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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文学校的同学们，新春快

乐！天气越来越冷了，在户外滑了一

天的雪以后，还有什么比捧上一杯香

气腾腾的热巧克力，蜷卧在沙发里看

上一部喜爱的电影更让人惬意的呢？

这里，《文芽》的两位小编辑给大家

提供了两篇观影体会，有迪士尼的童

话冒险，也有酷炫的太空科幻，有没

有你喜欢的类型呢？欢迎大家向《文

芽》投稿，聊聊你喜欢的电影。 

 

《冰雪奇缘 2》影评 

美洲华语九年级      成可馨 

记得我第一次看电影《冰雪奇缘》

是在三年级的时候。这部电影当时轰

动一时。不仅提名奥斯卡最佳动画片，

同时更成为迪士尼最卖座的动画电影

之一。 

不过我当时只有八岁，虽然知道

这个故事，但是不是很明白这个故事

的感人之处。在寒假之前，我看了这

部电影的续集 ——《冰雪奇缘 2》，

终于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感悟。 

首先，我明白了 Elsa 与 Anna 之

间的姊妹亲情，是帮助她们渡过难关

的 关 键 。 在 《 冰 雪 奇 缘 2 》 中 , 

Elsa必须前往Ahtohallan，而她担心有

危险，不愿让 Anna 冒险一同前往。而

另一方面，Anna 坚持要守护着姊姊。

Elsa 与 Anna 的姐妹亲情使得她们一同

承担了祖父辈惹怒魔灵的错。Elsa 而

后留在魔法森林，保护北乌卓人。而

Anna回到Arendelle王国担任女王，守

护着城堡内的人民。 

其次我体会到了主人公的责任感。

Elsa 拥有魔法，为了解开祖父辈留下

的谜题，还有 Arendelle 王国未来的存

亡，她勇往直前。而 Anna 虽没有姊姊

的 魔 法 ， 但 她 却 有 勇 气 承 担 

Arendelle 王国及魔法森林赋予的使命，

最后凭着机智，救回被强大魔灵变成

冰雕的姊姊 Elsa。 

 

最后我还体会到了人类与大自然

和平共存的道理。当初祖父鲁尼尔国

王，因恐惧北乌卓人有魔灵的保护，

建造水坝，破坏森林的大自然环境，

不听北乌卓人头目劝阻，将其杀害，

因此触犯了魔灵，而后代 Elsa 与 Anna

就必须去承担祖父犯下过错的后果。

《冰雪奇缘 2》似乎也在教导人们要与

大自然和谐共存，否则就要受到大自

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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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Astra 影评 

美洲华语九年级      陈再曦 

最近我看了一部科幻电影叫 Ad 

Astra。故事讲的是一个叫 Roy 的宇航

员，去执行一个任务：寻找一艘废弃

的太空飞船，并且毁掉它。他的爸爸

是那艘飞船上唯一活着的科学家。Roy

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见到他爸爸，并

准备带他回到地球，但是他的爸爸因

为没有做完自己的研究，飞船也马上

要被炸掉了，就绝望地自杀了。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太空科幻是

我感兴趣的题材，故事情节很曲折，

有很多意外，场景做的非常逼真，音

乐也很让人动感。 

 

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 Roy 的爸

爸自杀的情节，让我感觉到很难过，

也使我做了一些思考，特别是 Roy 和

他的爸爸的关系。他爸爸一点也不关

心不在乎 Roy 和他的妈妈。一个人真

的能对他的工作有那么大兴趣吗，甚

至到了连家庭都不管了么？我很同情

Roy。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可

是第一次见到爸爸就成了永别。 

 

 日出.  

编者按：这是马立平九年级同学继命

题作文《一滴露水》后的第二篇命题

作文，《日出》。这两组习作，不仅

让我看到一滴露水的晶莹，而且感受

到日出的温馨。他们的笔，尝试着不

同的文体，流淌着画意诗情，洋溢着

憧憬和希望，迎接着“温暖的金色”

的曙光。 

——周悦涵老师撰 

 

日出 

马立平九年级      曹谙文 

我是月亮。每天晚上，我在夜晚

的天空中发光，用柔和的白色光线照

着地球。有的时候，在黑暗的天空中

会有闪闪发光的星星，和我一样光芒

四射。还有的时候，当天空是黑暗和

空旷的，我独自一人将我的光芒投到

地球面上。 

 每天清晨，当我在天空中的时间

快结束时，太阳在我身后升起，用红

色的光照亮天空的一角，然后他开始

从天空中追我。对于人类来说，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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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新的一天、新的生命的开始。

对我来说，月落，更像是我的失踪。

这每天发生一次的仪式，还像是一次

新的冒险。现在，它又会再次发生。 

 它的色彩温暖明亮。当我穿过夜

空时，太阳的射线灼了我的背，我清

晰地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热量。当我

接近地平线时，我终于可以回头看天

空，看日出了。 

      

太阳用黄和橙色光照亮整个天空。

夜晚的色彩：深蓝色和紫色，几乎完

全消失了。在我完全融化之前，我瞥

见了几百朵像火舌的云，在天空上涂

满了温暖的金色。 

 

日出 

马立平九年级      陶庭轩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人

类，动物，或植物等，为什么都知道

或感受到什么叫“一日”，什么是季

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日出。太阳出

来时，我们都望着它温暖的笑脸，新

的一天来了。日出的时间不同，也反

映了四季的变化。在冬季，有些动物

进入冬眠，春天到来，大地一片绿色。 

日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美，是

别的东西不能比的。人们看日出的情

感，和看别的东西带来的情感也是不

一样的。日出景象并不比一朵花漂亮，

可是人们喜欢看日出。当我们望着那

个小红点变成一个大火球时，我们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一生中值得记住的

日子。 

我和家人到安徽去爬黄山时， 

我们常说，“哇，这些树林好漂

亮！”，或者，“那个山坡好妖娆！”

可是第二天，我们看到那个光芒四射

的日出时，初升的太阳像个蛋黄飘在

云上，随后，我们的话题不再是关于

山水、花和树了，而是下次必须要带

奶奶来看日出。 

 

日出 

马立平九年级      陶庭美 

黄山， 

黑风。 

我登上光明顶， 

忘记了双腿如冰。 

 

等待 

天边一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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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破开 

太阳出来！ 

 

我举起相机， 

想留住彩霞、 

雨滴。 

太阳的光， 

已融入云海， 

流走。 

 

 

日出 

马立平九年级      宋珈琪 

 

星星已经褪色  

走进紫色的深渊 

黎明 

初升的太阳 

 

 

 生活小札.   

编者按：这里收录了马立平四年级同

学们的半命题作文《我的——》和

《第一次——》。别看同学们年纪小

小，经历可是相当丰富呢！他们笔触

细腻，刻画入微，详详细细地记下了

自己心中的重要事件，读来活泼有趣，

让人身临其境，大家不要错过！ 

 

我的生日 

马立平四年级      万贻诚 

我叫万贻诚，今年 9 岁。我今年

的生日派对是“我的世界”游戏主题。 

我邀请了很多的好朋友来家里和我一

起过我的九岁生日。 

妈妈为我们请了一位老师，他带

来了电脑，教我们怎么在游戏里进行

操作。很多我的朋友没用电脑玩过

“我的世界”，等大家适应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尝试行动起来。先到一个

游戏的木房子里，试着跳过很大的洞。

出来了以后我们就遇到一个迷宫，大

家出了迷宫就去找两个按钮，我们找

了很久才找到。最后我们搭了很多不

同的房子。我的一个朋友搭了个陷阱，

然后我掉进去了。我觉得他搭得很好，

因为陷阱正好在门后面，这让在外面

的人不会看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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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小时的游戏

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玩好了游戏，

接着生日蛋糕就上场了。我的生日蛋

糕是一个巧克力蛋糕，长方形的，上 

面插着九根蜡烛。吃蛋糕的盘子是绿

色的，还有“我的世界”的图案在上

面。大家为我唱了生日歌，我还许了

愿。我的生日蛋糕非常好吃，我好想

再吃一块呀！ 

大家都送了我生日礼物，我都很

喜欢。有遥控直升机、玩具卡片、

“我的世界”乐高玩具，以及很多好

玩又有意思的礼物，我也为大家准备

了一人一件“我的世界”主题的 T 恤

衫。跟大家拍了合影留念后，大家就

各自回家了。 

今年我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生日。

我的 10 岁生日会是什么样的呢！ 

 

圣诞节🎄滑雪🎿 

马立平四年级      钱梦羽 

在圣诞节前的早上，我的爸爸和

妈妈大清早，就把我和弟弟从被窝里

拉出来，宣布今天去滑雪！我和弟弟

太高兴了，谁也没有赖床，这可是我

和弟弟的第一次滑雪。 

 

在车上听了一个小时的乘法表广

播（为弟弟准备的）后，终于到了雪

场。刚开始，我在一个小山坡上，跟

着老师滑雪。我一点也不紧张，一会

儿就学会了。后来，我的好朋友 Mia 

来了。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滑雪，但

是我还是想和我的朋友一起滑。所以

我就勇敢对爸爸和妈妈说：“我要和 

Mia 一起去绿道滑。”就这样，Mia 带

我上了绿道。 

 

我上绿道的时候，刚开始很慢，

我摔倒了三次，但是我想这是第一次。

我们第二次上绿道，我一次也没有摔。

我终于成功了！然后，妈妈带了我和

弟弟去吃饭。我们都特别累。过了二

十分钟后，我和 Mia 又上了绿道去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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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Mia 又滑了一次，两次，三次！

我们一直滑到了天黑。 

后来，爸爸和妈妈叫我和弟弟，

说我们要走了。听爸爸和妈妈说，我

的小弟弟一直在那个小山坡上滑，也

学会滑雪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了想

我今天滑的雪，啊！滑雪真好玩。我

好想再回来和 Mia 一起滑雪。 

 

我的小手枪 

马立平四年级      余浩宸 

我家里有很多玩具枪，我最喜欢

的是一支小手枪。 

这支手枪是妈妈买来送给我的。

这支手枪的枪口和扳机是橙色的，手

柄是灰色的，枪管是绿色和白色的。

每次可以装一颗子弹。 

我拉开枪栓，把子弹装进去盖好。

然后举起手枪，找到目标，扣下扳机，

“呯”的一声，子弹飞出去了。我打

中了目标！ 

我喜欢我的小手枪！ 

 

 

 

 

第一次潜水 

马立平四年级      王与中 

 

今天，我第一次学习潜水。我和

我的爸爸来到度假村的游泳池。这个

游泳池超级大，有假山，有喷泉，还

有高高的椰子树。我们看到很多人都

高高兴兴地在水里玩。天气很适合游

泳和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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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员先让我们填表，然后让我

们坐在泳池边。他开始给我们讲注意

事项，教我们如何穿上脚蹼，戴上潜

水镜，和如何用嘴呼吸。他让我和爸

爸背上氧气罐。氧气罐好重啊！但是

我发现，我一弯腿沉到水里就不觉得

重了。接着，教练员教我们咬住呼吸

管。他叮嘱我们要慢慢吸气，慢慢呼

气，要不然氧气罐里的氧气很快就会

没了。 

教练员教我们将整个身体潜入水

中，用脚蹼打水往前游，而不是用手

划水。我一开始有点紧张，因为我怕

自己呼吸太多，氧气罐会很快没气。

游了一会儿我就不怕了。教练给了我

一个玩具小火箭，让我和爸爸互相扔

和接，在水底练习控制方向和速度。 

 

教练在水里慢慢走，我们跟着教

练在水底游。我们来回游了几次，教

练说时间到了，今天的学习结束了。

潜水真好玩，我看着波光粼粼的水池，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是从那里游上来的。 

 感恩节回放.                              

编者按：感恩节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但回想起和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心

里还是暖暖的。以下是一些同学记录

的感恩节趣事。马立平三年级一班的

同学们还回答了感恩节问卷，并作了

画。大家快来看看他们耿直又可爱的

回答，和你的一样吗？ 

美洲华语六年级      陈祖钰 

 今年感恩节我会跟我家人和朋友

一起庆祝。我们晚饭不但会吃火鸡，

还会吃土豆泥和沙拉，然后我会做南

瓜面包当点心。我的表哥、表弟、表

姐和表妹会从长岛来我家过节，并且

也会过夜。我们除了要唱卡拉 OK，还

要打乒乓球和撞球。我也会跟我的六

个表弟表妹去电影院看 Frozen 2 （冰

雪奇缘）。 

我很期待跟大家一起过感恩节。 

 

美洲华语六年级      安英康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邀请我的朋

友们来我们的家。我跟我的朋友们玩

儿。我们做很多游戏。有一次在晚上

我们在外面玩捉迷藏。因为天很黑，

所以我们找不到别人。我跟我的朋友

隐藏的时候，另外的朋友吓到我们了。

我们还会玩儿枕头大战。我和我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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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发明我们自己的棋盘游戏。我很喜

欢感恩节。 

 

美洲华语六年级      唐嘉睢 

我很喜欢庆祝感恩节。我们可以

吃好吃的饭，我们也可跟朋友玩。在

感恩节里，我家去我朋友家玩。我们

也喜欢看感恩节游行。但是今年他们

没说我们可以去，所以我们可能不去

他家。但是在家里我还是可以玩。我

妈还是可以做我们喜欢吃的感恩节饭

——烤排骨。 

所以，我感谢我们有感恩节， 

因为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美洲华语六年级          麦克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感恩节。每年

我的家人都跟我的亲戚或者我的朋友

一起过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

土豆泥。我也喜欢吃火鸡和南瓜饼。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金诗涛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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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熊宇萱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陈思语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黎思诺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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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刘云祎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顾北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肖廷萱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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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一班     牟梓萄 

我的名字是  

感恩节让我想起了  

感恩节我最喜欢吃的是  

感恩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是 

 

我要感谢 ，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