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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联想  

编者按：鲁迅说过“旧历的年底毕竟

最像年底”， 深以为然。在远离中

国故乡的许多爸爸妈妈⼼心中，只有

在每年中⽂文学校的新年联欢才感受 

最浓厚的年味，才能感觉到要过年

了。正是这⼀一年年热闹的联欢，抚

平爸爸妈妈对故乡的思念，也教会

孩⼦子们中国传统，带给孩⼦子们难忘

回忆。《⽂文芽》编辑黄昭雯对我校

2 ⽉月 11 ⽇日的春节联欢会的报道，让

⼈人如临现场，各种热闹景象仿佛扑

⾯面⽽而来。同时分享的还有陈再曦编

辑和汪哲铭同学的过节回忆，⽣生动

活泼，煞是有趣。 
	  

庆新春 2018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黄绍雯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了！我们

的中⽂文学校举办了⼀一个春节联欢会

。春节联欢会可热闹了！节⽬目还没

开始，⼩小朋友们就开始又吃又玩啦

！⾛走廊⾥里有各个赞助商摆的桌⼦子，

有卖⼩小吃的，还有玩的，有点⼉儿像

在中国逛庙会，可热闹啦！

 

 演出在热热闹闹的舞狮⼦子和

放烟花中开始了。学校⾥里年级最⼩小

的朋友都参加表演了。学前⼩小班表

演了舞蹈“我们都是乖孩⼦子”。学前

中班唱了“新年好“。 ⼩小朋友表演的

很卖⼒力⽓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大⼀一些的⼩小朋友们也不⽰示弱

。他们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练

武术的，还有演⼩小品的。其中马⽴立

平五年级的⼩小朋友们表演了⼀一个⼩小

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因为我

去年刚刚学过西游记，所以对他们

的表演印象深刻。他们表演的很好



，服装和道具也很好。尤其是那个

猪⼋八戒，看起来好可爱！

 

 ⼩小朋友们除了唱歌、跳舞， 

还有拉⼩小提琴的。⼩小提琴⼩小班表演

了“Lightly Row”。⼩小提琴⼤大班合奏

了“春天”。 琴声动⼈人！

 

 联欢会还请来了魔术师，⼩小

朋友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举⼿手，想

去做魔术师的⼩小助⼿手，很多⼩小朋友

还激动地跑到台上，想去看看魔法

的秘密。魔法的秘密没有发现，倒

是抢到了魔术师的糖果。

 

 众多节⽬目中很引⼈人注⽬目的是

夏玫⽼老师编的舞蹈。夏玫⽼老师是中

⽂文学校倍受欢迎的舞蹈⽼老师。她今

年编的舞蹈叫 “释放”。“释放”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每个地⽅方都有规矩

，⼤大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开

始的时候，⼤大家都在遵守规矩。可

是有⼀一个⼈人不喜欢这样，她想打破

陈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

她发现不管她做什么，总是会受到

限制。后来⼤大家终于可以冲破陈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妈妈们也不⽢甘⽰示弱，妈妈舞

蹈队表演了“鸿雁”，她们真的跳出

了鸿雁展翅翱翔的样⼦子。妈妈们还

表演了队列舞“仓央嘉措情歌”，风

情万种！

 

 联欢会还有卖彩票和抽奖活

动，有很多幸运观众都中了奖。新

年有个好彩头！ 

 

 最后，我想感谢所有的志愿

者。 他们从昨天就开始布置会场，

今天又帮忙分发⾷食物，义卖⼩小吃，

组织游戏，清理会场。没有他们的

努⼒力，就没有我们成功的联欢会！

	  

	  

不是圣诞节的圣诞节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汪哲铭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早上，但

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早上。 这天

是我们家的圣诞节。 那是因为圣诞

节那天我们⼀一家⼈人都要去旅游，所

以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给圣诞⽼老⼈人

让他尽早来送礼物。 

我早上醒来急匆匆跑下楼

梯，发出的声⾳音响得把我爸爸妈妈

和妹妹都吵醒了。两秒钟后我的妹

妹想起来今天是我家的圣诞节，她

飞快的跑过⾛走廊，下楼梯。我们的

爸爸妈妈懒洋洋地跟在她⾝身后，

问：“你们两个⼈人这么早起来⼲干什

么？“我们两个⼈人同时说：“今天是

圣诞节！”后来我们就开始打开我们

的礼物。我得到了很多⾐衣服和⼀一双

⾮非常好看的红⾊色的运动鞋。我很喜

欢那双鞋⼦子。 

打开完所有礼物后，我们就

和平时⼀一样吃早饭去上学了。但是

因为这个圣诞节，我⼀一整天都很开

⼼心。 

中国新年 

美洲华语七年级                     陈再曦 

  中国新年快到了，我想和⼤大

家分享⼀一下我的关于中国新年的记

忆。虽然中国年不是⼀一个美国公众

假⽇日，不放假，但是我们还是会在

家庆祝。⼤大部分的记忆是跟我奶奶

有关的。以前奶奶跟我们住的时候

，⼤大年初⼀一那天，她会做三件事：

做美味的⾷食物，拜祭祖先， 和发红

包。 

 



 她新年准备的⾷食物都是有寓

意的，表达对新年的期待。奶奶会

做⼀一个全鸡，寓意有头有尾，善始

善终；⼏几条鱼表⽰示年年有余；她还

会做发菜蚝豉煲，发菜是表⽰示“发财

”，蚝豉是表⽰示“好事”，另外，她还

会准备⼀一些桔⼦子，寓意⼤大吉⼤大利。 

 新年那天奶奶还会做⼀一件她

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拜祭祖先

神灵。因为我奶奶的祖籍是⼴广东，

她很传统，甚⾄至有点迷信，所以会

沿袭⼀一些⽼老式的过年习惯。⼤大年初

⼀一的早上，她会打开⼤大门，摆⼀一个

桌⼦子，放⼀一些⾹香和⾷食物的供品，供

品有⽔水果，全鸡，全鱼和酒，然后

对着⼤大门双⼿手合⼗〸十，⼩小声说⼀一些祈

福的话。其实我听不懂她的话，只

知道内容⼤大概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

家⼈人平安健康。她说完以后，爸爸

，妈妈，哥哥和我再轮流拜⼀一拜。

这个仪式完成以后，我们就在吃饭

的时候把供品吃掉。 

 ⼤大年初⼀一奶奶还会给家⾥里的

每个⼈人发⼀一个红包，⾥里⾯面装着压岁

钱，⼴广东⼈人叫它“利⼠士封”，是利利

⼠士⼠士，⼀一切顺利的意思。 

 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过年习俗

，你们的是什么呢？我祝⼤大家⼀一个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万⽔水千⼭山 

编者按：旅游是件快乐的事情。既

可放松⾝身⼼心，又可游⼭山玩⽔水，增加

见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当

然品尝各地美⾷食也是其中⼀一⼤大乐

事。美洲华语四年级⼩小朋友们的游

记⽂文笔细致，栩栩如⽣生，让⼈人体会

到他们⾝身在其中的快乐，使⼈人不禁

⼼心向往之。 
	  



令⼈人难忘的地⽅方-帕克城 
美洲华语四年级                     ⽅方博霖 

  犹他州帕克城是⼀一个令⼈人难

忘的地⽅方。我在今年圣诞节期间去

那⾥里。 

 

 帕克城以滑雪⽽而闻名，滑雪

胜地的旅馆也⾮非常棒。我们住在 

Grand Summit Resort，这是⼀一个能

够直接步⾏行到滑雪缆车的旅馆。我

们的旅馆有⾃自助早餐。⾃自助早餐有

许多不同的选择，如煎蛋，⽕火腿，

培根，酸奶，麦⽚片，等等。煎蛋是

最棒的。旅馆还有⼀一个温⽔水游泳池

和三个热⽔水浴缸。滑雪后我们每天

都去那⾥里，⾮非常放松。 

 滑雪⾮非常开⼼心，⽽而且我有很

⼤大的提⾼高。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滑

雪 道。蓝⾊色的，绿⾊色的。和双蓝道

， 我 滑 过 的 蓝 ⾊色 的 雪 道 ， 包 括 

Kokopelli Snowdancer ，  Painted 

horse，Echo， Boomer 等等。我坐

了许多不同的滑雪缆车。印象最深

刻的叫橙⾊色泡沬缆车，因为它有加

热座椅，橙⾊色泡沫顶⼦子还放下来可

以挡风雪。 Saddleback express 也是

⼀一个不错的惊喜，缆车的安全栏上

有个滑雪路线图，坐在缆车上可以

研究滑到哪⾥里，怎么去，⾮非常⽅方便

。Red pine gondola ⼀一路从⼭山顶下来

，能看到最好的风景。我们⼀一共滑

了四天，⼤大家⼀一致同意我进步很⼤大

！ 

 
 

 帕克城的 main street 是⼀一个

很 有 趣 的 地 ⽅方 。 我 在 ⼀一 家 叫

Mustang 的餐厅吃晚餐。街上还有

许多艺术品店和其他很 cool 的商店

。街上甚⾄至还有⼀一个加热的长椅，

坐上去太舒服了！ 

 在帕克城附近，还有许多开

雪地摩托和滑雪轮胎的地⽅方。 



 帕克城有很多好玩的让我感

到惊讶，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一次

。 

  

最难忘的⼀一次游⾏行经验 
美洲华语四年级                     陈祖钰 

  

 让我最难忘的游⾏行之⼀一是两

年前的暑假到 Caymon Island 的游

⾏行。 

 我和全家游玩了海星海岸（

Starfish Shore），黄貂鱼城（

Stingray City）和乌⻳龟养殖场 （

Turtle Farm。）在海星海岸，我们

跟海星玩。当我们把海星放在⼿手掌

上时，他们就会把我们的⼿手吸住。

真是好玩极了！在黄貂鱼城，到处

都是黄貂鱼！我们不但能给黄貂鱼

喂⾷食，甚⾄至还能跟他们拥抱呢！在

乌⻳龟养殖场，我们进到⼀一个⼤大⽔水池

⾥里和乌⻳龟们⼀一起游泳。 

 Cayman Island 的游⾏行真是⼀一

次又神奇又难忘的游⾏行啊！ 

 

 

神奇的夏威夷 
美洲华语四年级                     邱佳程 

  

我最难忘的旅⾏行是夏威夷，

是个很美丽的海岛。我在柔软的沙

滩上我看着漂亮的海上落⽇日，满天

都是红和橙⾊色，海⽔水也被染成了⾦金

⾊色。我坐在潜⽔水艇上看见漂亮的珊

瑚和五颜六⾊色的鱼群。在海底我的

红鞋变成了紫⾊色，真有意思。我们

开车上了⽕火⼭山顶。⽕火⼭山很⾼高。天⽓气

很冷。我们看见脚下的⽩白云和远⽅方

的海岸。我在夏威夷吃到世界上最

好吃的刨⽔水。冰凉可⼜⼝口，还有各种

各样的⽔水果⼜⼝口味。 

我爱夏威夷。希望能再去⼀一

次。

 
 

 



我最难忘的地⽅方 
美洲华语四年级                     唐嘉雎 

  

 我最难忘的地⽅方是巴黎，因

为它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我最喜欢

四个地⽅方。 

 我喜欢卢浮宫，因为它有好

漂亮的画和塑像。我最喜欢的画是

蒙娜丽莎，因为它很细致。我最喜

欢的塑像是⼀一座埃及的塑像。他的

眼睛很奇妙，是⿊黑⾊色宝⽯石的。 

 我还喜欢莫奈花园。莫奈花

园有很多漂亮的花种成彩虹的样⼦子

。莫奈花园还有池塘，池塘⾥里有粉

红⾊色的荷花。池塘边有⼀一座桥和⽵竹

⼦子。莫奈的家⾥里有莫奈的画和⽇日本

的画。 

 我⽐比较喜欢凡尔塞宫。凡尔

塞宫有很多⾦金⾊色的门和窗。它的屋

顶是蓝⾊色的。凡尔塞宫还有⼀一个有

镜⼦子的⼤大厅和⼀一个花园。它还有好

多的画。 

 我还喜欢埃菲尔铁塔。我在

埃菲尔铁塔上看见巴黎全景。我看

见⼀一条河，⼀一座桥，和⽩白⾊色的房⼦子

。远远看去，它们就像三⾓角形和长

⽅方形。这个景⾊色很漂亮。 

 巴黎有好多好玩的地⽅方。但

是我没有时间。我也许还会再去巴

黎。

 

我最难忘的事 

美洲华语四年级                      陆  桉 

 

 我最难忘的事是我的朋友在

我家过夜。我们⼀一起看了 《海洋奇

缘》 和 《⼩小魔⼥女宅急便》。我最

喜欢的是 《⼩小魔⼥女宅急便》，因为

⾥里⾯面有⼀一只很好玩的猫。过了⼀一会

⼉儿，我们准备去睡觉。可是妈妈刚

⾛走开，我们就开始说话了。过了⼀一

会⼉儿，妈妈进来告诉我们应该睡觉

了。这是我第⼀一次有朋友在我家过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