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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春节联欢晚会
 中文七年级：董孟奇
指导老师：欧阳红宇
我在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已
经主持了四届春节联欢晚会了。今
年的春晚我们一共有四个人主持，
小叶子和我合作主持了四年，东哥
和麦楚乐都是新手，由于时间紧我
们事先没有一起排练，再加上听说
今年我们的春晚要在学校的大礼堂
举行，所以我没有进礼堂就开始紧
张了。
晚会开始前，欣欣副校长台上
台下像一阵风似地忙前忙后，最后
五分钟还不忘抓住我们四个小主持
人做了一个短暂的操练，没想到大
家配合得得特别好，特别是东哥和
麦楚乐的普通话说得快赶上北京人
说普通话了，突然间我心里的紧张
消失了，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
虽然还没有正式合作，但我已经有
足够的信心和今天的小朋友一起主
持春晚节目了。欣欣副校长对我们
四个人都很满意，还特别肯定了我
的表情，鼓励我上台声音要再洪亮
些。
晚会开始了，我们四个人身着
礼服闪亮登场，不知是因为我们主
持人的漂亮的普通话还是精彩的开
幕词，赢得了台下同学和老师们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我那天穿的礼服
是妈妈专门为我定做的晚礼服，是
一件淡蓝色的拖地长纱裙，大家都
说我漂亮得像公主似，还有小朋友
甚至过来轻轻地摸着我的裙摆不肯
离开，我好开心，像喝了蜜糖似的。

六旗之旅
 六年级：朱正全

指导老师：师文

我喜欢很多地方，但是我最喜
欢的是六旗乐园。它有很惊险的空
中飞车，好吃的食物和很多动物。
我常常在夏天或者在我生日的时候
去玩，我每次去总是玩得很开心。
在六旗，有精彩的游乐设备，像
绿灯侠空中飞车，蝙蝠侠和 Kingda
Ka。有一些非常快，非常高，有的
是站起来的，有的是趴在肚子上的，
也有的是上下翻转的！有一个游乐
项目需要带上特别的眼镜和正义联
盟一起扫射敌人。最好的是 Kingda
Ka，它是世界上第二快的空中飞
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空中飞车（它
以 每 小 时 128 英 里 行 驶 并 可 飞 到
456 英尺高度）。我被飞快地推出起
点，感觉我像是要飘出我的座位似
的！
在游乐园一整天，我会吃到很
多各种各样的食物，例如：汉堡，炸
鸡，比萨…… 也有墨西哥和中东的
食物！甜点是我最喜欢的，我会一
整天都吃漏斗蛋 糕。
六旗里还有个野生动物园，那
里有 1200 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动
物。我在一辆大卡车上看动物，它
们常常离我很近 – 犀牛，大象，狮
子，猴子，熊，老虎。我还可以在动
物冒险营里喂长颈鹿。那是一个了
解野生动物的好机会，也很好玩儿。
六旗乐园离我家很近，它是一
个有趣的游乐园，也很酷。我希望
可以每周末都去。我希望每个孩子
都可以去六旗，在那里学习和尽兴
玩耍。

说真的，我一开始死活都不肯穿这
件礼服，因为太隆重，就像婚礼服似

迪斯尼乐园

的，妈妈没有硬让我穿，她只是让我

 六年级：张佳慧 指导老师：师文

试穿一下，又顺便给我拍了照，然后

迪斯尼乐园是个人们喜爱的游乐
园，每天都有几千万人来游览观光。
暑假时，更多的家庭会去迪斯尼乐
园游玩。这个受欢迎的游乐园是由
一个名叫华特迪士尼的男人开创
的。
华特迪士尼出生于一九零一年
十二月五日。他有四个兄弟姐妹。
迪士尼从小就爱画画儿和涂料。当
他年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画制作
成了短小的动画片，并放在屏幕上
给其他人观看赚取一些钱。他用这
第一笔钱获得了工作室。但是没多
久，一位先生偷走了他的作品并声
称是自己的作品。迪斯尼破产了，
虽然他破产了，但是迪斯尼并没有
放弃。
他与他的兄弟罗伊合作并创
建了米老鼠。前两次米老鼠出现
在电视上，人们并不是太喜欢，但
第三次，迪斯尼给米老鼠添加了声
音，这次一下子轰动了起来。这是
他成功的开始。一九三七年他制
作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
部电影让他赚了很多钱。一九四
零 年 Pinocchio 和 Fantasia 出 来
了，后 来 一 九 四 一 年 的 Dumbo，
一九四二年的 Bambi, 一九五零年
的 Cinderella, 一 九 五 一 年 的 Alice
in Womderland, 一九五三年的 Peter
Pan 和 一 九 五 五 年 的 Lady and the
Tramp 都让他大获成功。一九五五
年七月十七日，迪斯尼在加州开了
迪斯尼乐园。这个游乐园一开业就
吸引了众多游客去观光游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迪斯
尼在六十五岁时死于肺癌。尽管他
已经死了，他的作品和遗产仍然存
在于今天，为后人享用。

在朋友圈里晒了一下，很快妈妈让
我看了大家的反馈，几乎妈妈所有
的朋友都点赞了，当晚我终于决定
穿着这套晚礼服主持节目了。结果
这套晚礼服不仅给我今天主持节目
增强了信心，而且还帮我吸引了观
众的眼球。我觉得有一个像诸葛亮
一样聪明的妈妈真得好幸运。
晚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四
个主持人圆满地不负众望地完成了
任务，我们还决定明年要一起主持
华夏中文学校北部分校的春节联欢
晚会。

春来了
 五年级：张天翼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来了！我和我的家人要去
佛罗里达度春假了！听说在环球影
城，他们增加了一个哈利 - 波特的
新区域，我等不及了！我们还会去
迪斯尼世界和海洋世界。
春天来了！我们的游泳队要举
办宴会了！很好玩的！凭我的实力
一定可以得到比赛的奖牌我还会和
朋友、教练吃到美味的食物。今年，
宴会将在一家名为 Cosmopolitan 的
餐厅举行，我很激动！因为我今年
会拿到很多奖牌。
春天来了！足球赛季开始了！
我们每周有两次足球训练。足球
比赛是在周末，我踢的是后卫。我
们在足球训练中练习运球和射门技
巧。在足球比赛中，我和我的队友
总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足球比赛
之后，我和队友们都会开心地吃到
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零食。
春天来了，花儿开了，植物开始
生长了。雪融化了，天气转暖了，动
物从巢穴中出来了。我不必整天待

春天来了

在家里，我喜欢散步，观看大自然，

 五年级：吴建峰 指导老师：王英

我可以出去和我的朋友一起玩儿。

春天来了，春風輕輕地吹，吹綠
了大地吹醒了小草，大地上到處都
是勃勃生機。小河上的冰慢慢地化

春天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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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五年级：滕瑞安 指导老师：王英

 五年级：陈麒兆 指导老师：王英

掉了，河水里有几条小鱼在欢乐地
游来游去，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
来了。許多植物都從休眠中苏醒，
漂亮的花兒在开放，树叶开始慢慢
地長出來了。公园裏面又开始熱
鬧了。春天放假时，我跟朋友去公
园踢球和弟弟騎自行車，真的很有
趣！
春天来了，我家窗外飞来很多
小鸟，它们一大早就开始歌唱，把我
从睡梦中叫醒，它们可能是提醒我
上学不要迟到吧！
春天到了，更多的人开始户外
活动了 , 有的人踢足球，有的人打
籃球，打棒球。还有許多人開始種
植花園。學校也安排了很多的課外
活動让学生们参加。我会經常和爸
爸媽媽一起去跑步，呼吸新鲜的空
气，感觉很是舒服。
爸爸把我们家后院的泥土挖了
一遍 , 媽媽和外婆種下了種子。爸
爸又把后院木架修牢固了一些，等
待以后的果实可以牢牢地挂在上
面。我和弟弟也在后院一边玩耍一
边帮忙。大家都开心极了！

天气开始变暖了，春天终于来
了。在我们家前面和后面的草坪上，
几天前厚厚的积雪也逐渐变少了，
露出了一片片绿色的青草。在一旁
我们堆积的雪人已经看不出原来的
样子了。很多被大雪压弯的小树丛
终于又直立起来了。融化后的细细
的雪水潺潺地流进了旁边的小溪
里。在小溪旁边的树林里，几只小
鹿和鹿妈妈在一起静静地吃草。在
树林中的空地上，几只松鼠在互相
追逐和打闹。在开出了新芽的树枝
上，几只小鸟在尽情地唱歌。在小
溪流入的池塘里，很多从南方飞回
来的大雁和野鸭或在悠闲地戏水，
或在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从冬眠中
醒过来的土拨鼠从它的洞里跑了出
来，在草坪残留的积雪上留下了一
行行细小的足迹。
春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最
喜欢春天带来的这些不同变化。我
也终于可以脱下厚厚的冬衣和我的
朋友们一起在户外尽情地玩了。

史蒂芬·霍金

我喜欢的一个地方

 四年级：纪天一 指导老师：纪彤

 六年级：陈云鹤 指导老师：师文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和宇宙学家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乐高乐园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于 （Legoland）。我是二零一二年十二
1942 年 1 月 8 日在英国牛津出生。 月去的乐高乐园，我去的是佛罗里
他小的时候受家庭的影响很喜欢读
达州的乐高乐园。
书，长大以后有了很多奇妙的想法。
乐高乐园里有乐高雕像，有些
霍金在牛津大学上大学，但是他在
雕像很高，乐高雕像完全是由很多
剑桥大学教书。他跟罗杰·潘洛期
小乐高做成的。还有一个迷你美
一起学习广义相对论。他对黑洞会
国（Mini USA），它有拉斯维加斯，华
发射辐射的理论也叫霍金辐射。霍
盛顿特区，加州，海盗的海岸，Star
金也有学习量子力学。他写了著名
Wars，肯尼迪航天中心，代托纳国际
的《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A
赛道，和纽约市。有短的乐高电影，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还有现场表演，和游乐设施。
Bang to Black Holes)。
乐高也是我最喜欢的玩具。那
霍金在剑桥大学教书时开始患
时候我不喜欢拍照，妈妈就用买乐
有 ALS，
不能说话，写字和动。因此， 高玩具来哄我拍照，我们的交易是
他只能坐在一个轮椅上，需要用一
这样的，如果我同意拍二十张照片，
个电脑帮他说话。他动一动下巴肌
我就会在一天结束时得到一个乐高
肉，电脑就可以解码他要说的话，这
玩具。
样他就可以与人们进行交流了。
       我们在佛罗里达玩儿了几天，
        霍金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在剑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得到了很多
桥桥离开了人间。霍金在伽利略·伽
的乐趣，我和家人玩得很开心。我
利苹的第 300 个生日时出生，在阿
最喜欢的是我每天都得到一个乐高
尔伯特·爱因期坦的第 139 个生日
玩具。
和兀（pi）日去世了。
我今天写这篇短文来纪念这位
在六旗游乐园和野生动物园
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中文七年级：杜一舟
指导老师：欧阳红宇

我的叔叔
 六年级：池文森 指导老师：师文
在我心目中我叔叔是个很重要
的人，从我一岁到两岁半都是叔叔
照顾我，他对我就像爸爸对我似的。
我和他的感情很深。
我叔叔在我爸爸店里打了一年
的工了。他每星期三放一次假。每
次他放假我都会和他到楼下打乒乓
球，一打就是四十五分钟。大多数
时候都是我赢，可是我知道他是在
让我。
平时我们打完球的时候就上
楼，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在他房间里
玩游戏，爸爸妈妈也会允许 ( 他们
只允许我玩他的手机 )。他手机上
有好多游戏，可是只有几个是他下
载的。我每次都会玩一个不同的游
戏。
我叔叔偶尔也会去超市给我买
零食吃 ，我妈妈平时不经常让我吃
薯片。有他在我就不愁没有零食吃。
他还经常去超市买了牛肉饼和面包
来做汉堡吃，他做的汉堡比店里卖
的好吃多了 !
可现在我叔叔已经回中国了，
我爸爸说他还要等几 年才能再来
美国。我好想念他呀 ! 现在没人和
我打球了。叔叔不在的日子好孤单
啊 ! 可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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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日，爸爸、妈妈、姥爷
带我和弟弟去了六旗游乐园。
那天天气很热，又不是节假日，游乐
园里面的游人不是很多，所以我们
玩得特别开心。我们先玩的是海盗
船，那船很大，可以坐二三十人。我
坐在船的最高处，当大船上下剧烈
摇动时，胆小的人都叫了起，可我一
点儿都没有害怕。然后我们又去坐
了过山车。过山车在上下盘旋的轨
道上飞快地奔跑，一会儿冲上高处，
一会儿向下冲去，坐在上面像飞一
样，让人心跳，也有些紧张。之后，
更好玩的是在一个山洞里坐过山
车。因为没有灯光，洞里很黑，看不
到任何东西。过山车在黑暗中上下
飞跑，
人们的尖叫声在山洞里回响。  
接下来，我们去了与游乐园相
通的野生动物园。在那里我看到大
象、羚羊、犀牛、长颈鹿、鸵鸟、袋鼠
等食草动物，它们在草地和树林里
走动着，有的在吃草，有的在睡觉，
有的还站在路上，
一点儿也不怕人。
我们坐在一辆带篷子的大卡车上看
着这些动物，心里可高兴了。园里
还有老虎、狮子、黑熊等凶猛动物，
为了游人的安全，这些动物都关在
高高的铁网里，不用担心它们会跑
跑出来。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周日
是我最高兴也是最难忘的一天。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春天来了，
花草已經开始生长，我很快就可以
在草地上玩球了。我喜欢花草，喜
欢看花草的生长，看它们由細小的
嫩芽慢慢長大。很是有趣！
花 儿 开 得 很 艳 丽，有 红 色、黄
色、蓝色、粉色、橙色等各种不同的
颜色！我们还会摘一些鲜花放在家
裡的餐桌上，令室內充满花香，媽媽
特別喜歡。
春天来了，雨水会多些，它可以
帮助植物生长，让大地充满一片生
机 ，令人们充滿新希望！我很喜歡
戶外活動，像踢球与跑步，春天是最
适合户外活动的季节。
春天来了，很多动物都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鸟儿在天上飞，小鹿一
家在森林中行走，如果是在冬天，你
是看不見熊，鹿，和松鼠的，因为它
們避寒去了！但在春天，你可以看
到一切你喜愛的花草和動物。大家
可以去公园 玩遊戏。
春天一到我很开心，我特別喜
欢春天。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
春天是万物生长，一年新願望的開
始！我愛春天就像我愛讀書和运動
一样 ！

特别的朋友
 四年级：贝丝 指导老师：纪彤
我有一个特别的朋友，他的本
领可大了。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
他会明白我的想法。
我非常喜欢马。我常常骑着他，有
时候我们慢走、有时候我们慢跑、有
时候我们也快跑、我们特别喜欢的
就是跳过障碍物。每一次练习前，
我会准备好所有的东西。练习后，
我要为他清理。
尽管我只能每周见他一次，可
是我永远爱我特别的朋友。

春天来了
 五年级：林智 指导老师：王英
春天来了，鸟儿开始在天空飞
翔，花儿也开了，有红色、粉色、黄色
和白色很是漂亮！地上的草都绿
了。树枝上都发出了嫩嫩绿绿的叶
芽。啊！春天真的到了！
春天到了，开始播种了，这个星
期五老师带我们去室外观察，坐了
三十多分钟的车来到目的地。我们
先看到了一条蚯蚓，它吃了垃圾之
后吐出来的是对植物有用的土，很
有趣吧！我们又去外面找到了一只
甲虫，老师说甲虫也是跟蚯蚓一样
会吃垃圾，原来虫子可以帮助植物
变废为宝的，真是长知识了！
春天到了，天气开始变暖和了，
我要开始帮妈妈种花了！

特别的朋友
 四年级：曹依琳 指导老师：纪彤
我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它很可
爱也很聪明，每天都会陪伴在我身
边。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
它是一个好朋友！
它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一只
鼻子、一张嘴，还戴着一顶红色的帽
子。我这位特别的朋友既不会说中
文，也不会讲英文。它虽然不会说
话，但是我爱它。我天天跟它睡觉，
也想天天跟它一起玩。
我特别的朋友就是我的玩具
狗！我很喜欢它！它永远是我的好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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