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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闻 

华夏中文学校辩论预选赛 

 

    华夏中文学校北区2014-2015年

度辩论大赛我校预选赛于3月1号举

行，共有4到6年级的11名同学参加，

辩论的题目是“良好行为习惯的保

持是靠自我约束还是外界约束”。每

人有2分钟的陈述，评判标准按照

“语言表达、整体意识、逻辑推理、

辩驳能力、时间控制和综合印象”来

进行。应该说与去年“做家务”的辩论

题目相比，今年的这个题目有一定

难度，因为自我约束往往是从外界

约束开始的，但同学们进行了充分

的准备，都能清楚表达出自己的观

点，对随机提问也基本能应付自如，

难能可贵。经过激烈论战，最终有6

名选手胜出，并与7到9年级的6名同

学一起，获得了代表我校参加4月26

号北区总决赛的资格，在此我们预

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同时也感谢

各位志愿者的辛勤努力，使得这次

赛事得以圆满进行。（感谢李琪文

提供比赛细则，王建群提供照片） 

庆羊年春节联欢会 

 

上周日二月二十二日我校在

WCC学校礼堂隆重举行了庆羊年春

节联欢会，全校几百家长及师生欢

聚一堂共庆羊年，同贺新禧， 并一

同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先是专 

业武术团队表演《狮舞狂欢》，在

热闹的锣鼓声中，联欢会揭开序幕，

接着全体教师及管理团队以饱满的

热情演唱了《我的祖国》，赢得了

全场热烈的掌声。 

 



    各年级的同学们陆续表演了各

种舞蹈、歌曲、朗诵和小品，无论

是标准中文班，马力平班还是学习

美洲华语的同学们都用学习了多年

的中文向家长们汇报了实实在在的

成果。 

 

    妈妈舞蹈队也不甘示弱，曼妙

的舞姿获得一片喝彩，专业人士李

鹏的《孙悟空掉头变脸》，技艺高

超，将场内的气氛又推到一个高潮。

在新的一年，祝福华夏纽约中心学

校全体师生继续努力，携手同进，

共创美好未来。（感谢郑琦提供相

片，尹慧供稿。） 

 

标准中文五年级   指导教师    郑琦  

我最喜欢的植物            /倪步清 

我最喜欢的植物是玫瑰花。玫

瑰花有很多种颜色。有红色、黄色、

粉红色。。。玫瑰花真漂亮。 

玫瑰花代表爱情。你还没出生

时，你爸爸可能就已经给妈妈送过

玫瑰花。每年情人节、生日、还有

各种纪念日时，我的爸爸经常会送

给妈妈玫瑰花。可是要小心，玫瑰

花的杆子上有刺！如果不小心摸到

了会很疼。妈妈会把玫瑰花插在一

个大玻璃花瓶里。现在我家客厅的

桌子上就有一大束玫瑰花，因为情

人节刚刚过去。 

我最喜欢玫瑰花！下一次我会

花自己的钱给妈妈买玫瑰花，因为

我也爱我的妈妈！ 

 

我最喜欢的动物             /邓凯文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霍加狓， 它

是一个非洲动物。 它看着像马，但

是它有斑马的腿。 我喜欢这个动物，

因为它也叫“非洲独角兽”。 



    很多人相信独角兽不存在，但

是我知道一个真实的独角兽。 起初, 

很多人不相信，但我告诉他们，人

们都很惊讶。 它也看着很古怪， 它

有黑白色的腿和褐色的身体。它吃

木炭和粘土，它有一个很长的蓝色

舌头，能舔到自己的耳朵。 

 

我最喜欢的动物            /XingWei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白色西伯利

亚虎(x ībólìyǎ hǔ white 

Siberian tigers )因为他们是世界

上最大的猫 。 

    大多数 老 虎 住 在 俄 罗 斯 

东 部 ( È l u ó s ī d ō n g b 

ù ; e a s t e r n R u s s i a ) 。 

它们吃麋鹿、野猪、熊、鹿、兔子、

鼠兔和鱼。 

    女老虎生出每两年一次，可以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一窝由二到

六个幼崽。虎妈妈会由她自己照顾

幼崽,有时候,独自离开婴儿,而去

捕杀猎物。她常常不能为幼崽抓到

足够的食物,有的会死。3 个月, 宝

宝就可以离开巢穴;他们甚至会去

与他们的母亲狩猎。 在18个月大,

他们能猎取自己,但不会离开自己

的母亲和巢穴。当他们到达2-3岁时,

他们会离开巢穴, 并开始自己的生

活。 

 

我最喜欢的植物   林若耶 

我最喜欢的植物就是丁香花。 

它们很香，那种甜蜜的味道从很远

就可以闻到了。它们也有各种各样

的颜色。有白色、浅紫色、蓝紫色、

粉红色、紫红色以及其它。太漂亮

了！ 

 

丁香花还是一个顽强的植物

呢。丁香花在不同的温度下都可以



生活。它们几乎在哪里都可以生活，

比其他的花更容易养。它们可以生

活在很热和很冷的地方。  

    丁香花还可以治痱子，晒伤和小

割伤，真的太有用了！ 

    我家也有丁香花，是浅紫色的。

它每年春天都长出又香又美的花。

我家的丁香花也很顽强，可是我不

知道这么冷的冬天，它能熬得过去

吗？明年春天丁香花还会开出香香

美美的紫花吗？ 

    我最喜欢丁香花了。 

 

我最喜欢的动物            /孙韬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响尾蛇。它

住在从南美洲到加拿大一大片地

方。它们冬天冬眠，吃老鼠和小动

物。它们能维持生态平衡。 

 

很多人不喜欢响尾蛇，因为他

们觉得响尾蛇很可怕。我觉得响尾

蛇很好玩。它攻击前会先摇一下尾

巴，发出一个好玩的声音，“哧”的一

声。它也不是很危险，如果咬人是

为了保护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响尾蛇。 

 

我最喜欢的动物         /林为恒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因为你

很伤心的时候，狗会逗你开心。如

果有强盗来，狗会保护你。如果你

有什么困难，狗会跟着你，永远和

你站在一起。 

 

课堂点滴 

在朋友家睡觉                      /俞文茹   



我有一个朋友叫Revha。今年

一月16号那天，我不但到她家吃晚

饭，而且还在她家睡觉。在Revha家，

我们玩了很多。首先，在我们吃披

萨时，看了一个叫Hotel 

Transylvania的电影.然后，我玩了

一会儿她的玩具狗。最后，在Revha

姐姐的帮助下，我们在客厅里搭了

一个帐篷。在帐篷里面，我们铺好

床单，放了两个睡袋和枕头。另外，

我们还每人拿了两个绒毛动物玩

具。我们在戴上眼罩以后，感觉特

别安全舒服，这样，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七点钟就

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其他人都叫

醒。整个这一天我都觉得很开心。

我们说好下次再邀请陶庭美一起来

玩 

 

雪天         马立平四年级        林康飞 

    下雪了！我和姐姐拉着手出去

玩屋外的雪，我们带着手套、围巾、 

 

 

帽子，把脑袋围的很严实，一点也

不觉得冷。我穿着靴子在雪地里跑，

跟姐姐一起滑下了大雪坡，我们还

互相扔雪球，心里感到很高兴。  

     我吃完饭后，看到了一只鹿在

院子里找东西吃，原来，大雪让草

地都变白了，小鹿没有绿草吃，只

好吃松树的针叶。鹿可不喜欢下雪

天。 

中国新年               /林润炎                             

 

    中国新年到了！家家户户都是

热热闹闹的，灯光明亮。离家在外

的人都坐飞机坐火车回到自己的家

乡，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大年夜

最重要的是吃年夜饭，妈妈做了很

多五颜六色又香又好吃的菜。吃完

饭，大家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习惯了。 



      我最爱看的是小品。虽然有

的我听不懂，但还是经常让我哈哈

大笑。我也很喜欢看魔术，有的魔

术表演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特别

奇妙。在春节晚会的结尾，我看到

新年一秒一秒的接近。最后，新年

的钟声敲响了。我们互道新年好，

爸爸妈妈给了我和妹妹压岁钱。 

    

 

   新的一年又长了一岁了。爸爸妈

妈希望我健康快乐，更加懂事，长

得更高。我希望我自己学习更好，

有更多的时间玩游戏，能和爸爸妈

妈妹妹经常去度假。  

做义工   标准中文四年级     郭佳琳 

 

明明： 

    你好！星期天，我去了老人福

利院。这间福利院很大，很多小朋

友跑来跑去给老人送苹果饼。 我们

也带了蛋糕和饼干。老人们很高兴

我们来看他们，他们向我们说声“谢

谢”。 

    帮助老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

动。下次，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

去？ 

祝你身体健康！ 

你的朋友，郭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