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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我
想说谢谢爸爸妈妈为我打工，给我一个家。

李汐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谢谢
爸爸妈妈，谢谢祖国。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我
想对妈妈说我爱你，对爸爸说你真好，对
自己说你真厉害。

佘栩莹 香港 横琴一小：我爱你爸
爸妈妈，我特别想你爸爸。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想对妈妈
说，谢谢你的栽培；想对爸爸说，谢谢你
把这个家庭支撑起来；想对自己说，我相

信你永远可以做到一切。
王语萱 内地 子期实验小学：我想

对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时时把我挂
牵。我想对自己说，加油宝贝，我们一定
要把病毒打败，病毒那么坏。

张鹤馨 内地 伯牙小学：爸爸妈妈，
等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可以给我买火车城
市那样的火车吗？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想对
爸爸妈妈说，谢谢你们每天陪伴我，给我
做丰盛的饭菜。希望小伙伴们天天开
心，儿童节快乐。

问：你最想对父母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
来了自挂牌成立后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

合作区目前已建成3所公办小学
（横琴第一小学、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
牙小学、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
小学）、2所公办初中（横琴第一中学、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和3
所幼儿园（其中横琴中心幼儿园、首都
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为公立
幼儿园，横琴艾乐儿幼儿园为私立幼
儿园），并引进横琴哈罗礼德学校、横
琴华发容闳学校、珠海市华德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珠海德威高中）3所国际
化办学机构。2022年春季学期，全区
在校生超5200人，其中逾140名澳门
籍学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赋予横琴“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
业的新空间”的战略定位，并提出“为
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
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的要求。
同时，作为一个接轨国际、融合多元的
滨海地域，横琴也吸引了不少其他境
内外人才在此安家落户。他们的孩子
将如何迎接本次儿童节呢？来听听他
们的童言童语吧。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杨薇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
爸爸妈妈答应带我去公园露营。

李汐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我
想跟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三
亚，还想去马尔代夫。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有跳蚤市场，我想把我的玩具、
书本，还有一些学习用品拿到跳蚤市
场上卖。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我打算
早上写作业，下午练书法，晚上打篮
球。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妈妈
可能会带我去图书馆，因为我和我妈
妈都是很喜欢读书的。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打算
在家里把我自创的漫画画完，然后空
余的时间还可以下棋、弹钢琴。

Slava 俄罗斯 子期实验小学：
我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玩游戏。我喜
欢横琴，因为这里有很多好看的和好
玩的东西，这边有很多玩具。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实验小学：“六
一”的时候有朋友过生日，就想跟他一
起庆祝一下。

王语萱 内地 子期实验小学：爸
爸妈妈说让我先写完作业，然后去外

面那种地方比较大的羽毛球场打羽毛
球。正好爸爸妈妈也很久没有运动
了，我也想带他们出去运动一下。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想
在家里陪伴妈妈，和妈妈聊聊天，一起
做一些好吃的，然后出去运动，比如跑
步、跳绳，或者去爬小横琴山。

叶昊廷 澳门 伯牙小学：爸爸妈
妈打算带我去长隆。

问：小朋友你打算怎么过“六一”儿童节？

李映乔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
我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很多的家
务。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
我想要妈妈给我买一套新衣服，让妈
妈帮我挑一条牛仔裤，因为姐姐穿的
牛仔裤我觉得很漂亮。

佘栩莹 香港 横琴一小：我想回

香港看望我的家人，想看我的爸爸奶
奶婆婆。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我希望
得到一本叫《张之洞》的书。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希望
妈妈能给我买一只小狗。我妈妈以前
养过一只小狗，她和那只小狗有很难
忘的回忆。我也希望我能养一只小

狗，和它有一些幸福难忘的事情。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希望

在外地工作的爸爸能回来陪我玩。我
爸爸在山东工作，因为疫情的原因他
不能经常回来。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实验小学：我
特别想要有一颗植物。我家有很多小
绿植，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在心情不好

的时候，可以找一颗植物向它诉说，所
以我从小就想养一颗小多肉，自己去
照顾它，向它倾诉，就特别有成就感。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希
望在没有疫情的环境下去游乐场游
玩，和朋友一起玩过山车。我最想收
到的礼物是一双新的运动鞋，这样就
可以更好地运动了。

问：你这个“六一”儿童节有什么心愿吗？

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
我想成为宇航员去外太空，和外星人
做朋友。

陈安然 澳门 横琴中心幼儿园：
我长大以后想成为医生。

李汐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我
长大以后想要弹钢琴。

陈如鑫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
我想当乐高大师。我还想当医生，因
为他们会抗病毒，会给大家做核酸，还
会给怀孕的人做检查。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
我想快点学会写字。长大以后我想做
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老师，我学跳舞
一年了。

佘栩莹 香港 横琴一小：我的梦
想是成为一名好警察。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我希望
成为一个文学家或者书法家。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长大
以后想当主持人，因为我想像董卿一
样腹有诗书气自华，读过很多书，到舞

台上去展示自己。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以后

想当一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业余的
时候还可以教别人弹钢琴。

Slava 俄罗斯 子期实验小学：
我想当虎鲸训练员。等我长大的时
候，我要独自和虎鲸做训练，因为虎鲸
很可爱。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实验小学：
我希望长大后做一个大学英语老
师。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学好数学，

但是我从小就在香港，英语就比较好
一点。

张鹤馨 内地 伯牙小学：我的梦
想是当一名开火车的。因为火车的发
动机和汽车的不一样，我喜欢火车的
发动机。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
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在舞台
上表演。我几乎每一次活动都会上
台表演，我还经常参加比赛并获得
第一名。

问：你有什么梦想？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

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
我姥姥，因为她英语讲得很厉害。我
星期二、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去上英语
课，我也想像姥姥一样讲英语很厉害。

李汐 澳门 子期幼儿园：我的偶
像是贝多芬。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幼儿园：我的
偶像是我的舞蹈老师，她一直在教我
跳舞，她跳舞很厉害。

佘栩莹 香港 横琴一小：我的偶
像是我的爸爸。他是一名香港警察，

他十分勇敢。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我没有

偶像，我自己就是我的偶像。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的偶

像是易烊千玺。因为一开始他在团队
中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人，但是他后来
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成为了大家都
非常喜欢的明星。他小时候在公交车
上写作业，而且学习很好，所以我想像
他一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好孩子。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的偶

像是郎朗，他是国内很出名的钢琴
家。我在 11 岁的时候有幸听过他的
钢琴演奏，我从一年级就开始学钢琴
了，希望以后能像他一样。

Slava 俄罗斯 子期小学：我的
偶像是我爸爸，因为我的爸爸很厉害，
他会和我一起玩，他能做到别人做不
到的事情。那些很困难的事情，他都
可以做得到。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小学：我特别
喜欢一个科学家叫佩里斯，他专门研

究我们的大脑。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
为多读多记就会记得更清楚，但是他
提出了一个观点：用休息法可能会记
得更牢固一点，在学习过后进行一定
时间的休息，将会记得更牢固。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的
偶像是谷爱凌。我觉得她身上的这种
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叶昊廷 澳门 伯牙小学：我的偶
像是杨利伟，他是第一个上太空的中
国宇航员。

问：你的偶像是谁？为什么他/她是你的偶像？

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
《灰姑娘》。我觉得灰姑娘很美丽，我
也想成为她。

李汐 澳门 子期幼儿园：《哈
利·波特》。

陈映霏 澳门 子期幼儿园：《阿拉
丁神灯》。

王建皓 香港 横琴一小：《曾国

藩》。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想推

荐《红楼梦》，它位列四大名著之首，我
个人也比较喜欢诗词，我觉得曹雪芹
的诗词都非常优美，所以我比较喜欢。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最喜
欢的书是《夏洛的网》，书里的故事情
节非常吸引我，让我懂得了友情的真

谛是互帮互助。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小学：我特别

喜欢看推理小说，所以我想推荐《福尔
摩斯》。

王语萱 内地 子期小学：我最喜
欢的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因为
书里的内容一般都是跟科学有关。我
一直在看，可还是看不完。我的科学

水平太低了，所以我要把弱的地方补
起来，多研究一些科学。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要
向大家推荐《中华上下五千年漫画
版》，它里面用了很多有趣的手法，让
大家了解知识，教你学历史。

叶昊廷 澳门 伯牙小学：《如果历
史是一群猫》。

问：可以推荐一本你最喜欢的书吗？

李映乔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我
希望自己可以变出很多的雪花，这样子
就可以像 Elsa 一样，就可以花式溜冰
啦。我有上过花式溜冰的课。

张潇允 香港 横琴中心幼儿园：我
想拥有不让坏人做坏事的魔法。

陈安然 澳门 横琴中心幼儿园：我
想有医生救人的超能力。

李汐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我希
望在海外的中国人能回来。

陈如鑫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可
以变出来东西，也可以把东西变走。我
最希望把我哥哥变走，因为我哥哥经常
烦我。

莫慧敏 澳门 子期实验幼儿园：我
想会飞，想飞到全世界去看看。

佘栩莹 香港 横琴一小：我希望我
可以变透明，这样子我就可以偷偷地帮
爸爸妈妈很多忙。

田亦宸 内地 横琴一小：我希望可
以拥有时空穿梭的能力。因为我有的时
候会跟家人产生一些误会，那些误会可
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矛盾，我希望可以
穿梭到矛盾发生以前，大家把事情说好，

这样就不会产生矛盾和误会。
巩筱璇 香港 横琴一小：我希望拥

有一个叫彩虹泡泡的超能力。这种泡泡
十分坚固，可以带人去世界各地旅行，我
希望乘着它去月球上面种菜。泡泡里面
有足够多的氧气，不论飞多高都没有关
系。

Slava 俄罗斯 子期实验小学：我
想会飞，因为我觉得蝴蝶很好看，如果有
人遇到危险掉下去了，可以飞过去把他
送进校医室。

夏悠涵 香港 子期实验小学：我希
望拥有一双翅膀，因为我从小时间观念
就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准时，有了翅膀之
后就希望自己能快速到达某个地方。

王语萱 内地 子期实验小学：我希
望拥有打败病毒的超能力。最强的病毒
就是新冠病毒，因为疫情那么严重，蔓延
速度那么快，我要用超能力来打败病毒。

欧阳可欣 内地 伯牙小学：我希望
我可以获得一双翅膀，我想去采集花
的种子，飞向天空播撒到世界各地，让
世界变得更加色彩斑斓，处处都有鸟
语花香。

问：如果你能获得一项超能力，你希望
是什么？为什么？你会用它来做什么？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学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学
生课余时间下五子棋生课余时间下五子棋。。

横琴中心幼儿园小横琴中心幼儿园小
朋友在校园内玩耍朋友在校园内玩耍。。

横琴中心幼儿园小横琴中心幼儿园小
朋友在陶艺课上学习朋友在陶艺课上学习。。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小朋友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小朋友
在用艾草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在用艾草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
小学学生牵手玩耍小学学生牵手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