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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报道 
编者按：我校“⾦金翅鸟”图书馆⾃自

开办以来，⼀一直红红⽕火⽕火，受到

同学们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大

家在尽情享受“⾦金翅鸟”带给我们

阅读乐趣时，可曾想过这图书馆

能够开办起来，除了校⽅方的⼤大⼒力

⽀支持，还凝聚了多少志愿者的⾟辛

勤汗⽔水。杨蕾娜同学的这篇报道

对图书馆开办之初，⽬目前运营及

未来发展做了详细的阐述，让我

们加深了对图书馆的了解，增进

了对“⾦金翅鸟”的喜爱之情。希望

⼤大家⼀一起⽀支持图书馆，祝我们

的”⾦金翅鸟“图书馆越办越好。   

       

⾦金翅鸟图书馆采访记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杨蕾娜 

 坐落在 CLA ⼤大厅的⾦金翅鸟图

书馆，⾃自 2015 年秋季开张以来深受

家长与学⽣生的喜爱，原本安静的⼤大

厅现在是⼤大家常来常往的学校风景

之⼀一。2017 年 1 ⽉月 21 号，我有幸

电话采访了图书馆的创⽴立者之⼀一与

管理者安⽻羽翎⼥女⼠士。     

问：谢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图书馆建⽴立以来深受家长孩⼦子欢

迎。 请问图书馆是如何创⽴立的？ 

答：感谢⽂文芽对我们图书馆的关

注。 中⽂文阅读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中

⽂文的兴趣和提⾼高⽔水平，2015 年 6 ⽉月

鞠晓鹏⽼老师与我找到当时的校长孙

亦农先⽣生，提出学校建个图书馆的

建议。孙校长特别⽀支持我们的想法

，答应⼀一起努⼒力把这个想法尽快变

成事实。暑假期间鞠⽼老师联系了在

中国的出版社挑选与购买了⼤大部分

的图书，并捐赠了⾃自⼰己家⾥里 200 多

本⾼高质量的少⼉儿中⽂文书籍。我对如

何管理图书馆也做了番研究，我们

找到⼀一个⽤用于图书馆管理的软件, 

定制了带有 “华夏纽约中⼼心学校” 的



条码，把有条码的标签贴在每本书

上，借还书时只需⽤用扫描机扫描，

就象真正的图书馆⼀一样运作。我们

最⼤大的挑战是把所有的书信息输⼊入

到软件系统⾥里。       

问：哇， 原来这么复杂啊! 那么运

转图书馆的资⾦金⼈人⼿手是从那⾥里来的? 

答：学校⾮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无

论从资⾦金，还是⼈人⼿手上都提供了⼤大

量⽀支持，购书资⾦金全部来⾃自于学

校。很多家长捐赠了不少图书，和

花费很多时间义务帮忙。我们很幸

运有两位极为负责的图书管理员： 

11 年级学⽣生 Tory Xu 与我校家长张

逸。她们每周⽇日⼀一早到学校布置图

书馆，帮忙借、还书，⼀一直⼯工作到

学校结束。没有她们的付出，就没

有图书馆的每周正常运转。

 

问：图书馆现有多少存书? 都有那

些种类? 

 

答：⼀一年前刚成⽴立时有 1000 左右，

现已到 1300 余本。我们有各种图书

，是按难度与內容分成四个级别，

并贴有不同颜⾊色的标签便于查找：

红的是学前班，黄的是⼀一到三年级

，绿的是四到六年级，蓝的是七年

级以上。⼤大部分书籍是 2008-2014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亚马逊图书奖

、纽约时报、国际读书协会等获奖

作品的中⽂文译本以及中国教育报奖

、冰⼼心图书奖、全国图书馆推荐书

⽬目、中国童书榜百佳书⽬目等获奖作

品。类别包括童话故事书、中外⼉儿

童⽂文学名著、科幻⼩小说、历史⽂文化

、世界知识、天⽂文地理、⽣生活百科

、数理化科普读物等。我们甚⾄至有

哈⾥里波特和⼩小屁孩⽇日记。 



问：有这么多书， 好棒哦! 我真希

望⾃自⼰己能读哈⾥里波特中⽂文书。 什么

书较受欢迎? 每周借书量多少? 

答：低年级的图书最受欢迎，尤其

是有图⽚片的书。每周借书量是⼤大约

150-250 本。 

问：图书馆的名字叫”⾦金翅鸟”	  ，很

别致的名字，馆徽也很可爱	  ，可以

介绍下吗? 

答：名字是鞠晓鹏⽼老师起的，她在

2015 年秋天的学校周报上有篇⽂文章

介绍:  ⾦金翅鸟又名迦楼罗，是印度

神话中的⼀一种巨鸟，主神毗湿奴的

坐骑。佛教吸收此鸟为天龙⼋八部之

六，其形象随佛教传⼊入东亚。 它神

通⼴广⼤大，是希望的象征。馆徽是孙

校长设计的。 

问：新春之际，您对图书馆的未来

有什么展望吗? 

答：我希望孩⼦子们尽⼒力读更多的

书。 现在每个孩⼦子每周可以借三本

书，我们有奖励机制。我们设计了

图书护照，每次借书就会打个兰⾊色

戳，6 个记号后就可以在百宝箱⾥里

挑选个玩具，同时如果孩⼦子写读后

感或书评，就会得到⼀一个⼤大红戳，

3 个之后就可领取玩具。我希望能

有更⼤大的储藏书的空间，每周下课

我们都要把书搬到与学校其他东西

共享的储藏室，空间很⼩小，没有太

多空余放更多的书，这就限制了我

们增加储书的能⼒力。我们希望更多

家长与孩⼦子来图书馆，继续关注与

⽀支持图书馆。同时借此机会，感谢

学校以及所有⽀支持图书馆的家长与

学⽣生。 

 采访结束了，我才知道学校

图书馆的建⽴立与运作需要这么多的

⼈人⼒力、财⼒力，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周

末学校。我为每⼀一位志愿者的付出

⽽而感动。祝愿我们的图书馆越办越

好，如同⾦金翅鸟那样充满希望。

 



快乐假期 
编者按：随着新年的来临，圣诞

假期已成为我们甜蜜的回忆。但

读着同学们的⽂文章，感觉那些快

乐不曾⾛走远，还清晰地跳跃在字

⾥里⾏行间。⽆无论是收到的圣诞礼物

、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一起滑的

雪、看过的风景、那些欣喜，那

些感动，仿佛就在昨⽇日。 

滑雪的假期 

马⽴立平五年级                         黄绍雯 

 今年的寒假，我们做了很多

有 趣 的 事 情 ！  我 去 了 附 近 的

Thunder Ridge 滑雪，也去了远处宾

州滑雪。   

 我们开车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到了宾州。到了的时候，天已经

⿊黑了，我们吃了饭，就回旅馆睡觉

了。 

 第⼆二天，我们去滑雪了！滑

雪的地⽅方叫 Blue Mountain。那天早

上， 雪下得很⼤大。我刚到那⾥里的时

候，觉得 Blue Mountain 很⼤大，有

很多条滑雪道。我和弟弟先滑了⼀一

个绿道， 很容易。 缆车也⽐比 

Thunder Ridge 的快。这⾥里的道⽐比 

Thunder Ridge 的道长很多！有⼀一个

道还有⼀一英⾥里长！ 

 我们⼀一天滑了很多道。有的

是绿道，有的是双星⿊黑道！有⼏几条

道很不平，所以很好玩！有⼏几条道

有很好多冰，所以很滑。⼤大多数的

道我们都滑了！ 

 我们⼀一连滑了三天， 去了所

有的滑雪道。现在，我觉得 Blue 

Mountain 没有那么⼤大了。 

 我很喜欢滑雪！ 

 

 



快乐的圣诞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我盼望的圣诞节终于到了。

我最期望的是哥哥快点回来，因为

我想把装圣诞树的任务交给他。等

圣诞树装好以后，树下就会放满了

各种包装的礼物。

 
 今年我很忙，学校放假也晚

，圣诞之夜，我还忙着给⼤大家做礼

物。我给哥哥做⼀一个⾦金银⾊色的恐龙

，因为很复杂，化了两天时间。本

来想给妈妈爸爸做⼀一个已经设计好

的礼物，可是来不及完成了，只好

临时改变计划，折了⼀一个圣诞⽼老⼈人

坐在雪橇上当礼物。 

 好不容易可以拆礼物了，我

兴奋极了，马上跑到树下，等哥哥

⼀一起拆礼物。我得到了很多我想要

的东西，⼀一只可爱的⽑毛绒⼤大熊、⼀一

些我喜欢的书和游戏。 

 拆完礼物后，我们去了扭约

城的⼩小阿姨家，我们⼀一起吃⽕火锅，

吃吃笑笑，四个⼩小时不知不觉的过

去了。 

 回家的路上，尽管⼀一路上纽

约城⾥里的灯光很美丽，我还是在车

⾥里睡着了。 

 

我快乐的圣诞节假期 

美洲华语九年级                     董汉翔    

 

 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我们家

和好朋友萌萌，明明两家⼀一起去加

拿⼤大 Banff 国家公园滑雪。 

 滑雪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我

盼望滑雪好久了！但是这两年东部

冬天天⽓气很暖和，下雪很少，所以

雪场的状况不好，⼤大多数是⼈人造的

雪。加拿⼤大 Banff 很冷，冬天会下



很多雪。我们⼀一出 Calgary 飞机场

，就马上看到那个地⽅方与我们这边

的不同了。路上到处都是雪，⾼高速

公路上有的地⽅方都还有雪，搞得妈

妈开车很紧张。我们的飞机晚点了

六个多⼩小时，到旅馆时已经是第⼆二

天早上 9 点多了。明明⼀一家⼈人⼀一直

等我们。我和姐姐着急滑雪，没有

休息，去旅馆换好⾐衣服就和明明⼀一

家⼈人去 SunShine Village Ski Resort 

滑雪。明明⼀一家早到了⼏几天，他已

经对这个滑雪场很熟了，领着我和

姐姐先去滑绿道暖暖⾝身。然后又去

滑蓝道，到下午时我们就开始滑⿊黑

道了！我在滑⿊黑道时摔了两跤，但

不怎么疼。我起来接着滑。

 

 第⼆二天萌萌⼀一家也到了，我

们三家⼀一起去另⼀一个滑雪场 Lake 

Louise Ski Resort 去滑雪。这个滑雪

场难度很⼤大，⿊黑道是我遇到过的最

难滑的⿊黑道。在明明的带领下，我

、姐姐和萌萌还是跟着他滑了⼏几次

⿊黑道。后⾯面两天我们又回到

SunShine Village Ski Resort 滑雪。

新年夜晚，我们家和萌萌家⼀一起在

我们住的旅馆⼀一起吃了年夜饭。 

 这个圣诞节假期我过得很愉

快！ 

 

我的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今年我收到七个圣诞礼物，

爸爸妈妈说我今年表现很好，所以



我得到这么多礼物。 

 我最喜欢和最重要的⼀一个礼

物是电⼦子书，我⼀一直想要⼀一个电⼦子

书，因为我喜欢读书，但是很多书

太重了，我不能把它们带到学校。

现在我有了电⼦子书，我可以把所有

的书带着去学校，它们都在我的电

⼦子书⾥里。电⼦子书也适合旅⾏行，我很

容易把它带到任何地⽅方。电⼦子书⾥里

有很多书，当我读完⼀一本书，可以

马上再找⼀一本。它的屏幕看起来就

像书⼀一样，不会伤害你的眼睛。这

些就是为什么电⼦子书对我如此重要

的原因啦！

 

我的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很

多礼物。有些很实⽤用，⽐比如说，我

⽗父母送给我⼀一瓶洗发液和⼀一本素描

本；有些很有趣，⽐比如说，爷爷奶

奶送我⼀一个任天堂游戏卡；有些很

有⽤用，⽐比如说，我的⽼老师送给我两

本书，⼀一本是有关上⽕火星的，还有

⼀一本是有关环境保护的。我觉得今

年的圣诞礼物我都很喜欢。 

美洲华语五年级   

我的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卞翰林 

 这个圣诞节，我得到⼏几个玩

具和三个PS4 VR游戏。⼀一个VR游戏

晃得太厉害，让我⼏几乎呕吐，其他

两个VR游戏没问题，并且⾮非常好玩

，尤其是其中之⼀一名为“命运”的游

戏。 

 “命运”是玩游戏的⼈人和他的⼀一

个攻击系统的机器⼈人伙伴，在游戏

⾥里你要不断⽤用武器和敌⼈人作战，这

些武器你可以通过旅⾏行赢得或在地

球的商店得到，它们⾮非常有⽤用，但

也有讨厌的⼀一⾯面。像充电枪，它能

做很多的事，但需要时间来爆炸。

锯枪也类似。 



 这是我的圣诞礼物，你得到

了什么圣诞礼物呢？ 

 

我的圣诞礼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嘉睿 

 今年圣诞节，我收到很多礼

物。我姐姐做了⼀一本书送给我，⾥里

⾯面有照⽚片和她写的许多我们⼀一起做

的事；我爸爸送给我两件玩具和⼀一

⼤大块巧克⼒力，他知道我最喜欢巧克

⼒力了。 

 但我最喜欢的礼物是妈妈给

我的。她有个学⽣生，家⾥里有⼀一条⼩小

狗，因为我最喜欢狗，所以学⽣生⼀一

有事出门，就让我们帮忙看狗。狗

的名字叫Ginger，它是世界上最可

爱的狗了。它和我们呆了⼀一周，⾛走

的时候我好难过，我等它下次再来

做客。 

 之后我们去滑了雪，我有了

进步，很开⼼心！ 

                    

假期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邓凯莉           

  在寒假期间，我和家⼈人访问

了纽约市。在纽约市，我们去了洛

克菲勒中⼼心看圣诞树。很棒！树⾼高

约 95 英尺。所有的灯光和装饰使

它看起来很漂亮，像闪闪发光的星

星。树的前⾯面是⼀一个⼤大冰场。我的

家⼈人和我没有去滑冰，因为没有⾜足

够的时间排队等待那么长时间。溜

冰很好看！ 

 
 纽约市有 很多好玩⼉儿的地⽅方

，我希望明年再去看圣诞树，有机

会去溜溜冰！ 

在 Vermont 滑雪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霖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今年

冬天我和妈妈、爸爸和弟弟去了

Vermont 滑雪。 



 那很难忘的事情是我和弟弟

去了滑雪冬令营。滑雪冬令营很好

玩，因为⽼老师教我们各种滑雪技巧

。滑雪⾮非常令⼈人⾼高兴和兴奋！在晚

上我们看了 Harry Potter 电影。我

们还玩了 Exploding kittens。这个游

戏很好玩！   

 今年冬天很难忘。 

谈天说地 
编者按：平凡⽣生活中，有所爱好

是⽣生活的调料，它使⽣生活充满了

乐趣。正如罗素所说:"⼀一个有勃

勃⽣生机和⼴广泛趣味的⼈人，可以战

胜⼀一切不幸。"提笔记下你的喜

好，或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你

会觉得⽣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 

我的⽆无⼈人机 

马⽴立平六年级                         汪可洛        

    在我⼗〸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收

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礼物盒，我很

快就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个虎头

虎脑的⼩小⽆无⼈人机。它是爸爸妈妈送

给我的⽣生⽇日礼物。 

    

 ⽆无⼈人机真漂亮。它只有我⼿手

掌的四分之⼀一，底座是⼀一个⽩白⾊色的

正⽅方形。⾦金黄⾊色的头上带着⼀一顶⿊黑

⾊色的帽⼦子。在头的正中，有⼀一只圆

溜溜的⼩小眼睛。这只眼睛可不是⼀一

般的眼睛，它是⼀一个摄像头，还可

以把它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忆下来。

我的⽆无⼈人机有四条直直粗粗的⼩小

腿。每条腿上都长着⼀一只⼩小翅膀。

前⾯面的两只翅膀是⽩白⾊色的。后⾯面的

两只原来也是⽩白⾊色的，我将它们换

成了橘⾊色的 (前⾯面是有相机的⼀一

边)。 

现在有⼀一个⼩小问题了。⼩小⽆无

⼈人机照的照⽚片需要存储在⼀一个⼩小的

记忆卡(Micro SD card) 上，这样你

才能看到你照的照⽚片。即使没有这



个 Micro SD Card，它也还是⼀一个很

好玩的⼩小玩具。 

刚开始我天天玩，可是有⼀一

天它飞不起来了。我把它拆开检查

修理，但是还是不能再飞起来，我

伤⼼心极了，虽然它不能再飞起来，

但我还是舍不得丢掉。⼩小⽆无⼈人机⼀一

直放在我的房间⾥里。后来我又仔细

检查了⼀一下，发现它的翅膀有问

题。我就把旧的翅膀换成了现在的

橙⾊色和⽩白⾊色的翅膀，这样我的⼩小⽆无

⼈人机就又开始飞了起来。 

我真⾼高兴又可以和⼩小⽆无⼈人机

⼀一起玩了。 

我的 iPad 

马⽴立平六年级                         陶庭轩 

                                                               

 今年九⽉月，我升⼊入初中，去

了⼀一所新学校。学校给每个⼈人都发

了⼀一个 iPad，⽤用来做作业。我的

iPad 是第⼆二代 ，并不是最新款。有

时候操作起来有些慢，还不时地出

些⼩小⽑毛病。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有了

属于我⾃自⼰己的 iPad，所以⾮非常开

⼼心。妈妈特意给我的 iPad 配了⼀一个

键盘，还给我买了⼀一⽀支⼿手写笔，这

样我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我

⾮非常喜欢。

 

我最喜欢我的 iPad 上做作业

的软件了。我可以随时查看⽼老师布

置了什么作业，不⽤用在课堂上紧张

地记笔记。做作业的过程中，我可

以随时修改，再也不⽤用削铅笔，再

也不⽤用橡⽪皮擦。我和⼀一些要好的同

学还组成了学习聊天⼩小组，⼤大家放

学以后通过 iPad ⼀一起讨论上课的内

容。做完作业以后直接点击递交给

⽼老师的邮箱。 

除了做作业以外，我还在

iPad 上下载了各种学习材料和电⼦子

书。我还爱看体育⽐比赛视频。我不

⽤用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跑来跑去。



只要 iPad 在⼿手上，我就可以随时随

地看书，做作业，在⽹网上浏览，或

跟同学交流。 

我的 iPad 上也下载了⼀一些游

戏软件，不忙的时侯我也会打打游

戏。爸爸妈妈看得很严，因为怕我

的视⼒力进⼀一步下降，也怕我玩得太

多⽽而耽误了学习。但他们很⾼高兴我

也通过 iPad 跟他们联系。我还没有

⼿手机，如果我需要晚回家，我就会

⽤用 iPad 给他们发信息。 

iPad 对我来说已经不可缺

少，我不知道没有 iPad 的⽣生活会是

什么样⼦子。 

 

我的爱好 

马⼒力平四年级                         徐安久 

 我的爱好之⼀一是游泳。我很

会游泳，因为我训练了⼏几年。我喜

欢游泳⽐比赛和转⾝身游⼀一百⼋八⼗〸十度。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跳⽔水，因为跳⽔水

可以让我感到⾃自⼰己象⼀一只企鹅游得

很快很⾃自由。游泳也锻练了我的⾝身

体。 

 我的爱好之⼆二是写漫画书。

我喜欢写漫画书因为我的弟弟和我

的朋友们看了我写的书以后会哈哈

⼤大笑。他们读我的漫画书从中感到

快乐。我看到他们快乐⼼心⾥里也很快

乐，这激发了我写书的兴趣。我最

喜欢⾃自⼰己写的书叫《⼤大肥⼈人》。⾥里

⾯面的⼈人物很可笑。我的弟弟也喜欢

看我写的《⼤大肥⼈人》的故事。他看

了以后不停地哈哈⼤大笑。他是我忠

实的读者。我要写更好的书给我的

读者带来快乐。

 

 我的爱好之三是写程序，编

游戏。 我要成为⼀一个有名的游戏开

发者。我每次编游戏的时候，我的

弟弟都要玩我编的游戏。看到他很

快乐地玩我的游戏，我感到很满⾜足



。我要编更好的游戏让更多的孩⼦子

从中感到快乐。 

        有爱好是件佷好的事情，它可

以给我带来快乐，也可以给别⼈人带

来快乐。 

我最喜欢的⼈人 

美洲华语六年级                   郭佳琳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姐姐，因

为她很聪明。她的名字是 Su-Lynn

。我和姐姐⼀一起唱歌，吃冰淇淋，

说笑话等。有时在⼀一天，我们去看

电影，另⼀一天，我们去游泳，每天

都有不同的活动。我很想念她，因

为她现在上⼤大学了不在家。我的姐

姐对我很好，我真的很感激。 

 

我最喜欢的⼈人 

美洲华语六年级                     成可馨 

  

 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弟弟。

我弟弟叫 AIDEN。我喜欢我的弟

弟因为他很好玩⼉儿。他只有 5 岁，

胖乎乎的，说话奶声奶⽓气的。我弟

弟很活泼，我每天都要和他玩，要

是没有他，我会很⽆无聊。 

 家⾥里⼈人也都喜欢他，因为他

最⼩小，很聪明，也很可爱。我要是

不开⼼心，AIDEN 会说⼀一些话让我

哈哈⼤大笑。 

 当然我们也会争吵，抢东西

。我们经常会为了看什么 DVD ⽽而

争吵不休。有时候我想⾃自⼰己玩，

AIDEN 也会缠上来要和我⼀一起玩

。不过吵过之后我们还是⼀一起玩，

他还是我最喜欢的弟弟。我有时候

会想，要是我有⼀一个妹妹，我可能

不会像喜欢 AIDEN ⼀一样喜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