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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表演 

张盈恬 

        上个星期天，在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我们
班在表演中国以前小朋友玩的游戏。我看到很多
精彩的表演。 
        涂旭辰同学给大家示范了扯铃。我姐姐曾经
跟我讲过这个游戏，但是那天我是第一次亲眼看
到这种游戏！我一边看涂旭辰同学的表演，一边
想，“哇！这个游戏看起来我也可以玩，很简
单。”但是我再想一想，他一定是要练习很久，
因为我练我的游戏---踢毽子，我一直练，可是还
是只能踢一两个。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突然听
到像飞机一样的声音。我仔细一听，发现那个非
常奇怪的声音是从旋转的扯铃里发出来的！我那
时真的感觉很精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
的声音。  



陀螺 

常展鹏 
做陀螺 

陀螺一般是在商店买的。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做。 

做陀螺需要这些材料： 

1。一块儿圆柱状的木头。 

2。一把刀 

3。砂纸 

做鞭子需要的材料： 

1。木棍儿 

2。 细绳 

作陀螺的步骤: 

1。用刀把木头的头削成圆锥状， 大概六厘米高。 

2。把中间做成一个圆柱， 大概四厘米高。 

3。用砂纸把陀螺磨光。 

作鞭子的步骤：把细绳绑到木棍儿的头上。 

玩儿的方法：把细绳一圈儿一圈儿绕在陀螺圆柱地方。一手拿着陀螺，另一手拿着鞭子。一

手松开陀螺的瞬间，另外一个手往外抽。这样子陀螺落地的时候就会转起来。 掉到地上以

后，脱落会继续转。你用鞭子不断的抽，让它不停的转。 

 

今天，犹太人有一个跟陀螺跟类似的玩具叫”Dradle.” 但是，“dradle” 跟陀螺哟一个区别。 

“Dradles” 是用上面一个把柄， 是用手转的。陀螺是用一个鞭子抽的。  



踢毽子 

李正汉 

 
踢毽子，真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起初，我还以为踢毽子是我们父母童年时代的女孩子游戏。可

是我错了，踢毽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男孩女孩都

能玩。 

踢毽子如同打羽毛球，你要用你的脚在空中踢来踢去，不能让

毽子落到地上。踢毽子运动量很大，因为你必须要左跑右跑，

在毽子落地之前接住它！因此，踢毽子不仅很有乐趣，还有益

于你的健康。 

踢毽子很简单，它只有一个规则---踢它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手，还不能让毽子

落到地上。 

毽子还很容易做，你可以用日常家用材料，在五分中之内做好一个毽子。 

最后，我想说，踢毽子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所以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玩它。  

 



中国童玩日 

李郅超 

       上个星期天，是我们美洲华语七年级的中国童玩游戏日。同学们经过认真地准备，带

来了很多爸爸妈妈童年时玩的游戏。有滚铁环、跳橡皮筋、拍纸盒、翻纸、扯铃、翻

绳、踢毽子等。 

      为了参加游戏日的活动，我向我爸爸学了怎样制作刮片和翻纸，还和爸爸一起玩了这

两个游戏。在游戏日活动中，我带去了自己制作的游戏，还告诉同学们怎么玩这两个游

戏。我也从同学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游戏。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又可以学中文，还可以玩游戏。  

这位学生做了一个PowerPoint。请点击下面的link。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10Q05F1iOiCbYi_3XxfvG4s2_IsjCZBmJKnQ-
DGmE4q0M3jhmBRrO3oJlfq2k 



扯铃 

涂旭辰 

1) 我怎么做 

材料：两条15-25公分的棍子、扯铃、150公分的细绳。 

以前，我外公外婆从中国带来了扯铃，过了一段时间、

扯铃的两条竹棍和细绳弄丢了。所以，我找到了两条玩具木棍子和两个可以连在棍子上的

小“轮子”。然后，妈妈给我一条长长的细绳。首先我把绳子的一头卡在一根棍子和一个

轮子中间、打上结；再把绳子的另一头卡在另一根棍子和另一个轮子

中间、打上结；最后，把两个结收紧，就完成了。 

2）扯铃的玩法 

首先，把扯铃放在地上、用细绳子把铃兜住。然后两手交互拉扯，绳

子就托着铃飞转起来。如果你把铃转得更快，铃会发出一个特别响的

声音。你还可以把扯铃抛上去，再接住。而且，你可以和别人把铃抛

来抛去。铃在空中的时，你还可以用棍子和细绳当跳绳、跳一两下，

就快快地把掉下去的铃接住。 

3）扯铃的历史 

*“空竹”是“扯铃”的一种古老的说法。 

相传，三国时期曹植就曾作过一首《空竹赋》，如果这算是有关空竹最早的记录，那么它

的历史至少也有1700年了。 

扯铃已经发展成为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

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伴奏音乐融为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

审美情趣。                      
 



滚铁圈 

胡德明 

滚铁圈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儿童游戏，也是一项体育运动。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

于全国各地。孩子们手捏顶头是Ｖ字形的铁棍或铁丝，推一个直径大约40厘米左右的黑铁环

向前跑。滚铁圈是那个年代男孩子最喜欢的活动，拥有铁圈就像现在的孩子带着滑板上学一

样，非常风光。玩法是用铁勾推动铁圈向前滚动，以铁勾控制其方向，可直走、拐弯。推铁

圈自娱性强，还可以锻炼人的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滚铁环的技术一学就会。通过玩滚铁圈

我知道了爸爸和妈妈小时候的生活和乐趣。我觉得我现在太幸福了，什么玩具都有。我一定

会珍惜。 

 
材料及制法： 

粗铁丝和钳子 

把铁丝弯成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圆圈 

然后用铁丝弯成一个半圆的钩作“车把”。 

 
玩法： 

初学时，先将铁环向前转，然后拿“车把”赶快去推着向前走，不

倒就行。 

 
1．比谁跑得快时，几个人同时出发，滚着铁环拼命跑，快

者胜； 

 
2．比谁慢时，停在原地不动，必

须保证铁环不倒，时 间长者胜。 

 
 
 
 
 
 
 
 
 

爸爸和妈妈儿时玩的游戏：  



1。拾子／拾沙包                2。弹球 

3。打弹弓                      4。跳绳 

5。拍烟画／三角                   6。丢沙包 

7。斗鸡                 8。跳棋 

9。看小人书 1                    0。拔树根 

11。滚铁圈            12。藏猫猫 

13。翻绳               14。跳房子 

15。跳皮筋              16。打陀螺 

 
爸爸最喜欢玩滚铁圈和拾子。妈妈最喜欢玩跳皮筋，拾沙包和跳房子。我和爸爸学了

怎样玩拾子和滚铁圈，也和妈妈学了怎样玩翻绳。真的很有意思。 



跳橡皮筋 

胡薇敏    尹维娜 
 
材料：橡皮筋（差不多一百根） 

 

作法： 

1. 把一根橡皮筋在桌子放平。 

2. 把另一个橡皮筋对折，穿过第一根橡皮筋。 

3. 把所有的橡皮筋都穿好。 

4. 把两头打个节。 

 

游戏规则： 

1. 一般，是三个人以上玩的游戏。 

2. 两个人对面站着，橡皮筋套在她们脚上。 

3. 先从脚踝高度开始，这是第一高度。 

4. 有不同的跳的方式，每次成功地跳完一高度，就

升到下一个高度。                            

5. 如果输了，就跟拉橡皮筋的人对换位子。 

6. 第二高度是小腿中间。 

7. 第三高度是膝盖。 

8. 第四高度是大腿中间。 

9. 第五高度是腰。 

10. 第六高度是腋窝下。 

 

玩法:  

有许多不同的跳法，最基本的跳法是八步跳法。 

1. 第一跳：左脚在外面，右脚在两根橡皮筋中间。 

2. 第二跳：右脚在外面，左脚在两根橡皮筋中间。 

3. 第三跳：跳回第一跳的位子。  

4. 第四跳：跳回第二跳的位子。 

5. 第五跳：两只脚都跳进两根橡皮筋中间。 

6. 第六跳：两只脚都跨过两根橡皮筋外面。 



歌谣： 

小皮球，橡胶李，哪年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四五六，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 

五五六，五五七，五八五九，六十一 

六五六，六五七，六八六九，七十一 

七五六，七五七，七八七九，八十一 

八五六，八五七，八八八九，九十一 

九五六，九五七，九八九九，一百一 

 

跳橡皮筋是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和最流行的冬季童玩。以前，没有暖气，在冬天的时候，天

气会很冷。在外面，雪花在空中慢慢地飞舞。我的妈妈和她的同学都认真地听课，不过，

他们很冷，妈妈和她同学的牙齿打战。妈妈想：“太冷了！”每个女孩都盼望着跳橡皮筋

暖和一点。妈妈喜欢跳橡皮筋因为跳橡皮筋可以让她们又暖和又锻炼身体而且又好玩。 

一下课，班上所有的女孩都跑到教室外面。她们先猜拳决定谁在两头拉橡皮筋，决定好以

后，她们开始玩了。两个女孩站在两头拉着橡皮筋。在中间，有许多孩子们准备跳。徐明

在最前面。她是跳得最好的，所以她领头跳。她一踩好橡皮筋，别人就很容易踩上。徐明

一跳就踩到橡皮筋上了，大家都笑嘻嘻地拍手表扬她。杨青是第二个。她跳得不太好。杨

青闭着眼睛说：“我害怕我会输了！我不要跳！”大家都开始安慰她，“没关系的，”妈

妈说，“你试一试就可以了！如果你跳不过去，就算练习一下。” 

跳橡皮筋的时候，合作很重要。因为徐明一跳到橡皮筋上，后面的人都会跟着她。徐明一

跳到橡皮筋上，别人都能容易地跳上去。妈妈教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我们也学到这一



和爸爸一起玩儿他儿时的游戏 

蔡闻涛 
 
爸爸说他们小时候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脑，只有收音机。放学后，他们没有太多作业，所

以经常在大院里跟朋友们一起玩儿，像拍烟盒、打陀螺、弹球、打弹弓仗、滚铁环和斗鸡。 

 

今天我来教你们怎么做和玩拍烟盒。 

 

怎么做拍烟盒 

材料： 1. 烟盒或10x5in. 的彩色纸 

做法： 1－4. 按着下面图中的虚线折。 

   5. 把剩下的部分塞入夹缝中。 

 
 
（1.）     （2.）          （3.） （4.） （5.）  

 

怎么玩儿拍烟盒 

拍烟盒有些地方也叫“拍纸包”、“拍元宝”、“拍三角”等等，但玩法是一样的。一个人

先把三角形纸包扔在地上，另一个人也拿出自己的一个用力拍下去，想用风把对方的那个三

角翻个面，如果对方的真地被翻了个面，他那张三角就归你了，如果没有翻面，就要换人

拍。 

 

我和爸爸玩了几次，挺难的，可是练了几次以后，我终于翻了他的三角两次。第二天，我的

胳臂感觉很酸，就像友友的爷爷说的，拍烟盒不但简易又有趣还健身。  



踢毽子 

郭莹莹 

踢毽子，又叫“打鸡”。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了，是中国民间体育活动之一，是一项简便易行的健身活动。深受青少年儿童的喜

爱，尤其是少年女子。 

毽子是一项良好的全身性运动，它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场地和设备，运动量可大可

小，老幼皆宜，尤其有助于培养人的灵敏性和协调性，有助于身体的全面发展，增强健

康。 

《辞海》上说，踢毽子“对活动关节，加强韧带、发展灵敏和平衡有良好的作用” 

制做与分类 

  毽子种类可分为鸡毛毽、皮毛毽、纸条毽、绒线毽等几种。  

  在古代，毽子一般用禽类羽毛和金属钱币做成。发展到现在，毽子制作的种类繁多，

除延用古代的办 法以外，一般的说有四种。其一，用橡胶制作毽座，含毽底和毛筒

一次成型，在毛筒上套金属片和塑料片，在毛筒中插上鹅毛或其他禽类羽毛

制作的现代工业化生产 的羽毛毽，大致可分为大毽、中毽、花毽和毽球

毽。  

儿歌伴唱踢法 

 

1、里和，外拐，飘洋，过海 

  吟唱八个字，依次踢八下。其中唱“里、外、飘、洋、过”五个音节时用正脚各踢一

下，唱“和”时用反脚向内踢一下，唱“拐”时用反脚向外踢一下，唱“海”时打一个

跳。循环反复，看谁踢得多。    



2、一锅底，二锅盖，三酒盅，四牙筷，五钉锤，六烧卖，七兰花，八把抓，九上脸，十

打花 

唱一句，踢一下，做一个动作。让踢起的毽子依次落在：一、伸直的手心里；

二、伸直的手背上；三、五指窝成的“酒盅”里；四、伸

直的两指（中、食）上；五、握紧的拳头上；六、撮起的

手掌中；七、手指有曲有伸的“兰花瓣”上；八、抓取的

手心中；九、仰着的脸颊上；十、跳起的一脚上。也是踢

得多者为胜利者。 

 
和妈妈踢毽子 

我喜欢踢毽子，因为妈妈和我一起踢。妈妈说她小的时候

经常踢毽子。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踢。现在她和我踢。 

妈妈刚从中国回来，她给我带来了好多毽子，都是各种颜

色的，很漂亮。我会带给大家一起玩。 

我和妈妈在地下室踢毽子。你来我往，我们踢得很开心。虽然我们踢得不是很好，最多是

七个来回。但我们笑声不断，姐姐也来了。我教给她玩。她学得很快， 一下子就可以踢很

多。 

姐姐的朋友也来了，他们学得很认真。大家玩得很开心。 

我很喜欢踢毽子，更喜欢和妈妈，姐姐和朋友们一起踢毽子。  

打弹子 

陈张一尊 

1. 找到一块足够大的泥土地； 

2. 在泥地上挖两个小洞； 

3. 准备4 个玻璃弹子； 

4. 需要两个人一起玩； 

5. 你放一个弹子在中间，另一个弹子拿在手上； 

6. 瞄准中间的弹子； 

7. 弹出手上的弹子； 

8. 谁先把中间的弹子碰进对方的洞里， 就赢了。 



翻绳 

黄丫丫   骆肖琳 

         翻绳是一个很古老的游戏，是全球性的游戏，来源于中国。翻绳是两个人玩的游戏，

用一根绳子，把两头接起来就可以玩了。 

玩法： 

1.先把绳子套在两手之间 
2.绳子在两手上各绕一圈 
3.用中指从下面把绳子挑出来 
4.第二个人要用两只手把交叉的绳子提起来，绕过

直线，撑开。 
        我们俩觉得翻绳很好玩，因为可以两人一起

玩。在你们家里，只要找到一根绳子，并把绳子接起来，你们就可以玩了！我们俩喜欢翻

绳，还因为翻绳可以永无止境地玩！ 



踢毽子 

高多多 
 
我妈妈小时侯最喜欢踢毽子。踢毽子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它最早是中国汉代发明的，距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毽子的制作方法很容易。它用的材料是：一块正方形的布，一条细绳或一个橡皮圈，和一个

铜板或瓶盖。毽子的制作方法是： 

1. 将正方形的布从中间对折。 

2.用剪刀从开处朝对折处剪，剪成七公分的长条。 

3.把布打开，再把铜板放在布上，然后圈起来。 

4.用橡皮圈圈紧，再将布条弄松。 

 
踢毽子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基本两个方法是： 

1. 一脚着地，另一脚先内弯再向上踢。 

2.一脚着地，另一脚向外拐往上踢。 

 
踢毽子能用身上的很多部位来踢。你能用脚，膝盖，大腿，小腿，和 很多别的部位来踢。 

 
踢毽子可以一个人或一个小组来踢。可以比看谁踢的最高，谁踢的最快，和变换最多。 

 
踢毽子既健身又练脑，我很爱踢毽子。妈妈跟我说她小时候很早就到学校，到了学校就踢毽

子。 

 
看着妈妈小时候玩的玩具和我们现在玩的电子游戏相比较，也许踢毽子是比电子游戏好。 

 



拍十三点 

都嘉瑛 

我们今天玩的游戏是“拍十三点”。这个游戏是我爸爸小时候跟他朋友和哥哥们玩

的。 

玩这个游戏所需要的是：扑克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和一张桌子。 

拍十三点的规则是要拍十三。看到两张或两张以上以上的连在一起的牌加起来是13的

话，就马上拍牌！ 

玩牌的程序是： 

第一：洗牌。 

第二：发牌。 

第三：每人把分到的一叠牌放在自己的手里，牌底

朝上，牌面朝下，每个人都不可以看任何的

牌。                  

第四：按顺序出牌。每次每人只能出一张。 

第五：看到两张或者两张以上连在一起的牌加起来是十三的话，就拍桌上的牌，谁拍

得快就赢了那堆牌。放在自己的桌面上。 

第六：等到大家的牌出光了以后，看谁有最多牌。最多的就赢了这盘游戏。 

昨天我跟弟弟和爸爸在玩”拍十三点“。爸爸教好我们怎么玩以后，我们就开始玩

了。我们玩得很激动！我一拍到牌就激动得叫起来！弟弟玩得很好，他的加法很好！可是他

有一次拍错了，我们有个规定：谁拍错了就要给其他玩的人两张赢来的牌。我也玩得还好，

我是有点慢，可是你玩得多的话就不会那么慢了。我们玩了五盘，最后几盘我和我的弟弟都

比爸爸快了！爸爸赢了两盘，弟弟赢了两盘，我赢了最后一盘。一开始弟弟不觉得这个游戏

好玩，可是最后是他玩得最有趣！这个游戏就是帮助我们的加法做得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