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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2015 年演讲比赛

1 月 11 号，我校主持了华夏中
文学校北区 2015 年朗诵演讲比赛，
其中包括大纽约、康州、新泽西的
博根、哈德逊和我校。共有 40 名同
学参赛，题目不限，时间限制在一
到三分钟。评分根据选手的语言表
达、表情仪态、主题内容和文句演
绎这四方面评判。小选手们的演讲
可谓精彩纷呈，包括了故事、笑话、
诗歌等各种形式，除个别有些紧张
和四声不准外，都做到了主题鲜明、
结构紧凑、用词准确、口齿清楚，
甚至连小老外都能说得语句流畅，
可谓难能可贵。比赛中还能听到颇
具中央台风味的诗朗诵，更是让人
惊讶。而一位具有山东口音的小选
手，让我们想到了家庭的语言环境，
对孩子们学中文是多么重要。相比

之下，在表情仪态上，有些选手表
现得放不开，可能是因为他们公开
演讲的机会不多，有些矜持，相信
今后只要多加锻炼，自然会提高的。
经过激烈较量，大纽约依靠兵
多将广，以较大优势夺冠。去年的
黑马康州队，已经修成劲旅，在少
一人的情况下，勇夺第二名。我校
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老牌劲
旅博根队则继续疲软，得第四名，
哈德逊因人员不整，敬陪末席，这
一成绩单与去年一致，这也大致反
映了各校的实力对比。让人注意的
是，随着康州的崛起和博根的衰落，
一个新的格局已经形成。作为中游
的我校，不进则退，必须有忧患意
识（如果以第一名得 3 分，第二名
的 2 分，第三名得 1 分算，则各校
成绩为：大纽约：20，康州：15，
我校：12，博根：11，哈德逊：6）.
作为主办方的我校，为这次的
比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整个比赛
组织安排得有条不紊，一气呵成，
这要感谢我校众多志愿者的辛勤努
力和长期策划。外校来宾也对我们
的接待工作赞赏有加。相信我校也
会再接再厉，同学们的演讲水平一
定会不断提高。
(感谢李琪文提供比赛结果)

我的感恩节
标准中文七年级 指导教师 唐景人
帮妈妈做饭

/朱可嘉

我剥的虾
忽然从我手里
掉到水池里。我
左右看看，吸了
口气，还好妈妈
没看到我。今
天，我、妈妈和姐姐一起做饭。我
做的是最笨的工作，拣菜、洗虾，
好无聊！姐姐还好，可以烤面包。
我洗啊洗，终于洗完了！姐姐也烤
完了，我们一起摆好碗筷。妈妈教
姐姐炒菜，没请我。没有多久，我
就闻到了各种各样的香味。我打了
一喷嚏。青菜、大虾、糖酥排骨、
四季豆，好香啊！我们大家一起吃
饭，我也很自豪，虾是我的功劳。
杨蕾娜
感恩
节是说感
恩的意思。
我们要谢
谢我们的
老师、同
学、兄弟姐妹、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的

特别幸福。我每年的感恩节都是一
模一样。我家去朋友的聚会。我们
跟大家吃火鸡、土豆泥，还有南瓜
饼。大人都在聊天，孩子们都在玩
儿。每个人都玩儿得很开心。可是，
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要感恩对我们
有帮助的人。
蔡亚萌
感恩
节期间，
我们没有
去别的地
方玩儿，
但是我们去了派对。我还帮助家人，
例如，我洗了脏盘子、叠床、打扫
房子。我有时还做了食物给大家。
在我的学校，我买玩具给我的小弟
弟，我也给他买吃的东西。当星期
六早上来了，我给地板吸尘。在聚
会上我帮助控制孩子。在感恩节，
我帮助了很多人，但主要是我有一
个好时机。我希望接下来的感恩节
将是相同的，甚至更好，我们将去
旅游。我最喜欢这个感恩节的一部
分，是聚会。那就是最好玩的事情。
唐诗琪
这一天，我做了很多事情。我
帮助爸爸、妈妈摆放餐具、洗碗。
我打扫我的房间。我认为感恩节是

和家人团聚在一起。母亲和父亲为
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要
感谢他们！
程皓琳
感
恩节又
到了。
我们全
家都去
我的大
姨妈家过节，我的表弟也一起去了。
表弟很调皮，总是捣蛋。在大姨妈
家，我的任务就是管他，不然他会
打扰大人们的工作。我跟他玩各种
各样打仗游戏，他玩的太高兴了。
感恩节晚餐时，我给孩子们准备橘
子水。大家吃完后，我给每个人发
了一个小礼物。去大姨妈之前，我
给每个人精心做了一个小本子。我
用了六种不同的颜色，每种颜色的
有两本。本子上扎了一个蝴蝶结。
大家都很高兴并说很好看。
感恩节时，我想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爱。我想感谢
我的朋友们，因为他们总是使我笑。
我也想感谢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教
了我很多东西。最后，我想感谢我
吃的火鸡，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
顿美好的晚餐。

陈博闻
一早，我是第一个起床的，我
自己解决了早餐。吃完早饭后，就
去玩玩具和看了几本书。
我爸爸买了火鸡和几个土豆，
我答应帮妈妈做饭。妈妈拿了火鸡，
洗干净后就放很多佐料腌起来，我
帮助拿各种佐料，拿袋子帮妈妈装
起来，放到冰箱里去。做完准备工
作后，我就去玩电脑游戏了。过了
几小时，我去帮妈妈洗土豆，削皮，
还洗了玉米，我们一起做土豆泥，
烤玉米。
晚饭时候到了，桌上有很多吃
的东西。我们请了几个朋友过来和
我们一起吃饭。我的朋友博文也来
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吃饱了还
和朋友一起玩。我感到很高兴我帮
妈妈做了饭。

王昊
这个 感恩节，我帮妈妈烤火鸡。
我们先把火鸡腌上，一天后，我们
把火鸡肚子里塞上各种各样的香
草，然后把火鸡放在烤炉里，要烤
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后，我们烤出
一个香喷喷的大火鸡。

陈之博
我想
感谢我的
父母为我
做的付出，
我能做的
事情很有
限。感恩节之前下了场大雪，我觉
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爸爸妈妈表达
我的感谢的机会 ，于是，我决定帮
爸爸妈妈铲雪。
雪很厚，我家的车道很长，爸
爸每次铲雪都很辛苦。在感恩节的
早上，我跟弟弟去铲雪。雪很重，
山坡也陡，用铲子铲了一半儿，就
回家吃早餐了。后来，我去邻居家
问可以用他的铲雪机吗？他同意还
教我使用。铲雪机要先插上电插头
然后打火开机。铲雪时不要铲到电
线，往有雪的地方走，机子就会把
雪卷起来，再吹出去。我用铲雪机
把路铲好了。我希望大家感恩节快
乐！
向书骏
感恩节之前
一天，天气很冷，
下了一整天的雪。
学校关了，我用了一个雪铲把我们
家的车道上的雪铲了，雪有半英尺

厚，还下了雨，很难铲。车道又长
又宽，铲了一个多小时才铲完。上
午铲完了，下午又铲，那一天非常
累。这是我感恩节那一天做的对爸
爸妈妈最有帮助的事。

我的最爱
考拉熊

标准中文五年级 /林若耶

我
最喜欢
的动物
是考拉
熊。它们
有圆圆
的小脑
袋和胖胖的小肚皮，让你很想抱住
它。
我很羡慕考拉熊，它们每天都
可以睡很长的时间。它们要是睡迟
了一点自己妈妈都不会把它叫醒。
肯定考拉熊的妈妈也睡迟了！
我喜欢考拉熊因为他们的胳臂
很强壮。强壮的胳臂会让爬树简单
五十倍，尽管它们爬得很不错，爬
完的时候还经常会累得半死。我觉
得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每天需要睡那
么久。
我很喜欢考拉熊因为他们很可
爱。你难道不喜欢看它们乖乖地吃

饭吗? 它们睡觉的时候脸上还带着
笑容。太乖了！
我真的很喜欢考拉熊，你呢？
比萨饼 标准中文七年级 /刘进杰
我最喜欢
吃的是 Pizza！
在罗马，我吃了
全世界最好的
Pizza。那个
Pizza 非常美
味，又不贵。皮
很脆，在纽约我还没有吃到过那么
脆的皮。Pizza 上放的菜很新鲜，有
各种各样的蔬菜，比如西红柿，蘑
菇，还有水瓜。我也喜欢上面的猪
肉，鸡肉，牛肉。每一种口味都可
以要一小块，这样我们都可以要十
个口味。吃的很过瘾。我之所以喜
欢吃 Pizza，使因为 Pizza 像个面饼，
还夹上 Cheese，蔬菜和肉。全部合
在一起好吃。
最好的季节

AP 中文

/郑好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原因
是多方面的。一，我的生日是十月，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之一。我最
喜欢的其他日子之一是万圣节！我
小的时候我喜欢去伎俩或治疗。装
打扮，并接受免费的糖果是我能要
求的最好的事情。我也喜欢当树叶

改变，从夏季的明亮的绿色到红色，
橙色，和这个美好的季节黄色的颜
色。它拥有完美的天气 。它不是太
热，也不太冷，而且它没有恼人的
蚊子像它在春天。这是今年迄今为
止最好的时间。
美食

AP 中文

/恽嘉俐

我的爱好是吃米饭。我从小就
喜欢米饭。米饭是我的爱。有的时
候我很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就
会上网找一个米饭照片。一看这个
照片就会爆了。我有很多朋友跟我
一起爱米饭，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不
喜欢米饭。我看了这个人一眼，然
后说，你有毛病。米饭真的很好吃！
万一我可以跟米饭结婚，我会的。
但是不可以。我就很伤心。每天我
会吃米饭！我希望你们也爱米饭！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 标准五/倪步清
我最喜
欢的小动物
是小狗。它
们又可爱又
聪明。有时
候，它们还能帮忙。
我最喜欢小狗，因为首先它们
很可爱。大大的眼睛，绒绒的毛，
后面拖着一个小尾巴。有一次我去
中国玩，有一个阿姨把他的两只小

狗带到了我家。两个小狗都是黑色
的毛，它们喜欢互相追着玩，可爱
极了。我和它们玩了很久。
我喜欢小狗还因为他们很聪
明。他们有时候一学就会。我的一
个小朋友说她的小狗会自己把玩具
收拾好。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地方叫
Pet’s mart，看到有人在训练狗。
主人让狗坐下它就坐下着，让狗躺
下它就躺下。那些小狗真是太聪明
了。
最后一点，我喜欢小狗是因为
它们能帮忙。有些狗会帮助盲人。
它们还会帮忙收拾东西、看东西，
等等。
小狗可真好玩儿！它们很聪明
也很可爱。它们还能帮忙。我很想
养一只小狗！

游四方
冬季滑雪

AP中文 /刘海琪

每年冬天
我们都要出去
滑雪。我从小
学就开始滑雪
了，滑雪让我
有了冬天到冰
天雪地的地方
的机会，滑雪
也让我的身体更加抗寒。我记得有

一年我们去加拿大，那年正是零下
10 多度，走出门就是寒风在吹，象
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全身都被包
裹起来，滑雪的时候我的五根手指
都冻麻了，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在那
里滑雪，因为雪厚，我从来没有因
为有冰而摔倒。而且这里是说法语
的地方，可以体会到法语区的饮食
文化，加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房子更
让人有度假的感觉。到了圣诞节期
间，还能体会到浓浓的圣诞气氛，
如果我不滑雪，我会在寒冷的冬天
来这里吗?
我的圣诞节假期 马立平四/俞文茹
我很喜欢
我的圣诞节假
期，我们一家去
了宾州的一个
度假村。我们骑
了马，爬了山，
还去了 Crayola
Experience.
我们去骑马了。那天天很冷，
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骑着马
在森林里又上坡又下坡，看到了很
多小鹿。最好玩的是有一些火鸡一
直跟着我们，因为它们知道我们的
领队带着喂火鸡的玉米，其中两只
火鸡总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一天我们
走路经过两个
池塘，冰很厚，
可以在上面走，
冰面上还有些
小石头。突然我
的大姐姐躺在冰上，她用一只手抓
住一个石头，把她自己拉到下一个
石头，然后再用另一只手把自己拉
到下一个石头，就象在平面攀岩一
样。有两天天气很暖和，阳光明媚，
我们去看一个度假村的大裂石，还
爬到最高处。另外大姐姐在去年夏
令营认识的朋友还特意过来跟我们
一起爬山，我们爬了五个多小时，
穿过一条小河，并在山里的一块平
地上吃午饭。
在 Crayola Experience ，我们
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们画画，
做雪景球和旋转蜡笔画，还用没包
起来的蜡笔做各种各样的动物。我
们还看了蜡笔制作过程。我很喜欢
Crayola Experience.
参观蜡像博物馆
标准中文四年级

/方博誉

十二月二十九号，我和弟弟、
爸爸和妈妈一起去纽约百老汇大道
参观蜡像博物馆。我们看了一些名
人蜡像，从演员、歌手、球星，到

总统，另外还有纽约
地铁及纽约景点儿自
由女神像的蜡像模
型。
演员有 Tom
Hanks、 Dwayne
Johnson、 George
Clooney,、Nicholas Cage 和 Leo
Dicaprio 等等。
歌手有 Justin Timberlake、
Beetles、Katy Perry 和 Carrie
Underwood 等等。
球星有 Carmelo Anthony、Eli
Manning 和 Joe Montana 等等。
总统有 Bill Clinton、George
Bush 和 Obama 等等。
我还用蜡做了自己的手模。先
把手放在凉水里，拿出来抹一点儿
油，放在蜡里，然后油变成了一个
壳。又反复放在凉水和蜡几次。最
后，我的手浸在蓝色的染料里。
参观蜡像博物馆让我很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