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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寄语 
 
亲爱的小语世界读者，狗年春节即将来

到，华夏大纽约定于二月十一号的的春

节联欢会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全

校师生在排练节目的热烈气氛中，感受

到节日的脚步近了！我们的封面照片就

是联欢会节目之一。 

 

这期我们登载了三年级二班和四班同学

们的作文 ---《我的暑假生活》系列。

其它内容还包括我对社区优秀学子王远

的采访和学生画作欣赏。希望大家喜欢。 
                                               

— 夏皮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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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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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二班/四班 

指导老师：韩晓英 

 

 

    难忘的暑假   卢贤燊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有趣的暑假生活。暑假时我去了 Yankee 棒球夏令

营。夏令营在一个漂亮的私立高中里，我们根据年龄分成四组。每组有四个

队，我在 8岁组的闪电队。每天我们先去自己的队报道。等所有的学生都到

了，我们先开一个全体大会，然后回到自己的队开始安排一天的活动。 常

规的训练包括体能和热身活动，扔球，接球，和击球。教练们很有经验也对

我们很好。 这些基本功训练有助于纠正我们的姿势，以此来帮助我们提高。 

常规活动后，会有一些集体游戏来加强基

本功的应用。比如我们队会分成两小组，站在

不同的垒上。比赛传球，跑垒，或用球去碰对

方的选手。午饭以后，我开始打正规比赛，并

积累分数。这些比赛在同年龄组里进行，交叉

比赛。每赢一场比赛，一个小队就能积 25分。

最后总分最多的队，每个队员能得到一个特殊



 
 

 

的棒球。我们队最后赢得了小组冠军

奖品，我们还可以往教练身上倒凉水

 最难忘的是，我们有机会集体去参观了纽约的

我们看到了有所有 Yankee

球系列比赛的冠军戒指和著名队员的用品展览

Adam Warren 合影了，我们也可以随便问他问题

过去了，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以后有机会再参加这个夏令营

 

 阿拉斯加游轮

我去了阿拉斯加。我在游轮里玩

地方是 Skagway。我在 Skagway

狼。我太喜欢它了。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加拿大玩漂流

 

我去了中国

我去了中国，见到了朵朵妹妹

东西。我很喜欢鸡爪子，我也很喜欢糖葫芦

京，武汉，上海，沈阳，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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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队最后赢得了小组冠军，并得了全夏令营的最高分

我们还可以往教练身上倒凉水。 

我们有机会集体去参观了纽约的 Yankee 体育场

Yankee 队员签名的棒球，很多很多！也看到了

球系列比赛的冠军戒指和著名队员的用品展览。最后我们和现役的主投球手

我们也可以随便问他问题。一个星期的夏令营很快就

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提高了自己的棒球水平。我很喜欢

以后有机会再参加这个夏令营！ 

阿拉斯加游轮  陈乔熙 

我在游轮里玩。我最喜欢的         

Skagway 买了一个毛绒绒的玩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加拿大玩漂流  沈嫣然 

我暑假去了两个地方。你知道我去了

哪里吗？我去了意大利和加拿大

欢在加拿大玩漂流，很有趣。

服都湿了，一点也不觉得冷。

衣服！因为漂流如果你在前面的话

会冲到身上就像在洗一个冷水澡一样

们需要穿很多的防水衣服！后来我跳到水

里了，游了个泳，太冷了！我赶快爬到船

上，我不想再进水里了！好好玩儿呀

我去了中国   赵晨皓 

见到了朵朵妹妹。朵朵是我的表妹。我吃了好多好吃的

我也很喜欢糖葫芦，但是夏天没有卖的

鞍山，还有苏州。我玩得很高兴。 

并得了全夏令营的最高分。除了拿到

体育场。在那里，

也看到了 Yankee 全

我们和现役的主投球手

一个星期的夏令营很快就

我很喜欢也希望

 

 

你知道我去了

我去了意大利和加拿大! 我最喜

。虽然我的衣

。我穿了很多

因为漂流如果你在前面的话，波浪

会冲到身上就像在洗一个冷水澡一样。我

后来我跳到水

我赶快爬到船

好好玩儿呀！ 

 

我吃了好多好吃的

但是夏天没有卖的。我去了北



 
 

 

愉快的暑假

夏天，我坐飞机去中国

的小妹妹，我的妹妹叫缪薇薇

了数学，语文。我喜欢和朋友们跳绳

和家人去小河边游泳，抓小鱼

还去了北京吃烤鸭。我的暑假很愉快

 

暑假生活

我暑假去了北京。我在北京呆了七天

看电视！然后，我们去了衢州

们也去了杭州。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天

然后就回龙游了。我，妈妈和妹妹回北京

 

有意义的暑假

暑假的时候，我跟妈妈和姐姐去南京

车，火车上面有床，这是我第一次坐有床的火车

想爬到上面的床上去。到了南京

友。晚上我们去一家有京剧表演的饭店吃饭

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了一会

面两个是蔬菜另外一个是肉

时候演出结束了。我觉得很好

暑假。 

 

我爱夏令营

我的夏天过得很好。

很多地方，我去了沙滩，游泳池

还认识了新朋友，我和新朋友玩了水滑梯

Emelin Theater 参加了表演

小丑，大家都喜欢我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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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暑假   缪琦琦 

我坐飞机去中国。我去看姥姥和姥爷和我

我的妹妹叫缪薇薇。我在丹东上托班学习

我喜欢和朋友们跳绳。 周末，我喜欢

抓小鱼。我还去了大连看海，

我的暑假很愉快。  

暑假生活    范依晴 

我在北京呆了七天。我在北京游泳了。

我们去了衢州。我见到了涵涵和晨晨。我们去看彩虹桥

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天。我们去看西湖。我们吃了好多好吃的

妈妈和妹妹回北京。又呆了三天，就回美国了

有意义的暑假  于婷婷 

我跟妈妈和姐姐去南京，跟妈妈的朋友玩。

这是我第一次坐有床的火车，觉得好奇怪。

到了南京，我们打车到宾馆，在宾馆碰到了妈妈的朋

我们去一家有京剧表演的饭店吃饭。我们到饭店的时候

我们等了一会，吃了一点东西因为先上了三个菜了

面两个是蔬菜另外一个是肉。边吃饭边看京剧表演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在南京过

我爱夏令营   王维嘉 

。我去了夏令营。在夏令营我去了

游泳池，海族馆，和 bounceU。我

我和新朋友玩了水滑梯。我还去了

参加了表演，我演一个非常可爱和好笑的

大家都喜欢我的表演。我喜欢夏令营。 

 

。我晚上还能

我们去看彩虹桥。我

我们吃了好多好吃的。

就回美国了。 

。我们上了火

。一路上，我

在宾馆碰到了妈妈的朋

我们到饭店的时候，京剧表演

吃了一点东西因为先上了三个菜了，三个菜里

。大概九点的

因为我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在南京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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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大瀑布  詹瀚文 

暑假我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是我见过最大

的瀑布。很多水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发出很大的声

音。我还坐船从瀑布下面穿过。浪很大，船一上一下。

我们玩得很高兴。 

 

  我喜欢大瀑布  冯乐然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加拿大。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瀑布。有很多很

多的水从很高的地方留下来，我很喜欢。我还想再去一次。 

 

康宁玻璃博物馆  叶庆辰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和哥哥去康宁玻璃博物馆。这是全球最大的玻璃收

藏博物馆，可以在此欣赏全世界最漂亮的玻璃艺术藏品，了解玻璃现场制作

过程。我和哥哥有机会制作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玻璃，从加热，制作磨具，

在玻璃制作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磨砂玻璃杯。 

 

我喜欢司马台长城 许德忻 

今年暑假我去中国北京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司

马台长城。我去八达岭长城那天下大雨，风又大。不一会儿，我全身淋湿了，

伞也差一点被吹走了，人也特别多。我们后来又去了古北水镇的司马台长城。

那天下小雨，但是比上次好很多，人也不多，我们玩得很高兴。接着我们又

去乘船和看了喷泉灯光表演。下次我们再去北京，我还要去长城，希望天气

会好。 

 

希腊游记   苏智昕 

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弟弟一起去希腊

旅游。我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和古迹。有一次，

我看日落的时候，因为跑太快了，摔了一跤，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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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嘴唇。路上爸爸问我：“你的牙齿呢？” 我说：“太阳神帮我拔掉

了！” 

 

我的暑假   张子川 

暑假里，我们先去了四川。在成都，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大熊猫，它们

好可爱呀。我们还去了九寨沟，那里有蓝色的海子和镜子一样的瀑布。接着，

我们去了婆婆家和奶奶家。天气很热，我们经常去游泳。最后，我们去了青

岛和威海。青岛海底世界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危害科技馆实在是太好玩了，

我下次还想去。 

 

加拿大游   陶康依 

我暑假去了加拿大。我去了不同的城市，包括 Banff, 

Jasper 和 Yoho。我们爬了山，坐了船，泡了温泉，

看了冰山，我们也住在了一个小木屋里。我玩得很

开心。 

 

大瀑布真美  朱菲菲 

暑假我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 在加拿大。我坐了船，我们先等在一个

很长的队里，我们等啊等，过了很久，我们拿到了红色的衣服。我和姐姐衣

服都很大！我一上船，心想，“不可能吧，我不是在作梦吧？” 大瀑布真

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 

 

美丽的北海公园  周佳佳 

今年暑假我和妈妈去了北京。在那里见到了我的姥姥、姥爷、舅舅，

还有娇娇和甜甜。最有意思的是，舅舅带我们去了北海公园。公园里有山、

有水、有树、有白塔，还有数不清的人！虽然没有划

上船，但是我们吃了最好吃的冰棍，大家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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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暑假生活  Allen Xia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弟弟，爷爷奶奶住在中国深圳。我还去了惠州

和桂林。我和老师学习了中文。回到美国后我在 Boston 住了两周，就回学

校上学了！ 

 

搬家     吴雨芮 

今年暑假，我们家从密西根搬到康州。是因为我妈妈在康州有一份工

作。我们需要收拾东西和卖房子。我不喜欢收拾房间。爸爸，姐姐和我坐飞

机飞到纽约。妈妈去接我们，终于见到妈妈了。虽然很累，但是也很高兴。

我看到我的新房间很喜欢！ 

 

   我的暑假真快乐   茉莉 

暑假的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的家在科罗拉多山区。我在山

里骑马，爬山，游泳，我很开心。我还跟我的表姐妹玩。我的暑假真快乐！ 

 

看瀑布     毛若茜 

暑假我去了加拿大去看瀑布。瀑布很好看，我看到瀑布从一个大石头上面冲

下来，还有人在瀑布的河里面看瀑布。他们在船上穿着雨衣。雨掉在我们的

身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参观十三陵  陶然 

今年暑假我到中国去旅游。妈妈带我去十三陵参

观。我看到了皇帝的地宫。最后妈妈还给我买了一枚

银色纪念币，我很喜欢。这是我的第一个纪念币。 

 

我去了水族馆 谢爱欣 

我今年暑假过得太愉快了。我去了水族馆，看到了海马和鲨鱼。我还

看到了海豹的表演，有趣极了。我看到了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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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冰球  章浩然 

我今年暑假和我的朋友们去打冰球。有一个朋友刚学冰

球，所以没有我滑得快，那他现在进步很多了。 

 

 

火山岩    熊文轩 

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一起去了俄勒冈。我们游玩了很多

景点，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火山岩。在爬火山岩的时候，我看到山下有一条河。

因为火山岩很光滑，很难爬，我哥哥有些害怕。但是我很勇敢，爬上了高高

的石头并坐了下来。火山岩顶上有一些小石子，我用脚踩它们也不碎，我才

知道它们很坚固。妈妈告诉我：很久以前，印第安人还用这些火山岩来做武

器打仗呢！在山顶上，我和哥哥用火山岩来做 tic-tac-toe 的游戏，我们过

得很开心。 

 

 

 

 

 

计算机绘画小班: Alicia Leng     指导老师：黎皓 



 
 

 

Hamster On the Run By 

绘画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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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ster On the Run By Kevin Shi(上)；Hockey By Kathryn Bancks

 Sophia Mui     指导老师：唐谦

 

Kathryn Bancks（下） 

 

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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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纽约 

  人物访谈 
 

哈佛男孩王远印象   夏皮皮（马立平七年级二班） 
 

采访王远之前，我心中的王远是一个谜一样的神奇人物：为什么王远

初中时成绩平平，但高中四年却门门课全 A，SAT 接近满分，数学，学术，

AP生物，AP化学获得学校级唯一奖？从小身体弱小，摔跤又是亚裔很少有

人敢于尝试的弱项，但王远除了获得多次纽约州摔跤总冠军以及担任少年摔

跤队教练和校摔跤队队长以外，还作为国家级运动员被列入国家摔跤名人录

和博物馆，是什么动力让他获得如此高的荣誉？是什么能够让一个高中生在

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为了一个科研课题付出 600 小时的辛勤努力，最终获得美

国生物研究协会年轻科学家奖？王远的成就够多了吧，不，还有更多。除了

担任学校首席黑管演奏，组织多项社区活动和全美癌症协会公益活动， 在

家里王远还是个勤做家务，房间保持整洁，喜欢和妹妹一起玩的阳光大男孩。

王远被多所名校录取，最终选择了在哈佛度过大学生活。带着各种好奇和疑

问，我采访了王远。 

第一次看到王远是在 2017 年 6 月。一看到王远我就立刻被他吸引了：

幽默，阳光，健壮，帅气，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魅力。采访非常轻松愉快，完

全没有我想象中的紧张和不安。特别是看到王远也在玩我喜欢的现在很流行

的陀螺，我就更加喜欢王远了。全程都是英文沟通，我的中文写作水平很有

限， 我请父母帮我翻译成中文。 

夏：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失败的？ 

王：我的生活中经历过很多失败，失败太正常了，这算不了什么。 

夏：“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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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和朋友在一起对我很重要。 

夏：你喜欢玩电脑游戏吗？ 

王：我在初中的时候玩，到了高中就不玩了。 

夏：为什么到了高中就不玩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我到高中就觉得电脑游戏没意思了。我会选择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夏：通常男孩子和青春期的孩子房间都很乱。你的房间怎么能做到这么整齐

和有条理？ 

王：这是我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其实每天花 5 分钟就够了。贵在坚持。 

夏：听说高中生都要开夜车。你在高中几点睡觉？ 

王：我不搞疲劳战术。通常晚上 11 点睡觉，最迟不会超过晚上 11：30pm。

而且我非常喜欢运动。我会让我自己一直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夏：你是如何学钢琴的？ 

王：我自己有兴趣。我会自己在 youtube 上自学。 

夏：你如何看待你和父母

的关系？ 

王：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非

常信任我。他们从来都不

过问我太多。我做任何事

情他们都全力支持我。我

很感激他们。 

第二次见到王远是在

他去了哈佛读书几个月之

后。去了哈佛的王远看上

去更加成熟幽默了。短短

的几个月里王远又结交了 

很多好朋友。中文学

校让我再采访王远在哈佛的      “小语世界”编辑夏皮皮（左）采访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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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生活。让我们一起分享哈佛王远的近况吧。 

夏：能不能介绍下你去哈佛之后感觉如何？ 

王：哈佛棒极了！哈佛有世界一流的教授教导我们，他们也一直让我们保持

对学习的兴趣。哈佛的各方面丰富的资源让学生受益无穷。哈佛的学生们都

很谦虚，有才华，也彼此关爱。 

夏: 你喜欢在哈佛做什么？ 

王：我很喜欢去教室学习，去实验室，参与各种团队合作，以及做有趣的作

业。我也非常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光。 

夏：你将如何度过在哈佛的第一个暑假？ 

王：我申请了到海外学习的项目。如果留在学校我会找一些夏天学习的课程，

也会找一些做研究的机会。 

夏: 能给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们一些建议吗？ 

王：对于申请大学的同学们我的建议是百分之百绝对要在学习和朋友之间找

到平衡。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有效地行出来不容易。我相信“人”的因素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朋友让生命充实和有意义。无论你有多忙，每天花

一点时间和朋友在一起，每天花一些时间和朋友交谈，都会让你放松。这也

是让学生从繁忙的功课中重新充电的好机会。而且会帮助大家更好地集中精

力提高学习效率。当你做完作业，可以花些时间和朋友在一起，而不是和手

机和电脑在一起。其实我们每天无论多忙都能挤出一些空闲时间，但是大多

数人都用这个时间看手机或电脑屏幕。如果在空闲时间能够把手机放一边，

选择和朋友在一起，你会在大学期间感到更加地开心。 

夏：谢谢你在繁忙的学习中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好的建议。 

王：不客气。祝愿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相信王远在哈佛一定能如鱼得水，获得更多傲人的成就。正如他的名

字一样，祝福王远在哈佛走得更远。加油，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