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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万圣节游⾏行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〸十⽉月⼆二⼗〸十五号是⼀一个⾮非常开

⼼心的⽇日⼦子。再过⼏几天，孩⼦子们就要

过⼀一个开⼼心，好玩的万圣节了。但

是在华夏中⽂文学校，⼆二⼗〸十五号那天

，孩⼦子们要穿上可爱或可怕的万圣

节服装，举⾏行了万圣节游⾏行。 

 

那天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

。⼩小孩⼦子和⼤大⼈人打扮成各种各样的

怪物，怪兽，和漂亮的公主，精灵

。⼤大家站到⾃自⼰己班的牌⼦子下，开始

向前⾛走。在旁边有许多欣赏拍照的

家长们，看着五颜六⾊色的孩⼦子们，

脸上带着笑容，蹦蹦跳跳地开⼼心地

跑来跑去。

 

 游⾏行结束后，⼤大家又跑到教

学楼⾥里吃学校和家长们带的糖果，

苹果汁，甜点，和 munchkins。⼤大

家度过了快乐的⼀一天，留下美好记

忆。

 



井底之蛙 

如果有⼀一天，那只有名的井底之

蛙从井底跳了出来，它会看到什

么？又将经历怎样的冒险？请看

美洲华语五年级的同学们⽤用丰富

的想象⼒力带给我们精彩的青蛙之

旅。

 

美洲华语五年级             黄梓娅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他跳到了树上。他爬上树后，

看到了⼤大海和森林⾥里的动物。他有

点饿了，就去森林⾥里找吃的。他抓

到了⼏几只⾍虫⼦子，吃了它们。突然，

他看到⼀一只漂亮的青蛙姑娘跳过来

，他⽴立马爱上她了。他试着向她展

⽰示肌⾁肉，但青蛙姑娘没有理他，⽽而

是跳⾛走了。青蛙伤⼼心极了。突然，

他听到⼀一声尖叫！是青蛙姑娘!！她

被蛇攻击了。青蛙赶紧冲向她，想

要吸引蛇的注意⼒力。蛇想要咬这只

青蛙，但他飞快地跳开了。躲闪了

⼏几次后，青蛙发现蛇不知怎么回事

⾃自⼰己绕了个圈，断⽓气了。这时候，

青蛙姑娘被这只青蛙感动了，觉得

他是位英雄，也爱上了他。他们结

了婚，在⼀一个池塘边住下来，从此

幸福地⽣生活着。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孙莉雅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它觉得世界这么⼤大，可是它眼

睛看不清。怎么办呢？它跳到⼀一个



眼镜店⾥里，买了⼀一副近视眼镜。太

⾼高兴了！它可以看清⼩小鸟，⽩白云和

漂亮的花，和美味的⼩小⾍虫了。 

它再也不要回到井底了。

 
 

美洲华语五年级             郭佳琳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看到世界这么⼤大，觉得很神奇

。它决定环游世界，所以离开了家

乡。三天后，青蛙来到了⾮非洲。它

看到⼀一只⼩小鸟在地上找吃的。忽然

，⼀一只狮⼦子猛地扑向⼩小鸟，想把⼩小

鸟吃了。青蛙⽤用它的⾆舌头把鸟推开

，救了⼩小鸟⼀一命。之后，⼩小鸟和青

蛙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青蛙不

⼩小⼼心掉进洞⾥里，刚好⼩小鸟在那，它

飞下来，把青蛙救了出来。从此以

后，青蛙和⼩小鸟⼀一起环游世界。 

 

美洲华语五年级             成可馨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它看见⼀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

很多⼈人和⼀一个⼩小池塘。池塘⾥里有很

多青蛙。它就跳了进去。这时它看

到⼀一个⼩小⼥女孩。青蛙刚好跳起来时

，被⼩小⼥女孩捉到，把它带回家了。

青蛙只好每天住在⼩小⼥女孩的家⾥里。

有⼀一天，⼩小⼥女孩忘了盖上养青蛙的

盒⼦子，青蛙赶快跳出盒⼦子，又跳回

那个公园，找到那个池塘，去见其

它的青蛙了。 

 

美洲华语五年级             向书鹏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它看见世界这么⼤大，⾼高兴极了

。它从没看到过这么多的⼈人和动物



。它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它

永远也不想再回到井底了。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再曦 

当这只井底之蛙跳出井底之

后，它坐飞机去了纽约。纽约城⾥里

有很多⼈人和商店。它在店⾥里买了⼀一

个滑板，然后去了⼀一个滑板公园玩

。后来它不⼩小⼼心摔倒了，很痛，就

去医⽣生那检查，结果发现⾻骨头断了

。它休息了⼀一个多⽉月，⾻骨头就好了

。 

 

时事追踪 
语⾔言的学习讲究“听说读写”四⽅方

⾯面的能⼒力培养，美洲华语⼋八年级

的同学不仅⽤用中⽂文看新闻，⽽而且

⽤用中⽂文对新闻进⾏行时事追踪。让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回顾九⽉月份中

国阅兵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美两件⼤大事。 

九⽉月中国发⽣生的⼤大事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九⽉月三⽇日，北京举⾏行了纪念

抗战胜利七⼗〸十周年⼤大阅兵。盛⼤大的

阅兵仪式场⾯面宏⼤大，有五百多辆军

式坦克，两百多架战⽃斗机和⼀一万两

千名战⼠士参加，许多国家的重要领

导⼈人都参加了。

 
开始的时候，战⼠士们唱了“解

放军进⾏行曲”。穿绿⾊色制服的是陆军

，穿⽩白⾊色的是海军，穿蓝⾊色的是空

军。先⾛走的是⼏几⼗〸十辆车，带着⼆二战

⽼老将。接着是成千上万的军事⽅方队

。他们的步⼦子⾮非常整齐，像机器⼈人

⼀一样！战⼠士⾛走完了，坦克开来了。

每辆坦克⾥里都坐着⼏几个战⼠士。最后



，战⽃斗机喷出来五颜六⾊色的粉末，

像彩虹⼀一样，特别漂亮！接着他们

放飞了成千上万的鸽⼦子，因为鸽⼦子

象征⾃自由。最后，数不清的⽓气球飘

满了天空，像美丽的彩⾊色花朵在天

空飞。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博闻 

 

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来到美国访问，跟美国总统进

⾏行了对话。这次，他们谈到了中国

的污染问题，因为中国的污染问题

很严重。这次他们谈到了具体问题

，提到⼀一些具体措施，制定出了⼀一

些协议。这些协议说，只要⼀一个公

司污染到空⽓气，就要付很多罚⾦金。

这种新措施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

都有好处。如果两个世界⼤大国能重

视并控制污染问题，那对⼈人类的未

来，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中国和美

国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合作，希望

中美永远友好下去。

 
 

纪念反法西斯胜利阅兵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之博 

 

  在今年九⽉月份，北京举⾏行了

⼀一次阅兵，纪念中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打败⽇日本的那⼀一天。很多⼈人

都去看了这个阅兵。俄罗斯，墨西

哥，北朝鲜，南朝鲜，蒙古，古巴

，越南，埃及和⾮非洲⼏几个国家的国

家领导⼈人都来了。 

在这个阅兵开始之前，为了

空⽓气的新鲜，中国不允许⼯工⼚厂⼤大规

模运作，还有任何的烧烤。电视台

不允许播放娱乐节⽬目，只能播放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节⽬目。当局



⽤用⽼老鹰和猴⼦子来把所有天空的鸟赶

⾛走来保证飞机的安全。交通也受限

制，学校和医院都暂时关闭了。 

阅兵在早上10:09开始。阅兵的过程

中，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

都组织起来了。阅兵队伍中还有陆

军，海军和空军。武警也参加了。

新的武器和设备，如坦克，⼤大炮和

炸弹都被展⽰示了，还有新的飞机。

20架直升飞机形成⼀一个“70”的形状

，阅兵在上午11:40结束。

 
阅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军

⼒力强⼤大，对国民也有很⼤大的⿎鼓舞作

⽤用。 

 

美洲华语⼋八年级           曾瑞靖 

 

今年九⽉月，中国主席习近平

访问美国。习主席先去了⽩白宫，接

下来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建⽴立了七⼗〸十

周年的庆祝。在华盛顿，习近平主

席和欧巴马总统会⾯面，讨论了很多

中国和美国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主

席还到西雅图和商业界交流。 

 
⼩小熊猫贝贝 

美洲华语⼋八年级程浩琳 

 

九⽉月⼆二⼗〸十五⽇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来美国访问

。彭奶奶和美国总统⽶米歇尔在美国

国家动物园看望了最近出⽣生的⼩小熊

猫，她们⼀一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贝

贝”。贝贝的妈妈美美和爸爸天天在

2000年来到美国。它们⽣生了⼏几只⼩小



熊猫，太⼭山现在住在中国，宝宝⽬目

前在美国，贝贝的双胞胎熊猫出⽣生

后没多久就死了。“贝贝”是珍贵的

意思，和它的姐姐“宝宝”的名字很

般配。贝贝在四岁时就会送到中国

去⽣生活。

 
 

我的好朋友 

真诚的友谊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是⼼心灵的默契，是漫漫⼈人⽣生

旅途中不可或缺的温柔安慰。有

好朋友，不管他（她）是你的同

龄⼈人，或是你的爸爸妈妈，都是

⼀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的爸爸 

美洲华语九年级              顾爱德华 

我最喜欢的⼈人在我家庭⾥里就

是我的爸爸。但是我和爸爸也经常

有⽭矛盾和争吵。我爸爸的⼯工作不是

很忙，他经常在家⼯工作。所以他才

有时间陪我。任何事都有好坏的两

⾯面。他监督我学习和玩⼉儿，有时候

让我很不舒服，我会发脾⽓气，这时

我的⽗父亲没有很多耐⼼心，他会骂我

不听话没出息。我怪他不明⽩白我的

感受和悲伤。他却说⼦子不教⽗父之

过，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

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但后来觉得

好像他是对的。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对我很关

⼼心。他⿎鼓励我读很多书。他每天花

⼀一些时间和我⼀一起玩和学习。我们

⼀一起打篮球和玩⼉儿电脑。他天天给

我买菜做饭，经常把他在公司餐厅

的午餐多买⼀一份带给我吃。我爸爸

还是我的专车司机，带我去我的课

外活动⽐比如⾜足球⽐比赛，钢琴课，辩

论⽐比赛，等等。他也很⽀支持我变成

⼀一个很成功和善良的⼀一个⼈人。他还

有⼀一个⽑毛病就是洁癖。他要求我经

常洗⼿手，他说病从⼜⼝口⼊入。最后他是

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他知道我所有

的秘密。他能给我所有问题的答

案。我爱我的⽗父亲，他也很爱我。 

	  

AP 中⽂文                         李欢欢  

我最好的朋友叫 Ashley。我

从⼩小就开始跟她玩，跟她⼀一起长⼤大

。她跟我⼀一样⼤大，14 岁，只不过她

⽐比我⼩小⼏几个⽉月。虽然我的家离她的

家⽐比较远，然后我们也上不同的学

校，我们还是要坚持每年⾄至少三次

⼀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 

 
如果我们能找出合适的时间

，我会跟 Ashley ⼀一起去纽约市。我

和 Ashley 都喜欢纽约市，喜欢看纽

约市的景点，如 Statue of Liberty，

也喜欢看在 Broadway 上表演的节

⽬目。有⼀一年，我们也⼀一起到纽约市

去看 7 ⽉月 4 ⽇日的烟花。我还记得，

烟花放的五颜六⾊色，特别好看。我

们去纽约市也不是⾮非要有计划去参



加这样很⼤大的活动。有的时候，到

了周末，我和 Ashley 会⼀一起坐⽕火车

进纽约市，随便逛街，吃饭，聊天

。 

按着我们家的习惯，每年过

感恩节我的家会去 Ashley 的家⼀一起

过。过感恩节的那天，⼤大家都很忙

，都帮着做感恩节各种各样的⾷食品

，如⽕火鸡，⼟土⾖豆。到了晚上，该吃

晚饭的时候，我们两家都做⼀一起。

⼤大⼈人喝酒，⼲干杯。孩⼦子们喝果汁。 

现在，我和 Ashley 都长⼤大了

，不像⼩小的时候那样⼀一起疯玩。我

们上学校也越来越忙了，很难找出

对我们俩都合适的时间。但是我也

知道我们永远能当好朋友。

 

AP 中⽂文                       赵晨昊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它的

名字叫 Ace。它是⼀一个三岁的德国

牧⽺羊⽝犬。它有着⿊黑⽩白相见的柔软的

⼀一层厚⽑毛。它有着旺盛的精⼒力，⾮非

常活跃。每天晚上，它会爬上我的

床，在我脚边躺着睡觉。早上，它

跳到我的⾝身上，把我弄醒。因为有

它，我⼀一次都没有错过校车。放学

后，我⼀一到家，它就跑来欢迎我。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它会温柔地

趴在我脚变。⽆无论作业多么多，都

会抽出时间跟他玩扔球毽球的游戏

。 



有⼀一天，天⽓气晴朗，外⾯面很

热。当我回到家时，他没有像平时

⼀一样来迎接我。我正感到奇怪，就

听见从后院传来它兴奋的叫声。我

连忙跑到后⾯面去⼀一看。 原来他正在

游泳池⾥里玩耍。我连忙换上游泳裤

，跳进⽔水⾥里和它⼀一起玩直到太阳下

⼭山。 

 Ace 对我如同⼀一个亲爱的兄弟

⼀一样。它每天都陪伴着我，和我⼀一

起玩耍，给我安慰。我很爱我的狗

。 

 

AP 中⽂文                            李炜            

我最好的朋友叫 Tasfiah 

Tabassum。我们同⼀一年开始上 

Horace Mann 学校，七年级时候先

见了⾯面。虽然我们没有课在⼀一起，

但是我们开始⼀一起吃饭，很快变成

了好朋友。

 

Tasfiah 的⽗父母从孟加拉国来

的，都是穆斯林的⼈人。她有⼀一个弟

弟，Fahmid 和⼀一个妹妹，Sarah，

常常帮她的⽗父母照顾他们。他们住

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他的爱好是

打电⼦子游戏，看迪斯尼的电影，和

听说唱⾳音乐；他最喜欢的歌⼿手是 

Kendrick Lamar。虽然她不是特别

喜欢读书，她最喜欢的书是 John 

Steinbeck 的 Of Mice and Men。她

在学校陪我写科学⽂文章和管理她⾃自

⼰己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给有癌症

的孩⼦子写信和和他们的⽣生⽇日时候买



礼物。虽然他们的俱乐部刚开始，

她们已经赚了不少钱和写了很多

信，⾮非常成功。 

我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朋友；

她很幽默，友好，和聪明。我希望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AP 中⽂文                       贺叶葳     

我的好朋友的名字叫苏珊。

她跟我的年纪⼀一样⼤大（10 年级）。

我⼀一岁的时候，跟苏珊上同⼀一个的

托⼉儿所。我们⼩小时就是好朋友，因

为我们在⼀一样的班，我们也有⼀一样

的兴趣。那时候，我们每天⼀一起玩

。上完课的时候，我常常会去她家

跟苏珊和她的姐姐⼀一起玩游戏。苏

珊也有⼀一个哥哥和⼀一只狗。在三年

级的时候，我们在⼀一样的芭蕾舞班

和⾜足球队。 

现在，我和苏珊还是好朋友

。她现在有三只狗，和⼀一只猫。他

的家特别喜欢养动物。我⼩小时候也

想要养⼀一只狗狗，因为我喜欢跟苏

珊的狗玩。可是，我的爸爸怕我不

会帮助养狗，只会跟狗狗玩，所以

我从来没养过狗。苏珊现在特别喜

欢旅游。她常常去波多黎各旅游，

因为她的妈妈是在那⾥里出⽣生的。苏

珊也喜欢辩论。我今年跟她⼀一起在 

”Model UN” 俱乐部。 

我希望我长⼤大还会是她的好

朋友！

 

 



AP 中⽂文                      张天⽻羽  

我的最好的朋友是 Aidan。我

们在⼩小三年时级就认识了。Aidan

是美国⼈人，他有蓝⾊色的眼睛，⾦金⾊色

的头发，⽽而且还挺强壮的。我们的

⼩小学叫 Seely Place Elementary 

School。当时我刚从加拿⼤大来到美

国上学。因为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时

那⼉儿有好多中国⼈人，所以英⽂文说的

不太好。 

 Aidan 和我⼩小时候都喜欢⼀一起

玩⼉儿和打闹，玩⼉儿起来都很疯。我

们⼩小时候最喜欢玩 tag，就是⼀一个

⼈人追其他的⼈人，抓到了⼀一个⼈人后，

呢个⼈人就得去抓其他的⼈人。我们在

哪都玩，只要在⼀一起我们就玩起

来，只是我捅下你，你捅下我。五

年级时，我画了⼀一个挺搞笑的卡

通，是关于鸡蛋的，我们听了鸡蛋

都觉得好笑，然后变成了我的“绰

号”EggyRepublic，也是我⽹网上⽤用的

名称。

 

Aidan 和我有很多相同的地

⽅方。我们都喜欢科学和艺术，尤其

是关于宇宙。虽然他画画不太好，

可是他喜欢动⼿手，⽐比如那⽔水呢或⽤用

⽊木头做东西。我们也喜欢玩

Minecraft，有时我们⼀一起玩。 

Aidan 在少先队⾥里。他还喜欢

打猎。他有个 bb 抢和⼀一把步枪有

时到野外打猎。 

Aidan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也有很多特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