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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
标准中文四年级 指导教师 殷常红
动物园一游
/王媛琪
几
年前，我
和我的
家人去
四川。我
们住在外婆家，最有意思的是去动
物园玩。
我们先去看猴子。我哥哥最喜
欢猴子。一个动物园管理员给了我
和哥哥一包食物。当时我还小，很
害怕大猴子，所以我就远远地把食
物扔到猴子的脸上了, 管理员看见
了很不高兴。小猴子很聪明, 它会打
开瓶子自己喝水。
然后，我们去了看我最喜欢的
动物－－大熊猫。我喜欢熊猫因为
它们很可爱，也很好玩。我也去了
熊猫的苗圃看小熊猫，和小熊猫一
起玩，大熊猫在吃竹子。
那天我们玩得很高兴,至今难
忘。
难忘的暑假
/郑锦添
去年暑假让我很难忘。我跟我
的表兄弟先去了格鲁吉亚。我们每
天游泳，如果天气很热，我们就去
水上乐园，一起玩水枪射击对方。

暑假里我们还一起去了六面旗和
Mcdonald的突破巨星; 我们一起吃
冰淇淋蛋糕，来庆祝我的表妹和我
的姑姑生日。
我觉得去年暑假玩得很开心。
难忘的一次滑雪经历

/孙莉雅

我很喜欢冬天, 因为爸爸会带
我和哥哥去滑雪。每次从双黑道上
滑下来, 风在耳边呼呼响, 感觉就像
在飞一样。
今年
圣诞节, 我
们去了加拿
大的翠湖山
庄。我在山
顶出了小意
外, 不小心
摔倒了。我头很晕, 不能抬起头来,
更不能站起来。爸爸和哥哥很担心。
爸爸想把我夹在他的腿中间, 慢慢
一起滑下去,可是我一点儿都站不
住。最后只好哥哥先滑下山, 找来了
三个工作人员。他们把我放到担架
上,一前一后地把我拖下去。一路上
很颠, 我的头更晕了。
回到旅馆, 我休息了一天, 慢
慢才恢复过来。第二天我又和爸爸
哥哥一起滑雪了, 我们度过了快乐
的一个星期。
这次滑雪经历非常难忘。

难忘的巴哈马之旅

/成可馨

在寒假里我和我朋友两家人一
起坐邮轮游玩了巴哈马。从纽约哈
德逊河出发不久，我们就在轮船上
看见了曼哈顿高楼林立，非常壮观！
船上的房间不大，但是很舒
服。房间外面还有一个小阳台，可
以吹吹海风。餐馆有各种各样的食
物，像披萨饼、牛排和冰淇淋等等，
很好吃。我和朋友还在船上泡了温
泉。
到了巴哈马，我们坐小船到了
沙滩上。我和我的朋友游泳，玩沙
子，晒太阳，中午还吃了热狗。玩
得很开心！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马立平四年级
难忘的节日

指导教师 陈绍平
/肖廷柯

我
有一个
难忘的
节日。
那天我
去纽约
市看吹
泡泡表演。有一个女演员， 她吹了

一个很大的泡泡,这泡泡大得可以装
下四个小朋友！ 她还吹了很多小泡
泡，有几千个的小泡泡装满了舞台！
这个表演真好看！
我还看了一个马戏团表演。 这
个马戏团有一个很滑稽的小丑, 这
小丑表演了很多节目, 逗着我笑个
不停！
这是一个难忘的节日！

生活万象
我的圣诞节假期 马立平四 /俞文茹
我
很喜欢我
的圣诞节
假期，我
们一家去
了宾州的
一个度假
村。我们
骑了马，爬了山，还去了Crayola
Experience.
我们去骑马了。那天天很冷，
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骑着马
在森林里又上坡又下坡，看到了很
多小鹿。最好玩的是有一些火鸡一
直跟着我们，因为它们知道我们的
领队带着喂火鸡的玉米，其中两只
鸡总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一天我们走路经过两个池塘，
冰很厚，可以在上面走，冰面上还
有些小石头。突然我的大姐姐躺在
冰上，她用一只手抓住一个石头，
把她自己拉到下一个石头，然后再
用另一只手把自己拉到下一个石
头，就象在平面攀岩一样。有两天
天气很暖和，阳光明媚，我们去看
一个度假村的大裂石，还爬到最高
处。另外大姐姐在去年夏令营认识
的朋友还特意过来跟我们一起爬
山，我们爬了五个多小时，穿过一
条小河，并在山里的一块平地上吃
午饭。
在Crayola Experience ，我们
做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们画画，
做雪景球和旋转蜡笔画，还用没包
起来的蜡笔做各种各样的动物。我
们还看了蜡笔制作过程。我很喜欢
Crayola Experience.
小蝌蚪 标准中文七年级 /程皓琳
我
的邻居迷
丽家的前
院有一个
池塘，每
年池塘里
有很多小蝌蚪。
有一天，我和迷丽去池塘边抓
小蝌蚪。这时候池塘里长满了浮萍，

小蝌蚪都躲在浮萍里。我们先用耙
子把浮萍撩上了岸，然后用手在浮
萍上摸来摸去，如果发现有突出来
的东西，就很有可能是小蝌蚪，我
们把浮萍拉开来，小蝌蚪就蹦了出
来，我们得很快地把小蝌蚪一把抓
起来，要不然，小蝌蚪就滚到池塘
里，游走了。我们把抓到小蝌蚪放
在一个扁扁的，装满了池塘水的盘
子里。这天，我们一共抓到了十八
只小蝌蚪。 我们用手逗它们玩，看
它们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游得快，它
们的身体滑滑的，我刚碰到它，它
就游走了。
最后，我带了一只小蝌蚪离开
了迷丽的家。刚到家，我想，小蝌
蚪可能会想它的朋友，它一定会很
难过的，我还是应该让它回家。我
连忙跑回池塘边，默默地对小蝌蚪
说，"回家吧，希望你快快长大，成
为一只大青蛙"，说完，就把它放回
到池塘里去了，小蝌蚪一进池塘，
就飞快地游走了。
我最喜欢的书 美州华语六 /李明允
我
最喜欢
的书是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因为这本书里有冒

险，动作和奇特的故事。书 里面有
个人叫Nemo。Nemo有一艘大潜水艇，
他的潜水艇从来不出水，所以他和
他的朋友总是生活在水下面。Nemo
的吃的是鱼。Nemo和他的朋友能在
水下生存吗？除了吃鱼他们还能吃
什么呢？ 主人公和他的两个朋友从
船上掉进海里，nemo 怎么把他们救
上来的？这本书里有很大的鱼，不
好的人和北冰洋! ，想看么？
一则日记 美州华语六年级 /陈思安
今
天在英
文学
校，在
体育馆
玩足球。我的足球队把足球踢到场
的外头，另一个人把足球踢回到足
球场的里面。这个足球重重打在我
的膝盖上！球弹了回去，这人再踢，
球又打我在腿上。有很多人追逐这
只足球，另一个人踢的球再次打在
我的臂膀上。我现在就不踢球了。
我的法语课老师今天不在，有代课
老师教我们。她不知道怎么说法语!
她自己不知道怎么说法语，可是她
听的懂，她不喜欢我们说错。她听
我们说一个法语字，然后让我们用
那个字做练习。

自相矛盾 美洲华语六年级 /张欣怡
几
个星期
前，我
们一家
去了
Hunter Mountain 去滑雪。同去的还
有 表弟的一家。我门到的那一天，
去旁边的商店去买吃的东西。一走
进店，我的弟弟就看见了零食，谗
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一把就抓起
一包牛油爆米花，嚷着说： “这是
我最喜欢的牛油爆米花。”爸爸就
给他买了。过了几天，我们到姑姑
家吃晚饭。我门很早就去了，饭前
我们吃了一点零食。其中也有三种
爆米花：焦糖、牛油和奶酪的。弟
弟先尝了一口焦糖的，然后又吃牛
油和奶酪的。他说：“ 我最喜欢焦
糖的，最不喜欢牛油的。” 我想起
来他说过他喜欢牛油爆米花，这不
是自相矛盾么！

课堂点滴
如果我是家长 标准中文九 /林润炎
听大
家说，做父
母是件很艰
难的事。从

孩子刚生下来到孩子去大学之间，
父母要马不停蹄的照顾和培养他
们。但是，在辛苦之外，做家长也
是个美妙有益的活儿；孩子和父母
会发展出互相尊重和关心的关系。
如果我是家长，我会保证跟孩
子互相理解和尊重。这就意味家长
必须作为一个好榜样，所以孩子尊
敬自己。除了尊重，家长和孩子必
须有足够的沟通，之间能互相理解。
如果你保持沟通和愿意跟他们谈
话，他们也就会更愿意跟你接近。
还有，最重要的，要是我是家长，
我一定会听孩子的建议。如果只有
大人的意见算数，那孩子就会十分
受挫，防止他未来再提出自己的想
法。要是孩子的意见有道理，我就
会跟随着做。
作为一个孩子，我跟我的父母
有很少共同的兴趣，所以我要玩电
子游戏或各种运动都要特意去请一
位同学过来。如果我是一个家长，
我会尽我的全力跟着孩子一块做一
些共同的活动。在跟孩子玩游戏和
运动时，肯定能加深互相的关系。
我不知道将来做家长会不会
这样子做，但是我肯定不会忘记我
小时候的想法，将来我的小孩肯定
是最开心的。
小熊买玩具 标准中文四

/郭佳琳

有一
天，小熊去
超市买书
包。它说：
“这儿有这么多书包呀！有红色、绿
色、粉红色、蓝色和黄色的。"小熊
要买粉红色的书包，它还想买点儿
文具。小熊选了两支铅笔和四支钢
笔。这些文具一共是六十七元。收
银员问：“您刷卡还是付现金？” 小
熊说它要付现金。
堆雪人 标准中文四 年级

/朱驪安

在我五岁那年
的冬天， 我和爸爸
堆了一个最棒的雪
人。那个雪人比我还
高还大，可他只有两
截：一个大头和一个圆嘟嘟的肚皮。
我们用胡萝卜做他的鼻子， 两个又
大又水灵的草莓是它的眼睛。看到
这里，你也许会笑我们的雪人长了
红眼睛， 你错啦，它是绿眼睛，因
为是叶子朝外！哈！它还带了我的
粉红色的帽子，和粉红色的围巾。
我还用蓝莓做了纽扣。它有一双小
巧玲珑的树枝手，还戴了我妈妈的
手套！太好玩了！
噢，差点忘了告诉你，它有一个
响亮的名字 – 功夫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