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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这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

华夏的学生们还在勤奋努力地学习

着。期末考试很快就要到来了，祝愿

大家好好复习，都能取得优异成绩！ 

 

本期学生园地的作文有两组不同

的内容。第一组是美洲华语八年级班

的同学们写的＂夸夸我的故乡好＂的

作文，第二组是马力平五年级一班的

学生写的“梦游花果山”的作文。他们的

作文都写得非常有趣！ 

                                 陈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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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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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大纽约                                                             
人物访谈 

 

 

       本月初，我校国际象棋班学生十一岁的 Jenny Zhu和七岁的 Jasmine Su入

选 World Cadet Championship 美国代表队。《小语世界》向她们表示热烈祝

贺！美国国际象棋协会完整新闻发布稿请见 https://new.uschess.org/news/us-

chess-announces-world-cadet-qualifiers/ 

       我们的主编陈恩璐采访了 Jenny Zhu。以下是采访笔录。 

 

《小语世界》陈恩璐：今年十一月份，你将代表美国参加 World Cadet 

Championships 的比赛。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Jenny Zhu：我很紧张，我也非常高兴被选中了。 

陈：你在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上象棋班。在班上你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技巧？ 

Jenny：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基本的规则, Pin, Fork 等等, 我也涨了很多经验。 

陈: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下棋的？在哪里

学的？ 

Jenny: 是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在 Scarsdale 参

加了几天的象棋班，就对象棋很感兴趣，然

后看到中文学校也有象棋班就赶紧报了。 

陈：你当初为什么学下象棋？你现在下棋的

原因还和当初的一样吗？ 

Jenny：当初的那个象棋班是我爸爸帮我注

册的，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喜欢。现在我就是

自己喜欢。 

https://new.uschess.org/news/us-chess-announces-world-cadet-qualifiers/
https://new.uschess.org/news/us-chess-announces-world-cadet-qual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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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除了象棋，你还有哪些其他的爱好？ 

Jenny：我还喜欢踢足球，拉小提琴，喜欢看西游记，喜欢和我的妹妹玩。 

 

 

   学生园地 
美洲华语八年级郭鸿老师 

 

 

  夸夸我的故乡好！  李睿文 

 

今年暑假在成都，我看到了川剧变脸。川剧演员又唱歌，又变脸，又

跳舞。演员每次一转头就变一张脸，先有一个红色的脸谱。他转了一圈，他

的脸突然变绿色了！他又转了一圈，然后他的脸变红色了。前后变了十几次，

看着像魔法。 

看完了以后，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去了我的爷爷奶奶家。我们去吃了麻

辣四川菜，像面条和排骨。又麻又辣，吃得我满头大汗，嘴巴张开，舌头伸

出来缩不回去。 

吃完了我们去看大熊猫。大熊猫又胖又可爱。我听说它们每天吃竹子

十六个小时，再睡八个小时。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不用做作业，我也想像

它一样。 

 

 

    



4 
 

 

  我的家乡   程启涵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程启涵。我的家乡在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大概在

北京南边三百公里。我很喜欢新乡，因为每次回家乡的时候，我都可以吃特

别多的美味。尤其是早餐，有油条，油饼，豆腐脑和胡辣汤。决定早上吃什

么是个很难的选择。 

新乡在北方，大家喜欢吃面食，像饺

子，包子，馅饼和面条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新乡的红焖羊肉也很有名。吃的之外，新乡

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是云台

山。云台山是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

界地质公园，里面有山有水，有云有雾，有

瀑布，还有很多奇花异草，非常的壮观美丽。

它和美国大峡谷是姐妹公园。 

我爱我的家乡，还因为这里有我很多

亲人，大家在一起总是很热闹。 

总之，我喜欢我的家乡，因为那里有

好吃的，好玩的，更因为那里有我的亲人。 

 

   江西老家   游昊舟 

 

我每次去江西乡下，总是玩得很开心。我很喜欢看我家里老人和亲戚，

和他们聊天。但是去那里也有几个不好的地方。第一个缺点是中国比纽约热

多了。我总是要在风扇旁边。第二是那里有很多蚊子。我记得有一次我被蚊

子叮了五十七次。第三是洗澡的问题。我们洗澡的时候，要自己从水井里打

水，再拿到浴缸里。这个方式花很多时间，并且很多次水都是不热的。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5j8bF3p_bAhXRxFkKHcMlAXEQjRx6BAgBEAU&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8b09f0102whpo.html&psig=AOvVaw2Elc8-nCTntjZRqU1Fca2U&ust=1527299050310731


5 
 

我去中国也有很多好处。我很喜欢跟我的侄子和侄女玩。我和他们打

牌我总是赢，因为他们不太知道怎么打，但是还是挺好玩。有时候，我们会

打架。我总是赢，因为我比他们大四岁。 

我去中国，因为这是我爸爸长大的地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在那里

我可以想象他是怎么长大的。 

 

 

                以色列的旅游        Tia Ben-Yehoshua 

 

大家好！我是 Tia。我今天跟你们讲我和我家人去以色列的旅游。首先，

我们去我的舅舅家聊天和吃饭。以色列的菜是从别的地方带来的，比如，印

第安人的米饭，炸鸡块，烤肉串等。第二天，我们开车开了三个小时，到沙

漠住了三天。我喜欢沙漠，因为没有像城市一样吵，在晚上还可以看到明亮

的星星。三天后，我们回到我们住的公寓之后去了海滩玩。那里有蓝蓝的大

海和又白又滑的沙，真美！我们还去了死海。死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那

里一条鱼都没有，因为死海的水有太多盐。因为死海的水有太多盐，感觉起

来像油一样你还可以漂在海面上。 

在以色列的街上有很多野猫，如果它们看到你手里的食物，就会一边

跟着你一边叫。最后一天，我们

开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

地方，信不同宗教的人，基督教，

犹太教，和穆斯林教的人都去那

里祈祷。 

总的来说，我喜欢以色列，

因为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好

吃的饭，也是我爸爸的故乡。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q3rqA35_bAhWsuVkKHWUXCHMQjRx6BAgBEAU&url=http://www.jordantimes.com/news/local/diversion-water-not-climate-change-cause-dropping-dead-sea-levels-%E2%80%94-jordanian-geologist&psig=AOvVaw1hVkENCuYP7A2VWISPXpms&ust=152729917155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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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上海   左越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左越。今天我会

给大家介绍上海。 

今年七月份，我回到了中国。我上一

次回去是八年以前，我四岁的时候。我回

到上海，发现上海有很大的变化。我先发

现了高铁火车站很宽敞，像一个足球场。

我走上站台，看到了中国最新的高铁火车。

我和爸爸乘高铁到达了上海市中心。我们

先到了东方明珠塔，坐了电梯到最高的看

台。在电梯里，导游告诉我们东方明珠塔

有 1535英尺高，是世界第五高的高塔。我

到了最高的看台，看到了上海的全景，很美丽。我一边吃土豆片，一边用我

的右手拿着手机照照片。过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坐了电梯回到地面。我和爸

爸一起逛了逛街，买了个香草冰淇淋又买了一副墨镜。我回到了酒店附近，

找到了一个台球店。我和爸爸高兴地玩了一会儿台球。我赢了几场，也输了

几场。 

最后我们回到了酒店，很快就睡着了。 

 

     青岛    马凯丽 

 

大家好！我是马凯丽。我妈妈是从青岛来的。从 1898年到 1914年，

青岛是一个德国殖民地。所以，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啤酒。 

我去过青岛一次，那里很漂亮的！我跟着我姐姐，姥姥，和姥爷去爬

山。我们去了崂山和小鱼山。我们也去了青岛的水族馆。这是中国第一个水

族馆。我看到了鱼和海蜇。 

我姐姐很喜欢豆腐，所以我姥姥会每天做。吃晚饭时候，我们玩跳棋。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EkMan35_bAhVGw1kKHQV7DMQQjRx6BAgBEAU&url=https://www.zhihu.com/topic/19550818&psig=AOvVaw3-TmH-JVhPkaUoIWHQeCCg&ust=1527299264727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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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很好玩儿！ 

 

  在中国过暑假    曹媛达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曹媛达。我今天想说我去上海的快乐。我今年八

月飞到上海。我们每次去上海都住在爷爷奶奶的公寓。这次是我，妹妹，和

爸爸一起回的上海。 

在爷爷奶奶的家里，他们经常给我、妹妹、和爸爸烧我们最爱吃的菜。

我们最爱吃红烧肉和担担面。全家都爱吃辣的菜。还有，明天早上，爷爷都

会到街上去买葱油饼和包子，真好吃！这就是我和妹妹最爱吃的点心。 

过了两天，我们乘高速火车去北京玩。我、爸爸、妹妹和奶奶一起去，

爷爷留下来照顾房子。这次是我和妹妹第一次去北京。北京真漂亮。我们去

爬长城，爬了半天，我们很累。长城很难爬，因为有好多楼梯，又是在山上。

我们又去了故宫，走了好多路。我觉得故宫的建筑很美，可是，去故宫的那

天非常热，我们都出了一身汗。 

我今年去北京和上海，虽然我住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快乐！我很爱去

中国，希望明年可以再回去一次。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nm87D35_bAhVHnFkKHYHsDIMQjRx6BAgBEAU&url=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85%E5%AE%AB&psig=AOvVaw2XW4BbttZvYEYHwRY1dX_-&ust=15272993293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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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花果山 

马立平五年级一班陈敏老师 

 

周纯熙 
 

有一天，我在梦中来到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花果山。在我周围，我看

到绿油油的草地，草地上开满了美丽的鲜花，盛开在阳光下。 小猴子们在

周围玩耍并互相追逐嘻嘻。 一阵微风轻轻吹到我的脸上，非常凉爽。 风中

还带着甜熟桃子的香味。  

当我进一步走进花果山时，我看到一个哗哗流淌的瀑布，流水倾泻在

水面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水面上漂浮着白色的泡沫。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跳

进瀑布，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山洞。山洞里放满了刻有美丽花纹的石

板和石椅。 我抬头看见水帘洞三个字写在洞顶上。 我看到孙悟空坐在他的

宝座上。 他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一件黄色的衬衫和一条红色的裤子。 他

看着我，眨眨眼，好像要跳到我这边来。就在这时刻，我一下醒了！ 

也许哪一天我还会梦中游花果山！ 

 

程佳怡 

 

读了西游记以后，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到了花果山。 

花果山是一片大地，飘在天上。花果山上面长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

各种各样的水果树，山上有很多大大的石头，还有一个很高很美丽的瀑布，

瀑布的声音比大象还大。瀑布的水流到一条宽宽的河里面，河上面有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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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座桥，我来到了水帘洞。在水帘洞里有很多石头，还有一个石头桌子，

桌子上摆满了水果，一些猴子正在吃粉红色的桃子，没有理我。 

水帘洞后面有一条路，路两边开着美丽的花朵，有五六个猴子一边在

路上蹦蹦跳跳， 一边跟孙悟空说话。我走累了，就坐在大树下的一个木头

长椅上休息，这时，我看见几只猴子在树上摘桃子， 他们也看见了我，就

扔给我一个桃子。花果山上的桃子真甜。 

 

陈睿桦 

 

“ 啪! ” 的一声，我突然掉

进一个大水池里了。 我很快爬了上

来，看见我的周围长满了鲜花，野

草，桃子树，和一个大瀑布 。 

“我好像在中文学校学过这个 地方。

这一定就是花果山了！” 我对自己

说。突然从树后串出来一只猴子。

他慢慢地从下到上看了我一遍，然

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摸了我的裤子和衣服又跑了。 

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了我的前面哗啦哗啦的一个瀑布“这又好

像是水帘洞啊” 我跟在树上的孙悟空学着 “ 嗨！” 的一声我就跳进水帘

洞里去了。在水帘洞里我看见了猴子一边跑一边拿石盘，石碗，石桌，和石

椅。我就站在那里想“我应该去帮他们吗？” 想着想着我突然被碰到了。

那时候我突然醒来了看见我在自己的床上坐着。   

 

付博文 

我昨天睡得比较早，很快就睡着了。在梦里，我突然就来到了花果山。 

我睁开眼，发现我就在花果山的水帘洞里。洞里有很多桌子和椅子。

都是石头做的。还有很多兵器。桌子上摆着很多水果。主要是桃子。因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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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山上有很多桃树。桃子是猴子最喜欢的一种水果。其实花果山上还有其它

的水果。有香蕉，西瓜，还有苹果。 

我看见了很多猴子。我问他们孙悟空去哪里了。猴子们说孙悟空正在

和唐僧一起去取经没有在花果山。我又问他们“那孙悟空什么时候回来呢！”

猴子们都说“不知道。“我感觉很失望。我想找孙悟空学本领--一个筋斗翻

出十万八千里。这样我就可以一下子翻回中国了。 

我在花果山上等孙悟空回来，突然我就醒了，真遗憾。 

 

王博约 

 

花果山有很多很多桃树，这些桃树是

孙唔空大闹天宫从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偸来

的，因为种在了凡间，不能让人长生不老。

但是这种桃核特别小，肉特别多，颜色白里

透红。桃树上有很多很多猴子蹦来蹦去，在

操练功夫。有的在打猴拳，有的在舞刀弄剑，

还有的在采桃子吃。远处还听见瀑布的声音。

往上看，只见孙悟空坐在宝座上，头带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履，

手拿金箍棒，坐在宝座上是威风凛凛。时而跳到树上摘了一个桃子坐在那儿

吃，时而耍耍棒，活得自由自在。 

这一天我拿着我的激光锤，坐着船来到了花果山。我一下船，好多猴

子就前来挑战。他们不知道无论什么凡间的兵器碰到了我的这把激光锤都会

化成水。我的兵器把他们的兵器都化了，他们纷纷跑去报告孙悟空。过了一

会儿，孙悟空出来了。他不说话，举起金箍棒向我打来。我赶紧用我的锤发

射出两道激光! 只见金箍棒裂成两段！ 孙悟空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宝

贝？” 他问。“这是 2090年的新科技！”我回答。“看我的！” 我让孙

悟空拿着两段金箍棒，我用锤发出黄色的激光把他的金箍棒还原了。最后，

我和孙悟空做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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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艺含 

 

吴依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