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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今宵

演。15 位华夏爸爸们为联欢会点燃彩

编者按：本校春节联欢会的小主持人
中，有两位帅气小伙是《文芽》的常
驻小编辑。大家平时见其名，读其
文，这次可以闻其声，睹其人，一定
注意到了他们在中文的听说读写各方
面，都在不断争取着进步。希望他们
努力的身影，能鼓舞同学们更积极地
投入到中文学习中去。请看他们带来
的联欢会报道：

拜年；学前中班和美洲华语三年级的

马立平七年级

炮；校长、董事长和 PTA 主席给大家
同学唱了一曲《新年好》；舞蹈大班
燃烧了我们的《卡路里》；马力平一
年级和二年级的小朋友们带来了一群
《小猪小猪肥嘟嘟》；老师舞蹈队为
我们表演了舞蹈《春之韵》，让我们
享受了春天的温暖；我们从学前大班
学了《声调歌》；美洲华语一和二年
级的小朋友给我们表演了宇宙第一神

王子轩

曲《拔萝卜》；马力平三年级告诉了
我们不是聪明的公鸡才会下蛋，其实

中国新年有很多习俗，像挂灯笼、
吃年饭、放鞭炮、看烟火、收红包和

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智慧故事《公鸡

做大扫除。在中国过新年的时候，大

蛋》；学前大班的小朋友唱了一曲

家都会回老家，还会有很多好吃的，

《两只老虎+童谣》；成人舞蹈队表演
了舞蹈 The Way I Are；还有精彩的杂

像鱼、春卷、饺子和年糕。今年是猪
年。在中文学校，我们最热闹的事情

技表演；马力平一年级的小朋友用

是参加春节联欢会。

《量词歌》教会我们不是一“个”狗，
而是一“只”狗；舞蹈小班让我们欣
赏了《Flower Festival in Genzano》；
美洲华语 4 和 5 年级带我们一起回忆了
《童年》；马力平四年级的同学告诉
我们为什么属十二生肖；卡拉 OK 俱
乐部歌后组合向碧霞和谢璇演唱了
《岁月》；马力平五年级给我们带来
了优美的合奏《女儿情》；美洲华语

震天的锣鼓敲起来，热烈的掌声

六年级为我们带来了《阳光总在风雨

响起来。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开始

后》；马力平六年级的小品《厨师招

了！今年，我们有二十七个精彩的表

聘》告诉我们“蚂蚁上树”不是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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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菜；我们从美洲华语八年级学会

处贴着小猪。我在走廊里看见了各种

了为什么要《保护地球妈妈》；成人

各样的活动。有摸大福，剪纸和吹气

列队舞蹈班为我们带来舞蹈《采薇》；

球。我弟弟玩了一次摸大福，他非常

马力平七年级带来了一个说唱《中国

高兴能赢到一个闪光的小球。后来，

话》；马力平八年级告诉了我们《三

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走到了拍照的地方。

个和尚》的故事；最后，成人民族舞

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的大门，就像正

蹈队把我们带到了《小城雨巷》......

式的春节晚会背景。大家都跟妈妈一
起拍了照。

今年的春节联欢会真的是又好看，
又有趣。大家有空时，去看看我们的

我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去后台

精彩视频和照片吧！（感谢宣宣老师

排练了。我们走到后台见到了主持人

的主持剧本！）

Eric 和一位女生。
我没看到另一位主持，宣宣老师。

马立平七年级

我就问到 Eric：“宣宣在哪里？”

丛宇桐

突然，刚才那位女生说：“就在

春节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重要的节

这！”

日。它是 Lunar Year 的新年。中文学
校为了庆祝这个节日办了一个春节联

啊，原来宣宣打扮了化妆了，我

欢会。

都认不出来了！
我惊讶地说道：“你真的是宣宣
呀！”
后来，我突然被一个人吓了一跳，
原来我的主持搭档周琳欣到了。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她走
到我旁边准备排练了。
陆陆续续地大家都到了。准备上

在春节联欢会上，我感到了新年

台前大家都紧张得哆嗦。放完鞭炮我

喜庆的气氛。大家都穿的红衣服，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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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起上台好好享受大家热烈的掌声。

“唱完了！” 我想。掌声想起来了，

Eric 说道：“亲爱的同学们、家长们、

我就迅速跑下台，准备介绍下一个节

老师们，我是主持人 Eric，又是一年

目。节目都完毕了，我终于可以坐下

春节，我们再次欢聚一堂，共庆新春。

来好好休息一下了。

祝大家猪年大吉，万事如意。”我听

要是想感受新年的气氛，必须要

到了王灏享说：“我是王灏享，祝大

参加春节联欢会，拜年和跟大家伙儿

家猪年福运浩浩汤汤，享都享不完

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我当主持人感

哦！”等她说完，我就开始说：“好

到骄傲，因为我能代表我的学校。当

啊，我们大家一定从善如流，好好享

上了主持人教会了我该怎样在舞台上

受新年新气象，给大家伙儿拜年，我

表现，而且让我在公共场合说话的能

是丛宇桐。”

力提高了。

一个一个说完台词就回到了后台。
我在后台能看见我的弟弟在高兴地笑。
至少他没有哭，我想。听见小朋友唱
他们的歌《 拔萝卜》 ，我记得我该上
台了，我就高兴地往台上走。等周琳
欣说完，我就说：“有请咱们学前大
班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 声调歌 》，
大家竖起耳朵来哦！”
不到一会儿半个晚会已经过去了。
我开始换上衣服，因为我们班要准备
表演了。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到了。
我们的节目介绍之后，我慢慢的低着
头走上台，因为我不想看见那么多人。
但是到了话筒前时，我抬起头看台下。
我有点惊讶，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走了。
我们听到音乐 ， 就开始唱。“ 扁担宽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这些歌
词唱完了，我们就开始跳舞和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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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又大又亮。毛茸茸的她经常被
我们抱起来。她的毛又软又顺，一层

编者按：几乎每一个孩子，都非常渴
望能养一只宠物。小宠物不仅可以当
孩子们的玩伴，还能帮他们体会到照
顾另一个生命的快乐和挑战。当宠物
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孩
子们的内心也得到了成长。请看《文
芽》小编辑关于的宠物故事：
AP 中文班

一层的帮她在冬天里保暖。生为一只
兔子，她最爱蹦蹦跳跳的。整天在家
里跑来跑去，但是看起来一点儿都不
累。
我的小白兔是我最好的伙伴。我
一个人在家里时，就有她来陪伴我。
当我有时间，就会跟她玩，帮她梳一

倪步清

梳毛。可爱的 Miu Miu，谢谢你带给我
的快乐。

可靠的伙伴，可爱的萌宠，宠物
能带给人类欢乐，能成为我们最好的
朋友。是狗，是猫，是鸟，是鱼，不
管是什么动物，都有自己被人类喜爱

我最美好的回忆

的原因。

AP 中文班

林若耶

我从小就非常的爱动物。看到别
人欺负流浪的狗或者用脚踩地上的蚂
蚁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生气。有一天，
我和妈妈在外面闲逛的时候，我看⻅
见一只又白又小的动物，一只可爱的
小狗。我立马问妈妈，“我们可以养
一只狗吗？”妈妈的回答每次都是一

我们家散养了一只兔子，名叫

样的，“不行，我们太忙了，不会有

Miu Miu。她是一只狮子兔，今年快四

时间跟它玩的。”

岁了。在客厅里，她是可以随便玩耍

可是，我怎样都不放弃。“妈妈，

的。虽然她有时候会调皮，乱咬我们
放在地上的东西，但是大部分时间，

我帮你洗洗碗吧。对了，我们可以养

她都乖乖的。她一身黑白的毛，跟熊

一只狗吗？”我每天都拼命的求妈妈

猫的样子特别像。黑黑的眼圈显得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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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养一条狗，可是她每次她都会找

养只狗吧。让你开心是最重要的一件

出一个不同的借口。

事。”他这句话让我感动得都快哭了。

过了几年，我刚上中学的时候，

不久，那只可爱的小狗—— Leo，

我最要好的朋友们都没有跟我同班，

就到了我们家。它刚来的时候非常想

让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哥哥那时候功

念前一个主人，可是不久也就爱上了

课很忙，没有时间和我说话。妈妈爸

我们。我每天早晨起来，看到它脸上

爸也都忙得很，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的笑容，就会记起来生活中的美好。

想养狗的事情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真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复习功课的
时候，突然听到了电话铃声。“妈妈，
电话！”我不耐烦的吼了一声。可是，
妈妈不在家。我匆匆忙忙地把电话接
了起来。“请问是谁？”我问。原来
是爸爸。他对我说，“快点查一下你
的微信。”我觉得爸爸有一点奇怪，
平常都叫我专心读书，今天居然叫我
看手机。
原来爸爸给我发了一张狗的照片。
那条狗身上有灰有白的，形状像一根
香肠一样。它的耳朵和腿上还有一点
点金黄色的毛，它的尾巴像一小戳棉
花一样。我叹了一口气，这只狗太可
爱了，可是爸爸为什么给我发这张相
片呢？难道我们可以养狗了吗？养狗
一定太麻烦了，还是别养了吧。我给
爸爸发了一个短信说，“不用了。大
家都太忙了。”不久，爸爸就回答了。
他说，“爸爸妈妈商量了，我们还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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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五年级

小小发明家

我最想发明一个跟狗玩 fetch 的

编者按：论知识，小朋友可能及不上
大人，但论创意，大人们可都要靠边
站了。请看美洲华语五年级的小发明
家们，天马行空的创造发明：
美洲华语五年级

程羽灵

机器。这个机器会扔小狗的玩具，还
会选择方向和远近。小狗只要把玩具
放在机器上，就可以开始玩。这样，
在你学习或者不在家的时候，小狗还

唐嘉雎

可以高高兴兴地玩。

我要发明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
人可以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我要发明

美洲华语五年级

这个因为天上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
可以有好多的氧。氧可以把我们的寿

陈祖钰

有许多东西可以发明，但是我最

命变长一点。

想发明的是一种可以完全过滤污染空
气的装置。我想发明这种装置是因

美洲华语五年级

为，在中国，很多人天天都得把防污

周琳欣

效果不佳的口罩戴在脸上，以防止呼

我最想发明的是一种按一个键就

吸到被污染的空气。而且，住在加利

能把人变得和善的机器。我的发明就

福尼亚海岸的人们说，有来自中国的

叫做和善传播机。我最喜欢大家和善

被污染的空气正随着风飘向加利福尼

地相处。

亚海岸。如果我们不尽快地停止污染
空气，地球就会受到更严重的污染。

美洲华语五年级

安英康

我最想要发明一个机器，它可以
读你的思想，并把它写下来。我要叫
它“思想作家”。我要做这个东西因
为我不喜欢写笔记，还因为如果我把
它放在我朋友的脑袋上，我就可知道
他在想什么！在机器上面有一个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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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它会读你的心思。在机器下面有

美洲华语五年级

一个打印机，它会打印出来你的思

安英康

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是

想。我想我的“思想作家”是一个很

一 个 棋 盘 游 戏 。 它 的 名 字 是 ： The

好的发明。

Quest For El Dorado。这个游戏的玩法
是比赛去一个失落的城市。你要去那
里因为在那里有很多金子和钻石。

圣诞礼物

但是你要经过很多的森林、河流、

编者按：为什么圣诞节是孩子们最喜
爱的节日呢？只要看看美洲华语五年
级的同学们，聊起他们收到的礼物那
高兴劲儿，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美洲华语五年级

和大山。在很多其他的棋盘游戏里，
你用一个骰子去走，可是在这个棋盘
游戏中，你用游戏卡去走。你的游戏
卡是你的考察队员来帮你。比如在一

程羽灵

张卡里，他有一把刀，所以他可以帮

在圣诞节那天，我收到了很多礼

你走进一座森林。还有一种划船卡，

物。我最喜欢的礼物是妈妈送我的一

它可以帮你去跨河。你还可以有旅客

个粉红色的麦克风。这个麦克风会放

卡，它们有钱。你可以用钱去买其他

音乐还会亮灯。你可以调音量和制造

的游戏卡。有一种卡你要买的是船长

回音，也可以录音和变声。如果你选

卡，他可以用桨通过很深的河流。

变声，它可以把你的声音变得很低或

圣诞老人还送给我一个纸牌游戏。

者很尖。它不用插电源线，用起来很

它的名字是：The Mind。可以有两个

方便。我很喜欢用我的麦克风。

人 或 者 很 多 人 玩 。 在 Quest For El
Dorado 里面， 你自己会赢，在 The
Mind 里大家会赢。一个人拿一张卡，
在每一张卡上有个数字。大家不知道
别人的卡但是要按数字顺序把卡片放
在桌子上，如果顺序错了大家要重新
开始。
我真喜欢圣诞节！
8

文芽 | 第 98 期

美洲华语五年级

唐嘉雎

自然习作

我收到了四件礼物。在这里我要

编者按：自然课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启

讲两件礼物。

蒙课。美洲华语三年级的王老师把科
学探索和中文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请

我收到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玩具

看同学们的文氏图习作：

猫头鹰，叫 Holly。我已经知道我要收
到这件礼物，是因为我跟妈妈一起去

美洲华语三年级

周琳茵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益天

店里买了它。妈妈提前告诉说我这是
我的圣诞节礼物。我的长笛老师也叫
Holly。

我收到的第二件礼物是一本
Harry Potter 的计划书。我要用这本计
划书好好规划我 2019 年。
我还有两件其他的礼物，但是在
这里我就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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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三年级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祖铭

陈沛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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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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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语三年级

孙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