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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三年级一班 刘待为

指导老师  周芩
如果我是一种动物的话，

我会是一个海绵，
因为我可以酷酷地
在海底躺上一万年。

如果我是一种颜色的话，
我会是蓝色。

因为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是天空

和大海的颜色。
如果我可以哪儿都去，

我会待在家里。
因为我想睡在床上就睡着，

想玩就玩，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的 “T宝宝”
三年级二班  杜立昂

指导老师   滕爱敏
	 星 期
天 ，大 姨 来
我 家 做 客 ，
送我一盒礼
物——恐龙
组合套装玩
具（Meccano	
d i n o s a u r	
building	set），我太喜欢它了。
	 从小我就喜欢宠物，但是爸
爸妈妈总是说我还太小，等长大
了才能买给我。既然现在得不到
宠物，我决定把大姨给我的礼物
作为我的恐龙小宠物。
	 这套玩具一共有715个部
件，结构有些复杂，要想装好它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按照
说明书上的要求，准备好了需要
螺丝刀和特殊的工具，一步一步
地进行拼装。平时搭Lego	的时
候，我可是小能手呢，但是装这
种玩具就不太熟悉了。在大姨一
旁的鼓励下，我碰到困难不放
弃，有了问题认真思考。最后，在
大姨的帮助下我终于把恐龙玩
具组装好了。
	 我给这个玩具取了一个好
听的中文名字叫	“T宝宝”。	我
的“T宝宝”	装上了电池后，它还
会叫，	并能摇尾巴，它真的很可
爱。
	 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
的宠物。我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
跟“T宝宝”玩儿，也会好好的爱
护和维修保养它。“T宝宝”已经
成为我们家的一名新成员！

调皮的亮亮
李牧遥三年级一班，周芩老师
	 有一个叫亮亮的调皮小男
孩。他几乎不听老师和家长的
话，有时表现不太好。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
后，亮亮的妈妈带他去公园玩。
公园是亮亮在世界上最喜欢去
的地方。	亮亮直奔游乐场。游乐
场上有五个秋千，一个巨大的猴
架，三个滑梯，和其他一些好玩
的玩具。
	 亮亮跑向秋千，想扑上去。
但是他错过了，脸朝下摔倒了地
上。他第二次尝试时，他用在游
乐场上找到的一个钩子，试图钩
在秋千上。当他挥动钩子时，他
绊了一跤，摔倒在秋千上。	“好
吧，”他想，“至少我已经在秋千
上了。”当他坐上秋千时，他的妈
妈喊道：“不要站在秋千上！”但
亮亮没听妈妈的话，站到了秋
千上。几秒钟之后，他抬头看了
看妈妈，心想：“很好，她不在看
我。”他伸出右脚，打算单脚晃
动。但是，他滑了下来，胳膊和腿
都擦伤了。
	 接下来，亮亮跑到猴架。他
爬上梯子，跳向第一个横档。他
跳得太高太重，错过了第一个横
档，他的头撞上了第二个横档。
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终于设法
抓住了横档，向前攀去。他闭上
眼睛，攀得很快。但是他没有看
到他要去的方向，就撞上了也在
猴架上的云云。亮亮从猴架上掉
了下来。他的脚踝扭伤了。
	 然后，他跳过游乐场上的一
些玩具，插到滑梯队伍的前面，
一边叫着，“让我先滑！”“停下
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那
是他姐姐。他姐姐跑去告诉妈妈
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没等他妈妈
跑过来，亮亮已经头朝下滑下滑
梯，撞上了一根杆子。
	 亮亮的妈妈对他很生气，告
诉他如果他不能学会控制自己
的行为，就再也不带他到游乐场
去玩了。为什么她做这样的决定
呢？因为当亮亮撞到杆子时，摔
断了他的鼻子；当他从猴架上掉
下来时，扭伤了脚踝。
	 这次事件给了亮亮一个很

好的教训。从那以后，亮亮开始
学着去听家长的话。他也学会了
在游乐场上要小心和遵守规则。
他变得越来越懂事和友好，而且
很少再伤到自己。	

马龙
六年级 刘嘉懿/李天宁

指导老师   杜娟
	 从前有一个马龙，他住在天
宫里。他是半马半龙。在附近有
一个村庄。那里住着许多人	。这
些人快快乐乐地住了好久。	可
是有一天一只大狗熊来到这个
村庄。那些人被吓坏了，跑来跑
去想躲开大狗熊。他们叫	“救命
啊！救命啊！”马龙听到他们的
叫声，飞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他
飞到那个村庄，大狗熊一看到马
龙就被吓跑了。人们感谢马龙，
马龙点一下头就飞回天宫了。	
过了一个月	，一只狐狸跑到这个
村庄。他们又叫	“救命啊！救命
啊！”	马龙听到他们的叫声，又
飞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他飞到那
个村庄，喷一次火，狐狸就被吓
跑了。人们再次感谢马龙，马龙
说	“不用谢”就飞回天宫了。	
	 又过了一个月，	 一只老虎	
跑到这个村庄。这次，人们就叫，

“马龙，救命啊！”	马龙听到他的
名字，就飞过来。他跟老虎打了
一架，老虎就跑走了。这次，人们
给马龙吃的喝的，马龙收下了就
飞走了。
	 转眼间又一个月过去了，村
子里又来了个动物。这一次不是
狗熊，狐狸或老虎，而是另一只
马龙。这匹马龙是只邪恶的马
龙。村里的人，包括我在内，以为
是和以前一样的马龙。我们都喊
道：“你好，马龙！”他睁大眼睛
看着我们，向我们吐了一团大
火。	“救命呀，救命呀！”人们只
好又喊来了好马龙帮忙。一场艰
苦的战争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两只马龙在天上不停的打斗。不
幸的是，好马龙没能斗过恶马
龙，它晕倒在坏马龙喷出的毒口
水下。村里的人看到好马龙倒在
地上，都尖叫着逃命去了，我跑
进一个房子，藏在柜子里。过了
好大一会我听到外面没有声音,	
就走了出来，村子大部分都被烧
没了，我好像是唯一一个活下来
的，再也没找到其他人。

我最喜欢的中国的节日
七年级一班陈雨涛

指导老师张凉
	 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但春
节是令我最兴奋的节日。	虽然我
从来没在中国过过春节,但从父
母和电视里还是能感受到春节
是一个大喜大庆的节日。
	 听家人说春节是中国民间
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
日。	过春节时家家户户准备年
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
忙于采购物品，还要准备一些过
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
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
时穿。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
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
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
在一起包饺子过年。新年的初
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
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
门去走亲访友。
	 	在美国虽然没有那种气氛，
但美国的华人过春节也还是很
喜庆的。每年中文学校都举办歌
舞演出，之后还有各种娱乐活动
和聚餐晚会。
	 我喜欢春节是因为春节里
我可以见到很多亲人，见不到的
也会打电话拜年。另外我还能收
到不少小红包。节日里爸爸，妈
妈还买新衣服给我们和带我们
一家去餐馆吃饭，看歌舞表演。

汉字的起源
七年级一班   夏奇瑞

指导老师  张凉
	 汉字起源于甲骨文，是在公
元前1300年左右刻在动物的骨
头和乌龟的甲壳上的文字。它虽
然晚于苏美尔人的楔行文字和
埃及人的圣书字，它是世界上唯
一流传下来的文字。这主要因为
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中华文明
通过汉字来承载流传，第二汉字
有跨地域性，在不同方言里都有
读音。
	 在甲骨文之前，人们通过结
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系大大小
小的结，来记载生活中发生的大
事和小事，后来还有契刻记事。
但是事件复杂了，这两种方法就
不够用了。传说中就有仓颉造
字，仓颉发明了各种象形符号作

为文字来记载事情。东汉时期的
【说文解字】中说象形文字只能
称为文，之后出现的声形结合的
文字才能称为字。声旁表示了字
的发音，形旁代表了字的意思。
汉字的演变经过了甲骨文，金
文，小篆，	隶书，楷书，	草书和行
书几个阶段。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北京长城
七年级 哈昱晖
指导老师张凉

	 去年暑假，妈妈带我回中
国，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长城。
虽然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中国
的首都北京最令我难忘，因为那
儿有我最喜欢的长城。
	 在中文学校五年级的课本
里，我学过北京的几个著名的景
点，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学
完这些课文，我就跟妈妈讲，我
特别想去北京，去看看万里长
城，去看看古代的皇宫，去看看
皇家的花园，还要看看皇帝祭祀
的地方。
	 去年我们来到北京，几个美
国回去的朋友们一起游玩了这
四个最著名的景点。
	 爬长城是我最喜欢的，那
天我们到了北京居庸关长城脚
下，天气闷热，绿色的群山雾蒙
蒙的，妈妈带着我们两个小朋友
来到入口处，我们沿着石阶向上
爬，有的台阶很高，要用手拉住
栏杆用力向上爬，身上全是汗，
脸也红了，为了登上烽火台，我
们一路不停地向前走，路上的
游人都说：“这两个小孩身体真
棒。”当我们登上这座山的最高
处，就是烽火台了，站在上面看
得见长城继续沿着山坡向前，看
不到头，长城就是一条没有头的
长龙。下山后，很热很累，但很开
心，因为去长城是我的梦想，妈
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下
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下次回中国我还想去长城。

搬家
中文八年级二班 Jerrett Zheng 

指导老师苏虹
	 在 我 读 二 年 级 的 时 候 ，
搬 家 —— 这 件 不 能 再 坏 的 事
情——降临到一个顽皮的七岁
男孩头上。Marlboro是我出生的
地方，那里有和我一同长大的朋
友们，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啊，
所以我做梦都不想搬家！谁愿
意渐渐地失联朋友，最后忘记他
们？！
	 但是我的搬家却给了我一
次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我因此
交了许多新朋友，我并没有在新
的环境里自怨自艾，手足无措。
它给了我挑战，也给了我力量。
	 搬家是我经历中印象非常
深刻的一件事。

我的一件大小事
八年级二班   陈宗毅

指导老师  苏虹
	 小时候我爱动，看到什么都
要去摸一摸。不上学的时候，我
和哥哥常常去爸爸妈妈经营的
餐馆，不是在后面的仓库里玩游
戏，就是到前面的斑马线上互相
追逐。
	 在我差不多五岁的那一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我在餐
馆前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突然
发现有几个人骑着脚踏车朝我
冲了过来，我本能的反应是回到
餐馆里，但是由于害怕，跑错了
方向。于是我转身穿过马路往回
跑。虽然我是在人行道上，但还
是被车子撞倒了。我躺在地上，
感到一阵阵剧痛；抬头一看，一
条腿上都是血！我顿时嚎啕大
哭，泪如泉涌。爸爸听到哭声，迅
速跑出来，抱起我打了911，但是
撞倒我的人早已不见踪影。伤口
好了以后，我的腿上却留下了一
条大疤痕。后来疤痕渐渐地不怎
么疼了，但我的心却会隐隐作
痛：时而我责怪警察叔叔没有找
到肇事者；时而我痛恨那个把我
撞倒后却溜之大吉的人。这事件
象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让我感
到又困惑又苦恼。虽然好多年过
去了，我有时还会问：那个撞我
的人是谁？悲观失望的情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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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节照片：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与社区各族裔进行文化交流也
是华夏南部分较的服务项目之一。这是在社区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
节”上的义工们在做戏曲服饰展。

智力运动会：南部分校代表队在今年的华夏智力运动会上取得了第
二名的好成绩

直笼罩着我。
	 可是有一天，我心上的这块
大石头变成了小芝麻！
	 为什么呢？你听过鲁迅的”
一件小事”吗？故事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在严寒的冬
天里，一个北风大作的下午，一
位人力车夫一路小跑地拉着客
人。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从马路上向车前横截过去；车夫
眼急脚块，已让开了道，但老太
太的背心被风吹开，终于兜着车
把，她顺势倒了下去。四周没有
别人，车上的客人说老太太没有
事，但车夫还是搀着她一步一步
走到警察局去报案。
	 听过这个中文故事后，我多
年压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很
多，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
的伟大之处就是能选择。这位勤
劳的车夫，他选择自觉自律，负
责到底，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
人；那个撞倒我的人选择了逃之
夭夭，他是个没有担当的人；那
么我的选择是什么？是因为吃
了一次亏而耿耿于怀;	 	还是决
定从心里原谅他，再也不让这
个负面的经验阻碍我的活泼天
性？
	 	这才是我的选择：我愿意成
为一个宽容的人，一个助人为乐
的人和一个高尚的人！

我的业余生活
中文八年级二班 林语晨

指导老师  苏虹
	 我的名字叫林语晨。我有一
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的哥哥喜
欢听音乐，但有时很懒。我的姐
姐喜欢和猫玩捉迷藏，她很会弹
钢琴。
	 我也会弹钢琴，我最喜欢打
视频游戏。我爱运动，冬天我们
去佛蒙特雪场滑雪。我喜欢踢足
球，我是校队的防守队员。我还
是年级中越野长跑的佼佼者。
	 我今年12岁，读七年级。我
有两只猫，还有八只鸡。母鸡常
常下蛋，我们不是把鸡蛋送给朋
友，就是自己享用。
	 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我感
谢父母给我的支持。

我最喜欢的季节
华夏南部 九年级  林业敏

指导老师  杨迎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	因
为夏天天气很好，不太冷。
夏天，太阳总是出来；到处都可
以看到动物和花朵，它们无处不
在。还有一个原因是，夏天不用
上学。
	 夏天，我喜欢和我的妹妹一
起去外面玩，我喜欢和她一起玩
狗。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
喜欢做功夫和打篮球；当我们在
屋里的时候，我们喜欢在电脑上
玩和看书；我们也喜欢画画和弹
钢琴。
	 通常七月份，我和我的家人
会去度假。我去过欧洲和亚洲很
多地方。我已经去过	中国三次
了	。今年夏天，我、我的妹妹、奶
奶，还有我的叔叔、阿姨和我的
表弟一起去了中国。我们去了云
南省，走访了三个城市：	昆明、
丽江和大理。在云南，我们去了

许多老城，爬了山，还去了石林。
在云南，我们吃了许多不同类型
的食物，那些在美国找不到的食
物。当我们八月要离开中国，回
到美国的时候，我很伤心。不过
即使我因为要离开中国而很伤
心，我还是很高兴回到了家乡，
再次见到了我的父母。
	 另外，我的生日也在八月，
是八月二十日。今年我的生日，
我的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和
一个新的电脑。那天，我们去了
公园玩耍。然后，我的家人和我
一起出去买了一个蛋糕。那天晚
上，我们切蛋糕吃。这是一个冰
淇淋蛋糕，我最喜欢的。
	 总而言之，我最喜欢的季节
是夏天。

我最喜欢的节日
华夏南部   九年级  李雯萱

指导老师   杨迎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
	 万圣节来的时候人们会穿
上各式各样的服装，到处去收集
糖果。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美
国节日。万圣节与蝙蝠、南瓜、
糖、鬼和其他的怪物有关。万圣
节期间，许多人买可怕的装饰品
来装点自己的前草坪，如；假墓
碑和人造蜘蛛网。他们还买一大
堆糖分发给别人。我今年想当红
心女王。前几年，我有做天使、女
王和小红帽，然后跟朋友一起走
出去玩，特别好玩。很多人会举
办万圣节的聚会。
	 万圣节是最好玩的节日。我
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它。

我也来谈谈节日
华夏南部  九年级  章小雨

指导老师    杨迎
	 每个文化都有很多自己独
特的节日。	 比如：美国有感恩
节，	马丁•	路德节，	独立日。	中
国有中秋节，春节，端午节，	国
庆节。这些节日都很有名。对这
些节日大家有很多好的看法，	
所以，	我要是再用我的五百字
来说我的看法，	就是浪费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大家
一般不说节日的缺点。那我就
来说说吧。	比如，	节日的英文
翻译是	“holiday“。	这个词是从	

“holy”来的	（她的意思是“特别
的”，“唯一的）。节日的目的是为
了纪念特别的人或时间。	但是，	
如今在美国，我们常常把节日做
为请假的借口（比如，	Columbus	
Day）	，或者兴奋地把一年中的
每天作为一个节日	（比如，	甜甜
圈节日和好朋友节日）。	这些做
法偏离了节日最早的目的。要是
每天都是一个节日，	节日就再
也没有意义了，	不再独特了。还
有，	人们喜欢节日的原因也是
享受为节日准备的过程。可是现
在，	如果每天都是一个节日，	那
我们的准备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我们的乐趣也就少了。	
	 总的来说，	这些没意义的小
节日太多了，	大节日也就变得
没那么有趣了。所以我还是觉得
回归到节日本来的意义，让我们
都来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那份
期盼和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