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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寄语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七年级一班的尹真。我是马立平八年级

一班的任钧也。 

 

最近一个月来我们都在上网课。很久没有见到熟悉的老师和

同学们，很想念大家。《小语世界》祝大家平安健康！也愿大家

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团结社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我们感谢

所有老师和志愿者的辛勤努力，让学校的网课能够高质量地运行，

让我们的学习不会因为病毒的影响而中断。 

 

本期《小语世界》刊登了几篇贴近生活、生动有趣的同学来

稿，还有我校八位同学参加《侨报》少儿中文作文大赛的作品。

祝贺他们成功通过初赛，入围复赛。作文的主题是“我的爱好”。

同学们的爱好广泛，读来丰富有趣。很高兴把他们的作文和大家

分享。希望大家喜欢！ 

  

          - 尹真、任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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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钧也 

 

 这几个星期，因为有新冠病毒的影响，要减少人群聚集，中文

学校改成了大家使用 Zoom上网课。每个星期天上午九点一到，我

和弟弟们在各自房间，一台电脑，一副耳机，认认真真坐下来上课。

只有课间休息时，家里才有打闹嬉笑声。十二点我们下课了，爸爸

又开始在 Zoom上教他的编程课。我觉得其实网课和普通上课没有

太大的不同，我们的中文学习还在继续进行。当然网课也有它的一

些特点。 

 第一个区别是同学互相说话聊天不会太影响老师上课了。在教

室里上课时，不少同学会互相聊天，老师是很不喜欢的。可是，在

网课上老师可以随时把大家放在“静音”状态，再有人讲话大家也不会听见。只有老师叫到你读

课文或者回答问题时，你说话才会全班都听到。这样，老师讲课的时候就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一

开始有同学上课时在老师的屏幕上画画，输入调皮的玩笑话，分享自己的照片，造成了干扰。后

来管理好了，只有在课间时，大家才会分享屏幕，一起看同学玩电子游戏。 

 第二个区别是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效果。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大家文化课和语言课之间换教

室要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走到教室后就要坐在椅子上，规规矩矩地坐一节课。而上网课的时候，

大家在自己的家里，可以上课时吃东西，带耳机，姿势随意地坐在舒服又宽松的椅子上，感觉非

常放松。当然可能太放松了，学习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在教室里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同学的表情，

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容易专注和互动，可是在网课上表情看不清楚，声音也有可能会模糊。加上

没有直接互动，好像不那么有学习氛围。很久没见到老师同学，还是很想再见到他们的。 

 最后一个区别是大家的路程、时间和准备。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大家需要早早起床，收拾好

书本文具，开车到 SUNY Purchase，还是有点辛苦的。在 Zoom上上网课，大家可以晚点起床，

不用开车，不用赶时间，课本铅笔都在身边，感觉非常轻松。 

 总体来说，上网课与上真的中文学校区别不少，有利有弊。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就适应了网课。

如果以后要回到中文学校，还得再花一段时间重新适应了。听爸爸妈妈说，为了让网课顺利运行，

中文学校的领导团队、老师和志愿者们都付出了很多辛苦努力，很多次熬夜开会讨论、测试，家

长们都很感动。我听了也很感谢和敬佩他们。我们要好好珍惜网课的学习机会，继续学习和提高

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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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新篮球架    尹真 

 

 圣诞节的时候，爸爸给我买来了一个篮球架作为礼物。我非常高兴，决定跟爸爸一起在星期

日装篮球架。 

 那天早上，我们一吃完早饭就去后院装篮球架。篮球架的各个部件刚从包装箱里拿出来时，

是一些筒子、篮筐、篮板等零件，一点都没有篮球架的样子。我和爸爸就边看说明书边安装。第

一步，要把三根大铁筒装在一起，做为篮球架的支撑。 第二步，需要把底座给拼起来。第三步，

要把支架和底座连接起来。终于，我们到了要把篮球架立起来的时刻了。 

 但这时，我们碰到了很大的难题。因为篮球架特别重，

我和爸爸怎么都立不起来。妈妈看到了，就过来帮我们。

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终于把篮球架立了起来。最后一步，

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固定好篮球架，让它不会被大风吹

倒。经过大家的商量，我们决定借助我们家后院独特的优

势，把框架的底部卡在两块大岩石底下。由于两个岩石之

间的空间不够，必须要挖一个坑，才 

能把框架的底部给卡在石头中间。于是，我松土，爸爸挖

土，妈妈清理土，我们一家三口分工合作，各尽其职。最

后终于顺利地把篮球架给安装好了，并且装在了一个风吹

不倒又非常安全的地方。 

 这次在我家后院安装篮球架，不仅让我有了练习篮球

的机会，更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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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自己     孟雪涵 

       每个人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时候会惭愧、伤心，甚至生气，但是每个人对失败的理解

是不同的。我有一次钢琴理论考试没有得到最高分，对自己很不满意，也有一点生气。虽然没有

得到最好的成绩，我也还是给自己订了一个新目标，争取更努力。 

        这个冬假我刚读完一本英文书“Normal”，改变了我对失败的看法。“Normal”是一对

母子合写的一本书，描述儿子 Nathaniel的很多事情和经历。Nathaniel有背叛者柯林斯综合症

（Treacher Collins Sydrome)，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也是书籍“Wonder”的主角拥有的综合症。

这个综合症造成了他的脸看起来不正常。他刚出生就听不见，不能用嘴巴吃食物，眼睛也看不清

楚，但是最危险的问题还是呼吸。这个综合病使他脸上的骨头出现在不该长的地方，而需要骨头

的地方却没有长。 Nathaniel刚出生的时候没法呼吸，因为他的鼻子里长了一个像墙一样硬的

骨头，阻止了空气进入他的身体。他的嘴巴也很小，所以医生只能在他的脖子里插入一根很长的

管子，帮助他呼吸。他的脸跟其他人的不一样，造成很多无知的小朋友经常奇怪地盯着他。虽然

一些小朋友会不知不觉地对他鲁莽，Nathaniel依然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开开心心过日子。 

        Nathaniel其实跟书籍“Wonder”里的主角不一样，因为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而

是勇敢地向前走。他有一次很想跟邻居家的男孩玩，但是那个男孩的妈妈鄙视地说不想要他的儿

子跟有问题的孩子玩儿。这是 Nathaniel最伤心的一次，因为那个妈妈对他说的话伤了他的自尊

心。但是在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下，Nathaniel没有再难过了，而且也交了很多朋友。Nathaniel

也在书里面说过，如果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脸，他不会，因为他的脸是独一无二的，跟其他人的

不一样。“Normal”这本书让我坚信要相信自己。Nathaniel在最困难的时候学会了保持他的自

信心。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那么，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做好。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如果你

喜欢“Wonder”，一定不要错过“Normal”。 

 

        快乐的情人节     孟雪莉  

  情人节是我喜欢的节日之一。那天学校正好放冬假了，我和妹妹在家里给家人做了节日 

卡片。放假前，我给同班的小朋友准备了小礼物，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姐姐一个朋友的

生日就在情人节那天。姐姐去了她朋友家庆祝生日，和几个大姐姐一起过夜玩，我也品尝了美味

的蛋糕和比萨饼。蛋糕很漂亮、很精致，也很好吃！

晚上回到家，爸爸说我获得了纽约国际钢琴比赛特等

奖，三月初我要去卡内基音乐厅表演，我非常开心！  

  第二天早上，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接姐姐。我

们去了姐姐朋友的海边房子，一出门就是大海 ，我们

去了海滩。这是我第一次在 Stamford看到真正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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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兴奋！那天很冷，妹妹的脸都冻得红彤彤的。我在海滩上看到了几只白色的海鸟，很多奇形

怪状的贝壳和五颜六色的石头。我捡了几个贝壳和石头。晚上我们看了搞笑的《熊出没》和春节

联欢晚会节目。 我过了一个愉快的 Valentines Day！ 

 

 

侨报少儿作文赛作品集锦  

 

      

 我爱造火箭    周栢宇 

我喜欢做很多事，踢球、摔跤、和朋友玩。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研究火箭。第一次做简易

火箭是为了参加学校的科技展览。我和好朋友汤姆打算自己做小火箭，准备在展览上一鸣惊人。

我们把妈妈厨房里的小苏打粉和醋瓶都拿出来，将同等份的苏打粉和醋倒进空的塑料瓶。把瓶子

倒立，松开瓶盖后，听到“啪” 的一声，塑料瓶腾空而起。我们把实验过程录制下来，在学校的

科技展览上得到了合作团队奖。 

这以后，我一直想要做真正的火箭。我到图书馆借了有关火箭结构和制作的书，也从网上

查了很多制作火箭的资料。发现要做出真正能升空的火箭需要特别的部件，也需要团队的合作。

我找到比我大三岁的表哥，他是资深火箭迷。大部分零花钱都用来买火箭零件了。我们加上我的

哥哥，表妹和几位好朋友，成立了火箭爱好组。每周一起研究火箭的制作，改装。因为需要的部

件都很贵，我和朋友一起在家附近卖自制柠檬水，帮邻居清除树叶，铲雪。把挣到的钱都攒起来

用来买零件。我们还自己建了一个火箭爱好组的网站，欢迎你来看看

https://harrisonrockssl.wixsite.com/harrison-rocketry  

从网站上，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爸爸妈妈也为我们的团队捐款。我们参加了国家宇航局

举办的青少年火箭爱好者培训。两周前，通过网络视频向宇航局演示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

专家们的肯定。周末，我们带着自己组装的火箭来到指定的郊外发射点。表哥点燃了长长的引线，

我趴在草地上的安全位置，听到“噗”的一声，我们组装的小火箭腾空而起，化为小小黑影，跃

入云层。虽然这只是一次试放，高度还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标准。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研究火箭这个小小爱好也许会变成将来的重要理想。说不定有一天，可以真的将自己研究的火箭

送入太空呢。 

https://harrisonrockssl.wixsite.com/harrison-rock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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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     毛逸清  

  你们有没有听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虽然我有很多喜欢的事，比如棒球，

游泳等等，但是这句话最能代表我的爱好，阅读和旅游。我读过很多书，也去过很多地方，这两

个爱好是我永远会喜欢的。 

  我一捧起书，就放不下来，书给了我非常多的回忆。我有很多喜爱的书，不仅仅有中文

书，也有英文书。比如《三国演义》 这本书，让我认识了多年前发生的战争，我最近还迷上了 

“Wings of Fire” 这套书，故事中的情节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书可以让我们穿越时代，跟

赵云一起大破曹军，或是跟着韩信，背水一战。书也可以让我们在宇宙中飞翔，施展强大的魔力，

见证小说里发生的奇迹。书就像你的同伴，你孤独了，它就会安慰你。所以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用看书来陪伴自己。书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如主持人董卿说过的：“所有的书

都不会白读，它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加出色。” 

  旅游也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我们全家很爱旅游，我们爬过拱门公园的崎岖山道，也

一起住过草原上的蒙古包。从伦敦的西敏寺到加州的金门桥，从阿拉斯加的冰川到云南的香格里

拉，我们都去过，并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当我登上雄伟的居庸关，我好像看见了几千年前

的战争在长城上留下的痕迹；当我骑着骏马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奔跑，我彷佛见到了成吉思汗

从一个孩子成长为鼎鼎有名的战神；当我站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遥望还没有被烧毁的巴黎圣母

院，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塞纳河给巴黎带来的浪漫。虽然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我还有更多的地方

想要去，比如下一站的丝绸之路敦煌，我想和当年的张骞一样，探索戈壁沙漠草原雪山的秘密。

我喜欢行万里路，这样我可以了解世界上更多有趣的事情。 

         读书和旅游这两个爱好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有了爱不释手的书和有趣的旅游，我觉

得我的生活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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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     孟雪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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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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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色彩用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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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我创作了二十几页的短篇故事“Blizzard’s 

Journeys，描述一只小狗的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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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描述了我在明州弹琴比赛前的紧张和获奖的喜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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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   孟雪莉 

 

        我有很多爱好，但是我最爱读书、写作和画画。 

        每天放学回家，我会拿起心爱的书读半小时。我最喜欢读现实小说，我看书很入迷。爸

爸下班回来，我有时忘记叫他，爸爸摇头叹气，说我是书呆子。小时候，我喜欢听爸爸妈妈讲童

话故事，我喜欢《西游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和《淘气包马小跳》。读书让我轻松愉快！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帮助我写作，我从学前班开始写日记，二

年级迷上了写故事。妈妈说我经常发呆，其实我在想新的故事。爸爸妈妈问我长大想干什么，我

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也想当一名作家”。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我要坚持写更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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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喜欢画画。一年级时，我的画在 Edén Prairie艺术中心展览，我画了一幅抽象画，

看到自己的画高高挂起，我特别开心！我有几个小画本，里面装满了五花八门的画。画画让我很

兴奋！姐姐是中文学校《小语世界》副主编，她说我的感恩节绘画被老师推荐到《小语世界》，

我非常开心！ 

        我是吃米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还有写作和画画陪伴，我很快乐！ 

 

   我喜欢历史    黄浩轩 

 我在英国的 HMS Hood战舰上。突然，我的船晃动起来了！我跑出来一看，天哪！是个德

国的战舰！我跑到大枪的地方，要打德国的战舰！可是，我刚来到大枪的地方，德国的战舰就打坏

了我们船上的枪，我昏过去了。我醒来的时候，天黑了, 我在水里，我不能再踩水，我要沉下去了，

我的船不见了，我也找不着别人，我急坏了！ 

  滴滴滴，滴滴滴！咦，那是什么？不是一艘救护船。是我的闹表！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可是，这个梦有真的地方！这是丹麦海峡之战（Battle of the Demark Strait）。德国

的战舰 Bismarck 真的打了英国的 HMS Hood。    HMS Hood 上的一千四百人，只有三个活下来了。

HMS Hood，英国舰队的骄傲， 被炸成碎片。 

 我有很多爱好，可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是看历史书和录像。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历史书，我

很喜欢那本书，我就开始喜欢历史了，我觉得历史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我特别喜欢看第二次世界

大战。我去网上看各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录像。我也很喜欢读历史书。我最喜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书是 Rick Atkinson写的“Battle of the Buldge”。我不只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也开

始学中国的历史。 

 我接着给你讲 Bismarck 的结局。HMS Ark Royale (英国的航空母舰) 派第一次世界大战

用的老飞机去打 Bismarck。飞机发射的一个鱼雷把 Bismarck 的舵锁定到十二度。Bismarck 就不停

地转圈，不受控制了。六点钟，HMS King George V 和 HMS Rodney 带领英国舰队的战舰，要去击

沉 Bismarck。在九点半，Bismarck 不能开枪了。舰队里的 HMS Dorsetshire 用四个鱼雷终于把世

界上最先进的战舰送到海底下。 

 这些历史故事很有意思！你们现在想学历史吗？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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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飞行      宋佳胜 

 我的爱好是飞行。看飞机，坐飞机，开飞机，造飞机，都喜欢。 

  我每次在机场要先去窗户旁边，把我的脸贴在窗户上看飞机。看！这里有一架 737-900ER

在降落呢！看！那里有一架 A320neo在起飞！我坐过很多波音飞机。从波音 717到 787， 连波

音 747都坐过！上飞机的时候，我每次都要坐在窗户旁边，看飞机的情况：倒退，滑行，起飞。

看到飞机滑行到跑到上去了，飞机翅膀也放下来了，要起飞了！轰隆隆的声音把每个人都震醒了。

飞机快快的往前冲，慢慢的升起来了，离开了机场和下面的城市了，飞机往云里飞，真美丽！在

空中的时候，我喜欢参观飞机。喜欢去飞机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我喜欢比较飞机的椅子多舒

服，食物多好吃，还有电视节目多有趣。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总是特别激动，总是要拿手机拍照。 

  除了坐飞机，我还喜欢在飞机模拟器里开飞机。我自己开了一个虚拟航空公司，有 30人。

我和其他的“飞行员”会开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最喜欢从巴黎飞到伦敦，因为我

飞的时候能看到日落或者是星星在英吉利海峡上面，海峡边城市的灯光闪闪发亮，景色非常美丽！

有的时候，我还跟朋友一起飞一模一样的路线，只是飞机不同。我喜欢飞比别人大的飞机，更有

趣！我有的时候也和 Thunderbirds或者加拿大的空中军队一起飞。我们在珍珠港，John C. 

Stennis航空母舰，和喀斯喀特山脉的深山老林里，一起飞 F-16战斗老鹰。我们快乐地一起在

天上翻跟斗，转圈圈，和往下冲。我感觉这件事真好玩！ 

  你可能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飞机。我喜欢飞机是因为飞机的样子很好看，飞机的里面很

漂亮，而且飞机飞的特别快。我想 “飞机那么好看，我是不是可以造我自己的飞机？” 所以，

我在一个 3D设计的网站上造了很多飞机。我喜欢造各种各样的飞机。有的飞机型号是真的，我

只把它们的里面改装了一下，让它更加漂亮，更加舒服。有的飞机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像一架

双层的超音飞机和一个环保的双层飞机。我在一个网站上开了一个假的空客飞机公司。一些航空

公司的老板要“买”我的飞机的时候，我就会帮他们做一架他们航空公司的飞机。最近，我的假

空客新开了一个可以租飞机的部分，让别的公司能飞法国最大的飞机。 

   飞行是我的爱好。我喜欢看飞机，坐飞机，“开”飞机，”造”飞机。关于飞机的事情，

我都喜欢。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李千寻 

  我的爱好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我喜欢行万里路，每年都要和全家一起远行度假。我在加勒比的碧海蓝天之间和五彩的

小鱼游泳；在阿拉斯加听千万年的冰川断裂的声音；我在长城上遥想历史的狼烟烽火，在故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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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希腊的神殿里憧憬宙斯、波塞冬、阿波罗、雅典娜的绝世风华。旅行让

我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旅行让我知道世界很大，我很小。  

  我为什么要读万卷书呢？因为宇宙有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而人类的生命却不过是这无限

中的沧海一粟。书可以带着我们穿越历史和未来，飞到任何可以想象的地方。我在书本里随着喝

月光有魔法的小姑娘一起击败邪恶；也在书本里了解脑瘫儿童的梦想和挣扎；我在书本里去中世

纪拜访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也在书本里到亿万光年之外的星球拯救被困的人类勇士。一本好

书常常让我流连忘返，废寝忘食。 

  阅尽风景，博览群书，我们有限的生命才会更加丰盈有趣。所以我喜欢行万里路，读万

卷书！ 

       

        我最爱画画     张子豪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妈妈说我两岁就拿着笔在纸上画来画去。五岁多我们搬到新家。从

那时候起每当过节和家人的生日，我就和妹妹画很多画来祝贺。春节来了，我们画大红灯笼，剪

下来挂在家里；中秋节我们就画圆圆的月亮；圣诞节我们画圣诞节老人和各种礼物 。。。很热闹。

当家人过生日我们就早早地画上大蛋糕，表示我们的爱心。 

  2019年夏天我和妹妹跟着姥姥和姥爷一起回到了中国。我们参加了中国特色国家学习班，

学画中国画。我们不用蜡笔，铅笔，而用特别的毛笔在宣纸上，沾着墨汁作画。配上彩色，非常

漂亮。我画了青青的山峰，红红的荷花，河边的小鸭子，还画了西瓜和樱桃。 看起来像真的一

样。老师说我画得不错，家人也都夸我。有的说，“你画的真好，真像。” 还有的说“你画的西

瓜我真想咬一口。” 我把这些画都带回了美国，常常拿出来

看看。 

  画画让我非常开心。 当我画画的时候，非常专注， 头

脑里充满了想象力。 别人表扬，鼓励，我很高兴。我心里想：

画画是我的最爱，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今后要多看绘画书，

多向别人学习。我还要参加画画班。 我相信我会画的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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