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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今年我校的“2015 华夏朗诵演讲

表演赛”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家

长王建群不仅参与筹办，担任裁

判，还拨冗为⽂文芽写了报道。参

赛的⼩小朋友表现踊跃亮眼，本期

刊登了⼆二年级⼩小朋友禹岚蓝的原

创演讲稿，稿⼦子由她⼜⼝口头完成，

外婆抄录， 整篇稿⼦子清新可爱

，观察⼊入微。如果有参赛选⼿手的

原创稿⼦子愿意刊登，欢迎投稿“

⽂文芽”。

 

2015 华夏朗诵演讲表演赛 

家⾧長王建群 

⼗〸十⼆二⽉月六⽇日是⼀一个阳光明媚

的好天⽓气。在家长会的组织和⽼老师

、家长们⼤大⼒力协助下，我校的“2015

华夏朗诵演讲表演赛”顺利举⾏行。

 

今年有从学前⼤大班到三年级

共四⼗〸十⼆二位同学参加了⽐比赛，是历

年来参赛选⼿手最多的⼀一次，创下了

演讲⽐比赛参赛⼈人数的最⾼高记录。参

赛选⼿手有的讲故事，有的背⼉儿歌，

⼤大多数讲演时都吐字清晰、神情投

⼊入、声情并茂，博得观众的阵阵掌

声。其中⼆二年级的安英康同学的表

现尤为突出。有着⼀一张外国⾯面孔的

他，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把⼤大家

都惊呆了！他的妈妈是中国⼈人，虽

然爸爸不是中国⼈人，但他对学中⽂文

很有兴趣。我作为裁判的⼀一员，看

到有这么多⼩小朋友踊跃参加⽐比赛，

⾮非常⾼高兴。既有去年的⽼老⾯面孔，更

多的是新参加的⼩小朋友。做为⽼老家

长，深知孩⼦子们的点滴进步都是与

⽼老师教育、家长⽀支持分不开的。在



此谢谢各位⽼老师和家长为培养孩⼦子

付出的⾟辛勤劳动！

 

⽐比赛结束后，校长给每个⼩小

朋友发了奖杯和奖品，并合影留念

。每个年级的前三名，共有 12 名

选⼿手将代表我校参加“2015 华夏中

⽂文学校朗诵演讲⽐比赛”北区决赛。预

祝我们学校在下⼀一轮⽐比赛中取得好

成绩。 

⼩小狗沙沙（演讲稿）           

马⼒力平中⽂文⼆二年级            禹岚蓝 

舅公家⾥里有只狗，名字叫沙

沙，是⼀一只很⼩小的贵宾⽝犬，它长着

⼀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四条细⼩小的

腿和棕红⾊色的卷⽑毛。每当舅公给它

洗完澡把卷⽑毛吹⼲干、扎上辫⼦子的时

候，特别漂亮。 但是到了夏天，舅

公会剪掉它全⾝身的⽑毛，它光秃秃地

像⼀一只⼩小猪猪，也很可爱。 

我⾮非常喜欢它，它也很喜欢

我。每次我到舅公家，第⼀一个跑出

来迎接我的就是沙沙，它总是活蹦

乱跳地跟着我，我⾛走到哪⾥里它就跟

到哪⾥里，我蹲下它就会跳到我⾝身上

，让我抱着它玩。 

   沙沙很嘴馋，它吃饭时很激

动，只要它闻到⾁肉的味道就什么也

不顾地冲上去，⼀一⼜⼝口⽓气吃得精光，

吃狗粮时也是狼吞虎咽。它还会剥

核桃吃，它⽤用两只前⽖爪紧紧地抓住

核桃，⽤用它的尖⽛牙齿不停地咬，咬

碎后⽤用⼀一只⽖爪⼦子按住，再⽤用另⼀一只

⽖爪⼦子从壳⾥里把核桃仁扒出来，吃得

可⾹香啦！

 
        它还喜欢跟我⼀一起跳舞，我

拎着它的两只前⽖爪，让它站起来和

我⼀一起旋转、跳跃，这时候它总是

要跳起来舔我、亲我。和沙沙⼀一起



玩，快乐极了。我爱沙沙！ 

我看中国系列⼆二 

继第56期“⽂文芽”刊登“我看中国”

系列⼀一⽂文章，更多的美洲华语⼋八

年级同学的⽂文章在本期与⼤大家见

⾯面。只要有机会，在美国的华⼈人

⽗父母总很愿意带着孩⼦子们回到中

国，亲⾝身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

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带着孩⼦子们

⾛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百闻不

如⼀一见",让孩⼦子们亲眼看看曾在

故事⾥里听说的，在电视⾥里看到的

祖国的风景名胜。孩⼦子们怎么想

的，读读⽂文章就知道了。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是

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乌镇。

 

⼏几年前，我和我的⽗父母到乌

镇旅游。到了乌镇，我们坐着⼩小船

进去。河边有很多破的房⼦子，⽩白的

墙，灰⾊色的⽡瓦，屋檐下挂着红⾊色的

灯笼。⼩小桥倒影在清清的河⽔水上。

乌镇真像⼀一幅画！我好像⾛走进⼀一幅

画⾥里。

 

尽管天⽓气特别热，我们每天

有看不完的地⽅方，有吃不完的美⾷食

。我们参观了织锦⼯工⼚厂，江南百床

馆，⽊木雕馆和钱币馆。最有意思的

是三⼨寸⾦金莲馆。⾥里⾯面有中国不同地

⽅方的缠⾜足鞋 825 双，还有很多的图

⽚片和缠⾜足⽤用具。在旧中国，⼈人们觉

得⼥女⼈人的脚越⼩小越美。所以，她们

把⼥女孩⼦子的脚绑起来，不让它长⼤大

。她们的脚只有三⼨寸长。有那么⼩小

的脚，怎么⾛走路呢？ 



晚上，我们选的饭店在河边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窗外的⼩小

船。船上有各种各样的灯笼，有些

看起来像动物，有些像亮的莲花，

特别美！ 

乌镇是⼀一个很⽼老的古镇，是

中国的威尼斯。乌镇是⼀一个真美丽

的⼩小镇，我还要去⼀一次！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博闻 

     

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在

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建⽴立了很

多很多很有趣的地⽅方。长城，故宫

和兵马俑都是中国在世界上闻名的

地标。

 
整个世界的⼈人们都知道长城

在什么地⽅方。⼈人们从飞机上可以看

到长城。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明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曾住在故宫

。很多⼈人知道天安门⼴广场在什么地

⽅方，天安门⼴广场在中国是个很重要

的地⽅方。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还有⼈人

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们

分别在⼴广场的东边和西边。⼈人民英

雄纪念碑就在⼴广场的正中央。

 
在近现代的中国，也造了很

多有意思的地标。上海有东⽅方明珠

，很多⼈人去那⾥里参观过。每天到此

⼀一游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

绝。东⽅方明珠的旁边还有上海动物

园和上海海洋⽔水族馆，这两个地⽅方

也很有名⽓气。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之博 

 

中国是个⼤大国家，具有各种

的多样性。中国有23个省，很多省



都有名胜，⽽而且各有特点。 

四川的南边有⼀一个⼤大佛的雕

像建在乐⼭山⾥里，叫乐⼭山⼤大佛。以前

，在乐⼭山脚下有条河，很多船和⼈人

都淹死在⾥里⾯面。有个叫海通的和尚

想在岸边建座⼤大佛让⾏行船安全些，

海通死后，他的弟⼦子接着建，最后

完成了⼤大佛。四川的东边有个地⽅方

叫通往天堂，到那要过通天⼤大道，

然后过张家界的⼭山林，再坐缆车，

爬⼭山就到了。

 
北京、⼭山西和河南都各有名

胜。北京最有名的是长城。长城长

21，196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

景点，从太空上都能看到。⼭山西的

恒⼭山上有个悬空寺，传说是为了逃

⽣生洪⽔水建了这座庙。河南嵩⼭山是少

林武功的发源地。少林寺以前被搜

查过，所以少林僧就发明了功夫来

保护⾃自⼰己。现在，少林寺是个让⼈人

喜爱的景点。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杨蕾娜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有

北京的故宫、长城，有桂林⼭山⽔水，

还有四川的九寨沟。我从没去过那

些地⽅方，但我去过杭州西湖边的雷

锋塔。 

有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塔。

这塔建在公元975年，但在1924年，

雷锋塔倒了。在2002年，它又被重

建了。雷峰塔有五层楼⾼高，⼋八⾯面朝

向。根据传说，⽩白蛇传⾥里的⽩白蛇⼥女

就埋在这个塔下。 

我很喜欢雷锋塔，它很美丽

，很有历史，还建在漂亮的西湖边

。

 



 

美洲华语⼋八年级            刘进杰 

 

我三年级那年去了中国。我

爸爸以前住在西安，所以我们去了

西安，爬了华⼭山。

 
华⼭山很⾼高，很陡，但是很美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在那，因此先

坐车上了东峰。那时我还⼩小，只爬

了⼀一点点⼭山，但我爸爸爬到顶了。

爬华⼭山很危险，很多地⽅方又陡又窄

。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爬过长空栈

道。 

我很喜欢华⼭山，景⾊色很美。

在中国我也去了长城，那是中国最

有名的名胜，但华⼭山是我最喜欢的

地⽅方。 

 

美洲华语⼋八年级           董汉翔 

 

我很喜欢西安的城墙。我的

妈妈是西安⼈人，我很⼩小的时候就去

过西安，但在我六岁那年妈妈才带

我去爬城墙。 

今年夏天我回中国的时候，

又去了西安城墙。这是我第⼀一次在

城墙上骑⾃自⾏行车，很好玩。我骑过

了四个城门，南门、北门、西门和

东门，骑了两个多⼩小时。 

我很喜欢西安城墙。  

 

⽣生活杂谈 

每个⼈人每天⾝身边都会发⽣生⼀一些⼩小

事，由这些琐碎的时光就连成⽣生

活。如果你留⼼心这些⼩小事，写下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或

许它会带给你⼀一些启⽰示。请欣赏

⼀一组“⽣生活杂谈”。 

 



今年夏天  

美洲华语五年级                     ⽅方博誉 

今年夏天我们好多⼈人⼀一起去

迪斯尼玩⼉儿,有我的⽗父母,我的 弟弟

和我爸爸的中学同学的⼀一家⼈人,⼀一共

有⼋八个⼈人,⾮非常热 闹。 我们都去了

飞机场。那时候才早上四点钟左右!

我们先过了 安检,然后就去我们的

飞机。哪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 

飞机已经⾛走了

!

 

我们只好给飞机场租车的地

⽅方打⼀一个电话。 我们租了⼀一辆⼤大车

。这辆⼤大车能坐⼋八个⼈人!我们路上开

得很 顺利,没⽤用⼆二⼗〸十个⼩小时就开到

了Orlando!我们到 Orlando 的时侯,

已经是早上了! 稍微休息了⼀一下,我

们就去迪斯尼玩了。第⼀一天去了

animal kingdom。我们在那⼉儿看见

了很多动物。我们看见了河马, 长

颈⿅鹿,也看见了狮⼦子!  

第⼆二天我们去了magic 

kingdom。我们在那⼉儿看见⼀一个⽕火

车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咖啡店

,starbucks。 第三天,我们去了epcot

。我们在那⼉儿看见了⼀一个很⼤大的⾼高 

尔夫球!⾥里⾯面是 ⼀一个过⼭山车。那⼀一

天下午,我们去了 hollywood studios,

看了印第安纳∙琼斯的表演。 第四

天,我们开到了key west,美国最南的

地⽅方。 第五天,我们坐飞机回家,我

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错过飞 机!

我们玩⼉儿得很开⼼心,很想以后再去迪

斯尼!!!  

纽约的秋天  

美洲华语九年级                     于浩海  

  在纽约以及美国东北部的很

多地⽅方，秋天是很漂亮的。树上的

树叶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有红⾊色，

黄⾊色，橘黄⾊色，棕⾊色，还有绿⾊色的

，美丽极了。 



同时在秋天，外⾯面开始变冷

了。在外⾯面呆久了不很舒服，⽽而且

我对外⾯面的花粉和腐败的落叶过敏

。我⼀一般透过家⾥里的⼤大窗户欣赏外

⾯面美丽的景⾊色。今天，我家院⼦子⾥里

落了很多很多树叶，我花了⼀一个钟

头打扫落叶，累极了。妈妈还奖励

了我⼀一些零花钱。

 
秋天⼀一到，想到感恩节和圣

诞节快来了，我就会喜出望外，喜

上⼼心头。 

纽约的秋天及其它 
AP中⽂文                                   董楚琪 

       在美国，纽约⼀一定是最有趣的

地⽅方。纽约是美国的第⼀一⼤大城市，

不论是时尚，餐厅，⾳音乐会，还是

著名的旅游景点，纽约都有。秋天

也是纽约⼀一年四季最美的季节。五 

彩缤纷的落叶将纽约打扮得异常美

丽。但今天我给⼤大家讲纽约的时尚

地⽅方和纽约秋天的时装周。 

  纽约是美国的时尚中⼼心。美

国最著名的时尚公司都在纽约，⽐比

如Saks Fifth Avenue, Estée Lauder, 

Lilly Pulitzer, J.Crew, Michael Kors, 

Tiffany & Co, 和 Vogue. 这些店很多

是在在第五⼤大道，纽约和美国最好

买东西的⼀一条街。第五⼤大道在全世

界都有名。另外⼀一个地⽅方是 Soho，

⼀一个很⼤大的户外商城。这⾥里有很多

年轻⼈人喜欢的店，像American 

Eagle，American Apparel， Forever 

21， 和 Abercrombie & Fitch。  

在秋天，纽约的各⼤大商店都会展⽰示

和卖很多冬天的裙⼦子，靴⼦子，和夹

克。

 
值得⼀一提的纽约时尚是纽约

时尚周， New York Fashion Week。 



它每年⼆二⽉月和九⽉月各有⼀一次，是⼀一

个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

。在纽约时装周上，很多设计师设

计的新款的⾐衣服都会发布。这个时

装周继续7-9天。在 2015年的纽约时

装周上，我喜欢的⼀一些设计师是

Anna Sui，Calvin Klein 和 Jeremy 

Scott 。 

图画⼩小⽂文 

这期“⽂文芽”⾮非常欣喜地收到美洲

华语⼀一年级⼩小朋友的图画⼩小⽂文。

画的是“妈妈的⽣生⽇日”。绘画是最

早的⽂文学创作，⽂文学与绘画从来

紧紧联系，“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一向是⽂文⼈人骚客的最⾼高追求

。看着这些画，透过简简单单的

笔触，我仿佛看到⼩小朋友们⽤用蜡

笔在纸上倾诉着对妈妈的爱。相

信这些画是妈妈们最愿意珍藏的

来⾃自孩⼦子的礼物吧。 

 

美洲华语⼀一年级    Shali Kun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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