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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 

编者按：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美

妙之处，⽽而诗歌完美地体现了语

⾔言纯粹的美及神韵。正因如此，

诗歌翻译被称为翻译⾦金字塔的顶

层。中国诗歌翻译第⼀一⼈人许渊冲

教授就提出译诗的“三美论”，主

张译诗在意、⾳音、形三个层⾯面上

尽量传递和保存原诗的神韵。很

⾼高兴美洲华语四年级的⼩小朋友在

诗歌翻译上所做的尝试，让⼈人惊

喜，值得点赞。 

Spring rain   

by Marchette Chute 

The storm came up so very quick; it 
couldn’t have been quicker. 

I should have brought my hat 
along; I should have brought my 
slicker. 

My hair is wet; my feet are wet; I 
couldn’t be much wetter.  

I fell into a river once, but this is 
even better. 

春⾬雨 

美洲华语四年级                         钟霖 

暴风⾬雨来的⾮非常迅速；让⼈人猝不及
防。 

我应该把我的帽⼦子带来，我应该把
我的⾬雨⾐衣带来。 

我的头发湿了；我的脚湿了；我全
⾝身都湿了。 

我曾经掉进过河⾥里⼀一次，但是这次
更有趣。 

 

春⾬雨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邓凯莉 
 

风暴来了，这么快; 它不可能更快
了。 
我应该带上我的帽⼦子; 我应该带上
我的⾬雨⾐衣。 
 



我的头发是湿的; 我的脚湿了; 我不
能更湿了。 
我跌到了河中，但这更好。 

春⾬雨                                    

美洲华语四年级                         徐芮 

暴风⾬雨来得很快，不可能更快了，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应该穿上⾬雨
⾐衣。 

我头发湿了，我脚也湿了，我已经
湿透了， 

我有⼀一次掉进河⾥里，但是这个更彻
底。 

 

⽣生活感想 
编者按：⽣生活看似平淡，其实不

然。就像再正常不过的季节交

替，今年却颇为精彩。春天在寒

冬当值的⼀一⼆二⽉月，就迫不及待地

⼩小露⾝身⼿手，催发了许多新芽。⽽而

不⽢甘落败的寒冬到了三⽉月，还能

杀你个回马枪，带来漫天飞雪，

乍暖还寒。我们的⽣生活中不乏有

趣的事，带来⼀一些有趣的感想，

不妨提起笔，在淡忘前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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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成不拖拉的好习惯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在第 73 期的⽂文芽⾥里，我发

表了⼀一篇谈我要在春天有个崭新开

始的⽂文章。我要改变⾃自⼰己，其中⼀一

个改变就是不再拖拖拉拉。很多⼈人

都有做事拖拉的⽑毛病，把重要的事

情放在⼀一旁，⽽而去做别的事，像玩

电脑游戏等等，结果，什么事都没

法完成。在这⾥里，我想介绍怎样激

励⾃自⼰己不再拖拉的三种⽅方法：  

 
 



第⼀一，要记住⼀一天只有 24 ⼩小时 

 当我们做事拖拖拉拉的时候

，时间往往会很快流失。每⼀一件事

都有⼀一个截⽌止⽇日期，如果你浪费时

间，你就⽆无法按时完成。要记住，

我们没有⽆无限量的时间，如果你先

做完你的⼯工作，那么剩余的时间就

都是你的了。 

 
第⼆二，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并且奖

励⾃自⼰己 

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如果你

按时完成了，就给⾃自⼰己⼀一个奖励。

举个例⼦子，如果你先完成了⼀一篇作

⽂文，就奖励⾃自⼰己⼗〸十分钟电脑游戏。

但是，要⼩小⼼心，千万不要⼀一玩电脑

游戏就停不下来了。如果是这样，

就等于欺骗了⾃自⼰己。这个部分，需

要有很强的⾃自律，注意不要给你⾃自

⼰己太多奖励。 

第三，当你完成⼀一项作业时，为⾃自

⼰己感到⾃自豪 

 如果你提前完成了⼀一项作业

，你有没有过为⾃自⼰己感到⾃自豪呢？

当我们做事拖拖拉拉的时候，事后

我们往往会感觉很后悔。因此，放

学回家后，先吃点点⼼心，然后马上

开始做作业。不要⽤用⼿手机，电脑，

除⾮非你的功课在电脑上。你做完后

，你会感觉特别放松，为⾃自⼰己感到

⾃自豪，然后，你可以轻松⼀一下。 

我邀请你们⼤大家和我⼀一起来

试试这三个⽅方法，我相信我们拖拖

拉拉的⽑毛病⼀一定会成为过去。祝你

成功！ 

 

  

樱桃树 

马⽴立平六年级          曹谙⽂文    

 

 在搬到纽约之前，我家院⼦子

⾥里有⼀一棵⼤大樱桃树。它已经陪伴了

我们 7 年了。每⼀一年都会长⼤大⼀一些



，每个季节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风

景。

 

 春天，树枝慢慢变深紫红⾊色

及浅绿⾊色的嫩芽覆盖。⽆无数个⼩小芽

长得密密⿇麻⿇麻的，让你⼏几乎看不到

树枝。花开的时候树上覆盖着⼀一层

又⼀一层粉红⾊色的花。绿⾊色的树叶和

粉红⾊色的花相互衬托，美丽极了。

⼀一阵风吹来，粉红⾊色的花瓣随风飘

落，像是在空中跳舞。 

 夏天树叶长得茂密起来。每

当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时候，我

就喜欢爬到树上藏起来。当伙伴们

到处找我却找不到时，我就直接跳

到他们⾯面前，得意地冲着他们笑。

不捉迷藏的时候，我们就在树下打

排球，茂密的树叶是我们天然的遮

阳伞。 

 秋天，叶⼦子慢慢地变了颜⾊色

。有的变成了褐⾊色，有的变成了红

⾊色，有的半红半绿，还有的变成了

橘⾊色，远远望去，樱桃树的树冠看

起来就像是⼀一把五彩的伞。 

 冬天，叶⼦子都落了。⼀一场雪

过后，⼲干枯的树枝上覆盖着⼀一层厚

厚的⽩白雪，分外的迷⼈人。 

 每天早晨，我上学等校车时

，都会凝望着树，想知道我每天上

学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很寂寞。下

午放学回来，我会站在树下，告诉

它，还有树上的松⿏鼠和⼩小鸟我在学

校发⽣生的事情。每当有风吹过时，

它都会对我点点头，好像在回答我

说它听懂了。 

 我喜欢我家的樱桃树，它陪

伴我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小⿇麻雀 

马⽴立平六年级           俞⽂文茹 

 

 每天清晨，我还在床上躺着

时，就听到窗户外⼩小⿇麻雀唧唧喳喳

的叫声，很是热闹。我就会爬到窗

户边向外看去，只见外⾯面到处都是

⼩小⿇麻雀。它们有的在空中飞着，有

的在树枝上休息，有的在找吃的，

⾮非常有趣。

 

 有⼀一天，我从学校带回⼀一个

鸟屋，⾮非常⾼高兴。我和姐姐把鸟屋

挂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上的树枝上，

然后和姐姐⼀一起趴在窗户边静静地

等着⼩小⿇麻雀进去。过了⼀一会，真的

看见了⼀一只⿇麻雀跳进了鸟屋⾥里，之

后看见它又飞出去⼀一会，嘴⾥里叼着

⼏几⽀支⼩小树枝飞进鸟屋，就这样忙忙

碌碌地飞进又飞出，很快就做了⼀一

个雀窝。过了⼏几个⽉月，我们发现了

⼏几只可爱的⿇麻雀宝宝出⽣生了。⿇麻雀

妈妈可忙了，到处去给宝宝找吃的

，然后飞回鸟屋。⿇麻雀宝宝们看到

妈妈就张开嘴巴，争先恐后地张着

⼩小嘴要吃的。多么可爱的⿇麻雀宝宝

啊！ 

 ⼩小⿇麻雀的叫声很好听。我总

在想：它们在说什么？在唱歌吗？

姐姐说也许它们在唱歌吧。我觉得

有时候它们可能在唱歌，有时候它

们在说话呢，因为他们总是在⼀一只

鸟叫过之后，另⼀一只马上接着就叫

起来，这样⼀一唱⼀一和，难道不是在

互相交流么？ 

 我很喜欢⼩小⿇麻雀，每当我⼼心

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走到外⾯面，看

着它们飞来飞去，听着它们叽叽喳

喳的叫声，我就会⾼高兴起来。 

	  



最喜欢的中国菜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是饺⼦子。 

 饺⼦子⽪皮是⽤用⾯面粉和⽔水做成的

，⾯面粉⾥里有淀粉和其他的养分对⾝身

体好。饺⼦子馅⼉儿⼀一般都是⽤用鸡⾁肉、

⽜牛⾁肉或者猪⾁肉加青菜或者⽩白菜做成

的。鸡⾁肉、⽜牛⾁肉和猪⾁肉都有蛋⽩白质

，青菜和⽩白菜都有纤维质，蛋⽩白质

和纤维质都是帮助⾝身体长⾼高长⼤大的

物质。

 
 

骑⾃自⾏行车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祖钰 

 
 骑⾃自⾏行车是我最喜欢的户外

活动。 

 我喜欢跟我的家⼈人⼀一起骑⾃自

⾏行车。春天⾥里，我喜欢春风吹在我

脸上的感觉，也喜欢看五颜六⾊色的

花朵。秋天⾥里，我看到落叶⼀一路落

在⾃自⾏行车道上。 

 去年暑假，我们全家⼀一起从

Chappaqua骑到我们在Mohopac的

旧家。那次是我骑最远的⼀一次，虽

然我骑得很累，但是我却觉得⾮非常

好玩，今年暑假我还想再这么骑⼀一



次。骑车的路上，我们也在桥上停

下来休息和拍照⽚片，那⼉儿的风景真

美丽。 

 春天快来了，我很快又可以

出去骑我的⾃自⾏行车了。  

        

                       

图画⼩小语 
编者按：骆驼和⽺羊⽐比⾝身⾼高的故事

⼤大家⼀一定不陌⽣生，在故事中它们

举例证明⾃自⼰己的⾝身⾼高⾼高度才是最

好的。马⽴立平⼆二年级的⼩小朋友们

也开始⾃自⼰己的辩论，个⼦子⾼高好

呢，还是矮好？他们也像模像样

地表明论点，分别举例，并⽤用简

单的⼀一两句话和图画展现出来。

⼩小朋友们的“图画⼩小语”清新可

爱，让⼈人忍俊不住。 

 

 
 

 



马⽴立平⼆二年级                         伍开诚 

  

 

 
 

马⽴立平⼆二年级                         张瀚亭     

 

 

 
 

马⽴立平⼆二年级                         刘鲁克  

 

 

 
 

 

 



马⽴立平⼆二年级                         韦宇宸 

 

 
马⽴立平⼆二年级                         徐爱能 

 

 
马⽴立平⼆二年级                         程郁⽂文     

 

 

看图说话 
编者按：很⾼高兴这期收到美洲华

语六年级同学的“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看似简单，要写好也

挺不容易。除了“看仔细，想明

⽩白，说清楚，写完整”这些基本

要素外，还要写得有趣，⽣生动，

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写出画⾯面

上虽没画出来，却呼之欲出的背

后⼩小故事。 

 
 

 
 

美洲华语六年级                 陈再曦      

 

 考试成绩发下来了。友友把

他的考卷拿给妈妈看，他得了个“F”



，就是不及格的意思，妈妈很⽣生⽓气

。友友的妹妹青青⾛走过来看见友友

的成绩说：“你天天只想着玩⼉儿，不

学习，那怎么能考出好成绩呢？” 

青青得了⼀一个A，妈妈奖励她冰淇

淋，青青当着友友的⾯面吃，友友特

别来⽓气，说：“你明知道我考不好，

得不到冰淇淋，还故意吃给我看，

这不是⽕火上加油吗？” 

 
美洲华语六年级                     郭佳琳 

  

  今天我收到了我的数学考卷

，只得了六⼗〸十分。我觉得很不好意

思，就拖拖拉拉的⾛走回家，⼼心想妈

妈⼀一定会怪我不⽤用功。我⼀一回到家

，妈妈马上就问：“明明数学考试考

得怎么样了？”我紧张的给她看我的

考卷，说：“对不起，妈妈。让你失

望了。”妈妈的表情虽然不开⼼心，但

是她没责备我。 

这时，妹妹跑下楼跟妈妈说：“哥哥

不但没读书，⽽而且数学考试的前天

晚上还在玩⼿手机到半夜，才上床睡

觉。”我很⽣生⽓气的告诉妹妹：“你这

是在⽕火上加油！” 

 

 

美洲华语六年级                     向书鹏 

 

 ⼩小明考试只有六⼗〸十分，他把

分数给妈妈看，妈妈很⽣生⽓气。这时

妹妹⼩小芸⾛走过来说：“哥哥考试前⼀一

天还玩游戏。”妈妈听了更⽣生⽓气了，

说：“⼩小明你以后再也不能玩游戏了

，我去把你的游戏机扔掉。”妈妈⼀一

⾛走，⼩小明跟妹妹⼤大声说：“你真讨厌

，没有看到妈妈已经很⽣生⽓气了吗？

你还⽕火上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