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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故事 

编者按：秋风起，秋叶红，美丽

的秋天又到了。我们学校⼀一年⼀一

度的中秋烧烤活动在⼀一⽚片期待声

中到来了。这场又好吃又好玩的

聚会，让学校的师⽣生在课堂外聚

在⼀一起，度过许多快乐时光。  

在秋天，除了欣赏五彩绚丽的红

叶，在秋⾼高⽓气爽的⼀一天，全家⽼老

⼩小⼀一起去摘苹果，采南⽠瓜，品尝

南⽠瓜派是许多家庭喜爱的秋天活

动之⼀一。同学们还有什么有趣的

秋天的故事，欢迎来稿分享。 

 

⾦金秋烧烤会           

美洲华语⼋八年级                林若耶 

  

 
 10 ⽉月 16 ⽇日下午，天⽓气好暖和

，华夏纽约中⼼心学校举办了⼀一年⼀一

次中秋烧烤会。好多家长都带着孩

⼦子来参加，热闹极了。 

 
 

 ⼀一到公园，⾹香喷喷的饭菜的

味道飘到⼤大家⿐鼻⼦子⾥里。每道菜都让

⼈人喜欢，有炒⾯面、⽩白饭、甜酸鸡、



烧茄⼦子、⾖豆腐，还有汉堡和很多种

饮料。⼤大家都吃得又饱又开⼼心。 

 

 
 

 

 
 

 午饭后，⼤大家参加了许多有

趣的活动。有去观赏画展的，上⾯面

有许多⽔水彩画、中国⼭山⽔水画、油画

、铅笔素描和摄影作品。棒极了！ 

 
  

 有些⼩小朋友去 Playground 玩

，还有的荡秋千，或者滑 Mega 

Slide、踢毽⼦子、玩飞碟、踢球等，

参加很多活动。 

 

  

 
 

 还有很多⼩小朋友去 Face 

Painting。有在脸上画⽼老虎的、画

花的、画龙的，⼏几个⾼高年级的⼥女⽣生

帮⼤大家画，画得又认真又好。 

 



 
 

 最热闹的是拔河了。男⽣生⼀一

边，⼥女⽣生⼀一边，⼤大家笑成⼀一团，都

⽤用了全⾝身的⼒力⽓气使劲拉，很⾼高兴⼥女

⽣生最后赢了⽐比赛。 

 

 
 

 还有万圣节costume义卖。好

玩的万圣节要到了，你们准备好去

讨糖了吗？ 

 

 

 
 

 今天的公园⾥里充满欢乐的笑

声，⼤大家都玩得开⼼心极了！ 

 

采苹果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李恺睿 

 

 前⼏几天我们社区的中国⼈人⼀一

起去摘苹果和野餐。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有⼗〸十多个⼩小孩参加。我⼀一直

很期待这次的活动，因为我很久没

有和这么多⼈人⼀一起玩了。 

 我们早上九点⼀一起出发，整

个车队看着真壮观。我们开了⼀一个

⼩小时就到了。⼀一到达，我们就开始

摘苹果。最⼤大的问题是苹果都快没

有了！只有⼀一些特别⾼高的苹果没被



摘。所以我们⼩小孩还得爬树。不过

很过瘾。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买了

那⼉儿的特⾊色甜甜圈。那个甜甜圈有

⼀一点太甜了，可是还是很好吃。 好

吃的我们⼀一⼜⼝口⽓气买了⼗〸十个。⼤大家吃

完饭就开始玩农场⾥里的游戏，⽐比如

迷宫，⼲干草和⼤大拖拉机。我还带了

⾜足球和风筝玩。那天只有⼀一点⼉儿风

，所以我们可以打⽻羽⽑毛球, 太棒了

！ 

 我和我的朋友度过了愉快的

⼀一天。我特别期望下次跟⼤大家再⼀一

起玩。 

 

精彩万圣节 
编者按：孩⼦子们最喜欢的万圣节

过⼏几天就要来了。穿上精⼼心选购

或⾃自⼰己动⼿手制作的 Costume，看

看恐怖电影，听听吓⼈人的故事，

好朋友⼀一起“Trick or Treat"，

然后在爸爸妈妈默许的眼光⾥里吃

了⽐比平时多好⼏几倍的糖，还有⽐比

这更开⼼心的事吗？ 

万圣节的由来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每年的⼗〸十⽉月三⼗〸十⼀一⽇日，我们

都喜欢穿上各种各样的化妆服，男

孩⼦子们打扮成蜘蛛侠、机器⼈人，⼥女

孩⼦子们变成了漂亮的蝴蝶和仙⼥女。

我们挨家挨户要糖果，互相吓唬，

⾮非常开⼼心。这个节⽇日被称为万圣节

。但是你知道万圣节是如何开始的

呢？

 



两千多年前，在现在的爱尔

兰地区居住着凯尔特⼈人。 每年 11 

⽉月 1 ⽇日，他们都要庆祝收获。这⼀一

天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和冬季的开始

。冬天通常与死亡相关，他们认为

，在新的⼀一年之前的晚上，死⼈人和

活⼈人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10 ⽉月 31

⽇日的晚上，⼈人们相信⿁鬼魂来到地球

，他们庆祝死⼈人和活⼈人世界的集会

。⼈人们称它为“Samhain 萨温节，意

为“死神之⽇日”或“⿁鬼节”。

 
到了九世纪，基督教传播到

爱尔兰。在公元 1000 年，11 ⽉月 1 

⽇日成为 “所有灵魂的⼀一天 All Souls 

Day” 来纪念死者。这个节⽇日类似于

Samhain 萨温节。⼈人们点燃篝⽕火、

穿上各种化妆服游⾏行。这样，10 ⽉月

31 ⽇日就很快变成 “All-Hallows Eve

万圣节的前夜” ，意为纪念所有圣

⼈人，最终变成“ Halloween 万圣节”

。 

中世纪时期，万圣节还有⼀一

个活动是制作“灵魂之饼”。孩⼦子们

要挨家挨户讨要这种饼，并为送饼

⼈人祈祷⼀一次。⼗〸十九世纪末期，数以

百万计的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也

把万圣节带到了美国。美国⼈人也开

始穿化妆服，挨家挨户去要⾷食物和

钱。 

对于孩⼦子们来说，“不给糖就

捣蛋 Trick-or-treat”⽐比万圣节的历史

更有趣。孩⼦子们不要钱和酒，但喜

欢吃糖果。如今，美国⼈人每年花费 

60 亿美⾦金买糖果庆祝万圣节。想⼀一

想，60 亿美⾦金可以买多少糖果啊！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说说万圣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琪  

 

 万圣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节

⽇日，过⼏几天我们就要过万圣节了！

我们可以穿⾃自⼰己喜欢的万圣节的服

饰，⽐比如我们最喜欢的动画⼈人物，

⼥女巫、⼩小丑、⼩小⿁鬼、动物等等。我

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糖，玩得⾮非常开

⼼心！然⽽而，在我们去要糖的时候， 

为了避免出错，有很多事情我们要

⾮非常⼩小⼼心。

 
 这是⼀一些在万圣节要注意的

安全措施： 

1. 晚上去要糖的时候，要和其

他的⼈人在⼀一起。不要单独出

去要糖。最好和成年⼈人⼀一起

要糖。 

2. 你在⾛走路的时候，要知道你

想去的地⽅方，⾛走你认识的路

，所有你不会迷路。在晚上

，要⾛走在有灯的地⽅方，因为

那样你可以看到你要去哪⾥里

，你不会受伤，甚⾄至被坏⼈人

绑架。 

3. 当你要完了糖，不要马上吃

。 你要和家长检查你拿到什

么糖果，这样你不会吃掉任

何危险的或有毒的糖果。 

4. 如果你的服装有⾯面具，你要

确保你的⾯面具或服装不会覆

盖你的眼睛，让你很难看到

你要去哪⾥里。 

5. 要糖的时候，⼀一定避免进⼊入

陌⽣生⼈人的家⾥里。 

 我希望你们这个万圣节安全

！开开⼼心⼼心的玩⼉儿吧！ 

 



万圣节的晚上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杨蕾娜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黑暗的

万圣节晚上。刚过午夜，程⽂文从⼀一

个派对回到了家，急于上床睡觉。

突然，她感到屋⼦子⾥里很寂静 -- 太寂

静了。程⽂文曾预计她妈妈会坐在沙

发上看着中国电影，并等她。可是

电视还开着，妈妈却不在那⼉儿。 

 
也许妈妈累了，忘了关电视

就去睡觉了。程⽂文赶紧脱下鞋⼦子，

⾛走向在⼤大厅的那⼀一头的妈妈卧室。

她⼀一边⾛走，⼀一边感到时间变慢了。

她的⼿手碰到了门的把⼿手，并把它拧

开，⾛走廊的灯光照进了卧室。  

程⽂文⾸首先看到她⾃自⼰己的影⼦子

，然后她看到影⼦子旁边有⼀一滩⾎血。

突然，她看见门缓缓吱吱在她⾯面前

关上了。接着，她听到扑通⼀一声。

程⽂文⾛走进房间，尖叫⼀一声。她发现

妈妈躺在地上，脸⾊色苍⽩白，鲜⾎血浸

透了⾐衣服。  

程⽂文想跑，但她的双腿动不

了。她觉得⾃自⼰己⾝身体往下沉...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一个平

静的声⾳音说，“程⽂文，睁开你的眼睛

。睁开你的眼睛。” 程⽂文慢慢睁开

了眼睛，看见她妈妈在⽤用狡诈的微

笑凝视着她。  

“万圣节快乐”，她妈妈说。 

 

 
 

向你介绍我 

编者按：陌⽣生的你我⾛走在⼀一起，

初次见⾯面，⼤大家都要进⾏行⼀一番⾃自

我介绍。⾃自我介绍⽅方式各不相

同，有的风趣幽默，有的纯粹写



实；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短⼩小精

悍。看看今年马⼒力平五年级班上

的同学们怎么向⼤大家介绍他们。 

⾃自我介绍        

马⼒力平五年级                   王灏享 

我是王灏享， 

喜欢把歌唱。 

会拉⼩小提琴， 

周末溜冰忙。 

 

四岁⼩小妹妹， 

整天想吃糖。 

爸爸和妈妈， 

就怕我们胖。 

 

马⼒力平五年级                   黄昭雯   

 ⼤大家好，我是黄昭雯。我今

年⼗〸十岁，上五年级。 

  我喜欢滑冰，游泳，跳舞，

和弹钢琴。我也喜欢画画。我还喜

欢做数学，写故事，和读书。

 
  我很喜欢⼤大⾃自然。我每年会

去⼀一个国家公园。在公园⾥里我们⾛走

⼩小路，爬⼭山，看动物，在⼤大⾃自然⾥里

玩。我们每次还会拿到 junior 

ranger badge。 

 我很喜欢来中⽂文学校，因为

我能看到朋友，也能学中⽂文！                                  

 

马⼒力平五年级                   ⽩白亦璨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白亦璨

。我在美国Pennsylvania出⽣生，今年

⼗〸十岁，上马利平五年级。⼩小时候我

的爷爷奶奶把我带到北京住了⼀一段

时间，现在我在家⾥里跟我的爸爸妈

妈都说中⽂文。



 
 五岁的时候我搬到纽约，在

这上了学。我很喜欢游泳、画画、

跳舞、数学和中⽂文。我每周星期⼀一

、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天都要去

游泳，周⼆二的下午我会去画画，星

期三晚上我会去⼀一个数学班，星期

六下午我有⼀一个跳舞课，星期天早

上去中⽂文学校。我很喜欢中⽂文，也

很喜欢我所有的课后班。 

马⼒力平五年级                   郑芸欣 

 我叫郑芸欣，今年⼗〸十岁。 

我喜愛钢琴，画画和游泳。我也喜

欢煮东西，⽐比如炖鸡蛋，煮甜饭，

或者把苹果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烤

箱⾥里，烤得⾹香⾹香脆脆的，好吃极了

。 

 我有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

也是最调⽪皮的和最可爱的。我没有

去过中国，我⾮非常想回中国，看看

那是什么样⼦子的，顺便看看外公和

外婆 。

 

马⼒力平五年级                   王⼦子轩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王⼦子轩

，英⽂文名字是 Leon。我出⽣生在中国

河南。 我在Farragut Middle School

上学。这个中学在Hastings。我是

五年级的学⽣生，喜欢打篮球，玩游

戏和拉⼤大提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