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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園地(簡體) EDUCATION

春来桃李盛，华夏育芳菲
华夏中文学校辩论赛各区赛事圆满落幕   ■ 总校教学部 

小辩手赛后感言一组

祝贺普兰小辩手们凯旋而归  ■ 王开春

奔腾分校家长赛后感言  ■ 郑丽娜

	 作为2018-2019学年的压轴大
戏，“第11届华夏中文学校辩论赛”
新近落幕，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
十九所分校的35支辩论队。4月28
日，北区比赛率先在博根分校举行。
第二场是南区比赛，于5月4日在南
部分校举行。最后一场比赛是中区，
于5月5日在爱迪生分校落下帷幕。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低年
级组（4-6年级）的辩题是“孩子使用
手机父母是否应该限制”，高年级组

（7年级以上）则为“华裔学生选中文
做外语是否利大于弊”。由于辩题与
学生们的实际生活和学习相关，在
唇枪舌剑的交手中，辩手们无论是
开篇立论、正反攻辩或是自由辩论
以及总结陈词等环节都直击观众心
弦。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正反方辩手
们或针锋相对，或幽默诙谐，让观战
的父母们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哈哈
大笑。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辩论赛首
次实行了跨区独立评选制度。这是
总校教学部经过赛前的广泛调研，
收集历届比赛数据和信息反馈后所
作的大胆尝试，目的是为了确保比
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推动辩论

赛迈向正规化专业化而作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为此，总校教学部委托奔
腾分校教学总监张悦老师以及奔腾
的（有着11年辩论队培训经验的）吴
丽雅老师，提前为所有独立评委进
行了两次电话会议培训，培训逐条
厘清了所有的比赛规则，并补充了
相当一部分细则。
	 辩论赛正式开始之后，来自各
个分区的独立评委们分赴各个赛场
完成独立裁判工作。整个赛场井然
有序、记分透明、评分公开。赛后来
自各方的反馈都有力证明了此项新
举措的必要性和可持续性。
	 	这次活动，涉及总校教学部、
各承办分校、各参赛分校的领导和
老师，各比赛队伍的学生和家长，几
百号人。筹备之长久、影响之广大、
变革之深远、反应之积极、合作之密
切，可以说创造了华夏系统的历史
记录。为了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华夏
中文学校总校长王宏，副校长许兰
薇、潘仁南、张元，前副总校长叶森
和教学部部长游牧，兵分三路，奔赴
三个分区指导并观摩的比赛的全
程。
	 经过一番激烈争夺，各个分校

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在此，特别感
谢辩论赛的承办方博根分校、爱迪
生分校和南部分校。由吴嘉骏、张悦
和汪杰三位分区联系人分别牵头
组织，三家分校的管理层为辩论赛
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工作。感谢所有辛勤付出的评委和
默默付出的义工们。家长们的热情
参与和支持、老师们对辩手们的谆
谆教导都为此次比赛的成功保驾护
航。

梁思羽/华夏李文斯顿分校四年级
	 我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华夏辩论
比赛，获得了低年级组的“最佳辩
手”，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和中文学校的朋友们大多是
美国出生的，但我们都是华人，都很
喜欢中国文化。我的外公很喜欢京
剧，每年都会带着他的学生参加中
国的京剧演出。为了照顾我和弟弟，
他和外婆来到美国。他每天都会在
家里拉京胡，教我和弟弟唱京剧。我
们很喜欢《梨花颂》、《贵妃醉酒》这
些曲目。我去西安看过外公的演出，
也去过北京、武汉、深圳这些城市。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我要
学好中文，在中国就可以玩得很开
心。
	 经过这次参加辩论队，我不仅
可以用中文更好的表达，也学会了
很多说中文的技巧。辩论队里有很

毛逸清/华夏大纽约分校五年级 
	 我觉得今年的辩论比赛非常精
彩。我其实在比赛之前非常紧张，我
一直在想“如果我回答不出对方的
问题怎么办?	”幸亏我在比赛中没有
出现比较大的失误。我们结束了辩
论比赛以后，我感觉到非常轻松，之
前的紧张完全消失了。而当听到我
们终于成为了第一名的时候，我更
加感觉到快乐充满了我的身体，几
个星期刻苦的训练终于有了圆满的
收获。
	 我觉得今年的辩题很有意思，
我们要辩论父母应不应该限制孩子
的手机使用时间。如果你看了这个
辩题，你心里第一个选择肯定是正
方，父母应该要限制，但是，我和我
的几个朋友都选择了反方，为什么
呢？第一我们觉得父母的限制没有
用，父母应该引导孩子。第二我们觉
得父母的限制反而会影响孩子内动

	 	5月4日周六，华夏总校年度辩
论赛在华夏南部中文学校圆满结
束。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儿童组（4-6
年级）林泽璇、林姝言、宋彦霏、陈伯
朗、周子瑜、王以琳和少年组（7-9
年级）宋彦龙、吴宇晨、王玉莹、黄浩
林、王湘怡、高鹏越共十二同学们在
辩论场上，口齿伶俐据理力争，思路
敏捷观点鲜明，二组分别荣获集体
二等奖。宋彦龙和黄浩林荣获最佳
辩手。
		 比赛结束后，小辩手家长们感

谢总校每年都为孩子们提供“辩论
比赛”的机会。鼓励孩子们学中文用
中文，并更系统地培养了孩子们读
听写说的能力。家长宋宁分享到尽
管这次的辩题“华裔的孩子选中文
做外语利大于弊”比较难，可是孩子
们在家长们理顺辩题的思路后，认
真对待每一次的辩论练习，记下每
一次辩论练习时的不足。从而他们
的自信也在每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提
高。
		 最后，参加辩论赛的家长们代

	 女儿自参加辩论队，一路经历
磨炼，不断吸取经验，反复琢磨提
炼，达到自我完善。在她四年级的时
候报名参加辩论队，兴致勃勃地加
入到这个队伍。当培训完几次后，我
和她都傻眼了，完全没有想到中文
辩论会是这样，完全没有了头绪。第
一年就坐了冷板凳。作为候补队员
我陪她在现场观战了所有低年级的
辩论比赛，跟她一起分析研究。不气
馁勇于挑战，来年继续参加，不急不
躁，慢慢地领悟到要领，终于成为正
式辩手。
	 到了六年级，因为高年级人数
不够，作为低年级的她得代表高年
级辩论队参加比赛，因为想着对方
是高年级辩友，水平一定很高，所以
尤其重视，不想给学校抹黑，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发挥出了水平。我也是

万万没想到作为三辩的她能拿到最
佳辩手奖，因为记得当时的对方一
辩是强有竞的对手，也是最佳辩手
的常胜军。问得简短有力，回答简短
并答到点上，沉着自信，不卑不亢，
口齿清楚声音响亮，注重礼仪礼节，
有效的团队合作这些都是为辩手加
分的因素。每次辩题一出来，我都是
让女儿自己选，几乎每次选的辩方
跟我想的是一致
的。可今年这次刚
开始选正方是跟
我一致的，不过反
方人数不够，需要
从正方拿人，我很
不希望女儿被放
到反方，我跟她讲
如果你去反方，我
可帮不了你，因为

曹嘟嘟 / 华夏樱桃山分校六年级 
	 5月4	日，我和我校辩论队同学
参加了在南部分校举办的华夏辩论
赛，经过激烈角逐，我们学校获得总
分第二名，我和杨柏荣同学获得最
佳辩手的荣誉。
	 作为一辩，我主要是负责我方
的开场陈词，攻辩小结，自由攻辩和
结束陈词。我们抽签遇到的对手是
南部分校的反方。对方三位辩手思
路敏捷，他们的攻辩问题有些是我
们准备的，有些需要我们现场自由
发挥、快速应对。他们提到手机可以
帮助我们获取知识，我们反对这种
看法，指出过分沉迷手机，会让孩子
近视机会大增，视力减退，还会引起
其它健康问题。如果真要看书，可以
到图书馆去，对方反驳我们说图书
馆太远了，还需要开车，我反问他们

“你们宁愿选择开车去图书馆，还是
要选择看手机带来的高度近视”，权
衡利弊，当然要选择前者。双方辩手
都不甘示弱，进攻与答辩此起彼伏，
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本次辩论赛取得的成绩和我们
的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方二
辩刘紫羽和三辩魏麟懿都在比赛中
全力配合我，如果我的观点不充分，
她们就会加以补充。同样，我们反方

 

“2019 华夏辩论赛”成绩一览 

分区 
团体排名 最佳辩手 

4-6 年级 7-9 年级 4-6 年级 7-9 年级 

北区 

第一名：大纽约中文学校 

第二名：博根中文学校、

长岛中文学校 

第三名：纽约中心中文学

校、哈德逊中文学校 

 

第一名：大纽约中文学

校 

第二名：长岛中文学

校、博根中文学校   

第三名：纽约中心中文

学校 

 

钟俊越（长岛） 

程羽灵（纽约中心） 

毛逸清（大纽约） 

许佳一（博根） 

汪哲铭（纽约中心） 

 

张书越（大纽约） 

黄启菲（长岛） 

李千寻（大纽约） 

江如露（博根） 

 

中区 

一等奖：奔腾  

二等奖： 桥水、密尔本 

三等奖：里海谷 、李文斯

顿、爱迪生、伯克利 、北

部 

一等奖：奔腾  

二等奖：里海谷 、李文

斯顿  

三等奖：密尔本、桥

水、爱迪生、伯克利、

北部 

祁 淾（桥水） 

张宇轩（里海谷） 

姜 立（密尔本） 

梁思羽（李文斯顿） 

王艺诺（爱迪生） 

李慧怡（里海谷） 

徐慧琳（密尔本） 

张馨月（奔腾） 

范雨菡（里海谷） 

邓语然（奔腾） 

王晗博（爱迪生） 

徐致源（伯克利） 

沈晓婷（奔腾） 

吴天凤（李文斯顿） 

陈西蓉（里海谷） 

刘悉悦（李文斯顿） 

南区 

第一名：中部 

第二名：普兰斯堡、樱桃

山 

第三名：大费城、南部、

东部 

第一名：大费城 

第二名：普兰斯堡、东

部 

第三名：中部 

陳粲然、雷婧彤 田宇

涵、张粲依 曹嘟嘟、

杨柏荣 

陳爾雅、黄浩林、宋

彦龙、陈心乐 

多很棒的哥哥姐姐，我从他们身上
学会了很多。我的队友也非常的优
秀，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会了很多。
经过这次辩论赛，我和队友们都成
为了好朋友，我们不仅可以在一起
学习中文，也可以一起玩。参加辩论
队，不仅可以提高中文，学到辩论技
巧，还可以交到很棒的朋友。同学
们，快点来我们的辩论队吧，学好中
文真的非常酷哦!

力的培养，导致很多孩子以后的人
生悲剧。第三，更重要的的是，我们
觉得父母与其去限制孩子，不如自
己放下手机，每天多陪陪孩子，帮助
孩子建立起更有吸引力的兴趣。你
们觉得呢？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中文辩论
时。我参加辩论赛的原因是想提高
我的中文水平。我很感谢指导我们
的老师们，还有陪我们一起训练的
爸爸妈妈们！欢迎大家以后都来参
加华夏的中文辩论赛。

的三位同学一辩杨柏荣，二辩贾晓
源和三辩陈妍希也是非常出色的，
在训练中，他们和我们争执得面红
耳赤，但是我们经过这次比赛的准
备，都成为了好朋友。
	 手捧亮闪闪的奖杯，我回顾起
赛前的准备过程，紧张辛苦，也让我
们倍感充实。通过校内选拔所组成
的辩论队，在4月开始了正式培训。
特别感谢我们的辩论指导白向利老
师，她帮我们预订训练地点，从正反
两方帮助我们准备大量素材，设计
攻辩问题，分析辩论策略，还帮助我
们矫正发音吐字和语法错误。我们
的每一分成绩都有她的辛劳在里
面。
	 非常感谢华夏中文学校每年举
办的辩论赛，让我们的中文水平借
着比赛的准备突飞猛进，感谢认真
评判我们比赛的评委和比赛的组织
者们！

表他们的孩子，感谢叶风苹教务长和
她的选拔赛委员会们精心策划认真挑
选辛苦付出，遵守公开公平竞争的原
则选拔参赛小辩手。

今年的辩题有点含糊。女儿信心十
足地回答我，真正的好辩手能在两
方切换自如。
	 女儿真的长大了！她摸索并掌
握到了自己的一套中文辩论方法，
我真的很欣慰。我在这里要感谢所
有给陈堉泫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老师
们，没有你们这些中肯的意见和建
议就没有她现在的中文辩论水平。

摄影/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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