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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小语世界》的读者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小编辑，卢贤燊，现在读马

立平四年级。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棒球，秋天

赛季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很多比赛，最多的

时候要打六场比赛。我也喜欢读书，我现在

最喜欢读的书是 “Percy Jackson”。书里

讲的是希腊神的故事，非常有趣，我推荐给

大家读。平时我读中文书的机会并不多，我

希望同学们和我一起阅读《小语世界》，读有

趣的故事，分享好的文章。 
 
 
      在圣诞节和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小

语世界》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卢贤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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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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九年级班级辩论赛 
 

2018年 12月 9日， 美洲华语九年级的教室里不时传出激烈的争论声，这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今天是“我们应该养宠物吗？”的主题辩论赛。 

美洲华语第十册有一篇课文：“根据报导，美国民众喜欢养宠物，去年一年就花掉了五百零

八亿元！太浪费了！这么多钱能让世界十几亿穷苦地区的人免于饥饿、病痛和死亡。难道救人

不比养宠物更重要吗？” 

今年的美洲华语毕业班的老师是华文优秀教师林宇老师，她的教学非常灵活生动。她抓住

了高年级学生需要加强独立思辩能力的特点，由养宠物这个主题上延申出去，设计了辩论赛的

教学活动。她要求学生对上述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上网查询更多的资料，找出尽可能多的论

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同学们分成了正方和反方，正方观点是应该养宠物； 反方观点是不应

该养宠物。经过两个礼拜的充分准备。同学们就“我们应该花钱养宠物吗？”这个主题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 

双方一辩的长篇陈词有理有据，内容翔实。二辩到九辩的攻辩发言，可圈可点，有的同学

立论新颖，数据充分。自由辩论阶段，双方辩手们攻辩意识强，有逻辑。十辩同学做的最后总

结陈词也很精彩，概括了本方团队的论点，重点突出，全面到位。本次辩论会最后由五位评审

员家长评选出的最佳辩手是正方八/十辩左越同学和反方一辩程启涵同学。正方在团队协作方 

 

 

   

 

 

 

 

         林宇老师主持辩论赛                              正方队员在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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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尤其突出，获团体优胜团队。在准备本次比赛中，正方队长任晓荷同学、副队长左越同学，反方队

长程启涵同学和副队长章靖彦同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骨干同学还帮助本队辩友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团体协作精神强，特别受到了林老师的表扬 

班妈 Jean 代表家长们对林老师表示感谢“感谢林老师精心设计组织的这一次有意义的辩论

活动，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孩子们今天在辩论会上的表现都超级棒。作为家长，看到孩

子的进步感到由衷的欣慰。“  

家长们也都积极参与，有的做评委，认真评分、点评，有的录影拍照，有的提供了美味小

吃，有的观战加油。这样的教学活动真正做到了让学生学以致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思辨

能力，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佳作欣赏 
 
 

假如我是… 

 六年级一班 宋佳胜 

假如我是蓝鲸， 

我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 

夏天我们住在北极， 

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美食； 

冬天我们迁徙到温暖的海域， 

墨西哥湾就是我的出生地。 

海洋的每个角落，都曾是我的游乐场， 

直到人类把这一切变了模样。 

钢铁怪兽般的巨轮在海上横行霸道， 

我的很多同伴丧失了生命。 

海水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污染，垃圾， 

我们一个个开始生病。 

最可怕的是猎杀我们的人们， 

两万八千，是人们曾经一年捕杀蓝鲸的数量， 

而五千，是现在地球上生存的全部蓝鲸的数量。 

假如我是蓝鲸， 

请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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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海鸟， 

我该是多么的快乐！ 

我可以在蔚蓝的天空翱翔， 

展开我强壮的翅膀，和风儿追逐，游戏。 

我可以在洁白的沙滩上跳舞， 

和笨笨的螃蟹比个高低。 

 

可是， 

我并不快乐。 

我被人类的垃圾包围。 

每天，很多同伴死亡。 

它们的胃里塞满了垃圾。 

人们破坏了我们的居住地， 

我们无处生息。 

假如我是海鸟， 

请救救我们！ 

 

假如我是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树， 

我是地球环境的守护神。 

我和我的同伴一起， 

为地球储存水分，和输送氧气。 

我这个无敌的勇士， 

却败在人类的锯刀面前。 

利刃割断了我们的躯干， 

我的同伴一个个倒下。 

森林一步步消失， 

环境一天天变差。 

假如我是热带雨林的大树， 

请救救我们！ 

 

假如我是自然科学家， 

我会告诉所有的人们， 

拯救地球，迫在眉睫！ 

请停止滥捕滥杀，乱砍乱伐； 

请停止乱丢垃圾，污染环境。 

保护地球， 

每个人都有责任。 

因为，这儿是我们的家。 

       （本文为演讲比赛六年级组第一名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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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华夏大纽约演讲比赛 

优秀演讲稿集锦 
 

  我今年在马力平五年级，杨老师带领我们中文课上学习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讲述

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不远万里，不畏艰难险阻地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故事。在有趣的故事之中，

我们更体会到这场艰险的任务中师徒四人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总有一个希望在心

底，值得我们去实现。文化底蕴赋予我们内心的坚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故事，也在

循序渐进地丰富着我们的内心：一根铁杵磨成针的历史经典，水滴石穿的自然奇迹，“宝剑锋

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实践观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归纳总结，还

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社会美德，无一不是前人心血的结晶，无一不是延绵精神力量的

支柱。 

               - 王英涵（五年级组第三名） 

 

 

  我从一年级就开始来这里上中文学校。老师除了教中文，还教中国文化，比如古诗。大家

都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是你们能把这首诗整个背下来吗？三年级的韩老师教

过我们，我给你们背一遍：“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

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 赵晨皓（四年级组第三名） 

  有个比你小四岁的弟弟，有时候是很烦的，你会觉得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比如说，我要

练琴，我要写作业，他却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就玩乐高游戏。记得有一次我有钢琴表演，老师

给了很难的曲子，我一边练一边哭，看着弟弟在那儿玩，我就对妈妈说，你要保证弟弟长大的

时候也要学钢琴。可是弟弟学了一个月的钢琴，妈妈就允许他不上了，因为妈妈说，男孩成熟

晚，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要放弃钢琴的时候呢，妈妈不但不同意，还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要

我坚持，不能放弃。我说了人生是不公平的吧。 

- 董夏霖 （五年级组第二名）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 

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 

少年中国者, 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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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干将发硎,有作其芒。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节选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毛逸清 朗诵 （五年级组第一名） 

 

 

 

学生园地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 杨波老师 

   

我的小发明-礼花筒     黄伟林                                                   
     

大家好！我叫黄伟林。今天我给你们演示我的小发明，我做了一个礼花筒，如果你开派对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我用的材料是一个气球，一个橡皮圈和一片纸板。 

我先把纸板卷成一个小筒，然后用胶水胶起来。再把气球的下面半个切下来，放到纸板筒

的一头，再用橡皮圈把气球绑住。你用一个打孔器打一些小纸片，把它们倒到礼花筒里面，你

一拉气球小纸片就会弹出来。 

这就是礼花筒！当你用完了以后，你可以用一个气球，吹起来，在你的头上摩擦摩擦，然

后你把它在地上擦一擦，小纸片就会粘到气球上，你就可以把小纸片倒到垃圾筒里，这样地上

就干净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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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节日    赵晨皓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感恩节。我喜欢感恩节是因为感恩节我可以吃到好吃的火鸡，去看Macy 的

游行，还可以参加黑色星期五打折采购。 

 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当最早的一批欧洲人乘船五月花May Flowers 刚来到美国时，遇到一

个会说英文的北美印第安人叫 Squanto，他教会欧洲人怎么种地和打猎。这样欧洲人就活下来

了。有一天，收获完了，欧洲人要举行一次大餐来感谢印第安人。这就是感恩节的来历。 

我每年感恩节上午都在电视上看Macy的游行。今年，爸爸，弟弟，和我还去城里看了大气

球充气。有各种各样的大气球，Pikachu,狗，还有其

它卡通人物。 

 我喜欢感恩节还因为黑色星期五，我每次都会买很多

东西。 

 可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感恩节的火鸡。我每年都会啃

一个大火鸡腿。真好吃！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感恩节。 

 

中国新年     沈嫣然 

中国春节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还是一个秘密，现在无从考证。但是，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

节日。中国有 56 个民族，尽管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不同，过年了的喜庆场面是相同的。放烟花

送祝福。在中国新年，我们都会装扮的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带给人们好运，大人

小孩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走亲访友。传统美食南方吃汤圆，北方吃饺子。家家户户吃大餐。

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蔬菜水果丰富多样，节日的市场多姿多彩让人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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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节日-春节   卢贤燊 

中国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最早起源于上古腊（là)祭( jì), 当时在农业上，人们

感谢神给他们的粮食、蔬菜。他们庆祝的节日就是“春节”。春节一般要庆祝 16天，从三十到

正月十五。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在春节会穿红色衣服吗？有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的怪兽“年”在三十出

来吃人，人们发现它怕红色，大家就用红色的东西赶走它。人们穿红色象征赶走怪兽和不祥的

事物。红色是一个幸运的颜色。 

那么，大年三十中国人做什么？ 大家会包饺子，吃年夜饭，还会看春晚。小朋友们最开心

的是收到红包，里面有大人给的钱，然后他们就可以买玩具。 

在美国，我家里过春节的时候，我最喜欢包饺子。过春节要吃饺子的原因有很多故事。其

中一个原因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 （yuánbǎo）。元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钱，多是金色和银色。

吃饺子就有“招财进宝”的意思。而且饺子馅有很多，这是希望把很多好东西都送给大家。 

最后，大家过春节时常说的问候语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我的感恩节    黄伟林 

   今天是感恩节，天气特别冷，但是我起得很早。   我起床以后就吃了早饭。今天我们要去

Carla 家聚会，所以妈妈和爸爸一起做我们要去聚会的菜。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出发去她家。 

我们一共有五个家庭一起聚会。我们先吃饭，晚饭很丰盛，有火鸡，土豆泥，饺子，鸡翅

膀，包子和面条，都很好吃。吃完以后，大人们一起聊天，女孩子们在跳舞，男孩子们玩游戏。

我们先玩了桌上足球，因为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又玩了几次桌上足球。过了一会儿我们玩了捉

迷藏，我是最后被找到的。然后我们玩了植物对抗僵尸游戏。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离开她家之后去了 Jefferson购物中心，那里有很多促销活动。我们买了一个烤面包

炉和一些衣服。买完东西后我们又去了 Walmart，又买了一些衣服。然后去了 Kohl’s 买了鞋

子。我们到家的时候我马上跳到床上睡觉。今天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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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滑雪    沈嫣然 

我闭上眼睛，数到三，好了我开始了。我慢慢的呼吸，我要出发了！我慢慢的往下...等

一下，我在滑雪！我先往右边一转，咦！比我想象的简单！我来不及就从右边到了左边。我一

次右转，再一次左转，就像我在跟大树打招呼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像一条小蛇。我耳朵旁边

只有呼呼的风的声音，但是在一小会儿的时间，我的耳朵就冻僵了！但是最棒的消息是，我终

于学会了滑雪。 

 

 

我这个人    许德忻 

 

    我的名字叫许德忻。 我家里有四个人： 爸爸, 妈妈, 哥哥和我。 

  我今年快九岁了，正在读四年级。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游泳和画画。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

是乘很长时间的飞机。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兔子，然后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在所有课程当中，音乐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数学是我最强的科目。我所有的数学考试都得了满

分。长大以后，我想做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就是我，许德忻。 

 

我      陈乔熙 

我的名字是陈乔熙. 我八岁了。我属虎，大老虎。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也有很多朋友。

我最喜欢的学课是阅读。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网球，我每天都打球。我得了四个网球冠军。我还

打壁球，我喜欢在我家的游泳池里游泳。我长大之后想成为心脏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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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我自己    缪琦琦 
 

我的名字叫缪琦琦， 

我今年 8岁，我家里有 4个人： 

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我喜欢数学和读英文。 

我喜欢画画，跳舞和唱歌。 

我没有不太喜欢的事情。 

我长大了想做画家和医生。 

我也非常喜欢旅行。 

我下一个最想去的地方是冰岛， 

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冰岛”， 

所以我想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我这个人     范依晴 

  我叫范依晴。我今年九岁，上四年级😊。我有一个妹妹她上一年级👩。我最爱读书。我也爱

滑冰。我也挺爱画画💕。我的英文学校是 Greenville Elementary School.😱我长大要当一个…?

我还不知道呢。🐷我最爱吃冰淇淋🍨。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万圣节🍬。我很喜欢小狗因为小狗

很可爱😘。 

 

 

 

 

我这个人     陶康依 

  我叫陶康依，今年九岁。我属牛，我的生日是在十月十九号。我有个妹妹，叫陶乐依。她属

龙，她的生日是在十月九号。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也喜欢画画和跳舞。我每个星期会去

画画课和跳舞课。我长大想当个舞蹈家。我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等我长大以后，你们

来看我表演好吗？ 

 

 



11 
 

 
学生画作 
油彩画大班 黄茵老师 
 

 

 
                    周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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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Li 

 
 

         Eva 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