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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同学、老师、家长，大家好！ 
 
我是卢贤钰，很高兴又和大家相

见在《小语世界》，今年是我第四年

做小编辑工作。 
这一期，我们要继续介绍马立平

四年级的教学课题-小制作演讲，上

一期我们介绍的是马立平四年级四

班魏萍老师的教学，本期我们介绍

马立平四年级一班杨波老师班的演

讲课程。 
本期校刊中登载了我采访教务

主任孙凌云的报道，作为多年的教

务主任，她为中文学校的发展做出

很大贡献。请大家和我一起了解一

下孙老师除了紧张的工作还有哪些

个人爱好。 
我还为大家选了一篇散文，大家

可以读一读，找找押韵的字。 
 

本期编辑：卢贤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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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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教学，专业敬业 

- 采访教务长孙凌云老师  
 

本期编辑：卢贤钰 
记者： 孙老师，您好！请问今年是您第几年做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教务主任了？您觉得这个志愿

者工作中最快乐部分的是什么，或者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孙老师：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接受小记者的采访。今年是我第四年做教务主任了。我非常喜欢华夏大

纽约这个大家庭的氛围。我还记得六年前我刚从新泽西州搬来时，学校的志愿者们非常热情，他们的

热忱和无私奉献打动了我，我也就很快乐地投入到中文学校的教学和工作中了。我在中文学校找到了

归属感，这也是我想奉献我的一份光和热，让更多的人也能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的原因。 

记者：在您的教务工作中，有哪些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孙老师： 我们的老师们都非常敬业。他们有的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有的是师范毕业老师，有的有着

多年的海外教学的经验。他们是我们华夏大纽约成功办学的保证。前几年华夏大纽约快速发展壮大的

同时，师资力量的跟上是我教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刚当教务长时，我觉得教务长像一个救火员，哪里

需要就得顶上去。后来我建立了代课老师群，不仅确保了课堂的有序进行，而且有了后备师资的储备。

在这里顺便做个广告，热心的家长对教书有兴趣的，可以找我报名。这两年师资流动相对稳定了，我

会和老师们一起加强课堂管理和提高教学质量。 

记者：您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文老师。您能不能分享一些您的教学经历？做老师和做教务主任

有什么不同？ 

孙老师：说起当老师，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老师。没想到一次当代课老师的机会，让我感兴趣当上

了中文学校的老师。后来我又去正式进修，现在在一家私立高中教中文。我教过不同年龄、不同背景

的学生，用过多种教材。我教过 CSL3，CSL6，标准中文 3，马立平 4，零基础的非华裔学生和汉语讲

得很流利的日裔学生。这些经历在我当上教务主任时，对我特别有帮助，特别是培训新老师的时候。

当老师是要备好课，把知识传授给学生，面对的是学生和家长。当教务主任是为老师和学生、家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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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老师解决任何问题，更多的是协调。我和教育组的志愿者们一直很紧密地跟各个部门配合，

确保老师们有求必应，或者很多事不用老师开口就做到前面。打个比方，我们的 IT team就特别给力，

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学校能够做到多媒体教学的保证。活动组安排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有不少是和教

学紧密相连的，比如演讲比赛。我们由班级选拔、学校选拔到总校参赛。这样的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

都是背后有无数志愿者们一起合作才能做到的。 

 

12月 2日教师志愿者联欢会上，教育组部分志愿者合影（左起）吴家骏、CK、孙凌云、何芳、刘颖 

 

记者：您是不是在很多学校教过书？华夏大纽约有什么和其它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最吸引您在

此工作？ 

孙老师：我以前在新泽西的华夏李文斯顿分校教过，也在一些课后班教书，现在在一家私立高中教中

文。华夏大纽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志愿者。每一届的领导者能力都很强，很有向心力，把志愿者、老

师、热心家长一层层牢牢地吸引在一起，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华人学习交流的平台。 

记者：您平时有什么爱好？放假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孙老师：我喜欢唱歌。放假的时候我喜欢旅游。每年放暑假我都带队回中国参加寻根夏令营。我觉得

利用假期到处走走看看，可以充实自己。 

记者：孙老师，您有没有养宠物？您最喜欢什么动物？ 

孙老师：我小时候养过兔子、狗和羊。我喜欢狗。 

 

 

12/2 教师志愿者联欢会上，老师和志愿者表演

的古风服饰秀，孙老师主唱。我们学校的老师

们个个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联欢会的目的是

加强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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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马立平一班 杨波老师 
 

马立平四年级组的老师们在第一单元的教学中加入了小制作的展示项目。同学

们通过这个练习，不仅可以锻炼口语表达能力，而且扩展了科学方面的词汇量，同

时加强了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上图（左）：心脏供血运作原理展示、足球的制作、移动图书箱、水平仪  

上图（右）：课上同学们对小发明提出问题进行交流 

 

 

 

 

学生在为她做的便携式投影

机做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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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 
AP 中文班   指导老师：林俊 

 

诸致玮 

虽然我不怎么爱吃红烧肉，但是它还是对我很重要；它是外婆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 

我第一次学会用筷子的那天晚上，外婆烧的就是红烧肉--里面还有好多鹌鹑蛋。以前我只会用

叉子或者勺子。但是那天我记得晚饭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红烧肉刚刚被外婆端上来。爸爸妈妈还在洗

手，外婆还在厨房里盛饭，所以房间里只有我。我那时才五六岁吧，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太无聊了。我

一手把妈妈的筷子拿起来，夹了一个蛋。 

   外婆去世了以后，我们好几年没有吃到家里烧的红烧肉。我也不太在乎，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觉

得那道菜有多么好吃。我总是觉得盐太多，或者太少，糖太多，或者太少，肥肉太多，或者太少。有

时候红烧肉里的猪肉太硬，有时候太软。我跟着妈妈去高中团聚的时候，更喜欢吃的是饭店里的冷黄

瓜，西瓜汁。 

   几个月前，爸爸做了一锅红烧肉。我觉得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但是也有可

能是我想到了外婆，突然见识了世界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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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美颖 

          

我最爱吃的食物是茶叶蛋。虽然茶叶蛋不算是一个真正晚饭吃的菜，

可是它还是中国一种很特别的吃蛋的方式，而且也非常好吃。 

从小我妈妈会给我做茶叶蛋。她每次会做六个蛋，而且要做好半天。

我觉得蛋的咸的味道超级好吃，我小的时候天天都会当早饭吃。我认为茶叶

蛋比炒蛋，煎蛋，和水煮蛋都好吃多了。我有时候吃水煮蛋跟酱油，也有咸

的味道，可是这个咸的味道还是有区别的。水煮蛋是煮完蛋才加味道的，所

以只是外面比较咸，里面还是没有味道。茶叶蛋是煮蛋的时候把咸的味道煮

进去的。 

我现在去学校通常带两个茶叶蛋当午饭吃，有时候还跟朋友们分享。我的华人朋友们都说我妈

妈做的茶叶蛋不仅非常好吃，也非常好看，跟大理石花纹样的。我外国的朋友们也觉得茶叶蛋很好吃，

比别的方式做出来的蛋好吃多了。他们还很好奇怎么可以用茶叶做出来这样子的味道。其实我也很好

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茶叶蛋，我打算下个周末跟我妈妈一起做，我就可以慢慢学会怎么做我最爱

的菜了！ 

叶明远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北京烤鸭。我的父母都来自北京，所以每当我回到中国，我总是吃北京烤鸭。

每当有家庭聚会或我们去餐厅吃饭时，通常会点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是一个很有名的中餐，是一道自皇帝时代以来就被吃过的菜。它非常受欢迎，结果它

也在美国连锁餐厅供应。例如，当我今年夏天回到中国时，我去了必胜客，看到他们有一个北京烤鸭

披萨！但大多数时候，我在一家参观吃北京烤鸭。 

鸭子的皮肤非脆皮，又是会在餐桌前切开。鸭子经常和葱，黄瓜，和煎饼一起吃。它非常美味，

通常欲一大群人共享。北京烤鸭可以将人们聚在一起享用美食，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从小孩到大人的美

食。 

我吃北京烤鸭时很开心。我通常喜欢吃肉类菜肴和中餐。北京烤鸭是我一直会喜欢吃的东西！ 

 

http://reg.hxgny.org/registration/admin/AccountBalance4Admin.aspx?fid=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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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雅力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小笼包。小笼包的外面是白色的皮，里面有肉和汤。小笼包是中国南方的有

名小吃。它看起来圆圆的，它的皮很薄，几乎是透明的，你差一点就能看见里面的肉。小笼包可以蒸，

也可以生煎。生煎的小笼包下面的皮很脆，上面还有葱花和芝麻，闻起来香喷喷的。 

我第一次吃小笼包的时候，我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汤，就咬了一大口，汤沾了我一身，嘴和舌

头都被烫了几个大包。吃了很多小笼包和弄脏了很多衣服以后，我学会先咬一个小洞，先把汤吸进嘴

里，然后把小笼包全部吃了。吃的时候要小心，否则会搞得乱七八糟，像我的弟弟。他把汤都倒在盘

子上，所以不能喝了。我的阿姨有时给我做。她做的美味可口。 

我喜欢小笼包因为我觉得它很神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装那么多汤呢？我最喜欢咸的食物。

不管是中国食物还是西方食物，咸的食物我都喜欢。所以我很喜欢像小笼包这种有肉的食物。 

 

冯佳璐 

我最喜欢吃火锅。 

火锅算中餐，但是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吃到。很多时候，可以吃鸳鸯锅，有半边的汤是辣的，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辣火锅。我吃的时候，爱吃不辣的，但是在我的调料里，我爱放点辣的。有些饭馆

有一个大锅，但是还有小火锅，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锅，喜欢什么就涮什么。 

美国的火锅还行，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火锅更好吃。我每次回中国都会去吃几次火锅。我的家人

都不喜欢吃火锅因为他们说太热了，但是我每次还是要去的。我很喜欢酸汤鱼火锅。酸汤鱼火锅的汤

可以喝。我觉得汤比火锅里的鱼味道还好呢！在北京，有一个很好的酸汤鱼火锅店，我们只要在附近

就会去。 

我更喜欢西餐，但是中餐的火锅还是很好的。因为别的中餐味道有点独特，所以我更喜欢火锅。

在火锅里，我爱加蘑菇和牛肉。我不喜欢羊肉，因为我觉得羊肉味道很奇怪。我也喜欢自己做火锅调

料，我每次都加麻酱和酱油。 

 

http://reg.hxgny.org/registration/admin/AccountBalance4Admin.aspx?fid=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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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荣洁 

我最喜欢吃汤包。汤包外型很像包子，但是又不一样，外面皮特别薄，里面含有肉汤，它味道

很好，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猪肉和螃蟹馅。每当我们去中国餐馆时，我总会买它。我，我

的姐姐和我的哥哥都非常喜欢吃，所以我们总是会订购很多，放在冰箱里，要吃就放的炉子上蒸一下。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里面的汤。味道很好。在中国城，有很多地方卖汤包，但我们总是去一个店，因为

他们的汤包是最好。我还喜欢吃咸味食物，比如豆腐和油条，在中国，每天早上，路边上的市场都会

卖它们，我也喜欢甜食，比如豆浆和豆腐脑，这些食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会让我想起我的

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我和我的家一起吃汤包的温馨时光。 

 

 

 

Caroline Shi 

我最喜欢的菜是红烧肉。我爱红烧肉因为我很喜欢中国菜。此外，我也喜欢咸，肉类菜肴。红

烧肉是一道著名的大众菜肴，属于热菜。其以五花肉为制作主料，最好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来做，

做法多达二三十种。红烧肉的烹饪技巧，锅具以砂锅为主，做出来的肉肥瘦相间，香甜松软，入口即

化。红烧肉通畅是用带皮五花肉，白糖，生抽，调料酒，八角，葱段，蒜，生姜，老抽，香叶，盐，

味精做的。 

 红烧肉是我与家人联系的菜。每当我吃红烧肉时，我很快乐。我的外婆经常给我做红烧肉因

为她知道我很喜欢红烧肉的味道。我第一次吃红烧肉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做了红烧肉，

让我尝一尝。尝完时，我立刻喜欢红烧肉的味道。从那天此，我每天都想吃红烧肉。 

 总而言之，红烧肉是我最喜欢的菜。红烧肉味道香甜、肥而不腻。 红烧肉也带很多快乐和美

好的回忆。 

http://reg.hxgny.org/registration/admin/AccountBalance4Admin.aspx?fid=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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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李志平老师 

 

快乐游迪士尼乐园    袁文谨   

   今年四月份春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去了奥兰多的迪士尼游玩。为了玩的尽兴，我们去之前做了

很多研究。因为奥兰多好玩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们选了几个最好玩的游乐园。 

   我们第一天去了动物王国。我们一大早就去了，比别人先到，就可以不用等了。我们玩的可多

了，从过山车到虚拟现实游乐设施，最好玩是一个过山车叫“珠穆朗玛峰探险”。 

     我最喜欢的是离迪斯尼不太远的海洋世界，那里有很多动物表演，包括海豚，逆戟鲸，等等。

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看，但是有许多的人认为每天让动物这样表演是很残忍的，所以之后不久动物表

演就被取消了。 

    我为动物感到很高兴，但也为以后的小朋友感

到遗憾，因为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表演了。

那里还有一个很非常刺激的过山车，你的身体会冲

向地面呢，很多人都吓得大喊大叫，我却玩了六七

次。在海洋世界的附近是环球影城， 在那里我们

玩了一个哈利波特的虚拟现实游乐设施。迪士尼之

行是我做过的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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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走失的“丢失”       张瑞珉     

    从小长到大，我有过五次丢失妈妈的经历。其中，印象最深的和最有趣的是发生在今年暑假里在

Acadia国家公园。 

有一天早晨，我们全家决定去 Acadia国家公园玩儿。因为我最近迷上了登山，所以我们一路去

找爬山的地方。在停车场里，我就开始装好水，背好书包，迫不及待的要去爬山。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全家还走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始累了，走的越来越慢，也就离我越来越远

了。 

    我和爷爷走在前面，还可以听到他们的说笑声。爬了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一个大石头旁边，在上

面刻了一些字儿。“那些字儿什么意思？”爷爷问道。“应该是修这条路的人的名字吧。”我看都没

看就回答到。我和爷爷继续往前爬。爬着爬着，我们听不到妈妈他们的声音了，就找到一个地方休息，

等妈妈他们追上来。 

我和爷爷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实在是等不及了，就再开始往前爬。当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碰到

很多人。他们都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和奶奶来爬山的。我们说“是的”之后，他们就开始告诉我

爸爸妈妈是怎样焦急的找我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我听到之后，就快速的往前跑。我想我越快赶上妈妈，可能就越不会挨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

通妈妈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在和妈妈下山的路上，我才发现在那个大石头旁边，有很多指示路牌。

原来是我太着急爬山，而没有注意到。实在是一个不该走失的丢失。 

 

 

 

 

 

环游西西里岛    刘谨志   

暑假我和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一起环游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我们游览了许多小城市，其中

最有意思的是爬 Etna火山。 

那天我们一大早从我们的酒店出发，我们开了大概一个小时才到山脚下的停车场。一走出车，就

感觉特别冷，我们走进旁边的小商店，挑选了两件戴帽子的保暖外衣。又看到一些黑色的火山石制作

的纪念品，非常漂亮。我们开始爬山了，山路不是很陡，但是很曲折和很不平坦。周围都是雾蒙蒙的，

只看见烧焦的树，还有被压倒的房子。我们只看见很少的旅游者。我们走了好长的路，然后我就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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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咬牙坚持的跟着走，终于走到了海拔 2000多米的山顶，我们先看见了一个标志，指向了喷火口。

我们已到那里，云雾正好散开，我们看见了两个巨大的喷火口，我就捡起地上石头往坑里扔，但是听

不到任何声音。 

我觉得这次爬火山特别锻炼我, 我们离开这座山的时候，回头望着它的时候，觉得这座山多么美

和多么强大，火山能够毁掉周围的城市。 

 

 

度假中有趣而惊险的故事    王乐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妈妈，爸爸，妹妹，外婆，外公和我去德国玩。我门一起跑去赶地铁， 跑

着跑着，到了地铁站，我的头上全都是汗。但是，正好有一辆地铁进站了，门开了。外婆像飞一样冲

上地铁。她的脚刚碰到地铁，门就关了。结果，只是外婆一个人在地铁里。她打着窗户，但是地铁带

着她走了。爸爸摇着头对妈妈说：“我希望她会在下一站下车。要不然， 谁知道她在哪里。” 爸爸

对妹妹和我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地铁上， 一定要在下一站下车。” 

又有一辆地铁来了。我只听见我的心跳来跳去。 我们一起跑上地铁，不想跟外婆一样，丢了。 我

坐在妹妹边上， 我知道妈妈吓死了。 我也吓得咬指甲，想着外婆在哪里了。地铁慢慢地停着，我们

都跑到窗边找外婆。地铁站只有四五个人，但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地铁门开了，我刚看见外婆，妈

妈就跑去抱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天，我学到了一个道理，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和家人一起

上地铁。这是我度假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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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老人的礼物 

作者：袁鹰 

(选自《1954-1955 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时光老人的礼物 袁 鹰 原名田钟洛。1924年

出生。江苏淮安人。著有散文集《秋水》，诗集《野芹集》，儿童文学集《篝火燃烧的时候》等。 

 

你把东风带给树枝，让小鸟快活地飞上蓝天；你把青草带给原野，让千万朵鲜花张开笑脸。 

你把阳光带给山谷，让积雪化成淙淙的泉水；你把细雨带给田地，让种子闻到泥土的香味…… 

你把春天带给我们，这份礼物比什么都珍贵。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你比黄金要贵上千万倍! 

世界上再没有谁，比你更慷慨更公正；你把一年的大好时光，同样地给我们每人一份。 

三百六十五天，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就看我们呀--能不能把你安排得最好? 

糊涂的人整天东荡西游，你就从他身边悄悄溜走，把一大堆没做完的事情，一古脑儿丢在他的面前。 

懒惰的人整天没头没脑，你去远了他一点不知道；人家都在使劲要赶上你，他总是摇头说还早还早。 

我们可不糊涂也不懒惰，少先队员谁也不肯落后；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马车一去，就不再回头。 

工地上成堆的器材和砖瓦，转眼就变成工厂和高楼；跨过河流，穿过隧道，新的铁路每天在往前走。 

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谁都抓住你不肯放松；只有虚度时光的人，才会一次又一次脸红。 

 

相信我吧，时光老人，我们跟往年一样地热爱着你；当每天晚上撕下一张日历，难道能向祖国缴上白

卷? 

今年我要叫身体更结实，因为我是一个未来的工人；将来下矿井，钻煤层，难道还能常常闹病? 

今年我要学会更多知识，在农业社里什么全得靠学问；即使饲养一头奶牛，没有专门的本领也不行。 

时光老人呀，请你瞧一瞧，你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美好! 灿烂的春光一望无边，祖国的山河到处都

在等着我们! 

 

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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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油彩画大班 黄茵老师 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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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 范依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