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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 
编者按：春天万物复苏， 百花

齐放，充满⽣生机。这是⼀一个神奇

的季节，富有⽣生命⼒力，饱含希

望，古今中外诗词⽂文章随⼿手拈来

有许多对春天的咏唱。从古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春眠不觉

晓”，到朱⾃自清“春天的脚步近了

“，再到英国霍普⾦金斯的“任凭什

么也没有春天这样美丽”，数不

胜数。美洲华语⼋八年级的同学这

期从不同⾓角度描绘春天的⽂文章，

清新流畅，让⼈人不禁莞尔⼀一笑。 

春天 

美洲华语⼋八年级             程皓琳 

 每年春天，⼩小动物都会来到

我家附近。加拿⼤大⼤大燕会飞到我家

前⾯面的⼩小池塘。有的时候，它们会

吵架，发出很响的声⾳音，在池塘⽔水

⾯面上互相追逐。 

 知更鸟经常在我家的阳台上

做窝。知更鸟做窝的时候，我家的

扫帚就会被⼩小鸟⼀一根⼀一根扯去做

窝。它们下的蛋很漂亮，⽐比蓝天更

蓝。⼩小鸟⽣生出来的时候，粉红⾊色

的，⼀一点也不好看。它们只会把嘴

巴张得⼤大⼤大地，等妈妈爸爸回来喂

它们吃。我们⼀一去阳台上，⼩小鸟的

爸爸妈妈就会有意见，拼命地对我

们叫，好像他们在说：“喂！这是我

们的地⽅方！别来！”它们挺好玩的。

 松⿏鼠和花栗⿏鼠虽然很可爱，

但是它们有的时候很讨厌。松⿏鼠和

花栗⿏鼠总是把鸟⾷食全吃光。松⿏鼠是

倒着挂在栏杆上吃鸟⾷食，花栗⿏鼠吃

鸟⾷食的时候⽤用⽖爪⼦子伸进喂鸟器把⾷食

物掏出来吃。 



 春天⾥里的⼩小动物们真热闹。 

 

春天 

美洲华语⼋八年级                    赵佳淇 

 春天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

。春天有它不好的⼀一⾯面，但⼤大多是

好的。

 

 春天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一

切都正在重⽣生。然⽽而，随之⽽而来的

是开花带来了很多花粉。我对花粉

稍微有些过敏，所以我的眼睛开始

发痒，我的⿐鼻⼦子也变得不通⽓气。 

 春天来临的时候，天⽓气渐渐

变暖，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戴冬帽，

穿重重的⼤大⾐衣。在春天⾥里，⼏几乎每

天都是阳光明媚。有⼏几个阴⾬雨天，

但⾬雨过天晴之后，⼀一切都变得⼲干⼲干

净净。在春天⾥里，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最好的，不像夏天天⽓气过分炎热

。在春天⾥里，时不时的有花瓣随着

风四处地吹，给⼈人感觉简直就像在

⼀一个童话故事⾥里。春天来的时候，

也意味着学校就快结束了。 

 总⽽而⾔言之，春天虽有缺点，

但它是⼀一个暖融融，不太让⼈人担⼼心

暴风雪和寒冷的季节。 

 

春天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杨蕾娜 

 春天很美。花开，草绿，树

上长出了新叶，天亮的更早，鸟飞



回来，⼩小孩⼉儿在外⾯面跑。天⽓气变暖

和，雪化了，⼤大家都把厚⾐衣服脱下

来，把薄⾐衣服穿起来。  

 春天也有不好的地⽅方。 很多

⼈人对花粉过敏，他们的⿐鼻⼦子和眼睛

变红了，打喷嚏，揉眼睛，还要⽤用

很多⼿手纸，把垃圾桶都装满了。  

 

 

讲故事 

编者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

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

神仙。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

⾯面对着天空发呆，就这么好奇， 

就这么幻想，盼望长⼤大的童

年。”充满好奇⼼心，充满幻想的

年少时代，想象⼒力也如奔驰的野

马，⼀一发不可收。这期收录的孙

莉雅的⾃自问⾃自答，林若耶的原创

童话故事题材新颖，让⼈人眼前⼀一

亮。 

问答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孙莉雅 

问：你觉得⼥女性可以当兵吗？      

 

答：⼥女性可以当兵。因为我们和男

性有⼀一样的权利。不能因为性别不

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我们和男性

要有⼀一样的机会和选择。

 

问：你最喜欢吃什么中国菜？ 

答：我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八宝鸭

。鸭⾁肉很⼊入味，又嫩又⾹香。最棒的

是鸭肚⼦子⾥里塞的糯⽶米饭，有虾⽶米，



⾹香菇，⼲干贝，⼭山药，鸡丁， 好吃极

了。每次吃⼋八宝鸭，我就会胃⼜⼝口⼤大

开，吃得肚⽪皮⿎鼓⿎鼓的，连⾛走路都困

难了。 

问：为什么不能吃太多零⾷食？ 

答：零⾷食不能吃太多，因为⾷食品公

司在零⾷食⾥里加了好多脂肪，糖和盐

，还有⾊色素和防腐剂。零⾷食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不健康。我最喜欢吃

巧克⼒力和冰淇淋，只能少吃⼀一点。

 

问：你愿意离家到别的国家去读书

吗？                                                      

答：长⼤大以后，我愿意离家到别的

国家去读书。我可以学习不同的语

⾔言和⽂文化，让⽣生活更有趣。我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看到不⼀一样

的风景，吃到不⼀一样的⾷食物。这样

的⽇日⼦子会很有意思。 

问：你看过那些动画电影？ 你最喜

欢哪⼀一部？ 

答：我看过很多动画电影。⽩白雪公

主，睡美⼈人，美⼈人鱼，冰雪奇缘，

和史瑞克等。我最喜欢史瑞克，因

为我现在不喜欢漂亮的公主了。史

瑞克很有趣。他长得很丑，但是⼼心

很好。他的驴朋友很可爱。史瑞克

的公主也选择跟他长得⼀一样丑。这

部电影告诉我，⼼心地善良最重要。 

 
问：你喜欢什么运动？ 

答：我最喜欢游泳，因为我喜欢在

⽔水⾥里玩。游泳可以锻练⾝身体。妈妈

说游泳好，我就不会在⽔水⾥里淹死。

船沉了，我掉到河⾥里，还能够游上

岸。我喜欢参加⽐比赛， 得奖牌。只

要努⼒力，我就能游得更好。 

 



国王和巫婆(续完)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国王哭着回到了家⾥里。他很

害怕看见他的⼥女⼉儿们。可他⼀一回到

家⾥里，⼩小⼥女⼉儿就来迎接他。国王最

爱她的⼩小⼥女⼉儿了。⼩小⼥女⼉儿⼼心地善良

，也⾮非常的聪明。她有奶油颜⾊色的

⽪皮肤，⿊黑⾊色的头发，⽽而且还有⼀一双

像绿宝⽯石的眼睛。可是国王⼀一看见

他的⼥女⼉儿，就把她赶出了家门。  

 ⼩小⼥女⼉儿⾝身上没有带钱，只有

⼀一⼩小根胡罗⼘卜。国王的⼩小⼥女⼉儿在街

上左⾛走右⾛走，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

爸爸会突然把她赶出家门。她觉得

肚⼦子⾮非常的饿。可怜的⼩小⼥女⼉儿只好

到每⼀一户家门⼜⼝口敲门。 

 “您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吗？我

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地叫呢。” “你

是哪⾥里的孩⼦子啊，怎么这么迟了也

不回⾃自⼰己的家呢? 我们⾃自⼰己都快没

有东西吃了，可帮不了你呢。” ⼩小

⼥女⼉儿又饿又累，只好慢慢地向森林

那边⾛走。那边有好多的⼩小动物，应

该可以在那⼉儿过夜吧。

 

 ⼩小⼥女⼉儿⾛走到了森林的中间，

突然发现了⼀一间破⽊木屋⼦子。她在门

上敲了⼏几下，可是没有⼈人住在⾥里⾯面

。⼩小⼥女⼉儿⾮非常开⼼心有地⽅方睡觉了，

连忙地⾛走进了屋⼦子。在屋⼦子⾥里⾯面，

有⼀一张很旧的⽊木头床。⾥里⾯面还有⼀一

个锅和汤碗。⼩小⼥女⼉儿跑到屋⼦子的后

院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

了好多的胡罗⼘卜。她连忙把胡罗⼘卜

拔出来带到屋⼦子⾥里。她真想煮胡罗

⼘卜吃，可看到了⼀一点⽔水也没有。⼩小



⼥女⼉儿⾮非常的着急，没有⽔水肯定是不

可以⽣生活的。 

 

 

 

 

 

 

 她想找⼀一条河把胡罗⼘卜洗⼲干

净。跑来跑去，碰见了⼀一只⼩小⽩白兔

，⼩小⽩白兔⽤用渴望的眼神看着胡罗⼘卜

。⼩小⼥女⼉儿笑着把胡罗⼘卜给它了⼀一根

。⼩小⽩白兔拿着胡罗⼘卜就跑掉了，可

是它好像很想谢谢⼩小⼥女⼉儿，把⼩小⼥女

⼉儿带到⼀一条⼩小河边。她赶快洗了胡

罗⼘卜，带回屋⼦子煮汤。⼩小⼥女⼉儿在屋

⼦子⾥里还过着挺好的，可是她不想永

远这样住着。 

 第⼆二天⼩小⼥女⼉儿起来就到了外

⾯面散步。她碰到了⼀一个猎⼈人，猎⼈人

看到她⾮非常不开⼼心的样⼦子，就问了

⼩小⼥女⼉儿怎么了。“我的爸爸是国王，

” ⼩小⼥女⼉儿说，“他昨天突然把我从家

⾥里赶出来了”。猎⼈人想了⼀一想，然后

给了她⼀一张地图。“现在别问那么多

了，”猎⼈人说，“快跟着这张地图去

找巫婆。”⼩小⼥女⼉儿不知道怎么办，可

是她跟着地图⾛走到了巫婆的家。

 巫婆看到了国王的⼩小⼥女⼉儿就

⼤大笑起来。⼩小⼥女⼉儿求她帮忙，可是

巫婆就是不答应。最后巫婆看见了

⼩小⼥女⼉儿伤⼼心的眼睛就答应了。⼩小⼥女

⼉儿要穿上破破的⾐衣服，给巫婆⼲干活

⼀一年才可以回到家⾥里。

 

 在王宫⾥里，国王和王后着急

地找⼩小⼥女⼉儿，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

她。他们又找了巫婆，可巫婆就不

说。过了⼀一年，国王和王后再⼀一起

去找巫婆讲理。他这次带了好⼏几块

⾦金⼦子去求巫婆。⼀一进门，他就看见

⼀一个⼩小⼥女孩在那⼲干活！原来这就是



他⼀一直在找的⼩小⼥女⼉儿！国王把那⼏几

块⾦金⼦子送给了巫婆，快乐地把⼩小⼥女

⼉儿带回家了。 

 过了⼏几年，国王最⼤大的⼥女⼉儿

结婚了。现在国王如果死了，他的

⼥女婿就会变成国王了！                                       

图画⼩小⽂文 

编者按：美洲华语三年级⼩小朋友

的图画⼩小⽂文又和我们见⾯面了。这

回他们画的是让他们很⾼高兴的事

。谈论让他们⾼高兴的事，肯定让

他们抓⽿耳挠腮，⽆无⽐比兴奋吧，因

为他们的画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我

们诉说了。这连画带说的和爸爸

妈妈⼼心⾥里的答案⼀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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