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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寄语 
 

 

春天快到了，《小语世界》首先祝大

家春天快乐！ 
 
这个星期我们登载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的作文，关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然

后是主编雷瀚写的关于饮食和运动的

文章。最后是对我校辩论队领队李建

良老师的采访。他现在带队在准备四

月中旬的总校辩论比赛。 
 

——林经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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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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老师：傅耘 

 

我的小天地       作者：黄瑞 
 

 

 我的小天地在我的房间里面。一上楼左边第一个门，那就是我的

房间。在我的小天地里有我的很多东西：有电脑、床、宠物鱼、书桌

和我的很多书都在里面。 

 我的小天地跟犹他州的形状长得一模一样，是一个缺了一角的长

方形。进门的时候，在左边是电脑，右边是宠物鱼缸。在前左方就是

我睡的床，在前右边有我的很多书。这些东西都是我 很喜爱的东西。

我在小天地里面花的时间很多。每天至少要睡十个小时觉，然后里面

还有电脑，所以还会更多。在我的房间里面，我觉得自己感觉很舒服，

因为我在这么熟悉的地方里面。 

 我的桌子上就是我最珍贵的电脑。我每天都会在上面做作业和玩

游戏。我从学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上楼到小天地去做作业。每天晚

上，我很累的时候，我就会睡在我的很舒服的床上面。这个海绵的床

仿佛像云那么柔软。 

 在我的床上面，有一个智能音箱。我们可以跟它说话，也可以跟

他问答游戏。它有一次说：“我又检查了好几遍，我发现你居然答对



3 
 

了！” 我和爸爸就笑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智能音箱可以这么会开玩笑。

我做完了作业以后，就开始读书。我读啊读啊，把书全部读完了。这

时，我就会去找我的宠物鱼，跟他们玩起来。这些小鱼是很顽皮的，

我把手伸进水里面，小鱼儿就游上来，亲亲我的手。这些鱼是我最宝

贝的宠物。 

 到早上了，我就感到很伤心，因为我不能再睡

觉，要离开我的小天地了。我在这里做了无数的事情，

有好玩的，也有不好玩的事情。最近，我意识到我在

这个小天地里面的时间只有几年了，所以我要珍惜它。 

 

 

   我的小灰狼    作者：许德睿 

 

 我两岁的时候在黄石国家公园的公路上突然看见了一只狼。这只

狼长得比我们想象中的小很多。可是，它还是长得特别漂亮。因为这

是我第一次看见真的狼，我特别激动。我后来在公园的商店里看到了

一只和我在路上看见的那只狼长得一模一样的玩具狼，我很喜欢，就

把它带回家了。 

 “小灰狼”很可爱。它的头一半是淡灰色的，一半是深灰色的。

它的耳朵是圆圆的，不是尖的。它的鼻子是完全黑色的。嘴巴是一条

很细的黑线。黑色和金色的眼睛圆圆的，透明的眼睛让它看起来像真

狼一样。这只狼的身体毛茸茸的，脖子粗粗的。它看着我，像要知道

我在干什么。 

 小狼在我的家里已经住了九年了。它每天

都坐在我的电脑上，陪着我做作业和玩游戏。

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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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维尼熊   作者：周家瑞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只维尼熊。它是一个毛茸茸的小

玩具。它的身体是黄色的，有一对可爱的小耳朵，好像想听我跟它说

话。它还有两只眯起的眼睛，一个翘翘的鼻子和一张红色的小嘴巴，

一副可爱的样子。 它穿着一件小小的红衣服，上面绣着它的英文名字。

我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绣在了它的衣服上。它的双手和双脚都

是毛茸茸的，软软的，摸起来特别舒服。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抱着它睡觉。

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把维尼熊

也带上了。它陪着我去了很多地方。维尼

熊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我不开心的时

候，抱抱它，心情就会很好。 

 现在我长大了，仍然保留着它。它

每天坐在我的小书桌上，开心的笑着。我

觉得我的维尼熊变得更加可爱了。 

 

   漂亮的花花      作者：袁文谨 

 

 我没有事情干的时候，最喜欢到我家的后院里去看一种特别美丽

的东西，在土里面暗暗地慢慢地长，从小小的种子到漂亮的花花。这

些花是我的外婆过圣诞节送给我的。 

 他们像一只只的小果子在泥土里长，每天让太阳喂他们。我每三

四天浇一次水。有的小花只要浇十秒就好了，大的花要浇三十秒。他

们每一棵是一个不同的颜色，一共可能有十五朵花。五颜六色的色彩

在花上飞舞，有的是橘黄色，有的是浅紫色。花的叶子摸上去特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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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每朵花的花茎像一只吸管，从地里吸出水。一朵花一般有六片花

瓣儿，每片花瓣都很嫩。他们虽然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有

一样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很漂亮。在晚上的风里它们高高兴兴地在

舞蹈。有的花很可爱，我摸它的时候，它就像跟我握手。 

 我每天都想着我的花花，我一秒也忘不了他们。 

 

 

   我的梦想小园地   作者：张瑞民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孩子，我有很多梦想。我梦想着成年后的我

是一个探险家，建筑师，赛车手......有一个地方我可以经常发梦，

可以幻想，可以梦想着我的未来-那就是我的房间。 

 一进入我的房间，在门口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展示柜。展示柜的最

上层有我很多收藏品。有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有俄罗斯红场的骑兵、

有西班牙的斗牛、有波音公司的 747-800 模型机、有珍珠港的小警铃、

有哈利波特的魔法棍......我想周游世界去发现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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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示柜的第二层，摆放着我用乐高搭建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我

周游各地的时候，被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建筑所吸引。了解到建筑里

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宗教的，历史的故事。我想学习更多关于建筑

的知识，做一个有独特思维的建筑师。 

 在展示柜的最底层，我收藏了上

百辆模型小赛车。什么都有，有热棒、

有风火轮的小动物汽车、有独轮车、

有摩托车、有法拉利的 Daytona 365 

GTB / 4、有躲闪的赛车、有宾利、有

F1 法拉利赛车、有卡迪拉克、有皮卡

车、有怪物卡车、有甲壳虫车。我最

喜欢我的怪物卡车，因为它的轮子很

大，可以在沙漠里、泥巴里、森林里、

山坡上等各种路况下开。 

 长大后，我就要开着我自己的怪物卡车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探险，

观赏各国的建筑。 

 

    玫瑰花        作者：郭君玥 
 

 两年以前，我住在一个两家庭的房子里。我们楼下住着房东，是

两位很喜欢种花的老人，他们在后院种的玫瑰每年都会开花。他们种

了一棵红的，一棵粉红的，一棵白的，还有一棵黄的。我最喜欢的就

是那粉红色的玫瑰花。 

 每天我从学校回来，都会经

过那些玫瑰花。我正走到院子门口，

一阵风飘过来，我就能闻到一阵清

香。远远的我就能看见各种颜色的

花朵，轻轻的在随着风摇摆。我走

上前去，看到红色的花朵比昨天开

得更大了，粉红色的花旁边还长出

了一个新的花苞，可能会过几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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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开。 

 我仔细去看那朵粉红色的玫瑰花，花下面的叶子是深绿色的，衬

着花更加艳丽。花茎上的刺，很尖的样子，要是不小心碰一下，手就

会出血。我看着花瓣，觉得真是太美了。每一片花瓣看起来都像是被

一个人仔细地一片一片地放到自己的位置上。我摸了一片花瓣，感觉

很精细。粉红色的玫瑰花也是最好闻的。别的花有的香味太重，有的

太淡，都闻不出来。但是那朵粉红色的花香味刚刚好。 

 虽然我两年之前就已经搬家了，我到今天还记着那朵玫瑰花。我

们去年夏天试了种玫瑰，但是没有种得很好。我想今年再试着种一棵

玫瑰，希望这次可以真的种出跟那朵一样漂亮，一样好闻的玫瑰花。 

 

    Mozzy        作者：杨博文 
 

 暑假的时候我住在姑妈家。我的姑妈家有一只狗。它的名字叫

Mozzy。它是一只白色的狗，很可爱。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拍拍它。它

的身体是毛绒绒的。每天早上我起来都会喂它食物。我会拿两个大勺

子挖起来两勺狗吃的食物，然后把那些食物倒在一个银色的小碗里。

那个小碗是专门用来装狗吃的食物。 

 我每天喂完它，会带它出去散步。我

们会走很远。有时候我们会跑一段时间，然

后又接着走。我们累的时候，就又会走或者

跑回来。我跟它散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一

点狗吃的甜点，给它一点吃。 

 这只狗很喜欢学一些小花招。我每天

都会教它花招。我说，“坐下！”，它就会

坐下来。我说，“躺下！”，它就会躺下来。

我可以让它跳起来，或者让它叫一声。我可

以丢一个小球，然后它会把球捡回来。 

 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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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企鹅      作者：佟伯瑞 
 

 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和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可爱的圆溜溜的企鹅。

我的企鹅是一个绒毛玩具。他的眼睛是黑色和蓝色的，跟晚上的天一 

样黑，像海那么蓝。他的鼻子，像胡萝卜那

么橙色。他的两只手，摸着肚子像在跟我说，

“我饿了”。他的身体是黑白黑白的。他的

两个可爱的脚是橙色的。 

 每天我早上起来，他在我旁边看着我，

像在跟我说：“快快起来”。但我一离开了

家去上学，他就哭丧着脸看着我说，“别去

上学！别去上学！”我从学校回来，企鹅就

对我说，“你终于回来了！”。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企鹅就陪着我睡。他安静地坐在我旁边，跟

我说，”快点睡！快点睡。“我就像是他的主人，他每天都听我的话，

不淘气。他像我的仆人，又是我的最亲的朋友。 

 

~~~~~~~~~~~~~~~~~~~~~~~~~~~~~~~~~~  

    谈谈健康饮食和运动    特约作者：雷瀚 

 随着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胖，好的健康饮食习惯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我自己以前就是那些不健康饮食者中的一员：吃我喜欢吃的任何食品。

这给我带来了很多问题：肥胖，以及肥胖后不想运动。。。即使现在，

我也不会完完全全吃健康食品，主要是因为我无法控制我的饥饿感和

对食物的渴望。当我有点饿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吃，吃，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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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我知道那是多么糟糕！现在我想谈谈健康饮食和运动的重要性，希

望这能帮助我变得更健康，对食物更少关注一些。 

 一般我们每天消耗 2000 大卡，这个数字根据年龄，性别，体型

和体力活动水平会有些差异。空卡路里是我们从没有营养的食品中获

得的卡路里。很多美国人将空卡路里食物作为饮食的最主要来源：如

培根和香肠，蛋糕，起司，饼干，甜甜圈，能量饮品，水果饮料，冰

淇淋，比萨，运动饮料和苏打水。这份清单上的食物我都喜欢，但它

们都不健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吃它们，但是要尽量避免并且少吃。 

 均衡饮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身体器官和组织需要适当的营养才

能有效地工作。为什么人们想要变得健康呢？研究表明：与肥胖者相

比，健康的人更快乐，更少受到压力。感觉更好是那么重要，因为它

会改善大多数人的整体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生存的主要目的之一。

不仅如此，拥有健康的身体，大多数时候都会改善你的外表，性格和

个性，并会帮助你更好地吸引异性，这可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 

 健康的关键是健康饮食，健康饮食比锻炼更重要。如果你缺乏蛋

白质，又如何获得健美的肌肉呢？健康饮食需要从小步骤开始，例如

早餐拒绝吃妈妈做的培根，或者吃胡萝卜作为零食而不是薯片，喝脱

脂牛奶而不是含脂肪的牛奶。这些健康的选择，也有助于提高你买健

康食品的意识。 

 不管你吃得多健康，吃得太多也很糟糕。建议最好查看

choosemyplate.gov 制作的食物盘，它会告诉你需要吃多少种类的食物。

有许多人饮食失调，从吃得太少到太多。不管你得多健康，吃得太少

也是很糟糕的。一种称为厌食症的饮食失

调是你吃得太少，即使经常锻炼，仍然认

为自己很胖。吃得太少是营养不良，运动

时摄入过少的卡路里只能造成伤害，没有

好处。 

 吃得健康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吃胡萝

卜。胡萝卜是可以生吃的蔬菜，它含有大

量的维生素 A，可以帮助你的视力。这并

不是说你不应该吃其它健康的东西，但如

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活泼的人，胡萝卜是你应该吃的主要零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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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锻炼。重申一下，锻炼不一定要跑步 3

小时，然后举重 1 小时那么大运动量，很多简单的步骤，象拉伸，跳

跃就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健康。这些活动有助于增加血液循环，提升精

力，而且不像剧烈运动那样有受伤风险，只要坚持做，就能明显改善

健康。比如走路，慢跑，下蹲，弓步，俯卧撑等等。 

 穿着活动追踪器是在步行和锻炼时提高自信心的另一种聪明的方

式。他们会帮助记录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以及你走了多少步，提高你

的士气并激励你锻炼更多！但愿这些方法能帮助到各位读者，并希望

大家以我为鉴，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健康食物！ 

 

 

  

 

    采访辩论队李建良领队  本期编辑：林经山 

  

 今年华夏大纽约要参加四月份的总校辩论比赛。辩论的题目是

“人工智能是否有利人类进步，应大力发展。”现在大班和小班的选

手们都各自组成了正反方辩论队，辩手们在李建良老师和刘镜领队的

带领下每周都在紧张地训练。我们很荣幸地采访到了李老师。 

林：您觉得今年的辩论题目有意义吗？ 

李：我觉得今年的辩论题目有很重要的意义。关键是我们正处在人工

智能即将爆发的阶段。人工智能用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广泛。在这

前提下，大家来辩论这个题目就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不光是考验同



11 
 

学的思辨能力，逻辑能力，还考验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要从现实生

活中找到论据去支持，去证明论点，所以意义很大。 

林：您对今年的辩手们有什么建议吗？ 

李：希望大家能定义好自己的观点，定义好要点，能够逻辑清楚地规

范好自己的阵地。同时有力地去攻击对方，大家要提高思辨能力，广

泛阅读，材料准备得越充分，越有利于自己的临场发挥。 

林：您觉得参加辩论队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 

李：参加辩论比赛对同学们最大的好处还是对中文的提高。毕竟是这

种针锋相对地辩论，用中文去进行交流，去论理，对中文要求非常高。

同时提高了逻辑能力和思辨能力。去参加一个正规比赛，是很难得的。

又有正式的评委和裁判，对大家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林：您觉得我们 HXGNY 队今年能赢吗？ 

李：去年华夏大纽约队成绩很好，无论是大班还是小班，集体还是个

人辩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我们会再接再厉，刘老师和我以

及另外一些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努力，今年会比去年取得更好地成绩，

请大家拭目以待。 

 

李建良老师（左一站立者），刘镜领队（中间站立者）和小辩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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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林 作者：水粉画小班 邱迪 （老师：彭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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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粉画小班 周文蝶 （老师：彭勃） 

 

作者：绘画小班 周文蝶 （老师：唐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