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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诗赏 

编者按：元宵节，指旧历正⽉月⼗〸十

五夜，又称上元夜。我国素有元

宵赏灯的风俗。古代⽂文⼈人歌咏元

宵 节 的 佳 句 不 可 胜 数 ， 像 “ 东 风

夜放花千树”；“众⾥里寻他千百度

” ； “ ⽉月 到 柳 梢 头 ， ⼈人 约 黄 昏 后 ”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崔液的这⾸首《上元夜》，⽤用明朗

快乐的基调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

宵赏灯的繁华景象，吟来朗朗上

⼜⼝口，值得同学们为之⼀一读。 

《上元夜》                 

 唐代诗⼈人                                  崔液                  

⽟玉漏银壶且莫催， 

铁关⾦金锁彻明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 

何处闻灯不看来? 

 

 崔液是唐代诗⼈人。他作有组

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这是

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是古代计时的器

具。头两句意思说：滴漏箭壶，你

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

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

⼀一直开到天亮呢！写出了⼈人们“欢娱

苦⽇日短”的感慨，写出了元宵节通宵

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还写出了

⼈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

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写出了⼤大家都涌上街头赏灯的盛

况。 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

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

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

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

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

⽆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

穷。 



中国新年 
编者按：中国农历春节是中华民

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庆祝活动

从⼤大年初⼀一⼀一直持续到⼤大年⼗〸十五

元宵节。中国⼈人过春节已有四千

年的历史，关于过年也有各种各

样的传说。 本期赵佳琪同学给

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新年的传说

故事。新年的庆祝除了祭拜祖

先，祈求丰年之外，去旧迎新也

是⼀一个主要内容。新年新⽓气象，

在新的⼀一年⾥里，你想有怎样的进

步？请看张⼼心驰同学的新年表决

⼼心－－“崭新的开始”。 

 

 

 

中国新年的由来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琪 

  很久以前在⼭山上，有⼀一个可

怕的怪兽叫做“年”。在每个农历年

的第⼀一天，怪兽就会醒来，来到村

⼦子⾥里。它掉会吃所有的粮⾷食和牲畜

。如果有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他们

也会消失。 

 所有的村民都⽣生活在恐惧之

中，⼤大家都害怕这种怪兽。⼤大⼈人们

晚上登上房顶来保护他们的家⼈人。

有⼀一年，⼀一个⽼老⼈人访问这个⼩小村庄

。他问村民：“你们为什么害怕这个

怪兽呢？你们有很多⼈人，它只是⼀一

只怪兽，当然他不能吞下你们所有

的⼈人。” 

 但是村民们仍然怀疑他们⾃自

⼰己是否可以对付这只怪兽。那天晚

上“年”没有来。原来是⽼老⼈人骑着它

直到黎明，怪兽饿坏了，回到了它

的洞⽳穴。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晚上



，直到⽼老⼈人告诉村民:  “我不能永远

保护你们。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保护

⾃自⼰己。” 

 原来他是⼀一个神仙，不得不

回到他的⾃自⼰己的地⽅方。村民们又开

始害怕，因为⼀一旦⽼老⼈人离开，他们

会再次看到怪兽回来。 

 所以⽼老⼈人告诉他们：“怪兽很

容易害怕，他不喜欢红⾊色，他害怕

⼤大声的噪⾳音。所以今晚，在村⼦子⾥里

的每⼀一扇门上挂红⾊色标志，敲⿎鼓，

放⾳音乐和放烟花，给你的孩⼦子⾯面罩

和灯笼来保护他们。” 

 村民按照⽼老⼈人的指⽰示去做，“

年” 就没有再回来。 

 ⽼老⼈人告诉村民做的这些活动

就成了我们今天的新年传统。 现在

，很多⼈人还相信这些做法。当我们

庆祝新年的时候，我们听到此起彼

伏的鞭炮声，看到在天空中壮观的

彩⾊色⽕火花，帮助我们吓跑了名为 “

年” 的怪兽。 我们还穿上红⾊色的⾐衣

服，这样在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好

运⽓气，防⽌止坏运⽓气和不幸。 

 新年是⼀一个有趣的时刻，我

希望今年的雄鸡会为你带来好运和

幸福！

 

崭新的开始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寒冷的冬天快要过去，我们

可以开始享受正在成长的绿⾊色，春

天就要来了。 飘落的雪花慢慢变成

了清新的春⾬雨，温度开始变得暖和



了。 冬天的灰⽩白⾊色被彩虹般的植物

替换了。终于我们可以脱掉厚厚的

冬⾐衣，坐在草地上。 

⼈人们说春天是新的开始。很

多⼈人都喜欢做“春季⼤大扫除“，他们

要扫除旧的东西，以便为新的腾出

空间。我也很想做⼀一做“⼤大扫除”，

因为我也想要⼀一个崭新的开始。

 
 

1. 清理我房间⾥里的旧东西 

 

 ⼤大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由于⼀一段时间没有清理了，抽屉

⾥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今年春

天，我想要把每个抽屉⾥里不要的东

西都丢掉。有些东西可能很难放弃

，但我想最后我还是会开⼼心的。 

 

2. 重新考虑我的饮⾷食 

每次，我从⽥田径训练回家都

特别饿。以前，我经常吃⼀一些不健

康的⾷食物，把训练掉的卡路⾥里再从

新吃进去。我的⽬目标是要吃健康的

饮⾷食，并保持⾝身体健康。 

 

3. 停⽌止拖延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拖延，⼀一件简单的⼯工作要花很

多时间才能完成。对我来说，这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目标是要停

⽌止拖延；先做功课，然后再玩！ 

 

今年春天我要有个新的开始

。你也可以想想怎样改变你⾃自⼰己。 

 

 



谈天说地 
编者按：平凡⽣生活中，时光慢慢

从指尖滑过。虽然⼤大多数⽇日⼦子很

平淡，但时不时也有有趣的事情

发⽣生。提起笔，记下这些⼩小趣

事，抒发⼀一些⼩小感想，这⼀一点点

的记录，像定格的镜头，渐渐会

成为我们⽣生命中珍贵的回忆。 

  

难忘的意⼤大利之⾏行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林宏 

 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

意⼤大利度假。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最先去了罗马。我最喜

欢⽃斗兽场，因为它很雄伟，⽽而且很

有趣。那时天⽓气很热，我们每天⾄至

少吃⼀一个冰淇淋。那⾥里的冰淇淋最

好吃。 

 然后我们坐⽕火车去了佛罗伦

萨。我们看了有名的⽶米开朗基罗的

《⼤大卫》雕像，还看了波提切利的

名画《维纳斯的诞⽣生》。我们的酒

店就在百花⼤大教堂附近， 很⽅方便。 

 有⼀一天，我们去了⽐比萨⼩小

镇。 ⽐比萨斜塔真的是斜的，整个塔

⾝身⽤用⽩白⾊色的⼤大理⽯石做的。我们爬上

塔顶，风景很美。 当年伽⾥里略就是

在这⾥里做的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 

 

 最后我们去了威尼斯。威尼

斯很好玩，整个城市是建在⽔水上

的。街道是运河，不⾛走车，只⾏行

船。我们坐船到处游玩，看到了很

多漂亮的建筑，还吃了美味的 pizza 

和 pasta 。威尼斯也叫狮城，到处

可以看到狮⼦子的图案和雕像，我和



爸爸妈妈⽐比赛谁看到的狮⼦子多，我

赢了。 

 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思，令

⼈人难忘。

 

 难忘的旅⾏行 

美洲华语四年级黄俊荣      

  

 圣诞假期时，我和我的家⼈人

，还有朋友⼀一起去新罕布什尔滑雪

。我们还在那做了⽕火锅。有⼀一天我

们孩⼦子们和爸爸们⾛走了⼀一条很长的

绿⾊色⼩小径， 很好玩。总⽽而⾔言之，我

不会忘记这次旅⾏行。 

 

⼀一个难忘的假期 

美洲华语四年级                         徐芮 

 前年冬天，我和家⼈人⼀一起去

夏威夷度假。我们去了海滩；去了

波利尼西亚⽂文化村；去了⼀一座寺庙

；去了植物园；还去拜访了妈妈的

朋友。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假期

。

 
我最喜欢的⾷食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卞翰林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意⼤大利烤

宽⾯面条。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奶酪，

意⼤大利⾯面和西红柿酱，也因为⾯面⾥里

有很多额外的调味料，如胡椒粉、

蒜、⾹香草和九层塔等。 

 我家⾥里做的和意⼤大利餐馆⾥里

做的烤宽⾯面条都⾮非常棒，软软⾹香⾹香

的，黄⾊色的宽⾯面条，夹着红⾊色的番



茄⾁肉酱，融化的奶酪烤成诱⼈人的⾦金

黄⾊色。如果不⼩小⼼心烤糊了，它会变

成棕⾊色或⿊黑⾊色，闻起来像焦炭的味

道，那就太可惜了。

 

 我学校的烤宽⾯面条味道相当

糟糕，不是我瞎说，烤宽⾯面条的奶

酪中的⼀一些地⽅方仍然是⽣生的，底部

的宽⾯面条是软的，但顶部的又⼲干又

硬，⽽而且搭配的⾯面包太硬了，可以

伤害到你的⽛牙齿。我的朋友们都说

，学校的烤宽⾯面条对我们这些烤宽

⾯面条的爱好者是个打击。 

记⼀一次难忘的读书会 

美洲华语六年级                     成可馨 

 九⽉月三⼗〸十号这个星期五的晚

上，在我家举⾏行了⼀一个读书会。我

邀请了我的朋友们和她们的妈妈到

我家。我准备了零⾷食和果汁。等到

⼤大家来齐后，我们在客厅做好，然

后我们讨论书⾥里的故事。我们选的

书叫“I am Malala。” 这本书讲了⼀一

个⼥女孩，Malala，⼩小的时候不能上

学因为 Taliban 的⼊入侵，所以她奋

起抗争，争取⾃自⼰己和⼩小伙伴读书的

权利。后来她还被枪击，但依然没

有放弃。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Alicia 的妈妈组织了整个讨论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讨论完了这



个故事以后，我和我的朋友玩⼉儿了

⼀一会⼉儿。我们玩的时候，妈妈们在

讨论我们进⼊入中学的事情。九点半

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要⾛走了。我

们说再见了。 

 我觉得那个晚上很开⼼心。 

冬天的雪 
编者按：今年冬天是个暖冬，开

冬的雪下的不多也不⼤大，慢慢地

撩拨着⼈人们对漫天飞雪的念想。

终于在春节后，⼀一场像模像样的

⼤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

直以为孩⼦子们都是爱雪的，像党

伊璐同学⽂文中所说，然⽽而尼克同

学的⼏几句话却颠覆了我主观的臆

想，不禁令⼈人宛然失笑。 
冬天的雪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我不喜欢冬天的雪，因为她

就像⼀一个邪恶又长着冰冷⾯面孔的巫

婆。她把⼤大地上的⽣生物⽤用咒语杀死

，还好她的法⼒力只能维持⼏几个⽉月。 

  

冬天的雪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我爱冬天，因为冬天会下银

⽩白⾊色的雪。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是那么的美丽。厚厚的雪就像⼀一

个柔软的⽑毛毯，你可以躺在它的上

⾯面，⼀一点也不痛。下雪天要保持温

度，才不会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