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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桥水分校小语世界
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马立平七年级 学生 邹致远 指导老师 沈海燕

量身高
马立平七年级 学生 程筱玥 指导老师 沈海燕

学习中文的乐趣和挑战
标准中文九年级 学生 祁淾 指导老师 黄琳

神奇的台灯
马立平六年级 学生 汪馨 指导老师 洪旋

我的寒假
标准中文五年级 学生 瞿朗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攀 岩
标准中文五年级 学生 张夏 指导老师 郭小川

我爱旅行
标准中文八年级 学生 黄瑞琪 指导老师 张艳

中国最美的江南水乡—乌镇
标准中文六年级 学生 刘录杭 指导老师 王晓秋

家周围的松鼠
马立平六年级 学生 朱悦琦 指导老师 洪旋

滑 雪
标准中文五年级 学生 周泽燊 指导老师 郭小川

玛丽金小巷
标准中文七年级 学生 龚妞妞 指导老师 张艳

2022 年 1 月 22 日下午，随着华夏
中文学校朗诵演讲比赛中区比赛正式开
始，由此拉开了为期两天的比赛帷幕。
本次比赛共设三个赛场，分别是北区的
纽约中心分校赛场、中区的李文斯顿分
校赛场和南区的南部分校赛场。

本次演讲比赛原定于 1 月 8 日和 9
日实地举行，各项准备工作本已就绪。
圣诞节前夕，新冠疫情卷土重来，横行
肆虐，总校决定将比赛延期两周，并以
网络现场比赛的形式进行。三所承办分
校为了让华夏同学们有一个充分展示自
己的平台，分别在党兵校长、葛亮校长
和汤海缨校长领导下组织了强有力的工
作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组织工作，
实现了从线下的安排，到线上的合作的
华丽转身。

总共183名选手和54名裁判老师，
分别参加了三个年级组的比赛。各年级
赛场竞争激烈，小选手们都用心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演讲内容， 从童谣古诗、
绘本故事，到寓言散文 , 包罗万象。选
手们各个字正腔圆，惟妙惟肖，无不体
现着他们扎实的中文功底。大一些的选
手们更是通过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
温馨，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幽默和朝气。

从他们独特的视角，灵活把握了传统的
寓意，展现了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的理解。学生们对国家蓬勃发展的自
豪，对社区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在
短短几分钟的演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评委和老师们深受感动。虽然演讲比
赛由实体临时转为线上举行，但这并不
影响小选手们的发挥，他们在镜头前昂
首挺胸，自信满满！他们的表演都是那
么活泼可爱，积极向上，无不传递着宝
贵的正能量，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更是
弥足珍贵！

回顾三个月的日日夜夜，总校的义
工们，从报名组织、赛前培训，到重新
设计打分表格，实现即时打分，后台控
制和核算，和分校团队的无隙配合，从
比赛报到到问好，从表演到评分，从等
待到颁奖，每个环节都连接顺畅，付出
终有回报，中文学校的前景如此光明！

2022 华夏中文学校演讲朗诵比赛圆
满结束，也开启了我们对2023年的期待。
感谢所有志愿者们的无私付出，你们是
本次赛事能够顺利完成的坚实基础。

衷心地祝愿同学们在华夏中文学校
平台上更好地展现自己，充满自信，阳
光向上地迎接每一天！

冬日里燃烧的热情
记 2022 华夏中文学校朗诵演讲比赛

华夏中文学校教学部

光荣榜

冬天的早上，狐狸从外面回来，嘴里
叼着一些野果。乌鸦从窝里看见了，就有
了主意。乌鸦高声地喊：“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分一下那些野果吗？”狐狸静静地
站着，一动也不动，眼皮都没有眨。乌鸦
又说：“亲爱的狐狸先生，请您送我一些
野果吧！您是我最喜欢的狐狸，聪明又善
良的狐狸。”

狐狸闭了闭眼睛，放下野果，开始哈
哈大笑起来：“你以为你可以学我的套路
来骗我吗？真蠢。”乌鸦马上扔下一枝很
粗的树枝。沉重的树枝把地上的雪拍飞起
来了。狐狸没能躲开，所以雪花进了它的
眼睛，狐狸一下子看
不清，乌鸦就赶快地
飞下去叼走了狐狸的
野果。

乌鸦把野果放到
了窝里叫着：“哈哈哈，
你真蠢呀！”说着，
乌鸦把野果吞下去了。
狐狸只好咬着牙回到
自己的洞里去了。

秋天，豆豆就八岁了。爸爸决定帮他
量一下身高。

爸爸说：“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去
找一棵树，量好身高，我用钉子做一个记
号，明年再量，就知道你长高了多少。”
豆豆说：“真是个好主意，爸爸！”

于是，他们找到一棵又细又直的树。
豆豆直直地靠着树站好了，爸爸在树上做
了个记号，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钉子钉在做
记号的地方。豆豆看着爸爸锤钉子，心想：
明年春天我一定会比钉子高。

转眼一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树上
长出了新树叶。爸爸和豆豆非常激动地来
到树下。他们很期待看豆豆有没有长高。
可是当豆豆站在树下，发现豆豆比钉子矮
了许多。他们愣在那里：为什么反而变矮
了呢？

原来，经过了一年，小树也长高啦！

寒假里我和全家人去 Killington, 
Vermont 滑雪。我还在 Vermont 过了圣诞
节。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看了新的蜘蛛侠电影。
我觉得这电影还可以。第三天我还看了
另一个电影《Encanto》。这电影我觉得
有比一般的电影有趣。

在一个周五，我和爸爸开车去打高
尔夫球。那天我觉得我打出了我一生中
最好的高尔夫球！和爸爸一起打高尔夫
球真的很好玩。

我还在房间里装饰了灯。我还打
了一场篮球比赛，但是我打得不好，我
的整个球队都打得不好。我们输了 60-
19。我买了两双新鞋，一双是篮球鞋，
另一双是拖鞋，还买了一些可以放在拖
鞋上面好看的东西。我还买了一件我最
喜欢的篮球运动员的球衣。我得到了很
多与篮球有关的东西。

最后，寒假里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是
玩 Nintendo 游戏，因为我的 Xbox 无法使
用，我在手机和电脑上看了很多(TIKtok)。

这就是我的寒假。

上周日，我、
爸爸、妹妹和我的
朋 友 Amelia 一 起
去攀岩。

我们需要先租
借三个攀爬安全带
和两双鞋。我和妹
妹等爸爸登记的时
候，看到了 Amelia
和她的爸爸。我的
爸爸完成了登记以
后， 我、 妹 妹 和
Amelia 去攀岩了。

因为 Amelia 的爸爸没有受过拉攀岩
绳的训练，所以只有我的爸爸可以给我
们三个拉绳子。Amelia 第一个爬。第二
个是我，我妹妹是第三个。我每一次都
爬到顶，妹妹有两次爬到顶，Amelia 刚
开始的几次没有爬到顶，但是后来的几
次她都爬到顶了。

攀岩的地方有两层；一楼和二楼。
一楼有一个抱石的地方，还有顶绳攀爬，
有两层楼那么高。地下二楼的顶绳攀爬
三层楼多。我好喜欢攀爬。

疫情之前我的家人经常旅行。有时候
开车，有时候坐飞机；我不喜欢在路途上，
因为我会晕车或晕飞机。尽管我讨厌路途
上的折磨，但到了目的地后，我还是会很
喜欢探索城市并尝试当地的食物。虽然我
可能不喜欢那里的食物，但对品尝新食物
仍然很有趣。我们去过巴黎、夏威夷、魁
北克、蒙特利尔、纽约、波士顿、加州、
佛罗里达、田纳西、北京、上海、合肥和
高河。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合肥、高河、
上海和巴黎。

我曾四次和爸爸妈妈一起飞往中国看
望我的祖父母和亲戚们。我们都是先飞到
上海，和我妈妈在上海的朋友聚一聚，然
后坐高铁到合肥。在合肥，我们会和我的
姥姥，姥爷住在一起。两个舅舅会专门请
假陪我们吃喝玩乐。我还会到影楼去拍写

作 为 一 个
生长在美国的华
裔学生，李明静
从小就受到了中
国文化的巨大影
响。不到两岁时，
她就会讲中文
了。上幼儿园前，中文是她的主要语言表
达方式。但是直到她开始学习写字和阅读
的时候，她才发现中文真的很复杂。

进了幼儿园后，妈妈开始教明静拼
音。在餐桌边的墙壁上，妈妈挂了一张汉
语拼音表，每天吃饭前都让她响亮地念一
遍“bo… po… mo… fo…”。明静很快就
把拼音表念得烂熟于心。她还学会了中文
的四声“妈 ... 嘛 ... 马 ... 骂 ...”。妈妈又
用了图片来教她简单的汉字，然而英文却
变成了明静学习中文的最大障碍。

由于明静在小学里使用英文，她和爸
爸妈妈在家也改用英语交流了。去中国探
亲时，亲戚们发现她说中文有了口音。为
了保持明静的中文水平，她的父母决定送
她去中文学校。

在中文学校里，明静常常会直接把英
文翻译成中文。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准确
的，因为英文和中文的语法非常不同。首先，
英文句子用的是“主语-谓语-宾语-状语”
的结构，而中文句子不是这样组成的。比如，
“He left the train station at 3 o’clock” 
不能直接翻译成“他离开火车站在三点
钟”，而必须得翻译成“他三点钟离开了
火车站”。此外，对一个说英文的人而言，
中文的语法令人困惑。外国人很难理解怎
么使用像“的、地、得”和“了”的助词，
更不能把它们硬翻译成英文。最后，中文
有许多成语是一定不能直接翻译成英文的。
比如，常用的“守株待兔”直接翻译成英
文就变成了“waiting for a rabbit next to 
a tree”，这样的字面翻译就丢掉成语的真
正意义了。

学会了这种基本知识以后，明静开始
在中文学校里写作。作文都是在电脑上写
的，所以她需要学习怎样在电脑上打中文
字。用英文打字非常容易，但是用中文打
字必须得把拼音变成汉字。而且，如果她
不知道字长什么样子，那很有可能会打出
错别字。比如“偏旁部首”会变成“变胖
不瘦”。况且说话的时候，她通常不注意
到哪些字是翘舌音，哪些字是后鼻音。但
是，打字的时候，这些细节都非常得重要，
因为如果不分清楚也会打出错别字。

随着练习增加，明静逐渐学到了几个
技巧。打字的时候应该用词，而不用字，
因为这能帮助减少打出错别字的概率。不
认识字地时候，也可以用字的偏旁部首来
猜它的读法和意思。比如“材”字左边有
个“木”，右边有个“才”。这样，你可
以猜这个字念“cai”,意思是材料的材。。

在李明静学习中文的道路上，她遇到
了很多挑战。但她学得越多，越觉得中文
是一种巧妙又有意思的语言。她获得了许
多知识和乐趣，并且爱上这种语言。

乌镇坐落在中国浙江省桐乡市，
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乌镇占地面积约
七十二平方公里，有中国南方最好的古
镇之称，是著名的江南水乡。爷爷奶奶
在中国的家离乌镇很近，所以我常听大
人提起。我一直期待着去乌镇。

几年前的夏天，我终于和家人一起
去了乌镇。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白
墙灰瓦和错落有致的建筑风格。所有的
房子都有灰色的房顶，白色的墙，有一
些门廊还用支柱支撑。墨绿色的河把路
水分成两边，一条条弯弯的石桥把两边
的路又连了起来，一条条游船在水上随
波摇摆。乌镇的植物也很特别，有很多
美国少见的柳树，两岸边柳树的枝条羞
答答的低垂到水面，看起来十分柔美。
因为那天游客不多，我可以听到远处小

大家应该都有自己喜爱的小物件
吧！我写字台上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小物
件，它就是我的台灯。

我的台灯特别神奇，有一些很特别
的地方。比如它的颜色，我轻轻的一碰
小台灯，它就变出各种各样的漂亮灯光。

这个台灯特别厉害，它在我家呆了
好几年了。我也几乎每天都用它，但是
它还是象新买的一样明亮。它还有一个
定时的功能，我要是按下一个像钟的键，
电灯就会过一个小时或十五分钟自动关
掉。它的科技超级高，简直就象是我的
一个“好朋友”。

不管我是做作业还是看书，是弹琴
还是画画，它都时时刻刻地站在那边，
一动也不动。这个台灯陪伴着我，一直
给我加油，让我有勇气从好做到更好。

这种小物件表明这生命里的勇气和
每个人都有的勇
气和目标。我们
不能让生活把我
们压倒，而要象
台灯一样不停地
发光发亮。有了
这种勇气才能闯
过生命的无数难
关。

我和我的朋友们
标准中文七年级 学生 余心乐 指导老师 陈华

在七年级科技课时，我遇到了两
个朋友，她们叫 Brianna 和 Arushi。
Brianna 是一个性格有趣、聪明和自
信的女孩子；Arushi 是一个性格安静、
有趣和善良的女孩子。那时候我很害
羞，不善于社交，可是她们对我却热
情友好。我开始跟她们一起聊天后，
我发现她们不但喜欢写程序和画画，
而且她们也喜欢说好笑好玩的故事。
原来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爱好。从那
以后，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聚会聊
天。那时候的我很快乐！

后来 Brianna 搬到了麻萨诸塞州。
她之前却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
么，可能她怕我伤心，或许她也不想
搬家吧。那天我伤心地流了很久的眼
泪。再后来我也不和 Arushi 上同样的
课了。就这样，我们三人不再见面了，
虽然我和她们还是好朋友，可是每天
我的内心很孤独。

几个月后，在上语言课时，妹妹通
过 Teams 告诉我，她的好朋友和我是一
个班的。妹妹让我主动去和她的朋友打
招呼。我心里想，她不是我的朋友，是
我妹妹的朋友，难道妹妹要我跟她也成
为朋友吗？就这样，我认识了 Emma。
她是一个有趣、友好和聪明的女孩子，
她也像我一样喜欢画画和拉小提琴。可
是 Emma 有很多别的朋友。有时候忙得
都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我很羡慕她，
能拥有这么多的朋友。可是过了一段时
间，Emma 告诉我她也羡慕我。啊？她
有这么多朋友，为什么要羡慕我呢？原
来 Emma 的父亲望女成凤，要 Emma 去
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可是 Emma 耳朵不
好，每天要戴助听器，有时候她上课还
是听不清楚老师在讲什么，甚至需要老
师和同学的特别帮助。虽然 Emma 有很
多朋友，但是她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孤独。

后 来， 我 在 法 语 课 时， 又 遇 到
了一个新的朋友。有一天我在看一个
Psych2Go 关于心理学的录像，一个印
度女孩子走到我面前告诉我，她也喜欢
看 Psych2Go 的录像。我本来对她就很
有好感，听她这样一说，我们就开始互
相介绍了自己。她的名字叫 Haley，是
一个害羞、聪明、大方和关心别人的女
孩子。我们有很多共同爱好，比如园艺、
心理学和喜欢柔和的音乐。Haley 有时
也觉得很孤独，因为她的朋友不时地会
排斥她，每当这时我就会向她表示同情。

如今，我的朋友们很少跟我上同样
的 课， 我
们 也 不 常
见 面。 我
希 望 我 未
来 能 交 更
多的朋友，
而 且 能 和
现 在 的 朋
友 们 继 续
保持友谊。

我家的周围有很
多树，树上有许多
松鼠。我从家里的
窗户看外面时，总
是有松鼠在家的外
面。松鼠总是起着
特别早。我还在床
上睡觉的时候，外

面的松鼠是已经急急忙忙地奔跑了。我
看差不多每棵树上都有松鼠，它们在跑
来跑去，它们要快快储存坚果因为冬天
马上要到了呀！

我觉得松鼠特别可爱。我喜欢它们胖
胖的身体，肥肥的脸，还有它们蓬松的
尾巴。看它们在外面，我想跑去抱它们！
我有几次看到一只松鼠追着另一只松鼠。
看起来它们玩得很开心！松鼠是我最喜
欢的动物！

寒假期间我们一家和表姐一家一起去滑
雪。这很有趣，但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当我们第一次到达滑雪胜地时，我们意识
到我们走错了滑雪山。所以我们不得不等
了一个小时才能乘坐去另一座山的班车。
在等班车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班车，我
哥哥去查问了三个不同的班车是否合适，
最后才找到对的班车。当我们到达另一座
山时，我们上了滑雪缆车。到了山顶，大
家都开始滑雪了。因为我不擅长滑雪，我
是最后一个到终点；但是下山的时候，我
只跌倒过一次，所以我也为自己感到骄傲。
又滑了几趟雪，我们就吃午饭了。我妈妈
点了一份鳗鱼三角米饭团，我点了一份猪
肉三角米饭团。我对鱼过敏。我不小心把
那个有鱼的米饭团一起吃了，结果过敏反
应。我开始出麻疹，我的脸和身体开始变
红，我的嘴唇有水泡，最后我呕吐了。我
妈妈打电话给滑雪巡逻队，他们给了我一
些药，我就慢慢好了。虽然我没事了，他
们还是叫了救护车。我去看了医生，医生
说我很好。即使知
道我没事，我仍然
停止了滑雪。
我在滑雪的旅途中
玩得很开心，但我
的粗心造成了过敏
反应。我以后应该
小心吃东西。

历时两年多的新冠疾病给人们生活
带来了很大震撼。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大
传染病也让我联想到玛丽金小街（Mary 
King's Close）的故事。

古城爱丁堡的街道和建筑非常美丽，
是顶级旅游景点之一，它得名于当时居
住在那里的商人伯吉斯玛丽金。科学家
们在 2003 年一次街道测量时无意中发现
了一个地下迷宫，这座迷宫尤其以玛丽
金小巷闹鬼的故事广为流传。玛丽金街
蜿蜒曲折，是一条错综复杂，由许多小
胡同组成的一个街区。这里有密密麻麻
的房子，终日没有阳光透射，通风排水
非常不流畅，更是不利于卫生健康。

17 世纪时，爱丁堡老鼠泛滥，一种
叫做鼠疫的疾病出现了。鼠疫病菌经过
跳蚤传染了人，使人得病，得了病的人
出现发烧，身体疆硬，皮肤变黑，所以
称作“黑死病”。这种疾病在当时无药
可救，而且传染性极强，造成了超过三
分之一人口的死亡。政府为了控制疾病
的传染，把得了病的居民封闭在巷子里，
然后把整个街用砖头封死，任其自生自
灭。这种隔离方式非常残忍，但是在当
时没有其他更好的科技办法下，政府一
定是无可奈何而为之。

另有传说，当时爱丁堡有位名叫
George Rae 的医生，他诊治病人时身穿
的隔离服，是一层厚厚的皮革，可以防
止跳蚤叮咬，还有一个带有长长的尖型
鸟嘴的面具，可以贮藏草药，防止吸入
细菌，他挽救了许多生命。他的勇敢和
智慧被人称赞。

在游客探访该地区时，也发生了几
起超自然现象。这个特别的玛丽金巷最
接近诺湖，一个停滞和被污染的沼泽。
据称，沼泽中的沼气会产生令人毛骨悚
然的灯光，这可能是报道闹鬼的故事。
原因是一氧化碳等气体燃烧也会引起幻
觉火光。

真，我很喜欢拍照的过程，有各种漂亮衣
服穿，还可以得到专业的化妆。在合肥待
上一个星期后，我们会去高河看望我的爷
爷和奶奶，还有爸爸的好多亲戚们。我特
别喜欢和姑姑一起去逛菜市场和商场。然
后我们会在回美国之前在上海再玩上几天。

到闻名遐尔的光之城——巴黎去旅游
很有趣。尝试各样的法国食物是旅行的必
须项目之一，比如蜗牛和各式甜点。我很
喜欢在这座城市里漫步，看看它的建筑。
看到著名的埃菲尔铁塔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尽管我们没有一路爬到顶部。从埃菲尔铁
塔上看巴黎的景色很美。我还记得有天晚
上，在凯旋门上看到了点亮的埃菲尔铁塔。
对于巴黎之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在一个
叫安吉丽娜的咖啡馆吃早饭。

我喜欢旅行时去探望我的家人或探索
新的地方。虽然我现在非常想去新的国家
旅行并体验他们的文化，但在疫情期间我
觉得飞行并不安全，所以这两年，我们仅
仅是开车去了位于田纳西的大烟山国家公
园。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回忆以前的旅行，
当我想到在巴黎度假时，我会想到将来到
希腊、日本或意大利去看看。很多时候，
每当我想起在中国做过的有趣的事情，我
就觉得自己在中国。

我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这样我就可以
见见在中国的家人和亲戚或去新的地方！

鸟在歌唱，流水在细语，他们似乎迫不及
待地告诉我关于乌镇这千年来的历史。

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们看到了皮影
戏大闹天空的表演。皮影戏是中国的传统
艺术，我觉得皮影戏非常有趣。乌镇路边
的染坊挂着各种图案的蓝色印花布，非常
好看。中国的印染艺术起源于五千年前，
有文字记载的印染工艺也已经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这种印染艺术在乌镇被很好的
传承着。

夏天的晚上，乌镇尤其美，非常适
合游览。在凉爽的晚风中我看到桥底河水
倒映着弯弯的月亮、满天的星星和每家大
门外悬挂的红色灯笼，可真有天上水中
争奇斗艳的美景。路边还有很多卖传统
食物的小店，比如说姜糖和定胜糕等等。
这一切仿佛带我穿越到了千年前的古代，
我正踏着祖先们的足迹，走在中国江南最
美的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