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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诗赏 
编者按：今年四⽉月四⽇日是清明

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中国

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

⽇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描写清明节的古诗有许多，唐朝

诗⼈人杜牧的“清明”是其中翘楚。

这⾸首⼩小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

描绘了⼀一幅活灵活现的⾬雨中问路

图。⼩小牧童的热情指引，化解了

诗⼈人⼼心头的悲伤，更在诗⼈人⼼心⾥里

唤起许多暖意。  

清明  
[唐]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诗⼀一开始描写清明时节

的天⽓气特征， 诗的⾸首句“清明时节

⾬雨纷纷 ”，点明诗⼈人所置⾝身的时间

、⽓气象等⾃自然条件。 第⼆二句“路上

⾏行⼈人欲断魂 ”，由写客观转⼊入主观

，着重写诗⼈人的感情世界。他看见

路上⾏行⼈人吊念逝去亲⼈人，伤⼼心欲绝

，⼼心⾥里充满悲思愁绪。 

 
 “借问酒家何处有”⼀一句 。诗

⼈人融景伤怀⾄至极，⽽而又要冒⾬雨赶路

，⾬雨湿⾐衣衫、春寒料峭，希冀借酒

消愁。于是，他便向⼈人问路了。 结

句 “牧童遥指杏花村 ”，点明了上句

诗⼈人问路的对象 ，“牧童遥指”把读

者带⼊入了⼀一个与前⾯面哀愁悲惨迥异

的焕然⼀一新的境界，⼩小牧童热⼼心甜

润的声⾳音，远处杏花似锦，春意闹

枝，村头酒旗飘飘，真有“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韵致。诗的前两句创造了

⼀一幅凄迷感伤的艺术画⾯面，后两句



则创造了⼀一幅鲜明⽣生动的画⾯面，前

抑后扬，对⽐比交错，相映成趣。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

，⼀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〸十分通

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

营造作之痕。⾳音节⼗〸十分和谐圆满，

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

美、兴味隐跃，实乃佳作。  

 

天马⾏行空 
  
编者按：写作⽂文是许多同学头疼
的作业， 特别是中⽂文作⽂文，但
⽆无论学习哪门语⾔言，都绕不开写
作。为提⾼高同学们的写作兴趣，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自主命题，⾝身
边的⼀一件⼩小事、⾃自然界的⼀一花⼀一
草、春夏秋冬，都可以作为写作
的题材。⽽而且⼀一开始不限字数，
⼏几句到⼀一段，到⼏几段，写得多
了，写得顺了，篇幅⾃自然就上来
了。“⽂文芽”为激发同学对写作热
情，选稿长短不拘，篇幅任意，
以⿎鼓励为主，欢迎⼤大家积极投
稿。 

 

钓鱼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李恺睿 

 钓鱼是件很有趣的事。我很

喜欢钓鱼。我四岁的时候就第⼀一次

钓鱼。钓到第⼀一条⼩小鱼的时候，我

想养着它。但是它第⼆二天就死了，

我很伤⼼心。第⼆二次钓到鱼的时候，

我就把它吃了。清蒸鲈鱼真好吃！

 我现在也钓得到⼀一些⼤大鱼。

钓鱼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

。⾸首先你要有耐⼼心，技术也很重要

，时间、地点、鱼饵都很讲究。去

年圣诞节圣诞⽼老⼈人送给我⼀一个新钓

鱼竿。我相信今年我能钓到更多更

⼤大的鱼！ 

 

邻居家的狗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肖廷柯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在他

家门⼜⼝口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只狗，我

的朋友说狗是他收养的。这是⼀一只

⾦金⽑毛寻回⽝犬。它⾝身上全是⾦金⾊色的⽑毛



，长长的柔顺地垂在⾝身体两侧。两

只软趴趴的⽿耳朵⾮非常灵敏，只要你

轻轻地叫⼀一下它的名字，它就会朝

你跑过来。两颗像扣⼦子⼀一样又圆又

⿊黑的眼睛下⾯面是个像⼩小煤球⼀一样⼩小

巧的⿐鼻⼦子，长长的尾巴⼀一直摇着，

在向我打招呼呢！

 

        朋友给我⼀一个飞盘，让我和狗

狗玩游戏。我把飞盘朝它扔过去，

只见它唰地⼀一下跑过去，敏捷地跳

起来，⼀一眨眼就⽤用嘴巴把飞盘咬住

了，然后又飞快地朝我跑过来把飞

盘送到我⼿手⾥里，使劲地摇着尾巴，

好像在等我夸奖它，又好像在说再

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在朋友家和狗狗度过了⾮非常

愉快的⼀一天。要离开的时候，狗狗

跳到我⾝身上，⽤用⾆舌头舔着我脸，好

像不舍得我回家，我抱着它的头，

依依不舍地同它告别。回家的路上

，我⼀一直央求爸爸，希望我们也能

领养⼀一只狗。 

        回家后发现脸上长了好⼏几个⼩小

包包，医⽣生说是对狗过敏。虽然我

对狗过敏，但是这不会打击我想要

⼀一只狗狗的决⼼心，因为我喜欢狗。 

我的⼩小⾦金鱼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汪可洛 

         我家的鱼缸⾥里有 10 条⾦金鱼，

它们都⾮非常可爱，其中最⼩小的也是

我最喜欢那条⾦金鱼叫 Travis，名字

是我姐姐帮它取的，它是我在庙会

⾥里赢得的奖品。 

 3 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全家

去了镇上的⼀一个庙会（ST.Augustine 

Fair）。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其中有⼀一个游戏是⽤用⼀一个乒乓球

将⼏几⽶米远的⼀一个⼩小模型鱼打中，打

中后可以得到⼀一个奖品----⼀一条真正

的⼩小⾦金鱼。我试了好⼏几次才好不容

易打中了⼀一个⼩小模型。因为我们还

要去参加其他得活动，设置游戏的



叔叔给了被我打中的⼩小模型鱼，告

诉我离开庙会时来取奖品。活动结

束前，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拿奖品时

，⼀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金鱼装在盛满

⽔水的透明塑料袋⾥里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Travis 是条很⼩小的⾦金鱼。它的

长度只有我⼤大拇指的⼀一半长。但是

它的眼睛很⼤大，即使它的长度还不

到其它鱼的⼀一半，可它的眼睛却⽐比

别的鱼要⼤大很多，圆圆的，⿎鼓⿎鼓的

，真可爱啊！ 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

，就会喂鱼⼉儿们，这时 Travis 的⼩小

尾巴就会朝我⼀一甩⼀一甩的，好像要

我多喂点给它，每当我把鱼⾷食喂给

它后，它就又向我甩甩尾巴，好像

在说谢谢。 

         Travis 虽然是我家鱼缸⾥里最⼩小

最新的⼀一条鱼，但却是我最喜爱的

⼀一条鱼。 

我最喜欢的运动 

美洲华语五年级                     卞翰林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网球，我

已经打了五年，⽹网球对我来说已经

不难了。 

 我每周有三次⽹网球课和⼀一场

俱乐部间的循环⽐比赛，现在我已习

惯了规则，知道了如何玩。我喜欢

⽹网球，因为它有⼀一个简单的⽬目标。

游戏的⽬目的是⽤用球拍打球，直到你

的对⼿手错过，你得到⼀一个点，但如

果你打球出界，你的对⼿手得到⼀一个

点。谁先赢得七分谁赢。 



 我喜欢⽹网球，因为我在打⽹网

球时交了很多朋友； 我喜欢⽹网球，

还因为每周⽹网球的赛前练习时还有

⽐比萨饼吃。 

万圣节的历史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李婷婷  

 ⼤大概⼆二千年前，英国和爱尔

兰的⼟土地是属于”the celts”⼈人的。⼗〸十

⼀一⽉月⼀一⽇日天⽓气开始变冷，也是丰收

季节的结尾。为了庆祝，“the celts” 

⼈人从⼗〸十⽉月三⼗〸十⼀一号开始过“samhain”

节。在过节的⽇日⼦子⾥里，”the celts” ⼈人

会焚烧家畜和农作物祭神。他们相

信过节的时候，⿁鬼怪就会出来作崇

。因此他们就把⾷食物留在屋外，⽤用

于赶⾛走⿁鬼怪。 

 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占领了

英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

“samhain” 和罗马⼈人另外两个节⽇日

“feralia” 、“the feast of pomona”合

并为⼀一。公元四、五世纪，基督教

统治了英国。虽然”the celts” ⼈人都信

奉了基督，但是在很多地⽅方⼈人们还

在继续庆祝“samhain”。因此教皇决

定⽤用基督教的节⽇日来取代“samhain”

，规定⼗〸十⼀一⽉月⼆二号是纪念死者的⽇日

⼦子；⼗〸十⼀一⽉月⼀一号是圣徒⽇日；⽽而⼗〸十⽉月

三⼗〸十⼀一号就是“all hallows eve”，也

就是后来的万圣节。 

 有意思的是，在古代英语⾥里

，“hallows” 就是圣徒⽽而 “een” 就是

前⼣夕，所以 halloween 的意思就是

圣徒⽇日的前夜，也是捣蛋习俗的开

始。在这个晚上，有些⼈人会到⼤大街

上敲别⼈人家的房门，答应为他们祷

告，以此来换取⾷食物。同时，在爱

尔兰，⼈人们还会穿上怪异的服装。

他们把萝⼘卜⼟土⾖豆刻成⿁鬼怪的样⼦子来

庆祝万圣节。等到这些⼈人移民到了

美国，发现这⾥里盛产南⽠瓜。他们就

改为⽤用南⽠瓜雕刻啦。 这些习俗就⼀一

直延续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万圣

节孩⼦子们喜欢上门要糖，⽽而家家户

户摆设南⽠瓜雕刻品的由来。 

 



 

春天                      
美洲华语三年级                     安英康  

 我爱春天。春天，我们经常

去公园玩。我们去爬⼭山，看到了很

多花和⼩小鸟。春天，我还在院⼦子⾥里

种菜。我妹妹的⽣生⽇日也是在春天。

我最喜爱春天了。   

 
下雪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方博霖 

 星期⼆二下雪了！我和我的哥

哥 Patrick，还有他的朋友 Nathan

⼀一起在雪地⾥里玩⼉儿。我们⽤用雪盖房

⼦子。Patrick 的房⼦子叫“Patrick 的房

⼦子；Nathan 的房⼦子叫“Nathan 的房

⼦子”；我的房⼦子叫“Steve 的房⼦子”。 

我们还玩打雪仗。Nathan 有⼀一台雪

球制造机，于是我们玩扔雪球的游

戏。我们还把雪球制造机藏起来。

Nathan 和我们都玩得很开⼼心。

 
 

滑雪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海德 

 冬天来了，雪慢慢地从天上

落下来，妈妈和爸爸带我去滑雪。

妈妈带我从⾼高⼭山上往下滑，妈妈在

前⾯面滑，我跟在后⾯面滑，我看见⼤大

⼤大的树向后退去。过了不久舅舅来

了，于是我和妈妈还有舅舅又⼀一起

向前滑了很久。

 
 



书评⼩小语  

编者按：我校独树⼀一帜的⾦金翅鸟

图书馆⼀一直受到全校同学的喜

爱。在借书阅书之余，许多⼩小朋

友还兴致勃勃地写下短短的书

评。写书评，可以锻炼阅读概括

能⼒力，提⾼高造句能⼒力，还能练习

中⽂文书写，⼀一举数得。“⽂文芽”还

刊登⼩小朋友的图画作品加简单句

⼦子或段落，欢迎投稿。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陆桉   

  
 

马⽴立平中⽂文⼆二年级                 徐爱能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祖钰 

 

看图说话 

编者按：这期继续刊登美洲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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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燕                        

  

 中中今天在学校有⼀一个考试

，到家的时候，他给妈妈他的考卷

。把考卷给妈妈的时候，中中看起

来很紧张，⽽而中中的妈妈看到考卷

的时候也很不开⼼心。她很不开⼼心，

因为中中考了⼀一个 F。中中的妈妈

开始骂他。中中的妹妹还对哥哥说

：“哥哥，我考得⽐比你好，我考了⼀一

个 A。”因为中中考了个 F，他没有

冰淇淋吃，可是他的妹妹有冰淇淋

，因为她得了⼀一个 A。中中跟他妹

妹说，你就会⽕火上加油！ 



 
 

美洲华语六年级                    成可馨 

 

 有⼀一天在学校⾥里，友友拿到

他的成绩单了，他打开信封看了⼀一

下成绩，就很着急。回家后友友把

信封⾥里的成绩单给妈妈看，妈妈看

见友友的数学考的不好，他得了⼀一

个 F。妈妈知道友友数学很差，所

以她很⽣生⽓气。突然，妹妹跑进了房

间，看了⼀一下友友的成绩单，还摇

了⼀一下头，说：“哥哥，你的数学怎

么这么差呢？我的数学很好。”妈妈

给了妹妹⼀一个冰淇淋，奖励她考得

好。妈妈说了友友⼀一顿，然后下楼

去炒饭了。友友很⽣生⽓气地告诉妹妹

，下次不要⽕火上加油！友友和妹妹

两个⼈人都吸取教训了。 

 

美洲华语六年级                     黄梓娅                               
 

 中中⼿手拿成级单，忧⼼心忡忡

的⾛走回家。他⾛走进厨房，看见妈妈

坐在桌⼦子边上，中中刚想转⾝身回⾃自

⼰己的房间，妈妈问道：“中中你⼿手⾥里

拿的是什么？”中中转回⾝身，慢慢地

把成绩单交给妈妈。妈妈打开成绩

单，看到中中的成绩很差，对紧张

地直冒汗的中中说：“中中，我对你

太失望了。”中中的妹妹⾛走进厨房，

添油加醋道：“我看见哥哥不做作业

，总在看电视。”妈妈听了之后更⽣生

⽓气了，要去找爸爸。中中瞪着妹妹

⼤大叫道：“你总是⽕火上加油！”妹妹

⽆无辜地耸耸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