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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校小记者班主办

5，6，7年级）、高年级组（8，9，10

年级）、双语组和表演组。各校区首

先进行预赛，预赛后各校区每个年级

选两名选手参加总校的决赛。决赛一

等奖选手将获得$40奖金，二等奖选手

将获得$30奖金，三等奖选手将获得

$15奖金，其他选手也将获得参与奖。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的学

生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踊跃地报名

参加本次的成语故事比赛的校区预赛

。泰城校区的预赛是在学校的餐厅举

行的。过去几周里，学生们分组到比

赛场地参加比赛，在三个评委面前讲

成语故事。不管是年幼的低年级组小

朋友，还是年纪大一些的高年级组选

Hope Chinese School
“希望杯”成语故事泰城校区预赛精彩纷呈

撰稿人： 金子萱

手，都鼓起了勇气，站到了评委老师

们的面前，讲述自己精心准备的成语

故事。

我有幸采访了一位高年级组的参

赛选手。这位选手在第一届“希望杯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但是她看

起来还是非常紧张。她说自己在预赛

的两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卧薪尝胆

”这个故事。她希望在充分的准备之

下，比赛时更放松、更自信。在总结

了上次比赛的经验后，她觉得这次一

定能发挥得更好，争取能达到老师、

家长们的期望，超越自我，取得比上

一届比赛更优秀的成绩。

       此次作为泰城校区预赛的评

委老师有王笑海，王凌云，董凤菊，

朱一枫，王志云，王春艳，王莉，王

利亚等。我荣幸地采访了其中的三位

评委：王莉、王志云和王春艳三位老

师。三位评委在采访中都谈到家长们

都很重视这次让孩子们上台表演的机

会，许多小朋友们赛前都做了充分的

准备，成语故事讲得完整、流畅。三

位老师告诉我，相对于发音和语法，

她们其实都更重视孩子们对成语故事

的理解。因为许多小朋友在父母和家

庭背景的影响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口音，但响亮的声音、丰富多彩的表

情、自信的态度都能让评委们为比赛

的选手打出高分。

       这次成语故事比赛为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参赛选

手们站在台上，为观众和评委们讲述

一个自己精心准备的成语故事。这样

的一个过程能很有效地提高孩子们对

中文的兴趣和表达能力。

预祝泰城校区的同学们在第二届

“希望杯”成语故事决赛中取得好成

绩！也祝所有参赛选手表现出良好的

精神面貌、赛出水平取得优异成绩！

希望中文学校为促进学生对中文

学习的兴趣，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提高中文的口头表达能力，决定在

五月十四日上午9:00 - 12:00 举办第二届

“希望杯”成语故事比赛。八大校区

将各自推出十八名选手，同台比赛，

选出本届成语比赛的优胜者。  

        据泰城校区教务长雷晓春老

师介绍，本次比赛属于分组赛制：低

年级组（2，3，4年级）、中年级组（



 希望中文学校泰城校区里

有一个小提琴课，任课老师叫

做周维萍。她在国内学习的就

是小提琴专业。来美国之后，

为了继续享受小提琴美妙的音

乐，也为了能有个工作，所以

周老师在希望中文学校开始教

小提琴。周老师在北维校区已

经任教了4-5年。新学期开始之

后， 就开始在泰城校区上课了

。

 周老师发现，许多孩子会

拉一些曲子，而且拉得不错，

可是这些小孩却不会认谱。谱

子多重要啊！ 所以，学期一开

始，周老师讲完了基本的如何

拉琴，怎么摁线之后，就开始

教孩子如何认谱了。周老师的

教学方式非常好玩，她让孩子

们先画五线谱，报出音符，然

后孩子再画在五线谱上。这样

，大家开始识谱了，开始看谱

拉曲子了。老师把学生分为有

一定学习基础的和新手。对于

新学琴的孩子们，周老师手把

手教；对于有一定小提琴基础

的学生，周老师让他们自己尝

试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曲子。

这样，孩子拉出曲子之后会非

常开心，回家也会主动去练。

 而一直都想学一门乐器的

我也找到了一样新的兴趣爱好

，每天享受着从自己手中拉出

的悠扬美妙的音乐，该有多么

的舒服呀！ 我有了小提琴以后

，到网上搜一下自己喜欢歌曲

的谱子，就能把自己喜欢的歌

给拉出来了。

 总之，孩子们非常喜欢周

老师的课。而且学到了一门乐

器，多好啊！

小提琴课周老师采访
撰稿人 ： 陈 泽宇



去年三月底，我在报纸上无

意中看到了一座武馆Open House的

信息。我心想：武术是中华民族传

统艺术，可强身健体，还可以把我

慵懒的惰性改掉。再加上电影里的

武打明星是那么的帅气，可以一打

十。于是，我就带着那么一丝兴趣

去瞧了一下。

 去了Open House，一个个

强壮的青年做着空翻，蹦得老高，

动作惊人的快，简直比电影里的还

要帅。于是，我踏上了我的武术路

。但是，第一节课，我学了一大堆

基本功，比如拍地，冲拳。好难记

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最痛苦的

事情是压腿。双腿叉开，老师就会

来压你的腿。我的腿特硬，老师好

几次来压我，几乎每次都被压哭。

之后，我开始学习套路了。好复杂

呀！光是第一个套路我就不行了。

套路是由一大堆基本功组成的，难

记的顺序又考到我了。我本身记忆

力就差，根本记不住顺序。有一次

，我甚至把临近结尾的动作放在开

头做了。

 努力了总是有收获的我

参加了各种武术表演。最近，在华

府浙江同乡会里头，我与另外三个

朋友一起表演了武术。首先，4个

人一起上场，做了一套整齐规范的

自选套路。然后，我们拿上了各自

的武器准备再上场。首先，两对小

师弟一起做的剑C组。剑光闪闪，

剑如陀螺一般灵活的旋转在他们手

中。轮到我了！我拿着刀，带着激

动的心情跑了出来。我做的是刀C

组。抬手，拔剑，砍，刺。可惜我

的刀蒙了一层透明胶（为了保护刀

，不然刀会断），发不出太大的声

音。第三段，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高高跳起，180度转弯，同时刀

劈下去。可惜地板有点滑，我险些

摔倒，用手扶了一下地面。我心想

完了！但我只能忍着不吭声，继续

做下去。我的动作结束后，一位师

兄拿着剑冲出来，做的是刀的B组

。B组难度挺大，包含旋风踢，转

圈，还有一大堆连技。最后4个人

一起做了南拳的一部分，十分简短

，但有力，利索。不一会儿，表演

完了，双手抱拳，掌声响起。

 如今，我已经在B组了，

学完了套路1、2、3、C组。套路开

始越来越难做，对基本功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但我会慢慢地学下去的

。我的武术路还远着呢，我的武术

目标是—参加国际武术比赛！

撰稿人 ： 陈泽宇

我的武术路



    电视里有很多节
目，但是我最喜欢的节
目是新闻。新闻有很多
不同类型的节目，像天
气预报，访谈类节目等
。每天新闻里会将五六
个消息。每个星期五也
有个人物专访。我每天
六点半到七点会看新闻
，新闻让我学到了很多
的知识。
新闻里有天气预报，会
告诉我明天应该穿什么
样的衣服。天气预报里
也有其他州的天气预报
， 如果我去其他州旅游
的时候，这就很方便安
排出行。天气预报也会
播报暴风雨，暴风雪的
情况，这样就可以提前
预防恶劣的天气给人们
带来的破坏。在冬天下
雪多的情况下，我也会
关注天气预报，因为学
校会根据天气情况通知
学生是否需要来上课。
新闻中第一个节目就是
天气预报，因为每个人

都会收天气的影响。天
气预报大大地增加了人
们出行的方便。
  新闻报道也让我足不出
户就可以知道世界（各
地）的消息，带给我很
多新的知识。
ABC新闻节目中有一个
人物专访。上周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四岁的小孩
子救了他的妈妈。故事
是这样的，这个小孩子
发现他的妈妈昏过去了
，就马上拿起他妈妈的
手机，拨打了爸爸的电
话。他的爸爸立刻给911
打电话，急救车马上就
过去了。要是稍微晚几
分钟，他的妈妈就可能
会死。我看到这个故事
后，很感动，因为它给
我了启发，在困难和紧
急情况下，要沉着冷静
，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
新闻带给我很多帮助，
里边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也教给我人生道理。

撰
稿
人
：
陆
禾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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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冬天，我和弟弟
，爸爸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又大
又亮的海报，是关于一部新
电影《脑筋急转弯》。我觉
得这部电影看起来特别精彩
，可是当时爸爸已经买了另
外一部电影的票，所以我失
望地走了。一个月过去了，
我不断听见一些朋友讲起那
部新电影。我也迫不及待想
看这部电影了，所以当爸爸
问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
去看电影？”的时候，我赶
忙说：“可不可以看《脑筋
急转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电影，因为它是一个很搞笑
的电影。它让我和电影中的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撰稿人： 练颖川 指导教授：王珊

人物产生共鸣，并且它也
事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人物和动作都
很搞笑。可是，也有一些
故事情节会令人伤心。这
故事的起伏变化，让我看
的目不转睛。有时候让我
哭，有时候让我笑。这部
电影讲述的时一个十二岁
的小女孩，她有五个不同
步小人物住在她的脑袋里
边。他们都同时这个小女
孩一起长大，可是一个很
大困难出现了，从此每个
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故事
情节跌宕起伏，深深地吸
引了我的眼球。

 有一次，我遇到一
个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

朋友。他虽然听说过这个
电影的名字，可是还不知
道故事情节是怎么样的。
他问我是否应该去这部电
影，并且让我告诉他故事
情节。我大致的跟他讲了
讲。我也告诉他我喜欢这
部电影的原因。因为他比
较喜欢看喜剧电影，所以
我特意跟他讲了一些搞笑
的片段。只是听说了这些
片段，他就已经觉得这部
电影很好看了。

 几天后，我朋友去
看这部电影后，也非常喜
欢这部电影，觉得拍摄的
非常好。而且他还邀请我
再去看一遍，一起欣赏这
部精彩的电影。



 我大概七岁的时候
和我弟弟一起在书房里找
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
《第一次做折纸》。我们
好奇地打开书，看了看里
边的内容。它会教给你怎
样用纸折马、狗、兔、猫
等，也教你怎么样做传和
各种各样的小盒子。我们
赶忙拿了两张方形的纸，
就开始折起来。我选择了
折小船，弟弟选择了折马
。不一会儿，按照折纸书
的教程，我们很快就折完
了我们第一个折纸艺术品
。当我看到自己折出来的
成果，心里想：“哇，这

个小纸船是多么漂亮啊！
”
  从那以后，我陆续
地从很多书上学会了折更
多不同的小东西。一本书
可以教给你折万紫千红的
花，另一本书可以教给你
折不同类型的纸飞机，等
等。我从这些书上学会了
如何折更多的盒子，一群
小飞鸟，也会了折很多花
。我更是从网络上掌握了
折很多新的小玩具。我也
学会了做一片叶子，弟弟
还学会了折数字。
    我最喜欢折纸，因
为折好后的东西都很好看

，而且它可以成为很小，
很便宜和很容易的制作的
小礼物。折纸也会放松我
的心情。我觉得我着的最
好看，最好玩的艺术品是
我的“小炸弹”小玩具。
把它往外翻起来，看上去
就像爆炸的样子了。这非
常有趣，而且我觉得是一
个很有创意的折纸，所以
我折了很多“炸弹”送给
我的老师和朋友。大家都
很喜欢它。在折纸的时候
，它让我忘记我的烦恼，
让我放松。 因为我只沉浸
在折纸的乐趣中，忘却了
自己的烦恼和困难。折纸
的技能带给我很多很有趣
和很好的作品，更让我很
有成就感。
    从我第一次折纸开
始它就变成我最喜欢的课
外活动。我学会做很多艺
术品， 像纸飞机，
小动物等等。那些作品不
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
乐趣，也带给我很多成功
的作品，所以我很自信地
把它们送给了朋友和老师
。我觉得折纸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思和很有意
义的爱好。

折纸
撰稿人： 练颖川（希望盖城  ） 
指导老师：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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