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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是学生学习，倾诉，畅想的园地；小语世界也是老师教书育人，分享经验的平台。小语世
界期待着你的投稿！  稿件请寄：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编辑寄语 

 

 不少同学们都刚过了春假。这期的《小

语世界》里登载了韩晓英老师指导的三年

级二班和四班同学们写的关于各种节日和

假期的作文。其中有好几个同学写了元宵

节。大家可知道，我们元宵节吃的，究竟

是元宵还是汤圆呢？请看第十二页我写的

“元宵还是汤圆？”，你就会知道这两者

的区别了。 

 

沈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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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马立平三年级二班/四班  老师：韩晓英 
 

最棒的节日   周佳佳 

 

在所有的节日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万圣节。从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带
我过万圣节，但是去年的万圣节是我过得最棒的！ 

万圣节那天，天刚刚暗下来，我就和我的好朋友 Gemma 去 trick-or-treat。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万圣节。Gemma 打扮成一个 flareon,我打扮成一个 
umbreon。我们先在 Gemma 家周围的街道上挨家挨户地要糖果，不到半小
时就收获了一大包糖果。后来妈妈来接我们，回到我们家周围的街道上。
这里路比较宽和安全，家家户户都装饰 得很吓人。我和 Gemma 碰到了好
几个我们班的同学。我们七八个小朋友一起开始挨家 挨户要糖果。 经过
了几个房子，我们到了一户人家，他家装饰得很可怕。一开始我们不敢从
这一家要 糖果，他家的前院像个黑洞洞的迷宫，我们连进门的路都找不到。
过了几秒钟，我们发 现沿着帆布搭起的迷宫可以走到前门，不过我们走起
来才知道，每走上几步就碰到一个 大蜘蛛，要不就是个大骷髅，好恐怖啊。
可是已经走了一半了，要么往回退，还是会碰 
到蜘蛛和骷髅，要么往前走，就会有糖果。于
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到了门口，我使劲抓 起一
把糖，“万圣节快乐！您有最吓人的房子！” 我
大喊着，转头就往回跑，脚下差点被 骷髅拌一
个跟头。现在想想他家连发糖果的人长得什么
样，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们又去了很多家要糖果，那些房子
都没有这一洞可怕。 一转眼，都已经快八点了。我跑得浑身是汗，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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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糖果好沉呀，我只好请妈妈帮我提着。我和 Gemma 都有一大包糖果。
我们两个一起跟同学说再见，上了车。我们把 Gemma 送回了家。我和妈
妈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万圣节啊！如果当时在迷宫里没有坚持往前走，那
我一定不会这么开心!  

 
 

 我的生日会    熊文轩 

我最喜欢过生日，因为过生日的时候我会邀请很多小朋友来我家一起庆
祝我的生日。过生日之前我很兴奋，一直盼望着我的生日会快点来。没想
到等到我生日那一天，居然下起了暴风雪，我不得不把生日会推迟。我非
常失望， 但是为了小朋友的安全，我还是把生日会推迟到了星期六。 

终于到了周末，我的朋友都来了。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礼物。有的送我
拼图，有的送我乐高，还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
个大篮球。我最喜欢的是星球大战的乐高。它
可以拼成宇宙飞船，还可以发射子弹。生日会

中我们先玩了电子游戏。接着，我们打了乒乓
球比赛。然后，我们吃了蛋糕，大家都大声地
给我唱生日快乐歌。最后我们还去操场打了球。
虽然我的生日会推迟了几天，但是和我的朋友
在一起，我觉得我的生日过得很快乐！ 
 

 

 

 

 快乐的元宵节    陶然 

今年元宵节刚好是星期五。因为有暴风雪警报，所以学校早放学。爸爸，
妈妈接我回家。 我们一家人就在家里折花灯。妈妈选了最简单的猴子灯。
爸爸选了公鸡灯。 我选了最难的公鸡灯。我们全家比赛做花灯。  

比赛开始了， 妈妈做的最快， 但是最后发现妈妈折的是不对的。爸爸
也很快的折好了。我发现爸爸妈妈比我快就很着急，但是我还是耐心的完
成了整个作品。晚上， 我们提着自己亲手折的灯笼庆祝元宵佳节，吃元宵。
真是一个快乐的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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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的圣诞节   吴雨芮 

 

北方的冬天太长了。而且我家好久没有出去度假了，于是今年爸爸妈 妈
决定去 Disney 尼度过圣诞节。我和姐姐很兴奋，很早就准备行李。我们坐
了四个小时的飞机，乘坐出租车到了迪斯尼的旅馆。 

第二天，爸爸和姐姐很早就去玩儿了，当时我和妈妈还在旅馆睡觉 呢。
一个小时以后，我俩就出发了。第一个游戏是一个阿拉丁游戏，我们上 上
下下飞在一个小魔毯上，是爸爸推荐我们去的。我们的最后一个是一个过 
山车，7 个小矮人。 第三天，爸爸和姐姐也比我和妈妈早出发一个小时，
我和妈妈到了 Animal Kingdom， 我们先去了爸爸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
的 “Avatar”，是虚 拟现实的体验，画面身临其境， 身体的感觉紧紧跟随，
令人印象深刻。我们 去体验了两次。我还买了一个玩具。 第四天，我们
四个人终于一起出发了。不过我早回旅馆，去旅馆的游 泳池去游泳了。冬
天能在室外游泳， 在寒冷的北方是不可能的。 第五天，我跟爸爸玩儿的
了，姐姐和妈妈玩儿了，因为她们玩的过山 车很刺激， 我和爸爸没有那
么喜欢。 第六天，就该回去了。 

在迪斯尼的时间过得真快，去飞机场坐上飞机 ，4 个小时就回到寒冷
的北方了。一出机场，发现还下着小雪。 我这次的圣诞假期过得很开心。
我明年还想要去 Disney 玩儿。 

 

 

教弟弟游泳  章浩然 

我今天教弟弟游泳，他很高兴，我在浴缸边上示范踢腿，弟弟笑眯眯地
踢腿，他挥舞着双手，哇哇叫着。弟弟真是可爱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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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上的感恩节  毛若茜 

 

我们感恩节去坐了游轮，那是一艘巨大的船。船上有 15 层楼，我们住
在 12 层，能看到蓝蓝的大海。船上有很多餐厅，我们最爱去自助餐，里面
有我喜欢的面包，水果，意大利面和冰激淋。游轮上还有蹦蹦车，妹妹和
爸爸坐一辆车，我和妈妈坐一辆车，跟大家碰来碰去很开心。游轮顶层有
室外游泳池还有温泉，温泉很烫。我和妹妹一块游泳。 

当游轮开到佛罗里达，我们下船去了航天中心，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航
天知识。我们还去了 coco cay 海滩。那里阳光很灿烂，我们看了海豚表演。
最老的海豚叫 princess，他们会跳舞，会在水里走路，还会带着人快速游泳。
我们可以和海豚拥抱，其中一只小海豚还亲了我。我们在游轮上度过了一
个开心的感恩节。希望下次还能去。 

 

我的情人节礼物  谢艾欣 

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学校有一个派对。小伙伴给我和别人礼物，像糖或
者巧克力。我给别人一封信和一颗糖。回到家里，我玩了一会 IPad。晚上，
妈妈给我带回来一只小狗，可爱极了，这个情人节，我特别感谢妈妈和爸
爸。 

 

 

 

 

 

最喜欢的节日  林杰生 

我最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老人会来，还会给我许多礼物。去年圣诞节
我和妹妹打开了很多好玩的礼物，包括一辆崭新的蓝色自行车。圣诞老人
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们在圣诞树旁还拍了很多照片，我很开心。今年，
我希望圣诞老人送给我一个乒乓球桌，这样爸爸就可以教我打乒乓球，我
长大以后可以参加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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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元宵节  张子川 

 

今年的元宵节，特别难忘，为什么呢？因为呀，停电了。那为什么停电
呢？因为刮大风呀。那一天，早上就开始下雨刮大风。到了下午放学的时
候，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路上倒了很多树，掉了很多树枝，连电线
杆都被风吹断了。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停电了。刚开始，我和弟弟
并没有觉得没电有多不方便；可是妈妈说，我们需要为夜晚的到来做准备。
于是，我们把蜡烛，手电筒和头灯一一找了出来。 

夜幕降临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桌上放了一些蜡烛，吃了一顿烛光晚餐。
吃完了晚饭，我们就开始玩 IPad 了，还好 IPad 还有电。爸爸倒了杯酒，坐
在沙发上喝；妈妈在弹钢琴，声音很动听。桌上放着一排蜡烛，光影摇动。
婆婆说，今天元宵节，我们点着蜡烛来庆祝，很应景呢。这真是一个令人
难忘的元宵节啊。 

 

我最喜欢万圣节   叶庆辰 

你喜欢什么节日呢？在所有的节日里，我最喜欢万圣节，因为在万圣节
那天我们穿着漂亮服装，还可以得到好多好吃的糖。所以每年九月一过，
我就盼望十月底的万圣节快点来到。 

万圣节那天下午，中文学校组织大家在校园里游行，我们不用在教室上
课。在万圣节我喜欢去图书管，图书管里也发糖。妈妈带我去击剑俱乐部，
我又得到很多糖，到处都发糖，我非常高兴，糖多得吃不完。我最喜欢万
圣节，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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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总统日  沈嫣然 

你知道我的总统日去哪里吗? 我们去了迪士尼和环球影城！在迪士尼我
们去了好多地方。我们去了动物王国，魔法王国和好莱坞影城。我最喜欢
的是 YETI！Yeti 其实是一个过山车，有一个大大的山，还有一个洞！你
会进那个洞然后你就看见过山车的轨道。我太激动了，我想过山车好像断
了！你就往后跑，跑啊跑啊看见一个 Yeti 拿着一块过山车厢。我们又去了
一个不一样的轨道，那就好没有断。然后突然变的很快！比高速还快的冲
下去了。最后我们看见一个大大的怪物，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特别大
的 YETI！我是第一次上那个过山车，我怕的很。但是等我第二次就更好玩
了！ 

第三天，我们换了旅馆。我早上起床觉得好累，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我
们今天要去环球影城！我特别激动，我等不了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
儿！我穿上衣服，刷了牙，穿了袜子和凉鞋，坐上车，出发了！等我们到
了，我看见一个大大的地球转着，要是是一个人肯定会很晕的。我们先去
了哈利波特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龙！每个十五分钟它的大嘴巴会吐出火！
爸爸照了一个像，看起来像火吐在姐姐的头上。我们都笑了。我们先去了
一个魔术商店，叫做 Ollivanders Makers of Fine Wands。一进去就有到处都
是魔术棍子！我们进了一个小屋。屋子里有一个老人，他在用一个毛笔写
字。他选了一个人，刚好是我的姐姐。他给了姐姐三个棍子，第三个就是
对上她的了。他送给了姐姐。终于完了，我以为只有姐姐会拿到，但是我
发现外面都是卖魔术棒的！我一出去就选了一个魔术棒。在外边有好多魔
法咒语我们玩了一会儿，然后上了一个 4-D 的过山车-模拟机。我们排队的
时候有 3 个大吊灯。每一个都有 62,000 个小宝石！然后上了一个电梯，我
们出了电梯又排了队然后就上小车了。在模拟机上我们看了好多东西。我
们都看见了大龙喷出来的火，有真的暖气，然后看到大龙喷水，也有真的
水。之后有一个坏人把我们转了一下，我们就像过山车一样掉下去了。 

我很满意我的总统日，结束后我们高高兴兴的回了家。 

 

 我的情人节   陈乔熙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情人节。因为我的生日是 2 月。
情人节的时候，我喜欢人们给我好多礼物，我也给小
朋友好多礼物。我喜欢心形巧克力。 我喜欢小朋友
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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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苏智昕 

   今年三月二号是元宵节。我们在元宵节吃了汤圆。汤圆象一个圆圆的小
球，外面是糯米粉做的，里面是黑芝麻的馅。我咬了一口汤圆，哇，好好
吃啊！好甜啊！爸爸告诉我，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在这一天，人们吃
汤圆，看花灯。爸爸给我看了很多花灯的照片，我觉得很漂亮，我希望以
后有机会可以亲自去中国看一看。 

 

快乐的冬假   张子灵 

 

今年冬假我去 Gore Mountain 滑雪了。
我们住了三天。我的朋友小胖和 Mason 也去
了。Mason 和小胖老吵架。第一天：我们终
于到我们的小木屋了！一会儿，Mason 和小
胖也到了。我们玩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吃
完饭，就睡觉了。第二天: 滑雪的时候，小
胖总是摔跤，还说想要去黑道。回到我们的

小木屋，我们就开始吃火锅了。吃完火锅，我们就看冬奥会了。第三天：
我们滑了黑道! 小胖滑了黑道就再也不敢滑黑道了。第四天：我们滑了一
趟就走了。因为天太热，雪都化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
过了一个快乐的冬假。 

 

 在中国过春节   赵晨皓 

 

 过春节的时候，我、弟弟和妈妈又回了中国。我们去了东北的辽宁和黑
龙江。我先去了沈阳，再去了鞍山，最后去了哈尔滨。我在哈尔滨去了很
多好玩的地方。我去了老虎园，坐在一辆大汽车里看老虎。然后，我们下
了车，在一座带铁网的桥上看老虎，看见一头老虎肚皮朝天正在睡觉，实
在太好笑了。我们去看了冰灯和雪雕，一进冰雪大世界就能看见冰做的十
二生肖，再往里面走能看到很多冰雕和滑梯。好玩，但是大家都冻坏了。
我们也去了姥爷长大的地方—石头河子，看了他小时候的学校。还在饭店
吃了饭，那里的盘子真大呀！有四个大人的手那么大！我和弟弟还吃了马
迭尔冰棍，实在太好吃了，我们俩都吃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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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了鞍山看我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养着四只可爱的兔子和一只乌龟，
兔子的名字是点点，云彩，小灰和小黑，是我给他们起的！我的姑姑也来
了。我们在爷爷和奶奶的家里吃了饭。第二天，我跟朵朵妹妹和弟弟出去
吃饭。我们吃完饭，就得回沈阳了。可我还想和朵朵多玩一会儿呢！回到
沈阳，我和姥爷放了鞭炮。我还没玩够，就到该回美国的时候了。希望下
次还能去这些地方。 

 

 

 

 

 

 

 

 

 

 

我喜欢的元宵节  卢贤燊 

元宵节是中国新年中的一个节日，也是我喜欢的中国节日之一。它是新
年的最后一天，在阴 历第一个月的第十五天，这个节日告诉我们春天快要
到来。 

元宵节这天，人们会出门赏月、点灯 笼、猜灯谜、吃汤圆。有的地方
还有舞狮子、踩高跷的表演。 我喜欢元宵节最主
要的原因是我爱吃汤圆。汤圆有团圆美满的意思。
它的皮是糯（nuo)米做的， 里面的陷(xian)有芝麻、
红豆、花生、白糖、肉等，然后把汤圆放在水里煮
或炸。汤圆吃起来甜甜的， 很好吃。去年，我和
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在家做汤圆，味道非常好。
但是，平时我们可以从商店里买 来吃。 这就是我
喜欢的元宵节。 



10 
 

 在香港过年    詹瀚文 

过年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妹妹还有爷爷，一起去香港🇭🇭🇰🇰看外公和
外婆。我的奶奶和我的堂哥也从老家去了香港。我还看到了刚出生的小表
弟。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其中最好玩的地方是香港海洋公园。在海洋公园
我们坐了刺激的过山车 ，看到了可爱的企鹅 和很厉害的鲨鱼𑰀，
也看了一场精彩的海豚表演 。最后我们买了一些毛绒动物。我过了一
个很开心的假期。 

 

 最喜欢感恩节   许德忻 

在所有的节日中，我最喜欢的是感恩节。 我喜欢感恩节，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学校会放五天的长假。第二个是
因为我妈妈的生日一般会在感恩节假期。第三个是因为我可
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如火鸡肉和南瓜派。在感恩节的时
候，我和我的家里人一起玩游戏， 还到我的朋友的家去玩。
她的妈妈烧很好吃的菜， 我每次都吃得很饱。感恩节是一个快乐的节日，
所以我喜欢感恩节。 

 

总统日滑雪   范依晴 

总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去 Windham 滑雪场，呆了一个晚
上。开车开了两个小时。好长啊，因为那天是节日来滑雪的人很多很多，
我们找不到好停车的位置，只能停的远一点。哎呀，太累了，要背好多东
西，又要走好远，你说累不累？过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能去滑雪。 

我们先上很简单的滑雪道。我觉的有点不舒服。大概滑了 10 次简单的
绿道，现在我的眼睛很不舒服。我回餐厅休息。妈妈买了吃的。然后，我
呼呼的睡着了，睡了一个小时，醒来舒服多了。我出去找爸爸。找不到，
我就自己坐缆车上去再滑下去。在山底下，我看见了爸爸，爸爸说我们滑
一个难一点的。听着有一点可怕!我们去难一点的山顶缆车，能坐四个人，

也很快。几分钟就到顶了。我是恐高症，好
高呀！下去路上又很不平，下去的路好长呀！
下来之后，我累了。去旅馆的路上有一点远，
要开 40 分钟，到那里的时候，我困死了。我
们住进旅馆了。我们的房间号是 203.我好喜
欢那个床。我们去 Silverspoon Cafe 吃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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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回去的时候，天快黑了。我们到旅馆的游泳池游泳。游了大概 40 分
钟。我早上 8：00 钟醒来，吃了早饭，就又去 Windham 滑雪场。我们先滑
绿道，然后滑难一点的道了。这次，我的小妹妹也跟着我和爸爸滑难一点
的滑雪道。难一点的其实很简单。又滑了几次，我开始咳嗽，我们才回家
了！ 

 
      我的生日    冯乐然 
 
我最喜欢我的生日，因为这一天是属于我的。我可以选择玩的地方，晚

上我们全家去吃饭，我可以自己选蛋糕，这一天我也收到很多红包。所以
我最喜欢这一天。 
 
 

 快乐的情人节   缪琦琦 
 

今天是情人节，我要在学校交换卡片。那些卡片是我和爸爸在晚上做的。
首先我们要在教室举办一个小派对。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包括手工和游戏。
然后我们就开始交换情人节卡片了。发完了卡片，我很高兴收到很多礼物。
我最喜欢的卡片是 Ana. 的，因为他的卡片很特别，她的字写得很漂亮。我
很喜欢过这个节日，很期待明年的 2/14 日情人节。 

 
 
 
 
 
 
 

 
 最喜欢万圣节   淘康依 

 
在所有的节日当中，我最喜欢万圣节。在万圣节我可以去要糖，还可以

穿和平常不一样的衣服。在万圣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都会有吓人的装饰。
在街上会遇到很多好朋友。今年万圣节我的学校举办了特别的活动。活动
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赢了游戏的人会得到奖品，我得了很多奖品。 

今年的万圣节我穿的衣服是 BloodyMarie. 妹妹穿的是冰雪公主 Anna. 
我们一起去邻居家要糖，我要了很多糖，都数不清。我现在还剩很多. 每
次看到那些糖就会想起万圣节。所以我很喜欢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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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感恩   戴子濯 

我很喜欢感恩节因为我能和我的全家玩游戏和踢足球。我很喜欢感恩节
因为我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玩游戏和画一幅画，读书。我感恩我的爸爸妈

妈，我的朋友，阿姨，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姑
姑和姑父，老师，教练。感恩节。有时候，我们
会下象棋。我感恩我的爸爸妈妈照顾我。我感恩
我的朋友和我玩。我感恩我的爷爷奶奶，公公婆
婆，姑姑和姑父照顾我。我感恩老师教我很多新
的东西。我感恩教练教我很多东西老师不教。每
年感恩节，我家举办个大派对。很多人来我们家
玩，吃饭。我们吃火鸡，土豆泥，肉酱和梅子酱。
我特别喜欢感恩节！ 

 

 “元宵”还是“汤圆”？  沈克媛 

元宵节，按中国传统，人们除了看花灯、猜灯谜，当然还要全家
在一起吃元宵。可是，吃的究竟是汤圆还是元宵呢？ 

原来， 元宵是馅放好后摇出来的。馅是硬的，常常加入各种果料。
做元宵用的糯米粉是将糯米泡后再用石碾子磨制成的干粉。馅在装满
干粉的箩筐里来回滚动，直到所有的馅都被裹住。因为元宵表面是干
粉，下锅以后会混汤，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而汤圆呢，是用水磨湿粉包出来的。做汤圆时先要和面，然后做
出圆形的馅来，然后再用面团包紧。包汤圆时能放入更多的油脂，所
以汤圆吃起来口感软滑细腻。 

现在知道了，你们家里常吃的是元宵还是汤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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