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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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一班的作

文，请大家欣赏同学们介绍自己的风采。

还有两篇其它班级同学的春假游记。本期

的专访是我和我的哥哥夏皮皮一起采访数

学竞赛班魏景东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来体

验魏老师的数学课的乐趣。 
 

——夏奇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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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立平五年级一班老师：陈敏 
 

韩佳静的自我介绍 
 

陈老师，您好！ 

 我叫韩佳静，我有一个姐姐、爸爸和妈妈。听妈妈说，因为我的

姐姐给我起了个英文名字，所以爸爸妈妈就给我起了韩佳静这个中文

名字。我喜欢和我的姐姐玩，我们每次都玩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她和

她的丈夫搬到芝加哥去了。我现在只能和她电话聊天，我很想她！我

今年夏天还参加了她的结婚典礼呢。 

 我喜欢读书、滑冰和弹琴。我和妈妈一起在学写很好玩的毛笔字。

我们也在学画画，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画很难的画，我们一定会努力地

学下去。我很喜欢中文学校，但是我觉得中文很难。我不喜欢中文考

试，也不喜欢做听写，但是我喜欢读中文书。 

 我现在在英文学校是六年级学生，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好。他们

教我新知识。我也有了更多的朋友，有新的朋友，也有老朋友。我喜

欢和朋友们一起玩。我们会玩很多东西。我也喜欢读很多书。我可以

读很难的书。 

 我很高兴你是我的中文老师！我会很努力地学中文。   

          韩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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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博文的自我介绍 

陈老师，你好！ 

 我叫付博文，我喜欢读书和游泳。我喜欢绿色和蓝色。我喜欢吃

饺子和鱼肉。我最喜欢的书是哈里波特。这本书说的是一个小孩，他

名字叫做哈里波特。他的爸爸和妈妈被一个坏魔法师的魔法杀害。在

他十一岁的时候，他进入了魔法学校。

在那里他学会了很多魔法。他用这些

魔法战胜了那位坏魔法师。 

在我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中

国。我去过北京和青岛。在北京，我

去过长城，水立方，北京动物园，北

京天文馆。我还坐了地铁。北京的地

铁很新很干净。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

吃饭。在动物园里，我看到了大熊猫。 

我妈妈让我学中文是因为我回中

国的时候可以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中文。他们都不会说英文，

所以学中文很重要。 我会好好学中文。  

  此致，敬礼！      付博文 

 

付凯文的自我介绍 

老师，你好! 

 我叫付凯文，我今年就十岁了。我喜欢折纸和读书。我也喜欢吃

猪肉饺子和烤鸭。我有一只猫，它是黑色的玳瑁母猫。我还有一只狗，

它是一只德国的雪纳瑞，它很可爱很友好。 

 我最喜欢的书是哈里波特。它有七本书。我喜欢第七本书。它讲

的是哈里波特战胜并且杀死了坏的魔法师。我也想变成哈里波特那样

的好人去战胜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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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中国的北京和山东。在北京，我去过水立方，长城，动物

园和天文馆。长城很长很高，我们去的那天，天很热。因为我们去的

很早，所以人不是很多。等我们从长城上下来时，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水立方也很大，它是一个室内的嬉水乐园。但是因为我当时太小了，

所以很多地方不让我玩。 

 这就是我的介绍，希望老师看过以后可以对我有所了解。 

  此致,敬礼!       付凯文 

 

刘馨迪的自我介绍 

亲爱的陈老师: 

 我的名字叫刘馨迪。我喜欢跳舞，唱歌和游泳。我还会弹钢琴。

我今年九岁。我学中文已经有五年了。我也很喜欢读书。我星期二要

去游泳，星期三要弹琴，星期四要跳芭蕾舞，星期五还要游泳，星期

六要参加音乐理论课和游泳，还有星期天上中文学校。我学游泳已经

有一年了。我五岁半时开始弹钢琴的。我三岁开始跳芭蕾舞。我喜欢

游泳和跳芭蕾。 

 我这几个月正在申请 Rye Country Day，一所私立学校。我必须

参加考试，所以我很忙。有时，我可能不能及时完成我的中文作业。

对不起，请老师原谅！ 

          馨迪 

 

程佳怡给老师的一封信 

陈老师，您好！ 

 今年夏天，我和好朋友坐飞机去了西雅图旅游。我们到西雅图之

后租了一辆车。然后我坐车去了太空针。太空针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建

筑。我坐电梯上，花了四十一秒钟才到顶层。顶层有一个圈圈。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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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里往外看，我看见一个大的公园和一片大海。大海上面有很多船，

两搜大邮轮，还有一个雕塑。 

 走出电梯后，我们去了一个

玻璃博物馆。在玻璃博物馆外面，

我们看见一些玻璃花朵。进去之后，

我们看到屋顶上有很多五颜六色的

玻璃碗。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一个摩天

轮前面吃饭。我们还坐了那个我们

在太空针见过的游轮。游轮是一艘

很大的船。那艘游轮有十一层。我

们的房间在第五层楼。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可以拉出来的沙发床，

还有一个双层床。我们在九楼午饭！我们在游轮上玩了几天才下了船

回家。 

 老师，您夏天去哪里玩了吗？ 

         程佳怡 

 

林菲菲给老师的一封信 

陈老师好！ 

 我是林菲菲，今年十一岁。我很喜欢滑雪。今年二月，我跟爸爸，

妈妈，弟弟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一个很大的滑雪场。我玩的很开心。 

 我最喜欢读的书是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去年暑假我们一家

去了英国。我们去的原因就是去看 Harry Potter 拍电影的地方。我们参

观了拍电影的摄影棚，好大好大！我们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一天。我看

到了很多东西。我也坐了一个会飞的，像扫帚的东西，然后用一个录

像机录影。我玩得很开心。我希望您也过了一个好暑假。 

          林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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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睿桦的自我介绍 

陈老师，你好！ 

 我的名字是陈睿桦。我今年十岁了。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姥姥，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的妹妹已经八岁，在上三年级了。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和网球。我喜欢游泳，因为游泳很好玩。

我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蛙泳和蝶泳。我会拉小提琴，我还喜欢画画和

阅读。我刚刚看完的一本书名字叫: The Candymakers。 

 我最喜欢的零食是糖果，棉花糖，冰淇淋。我喜欢吃 Sour Patch 

(Watermelon) 和 Gummy Bears (Apple flavored.) 和 Twizzlers (Strawberry 

flavored)。 

         --陈睿桦

春假拾趣 
 

壮观的拱门公园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毛逸清 
 

 在这个春假里，我去过的最好玩的公园就是拱门公园（Arches 

National Park）。为什么叫拱门公园呢？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让我来

告诉你，这里以前是大海，后来变成了盐谷，地壳运动之后盐谷里出

现了很多大石头，又叫鱼鳍石头（fin），再后来大石头经过风化，变

成了一个个小窗，最后变大变成了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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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上午我们首先

去了精致拱门（Delicate 

Arches），要走三英里的路，

还要爬山，但是景色非常壮

观。 

 

 下午我们去了窗棂拱

门区（Windows Section），

那里有平衡石，双拱门，南

北窗拱门和 Turret arch，都是非常壮观的拱门。在双拱门里，还可以看

见远远的平衡石，风景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了恶魔花园（Devils Garden）和沙丘拱门（Sand 

Dune arches）。沙地拱门简直就是一个沙坑，因为有很多沙丘，所以

称为沙丘拱门。我们在玩沙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外公爬石头爬到了很

高很高的山顶上，后来我也爬上去了，还比他们都快。其实我爬石头

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但我勇敢的爬了上去。站在山顶上，我一看，风

景多美啊。五颜六色的石头，有的像各式各样的蛋糕，有的像张牙舞

爪的恐龙，还有的像海洋里的乌龟。 

 

 我特别推荐你们春假也去拱门公园。这里还有小护林游侠

（Junior Ranger）项目，完成册子上的要求，还可以得到一枚小护林游

侠的徽章呢！ 
 

我的春假 

 
马立平三年级二班  沈嫣然 

 
     春天来了,耶！这一年的春假应该去哪里？爸爸很聪明，他说我们

可以去美国最大的室内水乐园,叫 Kalahari。 然后爸爸妈妈问了一些我

们的好朋友要不要一起去，你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好！！！但是还有

两个星期，我每一天都在想还有几天我们会去呢？我等不急了！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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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看网上的照片来解解馋。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

火山，兴奋得就要喷发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今天上学校，脸上

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我对我所有的好朋友说我要去 Kalahari！我要去

Kalahari！ 

 等我们到的时候都八点了。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是来了。我们一

起玩到了 九点。我最喜欢 Wild Wildbeast。先是一个普通的滑梯，然后

就上坡了。突然比风还快似的，我们冲下去了！接下来的滑道很黑很

快，我们转好多圈，就下去了。我也很喜欢 Barrelling Babboon。我们

先下坡,突然遇到一个大的水花，一堆水打到我们了。但是不是只一次，

还有两次大的水花等着我们呢！！！只要哗啦一下，水花就可以把我

们全部淋湿。     
     
    我在水上乐园的春假很好玩也很刺激，要是每一次假期都能来这儿

就好了。 

 

 
 

 

数学的乐趣 

——— 数学竞赛课魏景东老师采访录 

采访人：夏皮皮，夏奇奇 

 

 一谈到采访，我们立刻想起了对我们学校数学教育做出很大贡献

的中学数学竞赛课魏景东老师。怀着兴奋的心情，我们采访了华夏大

纽约鼎鼎有名的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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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奇奇：听说您是数学博士。美国人非常羡慕数学博士，因为大家都

觉得数学博士是很难获得的高难度学位。请您简单介绍您的背景好吗？ 
 
魏老师：我是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读过数学博士和计算机硕

士学位，在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教过书。我从辅导自己的孩子开始,对训

练中学数学竞赛产生兴趣，后来在中国也参加了奥数教练培训。我很

鼓励中学生参加数学竞赛，不仅能提高对数学的兴趣，对以后学习其

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等都有好处。这几年我多次作为教练组队参加美

国顶尖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竞赛和哈佛-麻省理

工数学竞赛等，也曾两次担任 MathCounts 纽约州教练,带领纽约州队参

加 MathCounts 全国比赛。 

 

夏奇奇：我的哥哥夏皮皮上过您的课。他说您的课是他在华夏大纽约

最喜欢的文化课。我今年 5 年级。明年我也想报您的课。请问您具体

都开设什么课程？ 

 

魏老师: 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一大特点就是开了一系列从小学到中学

各个级别的数学竞赛课程，我教初中阶段 6 到 8 年级的两门课，一门

课面向 6-7 年级学生，主要讲授计数和数论内容，另一门面向 7-8 年级

学生，主要讲授代数和几何内容，这两门课涵盖了初中阶段数学竞赛

的主要内容，针对的竞赛包括 MathCounts，AMC8，和 Math Kangaroo

等。 

 

夏皮皮：今年的 MathCounts 州里比赛刚刚结束。您的学生参加比赛的

感想如何？ 

 

魏老师: 华夏大纽约的同学们的素质很高，许多同学从小学阶段就有不

错的基础，参加过竞赛班的同学们不少在数学竞赛中有突出的表现。

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在过去四年的面向初中的 MathCounts 威郡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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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中，笔试或抢答第一名中至少有一位是由我校的初中竞赛班在读

或毕业的同学获得的，比如今年威郡抢答 Countdown 第一名就是现在

高级竞赛班的 Jerry Sun 同学。已经从初中竞赛班毕业的 Natalie Shell

同学今年获得康州 MathCounts 前四名从而幸运地进入全国比赛。 
 

夏皮皮：能进入全国赛的每个州只有 4 个名额。Countdown 第一名的

更是超级牛人。您教的学生太厉害啦！难怪每年您的班上都爆满。我

非常喜欢您的课，很有趣，逻辑非常清晰，而且学的知识对于学校的

课程也很有帮助。 

 

魏老师：竞赛数学和中学里学习的 curriculum 数学有不少不同的地方，

不仅内容偏前, 比如初中竞赛就有不少高中的内容，还有一些想法思路

是普通高中一般都不会教的。有一些这样的训练，即使以后不参加竞

赛，对于普通标准考试等都有好处。比如做竞赛题一个重要步骤就是

读题，这些功夫花下去对别的考试也有用的。 

 

夏奇奇：难怪大家都说您的儿子数学拿了很多 national 大奖。看来您在

辅导自己的孩子和这么多年的教学中一定有很多宝贵和独特的经验。 

 

魏老师：教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些体会心得, 我们作为老师当然希望通

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让学生们最大可能的在数学学习和竞赛中发

挥出他们的潜力来。数学的基础打好了，不仅会增加自信心，对其他

的学科也会有很大帮助。 

 

夏奇奇: 我感觉自己更加盼望着我上了初中以后可以报名您的数学班了。

您能给华夏大纽约的学生们一些建议吗？ 

 

魏老师：华夏大纽约的课程安排非常合理,也给同学们很多选择的机会，

老师们都非常尽力负责。我鼓励同学们多参与数学竞赛课以及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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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程，循序渐进地打好基础。同时兴趣是最重要的，希望同学们

能够培养对数学的兴趣，并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不必急于求成，

相信扎实的数学基本功对其他学科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水粉画小班    指导老师： 彭勃 

 

 

   
  

       Renee  Ai                   Grace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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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三幅画作作者：夏奇奇     

    指导老师：Joh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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