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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之间又一个学年结束了。祝贺大家顺

利完成了中文学校的学业，秋天开学时将要在新的年级再见！

而令人兴奋的暑假也快要开始了！相信大家都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暑假活动和旅行，祝大家假期快乐！ 

 

本期刊登了九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毕业典礼的报道。

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和骄傲，衷心祝贺他们！ “学生园地” 和“学

生画作”栏目也有精彩的作品向大家展示。希望大家喜欢！ 

        

        《小语世界》期待新学年和大家再相见！ 

 

                                      任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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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hxgnysubmissions@gmail.com


2 
 

 

 

 

 

 

 
 

我校毕业生在六月二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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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毕业生名单 

  Bao, Allen  包天宇       Liu, Richard Ping  刘平 
  Ben-Yehoshua,Tia 林天娜     Oberst, Dylan   迪林 
  Cao, Amanda 曹媛达        Ren, Joy   任晓荷* 
  Chang, Dylan  常新鹏      Shen, Melody 沈怡然** 
  Chao, Tiffany  曹方婷      Wang, Timothy  王同* 
  Chen, Brandon  陈天磊       Wei, Michael  魏齐明 
  Cheng, Alexander  程启涵*    Wu, Benjamin  吴杰铭  
  Deng, Kevin  邓凯文      Wu， Tishan  吴瑅璇 
   Diao, David  刁大卫      Xia, Ethan  夏皮皮 
  Du, Alexander  都嘉盛      Yang, Grant 杨上予 
  Gaol， Connie Fei 高霏**    You, Christopher  游昊舟   
  Li , Kevin 李凯文       Zander, Aaron  左越** 
  Li, Andy 李佳懿         Zhang, Adam  张一鸣 
  Li, Vincent 李睿文*      Zhang, Cheryl 章溪月   
  Liao, Clare  廖晓蓉 **     Zhang, Daniel 张冬颀 
  Liu, Jeelin 刘吉麟      Zhang, Jingyan 章靖彦**
  Liu, Lucas 刘曦腾       Zhang, Maxwell 张闻达 
  Liu, Olivia 刘思源* 

（** 华夏总校优秀毕业生     * 华夏大纽约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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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园地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傅耘老师 

  

         看星空      宋佳胜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拿着我的望眼镜看星星。这个望眼镜是我爸爸的朋友送给我的圣诞

礼物。我特别喜欢这个望眼镜。 

 天这时候还是亮的，一片橙红色晚霞盖着天空，把天变得很美丽，像一幅彩色的油画一样。

过了一会儿，天慢慢地暗下来了，变成了紫色。再过了一会儿，天变得完全黑了。 

 这时候星星开始出来了。第一个出来的还不是一颗恒星，是我们有名的邻居：火星。在天

空另外一边是行星大王：木星。两颗星在天空，非常亮，像灯笼在天上挂着。 

 又过了一会儿，其它的星星慢慢地出来了。北斗星在北边，它们像一个大勺子。猎户座星

在南边，他像一个穿着皮带的猎人举着一根木棒。在这北斗星和猎户座星中间是月亮。月亮只

露出半个脸，但是还是特别明亮，它把周围的星星的光都挡住了。 

 黑黑的天空盖满星星，朝我发出微微的亮光。“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周围

现在很安静，只听到远处一两辆车开过。我感觉很快乐，像在太空中一样。 

 

     看彩虹      骆嘉骏  

 有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作业时，往外一看, 哇! 有一个彩虹！我跑到弟弟的房间。

“弟弟!” 我喊 “有一个彩虹！” 我们往外边看。 “哇! 好漂亮啊！” 彩虹把世界变得红

红的。 世界看起来像盖了一个红红的被子一样，好漂亮，好神奇啊！彩虹像一座特别大的桥，

桥的顶端比云还要高啊！ 

 那时候，外边刚刚下了雨，一切都是湿的，空气清香，泥土特别湿，彩虹挂在天空。好美

啊！彩虹像在对我们说：“雨停了，可以出来玩了!”  我好像被彩虹的漂亮迷住了。我看着看

着，就开始做白日梦。我梦见我在彩虹桥上走。我好高啊！我看下去，世界是一片绿色。老鹰

在我脚下飞行。太阳在我的背后，要落山了。天上的风景好美妙。太好看啦！我也可以看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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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的到来。猫头鹰在森林里飞行，老鼠往它们的洞里钻，鸟儿飞回它们的屋子。人们要洗澡，

睡觉。我看到一个蝙蝠飞出它的洞。从彩虹上看，世界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弟弟动了一下我的手，突然问：“哥哥，彩虹漂亮吗？”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漂不漂亮?” 

他再问。“彩虹当然漂亮啊！” 我说。他又说：“你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我说：“不

对，你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呀！”。 

  

         雪       郭振楷闻 

       每年冬天，纽约都下很多场雪。每次下雪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

吗？那是因为我们一家可以出去玩雪和滑雪啦！所以每次天气预报说要下雪，我和妹妹都着急

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一开始，天暗暗的。过了一小会儿，小雪花开始慢慢落下，我和妹妹就来到院子里，

看着雪花。妹妹还调皮地伸出她的舌头，想尝一尝雪的味道呢！我伸出手，接住了几个雪花儿，

看见雪花是有六个瓣儿的。我还没看清楚，它们就化了。一刹那间，雪开始下大了。雪下大的

时候，雪花也越来越大，地上很快就变白了。我们一看下大了，就赶紧跑回屋子里。我们在里

头，看见天是雾蒙蒙的，远处也看不清了。又过了一会儿，风开始刮起来了，雪就跟着风，横

着下了。雪花到处乱飞，连近处也看不见了！很快，横着飞的雪花贴到窗户上，好像云彩都到

窗户上了，真漂亮！ 

       过了不知多久，妈妈忽然发现雪停了，我们一看，真的！天已经晴了，天是很浅很浅

的蓝，还有许多白云呢！外面雪都铺在地上，像一个大大的白被子！树枝都变白了，像树开满

了白色的花。我们阳台上的圆桌子上面也堆了厚厚的一层雪，像一个好吃的大蛋糕！ 

       我和妹妹赶紧跑出来玩雪。我们正在堆雪人，妈妈出来说：“明天咱们可以去滑雪喽！” 

我们一听，兴奋地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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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三年级二班 & 四班 
   韩晓英老师 

 

  

  新年表演     邱迪 

 在 2019年的中国新年，我参加了一场庆祝中国新年的晚会。在这场晚会中，我报名参加了

两个节目，一个是古筝弹奏，另一个是管弦乐表演。古筝的节目，我弹的曲子是《渔舟唱晚》。

古筝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我很喜欢它的声音，在演奏这首曲

子的时候，其中的一段需要非常快的弹奏速度，表演的时候

我弹得非常快，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她听到了很多的掌声，

我心里很高兴。我的第二个节目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表演《小

星星》，我和一个小伙伴拉小提琴，其他小伙伴们还有弹钢琴、

吹黑管和唱歌的。这个晚会的节目也非常好看，我认为最好

的表演是太极、跳舞和古筝。我明年还想参加这个晚会。 

 

       圣诞节，快点来   朱涵静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我会收到很多的礼物，而且我也会给我的朋友们准备礼物。

收到礼物和送礼物我都很开心。圣诞节我们不用去上学，所以我们可以睡懒觉。因为没有作业，

我就可以看很多电视，跟朋友玩，还可以烤姜饼给圣诞老人，或者搭一个姜饼屋。圣诞节有时

候会下雪，我们可以在外面玩雪。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和姐姐出去旅游，或者滑雪。去年圣

诞，我们和好朋友一起去 Vermont滑雪。前年圣诞，我们去墨西哥玩，跟海豚一起游泳，还看

了 Chichen Itza的金字塔。我希望下一个圣诞节快点来。 

 

         我的生日     詹靖文 

 我的生日是二月二十八日。我生在了车库里！那是因为我出生得太快了。妈妈还没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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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医院，就把我生出来了！ 

 今年提前两个月我就盼望着我的八岁生日的到来。我总是在计算还有几天才到我的生日。

到了生日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做了饼干给我的同学们吃。我的同学都很喜欢吃我的饼干。我的

生日派对在 Sport time USA.我们玩了很多游戏。然后我玩了 laser tag。之后我们吃了冰激

凌蛋糕！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一起打开了礼物。我喜欢的礼物有 Wallie, Douglas, Dork 

Diaries，Whatever After: Fairest Of All和 Klawde: Evil Alien Warlord Cat.  

 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生日！ 

 

       最好吃的饺子   马诗玥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新年，我吃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有些不常

吃到的，比如说，姥姥和姥爷包了世界上最好吃的饺子。那天晚上，姥姥姥爷在包最后几个饺

子的时候我们才回到家。我和妈妈找出了五个硬币包在饺子里，一个是中国钱，另外四个是美

国钱。我们自己包的饺子真好吃啊！我先吃大的，因为我觉得那里一定会有硬币。果然！我很

快就吃到了一个硬币，是一个十美分，我非常高兴，大家也都很高兴。吃完饭的时候，我以为

硬币都吃完了。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又吃到一个硬币，这一次，是一个五美分。我很高兴又很

惊讶地对爸爸说：“咦，我又吃到了一个硬币！可是我不知道妈妈放了六个硬币啊！” 

 我还收到了爸爸妈妈姥姥姥爷还有大舅给我的红包，有很多钱，我很开心，能买很多东西。

可是我舍不得花，所以我就存起来了，我要留着以后买东西。妈妈还带我们去纽约看了中国灯

展，我最喜欢的是熊猫灯，有一只熊猫在吃奶，还有一只熊猫在吃叶子！弟弟以为它吃的是绿

香蕉，很好笑！灯展里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龙灯，真是漂亮，它的头还会动呢！有时候我觉得

龙是真的，又有时候我觉得龙是假的，那到底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今年的中国新年已经过完

了，我又长大了一岁，我希望大家和我在这新的一年里每天都很高兴。 

 

        梦想的礼物    王少杰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号。闹钟在响，是七点钟，该

是早晨准备上学的时侯，我一下想起来，“呀！今天是

圣诞节！我不在被窝里干什么？” 就跳回被窝里，在

床上想这次的礼物会有什么。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每一个圣诞节的早

晨孩子可以打开礼物。有些礼物是我想要的，可是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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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收到啊。我要的礼物是个遥控汽车。我发出了照片，让你看见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很想收

到这个礼物，因为它很好玩。我喜欢圣诞节，还因为在这天能睡懒觉。你想，一星期都是六七

天要早起去学校。睡懒觉就能休息好，也能学习好。 

 

        滑雪的乐趣     刘彻 

 寒假的时候，我和爸爸去 Hunter Mountain 滑了三天雪。前两天我去 ski school,我进步

了很多，从滑蓝道到了滑黑道。第三天我跟爸爸一起滑，我们滑了一个双黑道，我没有摔，爸

爸摔了很多次。我在下面等了半个小时，他才下来。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但滑雪很有乐趣。 

 

        中国生肖年     肖莲安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我喜欢中国新年，因为我的亲戚们会给我红包。他们也给我

书签。我的老师也给我红包。我问爸爸妈妈今年的生肖是什么？他们告诉我是猪。 

 

        难忘的生日     李宇哲 

 我九岁生日是在夏威夷过的。我们全家都去了，

一共八个人。在二月十六日起飞到西雅图。我们需

要转机去夏威夷，所以我们在西雅图机场等了五个

小时。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上飞机就睡着了。快

到夏威夷的时候，需要填一个表。到了檀香山的时

候，檀香山时间已经十一点钟了。我们去租车，再

去旅馆。六天在檀香山，我觉得跟三天差不多。我

们第一天去了威基基沙滩。第二天去了珍珠港和菠

萝园。第三天去了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第四天开

车在东边逛了一圈，我在沙滩很开心。第五天去了恐龙湾浮潜。第六天去飞机场飞到毛伊岛去

玩。可是安全检查太久了，我们没有赶上飞机，但是另一架飞机还有空位子。在毛伊岛每天都

玩水。我的生日前一天去冲浪，我觉得很简容易。我的生日那一天我们去看了鲸鱼，然后去商

场买蛋糕，再去餐厅吃饭，最后去机场。在机场等了很久飞机才来，我们先飞到波特兰，再到

家。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生日。 

 



9 
 

       我喜欢的节日    章栩嫣   

 我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我可以得到很多礼物。另一个原因是，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

我去迪斯尼玩。我也喜欢感恩节，因为我可以去我的表哥和表弟家玩。在我的表哥和表弟的家

里，我们一起吃晚饭，有烤鸭，火鸡和蛋糕。还有一个节日我也很喜欢，那就是春节！我很喜

欢这个节日，因为我可以拿到红包！在春节的时候，我还可以到我的表哥和表弟的家去玩。我

也喜欢万圣节，因为我、弟弟和爸爸妈妈每年都会去邻居家讨糖。我们会拿到很多糖！有些糖

很大，有些糖很小，有些糖不大也不小，有些糖很好吃！我很喜欢过这些节日。 

 

       开心的圣诞     田海蓉 

 我最喜欢过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那天我会收到很多礼物，有漂亮的新衣服，可爱的玩具

和我最喜欢看的课外书，都是爸爸妈妈送的，有的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送的。每到过节的时

候，我都会帮妈妈一起把圣诞树搭起来，再挂上彩灯，很有过节的气氛。圣诞节也是朋友聚会

的时候，每年我们都会去朋友家派对，会来很多小朋友，能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玩特别开心。

聚会上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蛋糕和冰淇淋都是我的最爱。我真希望每天都能过圣诞节！ 

 

       万圣节讨糖     朱思卉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庆祝活动。早上，小朋友们都会精心打扮。

有些是恐怖的怪物，有些是美丽的公主，还有可爱的小动物。我们会穿着我们的万圣节服装沿

着学校游行一圈。小朋友们还会唱万圣节的歌。 

 放学后，我跟我的朋友去要糖。我们会先到火车站附近的商店去要糖。到商店里，我们会

说“不给糖就捣蛋”，说完商店里的人就会让我们挑糖。我会在五颜六色的糖里，挑出我喜欢

的几样。尽管爸爸妈妈只让我吃一两块糖，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看见我的小筐里的糖越来越多。

之后我们还会到我们家附近的房子去要糖。街道上会有好多小孩子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也在

要糖，非常热闹。万圣节是我每年都盼望的节日！ 

 

        我的冬假      宋澔石   

 今年冬假我很开心。 我们去了 Great Wolf Lodge。那边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有爬縄，游

戏机，还有糖！ 我们到旅馆要开车三个小时呢！爸爸妈妈到了旅馆都很累，可是我和弟弟不

累。一会儿我们就下楼去玩水，特别好玩。还有一个大滑梯，“真好玩！”我说。然后我们回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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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吃了一点饭，就去玩游戏机。我喜欢今年的冬假。 

 

 

       朋友的生日会      张力  

 有一个周末，我的朋友 Chase 邀请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到他的生日会玩。Chase 的爸爸妈妈

请来了一个游戏卡车，里面有很多游戏。我想玩 Super Mario Odessey，可是我不会玩，我一

玩就死了，打不赢，我就只好玩 Fortnite 了。后来我们男孩到 Chase 家里和一群女孩玩打仗

的游戏。Chase 的妈妈分给我们 Nerf 枪，很快女孩不想玩枪而是想玩 slime 了，打仗的游戏

就结束了。Brandon 不小心打到了 Brady，Brady 就和其他几个小孩把 Brandon 关在一个屋子

里。吃完 pizza以后，Michael把 Brady的玩具给 Chase的妹妹玩，Brady又把 Michael也关

起来了。Brady 真是很淘气。 

 然后大家都一起上楼吃蛋糕和冰淇淋。还没吃完，爸爸就来接我回家了。我和 Chase 说了

再见，在车上继续吃冰淇淋。虽然我回家的时候有点头痛，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生日会。我希

望我的生日也会有一个游戏卡车，也会有很多好朋友一起玩。这个生日会真的太好玩了！ 

 

        甜甜的圣诞      刘语佳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去年圣诞节，因为我的姐姐给了我糖。我的妈妈和爸爸给了我书。 

 

 

 

     

       最好的节日-鬼节    林书程  

 糖果！好吃的！化妆晚会！你觉得这是什么节日？对。当然是鬼节。我喜欢鬼节，因为有

很多吃的，喝的东西。你到外面去，马路上有很多人， 穿着吓人的、或者美丽的服装。为什

么呀？因为是鬼节。 

 鬼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可以到人家门口说：“ 不给糖， 就捣蛋！”  或者说：“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If you don’t, I don’t care. 

I’ll pull down your underwear!” 但是， 我们不会说那个，因为不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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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我和朱思卉一起去要糖，因为她是我的邻居。我们一起到店里，看看他们有没有

准备糖果给我们小孩子。如果有，我们就去要糖。如果没有，就去别家看看。 

 我们把商店走过了一遍，然后就拖着爸爸妈妈到更远的地方。到了地方，我们就从街道一

边走过去，然后绕回来沿街的另一边一家家商店看。我一看爸爸想说“可以回家了”，我就赶

紧说： “ 朱思卉，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然后我就笑着跟上姐姐和朱思卉，到旁边一家去

要糖。要完以后，妈妈爸爸让我吃两块糖。我开开心心地找出我最喜欢的糖果，小口小口地，

一会儿就吃完了。然后我又偷偷地吃了一小块，妈妈爸爸没有看到。一直要糖要到了七点多钟， 

我们就累了，然后就跟朋友告别回家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鬼节是最好的节日。 

        我最喜欢的节日      范远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秋节和中国新年。我喜欢中秋节是因为可以全家一起吃月饼，还可以

看到圆圆的月亮像个盘子一样挂在天上，这让我更想了解我喜欢的外太空。我喜欢中国新年是

因为爸爸可以带我出去玩。今年春节，爸爸带我玩绳索攀爬，让我在高空把那些很难玩的项目

都玩了一遍。我一点都不害怕，还很高兴。爸爸还带我去滑雪，我们坐缆车上去滑了绿道，我

滑了很长时间，玩得很开心。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回家。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愉快的春节      余若溪 

今年我和姥姥，姥爷度过了愉快的春节。我们一起贴窗花，包饺子，看春晚。我和我的妹

妹弟弟都得到了红包，我们真高兴！姥爷教我们做汤圆，把糯米粉和水混到一起，用手团

成小球，放到煮好的酒糟里，等汤圆浮起来就好了。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期盼下一个

春节的到来！ 

 

       你喜欢万圣节吗？     洪琨宸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万圣节，因为我能得到很多糖果和玩具，我还可以穿我平时不能穿

的衣服。另外，我可以吓唬别的小朋友，我还可以晚点上床睡觉。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我

和弟弟得到了很多很多糖果，我得到的糖果比弟弟多。我还有很多糖到现在都没有吃完呢！

有些糖果非常好吃，有些不好吃。去年万圣节我扮成了一个游戏里的人物，弟弟扮的是眼

镜蛇。我喜欢万圣节。你喜欢万圣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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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彩缤纷的圣诞节    封云开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老人会送礼物给小朋友。每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和妈妈

都要做姜饼屋，并把圣诞树装扮起来。爸爸妈妈先把下面的部分装起来，我再把上面的部分装

好。我得到了 Magformers set 62 和 super structures。我很喜欢我的礼物。我拿到礼物很

开心。明年我想要 Magformers set combo 和 iPhone。外面全是雪和灯。我看见蓝色,黄色,绿

色,和红色的灯。我喜欢圣诞节！ 

        参观博物馆     周语涵  

 圣诞节我和妈妈， 外婆外公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玩了一天。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博物馆。我

们进去以后，看见一个会动的恐龙。那个恐龙还会叫！但一点也不吓人。那里还有更多的动物

呢！有熊、狼、麋鹿、猴子。中午我们在博物馆的餐厅吃了冰激凌。我吃了 cookie dough，

妈妈吃了 vanilla, 外公点了 chocolate. 下午我和妈妈看了中国潜水艇的四维电影。最后还到

博物馆商店买了两个小动物玩具，一只天鹅和一个小刺猬。我非常喜欢它们，每天和它们一起

睡觉。参观完博物馆我们就乘地铁回家了。 

 

   平安夜晚会    樊天行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这是因为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学习

会放两个星期的假期，我的家人都团聚在一起，我们一起吃平安夜

晚餐，还有我们都会打开礼物。我和妹妹为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爸爸妈妈都亲手做了礼物。我们看到他们打开礼物的时候，

非常高兴，我们也很快乐！我们每年还会举办一个圣诞节的赞歌晚

会。有人弹钢琴，有人弹吉他，所有的人都会大声唱圣诞节的歌曲。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玩，非常开心。我真喜欢圣诞节，我等不及

下一个圣诞节的到来！ 

  

    快乐的生日     黄哲 

 每年三月我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带我们去佛罗里达玩。在佛罗里达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

们去乐高乐园，也带我们去朋友家玩。在乐高乐园我最喜欢玩的是一个打枪的游戏，我们要坐

在车里，每个人有一把枪，要打到不同的东西，也要打怪物。我也最喜欢交换乐高小人。我们

带了二十个小人，交换了十五个特别的小人。比如说像闹钟小人、圣诞老人、可学怪小人。我

也喜欢过山车。爸爸妈妈也给我们买了一个会转的乐高给我、嘟嘟和我们的朋友六六、九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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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在六六、九九和小雨家我们搭了乐高，还用它打架了。然后玩了藏猫猫。我的生日过得

真快乐呀！今年我的生日又快到了！ 

 

       开心的春节    杨妙伊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我最喜欢春节因为爷爷奶奶们给我和小弟弟红包。红包里有五百

美元。我们都穿了红色的衣服，照了很多照片。每一次我们给爷爷奶奶们磕头的时候，都祝爷

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们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去了中国自助餐厅。我们每个人都吃

了四盘子好吃的。第一盘和第二盘都是菜、肉和饭，第三盘是水果，

然后第四盘是冰淇淋。我们吃得很饱！春节一共有 15天，初一饺子、

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第十五天是元宵节，我们早上吃的汤元，

北京最传统的馅儿是黑芝麻。这是我最开心的春节了！ 

 

       

       春假真有趣    王博涵 

 今年春假爸爸带我和哥哥去了水上乐园，在玩游戏的地方，我们玩了两次喷水的游戏，共

得了四百分，用这四百分去换了一个能回答问题的小球。还玩了抓球，我又抓到了一个很大的

花球。我印象最深的游戏是水上乐园的滑梯。第一个滑梯是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大的像气球一

样的船上，船进入管子，我们在管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好神奇的是，船从管子中很快地滑了出

来。第二个是我和哥哥坐在救生艇上，救生艇在一个起伏不定的管子中滑动。不知道滑了几圈

以后“噴”一下把我和哥哥吐了出来。我的春假过得真有趣！ 

 

 

 

           新年拜年    赖颖姿 

 今年中国新年，我和妈妈、哥哥一起去香港。我们坐了十六个小时的飞机，到了香港就去

了外婆家。下了车，外婆，舅舅和小表弟出来迎接我们。外公看到我们很开心，我和哥哥也很

开心。然后哥哥马上抱小表弟，他在哥哥的脚上蹦蹦跳跳，并对着我们笑。他和大家一起开心

地吃草莓。几天后大表弟和我一起钓鱼，我们很喜欢。妈妈的朋友和姑妈还买了玩具送给我。

我们去了很多朋友家拜年，拜年的时候人会给红包，还有糖果。中国新年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人人都很开心，还有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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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平四年级一班 

 

暑期推荐书单 

 
 

陈乔熙：我要向同学们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利波特》。这是一本魔幻小说。我喜欢

它是因为书里有魔法和探险，故事很精彩。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女主角 Hermione Granger。  

许德忻：我要向同学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我喜欢这本书，因为书里有魔法和不可能

的事情，想象力丰富，非常紧张好玩。 

黄伟林：我要向同学们推荐《Percy Jackson  and the Olympians》,这是一本关于希腊神

话的书。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充满冒险和神秘，让人兴奋。 

沈嫣然：我要向同学们推荐《奇妙的狐狸先生》。这是一本寓言故事。从前，在一个树洞

里住着一个聪明又狡猾的狐狸。 这个狐狸常常做坏事，它最爱骗人。要是你想要了解狐狸

更多的知识的话，你就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诚

实，不能骗人，否则就会没有朋友，就会自取灭亡。 

卢贤燊：我要向同学们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Heros of Olympus》, 这本书讲 Jason Grace

失去记忆，他要完成一些任务从而恢复记忆，最后他和好朋友 Leo 和 Piper 完成任务帮助

他找回记忆。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讲述了希腊神话故事，还有每个任务都很令人紧张激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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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水粉画小班 彭勃老师指导 

 

 

邵家宁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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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予（10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