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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飞机相比，它的个头比较大，而且

你喜欢旅游吗？

小提琴

我有时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你必

看上去更结实。它最不同和最迷人

 华夏哈德逊分校 吴承隆（11岁）

 华夏哈德逊分校 邱桐（11岁）

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退一步是为

圣诞前夜，我早早躺在床上，心

的地方是具有四个螺旋桨，所以它

你喜欢旅游吗？我喜欢旅游因

里不停念叨着明天我会得到多少礼

飞行非常稳健，不然它也无法拍摄

为旅游可以让我体验不同的文化，

仅是一种优美动听的乐器，而且可

尽管我还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

物，它们都是什么？我太期待了！

漂亮的照片。

放松和玩儿。

以改善身体姿势和手臂的力量，也

正规比赛，但我在网球俱乐部里打

 华夏哈德逊分校

张思莫(8岁)

太好奇了！太想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因为
我实在等不及要去看看我的礼物。

看得仔细些。然后，小心翼翼地，我
把它们一个个拿在手里。最后一个
礼物来自妈妈，这是唯一一个看上
去和别的的礼物不一样的盒子。我
把它打开，里面居然是一架可以遥

在体验文化的旅游中，你可以

可以从中学会集中和其他的综合能

了不少比赛。当我十岁时，我第一次

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就如

学习不一样的语言和传统，可以吃

力。我拉小提琴的时候非常专注，但

参加比赛，因为是初赛，我高度紧

同自拍直升飞机。

到各种各样好吃的，还能认识新的

我感觉我的心情非常轻松愉快。每

张，所以比赛很快就输掉了，我有些

天我都习惯去拉一会儿小提琴。

懊丧，但是比分很接近，我从中学到

人。有一次，我去了中国过新年。我

我喜欢用电脑
 华夏哈德逊分校 章溪月（11岁）
我喜欢在电脑上做各种各样的
事。如果老师布置手写的作业，我会
不高兴。如果老师说可以用电脑写

控的直升飞机，太酷了 !   机身甚至

作业，我就会马上去做作业。用电

带有一个摄像头可以俯拍任何我想

脑做作业比写在纸上方便多了。我

要的照片。大多数礼物我想都是来

自己写的字不整齐，在电脑上写作

自圣诞老人，因为它们虽然琳琅满

业再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很干净，会

目，但是全部都是 Shopkins，我喜欢
玩Shopkins。
在我拆开每一个盒子后，我又

了进三步。

我非常喜爱高科技，因为它会

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怔怔盯着铺满
了一地花花绿绿的礼物，好让自己

我很喜欢拉小提琴。小提琴不

见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我跟他们一起包饺子，吃饺子，放
炮，看春节晚会，爬长城，写毛笔字。
其中有很多东西是我在美国从来没
有做过的。

拉小提琴给我创造了很多机会
和荣誉。从两年前刚学小提琴到现
在，我都是学校交响音团的首席小
提琴。我还被选拔参加了全郡（All

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懂得了怎么
去面对复杂艰难的比赛场面。
去年六月，我在 Cross Court 参
加了一场比赛，对手很强大，一开始
我估计整个比赛我也许不能赢，但

还有一种旅游是纯粹为了放

County）的交响乐团。每年我都去参

松。你可以去海边，躺在沙滩上，看

加纽约州的音乐考级，每次都拿到

开始了，打得很激烈，第一局我很惨

日落或日出，去钓鱼，或者只是呆在

很优秀的成绩。

地输掉了，但我并没有气馁，在第二

我也可能会赢其中一局比赛。比赛

你的酒店里从阳台欣赏美景。我们

参加学校和社区里的交响乐

局比赛中，我用力地去打，终于扳回

家喜欢去南卡的Myrtle Beach. 我们

团，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

来了，赢了第二局。我非常骄傲，因

给老师留个好印象，而且在电脑上

在 Myrtle Beach 吃海鲜（可惜我过

拉琴，谈音乐，每次聚会都很开心。

为这是我参加比赛第一次赢球，尽

打字也节约时间。

敏），钓螃蟹，买东西，游泳 …… 这

小提琴是个很了不起的乐器，世界

管最后我还是输了这场比赛，但我

种放松的旅游最大的好处是你不用

各地有很多人会拉小提琴。大家都

还是很满意，我毕竟赢了一局。

除了写作业以外，我可以用电

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我简直不敢

脑上网。当然我们也能用手机上网，

作计划，想什么时候起床都可以，不

喜欢听小提琴美妙的声音。拉小提

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得到了十件礼

可是在手机上打字比较难。还有，我

用担心时间。
我的爸爸最爱去Myrtle

琴让我学到很多，但我一直牢记着

通过学网球，我对我自己更加的了

物。这时家里的其他人也陆续起来

觉得手机上的网络速度非常慢！太

Beach 。他很喜欢这种非常放松的

熟能生巧。多多练习，会让我拉的

解了，我想我能够更好地参加体育

了，大家都和我一样满心期待地去

浪费时间 ! 你能在网络上干许多事

旅游。因为他平时每天很早开车去

更好，走的更远。

运动，并且成为一名网球运动员。尽

拆 礼 物 ，个 个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开 心
的 笑 容 ，我 们 一 起 说 着 ，笑 着 ，闹
着……早餐直接略过，我们一家人
出去吃了一顿心满意足的圣诞大
餐。
晚上，我和妹妹一起爬上床，开

情，比如说上网查信息和玩游戏。电
脑有很多方面吸引我。电脑很小，屏
幕只有 9 英寸 x 13 英寸这么大，比
一本书还薄，但能装很多本书的内
容，还可以装许多应用软件。对我

上班很晚才回来，特别累。Myrtle
Beach 让他很放松，什么都不用操
心。
最后一种旅游是只为找刺激和
惊险，让人非常兴奋和快乐的旅游
方式。这种旅游是我和弟弟最喜欢

现在网球对我的意义很重大。

管我的体育技能不是很强，但是我

网球在我生活里的重要意义
 华夏哈德逊分校 朱预澄（11岁）
网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在我学打网球之前，我也曾尝

真的是喜欢运动。特别是当我打网
球时，我就会感到心情愉快，身心放
松，心里充满了快乐。
以上是我这几年学打网球的
一点儿深刻体会，我愿意一直打网

始幻想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什

来说，这些应用软件非常“酷”。跟很

的。你可以去游乐园、水上乐园，看

试着练过其它球类运动，像是篮球、

么样的圣诞礼物。

多大人一样，我的妈妈和爸爸都在

表演，吃好吃的，还有更多。我家每

足球和棒球等，但是我都不太喜欢。

电脑上上班。我刚看了一个软件怎

年都去弗罗里达，在奥兰多住两个

在我七八岁时，我开始学打网球，可

么很容易地画3D 图象。我以前想做

星期去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玩儿。我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项运动对我来说

 华夏哈德逊分校 辛孟轩（14岁）

自制迷你热带雨林

一个建筑师，这种软件可以帮助人

喜欢坐很多遍过山车，然后一边吃

是最合适的，因为那时我同时也在

游泳占据了我人生的很大部

 华夏哈德逊分校 张思莫(8岁 )

们方便地画图。用鼠标点几下，很复

烤火鸡腿一边喝Icee。

学游泳。我一周上一次网球课，渐渐

分。今年是我游泳的第六个年头，现

地我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而且越

在我几乎每天都要苦练三个小时。

打越带劲。

每个周末 , 当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 ,

我喜欢过圣诞！

有一天做完所有的家庭作业

杂的图像就出来了，也很容易修改

读完了我写的作文，希望你也

或擦掉一部分。宇航员到月亮上去，

能喜欢上旅游，让我们一起去体验

的东西。我从书架上抽出厚厚的一

也要靠电脑控制！电脑在我们的生

不同的文化，放松和寻找快乐。

本《百科全书》，一页页寻找能引起

活中真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如果

我兴趣的项目。不久，我便发现了一

你好好想一想，你会找到更多的例

后，我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样有趣

我在努力地游泳。朋友们参加派对

球，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我

春假之旅

时 , 我在认真地比赛。在美国，游泳

学打网球的第一个俱乐部是在Cross

不是一个很流行的运动。在学校，

华夏哈德逊分校 马雯欣（12岁）

Court, 在那里我是一位初学者，尽

同学们从来不会聊游泳的话题。电

管一开始我是用左手打球，而且握

视上很少播放游泳的节目。甚至 , 世

拍姿势也不对，可每当我打球时，我

界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可能还没有

总是很兴奋。有时我也参加小组课，

NBA 的一个球员薪水多。游泳得不

我发现其他孩子也和我一样乐于打

到社会的夸奖或者大家的关注。大

网球。我总是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每

部分情况下 , 人们不能靠这个运动

当我没接着球，我也不灰心，我总是

发大财。很多人经常问我，那你为

试着下次尽力把球打过去。后来，我

什么还要继续游泳?

子，电脑真的很棒！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我让

春假的时候，我去了欧洲。我们访问
我们出生在有电脑的时代，已
了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
经习惯使用电脑了。如果有一天，网
我们首先去了伦敦三天。我们
络断线了，或者停电了, 我们可怎么
走访了Tower Bridge，
看到旧牢房和
办呀。
珠宝。我们还走上伦敦桥。第二天，
我们去看了伦敦眼（London Eye）和
大笨钟（Big Ben）这两个伦敦标志
读书的好处
 华夏哈德逊分校 苏心悦（11岁） 性的建筑物。伦敦眼是世界上首座
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大
我喜欢读书。在读书的时候你
笨钟是英国最大的钟，新年到来的
会很开心，会让你忘掉烦恼，你也可
时候人们敲响大笨钟，收音机里和
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最爱的书
电视里都能传来大笨钟的声音。我
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波
们还看了电视节目 Doctor Who 里
西杰克森（Percy Jackson）》。我喜欢
提到的蓝色电话亭和哈利波特里的
读幻想类的小说。
站台（Platform 9 ）。在伦敦的最后一
读 书 很 好 玩 ，它 可 以 带 你 离
天，我们去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许多以前的
开现实进入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书
王室都埋葬在那里。
里你也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比
然后我们从伦敦坐火车前
如在《哈利波特》里，你可以跟哈利
往 巴 黎 。我 因 为 天 气 的 原 因 生 病
一起坐着扫帚飞翔。如果你没读过
了 ，但 我 们 还 是 去 了 埃 菲 尔 铁 塔
这本书的话，你怎么能飞在扫帚上 （ E i f f e l T o w e r ）、老 佛 爷 百 货 店
呢？书里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参 （Galleria de Lafayette）、凯旋门（Arc
与，试试看！
de Triomphe）
和卢浮宫（Louvre）
。站
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
我们看到了
读书还可以帮你掌握许多新
巴黎三百六十度的全景。
的知识。在《波西杰克森》里我学到
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阿
了很多希腊神话。读完《Little House
姆斯特丹。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
on the Prairie》, 我知道了人以前是
我们第一天参观的是 Keukenhof  
怎么活的。你看，读书的确是一个学
Gardens。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花草也
到新东西的好办法。
有大量的木鞋，这是荷兰人喜欢穿
总而言之，我喜欢读书是因为
的一种鞋。第二天，我们去了运河，
它可以让你快乐，还能学到很多以
坐船游览阿姆斯特丹。这是我在春
前不知道的事情。这么好的活动， 假做的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是
为什么不喜欢？读书就是我最爱的
非常好玩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
事。这个暑假，我希望你会像我一样
是伦敦，因为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参
读很多很多书，在书海里开心地玩
观。欧洲是一个春假里非常好玩的
儿吧！
去处。

制作热带雨林所需要的空罐子、植
物和一些小的碎石块。爸爸妈妈似
乎很高兴我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事
情来做。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地开始
着手我的迷你热带雨林。首先，我往
空罐子里装满土；然后，我在土里散
了一些不同植物的种子；接着，我往
里面洒了一些水；再来，我把细小的
碎石头铺在土的表面；最后，我把罐
子放在一个充满很多阳光的地方。
用不了多久，里面的种子就会发芽，
慢慢长大，茂盛蓬勃，到那时我就能
看到自己做的热带雨林了。
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享受
其中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自拍直升飞机
 华夏哈德逊分校

韩雨松(9岁)

自拍直升飞机是非常好玩的玩
具，9 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玩。像它的
名字，你可以拍很多照片。你可以用
遥控器或者手机，控制飞行和拍照。
它能用各种角度侧着身子飞，或者
颠倒着飞行。在这样多变的姿势下，
它随意取景拍照，甚至录像。
但是，这个很酷的玩具并不便
宜，通常全价是四百多美元。当碰上
特别优惠的打折的时候，你可以花
上二百五十五美元。如果，你实在喜
欢，又没有足够的预算，可以买不带
录像，或者键盘控制不多的型号。
自拍直升飞机通常是 12 英寸
长，5 英寸高，很容易存放。和其他遥

游泳和我

我曾经跟过好几位教练学打网

个好玩的东西：自制迷你热带雨林。
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一元店”买了

球！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I

又换了一家俱乐部，遇到了一位比

其实我并没有指望游泳会让我

较好的教练，跟他学，我打球的水平

变得有名, 更没有想让它帮我挣钱。

提高了不少。但是，我在这家俱乐部

归根结底 , 我从来没有希望游泳能

也没待太长的时间，因为它离我家

够直接帮助到我的未来。我游泳只

有点远儿。
打网球有很多好处，首先它是
一项终身运动，也就是说，只要你有
兴趣，即使你年纪很大了，你还可以
打网球。其次，打网球可以很好地锻
炼你的心理素质，它不像篮球，足球
和曲棍球等是集体运动，网球总是
要求你既要灵活机动，又不得不独
立的去战胜对手。如果你打输了，你
也只能责怪你自己。第三，通过学打
网球，我也懂得了有时为了做好一
件事情，你必须不停地重复去做，才
能做好。

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别
人通常认为游泳很浪费时间，但是
游泳教会了我许多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 , 这些都是学校和课本上教不了
的。游泳让我学会了坚持。它培养了
我的耐力，它教会了我怎么面对而
不要逃避困难。游泳还教会了我怎
么跟别人合作。一个运动员赢不了
一场比赛，不管你有多么优秀或者
多么突出，你仍然只是一个队的一
部分。你只是你的队 , 学校 , 城市或
者国家的一员代表。很多人认为游
泳是一项个人运动，他们错了。你
游的成绩，你在每一个项目上的表

去年，我遇到了一项更大的挑

现 , 都会决定你所属的队伍和胜利

战，我的爸爸突然发现我并不是左

之间的距离。游泳会培养你的自我

撇子，我其实应该用右手握拍。一开

认同感。

始我不同意换手，因为我已经习惯

我坚持这项艰苦的运动还有一

用左手了，可我爸爸说，换手对我有

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发自内

好处，我可以进步得更快。在他的说

心的喜欢游泳。有时候, 我也很想换

服之下，我勉强同意试几个月，后来

一个简单一点儿的体育运动。但是

结果证明爸爸的决定是正确的。我

慢慢地，我发现了自己对游泳的渴

换了右手后，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赶

望。离开了游泳，我简直无法想象我

上去了，而且进步很快。这件事告诉

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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