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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圣诞节快到了，我们都想选

出最好的礼物送给亲人。从最热门的

书籍，到最时兴的玩具，最流行的衣

饰，到最实用的工具，还有各种自制

手工，让人在难以取舍之际几乎都忘

了，比礼物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与人

之间的深深情谊。有人说，世上最深

情的礼物是陪伴，就让我们把与亲人

共度的美好时光，点点滴滴收藏在记

忆里，时时温暖我们的人生旅途。 

 

又见哥哥 

马立平六年级      顾约萱 

这个周末我去我哥哥的学校看他。

他现在住在大学里，所以我们只能在

开放日去拜访他。 

我们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终于

到了他的宿舍。妈妈拥抱他的时候我

溜到他的宿舍大楼里去了。我在他的

房间外面等哥哥用他的钥匙把门打开。 

他的房间蛮干净，墙上挂着彩灯，非

常有气氛。他的床边墙头贴着隔音的

蓝色装饰板块，还挂上了他自己画的

一幅上海东方明珠的远景图。我立马

跳上他的床，舒舒服服地读着带来的

书。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跟着哥哥去参

观校园并去食堂吃饭。接着，我们去

听了他和朋友们演奏室内乐；还听了

一个合唱团的演出，另外还有弦乐团

表演。就这样忙到很晚，可是很开心。

他们学校天才真多啊。 

回来的路上我又想念我哥了。 

感恩节还有一个月， 希望他快回家！ 

写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 

 

童年回忆 

中文 AP       汪可洛 

       我小时候总是特别喜欢小黄人和

哈利波特。所以在我爸爸提议说要去

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 Orlando, Florida )

度春假时，我真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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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春假开始的第一天，我和

爸爸妈妈就坐上了从纽约飞往奥兰多

的航班并住在了环球影城园内的一个

提前预定好的酒店里。第一和第二天

我和爸妈一起游玩了迪士尼主题公园。

虽然那里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

和好玩的游乐设施，但是我最喜欢和

向往的仍然是环球影城。 

等到第三天一大早我姐姐从波士

顿坐飞机也来到了奥兰多，我们从机

场接到她后稍作休息就立即计划接下

来几天的安排。我和我姐都是哈利波

特迷，所以我们这次假期的重中之重

当然是哈利波特主题乐园。第三天上

午，我和姐姐迫不及待地直奔环球影

城的哈利波特园。这是一个超人气、

非常火爆的地方。好在我们订的这个

酒店可以享有提前一个小时进园的优

先权，还有免费水上巴士到各个主题

乐园。因为提前一个小时入园，排队

的人也少些，这样节省了我们不少时

间。我们在主题园的第一件事当然是

感受一下 Harry Potter and the Escape 

from Gringotts 过山车。这是一款室内

过山车，以书中古灵阁地下银行为主

题，还有地下探险和喷火龙，非常刺

激。 

坐完过山车，我们顺人潮来到魔

法世界。既是魔法世界，怎么能少了

必备武器——魔杖呢？于是我和姐姐

来到了奥利凡德魔杖店各自挑选一根

最适合自己的魔杖，分别装扮成哈利

波特和小魔女赫

敏开始了我们的

魔 法 世 界 之

旅…… 

坐 落 于 环

球冒险岛的霍格

沃兹城堡脚下的

霍 格 莫 德 村

（ Hogsmeade ）

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用茅草覆盖

屋顶的小村舍。

这里有很多不同

的店铺，霍格沃

茨魔法学校就坐

落 在 这 个 村 子

里。我们边逛边

玩，不久就觉得

肚子饿了，我们

便来到了三把扫

帚 店 （ Three 

Broomsticks 

Pub）， 这可是霍格沃茨学生经常拜

访的小酒吧。在这里我们品尝了哈利

和他的小伙伴最爱的黄油啤酒（Butter 

Beer）。 

乘坐霍格沃兹特快列车，我们来

到 了 位 于 环 球 影 城 区 域 的 对 角 巷

（Diagon Alley）。离开了霍格莫德村，

这里的魔法世界仍然神秘又精彩。这

里有很多魔杖互动游戏，念一句魔法

咒语，就会有你想不到的惊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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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站在街头上看古灵阁上面的火龙

喷火。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坐着霍格沃

兹蒸汽火车（Hogwarts Express） 往返

于霍格莫德村和对角巷，体验着哈利

波特的魔法世界，挥舞魔杖，念着咒

语，感受着不同的惊奇，恐怖，奇妙

和兴奋……这的确是一次非常愉快和

难忘的旅程，也是我印象深刻和最喜

欢的假期之一。 

 

草帽 

马立平八年级      丛宇桐 

每一个人都会有要记住的事情。 

勾起了我的回忆的东西就是我的草帽。

这个草帽是我第一次去墨西哥的时候

买到的。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起我就

想戴一顶大草帽。我玩的乐高里有一

个勇敢的英雄就戴着草帽。可是到了

干热的墨西哥，我看见机场在卖的是

另一种草帽。这种草帽有大的，有小

的，而且都比我想象的高。有的是墨

黑色和银色，有的上面拼了字，我正

伸手去拿一个没有什么花色的帽子的

时候，看见爸爸已经走了。 

假期过半，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

镇。因为我在旅馆里滑溜的地板上摔

倒了，我的眼睛变得黑黑的，可是这

只让我更喜欢墨西哥。为什么呢？因

为这里这么热闹，我怎么可能悲惨呢？

我们到了小镇里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

又一个的小商店。每一个商店里都有

卖帽子的，卖骷髅和小吃的。我一直

在想我要买哪一顶帽子，都没注意到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在想，

我是要大的，还是要小的，黑色的还

是紫色的。爸爸答应给我买帽子，但

是要求我必须用西班牙语跟卖帽子的

人说话。我高高兴兴地跑进商店，开

始选帽子。最后，我选到了一个写着

“Viva La Mexico！”的帽子。我把它

拿给坐在地上的一位奶奶。我给她了

一些钱，然后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声谢

谢就走了。 

       

这个帽子仍然挂在我的卧室的墙

上，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到难忘的

墨西哥之行还有勤劳善良的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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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探源.  

编者按：据说远古的时候，一般人并

没有姓，只有在族中作出特殊贡献之

后，才可能得到姓，让后代可以世代

承袭。如此说来，每一个姓都有故事，

都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以下请看马立

平六年级的同学们探寻自己姓氏的起

源和故事。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像

文芽小编辑薛涵予一样，去找一找自

己姓氏的甲骨文和图腾，一定会有有

趣的发现。 

马立平六年级      党潭松 

党姓虽然人口很少，但是起源却

很复杂。春秋时候，晋国有大夫被封

到上党这个地方，他们的后代有的用

地名作为姓，成为党，这是今天党姓

的一个来源。后来，鲁国有个大夫被

封到党这个地方，他的后代也以封地

名为姓，成为党性的另一支来源。当

代的党姓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

以陕西、山东、山西、云南等地集中。

这当中，陕西的党家村最有名，如今，

他们的后代依然在这里坚守着祖产，

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去参观。 

党姓有很多名人： 

党祺：宋代进士 

党人弘：唐朝的开国代成之一 

党蒙：清朝翰林。 

 

马立平六年级      薛涵予 

薛姓是中国人的一个姓氏，它的

名字是草头薛，发源于山东济宁、滕

州，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68 位。今

天薛姓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

和河北，我爸爸就是从江苏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奚仲，

他精工巧思，发明了车辆，大禹因此

赐封他薛国，他就以薛为姓，人称薛

侯。他和他的后代就是当代薛姓的由

来。 

 

薛姓历史上有两位出名的大将军，

他们是父子俩，父亲叫薛仁贵，儿子

叫薛丁山，他们是唐朝的大将，为唐

朝打下了很多江山。薛仁贵曾经打下

了朝鲜（Korea）。 

 

http://www.qulishi.com/baijiaxing/68.htm
http://www.qulishi.com/baijia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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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六年级      顾仲妍 

有一种说法，顾姓是勾践的后代。

勾践十三世孙摇，由于帮助刘邦打败

项羽被封为东海王。后来摇把一块儿

地给了他的二儿子并封了顾余侯。从

此在这块地住的人都姓顾。 

 

马立平六年级      曹谙理 

我姓曹。曹姓在《百家姓》里面

排在第 26 位。早期的曹氏在中原地区

居住。后来曹氏开始逐渐南迁到中国

的各个地区。 

 姓曹的名人很多。较早的要数春

秋时期的曹刿
guì

了。在《曹刿
guì

论战》里， 

他提出了著
zhù

名的“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 的打仗原理和方法。 

最有名的要算是曹操了。曹操是

东汉的丞相和将军，他也是个诗人。

他写了很多有名的诗句，比如“对酒

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的儿子们也有名，比如曹丕

是魏国第一个皇帝。曹植是很有名的

诗人。我最喜欢的是曹冲。曹冲很聪

名。他七岁的时候，就能够想出巧妙

的方法去称一头大象的重量，这个有

名的故事叫“曹冲称象”。  

 

    

清朝的曹雪芹也很有名。他是一

个很有名的小说家，他的著作是《红

楼梦》。 

曹姓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姓。我很

快乐我姓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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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来了.   

编者按：秋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

凉爽，仿佛在告诉人们夏天已经过去，

秋天开始。阵阵秋风的到来，树木为

适应环境的变化，叶子的颜色也在不

断的变化，渐渐变成红色，然后开始

落下。在这个醉人的季节里，有美丽

的红叶，有形态各异的南瓜，还有孩

子们最爱的万圣节。这些都被美洲华

语三年级的小朋友们用他们生动的笔

记录了下来。请爸爸妈妈和大哥哥，

大姐姐们都读一读这些充满童趣的小

文章。（成可馨 撰） 

 

秋天到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成贵翔 

秋天到了，我们有许多有趣的事

情可以做。 

我们每年都会去农场摘苹果，看

很多小动物，比如马、牛、猪、羊、

鸡和鸭子。 

我们还会去摘个大南瓜，给万圣

节用。 

万圣节到了，我就和我的朋友一

起 去 要 糖 。 我 们 会 大 声 说 Trick or 

Treat！ 

秋天里，树叶从绿色变成黄色，

非常美丽。我们全家会一起出去爬山，

看枫叶。 

秋天真美丽！ 

 

秋天到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高语辰 

秋天到了，几乎是万圣节了。地

上有很多落叶，我有两个南瓜。我吃

了黄色的大苹果。现在是摘苹果的好

时候。天气也开始变得寒冷。 

 

秋天到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何乐乐 

 秋天到了，树叶开始变黄了，一

片片的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果园里的

苹果和梨都成熟了，田里的南瓜也变

得黄澄澄的。天气慢慢变冷，小朋友

也都穿上了厚衣服。我爱美丽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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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在这里 

美洲华语三年级      许菲儿 

我走到我家后院， 

站在清爽的秋风里。  

我看到： 

树上叶子是黄色和红色的， 

地上的叶子是棕色的。 

我看到： 

有的松鼠爬到树的高处， 

有的松鼠在地上吃着松果。 

秋天在这里， 

秋天在我家的院子里。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倪步楚 

秋天来了，天气变冷了。树上的

叶子掉了。上星期我和我的家人去爬

山，我看见许多红色，黄色，还有橙

色的叶子。秋天不冷也不热，还有我

最喜欢的万圣节。秋天是我最喜欢的

季节。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好雨 

秋天来了，满院子秋天的色彩。

爸爸把成堆的落叶吹成小山。我和弟

弟在叶子堆里打滚儿，筑墙，挖宝。

万圣节前，我和弟弟到农场里买南瓜，

和爸爸装饰院子，买糖果等待万圣节

的到来。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李壮壮 

秋天来了，秋天是最美丽的季节，

有的叶子变成了黄色，也有的叶子变

成了红色。秋天是果实丰收的季节。

苹果，南瓜都成熟了，我爱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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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晓萌 

秋天来了，叶子变成黄色，红色

和橙色。在秋天，我喜欢堆树叶，然

后跳进去。我也喜欢万圣节和远足。 

 

秋天到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牛牛 

秋天到了，天凉了，树的叶子变

黄了，花落了。天黑早了。我喜欢秋

天，因为我可以跳进落叶堆里。 

 

秋天到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马牧骁 

 秋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了。树

叶变成了五颜六色，有红色、黄色、

橙色、还有紫色。 

树叶落了一地，我踩在厚厚的树

叶上，发出吱吱的声音，非常高兴！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高奥森 

秋天来了，树叶都变黄了。我最

喜欢的季节就是秋天了，因为我几乎

所有的好朋友的生日都在秋天，而且

火鸡节也在秋天。那是唯一的一天爸

爸妈妈不用去工作，可以陪我和姐姐

一起吃火锅。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叶永斌 

秋天来了，天更凉了。树叶黄灿

灿的，还有红色，橙色和棕色的。上

周我们去郊游了。我妹妹的生日在秋

天。她今年四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