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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编者按：⾦金⾊色的秋天⾥里，有孩⼦子

们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万圣

节。我校⼀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

也在 10 ⽉月 30 ⽇日热热闹闹地举⾏行

了。请看“⽂文芽”编辑倪步清的报

道。 

万圣节游⾏行                        

美洲华语⼋八年级                   倪步清 

 中⽂文学校每年都举办万圣节

游⾏行。今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灿

烂，也很暖和。⼀一下课，⼤大家快快

乐乐地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来到了

游⾏行的开始地。按照年级举起牌

⼦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迫不及

待地想开始游⾏行。 

 

 ⼩小朋友的服装都很可爱，有

公主，美⼈人鱼，天使，和各种各样

的⼩小动物。⼤大朋友的服装更独特，

有巫婆，南⽠瓜，骷髅，⿁鬼怪等等更

为恐怖⼀一点的服装。很多学⽣生家长

也参加了游⾏行。他们带着各种奇形

怪状的假发，⼀一起参与这个快乐的

party。 

 
 游⾏行的路线边，有好多位负

责发糖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最受⼩小

朋友欢迎的⼈人。⼀一被发现，⼤大家就

⼀一拥⽽而上。很快，将糖果洗劫⼀一

空。⼤大家在紧张快乐的⽓气氛中结束

了游⾏行。在终点站中⽂文学校的⽼老师

们还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准备了饮料

和甜圈圈。家长们在⼀一起聊天，⼩小

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拍照留纪念。 

 



 快乐的万圣节游⾏行结束了，

⼩小朋友们带着糖果满载⽽而归。 

 

 
 

秋⽇日遐想 
编者按：秋天是美好的季节。秋

天天⽓气好，秋⾼高⽓气爽；秋⽇日⾊色彩

美，成林尽染，多彩绚丽；秋天

还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果

实飘⾹香；秋天⾥里还有很多节⽇日，

孩⼦子们喜欢的万圣节和家⼈人团聚

的感恩节都在秋天。请看⼀一组关

于秋天的⽂文章。      

 

秋天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秋天到了，叶⼦子都变⾊色了，

红的，黄的，太美了。

 
哥伦布节，我们全家去北边

猫溪⼭山坐⽕火车看红叶。猫溪⼭山的⽕火

车站很⼩小，只有⼀一间很⼩小的售票处

。坐⽕火车看红叶的⼈人还不少，我们

到的时候，已有⼏几百⼈人在排队。⽕火

车很古⽼老，不停地发出吁吁的叫声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小⽕火车。

 我们上了⽕火车，找了外⾯面的

座位坐下。⽕火车开得很慢，带我们

进⼊入⼭山上的森林和⼩小溪去看风景。

风景很美丽，可惜⼭山⾥里还没有很多

红叶，我感到有点失望。 



我们又开车去了另外⼀一个⼩小

镇，那⾥里有⼀一座横跨哈德森河的⼈人

⾏行桥，有2000⽶米长。我们⾛走到桥上

，往下看，真漂亮啊！满⼭山的红叶

倒影在清澈的河⽔水⾥里。那天，天真

好，⼀一阵阵的清风吹在我们脸上，

真舒服啊。 

 

万圣节讨糖 

美洲华语⼋八年级                   林若耶 

  每年的万圣节，我最喜欢的

就是可以打扮成不同的⼈人物，然后

和⼏几个朋友去讨很多的糖。 

 今年的万圣节的夜晚，我和

⼏几个朋友⼀一起去讨糖。我打扮成⼀一

个印第安⼈人，⼀一个朋友是Mad 

Hatter，另⼀一个朋友是巫婆，还有

⼀一个朋友装成海盗。

 
 ⼀一路上经常看到在每个房⼦子

的外⾯面都有南⽠瓜灯，刻着不⼀一样的

怪兽在上⾯面。有⼀一家的南⽠瓜灯特别

有特⾊色。南⽠瓜灯上⾯面刻着⼀一个⾮非常

⼤大的嘴巴，歪歪的⽛牙齿上咬着⼀一只

彩⾊色的⼩小孩的袜⼦子。南⽠瓜上和袜⼦子

上都有⾎血迹。感觉好像南⽠瓜灯刚刚

把⼀一个⼩小孩⼦子吞了下去。

 
 有⼀一户⼈人家的主⼈人特别奇怪

，在给我们糖之前⼀一定要先领教我

们的trick捣蛋。我们⼤大家全都呆了

⼀一下，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任何的

trick呀。怎么办呢？⼀一个同学灵机

⼀一动说我可以表演魔术把我的同学

变没了，说完她就顺⼿手把⼀一个同学

推到草丛边上。那家主⼈人哈哈⼤大笑



，说我们表演得很好，给了我们许

多糖。 

 ⾛走了⼀一个多⼩小时，讨到了⼀一

⼤大堆的糖，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同学

的家⾥里。我们把所有讨来的糖全倒

在地上，⼤大家互相交换，我喜欢的

就留着，不喜欢的和我同学换。可

没想到⼀一回家，妈妈只让我留下最

喜欢的五颗糖，其他的她要全部捐

出去。 

 虽然没有吃到很多糖，但是

，这个晚上还是过得⾮非常快乐。

 

 

今年的秋天 

美洲华语九年级                    董汉翔                                      

 

       又到了⼀一年的秋季。满地的落

叶踩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寒

冷的秋风也刮起来，告诉我们冬天

即将来临。 

       今年我的秋天与往年不同。我

现在上⼋八年级，要申请私⽴立⾼高中，

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在12⽉月15⽇日之

前寄出。所以⼀一个秋天，我除了每

天上课以外，还要忙着准备私⽴立⾼高

中的申请。 

 ⼀一开学，我们的辅导员就开

始给我们讲申请私⽴立⾼高中的过程。

我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SSAT 补习

班。⽬目前为⽌止，我妈妈领着我去参

加了四所学校。

 
 我最喜欢的学校是Hopkins。

那个学校校园真⼤大，像个⼩小的⼤大学

。学校的学⽣生也很多元化，像我现

在上的学校。它的课程也很丰富并

有具有挑战性。据妈妈说，这个学

校是我们州最好的私⽴立⾼高中（不包

括寄宿⾼高中）。 



        每个私⽴立⾼高中的竞争都很激烈

，尤其像 Hopkins 这样的好学校。

我要好好准备，争取明年秋天去那

⾥里读⾼高中。 

我爱秋天 

美洲华语五年级      Nicolas Merriam                       

 我爱秋天，因为我的⽣生⽇日就

在秋天。⽽而且，万圣节也在秋天。

我也喜欢在树林⼦子⾥里踩着落叶⾛走路

，树叶有很美丽的颜⾊色。 

 在秋天，我还可以扫树叶赚

零⽤用钱。秋天⾥里我最喜欢的事就是

跳进树叶堆⾥里玩。 

 

我爱秋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冷

也不热，第⼆二个原因是秋天很美丽

，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叶⼦子。第三

个原因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这是我喜欢秋天的原因。 

 

旅游笔记 

编者按：旅游是件快乐的事情。

既可放松⾝身⼼心，又可游⼭山玩⽔水，

增加见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

书。当然品尝各地美⾷食也是其中

⼀一⼤大乐事。美洲华语四年级⼩小朋

友们的夏天游记虽短，但还是让

⼈人体会到他们⾝身在其中的快乐，

使⼈人不禁⼼心向往之。 
今年夏天                

美洲华语四年级          Sara Jankovic        

   这个夏天，我去了威尼斯，

真好玩。我去了那的总督府，总督

府好⼤大。你知道吗？总督府的设计

很独特，除了洛杉矶，别的地⽅方都

那样的设计。 

 另⼀一个地点是圣马可⼴广场，



⼴广场很长。有⼀一天，我坐船去慕拉

诺⼩小岛，波浪把我的裙⼦子打湿了。

 威尼斯很好玩。

 
 

今年夏天 

美洲华语四年级                   王康⽵竹               

  这个夏天，我去了⽇日本，我

们也回了中国。 

 在⽇日本，我最喜欢的活动是

去奈良公园，在那⼉儿我喂了⼀一整天

⼩小⿅鹿。 

 在中国，我去了⼩小雁塔，我

们喂了⾦金鱼。在南湖我也喂了鸽⼦子

，有五只落在我的胳膊上。

 

 我们回美国的时候，又在⽇日

本呆了⼀一天。那⼀一天我们去了上野

动物园，我们看见了世界各国的动

物，还看见了⼤大熊猫。 

 我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夏天。 

 

今年夏天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邓凯莉              

  今年夏天，我和家⼈人去了拉

斯维加斯，我们住在巴黎酒店。

 
 ⾸首先我们去吃了⾃自助餐庆祝

。然后我们观看了电视节⽬目预览。

接下来我们去了⼀一个古⽼老的岩⽯石保

留下来的地⽅方，它被称为⽕火之⾕谷。 

 ⽕火之⾕谷是如此惊⼈人，所有的

岩⽯石⼤大⼩小和形状各异，还有动物形

状的岩⽯石，真是太棒了。最后，我

们去了酒店⾥里的⾃自助餐，⼀一切都是

那么惊⼈人的好吃，我希望我能天天

在那⾥里吃。 



 我在拉斯维加斯过得很开⼼心

。 

今年夏天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林宏 

 

  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中国

。我和我的表妹还有两个朋友，去

了池塘边钓⼩小龙虾，我们钓到很多

⼩小龙虾。那天天⽓气虽然很热，但是

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看图说话 

编者按：“看图说话”看似简单，

其实是踏向长篇⼤大论写作的基

础。它为写作提供⽅方法，在写话

的过程中可以理解并积累丰富的

词汇，从⼀一句话顺利过渡到⼀一段

话，再到⼀一篇完整的⽂文章。此

外，还可锻炼学⽣生的观察⼒力。 

要让“看图说话”起到它的作⽤用，

就要做到“看仔细，想明⽩白，说

清楚，写完整”。请看⼀一组美洲

华语九年级的“看图说话”。

 

 
美洲华语九年级                     彭北洋   

 Dan 是⼀一个美国男孩，他有

⼀一天想开始赚钱了。他的爸爸说: “

去中国，那⾥里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Dan 认为他得学中⽂文，就找到⼀一个

中⽂文学校，他每天努⼒力地学怎么听

说读写中⽂文。 



 过了⼏几个⽉月，他终于到达了

中国。他发现那⾥里的商店，都有中

⽂文牌⼦子。Dan 开始担⼼心他没有把中

⽂文学好，也担⼼心他不能跟其他⼈人对

话。但是别⼈人⼀一见到他就⽤用英⽂文和

他说话。原来他学了中⽂文，⽽而中国

⼈人也学了英⽂文。         

 

 

美洲华语九年级                     唐诗琪  

 有⼀一个美国⼈人想要去北京，

因为他的⼀一个⽼老师说北京这个地⽅方

很好。他想了想，最后想好他要去

学中⽂文。他学了六个⽉月。到北京的

时候，他每天都去北京⼤大市场，去

那吃东西和买东西。他发现中国⼈人

也说英⽂文。

 
 

 

美洲华语九年级                         王昊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捷克，他要去北京打⼯工。于是他决

定去⼀一个中⽂文学校学说和写中⽂文。

 ⼀一年以后，捷克终于如愿来

到了北京，刚下飞机的时候，他觉

得很兴奋和紧张。在⼤大街上⾛走的时

候，他觉得中国⼈人对他很热情，他

终于⽤用上了他学的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