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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想    

编者按：继第⼋八⼗〸十三期《⽂文芽》

刊登⼀一组九年级同学精彩的“梦

想”专题⽂文章后，本期我们又⾼高

兴地迎来他们新的作品。不同于

命题⽂文章，这期⾃自主命题作⽂文让

⼤大家⾃自由发挥，各抒⼰己见。 这

些⽂文章或⽣生动活泼，或⽼老成持

重，⼀一⽓气读来，倒也⼗〸十分有趣。 

 

【引语】                           

美洲华语九年级       周悦涵⽼老师 
 

继⼀一组《梦想》命题作⽂文发

表在《⽂文芽》之后，美洲华语九年

级的同学们再⼀一次⽤用他们的笔，耕

耘着那充满⽣生机的沃⼟土；⽤用他们的

眼睛，观察着那晶莹剔透的露珠；

⽤用他们的⼼心，感受着这变换多彩的

世界！ 

 这又是⼀一组来⾃自于美洲华语

九年级的同学们的⾃自选题⽬目的作⽂文

。虽然我不⽌止⼀一遍地读过，但是每

次读后，都能让我体会到这些稚嫩

的语⾔言所带给我⼼心灵的感动。学习

语⾔言的⽬目的在于使⽤用语⾔言，这些作

⽂文呈现给我们的，尤其是对于这些

⽣生长在西⽅方、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

们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即从学习发⾳音、单字、词组、从

遣词造句到跃然纸上⽽而真情表达的

过程。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我们家的⼩小Leo 

美洲华语九年级                     林若耶 

 我五岁的时候⾮非常的怕狗。

不管⼤大狗与⼩小狗，我⼀一看到就很想

躲起来。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出

门，我正开⼼心地在⼈人⾏行道上蹦蹦跳

跳的就碰上了两只⼤大狗。我⾮非常担

⼼心它们会来咬我。它们看到我兴奋

的转圈圈，可是我紧张得腿都开始

抖了。 

 不管⼩小时候是怎么的怕狗，越

长⼤大我就越爱上这些忠诚的⼩小动物



。不久，我就开始求妈妈和爸爸让

我养⼀一只狗，可是他们都认为太⿇麻

烦了。哥哥和我都答应肯定会帮忙

照顾狗，可是爸爸妈妈还是不肯。 

 我⼀一直努⼒力地恳求爸爸妈妈让

我们养⼀一只狗，过了好久他们终于

同意了。我欣喜若狂地到⽹网上查我

们要去哪⾥里买狗，哪种狗最适合我

们家，还有狗需要的东西。我知道

养⼀一只狗很费⼼心⾎血可是我还是⾮非常

的开⼼心。我查到的狗都⾮非常的可爱

，可是我最后还是最喜欢拉布拉多

⽝犬和哈⼠士奇⽝犬。 

 

 我都快等不及的时候，爸爸下

班回来告诉我他以前的⼀一个同事没

有时间照顾他的狗，可以把狗让给

我们。这只狗是⼀一只Morkie，⼀一半

马⽿耳他狗，⼀一半约克郡狗。我们事

先买了好多的玩具，准备好狗的床

，不久就从同事那边把狗接到了我

们家。 

 我们现在都爱上了这只⼩小狗

，帮它起名叫 Leo。Leo 是⼀一只⿊黑

，灰，和⽩白⾊色的⼩小狗。它又细又长

的⾝身体长得像⼀一根又⽑毛又⿊黑的⾹香肠

。它平常都很听话，知道不可以在

家⾥里上厕所。尽管它很可爱，Leo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偷”。它最

喜欢偷我们穿的袜⼦子，⼀一拿到就甩

着不放，等着我们追着它把袜⼦子抢

回来。这是它每天最爱玩的游戏。

它不乖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爱乱叫，

⼀一看见猫，兔⼦子，松⿏鼠，或者其它

⼩小动物就激动地叫得半死不活。虽

然 Leo 的个⼦子⽐比其它的狗都⼩小，可

是它的声⾳音⾮非常的洪亮，⾜足以把你

从睡眠中吵醒。尽管 Leo 有这个缺

点，可是我们全家都很难以想象没

有它的⽣生活。 



 这个夏天的最后两个星期，我

已经向妈妈保证每天九点多就起床

带Leo到外⾯面遛⼏几圈。晚上很多时

候都是爸爸或妈妈去遛狗。哥哥因

为学校⾮非常的忙所以他认为没空遛

狗。 

 我对反对养狗的⼈人没有什么意

见，可是我觉得养了⼀一条狗可以给

⼈人带来很多的惊喜和快乐。总⽽而⾔言

之，要是你还没有养狗，不妨试试

看。 

我的第⼀一次夏令营 

美洲华语九年级                     倪步清 

 今年是我第⼀一次上夏令营，

因为我以前每年夏天都会回中国看

爷爷和奶奶。我去的夏营令叫先驱

福⾳音，是⼀一个基督教夏令营，我听

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传说故事，让

我感受不同的宗教⽂文化。 

 在夏令营我认识了很多新的

朋友。夏令营离我家很近，爸爸开

车送我过去。其它更多的营员们都

是坐⼤大巴从城⾥里来。我们⼀一间屋⾥里

有九个⼈人，两个顾问，七个营员。

我们早上七点起来，升完旗后，我

们就吃早饭。然后我们有⾃自由时间

和体育时间。⾃自由时间时，我们能

游泳，划船，射箭，还有很多别的

选项。体育时间，我们⼀一个屋⼦子的

好朋友们⼀一起去学习打排球，篮球

，橄榄球，培养团队精神。度过充

实的⼀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洗澡，

不过因为我们⼈人很多，所以每个⼈人

只有两分钟洗澡。最后⼏几天，我们

有了⼀一些特殊活动，⽐比如篝⽕火晚会

。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做 s’mores

吃，我做了两个，第⼀一个棉花糖着

⽕火了，但是焦焦的依然很美味。 

 在夏令营⾥里，我们学习独⽴立

⽣生活，没有家长的帮助，朋友们互

相依靠。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和快乐！	   

暑假 

美洲华语九年级                     韦致旗 

  



 这个暑假的时间⽐比赛车的速

度还快。  那三个⽉月感觉只有⼗〸十五

天⼀一样，可是我感觉那⼗〸十五天⼀一样

的暑假⾜足够了。   

 我那三个⽉月做了很多有趣的

事情。  我去了⼀一个很好玩的夏令

营，那个夏令营跟别的夏令营⼀一点

也不像。  我们每天都去不同的地

⽅方。  我们去了⽔水上乐园，玩了保

龄球，也看了 “安妮”。  我很喜欢

⽔水上乐园，很刺激。  ⽔水上乐园的

⾷食物很贵，可是很好吃。  我也很

喜欢玩保龄球，因为玩保龄球要⽤用

战略。  我们玩了三局。  我第⼀一局

是第三名，  第⼆二局是第⼀一名，我

第三局是第⼆二名。我感觉特别的好

玩。  在夏令营我还看了“安妮”，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的故事。   

 虽然这个暑假过的⽐比赛车的

速度还快，我感觉我肯定不会忘记 

。 

中国长城 

美洲华语九年级                     陈⼼心雯 

 今年我去了中国的长城。长

城上有很多⼈人。因为北京的雾，没

能看到很多的景象。长城的⽯石头真

的很古⽼老，墙上的塔很酷。你可以

⾛走上楼梯登上城墙。 

 

 
 

尽管我们很早就到了长城脚

下，还有很多⼈人到得更早。 我和我

爸爸⼀一起登上旅⾏行车，这有点像过

⼭山车，很慢。城墙上的⼀一些陡峭的

台阶有点难攀爬，因为你必须爬坡

，或者你必须爬上陡峭的台阶。长

城上还有很多⼩小商店。有些地⽅方可

以把你的名字写在怀表或迷你⾦金属

证书上。还有很多⼈人卖⽔水果，如番

薯和西⽠瓜，以及⾁肉和其他⼩小吃。有

⼀一位⼥女⼠士，我觉得很有天赋，她⽤用

邮票来写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字，这



个字将由迷你图纸制成，如⽵竹⼦子或

鱼。 

 长城是⼀一个伟⼤大的建筑，我

会说这是绝对值得去的地⽅方。 

 

我妈妈的名字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李凯瑞 

我今天要讲我妈妈名字的来

历。我妈妈在我外婆的肚⼦子⾥里的时

候，我外婆和外公就在想我妈妈的

名字。 

我外婆说“我们俩的家乡在乐

⼭山。乐⼭山是嘉定府。就叫张嘉嘉”。

但是外公说，“我想取个数学名词。

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我也希望我的

孩⼦子能跟我⼀一样，喜欢数学”。就叫

她张可数吧。 

外婆问他“这个名字的含义是

什么”。外公说“可数是数学⾥里的⼀一

个名词，我也希望她能数⼀一数⼆二，

学有所成，永远⾛走在前⾯面”。外婆说

“我也觉得很好，就叫张可数吧”。

 所以我妈妈的名字就这样来

的。 

 
 

怎么⾃自⼰己装电脑     
美洲华语九年级                     徐之萍 

如果你想要⼀一台好的电脑，

又不想花那么多钱，你应该⾃自⼰己装

⼀一台电脑。即使⼈人们认为装电脑很

难，但我觉得装电脑挺容易的。如

果你要装电脑，你需要七个最重要

的部件 ---- 外壳，母板， 处理器， 

电源，硬盘，内存和图形卡。这些

部件都是你⾃自⼰己选的。 

 

下⾯面是怎么装电脑： 

1.打开母班上的 CPU。放置处

理器 CPU 插槽，关闭它并安装散热

⽚片。 

2.把内存条插⼊入母板上。 

3. 把母板插⼊入 IO 插槽。把螺

丝安到母板上. 



4.把硬盘插到外壳上。把硬盘

插到母板上。 

5.拧开第 2 个或 第 3 个 图形

卡然后插到母板上。 

6.把电源插到外壳，再把电线

连到母板，硬盘，和图形卡上⾯面。 

7.把外壳的电源插销连到插座

上，再打开电源。 

8.你可以安装你想要的操作系

统，你现在⾃自⼰己成功地装了⼀一台电

脑！ 

总之，⾃自⼰己装电脑⾮非常好，

有很多优点也很容易。它培养耐⼼心

，⽐比买⼀一台已经装好的电脑便宜，

⽽而且质量好。你还可以选你想要的

电脑类型，⽐比如： ⼯工作⽤用的电脑、

学校⽤用的电脑和玩游戏的电脑等。 

 

童话新篇 
编者按：本期《⽂文芽》还收录了

三篇有趣的⼩小⽂文。“三只⼩小猪”的

故事⽿耳熟能详，可⼤大家想过故事

⾥里狼的感受吗？李傲宇的“三只

⼩小狼”让⼈人脑洞⼤大开，啧啧称奇

。⼆二年级的王与中⼩小朋友翻写了

“三只⼩小熊的故事”，⾔言语通顺，

认真细致，⽆无论字体或画画，都

让⼈人⼼心⽣生怜惜。陈妙⾔言的冒险故

事活泼有趣，让⼈人如临其境。《

⽂文芽》期待她更多的冒险故事。 
三只⼩小狼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李傲宇 

  三只⼩小狼想盖各⾃自的房⼦子。

⽼老三盖了⼀一个泥房⼦子，⽼老⼆二盖了⼀一

个⽊木房⼦子，⽼老⼤大盖了⼀一个⼤大铁塔。

⼀一只⼤大灰猪来了，吹倒了泥房⼦子。

⽼老三吓地跑到了⽊木屋⾥里。灰猪⽤用了

⼤大⼿手打倒了⽊木屋。⽼老三⽼老⼆二跑到了

⼤大铁塔⾥里。⽼老⼤大拿出了⼀一个打⽕火枪

。灰猪吹不了和打不了⼤大铁塔，后

来它开了秘密的⼩小门，想要进⼊入⼤大

铁塔。⽼老⼤大⼩小狼开了⽕火枪，但是灰

猪还没有死，然后⽼老⼤大开了⼀一辆跑

车撞死了灰猪。⽼老⼤大⽼老⼆二⽼老三再也

不怕灰猪来了。 



 

 

我的冒险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陈妙⾔言  

 我有过很多的冒险。我今天

是来分享我的冒险的。 

 我的第⼀一个冒险是在⼤大海⾥里

。我在海⾥里看见了珊瑚和美⼈人鱼。

啊！真美啊！我的第⼆二个冒险是在

天上。鸟⼉儿飞来飞去，云彩飘来飘

去，啊！真漂亮啊！ 

 我的冒险真有趣，下次来看

我的第三个冒险吧！ 

 

三只熊的故事 

马⽴立平中⽂文⼆二年级                 王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