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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小记.    

 

编者按：这个学年快要结束了，同学

们安排好暑假去哪里过了吗？是参加

夏令营，还是随父母回中国走亲访

友？是留下来探索平日无暇光顾的博

物馆和艺术中心，还是外出寻访那异

国的名山胜地？以下是美洲华语六年

级的同学和两位文芽小编辑的假日故

事，也许能为各位同学带来一丝灵

感。 

  

植物园的兰花展 

美洲华语六年级          钟霖 

 今天我和家人一起去植物园看兰

花展。今年的主题是《新加坡的兰

花》。 

 首先我们去了玻璃花房，这里到

处都是热带树木和植物。里面的兰花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在花展起

始部分有两棵以新加坡的超级树为模

型的“兰花树”，上面种满了各色兰

花。在花房里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可可

豆荚， 以及一种特别有趣的长满一串

串绿色小花的藤本植物。那些花上面

长着一些小小的翘起来的花瓣，看起

来像辣椒。 

 然后我们去了沙漠区，里面有各

种各样的仙人掌植物。有一种仙人掌

长得很奇怪，看起来像树根。之后我

们回到了热带雨林。这一次，兰花更

多了，颜色也更鲜艳了。它们和其它

植物被栽种在一道道的拱形门上，通

向花房出口。非常有意思。我们简直

是眼花缭乱。妈妈在那儿不停地照

相。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看到了这么

多美丽的兰花。早晨去之前我还在抱

怨呢。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了。我希

望我还能再看到那些花。 

 

高兴的中国人 

美洲华语六年级      王康竹 

 每年假期我们都回中国去。去年

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中国

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一个区别。 

首先，中国人在节日期间似乎更

加快乐和充满活力。他们节日的时候

更有精神。另一方面，美国人的假期

更平静。在过节的时候，中国的旅游

景点挤满了人，都走不动路。 

其次，中国人在平时也显得更有

精神。例如，我有一天晚上去大雁塔

的广场，看见许多人跳舞。我看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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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纪好大的老太太在那儿跳舞。这

么老的老太太看上去很快乐。晚上十

点，街上还有人吃饭，谈话。在美国

这边，我们就看不到这些。在中国晚

上，餐厅到处有人聊天儿。我就觉得

中国人比美国人重视生活中的快乐。 

据我观察，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高

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马立平七年级      丛宇桐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有的海滩

都非常漂亮和炎热。海水又蓝又清

澈，还有非常大的波浪。因为波浪非

常大，可以在海洋中玩水。当我进去

的时候，水有点冷，但我很快就习惯

了。我们在海水中玩得很开心。 

这里也有非常大的游泳池，还有

排球和船队等一些游戏。当我和弟弟

一起打排球时，他生病了，但他喜欢

跟我和我爸爸一起玩。 

 在野生动物园的活动中，我们有

机会在 Rancho Valencia 骑马。我的马

叫 Juaniquito，非常喜欢吃草。当我们

停下来的时候，它就边散步边吃草。

当我们再次出发时，它帮助我们成为

第一名。最后走完回来，Juaniquito 停

下来吃饭，换另一匹马走。 

 作为这次旅行的一部分，我们访

问了一个有趣的家庭。他们向我们展

示了如何从可可果开始制作出巧克

力。他们的巧克力口味非常丰富，就

像 Hershey 的一样。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食物非常好，

有很多可供选择。我们在自助餐厅吃

饭。有冰淇淋，牛肉，鸡肉和鱿鱼。

我的父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吃了很多

海鲜和水果。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非常好。我很

喜欢这里的人，因为他们很友好。我

建议大家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 

 

在佛罗里达过春假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再曦 

 我在北方长大，总是觉得夏天太

短了，阳光太少了。我们几乎每年冬

假都去滑雪。然而，去年，我们去的

是温暖的佛罗里达，我特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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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共在佛罗里达待了三天。

第一天去了水上乐园，特别好玩。除

了很多有趣的水上游戏以外，我还很

喜欢公园的设施，尤其是一个能跟踪

排队的仪器，像手表一样，轮到的时

候会提醒你，节省了很多时间。第二

天，我们去了游乐园，里面有很多过

山车蛮特别的，有个模拟过山车给我

留下很深印象。这个过山车周围有一

个 360°的屏幕，所以坐在里面感觉像

在坐真的过山车！第三天，我们去了

航天飞机博物馆。里面有真正大小的

航天飞机，好大哦！我们还看了一个

小电影，让我觉得真的坐在航天飞机

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见到了一个

真正的宇航员，还要到了他的签名！ 

 

这次的旅游我特别开心，因为和

以前的活动很不一样。佛罗里达还有

很多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希望还可

以回来玩。妈妈说我们有可能今年春

假再去，我很兴奋！ 

 

 

 

 

 

编者按：生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年

当中最特别的日子。从芳龄少女到鹤

发老人，都希望在这一天有家人的陪

伴，和朋友的祝福。下面是文芽小编

辑党伊璐记下的难忘的十三岁生日，

和美洲华语八年级同学为奶奶庆生看

图作文。 

 

我的生日 

美洲华语八年级      党伊璐 

今天是我的十三岁生日！这两天

有好多朋友为我庆祝生日，送给我很

多礼物，有糖果，也有又漂亮又好吃

的蛋糕，大家都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当晚，我特别邀请到了我最

好的朋友来我家过夜。我激动万分，

因为她从来不爱在别人家过夜。晚上

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吃了生日蛋

糕。她还送了我非常特别的礼物，其

中有一件是倒映冰鞋的小投影灯。我

真是太感动太高兴了！接着，我和两

个朋友在周末还继续一起庆祝我的生

日。大家一起逛街，吃冰淇凌，买衣

服，最后又一起看了一场最新的青春

浪漫电影。 

我的父母给我买了一双非常昂贵

的花样滑冰鞋作为我 13 岁的生日礼

物。鞋的品牌是 EDEA，上面还镶了

施华洛世奇的钻石！这双鞋是 E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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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的一款叫钢琴的花样滑冰鞋，并

且是 EDEA 品牌里的最高级别。溜冰

鞋装在一个十分精美的金色盒子里，

装滑冰鞋的绸袋颜色也很漂亮，超级

柔滑。虽然这个牌子的冰鞋与我曾有

的其他品牌的冰鞋完全不同，但我会

尽快磨合习惯这双全新的滑冰鞋。我

非常感谢并超级喜欢我的父母给我买

了这双顶级的冰鞋！ 

我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 13 岁

生日。我真的太开心了。感谢我所有

的好朋友，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看图写作 

 

美洲华语八年级      成可馨 

 今天是奶奶的生日。爸爸、妈

妈、姐姐、弟弟和我想要给奶奶很多

礼物。我们早上去了奶奶家。我们先

祝奶奶生日快乐。爸爸和妈妈给奶奶

一盘蟠桃。爸爸开玩笑说：“我们去

天上偷王母娘娘的仙桃给您吃！”奶

奶笑着说：“谢谢，我会吃这些蟠

桃！”姐姐给奶奶一个松树的盆景，

祝愿她身体健康长寿。奶奶笑着说：

“谢谢，我很喜欢这个松树的盆

景！”奶奶把松树放在桌子上。弟

弟，姐姐和我在奶奶家玩到晚上六点

钟。大家都饿了。奶奶正准备做饭，

但是弟弟说：“不要做饭！吃我做的

寿面。因为寿面象征长寿。”奶奶同

意了，所以我们吃了弟弟做的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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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八年级      郭佳琳 

 今天是奶奶九十大寿！我和家人

很兴奋地去她的家庆祝。奶奶开门欢

迎我们来她家时，微微笑了一下。我

们带了许多礼物要送给奶奶。首先，

我的父母送给奶奶一大盘子的寿桃。

妈妈说：“这里是我亲手做的寿桃，

请您尝尝看。寿桃象征长寿，身体健

康，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奶

奶说：“我很久没吃寿桃了。多谢你

亲自做，我很喜欢这个礼物。”接

着，我的哥哥上前送了奶奶一个漂亮

的盆栽。哥哥说：“我知道奶奶喜欢

盆栽，所以特别买来让您开心。希望

您喜欢这份礼物。”奶奶很开心地把

礼物收下。这时我的弟弟突然说：

“奶奶，我好饿哦！”奶奶笑着说：

“对了，我们该吃饭了。”妈妈煮了

长寿面，我们一人一碗吃得很开心，

特别是奶奶。 

 

 

 

 春天来了.  

编者按：都说秋风有信，其实，春天

的柔风又何尝不总在冬尽之后给我们

送来万物复苏的气息。下面是美洲华

语三年级和一年级的同学们，讲述他

们在这风和日暖的日子里，感受到的

快乐。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益天 

我喜欢春天，因为春天天气暖和，

可以开始种植新东西。我喜欢春天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到我们的

后院和我姐妹一起玩。最后，天气热

的时候，我还可以吃冰淇淋。 

 

美洲华语三年级          孙津 

我喜欢春天，因为天气不冷也不

热。我不喜欢春天，因为过敏太多。

在我家里，我的爸爸和妈妈都会过敏。 

 

美洲华语三年级      马华英 

春天终于来了。我想要看到美丽

的花。春天里有许多可爱的小鸟。春

天的天气比冬天暖和多了。春天还有

我特别喜欢的复活节找彩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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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美洲华语一年级 冷明悦 

 

美洲华语三年级      李炫均 

春天来了，小鸟在天上飞。大熊

醒了。人们在公园里面走。树木开始

长出绿叶。春天有时会下雨，有时回

出太阳。公鸡早上起床说，“春天来

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祖铭 

我喜欢春天!  在春天，我和爸爸

可以在后院玩球。我也喜欢和朋友一

起去公园，还有和姐姐骑自行车。你

知道吗？复活节 、愚人节、地球日、

母亲节、父亲节与 Cinco De Mayo 都是

春天的节日。每年的地球日是我一年

中最开心的日子。因为那天也是我的

生日。 

 

美洲华语三年级          大优 

春天有彩虹的颜色， 

春天有小朋友的欢乐， 

春天还有许多小动物出生， 

在春天，我第一次看到明亮的黄

太阳。 

图：美洲华语一年级 丁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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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三年级      黄嘉阳 

春天来了，小鸟叽叽叫，人在外

面玩。小鸟飞来飞去，虫子都爬出来

了。很多花都冒出来了。树上都长出

来叶子了。春天是最美的季节。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沛涵 

春天来了，雪化了，河水哗哗地

流。冬眠的动物们都醒来了，鸟儿每

天唱歌。去南方过冬的鸟飞回来了。

路上的小鸭子排着队啪啪地跟着鸭妈

妈走，小小的毛茸茸一团，可爱极了。

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球，操场上还有

兔子蹦蹦跳跳。 

春天终于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蒋爱蕊 

春天来了，我真的很兴奋，因为

到处都是花和小鸟。春天是天气变得

热的时候。我喜欢春天。 

 

美洲华语三年级      周琳茵 

春天到了，天气暖和了。太阳出

来了，我可以到外面玩了。花都开了。

树叶都变绿了。我喜欢所有春天带来

的颜色。 

美洲华语一年级      蔡宇恒 

 每年复活节会有找蛋活动。我和

姐姐总会找到很多蛋。里面是好吃的

巧克力。 

图：美洲华语一年级 安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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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随想.  

编者按：朝起暮息，生活中总有几处

值得我们放慢脚步，细细品味。一件

小事，一点回忆，一段感悟，都可以

像以下几位同学这样，提笔记下，在

人生路上成为印证成长的足印。 

逛商场 

美洲华语八年级      王媛琪 

 昨天，天气好，所以我跟妈妈去

南海岸商场买衣服。这商场里有好多

专卖店，比如服装店，鞋店，内衣店，

珠宝店，玩具店和皮包店。我最喜欢

的衣服店是叫 A&F，所以我高兴地跑

到这家店里，拿了几件我喜欢的衣服。 

 “妈妈，我找到了我喜欢的衣服。

来看看！”我自己选了一条破洞牛仔

裤和一件蓝色的背心，因为我觉得看

起来很酷。但是妈妈觉得这件衣服不

好看，所以她过去再拿一件她喜欢的。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件粉色的

碎花连衣裙。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穿

起来有点儿难看。离开的时候，我们

把我选的衣服和妈妈选的衣服都买回

家了。 

学中文很重要     

美洲华语七年级      陈沛然 

我学中文很多年了，每个星期天

我都去中文学校学中文。我喜欢听故

事，最喜欢的是有关孙悟空的故事。 

学中文有很多用处。中国有很长

的历史，我学好中文就可以去了解中

国的历史文化了。 

我每年都会回中国父母的老家。

学会中文，我可以和老家的家人们用

中文说话，还可以在餐馆点菜。今年

春节，我去了在湖北的爷爷家和在大

连的姥爷家。除了吃了很多好东西，

还去学打乒乓球。尽管那乒乓球教练

说中文很快，但是我还是能听得懂。

所以我觉得学好中文很重要。 

 

我最喜欢的动画电影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祖钰 

我看过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 

《 The Incredibles 》 ， 《 Despicable 

Me》，《Moana》等等……其中我最

喜欢的动画电影是《花木兰》。我之

所以最喜欢这部动画片是因为花木兰

除了教我们要勇敢，忠诚以外，也教

我们要关心别人。除此之外，这部动

画片也告诉我们女孩们能像男孩们一

样，不但身体强壮，心理也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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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教育人们要做好事，动画也画

得很好，而且故事非常精彩。基于以

上的理由，花木兰这部动画片成为我

最喜欢的动画电影。 

 

 童话新编.  

编者按：这里收录了美洲华语六年级

两位同学自编的故事。钟林宏的冒险

故事精彩纷呈，场面恢弘，堪比科幻

大片；而曾慕远文风细腻，悬疑不断，

使人欲罢不能。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我是一只甲龙 

美洲华语六年级      钟林宏 

我从小就喜欢恐龙，可惜恐龙已

经灭绝了。  

如果我是一只甲龙，我就会生活

在 6800 万年前的北美洲。那时应该是

白垩纪。我的独特之处在于我的尾部

有一个棒槌，并且我的背部几乎完全

被厚厚的盔甲覆盖，由巨大的结节和

椭圆形的骨板组成。虽然我是一种食

草动物，但我非常强壮。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的冒险经

历。有一天，我的朋友马修告诉我，

他可以看到未来。他说有一颗巨大的

流星向我们飞来，它会杀死所有的恐

龙。我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马修

说，我们需要建造一艘太空船去外太

空阻止流星。所以我们就开始制作太

空船。它由岩石，金属制成，侧面有

激光炮，可以摧毁流星。燃料是来自

火山的熔岩。“我们走吧！”马修说，

“让我们去寻找流星。”但是在我们

起飞 30 分钟后，遇到了问题。我们耗

尽了燃料！我们很快就降落在最近的

星球。太好了！这个星球正好有一个

火山。但是有一只凶狠的霸王龙守护

着火山，所以我就和它决斗，打了好

几个回合，最后我用尾巴上的棒槌把

他撞到了熔岩里。之后，我们迅速添

加燃料，继续寻找流星。“看！”马

修说，“我们找到了！”我们用激光

炮猛烈地轰击它。流星终于被摧毁了! 

然后我们回到了地球的家里，大家都

很安全。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如果我是甲龙英雄，拯救了恐龙， 

那该有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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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奶牛 

美洲华语六年级      曾慕远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奶牛，

每天他都可以喝到很新鲜的牛奶。有

一天，他去挤牛奶的时候，他注意到， 

他的牛比昨天小了！于是他一边挤奶

一边喃喃自语道：“我的牛怎么会变

小了？”就在这时候，当他拿着牛奶

刚准备离开，他突然惊奇的发现那头

牛变得更小了！这一天，农夫没有心

思干其他的事，一直感觉很困惑。晚

上睡觉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想：为什

么我的牛会变小？它到底是怎么变小

的呢？ 

 农夫第二天醒来，匆匆跑到牛棚

里准备继续挤牛奶的时候，他看到他

的牛变得非常的小了。他叹了一口气， 

可是他不得不继续像往常一样挤牛奶，

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喝了。就在这个时

候，他的母牛突然消失了！他的牛为

什么会变小，然后又消失了，它到底

去了哪里？农夫到死都没有想出这个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