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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节日寄语 
 
 
不知不觉已进入深秋，我们开学都快三个月了。虽然美国东部的气候远不如明州寒冷，我

还是感受到了深秋的凉意，希望大家都慢慢适应了新的学年生活。大家在新学年都有自己的新
目标吧！“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祝愿各位同学在新学年学有所获！ 

 
在感恩节来临之际，我代表《小语世界》

祝福各位老师和同学节日快乐！ 
 
这期《小语世界》，我们将要和大家分享

马力平七年级带来的精彩文章和诗歌。十一
月中旬，马力平八年级的学生参观了纽约华
人博物馆（MOCA)。虽然天气很冷，同学们非
常兴奋，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分成三组，
积极思考、主动提问和认真做笔记。大家齐
心协力、分工合作，在课堂上进行了小组演
讲。学生们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见识，
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参观考察活动。 

      ---  孟雪涵 

 
 

      感恩节的悄悄话 
 

感恩节，曾经是来自英国清教徒对丰收的庆祝。当时，
“五月花”号船着陆时，当地印第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种
植玉米，如何钓鱼和寻找海狸。 

 
在这样一个充满感激的季节里，我也要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帮我做很多的事情，妈妈帮我读书，帮我扎
头发，还帮我倒水喝！我也感谢我们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同
学。我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因为他们会教我新东西，还
会给我带来快乐！我很庆幸我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可
以做我的独角兽。 

 
感恩节是一个感谢别人的节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喜

欢的人，朋友或者家里人。希望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也和我
一样，让生活充满感激，也充满快乐！ 

                 ---  王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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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小诗  
        -马立平七年级三班 

 

感恩的意义  毛逸清 

 

别人对我的感恩 
我深深的记得 
父母的爱，如一座桥 
帮助着我们走向成功        
朋友的陪伴 
像是一个月亮 
照亮我们夜晚的黑暗 
感恩                          
可以在人们心中 
种下快乐的种子  
  

感谢  任昕也 

 

我很感谢我的家， 
冬天我暖和， 
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对我都很好。 
我感谢我的阿公阿婆， 
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最感谢我哥哥们， 
每天都陪我玩游戏， 
陪着我谈话， 
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兄弟们。 
 
 

我的妈妈  刘馨迪 

 

我的妈妈像一块能让我成长的土地， 
我是在土地上面长的树木。 
我只能在我妈妈的土地才能成长。 
她是我成长的地方， 
我站在它上面才能好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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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林书慧 

每天你都帮着我 
每天你都给我们讲故事 
每天你都照顾我 
每天你都给我你的爱 
 

感谢   王意轩 

感谢爸爸 
像棵大树 
工作的风每天 
要把他吹倒 
但是他回家以后 
还保护我们 
感谢妈妈 
守护天使 
回家累了 
还找时间照顾我 
晚上睡不着陪我读书 
感谢弟弟 
象最好的小狗 
每天跟我玩 
有很多能量 
感谢我的家庭 
每天帮助我 
没有他们 
我不知道怎么办 

 

父亲   汤昀翰 

有一些人对你最好心， 
有一些人会听你的， 
有一些人给你饭吃，衣服穿， 
给你上好的学校， 
这些人是你的父亲母亲。 
妈妈象太阳， 
给你快乐， 
爸爸象菠萝， 
头上有一个王冠， 
很高， 
也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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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爸妈    靳子伟 

  
有些人一定要被感谢， 
等到了感恩节 
那正是我的爸和妈 
他们都要被感谢。 
  
妈像太阳在天空中， 
我才能生活在地球上 
妈是我生活的土壤， 
一直帮我成长。 
  
爸像星星在夜空上， 
为我指引方向 
我有困难他帮忙， 
每次都帮我解决。 
  
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想起他们才能睡好觉。 
  

 

 

马立平八年级教学项目： 
  参观美国华人博物馆 
      --- 采访台进强老师 

             孟雪涵 
 

 

马力平八年级一班和二班的同学以及部分家长在 11 月 17 日参观了位于曼哈顿中国城的美
国华人博物馆。作为《小语世界》的新编辑，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了马力平八年级台老师。下
面请大家随我一起走入今天的文化专栏采访。 

 
孟雪涵：台老师，您为什么选择带领学生参观美国华人博物馆呢？ 
 
台老师：纽约市还是有很多展现中华文化的博物馆。China Institute 是一个选择，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也有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在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前还是做了一些
研究。我发现 Met Museum和 China Institute 都是关于纯粹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是没有
关于我们中国人来美国后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只有美国华人博物馆涵盖了中国人从一百年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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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以后的经历，讲述了他们的困境。我们就需要了解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为什么别的种
族会对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偏见。我虽然觉得这个博物馆有些不足的地方，但在这方面起码它比
别的博物馆做得好。 

 
孟雪涵：您觉得此次参观学生的参与热情如

何？ 
 
台老师：我觉得学生目前对这个活动还是挺

有热情的。这个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学生对了解
自我的兴趣。我们今年的参与率有百分之八十多，
去年全班都去了。当我把这个项目讲给家长以后，
很多家长都很支持和理解。 

 
孟雪涵：通过此次参观美国华人博物馆，您

对华裔学生学习中文有什么建议？     同学们专注地参观博物馆陈列藏品。 
 
台老师：我现在是倡导一种不同于马立平教材和其它传统的教授中文的方法，那就是通过

文化比较。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把白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的文化做成几个镜子放在旁边。
这几面镜子是别的文化，因为你以后会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们然后做一些比较：中国文化和别
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和美国文化不太
吻合的地方。我觉得华裔学生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中国文化。 

 
孟雪涵：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还可以组织哪些其它活动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台老师：比如说我们可以请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比较成功的华裔。我们联系到的一些比

较成功的华裔美国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有的是从事艺术、有的从事科学、有的在 Wall Street
工作。我想请他们过来将他们在美国成长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因为他们和这里的学生一样，都
是华裔第二、第三代。别的孩子怎么看待他、怎么样去克服心里的一些困惑，最后变成一个很
成功的华裔美国人。我觉得孩子会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孟雪涵：很多华裔学生都不懂中国文化，不想学中文。您会给这些学生的家长提出什么建

议呢？ 
 
台老师：我觉得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主要还

是要在家里面培养。中文学校上课的时间很短。老
师可以给你指一个方向，但怎么样去做需要家长的
配合。老师组织的活动家长应该多给一些支持和建
议。我具体有以下建议。 

父母不要给孩子安排太多的课外活动，把他们
的时间全部都占用了，要让孩子去追求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中学期间学生的课外活动都很多，应合理
取舍。 

因为给孩子安排了很多的课外活动，有时会有 
      《小语世界》副主编孟雪涵（左）采访我校马立平八年级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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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的冲突。中文学习和游泳、攀岩一样，都是课外活动。哪个更重要，你要做一个选择。 

家长要在家里多跟孩子沟通。为什么要沟通？父母和孩子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华一代和
华裔二代是有很多区别的。我觉得父母要跟孩子保持一个平等、尊重、交朋友的心态去沟通。 

孟雪涵：非常感谢台老师在百忙之余接受我的采访，我对此受益匪浅。希望台老师提出的这些
中肯的建议能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中华文化。 

 

 
 

 
 

马立平八年级一班台老师和同学们参观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美国华人博物馆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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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    孟雪涵 （马立平八年级一班） 

每个人都有爱好，虽然我喜欢弹琴、搭乐高、做手工和打网球，但是我更热爱画画、读书

和写作。 

画画，如此平凡的爱好，一直吸引着我。只要轻轻挥动手中的笔，纸上的一切都栩栩如生

了。三年级时，我的画在市艺术中心展览，我的作品是发挥想象力，画一只远古的动物。老师

说我的画富有创造力，背景色彩用得好，被市艺术中心选中。每天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钻进

“画室”，开始我的绘画攻关，我喜欢用画画来表达我的想法。六年级时老师推荐学校的挑战

艺术课，我通过了申请，更增加了我对绘画的兴趣和激情。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爱钻进自己的房间静静地读一本好书。书是五彩缤纷、绚

丽多彩的，读书让我爱不释手。有时睡前我拿书到房间读，好几次被爸爸严重警告。小时候我

听妈妈讲神话故事，很有趣。我喜欢《笨狼的故事》和《淘气包马小跳》，每次读都让我捧腹

大笑。冰心说过：“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读书让我学会了深入思考和表达。 

读书激励我写诗和故事。四年级时，我获得了班上“最佳诗歌创作奖”。我的中文诗“我的

妈妈”成了妈妈最喜欢的母亲节礼物。在五年级时我创作了二十页短篇故事 Blizzard’s 

Journey，讲述一只小狗的经历，得到了老师的称赞。今年开学第一季度，我的写作获得了两

个满分，最近一篇描述了我弹琴比赛前的极度紧张和获奖的喜悦，我成了年级绿组四个满分楷

模之一，我非常开心。 

这就是我，一个爱好画画、读书和写作的女孩。有了这些爱好，我的生活充实快乐！ 

      我爱读书          王雨菲 （马立平五年级一班） 

我的爱好是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 

我喜欢读小说，其中包括纪实小说、历史小说和长篇小说。当我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我就

像是去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有的世界里有仙女，有的有巫婆。不过，我最喜欢历史小说，很

多时候，我一看历史小说就看好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了很久，我还在看! 因为历史小说让

我回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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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喜欢看书，有时候，在学校里，我不应该看书的时候还在看。比如，有一次老师让

我们写字，但是我却忍不住偷偷地把书放在我的桌子里看。老师发现后，暂时没收了我的书。 

二年级开始了，我更高兴了。二年级有看书的回家作业！我就能光明正大地看书了！ 

现在，我常看书，有的时候是读中文，有的

时候读英文，但是我一直在看书！老师放我们

出去玩的时候，有的人去找他们的朋友，有的

人去玩篮球或者足球。但是我啊，你知道我去

找什么吗？我就去找一个好地方去看书啊！ 

我觉得我掉到书里去了！我一看书，周围的

东西我都感觉不到，或者声音都听不到了。 

 

  滑冰  韩佳静 （马力平七年级一班） 

        我是一个滑冰爱好者。虽然现在我已经滑得很不错了，但还是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 

        有一天，我在冰场上学一个新的起跳动作。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已经摔了很多次了，

我的全身包括后背都已经很凉了。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但坚持是这么的难，一不留神，

又一次摔倒了。我在地上躺着，不想做了，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告诉我，再试一下吧。想了想，

我又站起来跳。又十分钟过去了，我还在跳着，摔着，跳着，摔着，跳着。我真的不想放弃，

但是我已经摔了太多次了。我真的太累了。“最后一次”，我告诉自己。突然，我又要摔了。

但是我转了一下，这次没有摔倒！ 

那天我特别特别地累，但特别特别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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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园地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 李志平老师 

   

   北京烤鸭             许凯文 

        北京烤鸭是北京一个有名的菜，又香又嫩。非常好吃。 

        烤鸭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师傅先往鸭皮里边充气，那样才能把鸭皮和肉分开。吹完气后再

把鸭子放到烤炉里烤，烤差不多 45分钟就好了。烤好的鸭皮很脆，非常好吃。烤完了，师父就

会推一个小车，烤鸭装在盘子里放在车上。如果你点了烤鸭，师父就会把车子推到你的桌边，

现场就用刀切烤鸭。在全聚德师父就像玩一样，切一下这里，切一下那里，一下子就切出来了

一盘又漂亮又好的烤鸭。 

        吃烤鸭也是有方法的。一般如果你要了一只鸭，会有三个盘子，两个盘子装肥一点的鸭皮，

一个盘子装鸭肉。肥一点的鸭皮可以用白糖蘸着吃，鸭肉用甜面酱沾着用面皮包着吃的。鸭肉

沾甜面酱包着吃也有两种方法。第一，用烤鸭蘸上甜面酱，等变成棕色了，放在面饼上面，再

放一些葱，裹起来吃。另外一个方法是先用葱蘸甜面酱放入面饼里，再放上一些黄瓜和没有甜

面酱的烤鸭进去。第一个方法味道更重，第二个方法味道要淡一点。我更喜欢第一种吃法。 

        烤鸭是我最喜欢吃的北京菜。如果你去北京，你一定要尝一尝。 

 

 上中学第一周   韩凯文 

        中学很大，我也没去过中学，第一天上中学有一点儿紧张。每天早上我需要设好闹钟，准

备好第二天的衣服。我也需要给上学用的 iPad充好电。  

        我早晨坐校车去中学，校车站离我家不远。坐校车到中学需要七到八分钟。我到学校后，

按照标志找到了我第一个班级。中学有四个不同的楼房组成。，我和同学们被分在各处，大家互

相很难看到，吃饭也不在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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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有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体育、英语、法语、音乐和技术课。我最喜欢的学科是数

学。有时我们会坐校车去别的地方。开学几天以后，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个苹果园。同学们被分

成了四个小组，我的小组先去了玉米迷宫，又摘了苹果和南瓜。 苹果又香又甜，好吃极了。我

准备把南瓜刻成南瓜灯。 

        放学后，还需要坐校车回家。如果没赶上，那就只能等爸爸妈妈来接了。我上中学第一两

天还很紧张，之后就觉得好多了。现在，我知道教室的位置，认识了新同学和老师。我觉得中

学很有趣。 

 

 乘坐空中的大王   宋佳胜 

        在一个灿烂的早晨，我在北京机场准备回美国。我坐的飞机不是一般常见的 777-300，而是

一架 747-8i，天空中的女王。机场的巴士把我和别的乘客送到飞机旁边，飞机的四个大引擎在

风里缓缓地转。双层的飞机站在太阳底下，她的影子把我们都罩住了。哇！飞机真美啊！ 

      上飞机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还能坐到这么大，这么有名的飞机！”我想。上了飞机以

后，我想去楼上看看，但是有太多人了！最后只能坐在我破破烂烂的蓝椅子上。我看着飞机慢

慢地转到跑道上。四个大引擎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声音，飞机在跑道上变得越来越快，飞机的鼻

子抬起来了，呼的一下就离开了地面。哇！我的心跳变得特快，都感觉要爆掉了！飞机飞了几

个小时。在 30000 多尺多的时候，我要上厕所了，但是楼下的厕所都有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上楼的借口，能上去看看了！上完厕所的时候，我坐在一个空椅子里，发现天花板太矮了。我

本来以为楼上很豪华，但是太失望了，原来楼上就是一个小阁楼！ 

  两年以后，我乘坐一架 A380-800去法国。这是一种最大的载人飞机，真正的空中大王。这

架飞机号称能坐 800 多个人，这也是一个双层飞机。我也想上去看看。我走到这架飞机最有名

的地方旋转楼梯上。本来以为我能看到飞机的第二层，能见到一个完全商务舱的楼上，但是被

拦起来了。我只见到了一位空乘在给坐在商务舱的人准备食物。过了一会儿我妈妈上去看了。

她说她上去看到的东西，听起来很有趣。为什么我每次在双层飞机上运气都没那么好呢？ 

        大王要降落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大王飞的比女王还稳！飞机着地的时候，我都没感

觉到！ 

        虽然我没看到楼上，有一点失望，但是我乘坐了最有名、最大、和最稳的飞机。坐空中之

王的感觉真棒！ 

    我的好朋友     毛筠宁    

        你可能不相信，我现在最好的朋友是上我最不喜欢的夏令营时交到的。 

        有一年暑假，妈妈给我报了个音乐夏令营。说起音乐，这可是我最不擅长的，所以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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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也就没那么感兴趣。有一天，我去的有点晚了，放音乐书的架子都没了。我有点尴尬，

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个短头发的女孩轻轻地跟我说：“你想跟我用一个架子吗？”我高

兴地答应了。 

        上完课，我们聊天，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很喜欢说话，发现她比我还能说。如

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听她涛涛不绝地讲一个小时，而且语速特别特别快。上夏令营的每天

我们都快乐地聊天和分享食物。后来，我们一起去爬山，去动物园，去看南瓜灯展，去农场，

等等等等。我们会在爬山的时候捡塑料垃圾，会帮助被雨水冲到路上的蚯蚓回到草地避免被踩

到，会一起用一本笔记本写东西，我写她画，会 …… ，而且我们的生日就差几天，缘分啊！ 

        虽然她比我大 2岁，但慢慢地，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迷路的小鹿    骆嘉骏     

        有一天，我在家里做作业，听到外面有一个奇

怪的声音，一个特别尖声的“哞哞”声。我悄悄地

走到门前。从门旁的窗户望出去，看见了一只小鹿。

小鹿在我们家旁的灌木里躺着。 

        它的模样好可爱，颜色是棕色的，还有白的花

纹，耳朵和鼻子是粉红色的，尾巴短短的，眼睛黑

黑的，闪闪发亮，像两颗小星星一样。它的小嘴巴

看着像在微笑，模样特别顽皮。 

        爸爸妈妈看到了，把鹿放在一个纸板盒里。里面放了一个旧被子和一些树叶。爸爸又给小

鹿准备了奶瓶，喂了它喝奶。我给小鹿一些草和树叶吃，可是小鹿没有吃，反而吓得叫起来了。

过了几分钟，趁着我们没有看到它的时候，小鹿逃走了。它跳出了盒子，然后一溜烟地跑到了

后园子里的小山上去了。我们追过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着。 

        我们追过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着……，我在心里默默的想，小鹿希望你快快找到你的爸

爸妈妈。 

 

  中国人身边的科技   郝悦珊       

        这个暑假，我回中国看爷爷奶奶还参加了夏令营，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夏天。其中印象最深

刻是体会到了中国普通人能享受到的高科技，让我这个美国居民大开眼界。 

        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飞机降落在北京，我们下机到了机场大厅）弟弟就喊口渴。爸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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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大厅里有自动售货机，我让你们看看中国的自动售货机是怎么用的。”  说着，我们

来到了登机口前的一个饮料售货机，弟弟要一瓶矿泉水，3 元人民币。爸爸拿出他的中国手机，

对着矿泉水一扫，在手机上按了几下，矿泉水就掉了出来。这么买东西很方便，也是我第一次

看到。我仔细想了想，这个售货机怎么知道要掉出一瓶矿泉水呢？原来，手机扫到了一个照片，

就把这个信息发给银行，爸爸在手机上按了几下，同意了这笔支出，手机又把买东西的信息和

银行支付的凭据发给了售货机，售货机就把矿泉水放下来了。真容易，也很好玩啊！ 

回到爷爷奶奶家，他们给了我夏令营用的零花钱，爸爸就帮我把这些钱存进了我的手机微信

里。过了一天，我和爸爸要坐飞机去南京，在首都机场，我用自己的手机买了一瓶冰茶，好容

易啊。在夏令营买东西，我用了很多次手机支付，方便、快捷、安全。其他美国来的小朋友都

很羡慕。手机里的钱，还会为我产生利息, 一天为我创造 4 毛 8 分钱人民币。即使钱存在手机

里面几天，也给我带来收益。让我直观地看到了，钱是可以再产生钱的 。在美国，我的一些零

花钱存在 PayPal 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利息给我，所以我这些钱产生的收益，都被 PayPal 拿走

了，而没有给我。 

       今天的中国人，享受着很多美国没有的方便的科技，我都觉得非常新鲜有趣。我生活在美国，

以后要经常去其他国家看看，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我搬到纽约    周文羲 

今年夏天，我和全家把我们的东西搬到车上。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波士顿。 我心里有点难

过，我不想离开熟悉的一草一木。我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房子。难过的同时，我也有些高

兴，因为我要搬去新的地方是曼哈顿。 

 当我进入曼哈顿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大街上可以看到乱扔的垃圾，成群的鸽

子随处可见，空气里弥散着一些烟草的味道。这让我更加怀念在波士顿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喜

欢来到这里。 

    终于我们到新家了。我一进去，就在楼房内部转了一圈儿。爸爸带我和哥哥到家里，给

我和哥哥的房间都买了崭新的家俱。这一下，我有些高兴了。 

搬到纽约后的头几周里，我们又探索了周围的小区。在哈德逊河旁边有一个纵深很长的公园，

在那里人们可以打球，散步，野餐，跑步，我在这里骑自行车。我还和爸爸和哥哥在这里玩皮

划艇！ 

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毕竟纽约不会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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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黄蜂作战   王博约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号。在我们家屋顶上发现了一个黄蜂的巢。与黄蜂的作战开始了。 

        我和爸爸首先用泡沫塑料把洞堵住，心想这下问题解决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小瞧了它们。

这些黄蜂超级聪明，竟然从墙里头钻进来蜇人！为了把黄蜂消灭掉，爸爸不得不买了杀虫剂粉。

爸爸带着防蜜蜂的面罩，把粉剂喷到黄蜂窝里去。就这样，黄蜂也没有被完全消灭掉。每次我

看到一个黄蜂，我就乱喷药粉。最后爸爸还是把洞用超强的泡沫塑料给堵住了。 

        过了几天我在路上跑步的时候，我在水井旁边看到了一个黄蜂窝，而且这个水井就在我家

门前不远！四个黄蜂同时出来来咬我，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家门口才停下。为了以后的安全，

爸爸和我一起去用粉剂和羽毛球拍去消灭黄蜂，终于又一场战役结束了。 

 

学生画作  

油彩画大班 / 卡通与铅笔画小班 

 黄茵老师指导选送 

 

 

刘馨迪 (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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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雪莉 (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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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inta Zhang(8岁) 

 

 

 

 

 

 

 

 

 

 王雨菲 (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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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如 (8岁)   

  

Abigail Weintra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