。比如说，

有一个考试你没考好，下一次，要是

你刻苦学习，接下来的考试就会得一

个很好的成绩。 

去年，我去了一场滑冰比赛。

第一次跳的时候，我摔了很疼的一个

跤，但是我快快地爬起来，把其他的

东西都做得很好。比赛完了，我得了

第三名。 

所以，不要怕失败和摔跤。要

是你有自信，知道如何面对失败，任

何事都是可能改变的。 

 

 

 

 

 

 

 

 

 

 

 

 

 

 

 

 

 

 

有梦想才有创造 

涂宇宸 

 

人是应该有梦想的，有梦想才

有创造。 

小孩子总爱有很多梦想，他们

喜欢想大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时

候，大人不应该嘲笑他们，而应该帮

助引导他们，鼓励他们。 

现在我们坐飞机旅行很方便，

可几百年前，有多少人敢梦想人们能

够像鸟一样飞到天上？ 著名的莱特兄

弟就把这个人们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

现实。 

家长，老师们要支持，鼓励孩

子们多有梦想。这些怀有梦想的孩子

们将来会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奇迹。 

~~~~~~~~~~~~~~~~~~~~~~~~~~~~~~ 

 

决定孩子命运的几大关键问题 

宋元鹏 

 

我觉得成绩不是小孩儿最重要

的东西。要是老看一个孩子的成绩，

那个孩子会觉得他的父母只关心他的

成绩，不关心他本身。要是你的父母

老想知道你的成绩，你也会觉得你的

成绩更重要。家长只会看你的成绩多

好，可是不看看你的想像力有多好。

我觉得家长应该推小孩儿来发展想像

力，或者发现你孩子的想像力。爱迪

生小时候是他妈妈教他东西的，可是

他长大了变的非常厉害。爱因斯坦小

时候在一个数学考试上得了一个鸭蛋，

可是他长大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要



是你没有想像力，即使去了哈佛，出

来还会是一个一般人，你不会像爱因

斯坦一样有明，说不定没人知道你呢。 

小孩子的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东西。很多孩子不能参加活动，

因为他们老要干别的东西。我觉得所

有的孩子都应该参加至少一个体育队，

或者他应该有运动的时间。一个孩子

也应该歇一会儿身体。小孩子要是老

学东西， 他就会非常累。要是你的孩

子太累了，这可能对你孩子的健康非

常不好。你的孩子要是看了太多的书，

他的眼力会变的越来越差。你应该让

他休息一下子，这样他的身体和眼睛

可以歇一会儿。有一些科学家说要是

你睡一觉，你会集中精力，你也会更

兴奋。 

~~~~~~~~~~~~~~~~~~~~~~~~~~~~~~ 

 

 

 

 

 

 

 

 

 

 

 

过分地保护，就等于“伤害” 

吴龙龙 

 

有时候，过度保护就是等于伤

害。 

过度保护有许多不好的后果。

没有他们父母的保护, 孩子们畏惧尝试

新的东西。在社交场合，孩子会害怕

尝试新事物。如果没有他们的父母，

孩子是不能够完成任务, 因为他们希望

自己的父母帮助他们完成。 

过度保护的父母总是代替孩子

来做决定。这将使孩子丧失了决策的

能力，这对孩子在未来非常有害。 

有时，过度的保护，可导致孩

子叛逆的行为。为了防止父母的干扰

和保护, 孩子将会不顾一切地摆脱干扰, 

甚至做违法的事。 

这是为什么过度保护会是有害

的。 

~~~~~~~~~~~~~~~~~~~~~~~~~~~~~~ 

过度保护儿童 

林博 

 

你不能依靠你的父母来帮助你

的一切。  如果你这样做，很有可能会

失败。当你的父母过度保护你，实际

上是在害你。如果他们帮助你太多，

你会不知道自己解决问题，等你长大

以后，你仍然需要在其他人的帮助下

完成工作。 

当家长过度保护孩子，孩子们会丧失

创造力。当他们长大，不能独立解决

问题。他们不会对自己有信心，总是

面对失败的恐惧。当他们遇到障碍，

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尽管父母认为是保护孩子，但

是孩子不知道什么是错的还是对的，

当他们年纪大了，就会害怕自己的选

择。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事

情。 

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不应该过

度保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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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Jessie 

袁熙悦 

 

我有很多好伙伴，最要好的是

我第一个朋友，Jessie。 

Jessie 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一岁。

她妈妈是印度人，爸爸是澳大利亚人，

她的父母离婚了。Jessie 总的来说很快

乐, 也喜欢搞笑。她喜欢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玩游戏，聊天，跳舞，唱歌。 

Jessie 跟我一样，也是十一岁。

我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就认识她，现

在还跟我一起上学。我们也在同一个

班里。我们总是一起玩，也经常到彼

此家里玩。我们最喜欢聊天和开玩笑。

Jessie 去年去的夏令营很好玩，所以希

望我今年也可以去。现在，我正跟妈

妈商量我可不可以去呢。 

有 Jessie 做我的好朋友，我生

活更充实了。 

 

 

 

 

 

 

 
 
~~~~~~~~~~~~~~~~~~~~~~~~~~~~ 

 

小鸟的故事 

袁熙悦 

 

        我小时候很想飞，可是一跳出

窝里就掉在地上。等了几分钟，才觉

得有人在抱着我。我看见我的窝慢慢

地离远了，又看见一条大河。 走了半

天，我才看见一个大房子。  我看见一

个小男孩儿来看我，他每天跟我玩，

给我喂好吃的小虫，他还给我起了一

个名字， 叫"小花"。 

我也喜欢跟小男孩玩, 逗他，飞

在他左右, 让他老抓不到我。可是, 有

一天, 他突然走了。 我看他走，就跟

上他。 他走进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 

我在外边看着他。 一听见他说话, 我

就赶紧飞进去了。后来他跟我说，那

个大房子是他的学校, 我不应该去。后

来，我就老是等他回家了再跟我玩。 

 

 

 

 

 

 

 
~~~~~~~~~~~~~~~~~~~~~~~~~~~~~~ 

 

我的好伙伴 

郑贝琪 

 

我和我的好伙伴出生的时候都

在一起。她叫莉莉，是我的双胞胎姐

姐。她和我，从小到大都在一起玩。

她最喜欢和我玩捉迷藏了。她和我一

样喜欢粉红色和零食。她短短的头发

里有一张胖胖圆圆可爱的脸。脸上带

着一对和我一样的眼镜。她一笑就露

出小酒窝。她是我的最最最好的伙伴! 

~~~~~~~~~~~~~~~~~~~~~~~~~~~~~~ 

 

中美文化传统和风俗 

郑贝琪 

 

中美有很多的传统。中国的传

统有些像又有些不像美国的传统。有

一个节日在美国很像我们的新年，就

是感恩节。它们很像，因为家人都在

一起吃团圆饭。不同的是中国人在一

起吃年夜饭和餃子，大人会发红包给

小孩，贴春联，放鞭炮，还有新年的

第 15 天会有元宵节，看各种各样的花

灯。美国人在一起会吃火鸡大餐，看

游行，游行中会有很多卡通人物的气

球。 

中美都有情人节，中国的情人

节是农历 7 月 7 日，有个美丽的传说，

那就是牛郎织女。美国的情人节是在

2 月 14 日，也有个传说。还有更多不

同的中美传统。 



中美有很多不同的风俗习惯。

在中国，一见面就问“你吃饭了吗？”，

“你去哪里啊？”或者聊一些家庭事。

在美国，一见面就握手，问好或者拥

抱，从不管别人的闲事。中美的送礼

的风俗，大差异。中国人在拜访亲戚

朋友时会带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

收礼的人都会推辞一番，把礼物放在

一边，等客人走后才打开。美国人收

到礼物时，会高兴地收下，并当场打

开赞杨一番。 

所以说，中美文化传统和风俗

都有很多的差别，但是也有一些相同

的地方。 

~~~~~~~~~~~~~~~~~~~~~~~~~~~~~~ 

 

 

 

 

 

 

 

 

今年暑假我想去中国 

庞岳豪 

 

今年暑假我想去中国。 我有亲

戚和朋友在那儿,  我想去很多城市和

好玩的地方。 

我可以再去北京登长城。我 6

岁和 10 岁的时候去过。 长城雄伟壮

观, 也特别长, 我只能看到一小段。  那

里还有一个熊山, 有很多熊。 

我也喜欢去杭州。 杭州是我爸

爸妈妈的家乡。 我可以爬到山上看美

丽的西湖, 也可以去湖上公园划船, 可

好玩了 。 西湖不管远看还是近看都很

美。 我还喜欢杭州的动物园, 那儿有

可爱的熊猫, 很会睡觉。 杭州有很多

好吃的, 比如小笼包。我特别想吃外婆

烧的糖醋里几。 

我最想去的是香港。 在海湾里

坐船的感觉很棒。 海洋公园里有各种

各样, 大大小小的海洋动物,  还有非常

吸引人的海底世界。 

我没有想好要不要再去上海。  

上次暑假去看世界博览会, 天气太热了。 

总之, 中国有好多有趣的地方,  

今年暑假我想去那里旅游。 

~~~~~~~~~~~~~~~~~~~~~~~~~~~~~~ 

我的暑假计划 

刘璐怡 

 

今年暑假，我要去长岛看海。

妈妈、爸爸，还有妹妹都想去。长岛

并不远，开车去几个小时就可以到。

长岛的海滩有各种鱼，包括鲨鱼。去

海滩，要小心沙滩上的警告，不然鲨

鱼一来吃掉你！ 

此外，我还要去夏令营，CTY. 

这个夏令营每年的地方会变。去年在

一个叫” Mount Holyoke”的大学，今年

是在 Skidmore 大学。在 CTY, 我学数

学，写文章。 

今年暑假回很好玩！ 

~~~~~~~~~~~~~~~~~~~~~~~~~~~~~~ 

我的暑假计划 

涂宇宸 

 

还有一个月就要放暑假了。我

盼着暑假快点到来，因为我有很多暑

假的计划。 

最重要并让我兴奋的计划是，

我又可以回中国去看姥姥姥爷。又可

以和表哥表弟门一起玩了。他们总是

早早给我准备好好吃的，计划好带我

去玩的景点，还有很多亲朋好友相聚。

每次回去我又放松，又开心，长了不

少见识，中文也会有很大的进步。 

我还要参加几个星期的游泳夏

令营，我相信我会认识不少的新朋友，

学到很多新东西，还把身体练得棒棒

的。 

当然我也要读几本好书，这是

我的爱好。 

我盼望着暑假快点开始! 

 

 

 

 



 

一个难忘的暑假 

肖天林 

 

去年，我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假。到了北京，一下飞机，我就知道这

个假期会很有意思。 

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地方。尽管我没去长城，但仍然去了很多其他有名

的地方。我们先去了西安参观 兵马俑。兵马俑最早由当地的农民打井的时候发

现。在兵马俑博物馆里面，有成百上千个泥土做的士兵和战马。他们栩栩如生，

神态各异。 看完了兵马俑以后，我们去爬骊山。在山顶上，我们能看得很远。

据说，这里是 两千多年以前最重要的烽火台。现在，很多人会回来这里回顾历

史，纪念古人。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要去故宫看一看。古时候，这里是皇帝生活和工

作的地方。普通人当然不能进去。如今，这里对公众开放。这个地方是中国历

史最重要的地方。在故宫里， 有数不清的宫殿。 宫殿里摆放着无数的珍宝和文

物。这些东西都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故事。在这儿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文化。比

方说，我了解汉字有很多的书法， 还了解了九龙壁的故事。在这儿，我看了很

多中国的国画。我也看见了很多西方的钟表。每一件都很精致漂亮。看完了以

后，我们该玩儿了。我们去了著名的水立方。那里有个亚洲最大的室内水上乐

园。我和我的哥哥高高兴兴地玩儿了一下午。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 

和很多滑梯。我和我的哥哥玩得很快乐。 

暑假很快就过完了。但是那些经历，已经成为我美好记忆的一部分。 

 

 

 

 
 
 
 
 
 
 
 
 
 
 
 
 



  

亲爱的学生们、家长们， 

这是一篇关于今年小语世界的总结。通过这篇小总结，我想记下

来我们所做的事情、还可以帮助下一年想参与小语世界的编辑们，老师

们。 

小语世界到底是什么呢？小语世界是一个周刊，展示从学前小班

到 AP中文班的作文和艺术品。每一篇写作或图画都是各班老师选的，当

他们把作品发到一位小语世界编辑时，编辑就有责任去发表这些东西，

尽量把每一篇作文都发表。 

今年的小语世界特别高产——在十个月之内里，我们总共出版了

二十七期小语世界，五期艺术特刊，和两期学生活动特刊。 

我借此机会对很多人表示感谢。第一，我想感谢每一位给我们寄

文章，艺术品的老师。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今年肯定不会这么成

功。小语世界的编辑们也付出了不少汗水，每一周的值班编辑都帮助改

写作文、配上五颜六色的照片，把每一期出版的小语世界都编辑得既好

读，又美观。另外，我想特别感谢雷博的艺术特刊和熊祎丽的学生活动

特刊。 

我也非常感激刘麦琪的功劳，她把每一期小语世界发表在网络

上，还在通讯上写了通知。最后，林骏副教务长帮我们起动了今年的小

语世界，在这一年里他给了我们很多好建议，他的辅导和帮助对小语世

界是不可或缺的。 

要是读完这篇总结你想看看我们今年出版的小语世界，请到下面

的网站上去翻阅：http://hxny.org/page.php?6。 

 

祝大家夏天快乐！ 

～罗伊馨，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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