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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漫谈 
编者按：本期刊登的俞⽂文茹的

“下雪天”和曹谙⽂文的⾃自我介绍都

是描写⽣生活⼩小事的⽂文章。写作

时，并不是只有轰轰烈烈的⼤大事

值得下笔，⽣生活中的琐碎也可以

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两篇佳作都

⾏行⽂文流畅，叙事清晰明了，段落

衔接⾃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

真性情。卞翰林的“新西⾏行漫记”

联系古今，思维穿越，想象⼒力在

字⾥里⾏行间翱翔。像所有好看的故

事⼀一样，短短⼏几段不能满⾜足读者

的好奇⼼心，我们期待他更多的

“漫记”投稿。 

 

快乐的下雪天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俞⽂文茹 

 

 

  昨晚得到通知，今天下⼤大雪

学校关门。想着可以到外⾯面玩雪，

我很⾼高兴从床上爬起来，但当我从

窗户往外看时, 很是失望。地⾯面上

只有⼀一层薄薄的雪。于是我决定吃

完早饭后要在家⾥里做更多的事情。

我做了英语学校的作业，也做了⼀一

点⼉儿数学。做完这些事情，我看了

⼀一会电视。不久，妈妈买菜回来了

。因为她最近忙，好久没买菜了，

冰箱都空了，所以她今天买了很多

菜。我帮妈妈把菜收起来，我们的

冰箱很快就装满了。 

  

 妈妈教姐姐怎么做鱼。这是

姐姐第⼀一次做整条鱼，她有点⼉儿怕

，不想碰鱼。姐姐要翻鱼的时候，

鱼粘在锅上！她从不同的⾓角度试着

把整条鱼翻过来，经过⼏几次尝试后

，她终于⿎鼓起勇⽓气，把鱼⼀一下翻了

过来，但是鱼的⼀一边没有⽪皮了。鱼

煮熟了后，姐姐把鱼乘在盘⼦子⾥里，

然后在锅⾥里做调味酱，姐姐就⽤用酱

盖住鱼没有⽪皮的部分，妈妈在鱼嘴

⾥里插了⼀一⼩小段芹菜，就像餐馆⾥里做



的⼀一样。与此同时，我在做⽩白菜。

⽩白菜切好时，看起来有很多，但在

锅⾥里⼀一煮，就只是⼀一⼩小盘的菜了。

我也⽤用酸奶做蔬菜蘸酱，和着⽣生的

甜椒，胡萝⼘卜，芹菜⼀一起吃。这就

是我们的午餐。我们吃得很⾹香，我

和姐姐都很⾃自豪。 

 

 下午三点四⼗〸十五分，妈妈叫

我跟她到外⾯面铲雪。我负责铲车道

的下半部分。铲雪的时候，我发现

外⾯面只下了三英尺的雪，⽽而不是预

报的⼗〸十英尺，觉得很失望。我把车

道的下半部分铲完，因为雪还在下

，刚铲完的车道上又有了⼀一层薄薄

的雪。于是，我就⽤用扫把来扫雪。

但是，这个扫把太重了，我很快就

觉得很累。我就想起了⼀一个办法。

我在雪橇上⾯面坐着，在⼿手⾥里拿着扫

把，滑下车道。我觉得很好玩，兴

奋地叫妈妈来看我的新技巧。但是

这个⽅方法不好⽤用，于是我决定不扫

车道了。薄薄的雪让车道很滑，所

以我就坐在雪橇上滑下车道。有⼀一

次，我滑到马路中间了，⼀一起来就

看到⼀一辆车在往我这边开着，我就

很怕，就让妈妈给我看着车。 

 
 不久，我姐姐也出来了。她

和我⼀一起堆雪⼈人。今天的雪很松软

，可以容易地把雪压成⼀一个雪球，

很适合堆雪⼈人。雪⼈人堆好后，我们

给她加了帽⼦子，围⼱巾，⽯石头眼睛，

胡萝⼘卜⿐鼻⼦子，但是我们忘记把纽扣

放上去。 

  

 堆完雪⼈人，我们就去做晚饭

。⼏几天之前，姐姐，妈妈，和我去

了⼀一个印度餐馆。我们在那吃的⽺羊

⾁肉很好吃，所以我们想做印度⽺羊⾁肉

。我和姐姐在做饭的时候，妈妈去

上跳舞课。妈妈回家的时候，我们

才发现，我们没有做蔬菜。所以，



妈妈就做了⼀一个叶⼦子菜。按着中国

说法，⽺羊⾁肉可以让⾝身体发热，在外

⾯面玩了雪之后，吃着⾃自⼰己做的⽺羊⾁肉

煲，确实很舒服。吃完晚饭，妈妈

说我和姐姐做的晚饭，该她洗碗了

。我就都完了我正在看的书。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向你介绍我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曹谙⽂文 

 
 你好! 我的名字是曹谙⽂文，今

年⼗〸十⼀一岁，现在上六年级。 

 我家住在纽约州查巴克镇。

查巴克是⼀一个很⼩小的镇，外⾯面有各

种各样的树。秋天的时候，妈妈爸

爸会带我和弟弟⼀一起在外⾯面⾛走路，

看着外⾯面⾼高⾼高的树，有时找⼀一找新

的树种。漂亮的树叶落到我的夹克

上，好像在跟我玩耍。 

 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

们总是耐⼼心⿎鼓励我，⽀支持我，尤 

其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是我在

考试上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或者在

我需要⼀一个⼈人跟我谈话，我的家⼈人

和朋友总是在那⾥里。我的朋友们经

常和我⼀一起讲故事和玩游戏。我⾮非

常感谢⽣生活中这样陪伴我的⼈人。 

 在学校⾥里，艺术课是我最爱

的课。我们学习画动物，⽔水果，树

和⼭山。我最喜欢画动物。我经常画

着画着，想画的动物就变成了完全

不同的样⼦子了。有⼀一次，我开始要

画⼀一只鸟，画完了的时候，却变成

了⼀一匹有翅膀的马，但它⽐比我想画

的鸟更漂亮。 

 
 我也喜欢英⽂文课。在英⽂文课

⾥里，我们学写故事，⼩小说，诗和作



⽂文。在写作的时候我感觉很⾃自由，

可以把我喜欢的事情和各种各样的

想法编成⼀一个个故事。 

 这就是我。 

 

新西⾏行漫记   

美洲华语六年级                     卞翰林 

公元前⼀一百三⼗〸十⼋八年⼗〸十⼀一⽉月⼆二⼗〸十⼋八

⽇日  

  我叫关⽻羽，来⾃自长安。 我受

命去欧洲推⾏行欧亚联盟。 我沿着丝

绸之路前往欧洲， 沿途我看到了黄

河和长城。 我在⼀一个集市停下休息

， 在⼀一个⼩小吃摊前，摊主说他的名

字是杜⽶米诺，他卖给我了⼀一些烤⽺羊

⾁肉串和奶酪⾯面包。 烤⽺羊⾁肉串尝起来

⾹香甜⾟辛辣， ⾯面包上的奶酪融化在我

的嘴⾥里，有淡淡的咸味，⾮非常好吃

。 我的坐骑是⽇日⾏行五百⾥里的⾎血汗宝

马----⾚赤兔。 

  

 公元前⼀一百三⼗〸十⼋八年⼗〸十⼀一⽉月⼆二⼗〸十九

⽇日  

 夜⾥里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

⼏几只秃鹫在我上⽅方盘旋。 我疾驰去

市场找到了我的朋友杜⽶米诺，他卖

给我了⼀一些芝⼠士⾯面包和鸡⾁肉。我还

找到⼀一家旅馆和⼀一个名叫 Meliodas

的酒保，他⾝身上带着⼀一把佩剑。 我

订了⼀一个房间过夜，在房间⾥里吃了

我的晚饭。  

公元前⼀一百三⼗〸十⼋八年⼗〸十⼀一⽉月三⼗〸十⽇日  

 

 早上我离开了旅馆，在四周

逛逛看风景。我看到⼀一些刺梨和⼀一

只⼩小蝎⼦子。我碰到⼀一群⼟土匪在攻击

⼀一个⼈人。我骑着⾚赤兔去救他，并将



匪徒带进仙⼈人掌丛。之后我继续赶

路，沙漠⼀一望⽆无际，远处隐隐约约

有⼭山峦起伏。我还看到⼀一些⾛走鹃

（哔哔鸟)在炎热的沙漠阳光下四处

奔跑。  

我爱我家  

编者按：这是⼀一组美洲华语三年

级的“我爱我家”⽂文章。从这些⽂文

章，你会知道这些⼩小孩⼦子很爱他

们的⽗父母。在可爱的⼩小孩⼦子眼⾥里

，爸爸妈妈都很完美。孩⼦子们也

喜欢跟姐姐哥哥们玩。他们不只

爱他们家，也更爱他们的家⼈人。

请爸爸妈妈，⼤大姐姐们和⼤大哥哥

们都读⼀一读这些充满爱⼼心的⼩小⽂文

章。（俞⽂文茹撰写） 

我的一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孙炎彬 

 我的名字叫孙炎彬。我有⼀一

个可爱的妹妹，她的名字叫孙津。

我也有⼀一个强壮的爸爸，他的名字

叫孙庭波。妈妈是我最爱的⼈人，她

叫朱美燕。 

 我很爱我的家⼈人。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米奇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哥哥，姐姐和我。我的爸爸最

聪明，最强壮，最⾼高⼤大。他知道许

多⼤大事情。我的妈妈最美丽，最有

爱⼼心，最爱帮助⼈人。她⼀一回到家⾥里

，就亲我们。我和哥哥，姐姐⼀一边

玩，⼀一边谈天，我们⾮非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钟岩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哥哥和我。我的爸爸最聪明，

最有趣，最有⼒力⽓气。他知道许多⼤大

事情。我的妈妈最美丽，最⾟辛苦，

最善良。她⼀一回到家⾥里，就带我们

做作业。我和哥哥⼀一边吃⽔水果，⼀一

边做作业，我们⾮非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安迪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豆⾖豆和我。我的爸爸最帅⽓气，

最能⼲干。他知道许多⼤大事情。我的

妈妈最聪明，最忙碌，最多表扬我

。她⼀一回到家⾥里，就亲我。我和爸

爸妈妈⼀一边看 ipad，⼀一边画画⼉儿，

我们⾮非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纪煜暄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妈，姐

姐，哥哥，Cody 和我。我的爸爸最

聪明，最⾟辛苦，最强壮。他知道许

多⼤大事情。我的妈妈最美丽，最爱

我，最有耐⼼心。她⼀一回到家⾥里，就

做饭。我和哥哥⼀一边玩，⼀一边笑，

我们⾮非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James Gallivan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和我。我的爸爸最聪明，最坚强

，最友好。他知道许多⼤大事情。我



的妈妈最聪明，最友好，最爱我。

她⼀一回到家⾥里，就拥抱我。我和妈

妈⼀一边看书，⼀一边学中⽂文，我们⾮非

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Evan Thorsen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和我。我的爸爸最聪明，最善良

，最能⼲干。他知道许多⼤大事情。我

的妈妈最美丽，最可爱，最温和。

她⼀一回到家⾥里，就和我玩⼉儿。我和

爸爸⼀一边读书，⼀一边笑，我们⾮非常

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我爱我家 

美洲华语三年级                         沙丽 

 在我的家⾥里，住着爸爸，妈

妈，弟弟和我。我的爸爸最聪明，

最好玩，最⾼高。他知道许多⼤大事情

。我的妈妈最美丽，最能⼲干，⼈人最

好。她⼀一回到家⾥里，就⼲干活。我和

弟弟⼀一边玩，⼀一边做作业，我们⾮非

常快乐。 

 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

。 

感恩的⼼心 
编者按：其实我们每天都有需要

感恩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都

忽略感恩。能有这么⼀一个节⽇日提

醒⼤大家去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和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就很有

意义。马⽴立平中⽂文三年级的这些

图画⾥里就记录了孩⼦子们的感恩节

想法。（俞⽂文茹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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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中⽂文三年级                 党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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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中⽂文三年级                 罗湘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