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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小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书越，来自马立平八年级一班，

很高兴能够为大家呈现本期的内容。春节结

束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就是元宵节，元宵节

吃元宵寓意着家庭团圆，除此以外，元宵节

还有很多传统习俗，在本期中我就会为大家

一一介绍。学生园地中将刊登六年级同学们

的作文。本期还会为大家展示马立平八年级

一班精彩的辩论会，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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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书越 
 

说起元宵节，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关于元宵节，

大家又了解多少呢？今天就和我来一起看一看吧。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元宵节也被叫做上元节、元夜、灯节。正

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称为元宵

节。在国外，元宵节以“The Lantern Festival”被大家所熟知。 

元宵节有很多民间习俗，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吃元宵。元宵用糯米粉包成，

馅有荤有素，圆圆的形状有着团圆美满的美好寓意。闹花灯也是元宵节的传统习

俗，正月十五晚上，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花灯高挂，到处花团锦簇，灯光摇曳。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举办了元宵“灯会”，向人们展示了夜间

的故宫之美与中国文化之魅力。猜灯谜又称打灯谜，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元宵节特

色活动。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有好事者就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

灯上供人猜。由于它的趣味性和益智性，猜谜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

舞龙舞狮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是民间盛行的传统活动，可以由一人或多人组成，

带着道具模仿狮子和龙，为大家挥舞助兴。 

还有其他像划旱船，踩高跷，祭门、逐鼠、走百病等元宵习俗，则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 

 

赏灯猜谜庆元宵 
 



 

 

 
马立平八年级班级辩论会 

 

2月 24日的中文课上，马立平八年级一班的同学们在台进强老师的带领下，就“华裔是

否应该学习中文”这一论题进行了精彩的辩论。 

同学们个个有备而来，大家先选择自己支持的论点，随后展开了

热烈的小组讨论。 

辩论正式开始后，同学们轮流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势陈述观点，正

方同学认为学习中文很重要，语言不仅是文化，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同时学习英文和中文就相当于同时了解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看

问题的角度会更全面。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经济发展也仅次

于美国，学习中文以后会有更多的事业发展道路。另外，很多华裔的

长辈都只说中文，学习中文也方便和他们沟通。 

反方同学则认为学习中文没有什么用处，自己对中文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就算要学习第二

语言也可以选择像西班牙语这样更通用的语言。两方展开了激

烈的辩论，就连平时不经常发言的同学都积极踊跃地参加辩论。

辩论会这样的课堂形式提高了大家参与的兴趣，给大家一个实

时实地用中文思考、表达的机会，大受欢迎。 

最后，台老师为大家做了总结，作为华裔，家长们都很鼓

励大家学习中文，我们应该利用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优势，

在家里多多练习，听说读写全面发展，学好中文！ 

  



学生园地 

马立平六年级三班 许赟春老师 

 

 

我家的小狗狗 

杜伊健 

我很小的时候，在北京。家里养了一只狗，它叫 cookie。我妈妈怎么起的名字

呢？因为它是白色的，然后有黑色的大点。它身上有很多毛。他的颜色发灰，是

灰黑色。我妈妈买 cookie的时候，她还在上大学。 

我每天都会跟它玩儿。它特别喜欢玩儿，所以我追着它跑。我的姐姐也特别喜

欢跟它玩儿。每天看到他，我都会笑。我不高兴的时候，它就会跑过来坐我旁边，

我感觉它在说“伊健，有啥不开心的”。哪时候，我感觉我被感动了，我也忘了烦

恼了。过了几分钟，我就开心了。它的个子特别小，大概和我的胳膊一样长。 

一天天的过去了，Cookie慢慢地老了，我慢慢地长大了。Cookie也慢慢地看不

见了，然后有一天 Cookie就变盲了。直到有一天，它因为衰老已死去。 

我特别喜欢 Cookie。Cookie在我的心里很珍贵。希望我们还能养一只狗。 

 

 

 

 

 



干妈的 Bibi 

许博鑫 

我的干妈有个可爱的大狗狗，她叫 Bibi。Bibi 出生在 2008 年，比我大一点

点，她现在十岁半。 

Bibi 有一对儿长长的软耳朵和大大的美丽棕色眼睛。她的黑鼻头又凉又湿。

除了雪白的胸脯，Bibi的身上是深棕色。她的头到我腰，体重大概是 20磅。 

Bibi喜欢吃东西，就像一个贪吃的小孩子。她特别爱吃狗饼干。Bibi 似乎总

是很饿。有一次，我和很多小孩来到干妈的家，给了 Bibi 特别多吃的。 我们差

不多把干妈整罐的狗饼干都喂给了 Bibi。Bibi不停地吃，都吃吐了！可是，她吐

完就继续吃。干妈把罐拿走，不让我们喂 Bibi了。 

Bibi 也很爱去追松鼠。门是玻璃的，每一次她看到一只松鼠，她就用两只前

爪抓着玻璃，门一打开，她就像个子弹一样，冲出去，追逐那个可怜的小东西。

我特别喜欢看 Bibi追松鼠的尾巴，摇来摇去，怎么也不停。干妈带她去散步，一

次 Bibi追了两只松鼠，很久没回来。干妈急的快给警察打电话了。幸好，Bibi自

己跑回来了。 

Bibi爱干妈，总是陪着她。干妈一出门，Bibi 就着急了。如果干妈走到桌子

的另一边，Bibi 就害怕了，从她的垫子上爬下来，急忙跟在干妈的后面。如果干

妈出去了，Bibi 就会一直看着干妈走的方向，一动也不动，连腿也开始不停地发

抖。 

干妈爱 Bibi，Bibi也很爱她。我多么希望我有个 Bibi一样的狗，可是我过

敏，医生说我不能养狗。但是，我老是梦想有一天，我可以发明治疗过敏的药，

可以养一只属于我自己的狗。 

 

这样的“咪咪” 

周奕旸 

你有没听说过一只小猫，会跟你散步？你有没有一只猫，能把一只狗打跑吗？ 

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猫，把一只鸟送到你的床边么？我以前养过一只猫，又可爱又



好玩。它的名字是咪咪。 

咪咪是一只黑猫，像晚上的天空那么黑。它的黄绿眼睛看着特别聪明，好像

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把它带回家的时候，他才一岁多。它很喜欢到外面去玩，

要出去的时候就跑到我们身边,叫我们把门打开。我们刚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他在

我们的沙发下面躲着，我们以为它走丢了。我们找它找了好几个小时，他才从沙

发下面出来，我们都很高兴。咪咪有很多这种故

事，它是个很好玩的猫。 

有一年，我们去滑雪。咪咪来不了，我们就

给他很多饭和水，把一个窗户开着，让他进来出

去。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它把一只鸟杀了，拿

到我的房间里，把它吃了！只剩了一些鸟的羽毛

在地毯上面！我们养了一只狗的时候，咪咪把它

吓得不敢跟他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搬到纽约以

后，有一天它走丢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它。我

觉得咪咪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乐高大飞船 

焦德为 

去年夏天，我的爷爷和奶奶从中国来看我们。他们送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乐高。

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收集乐高，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爱好。 

这是一个大飞船，颜色是黄色，白色和灰色。配有一个黑色架子，上面有关

于它的信息。我喜欢把它放在架子上，有时我把它拿下来玩。它有许多微小的部

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构建。它有 1,967 块，24 英寸长。它带有两个小人儿，其

中一个是飞行员，另一个是机器人。它非常脆弱，所以每当我移动它时我都必须

非常小心，才能保证我不会打破它。 

这是我最喜欢的乐高，每当有朋友来我家玩，我就会给他们展示它。这是我

拥有的最大的一套，在我得到之前想要好久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真的会得到。 

 

 



我的“妹妹” 

许博鑫 

我有一个小娃娃，她的名字叫“妹妹”。我小时候每天跟她睡。 

她有一双美丽的蓝色眼睛和一个又小又圆的翘鼻子。“妹妹”那金

黄色的头发塞进她粉色的宽檐帽里，只有一小缕露出来盖在额头上，

看起来特别可爱。“妹妹”穿着一件漂亮的粉色小裙子，胸前绣着一朵

紫色的花和一只栩栩如生的粉色蝴蝶。她的帽子，裙子，和鞋都毛茸

茸的，摸起来像在摸一只小狗一样，软软的，很舒服。 

我小时候，每天晚上害怕巫女和魔鬼会来吃掉我。每当我害怕的

时候就紧紧地把“妹妹”抱在怀里，好像她是超人一样，对我说：“别

怕，别怕，他们不敢来。我在呢！” 所以我就放心地睡了。我无聊时，“妹妹” 就陪我

玩。我伤心时，“妹妹” 就安慰我。我出生时，妈妈买了“妹妹”陪我睡。我现在九岁，

“妹妹” 也九岁了，陪伴了我九年。 

有一次，我带着“妹妹”跟妈妈去买东西。我坐在购物车里，跟“妹妹”玩。突然，

我把“妹妹”放在车把上摸鼻子，可是“妹妹”一下子掉下去了。这时，妈妈把我拎起

来往外走。我不会说话只能大哭，妈妈不明白，还是把我带回家。晚上，妈妈把我放进

床被子，忽然发现“妹妹”不在。这下她知道我为啥哭了。妈妈急忙赶回超市，果然，

超市经理把我的“妹妹”还给她了。 

虽然“妹妹”现在已经变得破破烂烂，脸上破了几个小洞，填充棉都快掉出来了，可

是我还是很爱她，在我眼里她还是最漂亮的娃娃。 

 

我家的新厨房 

周奕旸 

今年夏天，爸爸妈妈买了个新房子。这个

房子里，我们最喜欢的是那个厨房。 

在厨房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炉子！那个

炉子特别现代，亮晶晶的不锈钢，炉子不仅漂

亮，而且有很多特殊的功能。它有两个烤炉，



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小一点的菜放到小的炉子，大菜放在大炉子里面。它也有一个专

门的烧烤架子，有了它，在屋子里面就可以做烧烤。炉子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底锅，做

饼子、鸡蛋特别好用，因为平底锅的温度可以保持固定，鸡蛋和饼子就不会糊。炉子上

还有四个很大的炉头，一打开之后，火特别旺，炒出来的菜好吃又健康。 

另外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是炉子旁边的水笼头，给锅加水特别方便。在炉子的左右两

边有很多抽屉，可以放刀、勺子、铲子，我一伸手就能拿到我要的东西。 

在炉子后面，有两个小柜子，它们都有拉门，用来放调味料和别的厨房用品。做饭

的时候，很方便拿取。有客人过来，就把门一关，看着又特别整齐。炉子上面有个超级

大的光亮亮的不锈钢油烟机，风力很大，油烟都被吸出去了。 

有了这个超级好的厨房之后，我很愿意做菜。很多时候，爸爸在工作，妈妈很忙，

我就会来做菜。我最喜欢做的是牛排。用这个炉子做出来的牛排又鲜，又嫩，又多汁，

特别好吃。我爸爸非常喜欢我做的牛排。爸爸妈妈为我感到很骄傲！能够帮爸爸妈妈的

忙，能够给家里带来快乐，我觉得很好。 

 

毛绒玩具 

焦德为 

在感恩节期间，我从嘉年华游乐场赢到了一个毛绒玩具。我赢了之后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是我和其他陌生人一起比赛赢的。我妈妈的生日接近感恩节，所以一开始我想把它

送给妈妈，但是又舍不得，后来我买了另一个礼物送给妈妈。 

这个毛绒玩具天天都在我的床上，直到我上床睡觉。我不喜欢和它一起睡觉，所以

当我上床睡觉时，我就把它放在我床边的地上。它有两个圆圆的大眼睛，高兴地盯着我，

好像在思考我在想什么。它有一个大大的笑容，大牙齿露出来。它有四条小腿和一个胖

乎乎的身体。它的身体是鲜绿色的。 

有一天，我发现它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所以我不得不让我的妈妈再把它缝合在一起。 

我只拥有它几个月，但它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下一个感恩节我希望得到

更多有趣的毛绒玩具，我可以把它们摆放在我的房间里。 

 

 



什么东西二十五米呀？ 

             杜伊健 

我们开车从加州来纽约的时候，我就一直问妈妈我

们新家的后院有多大，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妈妈总会

回答说：“我们的后院有一棵特别大的树”。从第一次问

妈妈的时候，我就特别期待赶紧到家去看我们的树。我

想我一定会给这棵树起个名字 。这棵二十五米的树是

松树。它的根是咖啡色的，叶子是深绿的。它上面总有

很多松鼠跑来跑去。 

每天起床，我去刷牙的路上都会在窗前停几分钟观

察看看树有没有变化。从学校回来，吃完东西我就去房

间看看那棵树。我晚上要睡觉了，告诉他希望我可以有

一个好梦。 

那棵树旁边大概跟我的胳膊一样长的距离有另外一棵松树。姐姐告诉妈妈说“不要把

那棵树砍掉，因为我要做一个吊床在两棵树中间。”右边的树大概比左边的高一头。天气好

的时候，我会到那棵树底下跑来跑去。 

几年之后，这颗树越长越高。它在我的心里是很珍贵的一棵松树。 

我希望它可以再长高一点。（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在想这棵树的名字。我终于

知道要叫它什么了：‘鼠树’）。 

 

我的孤挺花 

             许博鑫 

我家有一盆漂亮的孤挺花。有一次，我和妈妈去超市，看到了

这盆孤挺花。它那时候只有几片普普通通的叶子。我看到这可怜的

小花，觉得谁也不会买它，就想把它带回家养好。 

我总是在孤挺花旁边看着，陪妈妈给孤挺花浇水。终于有一天，

它的花骨朵慢慢地开了，里面露出了鲜红色。它的美把全屋照亮了。



孤挺花现在很美丽，站得直直的，头仰得高高的，像一个骄傲的女王。绿色的叶子弯到两

边，特别长，像一条嫩绿的裙子。它的花瓣是红的，花蕊是黄绿色的。 

你知道吗，孤挺花的花瓣枯萎时，妈妈把一支花的花茎剪掉，新的叶子就会长出来。

如果你把孤挺花照顾好，它可以活七十五年，我很高兴，要好好养它。 

我有一次给孤挺花画了幅画，还写了一封信。如果你现在来我家，你会看到在孤挺花

的花盆上有一副画，上面有一朵红色的花和一个小女孩，他们手拉手，在唱歌。信已经丢

掉了，可是我很高兴妈妈帮我保留了我的图画。 

孤挺花住在我家一年了吧，这年它长得飞快，到我的膝盖那么高了。我很想知道，七

十五年以后，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喇叭花 

                 焦徳为 

夏天，在我家的前门和后院长出一些非常漂亮的喇叭花。它们爬藤生长，每天一早开

放，中午就关闭了。当它们开花时，会吸引很多蜜蜂。我怕蜜蜂，所以我不喜欢早上经过

它们。 

花朵形状像一个个小喇叭，很小很脆弱，叶子的形状像心形。你不能把花采下，因为

它们会破碎。有些花是粉红色的，有些是紫色的，有

些是蓝色的，还有一些是混合色。一些喇叭花藤一直

长到树顶，看起来好像树也在开花。 

每到冬天，我和我的妈妈都会剪下枯藤并收集种

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春天种植更多喇叭花。它们的

种子非常小，所以我们将种子存放在一个小罐子里。

第二年夏天，我们种下种子，喇叭花又开始再次生长。  

 

 

 



后院的向日葵 

                 李晋洋 

我家后院的地上，种着一片向日葵。这是我妈妈三个月前种的。那时候，向日葵还是种子，

只有一个手指甲那么大。可是，三个月后的今天，向日葵长得大多了！ 

我家的向日葵非常漂亮，长得像太阳的花瓣长在一根绿颜色的花茎上，向日葵的上面有些地

方黑的多，有些地方黄的多，还有些地方绿的多。那些刚长出来的花瓣呢，是淡黄淡黄的颜色。

我家种的向日葵有好多不同的颜色！ 

我和妈妈每天早上和晚上都给向日葵浇水。我们经常会在泥土上找到一只小虫在慢悠悠地爬。

不到两个月，向日葵已经和今天长得差不多大了。 

在上学之前，我会和向日葵说一声再见，晚上的时候说一声晚安。我经常有空时，会在向日

葵旁边躺着，和它说话。虽然它说不了话，但是我心里面觉得它可以听懂我。 

 

捕蝇草 

胡云耕 

我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我们全班共同养了一株捕蝇草。 

它有好多绿绿的叶子，每片叶子边上有像眼睫毛的刺。一只苍蝇站在叶子上的时候，他就会

迅速地把两片叶子合起来，形成一个笼子，就会一口把苍蝇“咬死”。因为他的叶子长得像一张有

刺的大嘴，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snapjaw”。 

我们都很喜欢 snapjaw，平时写完了课堂作业，我们就

看一看它，看他吃了什么东西没有。我的教室虽然没有什

么苍蝇，我们还是期待着一只很笨的苍蝇会飞进我们学校

的大门，飞上电梯，再恰好飞到我的教室，然后落在 snapjaw

的叶子上。这只苍蝇可以算是智商高的了，它都知道“自

投罗网”！不过很遗憾，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如果可以的话，我在这里也想买一株捕蝇草，看看它

怎么样吃苍蝇。 

 



 

学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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