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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推荐    

编者按：2019 年已经拉开了序幕，同

学们新年有什么新打算了吗？学习玩

乐两不误，是吧？《文芽》的小编辑

们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喜爱的书籍电影

和电玩，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

边进步，一边快乐！ 

 

听见颜色的女孩 

美洲华语八年级      党依璐  

大家好，今天我要谈谈我最喜欢

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英文名字叫

做“Out of My Mind”，中文版译为

“听见颜色的女孩”。作者是 Sharon 

M. Draper。 

你有没有想过不能说话，不能走

路，甚至不能自己写作？这就是 11 岁

的美乐蒂每一天的生活。她是一名痉

挛性双侧四肢麻痹症患者。 

尽管美乐蒂不能走路或者说话，

但她拥有一个影像般的记忆能力。这

意味着她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会留在她

的脑海中，因为根本就没有删除的按

钮。所以她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

才智比别的孩子更加优秀。但是这一

点没有人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她没

有学习能力，包括她的医生和大多数

的老师。所以在学校，她不能和普通

学生学习同样的东西，因为她是残疾

儿童班的孩子。人们对她只有排斥和

害怕。如果她能说出来，告诉他们她

的想法，以及她所知道的，那就太好

了。但现实是：她不能写，她不能走

路，她不能说话，美乐蒂觉得自己快

疯了。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允许她

说话的方式。最后，美乐蒂终于觉得

自己有了一个发声的途径。但是，满

怀希望的她却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愿

意倾听。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和温馨的故

事，真的有助于提高对“残疾”儿童

的认识。对于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

人来说，它给了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

视角。尽管肢体有残疾，但是他们的

心智和灵魂却一样不缺，甚至更好。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和他们相

处？这本书也给了我一个新的认识。

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 

 

Venom 电影介绍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再曦 

两个月前，我跟我哥一起去看了

部电影，叫 Venom，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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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讲的两个外星人被太空飞船

带到地球，一个叫 Venom，还有一个

叫 Riot。Venom 有正义感，Riot 是邪

恶的。他们都能钻进人类的身体。

Riot 想用一个太空飞船运更多外星人

来 地 球 ， 他 的 目 标 是 控 制 地 球 。

Venom 为了拯救地球，就把 Riot 打

死。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的

外星人能钻进人的身体，既酷，又吓

人。里面有很多想象的场景，比如飞

船，太空，人变形成外星人，还有人

类被外星人吃掉，而且电影里有很多

动作场景。我本来就喜欢科幻电影的

想象力。如果你喜欢意外和惊喜的

话，你就会喜欢这部电影！ 

 

我最喜欢的游戏 

马立平七年级      王子轩 

很多人喜欢玩游戏。我也一样。

他们都有最喜欢的游戏。今天，我给

大 家 介 绍 一 款 我 最 喜 欢 的 游 戏 —— 

Subnautica。 

Subnautica 是 一 款 很 特 别 的 游

戏。游戏里的故事发生在水星球 4546B

上。有一支叫“Aurora”的火箭想从

地球出发找到另外一个太阳系。但

是，在寻找的路上，Aurora 中弹了，

撞上了水星球 4546B。很多人都死了，

剩下的人都上了 Lifepod。有很多的

Lifepod，但是，玩游戏的人在 Lifepod 

5。他必须要在这个神秘的 4546B 上生

存。他的目标是回到地球。 

我喜欢 Subnautica 原因有很多。

首先，Subnautica 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

的冒险的游戏。游戏里有很多需要探

索的部分。你需要很多的装备才能生

存。你可以用这些装备建造很多的东

西。例如搭建房子，潜水艇，和不同

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搭建一个火箭。

这样，你就可以逃出水星球 4546B。其

次，玩 Subnautica 的时候你需要动脑

子。Subnautica 可以锻炼你的耐心。因

为你需要在水星球仔细的寻找这些装

备。通过玩 Subnautica，你可以学到很

多知识。最后，Subnautica 有很多先进

的科学技术。例如，你可以在 3 秒钟

把自己的房子建好。但是，你也可以

建更复杂的房子。如果你不喜欢建房

子，Subnautica 有很多的动物。有的很

好玩，有的很可爱。你可以跟这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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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玩。你也可以看这些动物。但是，

请你小心。有的动物是会吃了你的。

你在 Subnautica 上有永远都做不完的

事 情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我 很 喜 欢

Subnautica。 

Subnautica 可以在 Xbox，PS4，

和电脑上玩。要是你很喜欢游戏。玩

的很好，你可以几个小时就把游戏打

完了。但是，要是你玩的很不好，没

有技巧，你一个月才能完成游戏。这

个游戏没有暴力，是一个 E10+的游

戏。Subnautica 可以有一点可怕的情

节，但是不会让人觉得恐惧。现在，

Subnautica 的 Xbox 和 PS4 版 本 是

$29.99，在电脑上的版本是$24.99。亲

爱的朋友们，Subnautica 的世界等着你

来探索！ 

 

 

 

 

 

 

编者按：幼学之年的孩子们时而沉着

稳重，专注得像个大人，时而天马行

空，顽皮得又回到那个孩子。在他们

的字里行间，开始有了一些思考，一

段感悟，一丝惆怅，一份寄托。请看

我校四年级的同学们笔下的趣事。 

 

我爱我的宠物狗 

马立平四年级      徐爱能 

我有一只宠物狗。它的名字叫波

比。我非常喜欢我的小狗, 因为它很可

爱，摸起来很柔软。当你触摸它的时

候, 感觉就像猫的毛，它也很喜欢我抚

摸它。我们还是好朋友。我每天做作

业时，它会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

我写完作业后，我们会一起玩，我会

教它爬桌子，做游戏。我睡觉时，它

会陪着我睡。我有时会给它讲一个故

事。我几乎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它就

像我的宝贝。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

从来不说话。你猜到了吗？我的这个

宠物狗其实是一个玩具毛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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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爬山 

马立平四年级      韦宇宸 

星期天，我跟爸爸，弟弟丁丁和

当当，及外公外婆去爬熊山。妈妈开

车把我们送到熊山山脚的停车场，放

我们下来，然后她开到山顶上去等我

们。 

我们先沿着山脚的小湖走了一段。

天气很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往山上爬。树

林很密，树叶都变颜色了。有金黄色，

黄色，红色，十分好看。山路弯弯曲

曲的，不是很好走。有的地方还有小

石头。 

当当走得很快，他蹦蹦跳跳地走

在前面。我跟在当当的后面。丁丁没

走多远就摔了一跤。他哭了一场，还

是牵着爸爸的手往前走。外公外婆边

走路边照相，他们走在最后面。 

山路越走越陡，有的地方我们要

像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往上爬。我

们都没有停下来。爬了很久，我们看

见了妈妈，原来不知不觉地我们爬到

了山顶! 

妈妈给每个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夸我们很能干。我们也感到很自豪。 

我爱爬山，我更爱和家人一起爬

山！ 

 

假日滑雪 

马利平四年级      韦宇宸 

圣诞节期间，我们全家开车去

Vermont 滑 雪 。 我 们 要 去 的 地 方 叫

Killington，是美国东部最大的滑雪场。

星期三一大早，天还是黑的，我们就

已经吃好饭，开车来到山脚下。 

妈妈打开车门，哇，好冷啊！我

们连忙下了车，拿上东西，冲到了屋

子里头。爸爸先把我的弟弟叮叮当当

丢在滑雪班。我呢，在妈妈的帮助下，

赶紧穿好滑雪鞋，戴好手套和头盔，

等爸爸一回来，就和他一起拿着滑板，

向缆车走去。 

“我上次滑雪，还是在差不多一

年前。我会不会忘了怎么滑啊？”我

一边等着缆车，一边想。心里既激动，

又紧张。爸爸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带我来到一个不是很难的雪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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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个雪道上轻松地滑下来。我

挺高兴地发现我还记得怎么滑！ 

于是，我就让爸爸带我去更高更

难的雪道，爸爸答应了。但是，他说

这是我们第一天滑雪，我们需要循序

渐进。他又告诉我，“循序渐进”就

是一点点地往上加难度，最后再挑战

最难的坡。 

等我站在 Killington 最高的山顶

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看着

远远的山峰和脚下长长的陡坡我心里

咚咚直跳。“来，你可以的。”爸爸

在一边鼓励我。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腰一弯，往山下滑去。风吹在我的脸

上凉凉的。滑雪板在雪上飞快地滑过

发出刷刷的声音。我眼睛看着前面，

看着山底下。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

了！我心里越来越高兴了。我终于到

了山下！ 

我把滑雪板一脱，冲进屋子里找

到妈妈。“妈妈，妈妈，我从最高的

山顶上滑下来了！”妈妈说：“真的

么？你真的太棒了！”我也高兴地笑

了。 

 

 

我的时刻表 

马立平四年级      顾约萱 

我很忙。每日的行程表都挤满了

功课和课外活动。星期一到星期五天

天放学后有各种功课：学校、中文、

Kumon、 钢琴， 一样不能少。 再加上

五花八门的课程：中文课、Kumon 的

英文阅读和数学、溜冰课、画画课， 

还有钢琴课，我觉得很辛苦。 

我最喜欢表演节目，可是妈妈还

没答应让我上表演课。我觉得很失望。 

我梦想的日程表是这样的：  

星期一上表演课  

星期五上画画和溜冰课  

星期六上钢琴课  

星期天唱歌  

这样的日程表永远是个梦吧？ 

 

 

 

冲浪 

马立平四年级      夏启郡 

今年圣诞节我过得特别开心。我

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了佛罗里达旅游。 

我们去了可可海滩。那里的海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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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一个，特别适合冲浪。这是我的第

一次冲浪。爸爸妈妈带着兴奋又紧张

的我去参加了冲浪课。我刚刚学时，

经常从冲浪板上摔下来。但是过一会

儿，我慢慢学会了怎么保持平衡。突

然，我找到感觉了，抓到了一个特别

好的浪，稳稳地站上了冲浪板，用我

的平衡技巧一直冲到了岸边。我充满

了信心，激动的又冲了几次。这是我

在佛罗里达最难忘的事情。我掌握了

冲浪的技巧，找到了冲浪的感觉，喜

爱上了冲浪带给我的兴奋和自豪。下

次有机会，我还想去冲浪。 

 

我的电脑 

马立平四年级      党潭松 

我很喜欢我的电脑。它又实用，

又方便。我可以在电脑上做作业。用 

电脑打字比手写轻松多了。做完作业，

我可以玩电脑里的各种各样的联网的 

游戏和单人游戏。我还在我的电脑上

看节目，可以跟朋友们聊天。我也经

常在电脑上写程序。我的电脑真的太

厉害了。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方面帮助

我。 

 

冬 

马立平四年级      廖奕晴 

冬 冬 冬 

树叶了无踪迹 

冬 冬 冬 

冬雪点缀世界 

冬 冬 冬 

我们喝着热巧克力 

冬 冬 冬 

冬天的世界真冷！ 

Winter, winter, winter 

Leaves are not to be seen  

Winter, winter, winter 

Snow has come to make the world 

fascinating  

Winter, winter, winter 

Let’s go drink some hot cocoa 

Winer, winter, winter 

Winter made the world so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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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灯展 

马立平四年级      罗湘齐 

2018 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十二

月二十七号，爸爸带着我们全家去史 

坦顿岛看中国灯展。 

我很激动地下车往灯展所在的公

园跑去。我跑到那儿的时候要进一个

大的长廊，我一走进去就左看看右看

看。哇，墙上好像挂着成千上万个小

萤火虫！我一下子跑到了长廊的另外

一头。我一转身，看到爸爸，妈妈和

妹妹还在后面，就大声喊：“喂，你

们走快一点! ”他们跑到我身边时直喘

气。我激动地叫他们一起去看亮起来

的熊猫。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呀 ，

熊猫的头在动啊！而且，不只有熊猫，

还有斑马，长颈鹿，大象，鲨鱼，小

鱼，海草，和七层宝塔。还有一条长

长的大龙，种类太多，都数不过来了。 

 突然，我看到前面有一大群小

朋友围在一块儿蹦蹦跳跳。我走近一

看，发现地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大圆

盘，一踩上去就会变颜色。我高兴极

了，也一脚踩了上去，和其他小朋友

一块跳了起来。我们一直不停地跳来

跳去玩了好久，直到爸爸妈妈催了好

几次才从圆盘上下来。我们继续往前

走，在灯展转了好几圈之后，开始往

公园外走了。我闻到了一股特别香的

味道，顺着香味找过去，看到有人在

做糖人！我和妹妹缠着爸爸妈妈给我

们一人买了一个。妹妹想要一个美人

鱼，我想要一朵花。在冷风中等了十

五分钟之后，妈妈把做好的糖人递给

了我们。他做的花可真像啊。我立刻

忘了我有多么冷，一口气就把糖人吃

掉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回想到了我

今天看到的灯展，跳的圆盘和好吃的

糖人。今天真是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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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Mia 

马立平四年级      顾仲妍 

Mia 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有一个

哥哥和一个妹妹还有一只猫。她有长

到肩膀的黑头发，还有刘海，她的大

眼睛很好看。她冬天时候穿着一件白

毛衣。我们从五岁起就是好朋友了。

我和她是在学校第一天遇见到的，因

为我们没有遇见别人就说起了话，说

着说着就玩儿起来了。我们第二天发

现我们喜欢一样的事情，我就跟她做

了好朋友，我每天跟她玩。我一年级

和二年级跟她是一个校车。她有一次

带过好玩的，她看见我挺喜欢就每天

带好玩的。我在她八岁和九岁的生日

待在她家一晚上。她喜欢做体操。我

喜欢滑冰。现在我和 Mia 是在不同的

教室里，不过我们还是好朋友。 

 

快乐的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Grace Wang 

今年暑假，我跟全家去 Boston 和

Cape Cod 玩。第一天，我们去海边玩

沙子 ; 第二天，我们去钓鱼。钓了五条

鱼，两条大鱼和三条小鱼，我很高兴 ; 

第三天，我们去看了鲸鱼。 

 

快乐的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蔡宇真 

今 年 夏 天 ， 我 们 全 家 去 了

Hershey 公园玩。我最喜欢的有三个项

目。一是过山车。它慢慢地爬坡，然

后快快地冲下去; 二是落塔。飞一样地

升 高 ， 又 飞 速 下 降 。 好 多 人 尖 叫

“啊……”; 三是水滑梯。我和妈妈，

弟弟坐在一个大垫子上，它从很高的

地方转着滑下去，太好玩了！ 

 

快乐的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孙炎彬 

暑假的时候，我去了印度尼西亚

和新加坡。我去潜水，也去追海豚和

钓鱼。我还飞到了中国。我的暑假很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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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一天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岩 

夏天，我打了网球，还去了公园。

在公园我做了过山车。我去了水上乐

园。我看我哥哥踢足球，看了好久，

哥哥还没有踢进去。我和哥哥玩了很

开心，我还要去一次。 

 

成都看熊猫 

美洲华语四年级      王丽杰 

  我们去了成都 Panda Base 看熊猫。 

我们看到了刚出生的很小的熊猫喝牛

奶，还有大熊猫吃饼干。一开始，

Panda Base 有六只熊猫，但现在有一

百八十只熊猫。 

 

开心的一个夏日 

美洲华语四年级    Evan Thorsen  

在费城的一个夏日，我们去了一

个叫富兰克林研究所的科学博物馆。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游戏活动。他们

有一百多个视频游戏！我玩了很多

Minecraft。玩电子游戏真的很有趣。

然后我们去富兰克林食品工作室吃了

午饭。我们又去了心脏区，经历了一

颗假心游戏。最后我们去了电力部门，

有人触摸了一把巨大的钥匙，让人震

惊了。我真的很开心！ 

 

喜欢圣诞节 

美洲华语四年级      陈安迪 

我喜欢圣诞节，因为在圣诞节我

收到家人和朋友送给我的礼物，我也

会给他们礼物。圣诞节的时候很多房

子挂灯，天黑了街上很漂亮。圣诞节

学校放假，爸爸妈妈带我去玩。我喜

欢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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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点滴  

编者按：＂带给别人快乐，能使自己

更快乐＂，你做过什么事为别人带来

快乐了呢？以下是美洲华语四年级同

学们的回答。 

美洲华语四年级    Evan Thorsen 

今年我开始学习自己学做早餐，

并准备午餐盒。这样我妈妈每天可以

多睡一会儿，享受轻松的早晨。我帮

妈妈，所以我们都很开心。 

 

美洲华语四年级      蔡宇真 

我是女童子军成员。今年退伍军

人节，我们摘花、插花瓶、写卡片，

然后把它们送给医院的病人。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岩 

妈妈生病时，我向她问候并在她

需要时给她倒水喝。 

美洲华语四年级          Shawn Lin 

在树林里游玩时我弟弟跌倒了不

能行走了，我就把我弟弟背回了家。 

 

美洲华语四年级  Alivia Merriam 

每年圣诞节我 、妹妹和我的朋

友们会一起去养老院表演唱歌和拉小

提琴。我们还带老人们画画儿，做饼

干给他们吃。让别人快乐，就会让自

己更快乐。 

在新的学年里，我希望我的中文

能更进步，我也希望我能交到更多好

朋友，我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又仁慈

又负责任的人。 

 

我的名字  

编者按：孩子们的名字，就好像承载

着父母寄托的翅膀，带着孩子们飞向

更高更远的梦想。让我们继续上期关

于名字的故事。 

美洲华语四年级  Alivia Merriam 

你 好 ， 我 的 名 字 叫 Alivia 

Merriam。我的中文名字叫爱丽。 

我爸爸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他

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叫 Alivia。她是一个

聪明、和气、又有礼貌的学生，而且

她也学习得又认真又努力。我爸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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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后，告诉我妈妈，要是以后生了

一个女儿，就取名 Alivia。所以我出生

以后就叫 Alivia。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美洲华语四年级    Evan Thorsen 

我叫 Evan，代表年轻的战士。

我的名字来自我爷爷。他是挪威人，

叫 Even，他的名字表示幸运。我的爷

爷很聪明，他设计的飞机翅膀，保证

了飞机的安全飞行。这架飞机现在还

在飞行中。我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他。 

 

美洲华语四年级      蔡宇真 

我的名字叫蔡宇真, 爸爸妈妈希

望我探索宇宙的真理。 

 

 

 

稚语童画   

编者按：同学们在课本上涂画过吗？

有没有想过给书本里的课文配上插图

呢？请欣赏马立平一年级和三年级兄

妹俩，王可儿同学和王与中同学的作

品。 

 
 

 
画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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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算 

树上就只鸟， 

飞走五只鸟， 

还剩几只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