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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演讲 
编者按：今年⼀一⽉月⼗〸十号,我校成功举

办了⼀一年⼀一度华夏中⽂文学校北区

2016 年朗诵演讲⽐比赛,我校选⼿手们在

⽐比赛中还获得了极佳的参赛成绩。

本期刊登了马⽴立平中⽂文三年级李婷

婷同学的原创演讲稿，⽣生动地讲述

了她家那只叫“李⽩白”的猫的趣事。

如果有参赛选⼿手的原创稿⼦子愿意刊

登，欢迎投稿“⽂文芽”。 

我们家的猫 

马⽴立平中⽂文三年级            李婷婷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婷婷。

我今天给⼤大家讲我的猫李⽩白。 

我有只猫, 名字叫李⽩白。李⽩白

有⿊黑⾊色和⽩白⾊色的⽑毛。他喜欢吃⼲干粮, 

不喜欢吃⾁肉罐头。李⽩白最喜欢躲猫

猫。他也喜欢追⼀一根长绳⼦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猫名字是

李⽩白? 李⽩白到我家的第⼀一天的时候, 

他还是⼩小猫咪,⾝身上有⿊黑斑, 也有⽩白

斑。我也正在学李⽩白作的⼀一⾸首诗: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

⽉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会叫喵喵, 也会叫⽑毛⽑毛, 

也还会叫⽑毛喵⽑毛喵。李⽩白很喜欢爬

树。他很喜欢爬我们后院⼦子⾥里的松

树。李⽩白藏起来的时候谁也找不到

他。我和我的哥哥要东张西望, 



最后拿好吃的, 他才会出来。 

我很喜欢我们家的李⽩白。 

快乐圣诞 

编者按：圣诞节是每年最让⼈人兴奋

的节⽇日之⼀一。⼤大⼈人们喜欢有长长的

假⽇日，休养⽣生息，为来年养精蓄锐

。还可全家团聚，有⼤大把的时间和

孩⼦子们玩在⼀一起，享受亲情。⽽而孩

⼦子们最期待的就是圣诞礼物了。请

看美洲华语五年级⼩小朋友的⽂文章，

⽂文章不仅告诉你他们收到了礼物，

更难得的是他们还贴⼼心地为爸爸妈

妈准备了⼩小礼物。希望有更多的同

学投稿和我们分享你们的圣诞节。 

 

我们家的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Grace Cheng 

每年的圣诞节我会得到圣诞

礼物，今年我也得到了很多。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邻

居给我⼀一个HelloKitty的铅笔盒。铅

笔盒的颜⾊色是⿊黑⾊色的，还有很多星

星。很漂亮！铅笔盒⾥里有⼀一⽀支铅笔

，还有专门放相⽚片和胶⽔水的地⽅方。

最令我⾼高兴是铅笔盒⾥里还有彩⾊色的

铅笔。

 
除此以外，我的爸爸妈妈给

我⼀一套Lego。Lego可以搭成各种各

样的东西。我的Lego是⼀一辆敞篷车

。我和弟弟⼀一起搭的，可好玩⼉儿！  

我也给了爸爸妈妈礼物，我

给他们⼀一⼈人⼀一张礼券。我给妈妈⼀一

张洗⾐衣服的礼券，就是帮妈妈洗⾐衣

服。妈妈可以⽤用它到明年。我给爸



爸⼀一张洗车的礼券，就是帮爸爸洗

车。爸爸也可以⽤用它到明年。他们

也说了谢谢。妈妈爸爸都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的圣诞礼物都很

好，我很喜欢圣诞节！ 

      

我给爸爸妈妈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黄梓娅 

今年圣诞节我送给爸爸妈妈

⼀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不像往年我

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件礼物来⾃自我

的⼼心底。 

我从我的⾳音乐⽼老师，Mrs. A，

那⾥里要来⼀一张乐谱，准备教会⾃自⼰己

⽤用⼩小提琴拉它。每天晚上，我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练习。练了⼀一个星期

之后，我拉得很好了。 

今年我们圣诞节是在墨西哥

过的。我们从墨西哥回来的那个晚

上已经很晚了。我决定等到第⼆二天

给我的礼物。第⼆二天，我把爸爸妈

妈哥哥叫到⼀一块。我不知道我会拉

得好不好，就深呼吸了⼀一⼜⼝口。我必

须承认我们去了墨西哥⼀一个星期，

我没有练，有点⽣生疏了。但是我没

有回头的机会了。我拿起我的⼩小提

琴，先拉了⼀一⾸首Dreidel。然后我又

拉了⼀一⾸首Jingle Bell。让我惊讶的是

我拉的⾮非常好。爸爸妈妈哥哥给我

⿎鼓掌。我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    

 

 



请听我说系列⼀一 
编者按：这是⼀一组“我最喜爱的⼈人／

物”的⽂文章。每个⼈人的喜好多种多样

，有的新奇绝妙，有的平淡⽆无奇。

探究⾃自⼰己的内⼼心写出的这组⽂文章，

带着真情实意，带着感动，娓娓道

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用⽂文

章吐露他们的⼼心声。 

 

PUSHEEN⼀一级棒！！！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骊安 

 
     Created by Leila Kerr （朱骊安） 

     Edited by Sarah Liu 
HOPE YOU ENJOY PUSHEEN THE GREAT!! 
              Search Pusheen Now 

 

这是 Pusheen.  Pusheen ⾮非常

健康,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Pusheen 

很勇敢, 好奇⼼心很重, 很搞笑

.  Pusheen’s 朋友们是 Bodacious, 

Chika, Ace, Lulu, Vivi, 和 

Duncan.  Pusheen 的妹妹是 Stormy

。  Stormy 想成为像 Pusheen 那样

。 Pusheen 喜欢⾳音乐, 朋友们, 家⼈人, 

睡觉, 和电脑， 还是个吃货

。  Pusheen 的指南很多很有趣。

Pusheen 是个⼥女孩。   

             
Pusheen 和 Stormy 有很多共

同的兴趣。 但 Pusheen 不与 Stormy

共享⾷食物。 Stormy’s ⽣生⽇日 是

October 24。 Stormy 喜欢追逐东西

。 Stormy’s 最⼤大的特点是蓬松的裤

⼦子。  Pusheen 的 ⽣生⽇日是 February 

18.  Pusheen 最⼤大的特点是她的脚趾

。 Pusheen 还喜欢博客和睡觉。 

   

 



Pusheen 也是⼀一个卡通的最爱

！  Pusheen 在 Catventure Time, My 

Little Pusheen, Catbob Fluffypants, 

Powerpaw girls, Pushemon, and 

Sailor Mew 上都有。 她们就像 

Spongebob, Adventure time, Power 

Puff Girls。  

  
读完我的⽂文章后，请上⽹网站搜索 

Pusheen，你会发现许多有关

Pusheen 的趣闻和可爱的图⽚片。 

       

我最喜欢的⽼老师 

美洲华语五年级                   林为恒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小学⼆二

年级的 华⽂文⽼老师--王⽼老师。她是⼀一

个开朗的⽼老师。她会很耐⼼心地教导

我们。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华

⽂文很差。王⽼老师就让我放学后留下

和她⼀一起做功课。⼏几个⽉月后，我的

华⽂文进步好多，也开始喜欢上这门

课，这都是王⽼老师耐⼼心教育的结果

。那年我的华⽂文考得很好，爸爸还

送我⼀一份礼物。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王

⽼老师的笑容。 

 

我最喜欢的⽼老师 

美洲华语五年级                   杨浩远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二年级

时的⽼老师，叫Mrs.Fox。 

她和我同⼀一天⽣生⽇日，她告诉

我这是她教书⼆二⼗〸十四年来第⼀一次



碰到同⽣生⽇日的学⽣生。每年在我和她

同⽣生⽇日的那天，我给她⼀一盒纸杯蛋

糕，她也给我⼀一个礼物。今年她给

我⼀一盒蓝⾊色的橡⽪皮泥，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她的数学课，这是

我最喜欢的课。有时她会给我们额

外的休息时间。她很风趣，喜欢说

笑话。她也很聪明，常给我们做有

趣的项⽬目。她也给我们T恤衫，我

很喜欢，常常穿，但今年已经穿不

下了，因为我长⼤大了。 

Mrs.Fox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旅游 

AP 中⽂文                                 林润炎 

长这么⼤大,我跟着妈妈爸爸已

经到了世界各地旅游了,但是, 黄⽯石

公园的旅⾏行给了我难以忘怀的美好

回忆,	  直到现在还是我全世界最 

喜欢的地点。它壮观的风景和众多

的动物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快乐和 

惊奇。 

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在⼀一⼋八

七⼆二年就已经成⽴立了,是世界上第 

⼀一个国家公园。这个受欢迎的旅游

景点总是都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

许多愉快的经历。公园⾥里有很多有

趣的动物,漂亮的的⼩小路,和五颜六

⾊色的温泉。说起动物, ⼏几百种的动

物⽣生活在公园的不同⾓角落⾥里,  游客

可以在那⼉儿见到凶猛的熊,狡猾的豺

狼,优雅的⼩小⿅鹿,和成群的野⽜牛。公

园也有各具特⾊色的热喷泉和温泉。 

 

⼆二零⼀一⼆二年的 夏天, 我们全家

参观了黄⽯石公园,逗留了⼀一周。虽然

仅仅七天,但所见所闻已经让我们⽆无



⽐比赞叹。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公园

⾥里最有名的热喷泉, Old Faithful。

我们在离喷泉不远的餐厅⾥里刚吃完

饭,就往Old Faithful⾛走去。到了喷泉

, 我看到喷泉旁围着⾥里三层外三层

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正⾮非常懊恼

,⼼心⾥里想, “现在看不到喷泉了”。突

然⼈人群欢呼起来, 霎那间,⼀一股冲天

的热浪喷上天空,⼤大家感觉热⽓气扑⾯面

⽽而来。据说,⽔水柱可达到五⼗〸十多⽶米⾼高

, 从好远都能看到。真壮观! 

 

黄⽯石公园的地域⼴广阔,我们常

常能在路边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牛

。野⽜牛体型巨⼤大,⾝身上盖满了棕⾊色长

⽑毛。它们的头上还有两根威风凛凛

的犄⾓角。这些野⽜牛⼀一点都不怕⼈人, 

经常还会⾛走在马路中间,  不顾来往

的汽车。现在,黄⽯石公园现存五千多

头野⽜牛。  

   在黄⽯石公园呆了⼀一周,真让我

流连忘返! 我希望不久再能旅游 

去那⼉儿!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我最喜欢的中国节⽇日是中国

新年，因为新年特别热闹。我喜欢

吃年夜饭，看舞狮，还有拿红包! 

每年，我的朋友都会来我们

家吃年夜饭。年夜饭的菜很丰富，

我们会吃饺⼦子，鱼，春卷和年糕。

每种菜都代表⼀一个意义。鱼代表年

年有鱼，春卷代表繁荣，年糕代表

年年⾼高。吃完饭后，我们会看新年

电视节⽬目，唱新年歌，跳舞。在纽

约，我们不能放焰⽕火，所以我喜欢

在电视上看别⼈人放焰⽕火。

 



两年前，我妈妈带我去唐⼈人

街看舞狮。唐⼈人街很热闹，路边⼈人

⼭山⼈人海，红⾊色的灯笼挂在商店门

⼜⼝口，五彩纸屑飞得到处都是。不同

颜⾊色的狮⼦子⼀一边跳，⼀一边去⼈人⾯面前

拿钱。哪些⼈人会把钱放在狮⼦子的嘴

巴⾥里。 

 
再等⼏几天又要过中国新年了

。我对妈妈说，今年过年，我要做

⼀一个很⼤大的年糕！ 

 

最想告诉你的⼀一件事        俞⽂文婷 

我从⼩小就很喜欢动物，最喜

欢的⼀一种就是⿅鹿。我家在美国纽约

的⼀一个郊区，有前后两个⼤大院⼦子，

所以，经常会有⼩小动物到我家，松

⿏鼠啊，各种各样的鸟啊，野兔⼦子啊

都来过。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一只妈妈⿅鹿带⼀一只⼩小⿅鹿到我家

。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的早晨

，我⼗〸十来岁的时候。我像平时⼀一样

，早上七点起床，吃好早饭，去等

校车。但那天我⼀一出门，就看见⼀一

只妈妈⿅鹿带着⼀一只⼩小⿅鹿，在我家后

院吃草。它们看见我了，但⼀一点也

不怕，它们看着我，我看着它们，

就这样等了好久。接着，我慢慢地

向前⾛走了⼀一步，它们就往后退了⼀一

步，我再向前⾛走⼀一步，它们又退⼀一

步，好像要和我保留⼀一定的距离。

 
 我希望想出⼀一个办法，让它



们来到我这。我想了⼀一会⼉儿，突然

记起⼏几个⽉月以前，爸爸告诉我，院

⼦子⾥里有棵树，树上的叶⼦子⿅鹿很爱吃

，我就从那树上摘了⼀一个树枝，把

它举起来给⿅鹿吃。它们看见了，或

者闻到树叶的味道，就慢慢地，⼩小

⼼心地向我⾛走了⼏几步，我那时⼀一动不

动，呼吸都停⽌止了，⼼心跳得极快，

脑⼦子⾥里⼀一直在说，“不⽤用害怕，我不

会伤害你们的”。

 
它们好像明⽩白了，就又向前

⾛走到我这⾥里，那时候，我还是⼀一动

都不敢动，它们看了我⼀一眼，就低

下头吃了⼏几⽚片叶⼦子。它们吃着我⼿手

上的叶⼦子，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我

也觉得⾮非常开⼼心，开⼼心到不能说话

了，只能看着那两只⿅鹿。突然我想

起校车那件事，就赶快对⿅鹿说，“我

要上学了，欢迎你们再来我家。”以

后，它们果然又来了⼏几次，也就成

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想告诉你的这件事，就

是动物和⼈人，也能成为朋友的。我

们应该对所有的动物好，因为它们

都是我们的朋友。  

 

图画⼩小⽂文 

编者按：继上期美洲华语⼀一年级⼩小

朋友的图画⼩小⽂文，“⽂文芽” 又收到三

年级的⼩小朋友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

连环画。 绘画是最早的⽂文学创作，

⽂文学与绘画从来紧紧联系，连环画

这种新颖的表达⽅方式，不仅激起⼩小

朋友的强烈创作兴趣，⽽而且牢牢地

吸引着读者的⽬目光。让我们⼀一起欣

赏三位同学的作品－－“南⽠瓜长成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