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大家好！Welcome	  to	  Student	  Corner!	  很高兴小语世界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年的小语世界队伍是由十二位学生组成的。这是一只非常优秀的团

队。我们在这期和下一期会发表他们的作文来介绍他们。我也很荣幸能够带领

这个团队。陈钰瑶和蔡梦雪同学担任副主编。去年的主编雷博也再次加入编辑

的队伍，继续为大家服务。	  

小语世界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很多好的想法和创意，都希望能够把小语世

界办得更好，吸引更多的读者。对此我们会对小语世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一

些改变。在内容上，我们会增加一些新的专栏，像人物专访，好书好歌推荐，

每周菜谱和社区新闻等等。我们也会及时报道中文学校举办的社区活动并定期

刊登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照片。今年小语世界也将会由副主编蔡梦雪主持推出华

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第一本年鉴。从形式上，除了每周 newsletter，我们将会采

用其它的渠道和方式让更多学生和家长接触认识小语世界，积极参与小语世界

的活动。我们已经在 Facebook 上建立了小语世界的网页。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

一看！  

小语世界更是学生学习中文，展示中文水平的窗口。我们会继续保持这

个传统，把学生们写的好的中文作品刊登在小语世界上。希望同学们踊跃投

稿，也希望家长老师们鼓励孩子积极参与。 

  

我们真诚地希望小语世界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快乐和享受。 

 

                                                   主编 胡舒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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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菜谱 -酱鸭 
 

 

   
   
 
 

 

鸭肉鲜嫩，咸甜适中，香浓味醇，色泽红亮。 

材料 

主料：鸭 2000 克，  

调料：盐 150 克，白砂糖 200 克，味精 20 克，酱油 50 克，甘草 50 克，八角 50 克，

黄酒 50 克，红曲 150 克，姜 5克，大葱 5克，花椒 50 克，植物油 20 克，香油 10

克 

做法 

1.鸭子宰杀后取出内脏，煺去毛，洗净搌干水分； 

2.放入油锅炸至金黄色捞出控油；  

3.锅上火烧热放油，投放姜葱煸香，加水 4500 克，将甘草，八角，花椒用纱布包

好，另取纱布将红米包好一起放入锅中，淋上黄酒，加盐，糖，将鸭子放入锅中煮

20 分钟左右；  

4.放入味精，用旺火收汁取出，涂上麻油即可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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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钰瑶的娱乐推荐 

 
电影：Mrs.Doubtfire 

  
 

小说：Shirley Jackson 的 《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 

 

         
 

音乐：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2jKeYuPv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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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编辑及作品(上) 

 
 

 
 

 

 

胡舒菡 

车道上的陌生人 

（我写的小说的一个部分：	  我，妈妈，和弟弟刚从我的学校回家，路上弟弟在睡

觉）	  
	  
车道上的陌生人	  
我们快到家的时候，弟弟起来了。他一睁开眼睛就立刻问：	  
“我们的车道上为什么有个人啊？”	  
我和妈妈想，弟弟刚起来，他还有点迷茫，他不知到他在说什么。在欢笑声中，我

跟弟弟说：	  
“弟弟，你做梦了吧！”	  
但当我们到我们家邮箱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车道上确实有个人。	  我们的车灯在

闪的时候能看到是个人，但从远处看，你看不着是什么样的人。已经七点十分了，

天已经黑了。我们都愣住了。怎么有个陌生人在这？他是谁？可能是个强盗吗？多

害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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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慢慢地把车开到车道上。我转头看到弟弟，他躲在我位子后面，不想让车道上

的陌生人看到他。我能听到我的心在跳动。终于到了那个陌生人站的地方。。。	  
啊呀，偏偏，是个老太太！还带着一条狗！我们看到她都很吃惊，但也都松了口气。

我们怕什么？但她为什么会在我们的车道上？	  
她看到我们就走到妈妈的车窗旁，妈妈把窗户打开。我们终于能仔细看清楚老太太。

她的头发雪白，她的脸上的皱纹很多。我开始数，一，二，三，四。。。但当数到

十，就变的无聊了。她的穿着就是老人常穿的，看着至少有八十岁了。她看着很迷

糊，我们都很同情她。她告诉妈妈：	  
“我。。。我找不着路了。我在遛狗，走了错。。。走错路了。我走到你的车道上，

因为我以为是条路。我不知。。。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如果天还亮，我就能找到路，

但天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眼睛不好。。。眼睛不好”	  
妈妈，弟弟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等了几秒钟，我就问他：	  
“你知道您的家在哪儿吗？”	  
她回答：	  
“在高山街上，两百三十三号。”	  
太好了！我知道那个路。她的家离我们家应该很近。	  走不到五分钟就能走到。妈

妈告诉了老太太大概怎么走。我觉得妈妈说得很慢也很清楚。不过，老太太每次都

忘。妈妈跟她说：	  
“。。。然后，就往左走”	  
她就问	  
“往哪边？”	  
妈妈告诉了她好几遍怎么走，她终于没有问题了。她给我们道谢，跟妈妈说：	  
“谢谢你和你两个女儿告诉我路。”	  
什么？啊。。。她觉得弟弟是个小姑娘。。。弟弟说了一句话，老太太就赶快跟他

说：	  
“对不起，我的眼睛真的很差。我现在知道你是男孩了。”	  
我们都笑了一会儿，老太太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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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梦雪 

	  
中学生追星好不好 

 

发件人：蔡梦雪 

邮件主题：中学生追星好不好 

陈军：你好！ 

  

现在有很多中学生喜欢追星，也是校园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觉得中学生追

星会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有影响。追星的时候需要花很多时间找那个明星穿的是什

么样子的衣服，找哪一个杂志有他的照片，哪一个商店卖他们的产品等。然后，如

果你想买明星的产品或者他们穿的名牌衣服需要花很多钱。中学生又不挣自己的钱，

又不会开车，所以他们不仅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还浪费了他们的父母的时间和花

他们的钱。 

 

 另一个看法是追星会对中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帮助。这个也是有可能，但是

在于你在追哪一个明星。比如说，如果你想跟纳塔利波特曼一样，那你就要努力学

习因为她去了哈佛上大学。所以一味地追星会影响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但是正确

地追星也会激励他们去努力的学习。 

 

 希望我这些看法会对你又帮助！ 

 

祝好！ 

蔡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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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钰瑶 

在中国夏令营里教英语 	  
	  
	   今年夏天，我经历了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先到了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Albuquerque），与我最好的朋友梅根（Megon），她的父亲，还有一位叫本恩

（Ben）的青年音乐家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去中国郑州的一个夏令营做 2 个星期的

中英双语老师。阿尔伯克基是一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但我已经有 5年没回过了。

虽然我曾经随家人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并多次从美国的一个州搬到另一个

州，但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回到一个以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独自乘飞机旅行，但我还是感觉很兴奋。飞行的时间还

很长，因此我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回顾和遐想。梅根长得什么样？她会不会有很大的

变化？那里也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	  慈祥而又严格的小提琴老师。她现在怎样了？

是否有很多学生在她家里练琴？她那体育教练式严厉的教学方法让我学会了如何面

对困难的挑战，也让我渐渐爱上拉小提琴。我也曾经采用她的那样方式教我的妹妹

和学生。那里还有我只呆过一年，却令人恋恋不舍的阿尔伯克基学院

（Albuquerque	   Academy）和我的朋友们……。当我还沉浸在遐想时，飞机已不知

不觉地顺利到达阿尔伯克基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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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尔伯克基的几天里，我们举办了一场义演音乐会，准备了去中国所需的

行李物品，还终稿了夏令营的课时计划。到达中国后，我们受到夏令营主办方的热

情接待。经过最初的一阵兴奋后，我开始放松下来，并说服自己-‐我有足够的经验，

因为我在前一次的中国旅行时曾经做过教师助理。当然那是 3年前的事。还记得和

一群尖叫的孩子们在相互追逐、还有被他们称为“外国人”的受宠感觉。这一次在

很多方面会有不同，不过直到我们到达营地之前，我都还没觉得现实对我的挑战。	  
	  
	   夏令营设在离郑州市区有六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度假村。刚到那里，我就经历

了使用中国式公共卫生间的不便与尴尬。	  因为急于去净手，我在拥挤绵延的人群

中，经过蜿蜒曲折的路径，冲向了公共卫生间。看到浴室里有两个没有隔栏的蹲位

已被人占用，我涨红着脸迅速退了出来。在关上大门之前，我还注意到里面没有卫

生纸。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客房还有定期提供的卫生纸。	  
	  
	   在夏令营里，我和梅根共同带领一个班级。我们的学生是一些 10到 12岁的

孩子们。每天早上，我们 5:40 就起床准备某项活动。一想到什么好的主意，我们

就会迅速地拿出笔记本记下，并把这些主意结合到我们的教案中。我们开动脑筋紧

张地准备教案。我们做道具，准备活动内容，并且不断演练。我们把曾经引导我们

的弟妹一些方法、在周末学校里学到的教具、以及任何能把孩子留在教室里的方法

都用上了。梅根说，我们这次已经是“绞尽了我们的脑汁”。在上课期间，每当与

孩子们互动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踮着脚跟揣摩这些孩子的英语水平和兴趣。每天课

后，我和梅根仍会继续呆在教室里相互点评和讨论我们的教学内容，以改进第二天

的课。	  
	  
	   当夏令营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幽默诙谐的本恩老师突然病倒了，还伴随着

腹泻和脱水。夏令营里有些成员也开始生病了。这时，我们决定梅根继续留在我们

班，而我转到本恩的班。我们也不得不调整各自的日程安排和上课计划。这样我们

的工作量就加倍了。同时我们也在顽强抵抗着己开始咕噜叫着的难过的肚子。每天

的工作虽然劳累，但我乐在其中。我享受着与天真，可爱又顽皮的孩子们在一起快

乐时光。仿佛觉得在这短短的 2周内，我已经在那里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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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博 

我的奶奶 	  
	  

最近我的奶奶从中国来到我们家。她自己在中国肯定很孤独，如果出了事也

没有人照顾。现在她跟着我们住在一起，一家子热热闹闹的，总是会有人照看她。

在奶奶来了以后，爸爸和姐姐都特高兴，但是对我们家庭其余的人来说，只是添加

了麻烦。因为奶奶的耳朵有点聋，说话时声音特别大。还有，许多奶奶的观念也早

已过时了；她有时候说的话会让大家感到很可笑。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和奶奶交流过。明显的，爸爸是奶奶养大的，因此他对奶

奶的感情比我要深得多。我姐姐也是和我不同的：事实上，她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

奶带大的。她是在中国读完大学以后才来到美国的。正因为如此，她对奶奶的感情

就像小孩对父母的感情一模一样。而我呢？我无法找到任何对她的感情。可悲的是，

我想爱也爱不起来，感情也表达的不真实。我只能把奶奶看作亲戚，看作长辈。这

就是隔离在感情上的障碍。 

 

感情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怎样产生的呢？感情深或永

久是怎么决定的呢？有时候，这种感情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在其它的时候，它却是

不存在的。但是虽然我现在对奶奶没有什么感情，并不会永远像这样的。感情是交

流和培养出来的。当我姐姐第一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对她也没有什么感情，而

现在我特别爱她。也许有一天我能真实的对奶奶表示爱。到那时候她就不仅是我的

亲戚，而是我心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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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文 

CTY	  2013：大开眼界 	  
	  

“So	  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对所有去过 CTY 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特殊短语。在 CTY，人们总

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 CTY 如此吸引孩子们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

CTY 的朋友都有自己独特的长项，他们一聚到一起，就相互讨论彼此的经验教训，

有时甚至违规使用睡觉时间，过程令人难忘。 

 

对孩子们来说，三个星期的夏令营似乎很短，但却感觉度日如年。孩子们常

常通过三个星期的夏令营相互了解的非常深刻，甚至了解的比平常最好的朋友还要

多。当新的 CTY 营友到的第一天，老的 CTY 营友常常会说，“你会在三个星期内了

解这里的朋友远多于你学校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彼此感觉可能永

远不会再相遇。这样的感觉让我们非常难受。我们彼此学到的东西，包括不懂的东

西，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让我们受益长久。在三个星期里，我们聆听着相同的歌

曲，参与着相同的活动。 

 

 “So 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大家都挤在一起随着视频一起唱。

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彼此凝视对方，眼泪顺着几乎每个人的眼睛流了下来。由于

家长们在外面等着。我们互相拥抱，说着：“保持联系”。于是我们离开 CTY 这个

家回到原先的家里。CTY 是难得的经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打开了我们看世

界的眼睛。我们由此回到日常生活继续前进。CTY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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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明俊 

男儿当自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歌：“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红日光，

胆似铁打骨如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我发奋图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

要自强……”。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新潮澎湃，激动不已。这就是由香港著名的

影视歌三栖明星成龙演唱的歌曲《男儿当自强》。 

 

           成龙是我最敬佩的影视明星，他的成功印证了男儿当自强的道理。他

小时候家里很穷，很小就去武行练武。长大一点，他就去李小龙电影里做群众演员，

不是挨揍就是当死人，经常没有一句台词，有时候到最后就一个字“啊”，然后马

上死去。李小龙死后，很多演武侠大片的人都宣称自己是李小龙的接班人，他们努

力模仿他，都失败了。但是成龙却探索出自己的戏路：不像李小龙那样严肃，在打

斗中带一点幽默感，让人过目不忘。在拍电影《我是谁》时，他骑在非洲野犀牛身

上，被脾气暴躁的犀牛狠狠掀翻掉下来，险些重伤。他为了电影事业不惜任何代价，

敢于挑战自我、追求更好。后来他还写剧本、当导演，经过多年奋斗，他终于成功

了。 

         古语有云：“自助者，天助之”。一个人身怀高远的志向，从一点一滴

努力，持之以恒，就会成功。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 

 

         去年 7月 30 日，我来到了美国。开始了我全新的生活。以前在中国我住

在城市，但是我们现在住的是一个很小的镇：Chappaqua。从繁华的都市到僻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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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郊，我有些落寞。但是，妈妈说这里的学校好，住在这里就是想让我在这里上学。

去年我读的学校是：Bell middle school. 除了正常的课之外，我还选修了 ESL.。

因为我是在广东长大的，有很重的广东口音，为了矫正口音，我就一遍遍听录音，

然后录下自己的发音对比矫正。放学我完成作业后，我就自己练习英语。经过一年

的努力，我除了英语课是 B+ 外，其余各门课都获得 A。另外， 我还被选入数学

HONOR 班。我很高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身处海外，爸爸妈妈常常给我讲海外生活的不易。比如种族差异引起的

不公平待遇。比如：同样参加 SAT 考试，华裔要比其他族裔学生成绩高很多才有

可能进入好的大学；同样的大学毕业，白人被公司的提职的机会更多。面对这样的

现实，就对海外华人提出更高要求。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比同龄人更优秀，更努力。

暑假我参加了纽约州“Leader ship”活动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我还

放弃玩的时间去“Kumon”学习。现在，我越来越对自己有信心了。 

 

        “让海天为我聚能量，去开天辟地为我理想去闯，我是男儿当自强，比太

阳更光”。是的，男儿要自强，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男儿更要自强。 

 

 

 

 

 

 

 

每周笑话 
	  

（1）采蘑菇 

 
一次妈妈带女儿去公园玩，突然发现路边有个小蘑菇， 

于是跟女儿说:宝贝儿，把那个小蘑菇采了。 

小女孩很听话的走到小蘑菇面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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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漫画系列 	  

（2）鱼儿来信 

 

 

	  
	  
	  
	  
	  
	  
	  
	  
	  
	  
	  
 

小语世界是学生学习，倾诉，畅想的园地；小语世界也是老师 

教书育人，分享经验的平台。小语世界期待着你的投稿！  

稿件请寄：hxgnystudentcorner@gmail.com 

facebook.com/hxgnystudent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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