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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同学大家好，《小语世界》在新的学

年里又和大家见面了！ 
 
各位小编辑们都兴奋地在本期校刊里分

享了他们的暑假经历或者他们生活中发生

的有趣的小故事。两位主编还采访了我们学

校这个学年的新任校长何青。何校长和大家

分享了她在中文学校的经历以及对大家学

中文的建议和期望。本次还会有责任编辑们

和大家分享的汉字小谜题。 

 

《小语世界》祝大家在新的学年里都有

一个好的开端，中文越学越好！ 

 

冯佳璐，张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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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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何青校长面对面 
                  冯佳璐、张书越 

 

记者：您在当校长之前在学校都做过哪些工作？说说您的经历好吗？ 
何校长：我在中文学校服务多年，做过副教务长、注册组长，对学校的基本情况，尤其教师、教学、
注册管理方面比较熟悉。 
 
记者：您认为自己作为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何校长：主要工作在于学校日常的正常运营和学校长远发展。日常工作较多，包括教学保障，IT 支
持，教室检查，家长值班，安全保障，办公室管理，各种文化活动安排，注册系统学生家庭账户管理，
学校宣传交流等等。从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要做的工作包括：维护和 SUNY Purchase College
良好的关系，保证办学环境；教育团队和管理团队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更好服务社区等等。 
 
记者：中文学校最重要的是学习中文，您认为怎样才
能激发学生对中文的兴趣，学好中文？ 
何校长：“听说读写”这些基本语言技能的获得，无
论怎样都是需要扎实的学习，反复的练习。激发兴趣
就是要让学生觉得“有趣，有用”。周末制的学校在
语言教学上有自身的局限性。相对于网上授课，小组
私教等方式，中文·学校的优势在于大环境。到这里
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用中文交流
的环境。可以学中文，用中文，和家人、长辈、朋友
们一起，所以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学习氛围很重要。
教材的选择，教师的水准，课堂教学的安排实施，这
些都是学校可做的文章，吸引学生来到中文学校。 
 
记者：请您给学生和家长提一些学习的建议和要求吧。 
何校长：建议主要针对家长。希望家长们能参与到孩
子的中文学习中；在家里尽量创造中文环境，陪伴孩
子，共同学习。培养学习的习惯，提高效率。配合学
校的教学工作和各项文化活动，积极和老师，志愿者
交流沟通，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参与到学校的管理
工作中来，成为志愿者，为孩子们树立服务社区的榜样。 
 
记者：咱们学校现已拥有了好几百名学生，是周边最大的中文学校。覆盖学前到中学所有年龄段，除
了中文课还有丰富的文化课程。请您说说您对目前情况的看法以及在未来想做哪些改变呢？ 
何校长：学校目前的成熟发展是很多老师，家长，志愿者多年努力的成果。很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学校去年搬到了新校舍，保持和大学的良好关系，保证学校有一个稳定，优质的教学条件至关重要。
优化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管理，融入社区，提高影响力等等是一直都要努力做的。 



3 
 

 

学生园地 
 

 

 

 

有趣的山东烟台夏令营 

冯佳璐 

AP高级中文班/林骏老师 

 

我今年参加了在中国山东省烟台市举办的夏令营。我觉得这个夏令营非常有趣，也很好

玩。烟台有很棒的地理位置，因为那里临海，夏天很凉快，地方也很漂亮。今年夏令营的领队

老师也是我去年夏令营的领队老师，他们两个都非常棒，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吃的东西很好。

我们去了很多博物馆，也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水族馆。 

 

我们去的博物馆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淘金博物馆。淘

金博物馆很好玩，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学会了怎么看出来是

金子。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金子做的产品，都很漂亮。有

金的老虎，金的马，金的龙，等等。我们还在那里进入了一

个很大也很冷的金矿。在那里他们让我们看到淘金是很辛苦

的工作，要非常的幸苦才能找到金子。出来以后，我们就被

带去了一个可以体验淘金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能用套件的

工具来淘金。很好玩！我们也能在那里买到很多有趣的小礼

品，也能买到冷饮和小吃，雪糕总是最受欢迎的。然后我们

在那里看了一场节目。很好看！他们也让我们表演节目！我

看营员们表演的节目都很好玩，有唱歌，也有跳舞，我们最

后都在笑。那天真的很好玩很开心！ 

 

在夏令营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每天都很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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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太阳花 

 张书越 

马立平八年级/台进强老师 

如果你停下脚步，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路旁总是会有嫩绿的小草衬托美丽的花儿，将马路
装点的生机勃勃。你有没有喜欢的花呢？我最喜欢的花莫过于太阳花了。 

太阳花的颜色多种多样，形状也可以有单瓣、复瓣，有大有小，一般会有 2-3层，粉色、
黄色、橘色比较常见，花瓣比较细长，一般向外稍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种易活，生命力顽
强，再强的阳光也不会影响它的生长，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种。 

我喜欢太阳花的许多品质。它热情、外向，但不像牡丹那样张扬，只是默默地奉献自己的
美丽。它也不像月季那么娇气，它总是迎难而上，从不向强光低头。
它朝开夕谢，将全部的能量积攒，在这一天爆发，让人一看就感受
到它充满激情，阳光向上，这也就是我最欣赏的一点。 

我姥姥家有一个小花园，里面就种满了太阳花，我一有空就会
去屋外赏花，还会随身带上画板和画纸，将它们美丽的身姿永远地
定格在我的画纸上。一次妈妈买了个双层床，让我选一个床单，我
选了好久，一眼看到了印有太阳花和小草的床单，就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它。 

我喜欢太阳花，它们的美不单是美丽的外表，更是它们阳光向
上的品质。 

 

 

打架 

刘天宜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李志平老师 
 

       一天下午，我和几个邻居小朋友一起在小区里玩。 

       一开始大家都玩的很开心。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我和一个小朋友吵了起来。他比我大
二岁，但是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吵着吵着，他动手打了我一拳，我一下子就发怒了，一拳打在
他的鼻子上，他的鼻子出血了，他也把我的脸抓破了。我们都很生气，打在了一起。被其他小
朋友拉开后，我们都各自回了家。 

       回家后，妈妈看到我的脸破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委屈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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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听了，严肃地对我说，小朋友之间发生争执，要好好讲，不可以动手打人，并且要带
我去那个小朋友家向他道歉。 

       正在这时，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带着他来了我家。他们是来道歉的。我觉得自己也有错，
也和他道歉了。就这样，我们握手言和了。 

       晚上，我在房间里，正望着窗外，发现他也在对面的窗里看着我！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新编 

任钧也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陈康燕老师 
 

从前，山上住着一只狐狸。他每天都在找肉吃，但肉总是会被一群乌鸦叼走，害得他又没

吃的。他知道那群乌鸦是他以前骗过的大乌鸦派来让他痛苦的。为了抗议,狐狸就去了一趟乌

鸦的家。但是还没走到的时候，两只小乌鸦从空中俯冲下来，把狐狸直接抓到乌鸦的鸟巢。 

狐狸看了一眼四周，发现那鸟巢和北京的鸟巢体育场差不多大，里面也象一个迷宫。鸟巢

里大概有一千个小乌鸦。他被带着走了很多迷宫后，才见到了大乌鸦。大乌鸦说： “你为什

么要来找我？”狐狸说：“啊，原来你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恭喜你照顾它们把你累死，多子多

福!” 大乌鸦说： “你真没礼貌，你…!那么我就谈正事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你想要我

的孩子不偷你的肉，对吗？”狐狸立刻回答：“当然了！”大乌鸦就说：“只要你签这个协议，

我就不派我的孩子吃你的肉了。”狐狸看了协议，发现上面写着他需要干很多他不想干的事情。

他就假装说：“好的，我这就签名。”他一说完，就用他的牙齿咬死了一个小乌鸦，然后把迷宫

的墙撞了一个洞，跑出了鸟巢并跳到河里逃走了。  

大乌鸦的脸本身是黑的，但是她看到狐狸干这些事情后，气得脸色变得更黑了。她立刻派

十九个小乌鸦去捉狐狸，并要带回狐狸的头。她一说，小乌鸦就飞出了鸟巢。那些小乌鸦发现

狐狸正在河里游泳，所以就不停地扎进水里，希望能啄死狐狸。狐狸不停地游，前面是个瀑布，

所以狐狸就跳下了瀑布，小乌鸦仍然还在追。狐狸就离开了河，跑到了纽约城里。狐狸跑到一

个地铁站。等到小乌鸦飞到时，正好有一列火车要来了。狐狸跳下铁轨，让火车撞死了好几只

小乌鸦。狐狸又跑进了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就立刻一片混乱。到处是叫声, 被乱扔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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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东西，有 Animal Control和 FBI冲进来到处开机关枪，还有很多警察和很多乌鸦来增

援。 

狐狸偷了一把剑和一个盾，跑出博物馆后，就跑到了一个森林里。他不停地把小乌鸦的尖

嘴挡开，没有多久就用剑把所有的小乌鸦全杀死了。突然，大乌鸦来了。大乌鸦叼着一把剑，

朝狐狸仍过来。狐狸躲开了剑，大乌鸦就从地上捡了一个喷火机朝狐狸喷，狐狸还是躲开了。

大乌鸦开始不耐烦了，就开始不停地俯冲，用尖嘴把狐狸给刮伤了好几处。大乌鸦又要刮伤狐

狸时，狐狸就用它的剑捅了大乌鸦，大乌鸦就死了。但是狐狸也失去了很多血，所以就在大乌

鸦的尸体旁边也渐渐地晕掉了，雨水把它们的血冲进了水里。  

狐狸醒来后，发现他在兽医院，身上的很多地方盖满了绷带.他旁边是乌鸦的尸体，他能清 

清楚楚地看到乌鸦被扎的地方，是一个大洞。狐狸伤好了以后，就逃出了兽医院回到了他的山

上开开心心地生活了下去。狐狸懂得了高风险, 高回报的道理。没有那些疯狂的战斗，就没有

成功之后的幸福生活。 

 

怎么反而长矮了？ 

卢贤钰 

马立平七年级二班/陈康燕老师 

在一个美丽的春天，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正在跟他的爸爸在他们家的苹果园里面玩。他们
要摘一些苹果来准备做苹果派。那个小孩叫Jack，他的爸爸叫Peter。Jack妈妈的名字是Alice。 

Alice 正在烤派的时候，Jack 和 Peter 在果园里追逐嬉戏。苹果树都很高，Jack 要坐
在爸爸肩膀上才能摘到苹果。这时，Jack问爸爸，“苹果树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另外，我什么
时候能长得和你一样高？”爸爸想了想说：“我门找棵果树，钉个钉子在上面，一年之后我们
看看你和果树谁长得快。” 

他们走出屋子以后，Jack走到最近的一棵树。Peter拿了一个锤子和一个钉子，把钉子
放在 Jack的身高的地方，然后用锤子把钉子锤进树里面。他们弄好后就回家吃苹果派。 

冬天到了，Jack和 Peter在外面玩雪。他们正要进家里喝热巧克力的时候，Jack突然
想，我应该堆个雪人，和我一样高的雪人，让他站在树的旁边，比一比他和钉子谁在长高。 

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 树上的叶子开始一片片长出，果园里的果树上都是绿油油的树
叶。 

Jack 说，“爸爸，我想要去看一看我长多高了！”    

Jack 和 Peter 找了一个周六，来到果园里去看那棵果树上的钉子。他们到的时候，Jack
看到，钉子的位置比他高。 

“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反而长矮了？”Jack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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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和 Jack 回家告诉 Alice 发生的事情。Peter 看了一下 Alice，对 Jack 笑着说，
“树当然长得比你快了，因为树是一直长的。我们人类白天长高，晚上睡觉的时候又会缩短一
点，这是受地球重力的影响。你说，一段时间后，树上的钉子和你谁高？” 

阿拉斯加之行 

毛逸清  

马立平五年级二班/杨志耕老师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去了阿拉斯加。我们先来到温哥华，沿着加拿大广场逛了逛，还
在码头边看见一个定海神针，这里的水族馆也特别棒。然后，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登上轮船开
始向阿拉斯加出发！ 

轮船在海上开了两天，来到了克奇坎，这里是阿拉斯加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我们一下船，
就登上巴士去图腾公园。在那里，我们看见了阿拉斯加人用树把他们的神灵刻成图腾。这里也
是三文鱼之乡，我们看见千万条三文鱼努力地向他们的出生地逆流而上。我们都该像三文鱼一
样，遇到困难，永不放弃。 

离开克奇坎，我们继续着游轮之旅，一路经过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在那里第一次近距
离看了冰川。然后到达了史凯威，上岸后我们开车去了加拿大的翡翠湖，风景非常漂亮。后面
几天，我们都在轮船上看冰川，我觉得冰川像一块块从外太空飞来的蓝宝石。下午我们都在在
船上打各种各样的球，晚上吃西餐和看演出，快活极了。 

游轮靠岸以后我们一路往北来到了安克雷奇，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这里晚上十点都没天
黑。继续往北我们到达纳利公园时，正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我们先坐小飞机到冰川上玩了一
圈，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可近了。后来进公园时，我们看见一头大棕熊里我们的车只有几米
远，两只鹿堵在路中央，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里的风景呢！ 

最后，我们来到了费尔班克斯，这是离北极圈最近的城市。我们的酒店有很特别的温泉，
还有一个冰屋，里到处是有冰雕刻的雕像，漂亮极了。可惜我们两个晚上都没有等到极光。 

这次旅行我最喜欢的就是收集了好多国家公园的小护林员徽章。我希望以后再去一次阿拉
斯加，最好能看到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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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 

罗宇恬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傅耘老师 

假如我是个天使，我希望能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去看看。假如我是个天使，我希望我能够
看到我的孙女们，甚至曾孙们！假如我是个天使，我希望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鸟一样自由的翱
翔，然后我会去见每一个我爱的人。 

假如我是一个中国的士兵，我不但会为了我的祖国而战，更会为了自由，和平和爱而战。
我爱着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更爱我的祖国。每一个爱着中国的士兵都会愿意牺牲他们的
生命来保卫祖国。 

假如我是一位艺术家，我会画一个美丽的，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仙境。我会为每一个我
见过的人画画，我也会为每一个善良的人作画。我会花很多的时间享受画画，过着非常快乐
的生活。 

假如我是一个富翁，我会把钱分给贫穷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我会帮他们建造他们的房屋，
让他们有地方住。我还会给他们食物，让他们能够填饱肚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开心心，快
快乐乐的生活。 

假如我是一个老师，我会给学生们少量的作业，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有时间玩儿和睡觉，
当他们回到教室的时候，就会更加有效地学习了。 

假如我是一个小小发明家，我会发明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快乐的生活，而不会对地球有任
何的影响。比如说，我会发明一种车，这种车开起来不会对大气有任何伤害和影响，也不用
人来驾驶。你就告诉车你要去哪里，它就会带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美丽烟台，有趣的夏令营 

冯佳瑞 

美洲华语七年级/马捷老师 

   今年夏天，我去烟台参加了寻根之旅夏令营。 

 

在夏令营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多好玩的活动。我最爱的活动是参观水族馆。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许多许多的水中动物，有些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我们看到了海豚和海狮

的表演节目。还有许多动物，像鲨鱼，海蜇，和企鹅。然后还有美人鱼的表演。在水族馆

的里面，有很多可爱的小礼品，有毛绒玩具和可爱的哨子。还可以抱着小猴子拍照。我抱

着小猴子拍照，小猴子很听话，它的手和脚非常软。虽然水族馆很好玩，但是夏令营还有

很多其它好玩的东西。比如参观博物馆，我们去了龙口粉丝博物馆，钟表博物馆，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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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等等。我们还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比如游玩蓬莱岛和爬南山。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

坐佛，很高很大。我还在夏令营交到了许多新朋友。我想说的是夏令营很好玩！你明年也

来参加夏令营！ 

 

 

 

 

 

 

 

中文学校的秋季派对 

江韵天 

马立平五年级二班/杨志耕老师 

今天我参加了中文学校主办的秋季派对。派对在 Hartsdale 的 Ridge Road 公园。我到公
园的时候已经开饭了。午饭有美味 的中国菜和又大又甜的西瓜。那里有三个充气城堡，有一
个巨大！学校还准备了好玩的氢气球呢！我拿了一个，可是被我的朋友不小心放走了。   

我们玩了几个游戏。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蓝队。我玩的第一场游戏是躲避球。最后我的队
赢了！我选了一个 emoji钥匙圈 作为奖品。躲避球游戏结束后，我参加了跑步接力比赛。这
是 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们只比对手快了一秒！然后我们进行了一 场特殊的比赛。我们必须把
乒乓球放在拍子上，保证它不掉下来，同时人要往前走。还好我暑假练习了打乒乓，所以这个
对我不难。我赢了好几次。  

玩好游戏后，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把气球做成各种形状。他可以做剑，动物，和面具。我和
朋友们有了一个主意。我们决定在充气城堡中玩斗剑。我们有四个人。我们分成了两个团队 ，
每个队用一个城堡做为基地。这是最有趣的，因为我们可以 侵入对方的城堡。如果你在对方
的城堡被戳到一次，你就要回 到自己的城堡。你要是在保护你的城堡时被戳到两次，你就输 了。
我们玩了很久都没有人赢，我们就握手言和了。   

我们一直玩到派对结束都不舍得走。我和朋友们今天玩了 个痛快。我想明年再来。谢谢学
校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富有趣的派对。 

 



10 
 

 

我 

卢贤燊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杨波老师 

我的名字是卢贤燊，今年九岁, 我在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上四年级。我的家里有四个人，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还有一条鱼。妈妈说我不仅体育好，学习也好。我喜欢打棒球，冰
球和足球。我最喜欢的是棒球，每个星期都有很多比赛，最多的时候要打六场比赛。比赛虽然
好玩，可是有时候会受伤。有一次，我投球的时候，被对方打回来的球打到腿上，当时感觉像
是腿断了，非常痛。不过我还是坚持投完那场比赛。我也喜欢读书，我现在在读 “Percy 
Jackson” ，那是我最喜欢读的书。书里讲的是希腊神的故事，非常有趣，我推荐给大家读。
平时，妈妈在家里会为我和哥哥准备中餐或西餐吃，妈妈做的饭都好吃。今年暑假我和家人回
中国，我吃到很多美味，可是，我最喜欢的中餐是西安的肉夹馍。 

这就是我，卢贤燊，很高兴认识大家。 

 

暑假游记 

苏欣娜 

     马立平四年级四班/魏萍老师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弟弟外出旅游。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很远，要坐 5个小时
的飞机。我们这次去旅游的地方主要是“黄石公园”，顺路也看其他的六个景点。 

  “黄石公园”位于美国西北部，在怀俄明，蒙大那和爱达荷三个州的交界处。那个公园很
大，占地 9000平方公里，有爸爸妈妈的中国家乡三个邵武市那么大。它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
地。我们在那里玩了四天。公园内山连着山，有河有湖，有密布的森林。林中有很多动物，我
们看到了山羊，野牛，鹿群，熊，白鹭，天鹅等等。那里有很多悬崖石壁，有多处温泉，有的
还是喷泉。那里有大峡谷，多处瀑布。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黄石湖，边长都有几十公里。我们
在黄石公园玩了四天，只能是走马观花，粗粗地看，不能细看。 

  我们这次旅游，于 6 月 26 日动身，7 月 11 日回到家，头尾 16 天。我们三个小孩都玩得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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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马立平四班  魏萍老师 

 

 

上图：魏萍老师把复习题编成游戏，同学们组队
PK，热情高涨。 

 

 

 

下图：同学们各自介绍和展示自己的小制作小发
明，有服装、食品、玩具，大家兴趣盎然。 

 

 

 

水晶糖  

 黄鸿瑞 

马立平四年级四班/魏萍老师 

    我今天要给你们看我做的水晶糖。 

    如果要做水晶糖，你需要一 个锅，水，一个小 木棍，白糖，勺子，
夹子，和杯子。你知道要用什么做水晶糖了。第一，把一杯水倒到锅里；
第二，把水煮开了；第三，放三杯白糖到锅里，等糖化了；第四，把火灭
了；第五，把小木棍的头沾到凉水里面然后把湿的部分放在多余的白糖上
滚一滚；第六，把锅里的糖水倒到杯子里然后再等 15分钟；第七，把夹子
夹在小木棍没有糖的那一部分，然后把有糖的那部分放到杯子里。但是不
要让它碰到杯底。 

     然后再过三天我们就可以小心翼翼地把小木棍从杯子里拿出来，吃上

面的水晶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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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识字是最重要的。你越了解汉字，就越能走进它，发现汉字的多姿多彩以及它的
魅力。本期的小语世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有关汉字的小谜题，希望大家喜欢（答案见第 14 页） 
 
 
 
一．字谜（答案是一个汉字）: 
 

1：一口咬掉牛尾巴 
2：尘土飞扬 
3：上不去，下不来 
4：旭日东升 
5：一家十一口 
 
 
 
二．数字成语（答案是一个四字词语） 
 
a: 1256789 
b: 12345609 
c: 333 555 
d: 2+3 
e: 1 5 1 10 
 
 
 
三．地名谜语（答案为一个中国的地名） 
 
1：大家都笑你 
2：两个胖子 
3：一路平安 
4：萤火虫亮晶晶 
5：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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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绘画小班   Alexandra Thela   （指导老师：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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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彩画大班   孙嘉琪   （指导老师：黄茵） 

 谜语答案： 

一．1：告     2：小     3：卡     4：九     5：吉 

二．a：丢三落四     b：七零八落     c：三五成群     d：接二连三     e：一五一十 

三．1：齐齐哈尔     2：合肥     3：旅顺     4：昆明     5：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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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八年级   张书越 

 

           水粉画小班   颂雅 （7岁）  （指导老师：彭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