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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各位《小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进入了三月份，经历了皑皑白雪之后， 春
天终于向我们走来了！本期的《小语世界》将会带着
大家走入曹峻老师的艺术世界， 欣赏曹老师的艺术
作品，聆听曹老师对艺术的感悟和分享。本期的“学
生园地”刊登的是马立平四年级四班的作品，小朋友
们的作文将会带领大家领略多个中外不同的节日以
及节日文化，希望大家喜欢！ 

 

               冯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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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佳璐 

 
本报编辑采访了热爱艺术的曹峻老师，曹老师开心地和大家分享了她的艺术经历和感
悟。文章插图都是曹老师的艺术作品，谢谢曹老师的分享！ 

记者： 曹老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曹老师： 我来自上海，目前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兼职的美术老师，还有时客串一

下中文杂志《小枇杷》手工制作专栏撰稿人。我的大儿子几年前已经从中文学校

毕业了。小儿子目前在中文学校读马立平六年级。我的先生是造桥的工程师，因

为他的工作需要，我们常常跟着他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以前我学的是会

计专业，但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我非常乐意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记者： 请问您和华夏大纽约的渊源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主要教什么课？ 

曹老师： 我是 2015 年加入华夏大纽约中文学校的。我教的是学前儿童美术手工

班以及成人水彩手绘俱乐部。我觉得每周都能见到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和美丽的妈

妈们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记者： 您对艺术的兴趣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对哪些艺术形式最感兴趣？ 

曹老师： 我对一切色彩缤纷的，需要动手制作的艺术形式都感兴趣。这是跟我的

一段难忘的童年经历有关。小时候，我爸爸是上海市徐汇区少年宫主任。每个周

日都是他最忙的日子，要接待外宾，要组织活动，经常不在家。后来他为了有更

多时间陪我，就决定每到周末把我带上一起

去上班。在那个年代，少年宫是少年儿童业

余活动的场所，是孩子们向往的地方，有着

各种舞蹈、声乐、民乐、西洋乐器，有中国

戏剧、书法、绘画、剪纸、陶艺、绳艺、刺

绣等等民间工艺制作的训练班，还有各种制

作航海、航空模型的科技小组，简直就是一

座艺术的大观 

 

曹老师在威郡亚洲文化节上演示美术制作。 



园。我记得那是一栋在高安路上的三层的老洋房，是前上

海企业大亨荣氏家族的捐赠。一楼大厅是舞蹈教室，半天

是民族舞课，半天是芭蕾舞课。二楼和三楼有 17个房间 ，

每一间都是一个兴趣班。走廊里飘荡着优美的琴声、歌声。

顶楼的大平台是合唱组。主楼旁有很大的草坪，环绕草坪

的是勇敢者的道路。我很幸运几乎尝试旁听过所有的课，

更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不是虎爸虎妈，没有逼迫我一定要学

习某一乐器或某一技能。而是任我自由选择喜欢的班继续

旁听。当然我很快发现最吸引我的是绘画和手工制作课。

在那段时光里，我有幸见到过书画大家、传统手工艺匠人，还有戏曲、电影、体

育等各界明星，有时也混在人群里接待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的外宾。也许正是

这样无忧无虑、斑斓五彩的童年可以让我在以后的生活里爱好广泛，对一切美好

都充满热情...... 

记者： 您教中文学校孩子们的时候，有什么瞬间让您觉得特别有趣或者特别有成

就感吗？能和读者分享一下吗？ 

曹老师： 今年是我第四年在华夏教课。每年我都会推荐家长在家为孩子开辟一块

作品墙，把画挂起来。这样孩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并感到自豪。常常都会有妈

妈来告诉我：“曹老师，我的孩子好喜欢你的课，一到周日就非常开心。”我希望

小朋友在快乐中学习。孩子的好奇心、创造力是需要得到鼓励的。可以分享的故

事太多了。记得有一次有个孩子生病了，他妈妈告诉他如果太累可以缺课一次的。

但是那个小朋友马上说：“曹老师的课我还是有力气上的，哪天都可以缺课，只

有周日的课不能不去上...”真的太可爱了。每当一节课结束，小朋友手捧自己的

手工制作向爸爸妈妈炫耀时，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记者： 除了对艺术的爱好，您还有什么其它的兴趣爱

好能和小读者们分享一下吗？ 

曹老师： 我觉得热爱艺术就是热爱生活，就是拥有在

平凡的日子里发现、感受、鉴赏、创造美的能力。审

美能力是凭自己的生活体验、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有

意识地从生活中获得美感的能力。比如看一朵云，种

一朵花，煮一桌菜肴，画一幅画，听一首歌，看一场

电影，陪伴家人，出门旅行，带孩子逛博物馆...带着

享受的心情去认真做每一件事情。一切皆是我的爱好，

一切皆可带给我们艺术的灵感。 

记者： 谢谢您和读者们分享您的作品。请您说几句话

来激发一下小读者们的艺术灵感吧。 



 

 

 

 

曹老师： 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艺术，如同江上的清

风，山间的明月，看似无用，却是照亮我们心灵的一道光。我希望告诉孩子们，

一个完美的人生，不见得要有最多的掌声或者物质财富。重要的是要有体会美好、

传递快乐、珍惜幸福的能力。把每一天过好就是一门艺术。 

 

 

 

 学生园地–  

我最喜欢的节日 
 

马立平四年级四班 魏萍老师  

 
 
 

 中秋节   金芸帆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中秋节，因为中秋节的月亮、食

物和故事。 

 中秋的满月最美丽，我很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看月亮。去年中秋节的晚上，爸

爸把车子停在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空地上，我们一家人坐在车顶上

看着圆圆的月亮。我问爸爸：为什么纽约的月亮特别亮？爸爸说：因为我们离家

太远，我们太想家。那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离开家乡，在纽约过中秋节。 



 每年我都看月亮，除了下雨天。下雨天我只能在家里吃东西，但是我不喜欢吃

月饼!  我更喜欢吃外婆做的粥，她亲手做的麦饼，和外公酿的桂花酒酿，柠檬汁

和熏肉。我很想念我的外婆和外公，看到月亮， 我就想起我的外婆和外公。 

 中秋的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的 8月 15这一天，传说有个叫嫦娥的人，

她一个人偷偷吃了丈夫的不死药，结果就飞到了月亮上，他们从此就分离了。我

们课本上就有这个故事。每次，我看到月亮，就会想，嫦娥是不是也在想念自己

的家人？她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中秋节也叫团圆节，但我们却并没有真的团圆，

我们只是对着月亮思念，想着什么时候能与亲人见

面。但是，我们虽然离开很远，却因为中秋节，我

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同一个月亮，所以我们又像

相聚了一样。我喜欢中秋节，因为有圆圆的月亮、

有外婆做的食物和嫦娥的故事。 

    

 

 

  过春节   苏欣娜 

 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过春节也叫过年。从十二月三十日开始，这一天

叫“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贴上“对联”。除夕夜，一

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饭后，大人会给小孩包压岁钱，也叫红包。接着，一

家人在一起看春节晚会。我们在美国，和中国有 12小时的时差，在除夕的上午就

可以看春节晚会。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在中国，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很热闹，

有时还会有人舞龙灯。在美国，没有放鞭炮的习惯，所以非常安静，和中国非常

不一样。 

 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这一天的早上，家家户户吃水饺或者线面，我们家

是吃线面，叫过新年。吃完后，邻居，亲戚和朋友互相拜年，说着“新年好”，“新

年快乐”。在中国新年的庆祝会一直到正月十五，叫做“元宵”。过完元宵，中国

的春节才算结束了。 

 
 
 

   



    圣诞节   吴迈迈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圣诞节。每 12月 25日我们都会庆祝圣

诞节,这也是 Jesus 的生日。所以每年这一天我们都庆祝圣诞

节。圣诞节这一天给别人礼物。每年我们都会搭一个圣诞树。

圣诞夜，圣诞老人从北极坐雪橇到你的家,去圣诞树下放礼物。

每年 12月 25日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圣诞树下面看圣诞老

人给我的礼物。然后我们都会坐在圣诞树下面拆礼物。 

 

 
 
 
 

 圣帕特里克节    宋秋熠 

 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爱尔兰(Irland)历史上的一位主教。公元 432 年,

他受教皇派遣去爱尔兰传教,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去世的日子每年的 3月 17日定

为圣帕特里克节。 

 爱尔兰在欧洲西部,也在英国的西面,面积 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5百万。这个

国家不大,但是有很多人移民到了其他国家,美国就是爱尔兰人移民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有很多爱尔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所以,纽约的很多

人每年都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节日的传统有很多，穿绿色衣服,节日游行,到教堂礼拜,和聚

餐。人们还互相赠送爱尔兰特色的三叶草饰品，唱一些爱尔兰民歌。 

 圣帕特里克节虽然是宗教节日，但是现在人们更多的是庆祝它

的传统，就像圣诞节一样。还有人相信,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可以抓

到难以捉摸的爱尔兰小妖 Leprechaun。 

   

  2019 新年之夜   谢艾欣 

      

     每年都有新年，但是今年是我最美好的新年！今年不像往年，今年是个魔法

般的新年。今年的新年，我和哥哥一起准备新年游戏，邀请家人到我们的新年派



对，一起做好玩的游戏。我和哥哥还做了一个水晶球！就象纽约的 水晶球，当它

掉下来的时候，就是 2019 年啦! 

      吃完饭，我们一家人就开始做游戏了。爷爷奶奶也一起玩。我们玩游戏玩

到十二点！11:59 分，家人围着我们做的水晶球,然后我们开始倒数！ 

      10，9，8，7，6，5，4，我们数到 3，2，我大声地吼道：“1！哇！新年到

啦！”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 

 

 

  万圣节     黄君翔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对小孩子来说，万圣节

是一个很好玩的节日，有些人庆祝，有些人不庆祝。这

个节日是在秋天，10 月 31 日，在这天的晚上，很多人

出门，穿上各色各样的服装，然后去讨糖果。还有很多

人家在房子外面放了万圣节装饰，在家里开派对。 

 我最喜欢万圣节的部分是去不同的人家讨糖果。在

那天，我会讨到很多的巧克力，水果糖和泡泡糖，在万

圣节收集的糖果里面，我最喜欢的糖果是巧克力。 

 每年的万圣节，妈妈总是会买几个南瓜给我雕刻，做成南瓜灯，放在门口，在

南瓜的里面放蜡烛，就成了南瓜灯。在你雕刻南瓜灯的时候，你可以把南瓜雕刻

成不同的鬼脸。 

  圣帕特里克节   黄鸿瑞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讲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一个多么好的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是在 3月 17日庆祝的。3月 17日也是我的生日！这就是为什么圣帕

特里克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禄色，

小孩也都会做小精灵陷阱（leprecauhn trap）

抓小精灵，抓到了小精灵会给他们好运。我们

庆祝圣帕特里克节，是因为美国有很多爱尔兰

人后裔。 

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纪念圣帕特里克的。

圣帕特里克原来是英国人，但是他 16 岁时被

爱尔兰的海盗抓走了，然后被海盗卖了当奴隶。



他当了 6 年奴隶，然后逃回英国。在英国成为主教，然后爱尔兰问他能不能回到

爱尔兰。432年，圣帕特里克就回到爱尔兰把基督教带给了爱尔兰。最后在 461年

3月 17日去世。所以人们在 3月 17日纪念他。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说怎么做精灵小陷阱，这样你也能抓到小精灵。第一，

画一个彩虹然后剪 出来。第二，拿来一个鞋盒。第三，把你画的彩虹的两边往后

折一点。第四，用胶水涂你折的那 一部份，然后把彩虹沾在鞋盒的盖子上。第五，

在彩虹的下面剪一个洞。第六，把鞋盒涂成绿色。第七，放一些吃的在鞋盒里。

第八，放一些纸在你剪的洞上。第九，把一些银币放到纸上。 你的精灵小陷阱做

完了！最后，你把精灵小陷阱放在一个亮的地方，然后等到 3月 18日的时候打开

你的精灵小陷阱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小精灵。  

 

 

  哥伦布日  林靖怡 

   你们知道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什么日子吗？这天就是哥伦布日！许多人

会问为什么 10 月 12 日是哥伦布日，人们如何庆祝哥伦布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一些我所知道的答案。 

   我们庆祝哥伦布日，是因为哥伦布发现了美国。他于 1492 年 8 月 3 日，被费

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派去寻找一条到东印度群岛的东面的路线。当哥伦布

从西班牙开始他的航行时，国王和王后给了他妮娜，平塔和圣玛丽亚三艘船。 

    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伦布在航海中发现了新的陆地，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所在

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在 10月 12 日庆祝哥伦布日。 

    很多人通过游行，或者举行一些特别活动和教堂服

务来庆祝哥伦布日。美国一些州不庆祝哥伦布日，比如

说爱荷华州，俄勒冈州和内华达州，但是大部分州把哥

伦布日作为节假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哥伦布日的故事。 

 

 

 



   圣帕特里克节   茉莉 

  每年 3月 17 号，爱尔兰人会庆祝圣帕特里克节。圣帕特里克是一个爱尔兰的

圣人。在圣帕特里克节这一天，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人们会

穿绿色的衣服，戴绿色的帽子, 或者配带有绿色三叶草的标记。在 2005年，芝加

哥人甚至把城里的一条河染成了绿色！这都是因为爱尔兰的国旗颜色是绿色，橙

色和白色的！在这一天，人们也会吃爱尔兰的食物，比如炖玉米牛肉，卷心菜和

土豆! 

  关于圣帕特里克节，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你抓住了矮妖精 Leprechaun，

它会告诉你它藏的金子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做一个抓矮妖精的陷阱。我今年也计

划做一个。 

 

 

马立平四年级二班  

   雷天敏老师 

   

   开心的节日     刘桐昕 

 2015年，我刚刚七岁。那年我回中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我们在姥姥姥爷家过年。除夕晚上，姥姥姥爷告诉我，庆祝中国的春节一定离

不开玩烟花。他们要我到楼顶上玩烟花棒。我那时候不知道烟花棒是什么，很好

奇，当然很想试试。于是姥姥带我到外面的屋顶。屋顶上还有很多楼里的邻居。

我站在屋顶上，看到许多楼房里亮着灯，觉得中国的晚上好美呀！ 

 姥姥拿来了一些烟花棒。她教我手握住棒子，用火柴点燃烟花的导火线。棒子

被点燃后马上发出明亮的彩色火焰。我很高兴地转动着棒子，烟花散发出五颜六

色的光芒，整个天空都明亮起来了！ 

 我们点了好多好多的烟花棒，玩得很兴奋。直到姥爷来叫我们回家。我回家洗

脸刷牙后就上床睡觉了。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是闪动着烟花棒发出的漂亮

的光。这是我玩得特别开心的一次节日！ 



  

圣诞节滑雪记    邹卓文 

 圣诞节之前，爸爸妈妈计划全家去麻省滑雪。 

 那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床出发了。上午十点多就到了麻省。到了那里竟然发

现滑雪场还没有开门！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门。妈妈的朋友告诉她可以先去附近

的 Great Wolf Lodge 玩。我觉得太棒了！我们到了 Great Wolf Lodge，换好游泳

衣，吃了比萨饼，我和哥哥就去水上乐园玩。 

 水上乐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可是我最喜欢的是用游泳圈滑下滑梯的项目。我

和哥哥一起抬着游泳圈走上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是圆的，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

看不见。我和哥哥坐着双人游泳圈滑下去。我在前面，哥哥在后面。 每一次冲到

水里的时候，水就会扑在我和哥哥的脸上。我觉得太清爽了！ 

 下午，我们拿好滑雪装备，开车去滑雪场。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缆车票， 妈

妈陪着我和哥哥去滑一个小坡。起初站在坡上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很久都没有滑

雪了。可是当我开始一滑下去的时候，就找到了以前滑雪的感觉，就不害怕了。 

 第二天我们有了缆车票，可以上大坡滑雪了。这里有五条绿道，十四条蓝道，

和三条黑道。绿道最简单，蓝道比较难，黑道是最难的。我和哥哥先去绿道上滑

了几遍，熟悉后，哥哥又带我去蓝道。我刚刚开始滑下蓝道的时候，特别紧张，

害怕摔跤，可是，我没有摔! 哥哥觉得我滑得不错了，于是他带我去一个更难的

蓝道，可是这次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妈妈知道我摔跤后，告诉我还是要先滑简单

的，然后再滑更难的。我觉得妈妈说的对。 

 我们那天玩得特别开心。虽然我在一个特别陡的地方摔了一次，但是我坚持滑

下去了。最后我们在那里吃了晚饭，开车回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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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Tian （绘画小班 唐谦老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