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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地点
1.北区 (博根、康州、长岛、哈德逊、
大纽约、纽约中心）：纽约中心分
校 , 1/10，星期天，具体时间由分
校决定通知。
2.中区 (桥水、爱迪生、里海谷、李
文斯顿、奔腾、北部、史岛）：桥水
分校 , 1/10，星期天，具体时间由
分校决定通知。
3.南区 (大西洋城、樱桃山、东部、
南部、中部、普兰斯堡、大费城）：
南部分校, 1/9, 星期六，具体时间
由分校决定通知。

二、主题及形式
1. 主题：所见所闻 ( 事件或人物均
可)。
2.自由选题，形式不限，可朗诵，讲
故事，绕口令等，不能配乐。
3.朗诵演讲顺序抽签决定。

三、组织方式
本次活动由一年级，二年级，及三
年级的学生组成。比赛将分年级
进行，每个学生分别单独表演。如
果场地允许，欢迎观摩。

每个分校每一年级可派三位学生
参加。各分校每一年级出一位领
队兼评委。
各区每一年级设一等奖2名，二等
奖4名，其余为三等奖。人人有奖，
现场发奖。 

四、各区负责人和报名联系人
1. 北部地区：蔡晓菲           
2. 中部地区：刘盛           
 3. 南部地区：龚蝉

五、报名截止日期
1. 报名以分校为单位，从即日开
始。截止日期：2015年12月27日。
2. 分校校长在2015年12月31日前
务必将各参赛学生名单及各年级
领队名字上报各区负责人。

六、演讲赛组委会成员     许兰薇、
陈华、李盛京、王宏、叶森、李琪
文、易成、赵霞、蔡晓霏、李燕君、
龚蝉、李晓京、张长春       
                                                                                                

（华夏总校教学部）

我的格林老师
  张思莫（哈德逊分校 三年级）

 格林老师是学校所有老师里我

最喜欢的一位。

 格林老师是一位风趣的老师。

一次， 因为全班同学的表现都特别

好，作为奖励，格林老师准备买布朗

尼蛋糕来请大家吃。但是到了第二

天早上，格林老师突然想起来她前

天晚上忘了买布朗尼蛋糕，于是她

穿上外套冲出家门直奔商店，她甚

至没有刷牙！当她买完回到家里才

刷了牙，然后来到学校。当我听到格

林老师说她出门时外套里面仍然穿

着她的睡衣睡裤，我忍不住噗哧一

声笑了出来。

 格林老师是一位会照顾人的老

师。每当班上有同学忘记带课间餐，

格林老师不会让他们饿肚子，而是

自己拿些吃的给他们，有时是小饼

干，有时是面包片。另外，格林老师

也是唯一一位会在大家讨论独立日

的时候给同学们带红、白、蓝相间果

冻吃的老师。

 格林老师是一位耐心的老师。

每当有同学回答不出问题，格林老

师总是慢慢启发，即便回答的不对，

格林老师也会微笑着耐心听完，从

不会粗暴地打断。

 我希望今后还有机会继续做格

林老师的学生，因为她实在是一位

受大家欢迎的好老师。

怎么做木头船？
 韩雨松（哈德逊分校 三年级）

 你听说过木头船吗？木头船是

一种木头做的船，给九到十四岁的

小朋友玩儿的。你如果做得成功，木

头船可以在水里漂浮，而且如果加

上帆，可以自己乘风开动。但是，你

不能把它放在河里，因为它有可能

漂到很远的地方，你就拿不回来了，

或者撞到礁石，会撞坏的。你最好是

放在游泳池里，让它自己漂。无论它

漂多远，你都随时可以把它拿回来，

就算你不会游泳，你的爸爸妈妈还

可以把它拿回来。你希望自己拥有

这样的一个木头船吗？你要是手工

很好，可以自己做一个木头船。如果

自己还不够好，可以请爸爸妈妈帮

助你做。

 首先，你得准备这些东西。你需

要很多木头块儿，木头胶，一块手绢

大小的防水布，削木头的刀，砂纸，

剪子（如果愿意，可以准备漆）。第

二，你得用削木头的刀，把木头削成

船的外观。这一步最难，你必须有耐

心，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眼睛和耳

朵。第三，你得将船的内部削空，但

是，不要把船的边和底部削透，保持

合适的厚度。第四，把一个木头板修

理好，盖在船的上表面，用木头胶粘

合。请注意，要留船边，因为那是甲

板，想象一下，上面有人站着。第五，

把一个小木条削成一个柱子的样

子。在甲板上用木头刀尖打一个小

孔，把柱子垂直插到孔里。（如果怕

不结实，用木头胶粘在与甲板交接

的孔处。）第六，重复第五步，做一个

小一点的柱子，插在与第一个柱子

至少一个英寸的地方。第七，把防水

布剪成船帆的样子，粘贴在两个柱

子上。第八，你要是自己选择涂色，

这时候就可以涂色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法，可以今

天就动手试一试。只需要一个周末

的半天就可以做成。祝你做木头船

成功！

弦乐夏令营
章溪月 (哈德逊分校 七年级) 

 今年暑假，我做了很多有趣的

事情。最有意思的是去弦乐夏令营。

这个夏令营既好玩又让我每天学到

新的小提琴技巧。我很激动因为我

从来没跟别人合奏过。夏令营总共

有四个级别的班。因为这是我和妹

妹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们被分在级

别最低的班：紫色乐队。虽然我觉得

拉的曲子非常容易，但是跟大家一

起合奏很难。

 星期一回家以后，妈妈有点懊

恼。她觉得我应该去向老师要求进

第二级。我死活不肯。同班有一个男

孩子也想去第二级。他在老师面前

单独拉了一首曲子。老师还不同意

他去第二级。他哭了一整天！老师

从紫色乐队挑了一些小朋友组织了

“浅紫乐队”。 我被选中了。我们比

紫色乐队多学了一首难一点的歌。

妈妈总算高兴一点儿了。

 每天早上我们乐队会排练一

个半小时。乐队排练以后就休息一

下，吃点儿零食。之后就去Fiddle班。

Fiddle 跟乐队不同。Fiddle 是不用乐

谱的。老师先拉，学生听着学。其实，

比有乐谱要容易。这是因为曲子短，

只是不断地重复。没有乐谱，Mrs.S

教我们把每一小段音乐当作一种冰

淇淋的味道，所以曲子就像这样：薄

荷，黑巧克力，薄荷，牛奶巧克力。

 每天吃午饭之前，我们全夏令

营会分成八个组玩挑战游戏。每一

组有不同级别的学生。我的组有一

个人是从最高水平的班来的。他最

能干。他帮我们组加了 1200 分。我

得了 400 分。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呢 ? 

一个老师会提关于乐理的问题。比

如: What does crescendo mean？还

有看乐谱打节拍。速度越快越难。每

个组都为自己的选手拼命地叫喊加

油。很好玩。

 因为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下午有

汇报演出，所以我们乐队排练得比

前三天更加严格。星期四下午和星

期五早上排练了许多次。星期五下

午孩子的家长来看我们表演。我有

一点紧张但觉得我们表现得不错。

 这个夏令营真棒！我明年一定

还要再来。

暑假辩论课
 朱预澄 （哈德逊分校  七年级) ）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愉快的

暑假就过去了。今年暑假，我参加了

许多有趣的活动，也曾和家人一起

去迪斯尼乐园游玩，但我收获最大，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参加徐老师的

辩论课。以前在中文学校，我曾参加

过徐老师组织的中文辩论课，但这

次和以往不同，徐老师特地教我们

怎样进行英文辩论。

 暑假里，徐老师在每个周日的

下午为我们免费上一次课，牺牲了

许多宝贵的休息时间，她认真备课，

深入浅出，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辩

论方面的知识。虽然只是每周上一

次课，课时不多，但我还是学到了不

少东西。夏天非常炎热，户外也有许

多有趣的活动，但是，我和其他几个

小朋友还是坚持上课。以前参加中

文辩论课，论题是规定好的，只有一

个，徐老师会帮助我们查询很多中

文资料，但暑期辩论课不同，徐老师

每周都会给我们选择一个不同的话

题让我们回家准备，涉及各个方面，

我们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准备，

首先要选择正反方观点，然后要上

网查询资料，最后还要写论文阐述

自己的观点，既要有论据，也要有论

证，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不仅开阔

了我们的视野，也培养和提高了我

们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上课时，我们会分成正反两

方模拟辩论的形式，每个小朋友都

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查找了很多资

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由

辩论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双

方针锋相对，畅所欲言，有时辩论得

还真激烈呢。

 徐老师不仅上课认真，还很细

心，每次上课都会为我们准备美味

的点心和饮料，大家真是上课学得

认真，下课玩得开心。

 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徐老师的

辩论课也结束了。通过这个暑假的

学习，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有关辩论

方面的知识，还同时提高了写作和

阅读方面的能力，真是一举两得啊。

我以前是一个害羞胆怯的小男孩，

不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更不喜欢

发表演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

么，通过参加徐老师的辩论课，我现

在在公众面前讲话很轻松自如，我

变得更加自信，不再胆怯了，因为我

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有的

放矢地回答不同的问题了。我虽然

牺牲了一些休息时间，少玩了一些

电子游戏，但是收获却是很大，希

望以后还能有机会上徐老师的辩论

课。

假期丽水行
 邱桐 （哈德逊分校 七年级） 

 今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去了中

国。在中国，我们走访了很多城市。

比如，北京、杭州、丽水、青田，还有

香港。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丽水。丽水

是在浙江西南的地区，离杭州要三

个小时的车程。

 丽水有一个巨大的商场。这个

商场一共有四层，里面有很多商店。

商场中间还有个音乐喷泉。喷泉的

LED 的灯会使水变颜色，很漂亮。

我和姐姐很喜欢商场里面的一个小

饰品店。店里有好多东西，比如，水

壶、茶壶、电话机壳、美容用品和其

他商品，东西又便宜又好看。我们买

了好多。每次来逛这个商场，我们都

来这个小店逛一逛。

 丽水还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叫

冒险岛。这是一个水上公园就像我

们这里的Splash Down，但冒险岛更

大，游乐项目更多。它有各种水上运

动项目，光是水管滑梯有好多不同

华夏演讲比赛
将于2016年1月9日或10日分区举行

资料图片，北部赛区

的类型。有一种水管滑梯我很喜欢，

但很可怕。它很高，有两个管道，每

个管道有一个tube，每个tube可以容

纳四个人。坐在 tube 里，头是仰的可

以看到天空。一开始 tube 会一直旋

转，再逐步加快，然后顺着滑道一直

转到水池。我们玩了好多次，每次都

感觉很兴奋很刺激。

 其实我们去的其它地方也很好

玩，像北京的长城和故宫，杭州的西

湖，还有香港的夜景，但我还是最喜

欢丽水。

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
 马雯欣 （哈德逊分校 七年级） 

 今年夏天 , 我去了好几个国家

公园，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 Glacier 

National Park。在那里，我们去了很

多不同的步行小径，每个步行小径

大约有一到两英里长，人不少。在小

径上我们看到许多动物和漂亮的

花。有一次，在Logan Pass Trail，我看

到了一只山羊离我只有五步之遥，

真是吓人！可是山羊一点也不害怕

人，就想没看见我一样。在我们去

Red Rock Canyon的路上，我们隔着

车窗看到了三只黑熊：一个熊妈妈

和两个幼崽。看到黑熊让我感到很

紧张。我一直注意着他们的活动，心

想如果熊一靠近，就让爸爸立刻开

车离开。还好黑熊走了, 我总算是松

了一口气。

 我在夏天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和

妈妈回中国，看望亲戚，我好久都没

见到他们了。我有两个表姐弟生活

在中国，当我在那里的时候, 正好是

他们俩的生日，为了他们的生日，我

们做了两个生日蛋糕，一人一个。两

个蛋糕都是圆圆的奶油蛋糕。我表

姐比我大一点，我和她去游乐园玩

了一天，那里很多游乐设施跟美国

的类似，很好玩。 我的小表弟五岁生

日那天，我们去了一个公园，有一名

摄影师为他照相，而表姐就和我去

操场玩。

 今 年 夏 天 ，我 还 去 了 几 个 夏

令 营 。其 中 一 个 是 艺 术 夏 令 营

（Dutchess Arts Camp），我们在那里

做了许多有趣的手工，比如制作动

画短片。我还去了网球夏令营和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很有

趣，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玩。在 VBS

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像 Splashdown

和 Bounce，这些地方我都是和我的

朋友一起去的。回到VBS我们还可以

一起玩怪物球，老师也和我们一起

玩。

 我在今年夏天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在校网球队打球。我们从八月初

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打。即使我是

候补，我还是可以和我的朋友上场

打网球，我仍然在所有的网球比赛

上场。我们打了七场网球比赛，到目

前为止我们球队一直保持不败。

 今年夏天我做了很多事情，我

觉得去国家公园是最好玩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