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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啦
普兰斯堡分校 三年级 1班 马蓓佳 指导老师 卢鹏

我最喜欢的节日
普兰斯堡分校 三年级 1班 董子恩 指导老师 卢鹏

我的感恩节
普兰斯堡分校 五年级 5班 姚承志 指导老师 姚婷

在秋天 ……
普兰斯堡分校 八年级 1班 王小毛 指导老师 王开春

我的中国年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四年级二班 樊天意 指导教师 魏萍

老 虎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郑如意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我美丽的竹子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田海蓉 指导教师 张东莉

西红柿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宋澔石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我的小黑猫
大纽约分校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罗宇婷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感恩节
普兰斯堡分校 五年级 5班 陈正恒 指导老师 姚婷

2021 年，我想对你说……
普兰斯堡分校 六年级 3班 徐香凝 指导老师 陈芳

永远的爱好
普兰斯堡分校 九年级 1班 周欣阳 指导老师 万莉芳

滑雪之美妙
普兰斯堡分校 九年级 1班 孙遥遥 指导老师 万莉芳

ぁ 普兰斯堡分校

ぁ 大纽约分校 辩是非论长短  华夏才子谁与争锋
2022“新州中国日 •华夏杯”辩论赛圆满收官

北区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金奖 密尔本、博根 大纽约

银奖 纽约中心、大纽约 密尔本、博根

铜奖 哈德逊、北部

最佳
辩手

徐皓霏（大纽约）
戴毅安 (密尔本 )
郑明恕 (纽约中心 )
秦博约（博根）
周函（大纽约）
毕力格（哈德逊）

尹真（大纽约）
王妮可（密尔本）
毛逸清 (大纽约 )

南区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金奖 里海谷 普兰一队

银奖 普兰、李文斯顿 里海谷、李文斯顿

铜奖 东部、南部、中部 中部、普兰二队、东部

最佳
辩手

王安彤（东部）
陆宇阳 (东部 )
杨翰淳（里海谷）
陈乐妍 (里海谷 )
王睿桐 (普兰斯堡 )
冯明诚（中部）
薛可轩（南部）

刘金锐（李文斯顿）
宋彦霏 (普兰斯堡 )
张宇轩 (里海谷 )
沈睿洁 (东部 )
麦芮安 (李文斯顿 )
李溪璨 (普兰斯堡 )

春风和煦，又到了花红柳绿、繁花
似锦的时节。因疫情中断了两年的华夏
中文学校辩论比赛重整旗鼓，再次蓬勃
开展起来。4 月 24 日一早，在总校和
承办分校 - 爱迪生分校和博根分校的
组织下，辩论比赛南、北区赛事分别在
Middletown Arts Center 和博根分校拉
开帷幕。

本次比赛共有十二所分校的学生分
成高低两个年级组，共计 21 支队伍，
围绕“坚持中华传统价值观是否有利于
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论题展开了唇枪舌
剑的角逐。

各队选手都胸有成竹，信心百倍，
在赛场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攻辩
环节和自由辩论环节更是剑拔弩张，
扣人心弦，选手们优秀的思辨能力和
中文表达能力，令比赛气氛高潮迭起，
异彩纷呈。

这次辩论比赛不仅加深了孩子们对
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了中文语言表达
能力，还锻炼了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反应
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和配合精
神。所有参赛的老师，家长都一致认为，
这次比赛对孩子们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全
面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经过紧张的比赛，大纽约分校荣获

北区高年级组团体一等奖，密尔本分校
和博根分校共同荣获北区低年级组团体
一等奖，普兰斯堡分校一队荣获南区高
年级组团体一等奖，里海谷分校荣获南
区低年级组团体一等奖，还有众多选手
获得了最佳辩手奖。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比赛同时包
括线上评委打分和线下现场对决两个部
分，各种防疫要求更是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了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在南北两区
承办分校爱迪生分校李燚校长、刘元副
校长和博根分校王虹校长、王志红董事
长带领下，两分校校委会成员和义工，
在赛前反复研究各个细节，落实各项任
务，并积极到位地组织实地测试考察，
反复演练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华夏总校义工们在总校长张凉女
士、副总校长游牧女士和总校长助理薄
英戡先生的带领下，分赴两个赛场，参
与了整个比赛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在颁奖典礼上，总校校长张凉女士，
副总校长游牧女士和两承办分校校长李
燚先生和王虹校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讲话，也对明年的比赛寄予厚望。

让我们相约2023华夏杯辩论比赛，
来年再辩！

（华夏爱迪生分校 李燚 和 华夏博根分校 吕娜 马璐 供稿）

早上起床，我看到外面变成了白色
的世界。开心地喊弟弟：“下雪啦！我
们去外面玩雪吧！”

妈妈说：“不行，你们要吃完早饭，
才能出去玩雪。”于是我们飞快地吃完
早饭，穿好外套靴子，带上围巾帽子，
就跑出了门。

外面还在下着鹅毛大雪，好朋友兰
兰正在帮她爸爸铲雪。看到我和弟弟，
兰兰放下铲子，踩着厚厚的雪，艰难地
走过来。我们便在一起，开始堆雪人和
造冰屋。

这时，我的两只小猫咪也从车库里
探出了头，第一次看到大雪的它们，小
心翼翼地用爪子碰了碰雪，又赶忙用舌
头把爪子上的雪舔干净。意识到并没有
什么危险，它们开始在雪地里撒了欢儿
地玩耍。

在我们快堆完雪人时，爸爸妈妈终
于出来扫雪了。妈妈说：“今天所有的
课外班都取消了。”我和弟弟开心地跳
了起来。妈妈接着说：“这冰天雪地的，
你们两个快点回家吧，小心冻感冒了。”
我赶忙回答：“我们堆完雪人，就回去。”
终于，雪人堆好了，我们都各自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们换上干净温暖的衣
服，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热乎乎的红枣水。
我喝了一杯，全身立刻暖和起来。弟弟
打开了电视，我们两个开开心心地看起
了动画片。下雪天，真是好玩呀！

每年有很多的节日，而我最喜欢的
节日是圣诞节。

圣诞节是在每年的 12 月 25 日，圣
诞节的时候经常会下雪，我们就可以在
外面堆雪人，打雪仗，可有意思了。我
喜欢圣诞节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我喜欢圣诞节的原因是我们
一家人可以装饰圣诞树。我和妈妈把各
种颜色的装饰品挂到圣诞树上。我们会
准备很多不同的装饰品，比如白色的小
雪人，金色的小球，红色的小球，白色
的雪花。最重要的是一闪一闪的小灯，
非常的漂亮。

其次，圣诞老人每年都会给我们每
一个人很多的圣诞礼物。我最喜欢的礼
物是 Pokémon 卡。每次在我们收到圣诞
老人礼物的同时，我们也会给圣诞老人
和鲁道夫留三块饼干和一杯牛奶在桌子
上，来感谢他们每
年送给我们的礼物。

这些就是我为
什么这么喜欢圣诞
节的原因，朋友你
最喜欢的节日会不
会和我一样，也是
圣诞节呢？

“你最喜欢做
的事情是什么 ?”
从小到大 , 足球是
我雷打不动的答案。
足球一直是我可以
依靠的让我开心起
来的运动；无论什
么状态，足球训练

之后，我的心情总是很好。
不过今年我要上高中了，原以为足

球对我来说不再会是一个好玩的运动了。
因为进了高中不仅功课更加繁重，而且
既要为在校队还要为俱乐部踢球，我会
像陀螺一样天天不停地转。还有我不认
识任何队友，我担心踢球会很无趣。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赛季不但是一
次奇妙而好玩的经历，而且我还从比赛
中和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高中足球队队员
和教练是在夏天时候。作为新生队员，
我当时谁也不认识，我感到好尴尬。但
那天有一个高年级的队友走过来与我打
招呼，她说认识我姐姐，一下子我就觉
得我们的距离缩小了。一会儿，同年级
的一个队友也说在餐厅见过我，我们便
聊起来各自选的课程和老师，不久我就
忘了自己是新来的队员。我第一次训练，
踢的很好，教练还表扬了我，慢慢地我
越来越有信心，比赛也从候补变成主力。
眨眼之间，我几乎每场比赛的每一分钟
都在踢，几乎每周都打 3 场比赛。渐渐
地我发现我的队友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们像家人一样互相帮助。高年级队友
主动与我分享关于高中学习的建议，并
在球场上给我指导。那是我在足球场上
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我的高中第一年的足球经历很棒！
虽然学校作业的压力加大，但因为足球
带给我很多的快乐，我也不觉得辛苦，
而且我还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我的
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的最爱是什
么，我的答案仍然是足球。

我六岁就开始滑雪。刚开始学滑雪
的那天，就被白白的雪花吸引住了。我
抬头看到专业滑雪者在陡峭的斜坡上滑
雪，他们的动作显得极为优雅，令人印
象深刻。我心想：“我希望有一天能够
像他们那样滑雪”。

接着，我的教练对我说：“准备好
了么？”

我回想起刚刚看到的滑雪者，兴奋
地回答：“我早就准备好了！”

教练一边拽着我的手，一边往山下
滑。我一睁开眼睛，就感觉到冷风在我
脸边旋转。这种感觉真令人高兴！教练
放开我的手以后，我慢慢的自己接着滑。
虽然我当时真的很不擅长滑雪，但是我
忍不住觉得自己是滑雪班里滑的最好的
学生。从那天起，我对滑雪的热情越来
越强。

在我滑雪的八年中，我去过全国各
地的许多滑雪山。例如，犹他州，科罗
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宾
夕法尼亚州，纽约州，还有佛蒙特州的
雪山我都去过。我最喜欢的滑雪胜地应
该是加利福尼亚的 SquawValley，因为这
山不仅绝对美丽，而且坡度也极具挑战
性，使整个体验变得更加有趣。此外，
从山上还可以看到太浩湖。太浩湖使那
里的滑雪经历更加令人难忘。水是蓝绿
色的，整个湖泊让人看起来无比神奇的。
我还喜欢在加拿大的班夫滑雪胜地滑雪。
在山顶上，您可以看到类似于太浩湖的
路易斯湖。

当我滑雪时，感觉就像快要飞起来
了。滑雪使我兴奋，每条具有挑战性的
滑雪道都使我感到很成就。通过学习滑
雪，我不仅
在滑雪方面
变得更好，
而且在挑战
似乎不可能
的时候学会
了坚持不懈。

我的感恩
节非常特别。
不光跟我的家
人一起，我也
跟 我 的 朋 友
玩。

今年的感
恩节，我跟我
的 妈 妈 去 买

火鸡。我也跟我的爸爸和妹妹去公园
玩。在公园里，我见到我的朋友，我和
他们一起踢球。我踢完球的时候，我觉
得非常高兴。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
跟我的家人一起看橄榄球。好精彩呀！
拉斯维加斯海盗队以 36 比 33 险胜达
拉斯牛仔队。

看完了橄榄球，就到吃感恩节晚餐。
我和妹妹吃了火鸡和土豆泥配肉汁。好
香啊！我又吃了第二盘。妈妈和爸爸吃
火锅。吃完饭后，我和我的家人看了电
影 --- 疯狂的动物城。电影里讲的是兔
子朱迪警官和狐狸尼克共同破案的故事。
电影非常好看！看完了电影，我和妹妹
就去睡觉了。

在感恩节的那一天。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希望你也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

当我听到“感
恩节”这个词时，
我通常会想起清
教徒、印第安原
住民、火鸡大餐
和感恩的心情。
其实，感恩节这
个词包含了太多
的含义，以至于一份清单都列不完。在
我的记忆中，感恩节是去朋友家做客，
享受一顿美味大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耍。但今年的感恩节，我想到了更多。

我听到的一些关于感恩节的故事包
括原住民帮助清教徒种植作物，教他们
如何打猎，与他们和睦相处（但有时清
教徒也会向原住民开战），并在每年 11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举行盛大的宴会。宴
会上通常会有一只硕大的火鸡，土豆泥，
奶油豌豆，蔓越莓酱，以及甜点，比如
南瓜派。

历史告诉我们，感恩节通常是为了
庆祝丰收，感怀过去一年的福祉，举办
各种游行，而一年一度的橄榄球赛事也
通常在这个时候拉开序幕。作为一个孩
子，我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感恩节，
除了为学校会放假而感到兴奋不已。但
最近几年，我认识到感恩节是一个用来
表达感激的节日。人们会借这个节日为
发生在他们日常生活中许多不经意的时
刻向所爱的人表示感谢。

在这个感恩节，我想感谢的有：无
处不在的洁净水、冬令时所带来的多出
一小时的睡眠、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
我的爸爸妈妈。虽然这些都很平常，但
我有很好的理由。我在一本书中读到，
一个生活在南苏丹的小女孩为了得到一

2021 年，我想对你说，你教会了我
怎样苦中寻乐，看到和感受到以前从未
注意过的东西。因为疫情，我熟悉的游
乐活动包括去饭店吃饭、逛街、旅游，
都统统停止了。也算是在这种情况的逼
迫下，我找到了很多新的兴趣，也学会
了怎么在逆境中找到一个一个亮点，怎
么创造快乐，而不是让心情一味受到周
围负面的影响。

2021 年以前，若有时间或假期，我
们一家肯定是出门旅行。但因为疫情的
限制，我们开始进行了很多更简单的活
动。比如，我开始更频繁地和姥姥，姥
爷散步，骑单车，到社区公园玩。在那
里我发现了最适于攀爬的大树。从此，
爬树就成了我的一个常规运动。爸爸妈
妈也常带我们去周围的自然公园，包括
Plainsboro Preserve, Tow Path, Mercer 
County Park 等等。我们在那里走路，在
树林里追逐，在草地上翻跟头，划船，
看鱼，看鸟，欣赏自然风景。以前什么
树啊花啊草啊，在日常生活中都被我忽
略不计。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去
这些地方很无聊。可我慢慢发现它虽然
跟豪华舒适的旅游不一样，却同样给我
带来了快乐。它帮我解开了被困在家里
的绳锁，给了我一种自由的感觉：清新
的空气，麝香的树皮气味，无限的伸展
空间，和探险的潜力。它让我突然充满
活力，让我想跑，想跳，想大声地叫，
大声地唱歌，把所有被压制的能量全部
发泄出来。等我玩得累趴下了，就觉得
很开心，很满足。树林和草丛里还藏着
很多有趣的小动物，比如花园蛇。我们
还参观了室外野生动物园，捉螃蟹，以
及看真人大小的恐龙造型（它们还会动，
还会咆哮）。

我也有了新的兴趣爱好，比如玩魔
方，追剧，和用手把绳子做成各种各样
的形状。在疫情之前，我并不怎么看电
视，更别说追一系列电影了，可我却发
现自己迷上了星球大战。通过看讲解，
加上自己的思考，我现在会解 3x3，2x2
正方魔方，以及 3x3 三角形魔方。我还
跟着 YouTube 录像学会了怎么把简简单
单的一根绳子操纵成各种不同的形状，
比如山河太阳，还有楼梯，密集的菱形
等等。这些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在朴
素里找到的亮点才是最能让你高兴的。
就像人们常说大
事都是从小事开
始积累而成的。
快乐也是一样
的，有时反而是
最小的事情会让
你最开心。

在秋天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柔和
的橙色光芒透过我的窗帘。小鸟叽叽喳
喳的声音也传到我的耳朵。窗外树枝上
五颜六色的叶子慢慢地摆动着。可有棵
树，它的叶子像火一样。

在秋天，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秋天的
落叶，因为落叶是伤感的。可我想说一下，
如果您花一点时间走出家门，看看周围
的所有奇观时，您会很惊讶的发现秋天
的世界真的有多么奇妙！

在秋天的一天，我把窗打开，突然
感受到了一阵的风，有点凉，但很爽。
我穿着我的睡衣，走到后院的甲板上，
看着外面有小松鼠正在吃松果。一拿上
松果，松果就从它的手里掉了出来。松
鼠找到松果就立刻的跳到松果的边上。
松鼠吃果的时候，大尾巴就一直在甩。
松鼠们快速地爬到树顶，然后从一棵树
上跳到另一棵树。有些时候，松鼠们会
同其它的松鼠们打架，比如是抢松果。
除了松鼠们为抢吃的自己相互打架外，
还会因为吃的同其它动物们争斗吗？比
如同兔子，刺猬。想象中它同天上飞的，
如乌鸦秃鹰的场景时我忍不住笑了。

在秋天的晚上能看见天空上挂着一
个亮亮的，大大的月亮。按照中国传统，
中秋节的月饼则代表团圆。唐朝李白在
中秋节的晚上看着明月写下了“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

万圣节也是在秋天。万圣节的时候，
我和我妹妹会在我们小区要糖。有些家
庭很好，会给我们五颗糖果。还有几家，
只会给一颗糖果。到了家以后，我会跟
我妹妹比谁的糖更多。我最喜欢的糖是
Star burst。

瓶干净的水，不得不走过一片沙漠，穿
过密密麻麻的荆棘，而干净的水对我来
说是最普通的生活用品。我要感谢冬令
时是因为我喜欢睡觉，而冬令时让夜晚
显得更长。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
因为他们是一群善良且乐于助人的人。
而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
他们给了我和妹妹很好的照顾，给了我
们他们所拥有的。

我喜欢过中国年，以下是我特别喜
欢中国年的原因：

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包饺子。爷爷擀
面，奶奶拌饺子馅，我和姐姐包饺子，
弟弟在旁边学怎么包。妈妈把一个梅子
放在一个饺子里面，她说，谁吃到这个
饺子，谁的一年就会甜甜蜜蜜。我很有
好运气，我吃到了！

我们在过年前就把家里打扫得干
干净净，贴上大大的红色福字，妈妈
和爷爷写对联，我们把对联贴在门边
上。过年的时
候，我们都穿
上 红 色 的 衣
服，很喜庆。

大 年 初
一，我们给爷
爷奶奶拜年，
他们很开心，
给我们红包。
我 们 都 很 开
心。

我今天要讲讲西红柿。春天西红柿
发出小苗，会慢慢开花，然后会长出绿
色的小西红柿。绿色的西红柿不好吃，
然后西红柿会变成黄色，黄色的也不好
吃。最后，西红柿会变成橘色和红色。
橘色和红色的西红柿是很甜的。西红柿
也有不一样的吃法。很多人会把西红柿
放在汉堡里面。有一些人会生吃。有一
些人也会放在沙拉里面。有一些人会把
糖放在西红柿上。西红柿也有不一样的
形状。有一些
圆圆胖胖的，
有 一 些 小 小
的。我最喜欢
吃的是小小的
西红柿。西红
柿是我最喜欢
吃的植物。你
的是什么呢？

几个月前，我、姐姐和妈妈去一个
宠物收容所收养了
一个小小的黑猫
咪。当时，它才三
个月大。它的身体
毛茸茸的，像云。
它美丽的眼睛是浅

和我有关系的动物是老虎，因为我
的生肖是虎。今年是虎年，所以我十二
岁了。老虎是百兽之王。有很多关于老
虎的故事和成语。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老虎代表力量、勇敢和智慧。老虎是很
大的动物，它们有条纹和四条腿，很可
怕。没有动物可以
吃大老虎，可是老
虎会吃鹿、羊、牛、
人、野猪等等。它
们住在森林里。由
于现代人杀了很多
老虎，它们栖息的
地方越来越少了。

我 从 小
就觉得植物
很酷很漂亮。

我 家 最
喜欢的植物
是 竹 子。 我
有一棵竹子，
放在我父亲

工作台上。每隔几周，我们都会给它浇
水，这样它才能保持健康。它被放置在
靠近窗户的地方，这样它就可以从太阳
那里获得所需的阳光。我们已经拥有这
棵竹子大约 7 年了。我希望我们能永远
保留它。每天在去上学之前，我都会偷
看一下我的竹子。它总能让我一天保持
良好的心情。有时当我们去度假时，我
总是会担心它，因为没有人会在那里照
顾它并给它浇水。通常当我们去度假时，
我们会关闭窗罩。它从来没有处于糟糕
的状态，所以我不必担心它。

我爱我的竹子。

绿黄色的。我的小小猫只有我的手那么
大。我的小黑猫爱玩，很喜欢它的猫玩具。
它喜欢吃猫粮，长得很快！它睡得很多，
白天它睡在我的床上，姐姐的床上，或
者妈妈办公室的椅子上。我的小黑猫现
在半岁了，比原来大了一倍多。我全家
都非常爱它，尽管它有时会很调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