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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年 
编辑的话                     尹慧 

 时光荏苒，2015－2016 这⼀一

学年即将结束。这⼀一年中，我校校

刊“⽂文芽”共出版⼗〸十三期，发表各种

⽂文章近两百篇，其中⼆二⼗〸十七篇⽂文章

被选上刊登在“华夏侨报周末园

地”。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文章作者们

勤勤恳恳的中⽂文写作 ，荐稿⽼老师们

谆谆教诲和⾟辛苦指导，⽂文芽编辑们

认真的课外⼯工作，以及许多家长们

的⼤大⼒力⽀支持！在多⽅方的努⼒力之下，

“⽂文芽”这棵⼩小苗才得以欣欣向荣，

茁壮成长。 

 ⼀一丛不起眼的⼩小草，也能开

出美丽芬芳的⼩小花；⼀一只不知名的

⼩小鸟，也能唱出婉转动听的歌声; 

⼀一棵稚嫩的⼩小树苗，在阳光照耀

下，⾬雨⽔水滋润中，也能长成参天的

⼤大树。“⽂文芽”中收录的同学们的稿

⼦子情真意切，各有特⾊色。有的⽂文思

奇妙，闪烁着逐渐成熟的思想光芒; 

有的风格独特，⾏行⽂文造句间挥洒⾃自

如；还有的稚嫩清新，虽还在蹒跚

学步，却可以想象其⼤大步奔跑的⼀一

天。“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河。”只要努⼒力，就

会有收获。

 

 新的学年很快就要到来，“⽂文

芽”期待⼤大家的继续⽀支持！欢迎同学

们继续投稿，有志成为编辑的同学

也请联系“⽂文芽”。“⽂文芽”也期待⽼老

师和家长们的建议和帮助，希望新

的⼀一年我们能做的更好。 

 随附“⽂文芽”email 地址：

hxnycwenya@gmail.com。 

 

古诗赏析 
编者按：在国殇节到来之前，夏

⽇日的炎炎⾼高温就已向我们扑⾯面⽽而



来。孩⼦子们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

短⾐衣衫，⼤大⼈人们也⼿手忙脚乱地收

拾起换季的⾐衣服。夏天是美好的

季节，树上的叶⼦子尽情的舒展着

绿意，四处的花⼉儿也铆⾜足劲⼉儿各

显芳菲。夏天也是诗⼈人们爱歌咏

的季节，好诗好句随⼿手拈来。这

期“⽂文芽”向⼤大家推荐⼀一⾸首南宋诗

⼈人杨万⾥里的夏⽇日诗，这⾸首诗浅显

易懂，读来朗朗上⼜⼝口。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南宋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组诗作品第⼆二⾸首

。 诗的⼤大意是：六⽉月⾥里西湖的风光

景⾊色到底和其他时节的不⼀一样：那

密密层层的荷叶铺展开去，与蓝天

相连接，⼀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碧绿

；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绽蕾盛开，在

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娇红

。

 
 诗⼈人驻⾜足六⽉月的西湖送别友

⼈人林⼦子⽅方，全诗通过对西湖美景的

极度赞美，曲折地表达对友⼈人深情

的眷恋。诗⼈人开篇即说毕竟六⽉月的

西湖，风光不与四时相同，这两句

质朴⽆无华的诗句，说明六⽉月西湖与

其他季节不同的风光，是⾜足可留恋

的。然后，诗⼈人⽤用充满强烈⾊色彩对

⽐比的句⼦子，给读者描绘出⼀一幅⼤大红

⼤大绿、精彩绝艳的画⾯面：翠绿的莲

叶，涌到天边，使⼈人感到置⾝身于⽆无

穷的碧绿之中；⽽而娇美的荷花，在

骄阳的映照下，更显得格外艳丽。

这种谋篇上的转化，虽然跌宕起伏

，却没有突兀之感。看似平淡的笔



墨，给读者展现了令⼈人回味的艺术

境地。 

 

天马⾏行空 

 

编者按：美洲华语七年级的同学

在期中的演讲各出奇招，各有主

题，异彩纷呈。有谈论旅游的，

剧作家的，展现厨艺的， 介绍

动物的，向⼤大家介绍⾃自⼰己家⼈人

的，题材多样，不⼀一⽽而⾜足。请听

听他们怎么说的。   

 

春假冰岛游 

美洲华语七年级                李凯睿 

 当我们出了机场，我们就开

始游览周边城市，并在有趣的地⽅方

停下来。我们⾸首先前往⼀一个港⼜⼝口，

你可以去赏鲸和钓鱼。然后，我们

朝着 solfar 命名的雕塑（太阳航⾏行

者）进发。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名

为 Laugaveger 城市。这个城市有餐

馆，博物馆，最重要的是有（基督

国王）⼤大教堂。如果你去了⼤大教堂

的顶楼，你会看到美丽的风景和完

整的城市。当我们准备回酒店，我

们意外发现⼀一个叫珍珠的餐厅。既

然我们已经吃过饭，我们就买了冰

淇淋在天井吃。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森林和机场。我

看到了许多飞机起降。当我离开时

，我知道我会喜欢冰岛这个国家。

 

 第⼆二天, 我们就向着⼭山⾕谷进发

。在途中，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冰岛

骏马。我和它们拍了很多照⽚片。它

们的⽪皮⽑毛很柔软，很光滑。后来，

我们通过了⼀一个海底隧道来到⼭山⾕谷

。这⾥里的⽔水是多么的美丽和清澈, 

让我感到惊讶。然后，我们开始向

天然温泉和冰雪洞⽳穴再次进发。但

是，我们迷路了。这个 600 ⽶米⼭山洞

⾥里的温泉⽆无处可寻。于是，我们打

算去⼀一座⽕火⼭山。从远处瞭望⽕火⼭山, 



它的雄伟以让我赞叹不已。但是，

去⽕火⼭山的中⼼心，我们不得不徒步 2

⼩小时。然后，我真的很惊讶。即使

没有熔岩，它的中⼼心约 200 ⽶米深，

500 ⽶米宽。该⽕火⼭山已经没有岩浆, ⽕火

⼭山熔岩洞早已⼲干涸。当我们返回时

，救援直升机前往⽕火⼭山的中⼼心，投

下了篮筐。当篮⼦子起来时，有⼀一个

⼈人在⾥里⾯面。随后，直升机飞离了我

的视线。当我们回到车上，我很兴

奋⼀一天的所见所闻。 

 第三天，我们就开车前往⼀一

个美丽的瀑布。这个瀑布⾄至少 50

⽶米⾼高，你还可以去它的内部的⼭山洞

。当我和爸爸进了⼭山洞，⼀一阵风突

然吹起来，⽔水溅到我爸爸和我⼀一⾝身

。其实，风如此之快，我可以往后

靠也不会倒下。然后，我们开车前

往另⼀一座⽕火⼭山。当我们⼀一个阶梯⼀一

个阶梯爬到⼭山顶我累极了. 这座⽕火

⼭山不深，但⾮非常宽。当我们回到酒

店，我很惊讶，它有⼀一个地热温泉

池。这是因为冰岛有很多⽕火⼭山地热

。晚饭后我⾮非常兴奋的泡进去, 这

是多么多么温暖啊，⽔水温有 37 摄

⽒氏度。我在那⾥里⼀一个⼩小时，然后开

始前往我们的房间。我感到⾮非常累

了，困了，由于时差，我⼏几乎瞬间

睡着了。

 

 后⾯面三天，我去了冰川，黄

⾦金圈，和⿊黑沙滩。其中我最喜欢的

是冰川之旅。我对冰川旅⾏行最兴奋

的是很多著名的影⽚片都在冰岛冰川

取景。其中有 Batman Begins, 

Interstellar, and Jackie Chen’s new 

movie。冰川徒步旅⾏行让我们⾸首次

近距离感受冰川的魅⼒力。导游告诉

我们冰川是流动的冰，就像⼀一条静

⽌止的河流。但在⼏几千年的流动中才

形成现在的状态。冰川⾏行⾛走其实并

不难，只是需要专业的装备。可是

冰川上有很多 moolan (暗洞) ，⼀一

不⼩小⼼心就可能掉进洞⾥里。所以需要

跟着专业导游。 



 快要离开冰岛了，我们还是

忍不住想感受⼀一下冰岛骏马。虽然

冰岛马看上去很漂亮，但很难驯服

。骑上去很颠簸。最后我们去了冰

岛最著名的温泉 (blue lagoon) ， 它

的美丽在于⽔水的颜⾊色像天⼀一样碧蓝

。⽔水温四季都保持在 38 摄⽒氏度，

让⼈人⼼心旷神怡。它坐落在⼀一⽚片溶岩

地上，犹如仙境。泡上⼀一会⼉儿就让

⼈人神清⽓气爽。⽽而且它提供的⽩白泥⾯面

膜也⾮非常不凡。 

番茄炒鸡蛋 
美洲华语七年级                张欣怡 

 番茄炒鸡蛋是⼀一个家常菜，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道菜。鸡蛋是⾦金

黄⾊色，番茄是亮红⾊色，配起来的颜

⾊色很漂亮。  

 番茄炒鸡蛋闻起来有鸡蛋的

⾹香味，又有番茄的鲜味，真好闻。

吃起来是酸中带甜，甜中有酸，太

好吃了！⽽而且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因为这两个材料搭配在⼀一起很好

，所以西餐也有类似的番茄和鸡蛋

组合。⽐比如说 omelettes－鸡蛋饼夹

着番茄，蘑菇等。 

 番茄炒鸡蛋很好吃，又好看, 

⽽而且也很容易做。这道菜既适合当

早点，又适合午餐和晚餐。 ⼀一盘好

看，味美，⾹香⽓气扑⿐鼻的番茄炒鸡蛋

，你看了难道不流⼜⼝口⽔水吗？

 

 

我的家⼈人   
 

美洲华语七年级                孙静怡 

 我爸爸的名字是孙朝章， 他

四⼗〸十六岁， 喜欢研究车，还有看电

视。我的爸爸出⽣生在狗年。我妈妈

的名字是朱飞燕， 她三⼗〸十九岁， 

喜欢读书，看电视，玩她的 iPad。

我妈妈出⽣生在蛇年。 



 我哥哥的名字是孙挺成， 他

⼗〸十四岁，在⼋八年级。 我哥哥喜欢打

游戏， 画画，还有游泳。我哥哥出

⽣生在蛇年。我的名字是孙静怡，⼗〸十

⼆二岁， 在七年级。我喜欢读书， 

游泳， 画画， 玩垒球， 我还喜欢

看棒球。今年是我的第六年玩垒球

。我出⽣生在⽺羊年。我的妹妹的名字

是孙嘉怡，她⼋八岁，在三年级。我

妹妹喜欢玩 iPad，还喜欢跟她的玩

具玩。 我的妹妹出⽣生在猪年。

 

 我住在 Croton on Hudson， 

New York。 我的家是⽩白⾊色的， ⼀一

共有六个房间， 两间厕所。 

 

宽吻海豚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我喜欢宽吻海豚。它们常常

住在温暖的地⽅方，喜欢在五⼗〸十华⽒氏

度到九⼗〸十华⽒氏度之间的⽔水⾥里⽣生活，

叫做热带海洋。 它们⼀一般住在海⾥里

，但有时在河⾥里也可以见到。 

 宽吻海豚⾮非常爱吃东西。它

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鱼，鱿鱼和甲壳

动物。宽吻海豚每天⼤大概会吃百分

四到百分六它们⾃自⼰己重量的⾷食物。

它们会⼀一起合作来抓东西吃。有的

时候，宽吻海豚会包围⼀一⼤大群的鱼

，然后轮着上前吃。还有的时候，

它们会把鱼追到更浅的⽔水⾥里，这样

就更简单抓到。他们还会⽤用尾巴把

鱼从⽔水⾥里甩出来，然后⼀一⼜⼝口吃掉。 

 噪⾳音的污染对海豚有很多的

伤害。钻井和各种船发动机的噪⾳音

会吓到宽吻海豚。有的时候，海豚



听到这些声⾳音就会开始搬家，到不

同的地⽅方吃不同的鱼。 

 ⼈人类对海豚的伤害太多了。

⼈人类把⾮非常危险的化学物质倒进海

⾥里，会让鱼感染，然后海豚吃了鱼

，也被感染了。⼈人类⾮非常喜欢海豚

，会把它们抓到⽔水族馆⾥里。海豚不

习惯这种环境，很多都死掉了。

 

 宽吻海豚的⾝身体⼤大概有⼗〸十到

⼗〸十四英尺长，最多重达 1100 多磅。

海豚有四⼗〸十三种，每种海豚都⾮非常

的聪明，宽吻海豚是其中最聪明的

。宽吻海豚有⼀一百多颗⽛牙齿，可是

没有⽤用全部⽛牙来吃东西。它们⼀一天

最多可以吃三⼗〸十磅重的鱼。 很多的

海豚都有帮过快淹死的⼈人，它们的

听⼒力⽐比⼈人类好⼗〸十倍。 

 宽吻海豚⾮非常喜欢在⽔水⾥里跳

跃。它们有的时候可以跳 16 英尺

⾼高。看到这些海豚充满笑容的脸，

好像在对你微笑。其实海豚的嘴永

远都是向上翘着。 

莎⼠士⽐比亚 

美洲华语七年级                   李璐华 

 

 莎⼠士⽐比亚是最⼤大的剧作家。

他写了很多著名的戏剧，⽐比如，“罗

密欧与茱丽叶”，“麦克⽩白”，“仲夏

夜之梦”，“第⼗〸十⼆二夜”等等。他也发

明了很多英语句⼦子：超⾼高了 1700！

 

 ⼈人们知道最多的是他的戏剧

，可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个⼈人⽣生

活。他天⽣生那天，我们不知道，可

是⼈人们猜莎⼠士⽐比亚的⽣生⽇日是 1564 年

四⽉月⼆二⼗〸十六号， ⼈人们也猜测他在



1616 年四⽉月⼆二⼗〸十三号去世。他死了

在他的⽣生活的地⽅方，在英国的埃⽂文

河畔斯特拉啊特福。 

 莎⼠士⽐比亚娶了安妮海瑟薇。

他也有三个孩⼦子：Hamnet 

Shakespeare, Susanna Hall, 和 Judith 

Quiney. 

  莎⼠士⽐比亚写了许多的戏剧和

⼗〸十四⾏行诗。我们就知道他写了 37

个戏剧和 154 个⼗〸十四⾏行诗。他应该

更多有更多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

，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 ⼗〸十⼆二夜

，麦克⽩白，暴风⾬雨，和裘⼒力斯凯撒

是很流⾏行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

 

 莎⼠士⽐比亚最流⾏行的戏剧是罗

密欧和朱丽叶。罗密欧和朱丽叶是

个悲剧。这个戏剧是说两个家庭的

孩⼦子，名字分别叫罗密欧和朱丽叶

。他们正在相爱中。罗密欧的家庭

是叫 Montague，朱丽叶的家庭是叫

Capulet。可是，罗密欧的家庭不喜

欢朱丽叶的家庭。后来，他们两个

就⾃自杀了。 

 很多学⽣生觉得莎⼠士⽐比亚的戏

剧是很⽆无聊，难念等等。可是，莎

⼠士⽐比亚不是很尖端。很多他写的戏

剧有⾮非常低俗，很滑稽的内容。念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不是很难。在⽹网

上，有很多资源你可以⽤用。 

川菜 

美洲华语七年级                   彭静嘉 

 

 四川有丰富的⾷食品和天然资

源。⼤大部分菜是辣的，但他们确实

有不辣的菜，可以帮助降温。川菜

有七种基本的味道：酸，⿇麻，辣，

甜，苦，⾹香，咸。不管是宴会，聚

餐，家居，或者⼩小吃，川菜都很受



欢迎。

 

 ⿇麻婆⾖豆腐是⾖豆腐炒⿇麻辣酱。

看上去又红又辣。常与⾖豆豉，⾁肉末

（猪⾁肉或⽜牛⾁肉）炒。还可以加洋葱

，⽊木⽿耳，和其他蔬菜。 

 宫保鸡丁是美国⼈人很喜欢的

菜。它很辣。⾥里⾯面有鸡⾁肉，花⽣生，

蔬菜和辣椒。经典的菜也放四川花

椒。 

 回锅⾁肉猪⾁肉要先煮，然后切

⽚片再炒。也可以炒蔬菜，如⽩白菜，

青椒，洋葱，⾹香葱。调料可以加黄

酒，海鲜酱，酱油，糖，姜，辣⾖豆

瓣酱和甜⾯面酱。 

 担担⾯面有冬菜（或榨菜） ，

辣椒油，花椒，⾁肉馅，芝⿇麻酱或花

⽣生酱，或⿇麻辣酱。 

 樟茶鸭是⼀一个⾼高档菜，要⽤用

腌制的佐料处理鸭⼦子，再⽤用⽕火烤，

准备过程复杂，不是⽇日常家常菜，

在过节期间⽐比较常见。 

 棒棒鸡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菜。这个名字来源于⾁肉要⽤用棒⼦子或

锤⼦子打软。声⾳音很⼤大所以它被称为“

棒棒鸡”。 

 

图画⼩小⽂文 

编者按：这期我们很⾼高兴地迎来

了马⼒力平三年级⼩小朋友的图画⼩小

⽂文。有最初的⼩小⽂文“我的⽼老师”， 

有精⼼心绘制的地图，有对 “⼀一⼨寸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最直观的图解，让⼈人惊奇的还有

精彩的书评，读后感。读完喜欢

的书，将⼼心中所想写出来，再画

出来，对孩⼦子们将是⼀一种奇妙的

体验吧。 

 

 

  



（作者按图画顺序排列） 

莱恩              李婷婷            许静远  

许静远          李婷婷            蔡乐全  

李傲宇          李婷婷       Colin Z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