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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福 
编者按：时光总在不停地穿梭，

又到⼀一年的岁末，新年的脚步已

经悄悄来临。在猴年的钟声即将

敲响，辞旧迎新之际，“⽂文芽” 	  全

体编辑向全校师⽣生，家长拜年，

祝福⼤大家万事如意，新年进步；

更祝福我们学校蒸蒸⽇日上，越办

越好！ 

在此， “⽂文芽” 	  感谢所有荐稿的

⽼老师，以及给校刊投稿的同学。

感谢你们分享⽂文章，分享你们的

⽣生活经历，感受。中⽂文学校的⼏几

年，将是你们⼈人⽣生中难得的⼀一段

经历，在“⽂文芽”上发表⽂文章，将

是这段经历中⼀一朵愉快的浪花。

你们丰富了“⽂文芽”，“⽂文芽”丰富

了你们的⼈人⽣生。希望新的⼀一年你

们继续投稿，也欢迎更多的同学

加⼊入我们投稿的队伍，“⽂文芽”还

希望⽼老师们，家长们出点⼦子，提

建议，让我们把“⽂文芽”办得更

好！ 

王安⽯石《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白话译⽂文: 

 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

⼀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

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

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

，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

上新的桃符。 

 《元⽇日》是北宋政治家王安

⽯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描

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

的动⼈人景象，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

的奋发精神。 

   



请听我说系列⼆二 

编者按：这是⼀一组“我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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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和作者的

爸爸妈妈⼀一起放慢⽣生活的脚步，

找⼀一段闲暇，⼀一起聆听，感受同

学们⽤用⽂文章吐露他们的⼼心声。 

 

我爱我爸爸 

美洲华语五年级                  Jason Li 

 我爱我爸爸。他是我的好爸

爸。 

 他每天都帮我检查作业，辅

导我学习，教我学很多数学。他有

时候会跟我打篮球，跑步。他还和

我谈⼼心，我讲学校⾥里的事情，他认

真地听。晚上回来他和⼤大家⼀一起看

电视。他喜欢看阿拉斯加的真⼈人秀

，还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 

 爸爸还喜欢睡觉和玩电脑。

爸爸不说不好听的话。妈妈有时候

对我们严厉。妈妈不喜欢看电视，

有时候她看我们不喜欢看的电视 。

就是这样，我喜欢爸爸。 

 

我的⼩小猫和⼩小狗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孙莉雅  

我有三个⼩小伙伴。 ⼩小猫是
Cookie 和 April，⼩小狗叫宝宝。 它
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Cookie 四岁了。它的⽑毛是短
短的，橘黄⾊色的，有漂亮的花纹。
它很害羞，见到陌⽣生⼈人就躲起来了
，可是它喜欢在我的床上睡⼤大觉。 



April 是 Cookie 的妹妹，三岁
了。它的⽑毛长长的，主要是灰⾊色的
，有⼀一点点橘红⾊色和⿊黑⾊色。April 很
好奇，它喜欢跟着我，也喜欢找我
玩。 

宝宝是我们家的⼩小淘⽓气，两
岁了，⽩白⽩白的卷⽑毛，很可爱。它不
喜欢我们爱⼩小猫，整天对⼩小猫喊，
追着它们到处跑。它很馋，我们⼀一
不⼩小⼼心， 它就偷猫⾷食吃，还偷吃我
碗⾥里的冰淇凌。它永远都吃不饱。 

在家⾥里的时候，我就陪着它
们玩。我很爱它们。 

 

我爱乌⻳龟 

美洲华语五年级               成可馨     

 我最喜欢乌⻳龟。乌⻳龟很可爱

。它们也很聪明。要是看到危险，

它们就会把头和四条腿藏在它们的

壳⾥里。乌⻳龟喜欢吃⽔水草，⼩小虾，⼩小

鱼，和⼩小章鱼。乌⻳龟⼗〸十⽉月后就不吃

东西了，它们要冬眠了。雌⻳龟能⽣生

50 到 200 个蛋！乌⻳龟喜欢在⽔水⾥里游

来游去，但是雌⻳龟要在陆地⽣生蛋。 

 我⼩小的时候，听爸爸讲过⼀一

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龟兔赛跑。

虽然乌⻳龟跑的慢，兔⼦子跑的快，但

是乌⻳龟还是赢了⽐比赛。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作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下去

，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喜欢乌⻳龟

。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都

要以乌⻳龟为榜样。  

     

 我很想要⼀一只乌⻳龟做宠物。

我想过⽣生⽇日的时候让爸爸送我⼀一只

。我要和这只乌⻳龟⼀一起长⼤大！ 

 

我喜欢狗 

美洲华语五年级               黄梓娅     

 我⾮非常喜欢狗，⽆无聊的时候

可以和他们玩，狗还会保护你，⽽而



且最重要的是养狗可以让你变得更

有责任⼼心。 

 

 我喜欢狗，没事做的时候我

可以和狗玩。⽐比⽅方说，你做完作业

了就没事⼲干了，只能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但如果你有⼀一条狗，你可以

和狗⼀一起到外⾯面去散步或玩游戏。

这样你还可以锻炼⾝身体，变得更健

康，更苗条。 

 我喜欢狗，如果有危险的话

，狗会警告你。⽐比如说家⾥里有⽕火灾

了，狗会⼀一直叫，直到你听见。再

⽐比如说家⾥里进强盗了，狗会冲着他

们⼤大叫，把他们吓⾛走。总之，狗碰

到危险了会⼤大叫来保护它的主⼈人。 

 我喜欢狗，最重要的原因是

养狗会让我变得更有责任⼼心。⼀一个

⼈人只有在能照顾好⾃自⼰己之后才能养

狗。有了狗之后，你要照顾它，对

它负责。这样就是双倍的责任。养

狗就好⽐比让你对以后结婚有⼩小孩要

照顾⼩小孩做好了准备。现在能照顾

好狗，以后就能照顾好家⼈人和⼩小孩

。 

 所以养狗很有⽤用啊！他们会

让你不觉得⽆无聊，保护你，最重要

的是还让你变得更有责任⼼心。你要

是没有狗的话，恳求你爸爸妈妈给

你买⼀一条。我还⼀一直在这样做。但

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我们不可能相

处不来。

 

 

我最喜欢猫 

美洲华语五年级               郭佳琳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猫。 

 猫很可爱。当它喵喵叫的时



候，我很想把它抱起来。猫的动作

很有趣，特别是它在玩的时候。猫

还很勇敢，它虽然个头⼩小，但是有

危险的时候，它也会变得很凶，不

会轻易被吓到。 

 家⾥里有⼀一只猫是⼀一件很好的

事，因为⼩小猫是个好同伴。我不开

⼼心时，如果抚摸猫的⽑毛，便觉得好

多了。 

 希望妈妈读了我的作⽂文以后

赶快给我买⼀一只猫当宠物！ 

 

我喜欢的中国歌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每星期四，我妈妈都要带我

去⼀一个⼩小教堂。但是，我不是去向

上帝祈祷的，我是去学唱歌的。我

从⼩小爱⾳音乐。⾳音乐是⼈人类的通⽤用语

⾔言。有时候，你听不懂⼀一⾸首歌在说

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音乐，和⾳音

乐⼀一起快乐和悲伤。  

我唱的中⽂文歌很少，我只会

唱四⾸首，⽽而且每⾸首歌都是在中⽂文学

校学的。两年前，我们班春节演出

表演“北京欢迎你”。⽼老师给我们看

这⾸首歌的⾳音乐视频。我跟着视频去

了长城，鸟巢和天坛，还到了北京

⼈人家⾥里做客。这⾸首歌唱起来又开⼼心

又热闹，像过节⼀一样。

 

除了“北京欢迎你”，我知道的

中⽂文歌都是⼉儿歌，像“春天在哪⾥里”

和“卖汤圆”。听说中国也有“The 

Voice”叫“中国好声⾳音”。我要听⼀一

听，也许我会学更多的中⽂文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 

AP 中⽂文                               董楚琪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

墨西哥的 Cancun (坎昆)。我们家和

⼏几家朋友两年前的感恩节假期去了

坎昆，在那⼉儿玩了五天。在坎昆，



我们三家住在⼀一个叫 Dreams 

Cancun 的度假旅馆。  

Dreams Cancun 是⼀一个特别漂

亮的地⽅方。在我们屋⼦子旁边有⼀一个

美丽的花园，⾥里⾯面有⾼高⾼高的瀑布，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颜⾊色的花和植

物。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来到旅馆，

看到这个花园⼀一阵惊叹，我们都不

停地在那拍照。旅馆四周是⼀一望⽆无

际的美丽的海滨和沙滩。

 

这个 resort (度假旅馆) 有很多

好玩的东西。Dreams Cancun 最好

的是它的游泳池。它⽤用两个游泳

池：⼀一个是⼩小的，⽔水⽐比较暖和；另

⼀一个⼤大的，⽔水⽐比较冷。我们在这个

⼤大的⾥里⾯面玩的时间最长。游泳池旁

边还有⼀一个 jacuzzi（按摩浴池），

我们很喜欢在⾥里⾯面放松和说话。晚

上，我们去听⾳音乐会，看各种表演

或在旅馆外⾯面跑来跑去玩游戏。  

Dreams Cancun 吃的东西也很

好。因为我们住的是全包的旅馆，

它给我们⽆无限免费的吃的和喝的。

旅馆⾥里有全天开放的⾃自助餐，随时

都可以去吃。还有各种风味的其他

餐馆，像海鲜餐馆和亚洲餐馆。⼤大

⼈人们都喜欢去试吃不同风味的餐

馆，我们孩⼦子还是喜欢吃⾃自助餐和

美国的⾷食品，像汉堡。它的每种⾷食

品都挺好吃的，饮料也特别的好

喝。这些饮料很凉，很甜，我和其

他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喝。它有好多

种，我最喜欢是草莓和柠檬⼜⼝口味

的。我们不停的喝饮料，服务员把

我们点好的饮料送到游泳池旁边，

我们坐在游泳池边喝，太舒服了！

饭店⾥里其他餐馆的⾷食品也很好吃，

每天晚上我们⼏几家都⼀一起去⼀一个餐

馆，坐在⼀一起吃饭和聊天。 

 我们也去外⾯面游览和看风

景，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像著名

的⼀一个玛雅⽂文化遗址。可是，我和



我弟弟最喜欢的是我们住的地⽅方－

Dreams Cancun。我希望不久的将

来我们可以再去这个地⽅方玩⼀一次。 

 

我最爱的地⽅方 
AP中⽂文                           朱可沁 

    

 我最爱的地⽅方就是 Mt. 

Tremblant，那⾥里是⼀一个加拿⼤大的滑

雪圣地。 

 Mt. Tremblant 是⼀一座⼤大⼭山，

⼭山脚有⼀一个⼩小区。⼭山上每天下雪，

不下的时候就喷⼈人造雪。⼭山上到处

都长着被雪染⽩白的松树，树上还挂

满了冰柱。如果站在⼭山顶上往下看

都能看到云，可以看到千万⾥里的雪

⼭山。那些⼭山有的也是可以滑雪的，

但没有⼀一个能⽐比上 Mt. Tremblant

的⾼高度。⼭山顶上的风如果吹过你的

脸，就像被⼑刀划了⼀一样，温度经常

降到-10ºｼF 以下。⼭山前有个湖，冬天

结满了冰，可以在上⾯面溜冰。⼭山上

有厚厚的雪，可是风⼤大的时候，很

陡的滑道上都结满了冰，因为原来

冰上盖着的雪都被吹光了，在那时

候滑就很危险。

 

⼭山脚的⼩小区有两个平⾏行的⼤大

路，边上紧紧排着各种各样的商店

、饭店、旅馆等，很热闹。⼩小区⾥里

还有个游泳池。我游泳后最爱的就

是⾛走回旅馆时，我和妹妹的头发会

冻成冰柱，摇⼀一下头就会发出很多

不同的声⾳音。我在 Tremblant 最爱

吃的就是油炸⾯面粉叫 Beaver Tail，

上⾯面撒着糖和⾁肉桂，真好吃！ 

⽣生活杂谈  

每个⼈人每天⾝身边都会发⽣生⼀一些⼩小

事，由这些琐碎的时光就连成⽣生

活。这期“⽣生活杂谈”除了两篇四

年级⼩小朋友清新可爱的⼩小⽂文，还

有我们熟悉的俞⽂文婷的“中国系

列”，这是她离开中国前充满离



情别意的动⼈人⼼心弦的⼀一篇⽂文章，

中国的这段读书经历势必给她的

⼈人⽣生添上⼀一道靓丽的⾊色彩，祝福

她！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有张天⽻羽

同学的⽂文章。⽂文章以⾃自然朴实的

⽂文笔，勾勒着他眼⾥里的中国，让

⼈人倍感亲切。⽂文章点⾯面结合，⾏行

⽂文流畅，不可多得。 

 

难忘的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Nick 

二零一三年暑假，我爸爸带

我们一起开车横跨美国。我们经过

了二十几州，十个左右的国家公园

。  

有一天,  我和家人到了一个
国家公园里游玩。这个公园非常大

，有很漂亮的红石头，也有很多我

没看过的动物。我们走了半个多小

时。往回走的时候，看到一头大水

牛在我们前面。我们都很害怕，爸

爸要我们爬到一座小山上避开水牛

。水牛走远了，我们很快地跑回车

子上。 
 这次和水牛相遇的经历让我

真难忘。 

游海岛  

马⼒力平中⽂文四年级               党伊璐 

 在游轮上的第三天， 我们来

到了⼀一个⼩小岛上。 

 ⼀一上岛，我⼀一眼看见了⼀一只

好⼤大的蜥蜴。我还摸了它！然后，

我和弟弟去⽔水⾥里玩了⼀一会⼉儿。后来

，我和妈妈⼀一起浮潜去看鱼，可是

，我没有看到鱼。到了中午，我们

去吃烧烤。吃完烧烤，我和弟弟去

玩沙⼦子。玩完沙⼦子，我和弟弟又去

⽔水上乐园玩。然后我和爸爸⼀一起在

海边散步。我们看到海蜇，还有⼤大

海螺。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最珍贵的⼀一段⽇日⼦子          俞⽂文婷 

  

 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发⽣生很

多事情，我们也会忘记很多东西。

但是，有些事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

的。我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

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待在中

国的四个⽉月。虽然我还有⼆二⼗〸十七天

的时间在中国，但同时也只有这⼆二

⼗〸十七天的时间在中国。我现在就已

经知道回美国之后，我会特别想念

我在中国学习的这四个⽉月的经历。

我也知道，这四个⽉月将是我最珍贵

的，最难以割舍的⼀一件事。 

 我还记得三个半⽉月以前，我

和爸爸在机场跟妈妈，姐姐和妹妹

离开的时候，也就是我⽣生活中⼀一个

最难过的时刻。那时候，我怀念起

我们全家⼀一起做的事，⼀一起笑的时

候，⼀一起哭的时候。我也记得在中

国第⼀一天去学校的那个时候。那天

⼀一开始我很怕，但是同学们都对我

特别好，过了两星期不到，我就很

习惯在中国上学了。过了不到⼀一个

⽉月，我每天都开开⼼心⼼心地去学校，

以为学校⾥里有很好的朋友，⽼老师，

挑战和经历。过了不到两个⽉月，我

已经忘记在美国上学是怎么回事，

忘记上午有⼏几堂课，下午有⼏几堂课

。过了不到三个⽉月，我已经有点不

想回美国了，想和中国的朋友呆更

长的时间，想上更多中国⽼老师教的

课，想经历更多只有在中国才有的

挑战，想念初⼀一⼗〸十⼆二班这个⼤大家庭

⾥里有更多的笑。

 
 虽然我的家在美国，但我现

在觉得在上海我也有⼀一个家，我在

上海的朋友⽐比在美国的朋友更好，

我在上海中国学校⾥里笑的更多，也

哭的更多。我知道，过⼆二⼗〸十七天，

我和爸爸又会到机场准备飞回美国

，我又会想起⼀一家⼈人在⼀一起做的事

，⼀一起笑的时候，⼀一起哭的时候。

但这时我怀念的这⼀一家⼈人和前⼏几个



⽉月怀念起的⼀一家⼈人不⼀一样，这⼀一家

⼈人是和我⼀一起度过最珍贵的四个⽉月

时光的叫初⼀一⼗〸十⼆二班的⼀一家⼈人。 

 

我眼中的中国 

AP 中⽂文                                   张天⽻羽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和习俗，是⼀一个很独特的社会。美

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主要由欧

洲和世界各个地⽅方来的移民组成，

很多⼈人保留了⾃自⼰己母国的部分习俗

⽣生活，⽐比如建设⾃自⼰己国家的⼩小区，

例如⼩小意⼤大利和中国城。我最喜欢

的是中国的北京，那是中国的⾸首

都，有中国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地⽅方

和建筑，⽐比如天安门，王府井，圆

明园，清华⼤大学，故宫，前门等。

还有繁华宽阔的街道，⼏几百路公共

汽车，⾼高楼⼤大厦，可热闹了！ 

 暑假期间，我经常会回北京

度假。我跟我的爷爷奶奶住在北京

理⼯工⼤大学。我很喜欢那⾥里，那就是

⼀一个⼩小社区，不仅有⼤大学⽣生，还有

退休的⽼老师和他们的孙⼦子孙⼥女。北

京理⼯工⼤大学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餐

厅和⾷食堂，⼀一个菜市场，医务室，

⼀一个⾜足球场和⼀一个体育馆。每天早

晨，所有的⽼老⼈人都到操场上散步，

锻炼，打太极拳，下棋，或者到菜

市场，⾷食堂买饭菜，鸡蛋，馒头，

包⼦子，馅⼉儿饼，油条，⾖豆浆和粥。

北京有的特⾊色，在纽约市就少见。

 

 北京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共汽

车系统，有近千条公交线路。繁华

的地⽅方，⽐比如长安街，中关村⼤大街

和三环苏州桥等，⼀一站能有⼗〸十⼏几路

公车。有的车⾛走⼤大直趟，还有的曲

⾥里拐弯。北京的公共汽车系统使交

通⾮非常⽅方便，出门⾛走⼏几步路就是⼀一

个车站，转不超过两次车就能到北

京市⼤大部分的地⽅方。很多的⼈人都以

公共汽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要是

⾃自⼰己的车限号，也得乘坐公共汽



车。⾼高峰期间，公共汽车挤满了

⼈人，有些⼈人连上都上不去！我从很

⼩小的时候就对北京的公共汽车⾮非常

感兴趣。我会注意到⼀一辆车的每⼀一

个细节，⽐比如座位的规划和发动机

位置。⽐比如，有的车的右前轮上有

⼀一个向前的座位，有的向侧⽅方，还

有的压根⼉儿没座位。⼩小时候我只坐

新车，不坐旧车。有⼀一次，我和奶

奶要到⼀一个商场买吃的，⼀一辆又旧

又破的公共汽车来了，奶奶为了赶

时间，要上车，可是我就是不肯

上，死活拉我也不上。公共汽车司

机急了，问我们到底上不上。结

果，奶奶⼀一个⼈人上去了，我只好跟

着上。⼀一路上，我又哭又闹，想换

⼀一辆车。回来的⼀一路上，我不停地

让奶奶保证下次坐新车。 

 中国道路和桥梁的建筑和施

⼯工技术很⾼高，去年，北京三元桥四

⼗〸十三个⼩小时就把所有的⽀支撑柱更换

了。中国的铁路是世界第⼀一，中国

⼈人建造了美国东到西的铁路。中国

的⾼高铁系统是世界上最快、最长的

铁路。⽬目前，已经建了⼀一万七千公

⾥里长，每年⼤大概九亿⼈人乘坐。⾼高铁

不仅在东部⼤大城市之间，⽽而且还连

接到中国最西部的青藏⾼高原——⽓气

候、环境都很恶劣的地⽅方。⾼高铁成

为了中国⼈人最重要的长途交通⼯工具

之⼀一。⾼高铁的速度能达到三百公⾥里

每⼩小时，⽐比飞机更⽅方便、正点、安

全、舒适、便宜和载⼈人量更多，很

多出差和远途旅游的⼈人都喜欢乘坐

⾼高铁。 

 中国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地

⽅方⼩小吃。在王府井⼩小吃街，有中国

各个省的地⽅方风味⼉儿⼩小吃，⽐比如⼩小

笼包⼦子，馄饨和糖葫芦。北京烤鸭

是我最爱吃的，每年在北京我都要

吃好⼏几回。 

 北京有很多特⾊色，到处都很

热闹，还有我的爷爷奶奶，表弟和

其他很多亲戚朋友，所以每年夏天

我都回北京过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