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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采访人物：声乐小班李文老师	  
采访记者：陈钰瑶 	  

	  
	  

	  
	  

问：李老师 ,	  	  我是华夏大纽约《小语世界》的编辑。 	  我今天能花几分钟时间采访您吗？	  
答：完全可以。	  
	  
问：目前有多少小朋友在学您的声乐课？ 	  
答：目前有九个小孩在小班上声乐课。	  
	  
问：您们声乐班小朋友都学了些什么歌？ 	  
答：他们学会了“池塘里的月亮”，“我是一朵小红花”，“摇到外婆桥”，“牵牛花”,	  "猫

捉老鼠”和“数鸭子”等。	  
	  
问：声乐班的小朋友准备为华夏大纽约的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答：小朋友们准备表演表演唱：“数鸭子”。	  
	  
问：您们从事音乐工作有多久了？ 	  
答：我从事音乐工作有 62年了。（1952-‐2014）	  
	  
问：您认为您最擅长做的事是什么？ 	  
答：因为我是歌剧演员，我最擅长做的当然是演歌剧和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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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 	  
答：除了唱歌，平时，我最喜欢游泳。我也最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工作。	  
	  
问：如果让您给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校长提一个意见，您最想说什么？ 	  
答：“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我希望四所学校仍旧和好如初，合并成一所大的在纽

约享有盛名的中文学校。	  
	  
问：如果让您给您的学生家长提一个意见，您最想说什么？ 	  
答：希望家长与老师做到最好的配合，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为每个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共

同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问：如果让您给学校老师提一个意见，您最想说什么？ 	  
答：废除“师道尊严”，用“爱心”浇灌，做孩子们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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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推荐  

电影：Walking with Dinosaurs 

 

小说：Kingdom Keepers 

 

音乐：Barbra Streisand 的《 Over The Rainb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1tbd9tR7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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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烧鸡腿 

用料：  鸡腿、盐、生抽、冰糖、八角、大葱、生姜、
味精 

做法  ： 
1. 做锅热油，趁油还没有热的时候，丢 4、5 粒冰糖进

去，小火。当油中泛起小泡沫，颜色慢慢加重，转为
浓褐色。 

2. 把鸡腿放进去的同时马上把火开大，快速翻炒，让每
一块鸡肉都均匀粘上糖色。 

3. 倒入没过鸡腿的开水，放半勺盐、两勺生抽、一粒八
角、适量葱段和姜片，加盖炖 15 分钟。 

4. 期间，用锅铲翻炒 2、3 次，使鸡肉均匀入味，当汤
汁快收干时，调入一勺味精。 

5. 翻炒一下，盛出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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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马立平班习作展示(指导老师:常秀)（上） 
我的粉色卧室 

郑芷兰  

	  
我有一个漂亮舒适的卧室。它有三十平方米,是一个非

常粉色的地方。窗子上挂着粉色的窗帘,床上覆盖着粉色的

被子,地上铺着粉色的地毯。这就是我的卧室---一个笼罩在

淡淡粉色中的小公主卧房。 

一走进卧室,在左边你会看见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二十多

本书,有卡通图画、小说等。这些书都是我从图书馆借回来

的。书架上面也有很多我喜欢的小摆设:有音乐盒,有各种色

彩斑斓的小蝴蝶模型,还有小兔子、小熊玩具。它们都是闲

暇时陪伴我的好朋友。 

卧室中间摆放着我的床。我的床很舒服,有两个枕头。

一个枕头上什么花纹也没有,但是另一个枕头上则绣满了漂

亮的粉色玫瑰花。我冷的时候可以直接抓起一个放在温暖的

被窝。我有两床被子。一床被子上像撒满了芬芳四溢的玫瑰

花,美丽娇媚。另外一床被面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花纹。 

床的对面是我的沙发。我的沙发上有一个毛茸茸的大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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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这个枕头是浅粉的,非常软和。它的上面还有两个小枕

头。那两个小枕头一面是粉色另一面是绿色,我读书的时候

可以用它做垫背,非常舒服。 

紧靠着沙发还有一个更大的书架。书架上差不多有三百

本书,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这些书全是我的,我一有空就从

书架拿一些书读,这里简直成了我知识和灵感的源泉。我特

别的喜欢我的粉色卧室,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卧室。 
	  

	  

	  

我的家庭  

胡思涵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的家由弟弟、我、爸爸和妈妈组

成。我们住在美国纽约。我的姑姑住在美国洛杉矶。我的外

公、外婆、爷爷、奶奶和舅舅住在中国北京。 

我们全家四口人,每个人都很特别。弟弟打冰球打得特

别棒。 他滑冰滑得超快,每场比赛都能进球,而且他也很努

Hannah Hu '15     Thursday, January 9, 2014 9:54:31 PM Eastern Standard Time



力。我们都很 为他骄傲。我喜欢游泳和拉小提琴。因为我

从小时候就开始学小提 琴。我喜欢小提琴是因为音乐能给

我带来快乐,它也让我交到了很 多朋友。我不太喜欢在台上

表演,因为那会让我紧张,但是我喜欢 给妈妈表演。现在我

在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学小提琴。 

我的妈妈很重视我和弟弟的中文,从小她就在家里教我

们。前年我和弟弟在北京上了一年学,因为妈妈平时在家里

要求我们说中文,学中文,所以我在北京的小学里语文学得很

好。 

我的爸爸喜欢锻炼。爸爸工作很忙,但他总是试着挤出

时间来 和我们在一起。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做的事情就是

和他到小溪边跑 步,这是我和爸爸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当我

和爸爸在一起跑的时候, 我总会感到非常快乐和幸福。 

  每年暑假我们全家都会回北京去看外公、外婆、爷爷和奶

奶。去年我们和外公外婆去北戴河玩,今年我们去了桂林。

我最喜欢吃外婆做的菜包子和外公做的阳春面,我们都建议

他们开一个汤面包子铺。虽然爷爷年纪大了,但他经常陪我

和弟弟做游戏,我们也很喜欢和爷爷玩游戏。每年暑假我们

回美国的时候,大家都会恋恋不舍,盼着下次再回去。 

这就是我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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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Canoli  

朱小萌 

 
我弟弟的朋友家,有一只又聪明又可爱的小猫。每次有

人来, 它马上就逃跑。这家请客的时候,都会把它关起来。

你在外面走过, 有时还能听见它“喵喵......”叫的声音。它不

喜欢被关起来,特别是 没有人跟它玩的时候。 

上次他们家请客,只有我一个小女孩。我就跟猫一起玩。

这个 猫叫 Canoli。它不喜欢陌生人,所以见我有点害怕。

我笑眯眯地走 近它,逗它玩,刚跟它成了朋友,就进来了两个

小男孩。他们大声 喊叫,把猫吓坏了。它逃到我身后,等我

把那两个男孩赶走后,她 就绕着我的腿,高兴得跳来跳去。 

过了一会儿,它想出去,就往门上蹦。每当有人从楼梯下

来, 它就跑到门前大叫,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哪儿,

到处蹦蹦 跳跳的。后来,它蹦累了,就冲着我,睁大了眼睛,

像是在求我把 它放出去。当它看我没把门打开,就又蹦到门

上去了,这次它竟然 蹦到门的把手上了。可是因为猫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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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大,打不开。我看它这 么想出去,就把门打开了。它出

去之前,朝我“喵”的叫了一声,好 像在跟我说:“再见了!” 

Canoli 就是这样一只又聪明又可爱的小猫,它真是我的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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