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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爸爸写的信 

吴宗书 

爸爸,我想跟你说一些心里话, 不知道

你喜不喜欢听. 

你很关心我的成长, 尤其重视体育锻炼.你

教了我很多技能,游泳, 滑雪, 跆拳道和国

际象棋. 

我记得,在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 进

水就要开始哭和闹了.可是你坚决让我下

水. 我很怕沉入水里,不敢放松地在水里

游. 你告诉我,如果我能沉入水底并在池底

坐十秒钟, 我那一天就不用游了. 我想: 

“真简单!”.可是我发现, 我用尽力气, 

使了各种方法,  我最多只能在水底坐到四

 

一本有趣的书：“玻璃城堡” 
陈恩璐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这本书叫“玻璃城堡”（The Glass 

Castle），作者的名字叫 Jeanette Walls。

这本书是讲述作者小时候的生活。虽然这本

书读起来有一点伤感，可是也令人受鼓舞。

作者的写作风格非常优雅，有时候，让我从

心底能够懂得书中人物的心情。 

“玻璃城堡”从作者最早的记忆开始— 

她着火了。从这里起，作者一直吸引着我，

让我读得津津有味。Jeanette的爸爸妈妈赚

不到很多钱，也不想花很么多时间在孩子身

上，所以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大部分时间都是

自己照顾自己。Jeanette 的妈妈不负责任，

她的爸爸是一个醉汉和赌徒。爸爸虽然总是

说他会建造一个‘玻璃城堡’，但是当他有

钱时，都会把钱花在酒上，或赌博输掉。当

Jeanette和她的兄弟姐妹都在纽约开始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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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学期的第一期小语世界! 我叫林伊茗，我是今年华夏大纽

约小语世界的主编辑。我希望今年的报纸里面充满好文章，启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让大家欣赏华夏大纽约的辉煌！ 

 

 



秒!我最后发现, 我是沉不下去的! 我从那

天起就不怕水了, 能够自由自在地在水上

漂浮. 然后你用三步曲的方法让我在最短

的时间里掌握了蛙泳的技巧.直到现在, 我

的蛙泳还是所有泳姿中最好的. 

你在教我和弟弟滑雪时, 帮我把雪板

背到到半山坡,  然后让我滑下去, 我很害

怕, 你总是鼓励我勇敢滑下去. 我摔了很

多跤,滑得满头大汗, 很快就学会滑雪了.

我记得, 在弟弟学滑雪时, 你每次把他背

到半山坡. 弟弟滑了几次之后, 爸爸就满

头大汗了. 我和弟弟就是这样学会滑雪的. 

你还鼓励我学国际象棋. 我原先很不

喜欢国际象棋, 根本不懂国际象棋的规则

和技巧.你给我买了很多国际象棋的书, 你

还破例让我上网用计算机练习. 在我厌倦

的时候, 你鼓励我,坚持就是胜利, 最后我

掌握了国际象棋. 

可是我也有些地方不喜欢你,你有时没

有耐心, 会发脾气. 还有, 你有时不尊重

我的想法, 例如, 我生日的时候, 你买的

礼物都是我不喜欢的书.根据过去的经验, 

给你提些意见.第一, 你和妈妈吵架的时候

要冷静.你们吵架时我不敢靠近你们, 因为

你发脾气, 偶尔会砸东西(旁边的玻璃碗或

者离你最近的木凳子). 第二,过生日的时

候, 我一定坚持要喜欢的礼物.否则, 我要

是不说我要什么, 你就给我买我不喜欢的

东西. 第三, 你一定要跟我商量我要参加

的活动.你经常没有跟我商量, 就给我办我

不喜欢的活动. 第四,我成绩不好的时候你

不要生气.有一次,我考试差了半分, 你就

大发雷霆. 第五, 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控制

你的脾气.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朋友实在没

有事情干, 想玩一点电子游戏, 你就发脾

气训斥我, 让我在朋友面前丢面子;还有一

次,我不小心碰到垃圾桶, 你就开始发脾

气. 我想说, 在我有细小的过失时, 你就

不必气势汹汹. 你只要轻轻提醒我一下, 

我就会知道下次不犯同样的错误了. 

爸爸, 你有很多优点, 例如, 知识渊

自己的路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还在街头

流浪。 

作者的爸爸为什么想建“玻璃城堡”，

这个的主意会不会变成真的？最后，

Jeanette和她的家庭会怎样？读了这本书，

你就会知道了！ 

“玻璃城堡”非常有意思。它让我学到

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只要你辛勤工作，

你就会收获幸福。 

 

 
 

第一次走空中钢索 
夏皮皮 

你走过空中钢索吗？你知道空中飞侠是

什么感觉吗？我有！我第一次走空中钢索是

我八岁的时候。 

在我第一次尝试走空中钢索之前，我非

常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会随时从空中钢索上

掉下来。心里想着就觉得很可怕。和我一起

去的 6 个朋友也都是第一次走空中钢索。大

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到了冒险大乐园的时候，先换上衣

服，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了半个小时的讲

解，还让我们试了很多次。可是我心里还是

有点紧张。听完讲解，我和我的朋友们到了

初学者的紫色游乐区。我的脚刚刚踏上空中

钢索的那一刻，我感觉非常兴奋。因为讲解

的人说空中钢索能承受住 300 磅的大胖子。

可是我当时只有 60 磅。所以我一点都不害

怕了。 

当我走到中间地带时，我看着下面的风

景，感觉自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一切



博, 眼光敏锐. 可是你也有缺点, 有时缺

乏耐心, 不尊重我, 没有照顾我的感受.总

之, 你是全心全意地爱护关心我, 我非常

感激你. 我同时相信, 你一定会认真听取

我给你提的意见和建议. 
  

 

 

一个有用的游戏 
李凯文 

我很喜欢一个计算机游戏, 叫

Minecraft。我知道很多家长不喜欢孩子玩

计算机游戏。我已经玩了三年了。我玩得

非常好。但是我妈妈只让我星期四、五、

六和星期日玩，每天玩 30分钟。 

我的很多朋友也玩 Minecraft。我们经

常组成一组来玩。我们利用 Minecraft做

项目，在学校向老师同学展示了我们的成

果。我们的老师非常喜欢。他说这个计算

机游戏好。给他自己的儿子也买了。他说

这个游戏有助于我们建立团队合作，培养

我们的创造力和三维空间想象力。 

Minecraft 使我能够创造一个我想像

的世界，并让我身临其中。 

 

第一次坐过山车 
夏奇奇 

你坐过过山车吗？你喜欢那种飞速的

感觉吗？我现在还清楚得我第一次坐过山

车的感觉。我第一次坐过山车是我五岁的

时候在迪士尼。我开始不敢上去。爸爸和

哥哥说我能行。我鼓足勇气上去后，不敢

睁开我的眼睛，我把手握得紧紧的，大气

都不敢出。开动了，开动了！我整个人身

体转了起来，又很快地往后退，速度非常

都在我的脚下和我的控制之中。我冲在最前

面，一面冲一面对后面的朋友说：“你们太

慢了！快点啊，我马上就到终点啦！” 

我们玩了一遍又一遍，我还试了红色和

橙色的更高水平的地带。更高水平的地带更

好玩。我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很快几个小

时就过去了。 

“太晚了，孩子们，我们该回家啦！”

妈妈在叫我们。我实在不想离开，我还想再

多玩一会儿。可是冒险乐园要关门了。我们

只好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走空中钢索。妈妈说

本周六还会带我和弟弟去玩走空中钢索。这

次我会做得更棒！ 

 

 
 

秋日私语 
林伊茗 

秋天就是一只小松鼠，蹦来蹦去，这儿

看看，那儿闻闻，早上冷下午热，不知道应

该穿厚毛衣或者薄汗衫。床上应该堆满被

子，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般就可以把被子裹起

来，暖和极了。下雨的时候感觉很舒服，能

躺在被上听雨的劈劈啪啪的声音，唱得让你

想要又继续睡几个小时。 

秋天的室外也很有特色，出去时改穿上

厚厚的毛衣，脖子围着一条彩色的围巾，头

上戴着一顶带毛线球的帽子。一到外面，最

明显就是颜色，眼看有鲜艳的红黄橘叶子分

散在地上。走在路口，立马会踩到很脆的树

叶。孩子们会把树叶堆成一大堆，弄完之后



快。我好害怕，我想我快要死了。后来我

发现我没有死，而且还有点好玩，我就又

和哥哥一起玩了几次。后来我就喜欢上过

会山车。虽然我还会闭上眼睛和尖叫，但

是我不害怕了。我喜欢坐过山车。我还想

再去迪士尼玩更大更好玩的过山车。 

 

 

 

如何让家庭生活更和睦 
尹维娜 

很多家庭都是三代同堂，如何让家庭

更和睦呢？很多人都有一些建议，可是每

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建议也不

一定对所有家庭都适用。 

我认为以下这些建议对我现在的家庭有帮

助。 

首先，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空

间，家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时间和家庭的

时间。我们就会学会独立。例如，在我的

家庭，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

以做作业、看书等等。 

其次，如果我们都态度和善，家里就

会变得很和睦，孩子们就会更快乐地健康

成长，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也会更加真诚地

对待别人。例如，在我的家里，我们每个

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一起分享我们

认为很好的主意。 

制定了家规以后，我们家庭的每一个

人都会知道家里的家规，每个家庭成员会

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该做

的。在我的家庭，我们有一些家规，比如

我们都需要整理自己的房间，这会帮助我

们保持房子的清洁。 

跳进里面，微笑地嬉戏着。外面也有很多特

别的香味，有咖啡又有茶，有苹果又有玉

米。一大家庭人也能到农场上骑马或者拖拉

机，了解玉米迷宫，也能到果园摘香脆的苹

果，新鲜得已经让口水流到地了。 

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无疑就是万圣节

了。激动的小朋友们每年都等待万圣节，每

到晚上就做起这个有关节日的梦。他们会苦

心思索今年会打扮成什么，像各种的英雄或

者公主。万圣节的糖很特别，有焦糖苹果和

糖果玉米，无数的巧克力和糖果。等到万圣

节时，外面就会摆起来杰克灯笼和假蜘蛛

网，有的对万圣节很起劲的家人们也会把墓

碑种进地里，把骷髅和鬼挂在树上。晚上时

就能看见小孩子跟朋友们或家长跑到邻居的

房子外要糖，每次说一句：“Trick or 

Treat！” 半夜才愿意回家。 

秋天真是一个奇妙的季节，有她独特的

活动和节日，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我名字的来历 
徐翰轩 

我是徐翰轩，徐代表我是一个徐氏家族

的成员。 

翰出自《易经》,《易经》六十四卦中

第二十二卦贲卦,原文：贲如皤如，白马翰

如。指不加修饰朴实无华的白马像长了翅膀

一样，后指人非常有才华。其中翰指长而坚

硬的羽毛，后来指毛笔、文字、书信。爸爸

妈妈希望我和哥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可以展

翅高飞。 



最后，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对待家人会

有帮助，因为家人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

议，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例如，在我的家

里，我们会经常坐在一起说话，提建议，

这能帮助我们改善家庭成员的关系。希望

每一个家庭生活更和睦。 

 

去钓鱼 
雷瀚 

九月十号那天， 我跟着哥哥和姐姐

去钓鱼。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明

媚，白云飘飘，天空蓝蓝的。一大早，我

们从家里出发，坐着车开到了姐姐的男朋

友（叫 Ludy）租的船。到了船上，我见到

了一些陌生人。有一个男人叫 Bill，是

Ludy的朋友。另外一个是 Bill的女朋

友，叫 Michaela。再就是船长和一个船员

跟着我们，帮助我们钓鱼。在船开动之

前，我们相互介绍了自己。然后，船开到

了一个钓鱼的地方。我们都拿着钓鱼竿，

试着去学怎么用。那个船长和船员帮了我

们很大的忙。他们教我们怎么用鱼竿，怎

么钓鱼。学会了怎么用钓鱼竿，我们就耐

心地坐在那等着鱼上钩。我调到了第一条

鱼时，我特别高兴，感觉特别满足。在哪

一个钓鱼的地方，我们钓到了五条大鲈

鱼。船长开到了一个新的钓鱼地方，试着

再一次钓到很多鱼。这一次，我们一条鱼

都没有抓到，但是我们钓出来了两条小鲨

鱼。可悲的是我们不能把它们带回家因为

法律规定不允许抓鲨鱼。之后，我们只钓

到了两条鲈鱼。但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

西发生了。Ludy受了伤因为鱼线把他的手

缠住了。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的

手肿起来了。还有 Michaela。她什么事都

没有干，只是在船上面睡觉。 

通过这一次钓鱼，我交了一些朋友，

也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这一天，我玩得

很带劲。要是我的姐姐再邀请我们去钓

鱼，我肯定会去的。 

轩来自轩辕，轩、辕两字都与车子有

关。中国人把车子的发明归功于黄帝，说黄

帝在空桑山北创造车子，“横木为轩，直木

为辕，故号曰轩辕氏”，后来人们用轩辕代

表中国。鲁迅的诗“我以我血荐轩辕”中的

轩辕就是指中国。轩也有书屋的意思。爸爸

妈妈希望我到哪里都不能忘我是一个中国

人，还要我以中国文化为傲。也希望我学富

五车。 

满怀家人的爱，我的名字是徐翰轩。 
 
 
 

 

 

我在中文学校的经历 
 宋佳胜 

我的中文学校的名字叫华夏大纽约中文

学校。我在那里呆了三年。我的老师的名字

叫付老师，李老师，和宋老师。我的班都是

一班。一班的老师很好也挺年轻。 

我的学校有 A楼和 B楼。K到三年级在 A

楼，四年级到六年级在 B楼。我的教室在 A

楼。我的教室里有很多照片。教室外面有一

棵大大的橡树。 

在中文班我们学拼音和生字。老师给我

们读一个故事，我们跟着老师读。我的学校

有课后班。我在上奥数班 jr.。在奥数班我

们学重量，算积木，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

在中文学校学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