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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玩游戏日 
谢瀚辰 

       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美洲华语七年级班的“中国童

玩游戏日”。每个同学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游戏，大家都

做了很多准备，并带来自己制作的图板。 

     同学们示范的童玩丰富多彩，很多都是我以前没见过

的，很有趣。有扯铃、踢毽子、翻绳、滚铁环、找朋友、

老鹰捉小鸡、拍十三点、丢沙包等等。 

     大家的示范和表演都很精彩。我和李正汉示范了踢毽

子，这是我第一次踢毽子。爸爸妈妈说，以前他们没有电子游戏，下课以后的童玩是他

们的业余活动。 

     童玩有很多好处，简单、有趣、还可以健身。爸爸说，童玩比电子游戏强，可是我还

是喜欢电子游戏。我在今天的童玩游戏日上开了眼界。  



中国童玩日 
郭莹莹 

 
今天我们的班级没

有期中考试，我们

每个同学各做一个

课题来表演给大家

看。我很喜欢这种

做法。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传统的中国游戏来

做课题。我选了踢

毽子，因为我觉得很好玩，而且很简单，每

个人都可以做和玩。毽子是用羽毛做成的，

毽底用橡皮，再加上金属片，这样就有重量

了，踢起来毽子上下飞舞，不仅好玩也好

看。我们还学了简单的做法，只用布条，硬

币和橡皮筋就可以了。妈妈从中国带回来许

多漂亮的毽子，我和妈妈玩得很开心。表演

那天，妈妈也来帮忙展示各种玩法。你可以

往里踢，往外踢，还可以跳着踢。可以一个

人踢，两个人踢，或者很多人踢。还有其他

的同学也表演踢毽子。看来我们兴趣相同。 

其他同学还带来了其他的童玩，有滚铁圈、

扯铃、拍烟盒、跳绳、翻绳、拍十三点等

等。我最喜欢的表演是庞悦明的老鹰捉小

鸡，因为我们都可以玩，并且不需要准备玩

具。 

 

大家示范表演以后，老师带我们到院子里玩

老鹰捉小鸡、丢手绢、夺红旗等等。我们都

玩得很开心，老师玩得也很开心。我们是不

是把老师带回童年了呢？  

我们班的童玩日 
胡德明 

 
上个星期日我们全班同学在林老师的带领下

进行了一场生动有趣的童玩活动。每个同学

都从他们的爸爸和妈妈那知道了很多他们小

时候玩的游戏，并且每个人都向大家展示了

一项他们学会的童玩。 

 
我这次给大家表演的是滚铁圈。爷爷帮我用

粗铁丝做了一个铁圈和铁钩子，用铁勾推动

铁圈向前滚动，看谁滚得远和滚得快。虽然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但我非常高兴。 
 
其他同学也都做了精彩的演示。有好几个同

学都表演了踢毽子，他们演示了不同的踢毽

子花样。你可以自己踢也可以两个人踢，一

边踢一边还唱着歌。郭莹莹的妈妈也给大家

做了精彩的踢毽子示范。涂旭辰同学表演的

扯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玩具，难度大，非常

吸引人。在扯铃的过程中还发出了声音，像

有音乐伴奏一样。蔡闻涛和李郅操演示的拍

三角形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趣。先准备好

两个三角形的纸张，然后把一个三角放在地

板上，尝试用另一个三角去把这个三角拍过

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个三角的大

边去拍另一个三角的短边。其他同学还表演

了玩十三点、翻绳、跳皮筋和老鹰捉小鸡，

这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这一次的童玩日

让我真的很开

心。盼望着林老

师可以组织更多

这样的活动。 



中国童玩 
都嘉瑛 

我们上个星期天有个中国童玩联欢会。我们每

个同学都要表演怎么玩一个童玩。 

第一个节目是滚铁环，胡德明玩得很好，那个

铁环转着转着像滚雪球一样！ 

第二个节目是胡薇敏、尹维娜表演的跳橡皮

筋。我和夏声玟帮她们拉好橡皮筋。跳橡皮筋要动来

动去，跑东跑西！我觉的我要玩得好，就要练习。 

第三个节目是拍烟盒，翻纸，我是女孩所以我

觉得游戏不是那么很好玩、那么精彩！ 

涂旭辰是第四个表演，他表演了扯铃。涂旭辰

一边玩一边跟我们讲怎么玩！他玩的时候我听见了扯铃的声音。那个声音是像车子发动的

声音。最后他把铃甩到天上，然后把它接住。第一次没有成功，可是第二次把铃抛到天上

后然后接住了。我觉得很精彩！我也想学怎么玩扯铃。 

下个表演的是我，我教了大家怎么玩一个扑克牌的游戏，叫“拍十三点”。拍十三

点是又简单又好玩的游戏。先发牌，不要看你的牌或者别人的牌。每人按照顺序出一张牌

放在桌面上，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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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拍谁就赢。 

我，夏声玟，和张盈恬一起玩拍十三点。最后夏声玟赢了！ 

第六个节目是高多多和她的妈妈表演踢毽子。高多多的妈妈踢得很好。踢毽子有很

多踢法，往后踢、往前踢、往右踢和往左踢。高多多也踢得不错。我只会踢几次。郭莹莹

和她的妈妈也表演了踢毽子。 

李正汉、谢瀚辰也表演了踢毽子，他们也踢得比我好！每个毽子都很好看。他们的

毽子有粉色、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踢毽子的时候，毽子会发出“嚓嚓嚓”的声

音。 

骆肖琳和黄丫丫表演了翻绳。翻绳需要两个人玩。一个人开始，然后另外一个人把

第一个人的手里的绳子翻到他的手里。每次翻好后会有不同的图案。 

庞悦明教了大家怎么玩老鹰捉小鸡。她先解释给我们怎么玩老鹰捉小鸡。后来每个

女孩子玩了这个游戏。林老师当了老鹰，庞悦明是母鸡妈妈，我和其她的女孩子是小鸡。

我们先在室内玩，然后我们去外面玩了。林老师捉到了几个小鸡！ 

 
那天的中文课真有意思。我学到了很多游戏！ 



中国童玩节 
蔡闻涛 

每个人在等的那一天终于到了！这天就是中国童玩节。每个学生都准备他们爸爸妈妈小时候

玩的游戏，示范怎么玩，还教我们怎么自己在家里做那些玩意儿。游戏包括扯铃、跳橡皮

筋、滚铁环、拍十三点、踢毽子、翻绳和老鹰捉小鸡。 

我准备的游戏是拍三角。我爸爸小时候经常跟他的朋友用烟盒玩。这个游戏很简易又健身还

有趣。三角的做法很简单，只要用一张纸叠成一个三角就可以玩

了。拍三角的玩法也很容易，就是用你手上的三角用

力拍在地上，把对方的三角翻个面。我和我的朋友李

郅操一起玩，拍了几次我和他都没成功。他不太知道

怎么玩，他只是把他的三角扔在我的上面，所以他没

希望翻我的三角。我的爸爸教了我一个办法，要用我的三角的长边拍对方三角

的小边，用风把那三角翻过来。再拍了几次，我终于把他的三角翻过来了，大

家都给我拍手叫好。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扯铃。我的同学涂旭辰很会玩儿扯铃。他两手交互拉扯，铃

转得飞快，发出嗡嗡的响声。他还把铃抛向天空，然后尝试用绳子接住，可是

他没看准铃落下的方向，就没接到。试了几次以后，他终于接到了铃，

大家都叫：“耶！”还有一次他把铃抛得特别高，我心里说：“哇

噻！”，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接住铃。我看着他，我就要试一试。我只

能拉扯一会儿，铃就不转了，就从绳子掉下来。我现在知道扯铃不简

单，要练习才能玩得好。 

我还试了很多别的游戏。一个是滚铁环。我看见胡德明一上来就能把滚

铁环滚来滚去。他说你要把棍子插到轮子底下，把轮子放在地上推一下。他把棍和轮子给

我，让我试一试。我试了好几次，都滚不起来。我试的第二个游戏是丢沙包。我跟我的朋友

玩，先把一个沙包放在地上，把另一个沙包抛上去，试

图抓起地上的沙包然后接到落下的沙包。只有我不但能

从地上抓起四个沙包，还能接住那个落下来的沙包。最

后我还试了踢毽子，我可以踢上去三次，可是很不容

易。我看见李正汉能连续踢五次，肯定在家里练了。 

除了室内的游戏，还有很多户外的活动，例如老鹰捉小鸡、丢手绢和跳橡皮

筋。我看大家都玩儿得很高兴。这是很有意思的中国童玩节，因为我

们都学到了新游戏，还能跟我们的朋友一起

玩，现在我们回到家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

玩儿他们小时候的游戏。  



中国童玩游戏日 
尹维娜 

      今天星期天我们玩了中国民俗童玩了。有扯铃、拍烟盒、跳皮筋、滚铁环、拍十三点、

踢毽子、翻绳、还有老鹰抓小鸡，都很好玩。 

      第一个人是胡德明玩滚铁环。他先拿一个铁钩子和一个圆的铁环,再把铁钩子钩起了铁

环，然后把铁钩放到铁环的下面就推着铁环往前跑。铁环飞快地滚着，真有意思！ 

      第二个游戏是我和胡薇敏表演跳皮筋。我们先表演了美国式的跳皮筋，然后我们表演了

中国式的跳皮筋。我们边唱边跳：＂小皮球，香蕉李，哪年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

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有一些妈妈也玩了一会儿，她们觉得很好玩。我们都跳得很高兴。 

     第三个游戏是蔡闻涛和李郅操表演了拍纸盒，翻纸。他们把纸盒在旁边用手一拍，纸盒

翻了一个面，这个人就赢了。最后要看谁赢的卡最多，那个人就是赢家。 

     第四个游戏是涂旭辰表演的扯铃。他用绳子绑在两个棍子上，加一个铃。他先把铃放在

绳子上，一只手拉得较高，另一只手拉得较低。拉得时间长的时候就可以把绳子拉直，让铃

往上溜，这就叫蚂蚁上树。这个游戏真有趣！ 

      第五个游戏是都嘉瑛的拍十三点。她先要拿掉纸牌里的jokers，再给每个人同样数量的

牌，至少要三个人玩。第一个人先放下一张牌，然后第二个人也放下一张牌。她们不停地放

下一张又一张牌，直到加到十三就拍上面的牌。最快的人就拿走那堆卡。我觉的这个游戏很

有意思。 

       接下来有三组人表演踢毽子。有高多多和他的妈妈、李正汉和谢瀚辰、郭莹莹和妈妈。

他们都先把毽子扔起来，再一脚着地，另一脚先内弯在向上踢。也可以一脚着地，另一脚向

外拐往上踢。然后不停地踢直到毽子掉到地下。这个三组人都踢得很好。 

      再接下来就是骆肖琳和黄丫丫表演翻绳。她们拿了一段绳子，先把那段绳子打一个结，

再套在手上。然后另外那个人不断地往出翻绳，变换出不同的花样。真的很有趣！ 

      最后是庞悦明表演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需要很多人来做，先要选一个老鹰和一个母

鸡，再把所有的小鸡跟在老母鸡的后面排着长队，然后老鹰就要追

小鸡。抓到一个小鸡的时候，那个小鸡就要到老鹰的背后等到另外

个小鸡碰到他就可以又到母鸡的背后。老鹰抓到所有的小鸡，他就

赢了。这个游戏最好玩了！ 

今天的游戏都有趣！中国的民俗童玩都有很多玩法，都很好玩！  



中国童玩日 
庞悦明 

        "哈哈哈！真好玩！哇！这么好看！.......”， 一进入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的门，在宽

敞的走廊的一角，你就会听到一阵阵笑声。那是在干什么呢？那我就告诉你吧！是林老师

的七年级美洲华语班的<<中国童玩日>>，同学们在玩各种各样的古老的中国游戏呢！ 

       从滚铁环到踢毽子再到老鹰捉小鸡游戏，都很精彩。首先是胡德明同学

表演滚铁环。他一边走，一边用一个金属棍子推着铁环。看看容易，实际上

挺难的，别的同学上去试一试，走了一两步，铁环就倒了。朋友们都看得聚

精会神，最后都拍了手。 

       接着是跳皮筋、拍烟盒、扯铃、拍十三点、踢毽子、翻绳和老鹰捉小鸡

等等。扯铃表演真好看！涂旭辰同学用一个细绳子把铃兜住，两只手拉来拉

去，铃就飞转起来了，发出了嗡嗡的响声。突然，他把铃抛向空中，然后用

绳去接住，太棒了。扯铃是一个很难的游戏，他肯定练习得很认真，也练了很久。大家都

被他吸引住了，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踢毽子在我们班里很流行，表演了最多次，有三组表演，妈妈们也参加了表演。毽子

在空中飞舞，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他们都玩得非常开心。 

       最后轮到我了！我先给大家演讲我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

一边指着我做的画板，一边告诉我的同学和老师这个游戏的玩

法、规则、特点和好处。然后我们就开始玩了！我先问谁要当老

鹰和母鸡, 林老师就自告奋勇地当老鹰，没有人想当母鸡，那我

就当母鸡了。所有的女孩都参加了，都当小鸡。玩了一小会儿就

觉得地方不够大，不知谁说了声＂到操场去玩！＂ 于是大家就像

一只只快乐的小鸟一样，跑到操场继续我们的游戏。游戏又开始

了，只见“老鹰”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扑向小鸡。我张开

双臂，拼命保护"小鸡”。跟在我后面的"小鸡”一个拉着一个，左

躲右闪，又喊又叫。突然，“老鹰” 从一侧跑过去，捉住了一只

掉队的“小鸡”。大家都开心地哈哈大笑，真的太有趣了！接



中国童玩日 
胡薇敏 

 在中国童玩日，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看到了很多丰富的示范，我听了许多精彩的解

释。胡德明示范了滚铁环、涂旭辰示范了扯铃、三个组示范了踢毽子、我和尹维娜示范了跳

皮筋、都嘉瑛示范了拍十三点、还有很多别的呢！庞悦明教了我们玩老鹰捉小鸡，我们还有

机会玩老鹰捉小鸡。所有的游戏都太好玩了！ 

 老鹰捉小鸡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我喜欢当小鸡，母鸡站在前面保护所有的小鸡。小

鸡要保护自己。母鸡跑来跑去，太好玩了！小鸡都跟在后面，笑嘻嘻地看着老鹰。老鹰跑到

小鸡刚才站的地方，不过，小鸡已经逃走了。我们都不停

地大声笑。如果有一个人不集中思想，她们就会被老鹰

“吃”掉了。这个游戏也有很多好处。如果你要不被“吃

掉”，你一定要一边跑得快一边动脑筋。这个中国童玩游

戏真的太有趣了！ 

 看扯铃示范也很精彩。大家眼睛都盯着涂旭辰，目

不转睛地看着示范。涂旭辰的眼睛盯着铃，慢慢地开始。

铃开始动了。突然，我听到了很奇怪的“呼呼”的声音。

涂旭辰再把扯铃往天上抛！第三次，他终于接到铃。大家都鼓掌和表扬他。这一定是很难玩

的游戏。这个表演太有特色了！ 

 我也很喜欢看踢毽子的示范。真的很精彩。有三个人组表演踢毽子。高多多和妈妈、

李正汉和谢瀚辰、和郭莹莹和妈妈都示范踢毽子。妈妈都踢得很好。她们不停地踢毽子。太

棒了！她们可以踢六七次！李正汉和谢瀚辰踢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很滑稽因为他们经常踢不

到毽子。可能他们要多练习练习！ 

 这个中国童玩日很好玩。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现在我懂了一个道理。虽然以前

的中国孩子没有电子游戏玩，他们却有很多有趣的游戏-特色是简易、有趣和健身。  

着，我们换了老鹰，又玩了一会儿。最后，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玩了其它一些游戏, 比如丢手绢和玩沙包。 

       中国童玩日太好玩了！朋友们都玩得开开心心，都笑了

很多。童玩节的游戏都真有趣！  



中国童玩示范表演 
涂旭辰 

这个星期天，我们的美洲华语班开了一个中国童玩的示范和表演。同学们示范了各式各样的

童玩，包括踢毽子、跳皮筋、打牌游戏、扯铃、老鹰抓小鸡、滚铁环、等等。 

第一个表演就是滚铁环。胡德明同学拿着一根棍子。铁棍的顶头是“v”字形的、用来控制铁

环、让它不倒。 

第二个表演是跳皮筋。都嘉瑛和夏声玟同学面对面撑着圆圆的皮

筋，胡薇敏和尹维娜同学在中间把两只脚分别地跳进去然后跳出

来。她们还唱着一首歌，跟着她们的动作一边唱、一边跳。 

下个表演是拍烟纸。蔡闻涛同学把一个三角形的纸包放在地上，然后，李郅操同学要用另一

个三角形的纸包把这个纸包翻过来。翻过来后，李郅操同学就把他的纸包放在地上，让蔡闻

涛同学用自己的纸包把他的纸包翻过来。这个游戏又简单又好玩。 

我表演了扯铃。我先把扯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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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让铃发出

一个特别响的声音。我还把扯铃抛上去，再接住。

老师看着我把铃抛上来，她就马上叫好。 

很多同学还表演了踢毽子。他们都先把毽子抛上去，毽子落下来的时

候，他们把一只脚先内弯再向上踢。他们不停地用脚踢毽子，不让毽子

落到地上。 

除了滚铁环、跳皮筋、拍烟纸、扯铃、和踢毽子，还有打“13点”牌游

戏、翻绳和老鹰抓小鸡。这些游戏都很好玩，而且很健身。虽然在iPad
上玩的游戏比较方便，但是我觉得古老的游戏比电子游戏更有趣。 

 

 

特别感谢林老师和家长！  





我们班的中国童玩游戏日 
常展鹏 

上个星期天, 华夏中文学校七年级美

洲华语班有了一个中国童玩游戏日。 

每个同学带来了一个爸爸妈妈小时

候玩儿过的游戏，有很多种游戏，像陀

螺、健子、扯铃、翻绳、滚铁环和拍十三

点。 

我最喜欢玩的中国童玩儿的游戏是

毽子。毽子是从中国古代军队中的踢球游

戏发展过来的，下面是重的部分，是用硬

币和橡皮圈儿作的。上面很轻，是用羽毛

作的。一个毽子看起来像这样- Y。毽子这

样做使得扁平的部分会一直在下面，踢毽

子就会更容易。你先把毽子往上抛，再用

脚去踢。踢的时间最长的人就是赢的人。

我的妈妈从亚马逊网站买了一个很漂亮的

毽子，它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羽毛。有绿

色、紫色、黄色、红色和粉红色的羽毛，

踢起来会有一些＂玲玲＂的声音。 

其他的同学玩了很多不同的游戏，

比如老鹰捉小鸡、丢沙包和跳绳，我没有

玩儿，但是看起来很有趣。 

今年的中国童玩儿日真好玩儿。 
 

童玩节 

高多多 

  上星期天 11月4日是华夏中文学校七年

级美洲华语班的童玩节。 参加这个童玩节

有林老师、我的七年级的同学、还有学生

家长。老师、同学和家长玩的很开心。 

 

  童玩有踢毽子、扯铃、跳绳、老鹰捉小鸡

和丢手绢。我和妈妈一起做了踢毽子表

演，妈妈踢的真好!大家欢聚在一起，玩得

很高兴。 

 

  最好玩的是林老师教我们怎么玩丢手绢。

玩丢手绢最好七到十个人，人多，玩起来

热闹。其中一个人丢手卷，其他人坐在地

上，围成一个圆圈。大家唱着丢手绢的

歌：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

面，大家不要告诉他，...趁大家唱得高兴

时，手绢已经丢在某个小朋友的身后了。

如果这个小朋友发现自己身后的手绢，抓

起手绢去追这个丢手绢的人，追到了，丢

手绢的人就输了。如果那个小朋友被丢手

卷的人抓住了,那他就输了。这个游戏真好

玩，又健身,又键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