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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  

     各位亲爱的小语世界读者，新年快乐！希望大家与家人和朋友

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中国农历新年假期。 

     在本期的小语世界里，马力平四年级一班的同

学们与我们分享了不少生活中的有趣的经历，也为

大家带来了很多实用的滑雪小技巧，请大家一定不

要错过。很快我们又迎来了元宵节，为此，我们特

意准备了一些经典元宵佳句和灯谜给大家。本期其

他精彩内容还包括对少儿武术班的介绍，以及本期

主编对小明星李山和他母亲的采访。希望大家都能

从本期的内容中有所收获！ 

 

          ——本期主编：刘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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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指导老师：雷天敏 

 

                  我的小弟弟 

黎子铷      

我有一个弟弟，他叫黎子承，今年四岁！他有一头黑黑的浓密的短头

发，一 双大大闪亮的眼睛和一张肉嘟嘟的嘴巴，他和我一样个子小小的。

他经常穿小表弟的衣服，也穿我小时候的小袜子。 

我在家总是和他在一起。我经常和他玩游戏，和他

洗澡，和他一起睡觉。我很爱他。可是，有时候我会和

他生气,因为他会打我，也会对我说不好听的话。可是

当我伤心的时候他会过来抱一下我，他伤心的时候我也

会抱一下他。 

    有一次，弟弟和我争一个玩具，弟弟让妈妈帮他，

这种情况妈妈通常不会理会他，会让我们自己搞定。他见妈妈不帮他，就举

起小拳头说要打妈妈，还对妈妈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妈妈生气了，教育他不

许这样对待妈妈。他很不高兴就又过来凶我。妈妈只好赶他到衣帽间反省。

他一直在里面哭了很久。我看了一下时间，有十五分钟了，他还在哭，我觉

得有点不忍心，因为他哭得这么可怜。我走到衣帽间，对他说：“ 你知道

妈妈为什么生气吗？你不能对妈妈说这么凶的话。妈妈很辛苦生下我们的。 

你这样做会让妈妈很伤心的。我陪你去跟妈妈道歉认错吧。” 就这样，我

又一次为捣蛋的弟弟解决了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家经常发生。唉！谁让我是姐姐啦。我又这么爱我

的爸爸妈妈和这个又可爱又调皮的小家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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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滑雪 

梁涵  

    我从小就喜欢滑雪。我学滑雪已经有四年了，现在可以在蓝道上滑下

山。 

                                            

    

    滑雪真是太好玩了！ 下个假期，我还会去滑雪。 

 

滑雪技巧和策略 

杨丰源 

    如果你想滑雪滑得很漂亮的话，就需要学习一些技巧和策略。 

    如果你想滑得又快又稳，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压边滑雪。 

    压边滑雪就是当你在滑行当中，用你的

滑雪板的边去刻压雪道。因为只有滑雪板的

边缘接触到雪，磨擦小，阻力也小，这样速

度就会快。 也是因为把滑雪板的边刻压在

雪道里，你就会滑得很稳，而且这个动作也

会让你处在良好的冰球式刹车状态。当然我

说的是在雪板平行滑行的状态下，而不是比萨滑行。 

   圣诞节长假，我和家人去 Willard山滑

雪。Willard山上到处是白茫茫的。正是我们

滑雪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呆了五天。我每天

半天上滑雪课，半天和家人练习滑雪。通过这

五天的练习，我的滑雪技术越来越好，速度也

越来越快。尤其是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滑雪，我

每天都感到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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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边滑雪转弯是S 型。如果你转弯成Z型就说明你在打滑而不在压边                                       

了。打滑就是当你的雪板的后部还在滑行中而雪板的前部却扎进雪中了。 

 当你看见两条清晰的线条在你身后，就知道你的滑雪板已经在压边了。

这就是我的滑雪技巧之一:压边滑雪。 

 如果你滑得太快又停不住的话，冰球式刹车可以帮你快速停下。下一章

我将介绍滑雪技巧之二:冰球式刹车。 

 

我的旅行           

韩韦德 

去年暑假，爸爸，妈妈，哥哥和我坐船去阿拉斯加。船从西雅图出发。  

我们船上的房间有四张床，一个电视，一个微波炉和一些别的东西。我在船

上很开心。过了几天，   我们到船的甲板上去看冰山，冰山不是白色的，

是蓝色的，像大海的颜色，我拍了很多照片。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大冰块

掉到了水里面，发出很大的声音。听说看到大冰块掉到水面的人很幸运，四

艘船里面只有一艘船能碰到。 

 又有一天，我们下船去坐狗拉雪橇。 

我们坐在车上，有差不多二十只狗，那些狗

用了浑身的力气拉车，边跑边叫，那些狗拉

车拉了大约十分钟，路中间有两个停下来喝

水的地方，他们又累又渴，到终点的时候，

他们浑身都湿透了。我觉得那些狗很辛苦。 

 我们在船上吃了自助餐，自助餐有各种食物，像鱼肉，鸡肉，猪肉，羊

肉，牛肉，虾肉和各种蔬菜，水果，果汁，甜点，还有我最喜欢的冰淇淋。

我每天都吃的很饱，玩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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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摸蛇 

          毛筠宁   
 

有些人很害怕蛇，我也是这样。但我却勇敢地摸过一条蛇。 

记得五年前暑假的一个上午，我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里玩。走着走着，

我们走到了小孩观看的动物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管理员叔叔手里拿着一条蛇

在表演。那条蛇很长，全身是褐色的，当它的小眼睛盯着我们的时候，样子

看起来很凶狠。可是管理员说这条蛇不会咬人，很安全。 

                                      

 

通过这次在动物园里大胆的摸蛇后，我才知道蛇并不是个可怕的动物。 

 

第一天和老师见面 

陆靖恒     

    新学期报到的第一天，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跟妈妈和弟弟们上车去

学校。 

    我的弟弟麦麦和来来从没有去过学校，所以他们有一点害怕。妈妈一边

开车一边说：“ 你们两人不要害怕，老师都是很好的。来来，请记住你的

老师是 Ms. Teskey，麦麦，你的老师是 Mrs. Sherwood”。 “那我的老师

是谁？” 我问。“你的老师应该是 Ms. Walsh” “好的，我记住了。”我

说。 

 妈妈听后，叫我去摸摸这条蛇。刚开始我

很害怕，不敢摸。妈妈就说“你真胆小！”我

知道我平常做事不胆小，为了证明我不胆小，

我决定要勇敢的试试。于是，我慢慢地伸出我

的小手，轻轻的摸了蛇一下。结果感觉蛇的身

子很清凉，皮肤很光滑。我碰了蛇一下，可蛇

动也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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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后，我们直接走进学校里面。我们先去了来来的教室，然后去了麦

麦的教室。他们都见到了他们各自的老师。麦麦和来来的教室里有很多好玩

的玩具。 

 我们玩了一会儿玩具，然后妈妈就带我去

我的教室 。一进教室门，就看到我的老师

Ms. Walsh在那里了！她见了我很高兴，

笑眯眯地给了我一张纸，纸上面有好多的

问题。每个问题都是要让你找一样东西。 

    当我答到第八道题的时候，看到我的好朋友 Adam 走进教室来了。我

说：“Adam！Hey, Adam！” “原来你在这儿呀！我正在找你呢！”他说。

后来我们一起找纸上的问题。最后我们全都找到了。 

    老师夸奖我们做得不错！然后跟我们说“再见！” 

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特别高兴，因为我和弟弟们不但都见了我们的老

师，而且我还得到了老师的夸奖。 

 

我的小狗 

江韵天    

           2016年的圣诞节，爸爸和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小狗。我的小狗是一只泰

迪犬。它有褐色的卷毛，下垂的耳朵和小小的眼睛。它毛茸茸的很可爱。泰

迪来我家的时候只有两个月大，跟我爸爸的鞋子尺寸一样。我给小狗取名

Coco，因为它是褐色的，而且它是十二月来的我家，一个喝热可可的季节。   

          Coco很有趣也很顽皮。 它最爱干的事情是偷袜子， 出去散步，和探

索新的地方。Coco也特别喜欢雪。它一看到雪就会把整个脸埋到雪堆里，白

白的鼻子和小嘴可爱极了。Coco很活泼，所以我们想让它安静下来很难。但

是如果让它在太阳下晒一会儿，它就会变得懒懒的，呆呆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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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 Coco，它就像我的妹妹。每天早上

Coco会舔着我的脸叫我起床。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

候，Coco都会开心地摇着尾巴冲出来迎接我。我写

作业的时候 Coco会跳到我旁边的小椅子上，总想

从我的桌子上拿铅笔。我吃点心的时候 Coco会很

馋地看着我。如果我不分给它一点，它就会生气地

抓桌子。晚上它还会陪着我睡觉。我把 Coco当成

小暖炉，贴着它真舒服。  

          Coco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圣诞礼物了！我很爱它，它也很爱我。我要

和 Coco一起快乐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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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特辑   
       

      
 

青玉案·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赏析： 

    东风拂过，数不清的花灯晃动着，仿佛催开了千树花，焰火纷乱，往下坠落，又

像是空中的繁星被吹落了，宛若阵阵星雨。华丽的香车宝马在路上来来往往，各式各

样的醉人香气弥漫着大街。凤萧那悦耳的音乐之声四处回荡，月亮在空中发出明亮的

荧光，光华流转。热闹的夜晚里，鱼、龙形的彩灯在翻腾。美人的头上都戴着亮丽的

饰物，身上穿着多彩的衣物，在人群中晃动。她们面带微笑，带着淡淡的香气从人面

前经过。我千百次寻找她，都没看见她，不经意间一回头，却看见了她立在灯火零落

处。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是

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这天，家

家户户张灯结彩，围坐一起团团圆圆。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除了吃上香甜的

汤圆外，我们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一些古

代名人在元宵节中的经典诗词，来一同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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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特辑内容部分摘自明师作文，古诗文网及其他网站 

观灯乐行          唐·李商隐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赏析： 

     李商隐用这句诗句描绘的当时唐朝繁荣昌盛的景象，当时观灯规模之宏大。天上的

月光和地上的灯火铺满了整个京城，华美的车和伞盖把大道都挡住了，自己闲着没事但是

没办法看到京城百姓庆祝元宵节的盛景，又不好意思和乡间人民一样去参加“赛紫姑”的

活动。 

上元夜               唐·崔液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赏析： 

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

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

宵尽兴。“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巷皆空的盛况。后两句把人

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 

 
   --节日特辑内容部分摘自明师作文，古诗文网及其他网页 

元宵灯谜 – 谜底在本期最后一页 

1. 早不说晚不说（打一字） 

2、进水行不成（打一字） 

3、上下一体（打一字） 

4、半导体（打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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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采风 
 

少儿武术班 

老师: 邢龙宝 / Mendi 

       今天顺着一声声响亮的口号，我们来到了由邢龙宝老师负责指导的少儿

武术班。大家都知道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处处体现着中国几千年传

统文化,是了解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桥梁。同时武术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体育文

化,其魅力正跨越国界。 

邢老师介绍说, 如果希望终身得益于武术,那么少儿时期的正规科学的武

术训练尤为重要。少儿武术课有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外,指孩子们通过武术训

练,提高各项身体素质, 练就健康的体魄;二是内,指通过武术训练,逐步培养

孩子们顽强的意志,勇于拼搏,和永不言弃的优秀品质。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校武术队员们意气风发的飒爽英姿吧。 

 
          队员们进行热身运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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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老师和 Mendi在指导散打动作 

10 



  小语世界第十一期                                                                                          03/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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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访谈 

 

      走上百老汇大舞台的小明星           
        --小演员李山采访记(Samuel Li Weintraub) 

         

         记者：刘威廉 
                                                                                                                                        

  当小李山欢快地从中文教室里蹦蹦跳跳出来时，他给我们的感觉其实和典

型的 Kindergarden年龄的小男孩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调皮的笑容，大而有

神的眼睛，圆圆的脸庞，可爱的小童头随着跳动的节奏一起一落。直到他停

下来站在我们面前，非常有礼貌地跟我们握手问好，落落大方地配合着我们

照着照片，我们才慢慢把这个今年一月刚满六岁的小男孩跟百老汇音乐剧的

大舞台联系起来。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 

小演员李山。小小年纪的李山(Samuel Li 

Weintraub)，已经是 Town of Greenburgh 家

喻户晓的小明星了。李山在刚满五岁的时候 

(2017)就被选中出演百老汇著名音乐剧《西

贡小姐》中的 Tam (剧中有着凄惨命运的女

主角的儿子), 正式开启了他的演员之路。在

长达五个月的音乐剧演出期间，小李山每个

星期中有四天都会出现在曼哈顿百老汇的舞

台上。现在的小李山已经有了正式的经纪人

和演艺公司团队，并开始接拍广告。现在就让我们走近李山和他的妈妈李琳

老师去了解一下李山的明星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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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廉: 李阿姨您好,李山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多次登上了表演的大舞台， 

成为了一名很有经验的小演员了，请问你们是在他多大的时候，在什么情况

下发现他有这个   方面的天赋？ 

李琳(李山妈妈):大概在他两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很活泼外向，一点都

不害羞，他四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和他爸爸上台演唱。 

 

刘威廉: 我们很好奇李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第一次走上表演的舞台的呢？

另外我们都知道试镜的过程竞争非常激烈，他是怎么脱颖而出争取到 Tam这

个角色的？可以大概说一下吗？ 

李琳(李山妈妈): 我是一名钢琴老师,我的一个学生家长是演员经纪人，有一

次带孩子来上钢琴课，发现李山性格很活泼，就问我要了他的一些资料，几

天后就收到让李山去考 Tam 的通知。在试镜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20多

个孩子中，他直接走到考官面前跟她讲 “我要演 Tam”！第二天就收到录取

通知了！ 

 

刘威廉:西贡小姐是一出著名的经久不衰的音乐剧， 同时情节也十分悲哀， 

李山还那么小 （不到六岁）， 他是怎么能做到理解并将这个角色这么生动

地展现在舞台上的？ 

李琳(李山妈妈):我和我先生都非常喜欢音乐剧西贡小姐，在李山两岁的时

候我们就买了 CD，他对这个剧的音乐非常熟悉，而且他也知道这是演戏，不

是真的。 

刘威廉:李山还记得他第一次上台正

式表演的情形吗？他有没有紧张？如

果有，他又是怎么克服的？ 

李琳(李山妈妈):我问过他，第一次

上台紧张吗？他说：不紧张！我想这

跟他平时活泼外向的个性有关，他一

点儿也不怯场。 

 李山在《西贡小姐》中出演 Tam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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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廉:在演 Tam的过程中，有哪个情景是李山最喜欢的吗？ 

李琳(李山妈妈):他最喜欢的情景是 Tam第一次出场，坏蛋要杀了他，他的

妈妈救了他。 

  

刘威廉:在长达五个月的表演 Tam的 过程中， 有什么特别难忘或者有趣的

事情发生吗？ 

 李琳(李山妈妈):他最喜欢的而且最难忘的是所有同台演出的演员们，他们

对他都非常友好。李山也非常喜欢跟他们一起表演，而且越来越有默契。 

 

刘威廉:除了音乐剧的表演，李山最近也参

与了广告的演出， 能介绍一下广告拍摄的

情况吗？李山更喜欢音乐剧还是广告呢？ 

李琳(李山妈妈):拍广告要比演音乐剧容易

多了（笑）。他更喜欢音乐剧，因为是现

场，要非常集中。而且音乐剧有现场观

众， 能切身感受到观众反馈， 这些都让

他更兴奋，更容易进入状态。 

 

刘威廉:李山现在已经是个小忙人了，那他现在是怎么在表演，学校和其他

活动之间分配和平衡时间的呢？ 

李琳(李山妈妈):好在李山现在还是幼儿园的学生, 功课还不是特别难，而

且他的学校也非常支持他，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能基本做到“两不误”的。 

 

刘威廉:平常不用表演的时候，李山一般最喜欢做什么？ 

李琳(李山妈妈):李山平时有学钢琴，舞蹈，空手道，中文，唱歌，还有足

球。李山特别喜欢汽车，他知道所有在路上跑的车的牌子和型号，他最喜欢

的车是 Audi R8，因为它开的快！另外他非常喜欢读书，现在每天早上都会

在自己的床上读大概一个小时的书。 

 

李山广告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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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威廉: 如果可以选择，李山接下来有没有最希望扮演的角色？ 您和他爸

爸对他表演有其他的计划吗？ 

李琳(李山妈妈):他现在的年龄还小，如果

有合适的角色，他喜欢的话，就让他演。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计划，李山现在有经纪

人，也有演艺公司，他们都已经有安排 

了，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耽误学习！ 

 

刘威廉：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期待 

 

着看到小李山今后在舞台上继续精彩的演出！ 

李琳(李山妈妈)：谢谢你的采访! 

 

 

我们衷心地祝愿小李山能在今后的演艺道路上大放异彩，为我们带来更多精

彩的角色和演出，成为明日的大明星！ 

 
 

 

 

                     

李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李山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元宵灯谜谜底： 

1. 早不说晚不说 – 许   2、进水行不成 – 衍 3、上下一体 – 卡   4、半导体 – 付 

你猜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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