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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小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冯佳瑞，很高兴能够编辑本

期的《小语世界》。这是我们的 2019 年第一

期，我在这里代表所有的小编辑们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去一

个有趣的地方旅游一次，实现自己的一个心

愿，完成自己在新年开始制定的目标，中文

学得更好！ 

 

本期的学生园地来自马立平三年级二班和

四班，同学们回忆了他们快乐的暑假生活，

感谢指导教师韩晓英老师！也感谢小编辑江

韵天同学独立投稿。 

                          

        ---   冯佳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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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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2018；你好，2019！ 

 

  2019年我 11岁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每次过新年时，妈妈和爸爸都会要求我写新

年目标，写一下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做到什么，有什么改变，现在我就写一写我 2019 年的

目标。 

 

  在新的一年里我最希望做到的是变得更负责任。我有很多的活动，也有很多学校里和中

文学校的作业，以前每次都是要妈妈提醒之后，我才会去练习小提琴和钢琴，才会开始做中

文作业。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提醒自己放学后需要做什么，自己把作业做完，把琴练好。 

 

  我喜欢画画，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画两幅漂亮的油画，作为母亲节和父亲节的礼物送给

我的妈妈和爸爸。我喜欢动物，我一直攒钱捐献给动物园，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给动物

园捐更多的钱。我还喜欢读书，我给自己列了一个书单，书单上有一百本书，希望在今年能

够读完这些书。我也喜欢旅游，希望今年能够去两个地方旅游，一个中国的地方，一个欧洲

的地方。 

 

  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在新的一年里有自己的目标，并且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冯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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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魔术表演 

               江韵天 

 圣诞节，爸爸妈妈带我去城里看 The Illusionists。这是现在百老汇最火的魔术表演。表演者

有 Colin Cloud， Chloe Crawford， Shin Lim， Darcy Oake和 Adam Trent。他们都是很有名的

魔术师。 

 Shin Lim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我特别喜欢他的魔术。他赢了 2018年的 America's Got 

Talent。他最擅长纸牌表演。他很独特， 他可以从烟里变出牌来。他也可以吹一口气，嘴巴里就

出现一张牌。他可以把别人签名的纸牌变到口袋里，别人手里，还有其它地方。他也可以把一支笔

变得很小，然后就不见了。有点像孙悟空，太神奇了！他还有个魔术是把牌变得透明，然后把它们

结成一块玻璃。 

 Chloe变了一个吃刀片的魔术。她把一些小刀片吞下去，然后再用一根绳子把刀片从嘴里拉出

来。有一个刀片是从脖子里拉出来的，看着有点恶心。Darcy把餐巾纸变成真的鸟。他变了很多鸟，

大大小小的。我看到很多人做过这个魔术。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Darcy还把一个硬

币变到瓶子里。他把硬币往上一扔，硬币在空中消失后出现在瓶子里。他还让一个小孩从很远的地

方扔硬币到瓶子里。瓶口很小，不知道 Darcy是怎么把硬币放进瓶子里的。 

 Adam变了很多魔术。我最喜欢他的手机魔术。Adam说话很有趣。他拿了一个观众的手机，把它

放到一个袋袋里。然后他拿出好几个一模一样的袋袋，里面装了跟手机的重量和形状差不多的塑料

片。他让手机的主人挑出他觉得装了自己手机的袋袋。其它的袋子都被放进搅拌机里打碎了。我想

手机的主人吓死了。这时 Adam拿出一个哈密瓜。他把瓜切开，那个观众的手机居然在瓜里，太神

奇了。 

 Colin表演了读心术。他让观众里的几个人从一本书里随便挑一个字。Colin可以猜出观众挑的

字。他还猜得出别人脑子里想的名字，也知道他们早上吃了什么。我觉得 Colin太厉害了。难道他

真的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以前上过魔术课，特别好玩。我喜欢让别人高兴。这个演出激励了我。我打算自己看 YouTube，

教自己变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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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回忆 

       马立平三年级二、四班 韩晓英老师 

 

   第一次潜水    朱思卉 

我今年暑假去百慕大玩。百慕大是大西洋的一个岛。我在百慕大第一次到海底潜水。 

那天，天气清朗，一艘小船载着我们到大海里去。我在小船上觉得很不舒服，轮到我的时候我

觉得更害怕了。有人把沉沉头盔放到我头上，我就沉到海底去了。

我看见妈妈和爸爸在海底等我。海底有很多鱼游来游去，船长在

沙子里挖了个洞，在洞旁放了一只小鱼。有一只小虾跑了出来，

一口吞掉了小鱼。海底有很多珊瑚，紫色和灰色是正在睡觉，棕

色是活动的。船长让我拿着鱼食吸引鱼跟我照相。我们在海底呆

了一个小时，看精彩的海底世界！ 

我觉得第一次潜水好好玩呀！ 

 

   夏天的好日子  王少杰  

今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了华盛顿特区，参观了博物馆。两天后，我去了马里兰的大洋城。我们

去了很多餐馆，还在附近的自然公园吃螃蟹。我们吃了很多海鲜。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海边

很好玩。我，弟弟，爸爸，妈妈和妹妹还去冲浪。住在那里真是太好了，但不好的是开车要五小时

才到。 

夏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我们在游泳池里很好玩，爸爸做了很多烧烤，真好吃！夏天的

好日子大概还有十五天了，奶奶却说要做暑假功课！不管咋样我还是做完了。后来我还去了波士顿

水族馆，坐了鸭子船！从波士顿回来暑假也快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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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水上乐园   马诗玥 

我去水上公园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是在 wave pool 里面跳呀跳。我们的房间很舒服，我们到了那

儿，先把东西放下了，然后换上游泳衣就下到水里去玩。我和弟弟玩了很久，我们就饿了，然后我们

去吃饭，吃的东西很像麦当劳，有薯条，炸鸡块和番茄酱，妈妈觉得不好吃又不健康，可是那里没有

别的好吃的。我们玩得累死了，就回去洗澡睡觉了。 

第二天，我们又玩得很高兴，也没再吃麦当劳那样的东西，我们到了外

面吃的中餐自助，也很好吃。我们还在酒店里的游戏厅玩了一会，那儿还

有个冰激淋店呢，我和弟弟都很喜欢，连那个勺子都是会变颜色的，妈妈

说是因为温度的变化它才变颜色的。 

水上乐园太好玩了，我和弟弟都还想再去！ 

 

   黄石公园很好玩   章栩嫣 

这个夏天我去黄石公园玩。我在黄石看见了大山。我去了老忠实间歇泉，看到了它的喷发。我看

见了泥火山，泥火山的水喷得很高！在一个泥火山旁边，雾气喷在我的脸上！我还看到了大棱镜，大

棱镜间歇泉很漂亮。我也去了西拇指湖。在黄石公园外面，我吃了中国菜和冰激凌，冰激凌很好吃。

我看见了水牛。黄石公园很好玩！ 

 

     旅游和漂流    田海蓉 

这个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去加拿大旅游，那里的天气很好。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看了那里的城市，

还有首都，看到很多高楼，很漂亮。那里也有山有水，风景很美丽，我们玩得很开心。 

暑假里我门全家还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去漂流。划着船，打水仗，有说有笑的很开心。划船途中我

们还遇到一个很大的浪，把我们的衣服都弄湿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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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加拿大行  林书程 

今年夏天我去了加拿大。我最喜欢的是爬石头山。 

那是在我们要回来的前一天。早上妈妈叫我起来的时候，妈妈跟我说：”琪琪，我们今天要去看

一个湖 lake moraine。” 她说完，我就跳下床穿衣服。我问：“妈妈今天要穿很厚的衣服吗？”妈

妈说：“是的。”我吃完了早饭，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那里。我一看就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太美了！

我一看有别人爬石头山，我就问：”我们也可以爬上去吗？”妈妈回答：“可以呀！You can do it !“我

很高兴地说：”那我们赶快去吧！“我们爬呀爬，爬呀爬，最后停在半山腰拍照片。我看着说：”WOW!”

湖很蓝，湖水中有很漂亮石头山的倒影，还有很漂亮的光线。我看就要爬到最顶上了，我就爬，爬，

爬，爬到最顶上了！在最上面比半山腰更好看。 

这是我在加拿大的最难忘的事情。  

 

   暑假活动     刘语佳      

我今年暑假参加了很多活动。我先参加了音乐夏令营。在那里学了敲鼓，弹琴，还有画画。最后

一天我吃了冰淇淋。 

    然后我去了滑冰夏令营。每天先到楼上拉伸，然后到更衣室换衣服。然后我们就去滑冰。我学了

很多滑冰技巧。 

    我还去了中国。在中国我去了张家界国家公园和北京。在北京我去了长城，故宫，天坛， 国家

博物馆， 景山公园。我过了一个快乐的暑假。 

 

    我学了很多   詹靖文 

我在暑假去了温州和香港。在温州我见到了爷爷，奶奶，阿姨，文文哥哥，

和贝贝妹妹。我住在爷爷和奶奶的家。我在温州呆了五个礼拜。他们的家很大，

有五层楼。 

我去上了书法课，舞蹈班，素描课，和古筝课。我最喜欢上书法课，因为

我学了很多，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好。我的中文说得很好！我也去了香港，见到

了公公，婆婆，舅舅，舅妈，和我的外甥丹尼。我跟丹尼一起游泳。我喜欢今

年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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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暑假    艾丽森 

我的暑假过得很开心。我们去加拿大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出美国，也是我第一次住旅馆。我非常

喜欢加拿大，加拿大看起来非常干净，人也比美国少，很多人都讲法文。 我也非常喜欢旅馆，里面

有健身房和自助餐，早餐非常好吃，有很多我和弟弟喜欢吃的食品。加拿大的饭非常好吃，都甜甜的。  

在加拿大，我们访问了有名的植物园，看了好多不同国家的花和树，非常有趣。明年，我希望继

续访问加拿大，去一个新的城市。 

 

    在爷爷奶奶家   宋澔石 

  

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和我，从北京坐飞机去福建。爷

爷奶奶家在福建。我们呆在爷爷奶奶家一个礼拜。爷爷奶奶家特别大，

有四层楼，十四个门。爷爷奶奶家有很多的零食，比如龙眼，冰激凌

和糖。 

有一天下午五点的时候，我出去喂鸡。小鸡有时候吃大米，有时

候吃小米，有时候吃花生。我有时候追小鸡，拍拍小鸡。爷爷奶奶家

旁边还有沙滩，有小螃蟹。 

 

   有趣的暑假    张力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回到了妈妈的老家福建。在厦门，我和爸爸，小舅舅，和容容姐姐，一

起爬上了一座有八百八十一级楼梯的山，在山顶上有一座大佛，叫保生大帝。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已

经累坏了，腿也很酸了。但是我没有停下来，我坚持继续爬。我第一个爬到了山顶，一下就看见了大

佛，还看到了山下的风景。爸爸妈妈都为我骄傲！ 

 

   中国真好玩    吴清如 

我夏天去中国玩。我去了上海迪斯尼乐园。我们总共有五个小朋友一起玩。迪斯尼乐园很好玩。

我们比平时多吃多点冰棒，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妹妹最喜欢飞越地平线。我妈妈最喜欢加勒比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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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创极速光轮。中国真好玩！ 

 

    钻葫芦洞     范远 

暑假时我和妈妈一起回中国，去了广州和宁德。在广州，我和家人一起

坐渔船出海，打鱼的人做了很多鱼和虾给我们吃，我觉得好吃。在宁德，我

和妈妈一起参观了爸爸工作的地方，还和他们一起游玩了太母山，钻了葫芦

洞。洞很矮，也很窄，那时我才发现矮比高好，瘦比胖好，因为我爬过那个

山洞，一次也没有碰头，妈妈却碰了几次。  

 

    暑假的一天    邱迪 

暑假的一天，我和好朋友 Sarina要一起玩。 爸爸问：“Sarina，我先把你带回家好不好？” 

“不要，我要去你家和 Alyson一起玩。“  

爸爸就跟她爸爸打电话，她爸爸说可以。爸爸就开车带我们到我家，在路上，Sarina 问到：”你

是不是快开到了？“  

爸爸说：“马上就开到我家了。” 

到了我家，我和 Sarina一起脱鞋，Sarina说：“因为我喜欢按照你家的规则，所以我也脱鞋了。” 

后来，我和 Sarina一起玩 IOI娃娃，这个玩具娃娃是可以变色的，然后我们一起看我的娃娃变色，

很好玩。 

过了一会，他爸爸来接她了，我和 Sarina说：“再见”。 

  

 

    我的夏天     李宇哲 

我的夏天，没去国外，可是我去了夏令营。我在夏令营上了总共 6个星期。本来要去阿拉斯加的，

因为弟弟太小了不能去，所以原来 3个星期的夏令营又多上了 3个星期。在夏令营里很有意思，我的

夏天很好玩啊！ 

 

    回中国     杨妙伊 

今年暑假妈妈、阳阳和我坐飞机回中国了。我们先从美国到上海，然后转机到北京。到北京以后

我们去了北海公园，我最喜欢一边划船一边看白塔。我还去了团结湖公园，那里可以喂鱼、钓鱼还有

捞鱼。姥爷带我们去吃烤鸭，那里的烤鸭很美味，我有一次吃了九张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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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游     樊天行  

我爷爷奶奶带我，妹妹和堂哥一起去波兰玩。我们去了波兰南面一个著名的大城市 Krakow。我们

参观了一个大城堡，城堡里面有一个龙的雕塑，龙会喷火。奶奶在波兰的亲戚也陪我们一起，其中还

有一个小男孩，我们一起踢足球玩。 

 

   杭州西湖游     王博涵 

暑假我和哥哥，爸爸妈妈到了中国很多的地方，有上海，杭州，大理和敦煌。 

我和哥哥先在杭州奶奶家住了 15天，杭州的夏天很热啊。我们真想天天呆在空调房，但是又想看

看杭州的美景和尝尝杭州的美食。我们在杭州的西湖里开电动船, 湖里的荷花开的真漂亮。也结了很

多莲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莲子长什么样。 

我还看见有一个人在放很大的风筝，那个风筝是一只大鸟。风筝飞得好高好高。我们又看见了一

个人的伞掉进了湖里。怎么也捞不起来，后来沉到湖底了。西湖的游人真多啊。我和哥哥在杭州吃了

很多好吃的不同的面条，比如说大排面，大肉面，牛肉面和豚骨汤面。味道好极了！这个暑假很好玩！ 

 

   难忘的暑假    黄哲 

今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合肥，东京，富士山，箱根。在北京的时

候我去了长城和爷爷奶奶小姑姑家。在长城我们爬了三个小节，从长

城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坐滑梯下的。在爷爷奶奶家待了两个星期。在合

肥我们去了酒店和我们的朋友玩。在合肥我们去了姥姥姥爷家，在那

儿待了几天。在日本我们看了富士山。在箱根我游泳了，我也泡了温

泉。这是我难忘的暑假。 

 

   快乐的暑假    周语涵 

暑假了，我很高兴。第一个星期，我去上海在外婆和外公家里住，也在小外婆家里住三天。我在

上海去了爱琴海广场和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每天去“乔老爷”吃早饭。我先在爱琴海玩了很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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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星期，我和外婆外公去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动物和化石，然后舅婆和外婆收箱子，舅公和弟

弟玩。回到美国， 我去参加了两个艺术体操夏令营和一个体操夏令营。 

 

  上海–南京行    封云开 

每年我都回国。我和妈妈先去上海，然后乘火车从上海出发去南京。我去了南京的夫子庙、中山

陵、玄武湖和中华门。我们在南京吃了南京大排挡, 然后就坐火车回上海。我很喜欢南京! 我喜欢南

京，因为那里有山有水。到了上海, 我们就准备整理箱子回美国了。 

 

     海南鸡真好吃    赖颖姿  

在暑假我的家人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坐飞机去泰国旅游，我很高兴。

到那儿后，我们坐在旅游车上看见很多动物，有牛，马，羊和鹿。我

们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里面有厨师和三个帮忙的人。我和朋友一起跑

去找自己喜欢的房间，一楼的两个房间我都不喜欢，上了二楼，有个

小房间我很喜欢。我们去游泳了，还玩了独角兽，轻飘和水枪，我们

玩了很长时间，很开心。回到大别墅，我去自己的房间洗澡，然后下

楼去吃饭，厨师他们做的海南鸡真好吃！ 

 

  开心的夏天     郝雨竹 

 这个夏天，我去了夏威夷和格斯达黎加。在夏威夷，我每天都去游泳；在格斯达黎加，我骑着马，

拉着行李，开着摩托车。我很开心！ 

 

        我的中国行     张睿婷  

今年暑假我到中国去了四十多天。我去了上海，苏州，乌镇，杭州，南京和北京。我印象最深的

地方是上海的外滩，迪斯尼乐园，苏州的园林，乌镇的小桥流水，杭州的西湖，和南京的夫子庙。在

北京，我游览了故宫，在北海乘了游船，还爬到慕田峪长城的最高点，当了一回“好汉”。在北京的

烤鸭店，我和哥哥妹妹有一次一口气吃了三只鸭子。把请客的阿姨都惊呆了。 

我在中国见到了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姨奶奶和姑奶奶，叔公公和舅公公等许多亲戚。他们都非

常亲切友好。我在中国的亲戚可真多，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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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欣赏 

 
      周文蝶   （指导老师 黄茵） 

 
          彭勃老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