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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有时甚至会引起车祸的。对孩子
来说，下雪通常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他们没有学校，有可以尽情地玩。可
是，对家长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
他们需要铲雪，又要很小心地开车。
下次你再见到雪的时候，你要
记得，雪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但是
有时也会带来灾难。

 阎汉宁
在蓝莓路 3892 号，住着一个阿
姨，叫猪猪阿姨。猪猪阿姨的房子和
别人的房子很不同，她的房子是上
下颠倒的！她有一条狗，一只猫，三
匹马，一头猪和一只鹦鹉。这个猪猪
阿姨很有趣，小朋友都爱她，都来找
她解决他们烦恼的事情。
我的毛毛狗
有一天，有一个叫贝琳达的小
朋友敲开了猪猪阿姨的门。
“我讨厌
 蔡靖然
用手洗衣服，”她说，
“我的爸爸妈妈
15 年以前，我爸爸妈妈领回来
一点都不爱我，总是让我洗自己的
一条狗叫毛毛。她是一条金毛猎犬；
衣服！洗了裙子，还要洗袜子！洗
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四岁了。她非
了袜子，还要洗裤子！”她开始哭
常可爱。
了。
毛毛的模样很好看。金黄毛特
猪猪阿姨说 ：
“ 哎呀！我差点
别软，眼睛很大。她高兴的时候，会
忘了！我也得洗衣服！”猪猪阿姨
又摇尾巴又咧嘴呵呵笑。她生气的
头上戴着一个塑料袋子装成王冠， 时候，会叹气。我们不带她出去玩，
拿着一把扫帚当做权杖，压低了声
她就叹气；我们回来，又高高兴兴
音，说：
“我是坏皇后！猪猪阿姨，小
了。这方面上，她像人一样；爸妈把
姑娘，快洗衣服！要是你们不把衣
她当女儿，我把她当姐姐。
服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就把你们扔
毛毛可听话了。她吃饭的时候，
到皇宫地牢！快点洗衣服！”猪猪
她知道得等我们吃完才能吃。给饭
阿姨又变回自己，可怜巴巴地说： 的时候，先把剩饭菜放在盆里，问她
“贝琳达，快点帮帮我吧！”贝琳达 “该怎么办？”她就直直的坐着等加
被猪猪阿姨逗笑了。
了狗食才开始吃。从前，我们的钢琴
两人一起洗，很快就把衣服洗
屋是她的睡觉屋子。自打变成钢琴
完了。她们晾完衣服以后，猪猪阿姨
屋，她知道不能进了。毛毛也爱我，
说：
“坏皇后来检查了！”这次，贝琳
躺在我的门外睡觉。我两岁的时候，
达装成坏皇后，左右看了看，说：
“做
有一回我晚上起来上厕所，踩了她
的还行。这次就放过你们了。明天， 一脚，她就叫了一声然后赶紧躲开，
我会抓住你们 !”猪猪阿姨说：
“你
知道是我，没有咬。
看，洗衣服可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刚会走路，毛毛摇着尾巴跟
情啊。”然后两个人笑起来了。
在我后头跑。有时候我想爬到她的
从那天起，贝琳达就喜欢洗衣
笼子里来玩，她就高兴地让出地方
服了。她的爸爸妈妈还觉得有点奇
来给我。我长大了要学踢球，在院子
怪，为什么贝琳达就喜欢洗衣服了
里练球时，她像我一样跑来跑去。她
呢？
经常用鼻子顶一下球，以为自己是
我的队友。
去年毛毛 14 岁了，相当于人的
彩虹
90 多岁。她得了病，又走不动路又吃
 范缘萍
不下饭。她变得越来越瘦。有一天下
一天下午，刚刚下完大雨，我从
学回来，爸爸妈妈伤心地说她死了，
学校回来。抬头一看，蓝天上出现了
我就大哭起来。这一年过去了，有的
一道美丽的彩虹。它像一座拱形的
时候我想起她，还会伤心。现在毛毛
桥，有七根彩色的带子拼在一起。它
住在一个漂亮的木头盒子里，在她
们的颜色是：红，橙，黄，绿，蓝，靛，
最喜欢躺着的地方。我们还放了些
紫。这次，雨下得很大，彩虹的颜色
植物陪着她。
特别漂亮。
我在想，这个彩虹是怎么样出
玫瑰笔袋
现的呢？我回到家，在网络上查了
一下。原来彩虹是空气中的小水滴
 张颖
反射太阳光形成的。下过雨以后，天
这一学年初始，我妈妈给了我
上有很多小雨滴。太阳光通过它们
一个铅笔袋。这个袋子是长方形的，
的时候，就被分成了七种颜色。我没
有着白色的花边，蓝白色的蝴蝶结，
有想到，彩虹的颜色是这样形成的。 许多小圆点，点缀在细布上。从后到
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右的红蕾丝边是红玫瑰图案，与深
我出门想再看看那美丽的彩
蓝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蕾丝边的
虹，可是它已经不见了。我喜欢看彩
左侧，白蓝色的方格图案类似于传
虹，看到它我心里会很高兴。我看着
统的女学生裙子。
出现彩虹的天那边，希望下一次彩
我将数量不少的铅笔和橡皮擦
虹的到来。
置于其中。这个铅笔袋小而窄，很容
易归置在我的书包里。它的质量很
好，尽管已经有点显旧，仍然很完
雨
整，并且保护着我的铅笔。每当我需
 侯维廉
要笔时，只是拉开它的拉链就能找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太阳公公
到。我常常发现我自己注视着它，喜
出来了；小鸟在唱歌；风也轻轻地吹
欢着它的图案设计和造型。
着；我在我家的后院玩耍。我很喜欢
有时，我有些担心它能否经得
我家的后院，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
起下一年的磨损，于是轻轻地放在
绿色的草原。
旁边。我想着可能一年后它再也不
突然，天空变暗了，大雨像海水
会这么漂亮了。这一瞬间的过去，像
一样从空中倾盆而落。我很快地跑
雨中的一滴水，如我铅笔袋的美丽
进去我的家里，到家里以后，我站的
一样，已经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
地方马上就积起了一滩水。这时候
我妈妈正在把全部窗户关起来。可
我的朋友猴子
是看到地上的积水后，我妈妈立刻
拿几个毛巾去清理。
丁传皓
大概十五分钟以后，雨就停了。
我是属猴的，而且我很喜欢猴
我又跑到院子里，闻到空气中有很
子。所以我要写关于我和猴子做朋
新鲜的味道，又看到天空有一道很
友的故事。
漂亮的彩虹，太阳也从黑云后面钻
猴子们很聪明，也很顽皮。它们
出来了。
很好动能快速爬树，可以轻松地从
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我的性
格和猴子有些相似，我也好动，但我
雪
不常爬树，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常常
 陈家豪
爬绳子。爬绳子能增加我胳膊的力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你坐在窗
量，有了胳膊的力量玩起单杠就能
前冥想。忽然，你看见一片白色的东
玩得很棒。对了，上周末我去纽约州
西飘过你的窗前，一片又一片，飘飘
参加跨州比赛得了三个单项冠军和
洒洒落在草地上。于是你问你自己，
全能亚军，我的爸爸妈妈都为我高
那是什么？是不是下雪了？
兴。
雪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当温
爸爸妈妈说也很聪明因为我属
度很低时，空气中的水汽就会变成
猴的。我在学校里数学排名第一，但
极小的小冰粒。很多的小冰粒聚集
我要更加努力，这样我将来能考到
在一起就会变成雪。如果雪下的很
名牌大学读书。都说很喜欢吃香蕉，
大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雪。这些
但是我不常吃香蕉。我的妹妹喜欢
雪，你可以用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
吃香蕉，可是她不属猴。
说你可以创造各种非常漂亮雪人，
我现在家里有两只猴子，它们
雪房子，雪动物等。
都是我的朋友。尽管它们不能说话
当然，雪带给我们的也不都是
也不能叫，我还是常常和它们一起
美好的。下雪的时候，路上会变成很
玩。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爸爸给

我讲过好多遍《猴子捞月亮》的故
事。那是我爸爸从中国带来的图书
里的一个故事，后来我在中文学校
又学了《猴子捞月亮》的故事。
我希望将来能带着我的两只猴
子和妹妹一起去中国旅游，我们四
个一起去爬长城。我爸爸说我两岁
的时候他和妈妈带我爬过长城，还
给我看了我们在长城上面照的照
片，但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当然那
时妹妹还不和我们在一起。我希望
将来能带着我的两只猴子和妹妹去
北京的动物园和那里的猴子交个朋
友，我们四个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了。今天晚上我要和我的两
只猴子睡在一起。那样我夜里醒了
也就不害怕了。下周末我想带着它
们去公园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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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秀争秀 美哉00后
“华夏之星”四月上旬登台
一年一度的“华夏之星”定于 4 月 9 日下午 2 点在华夏中部分校闪亮
登场，届时来自华夏各分校的约 20 个青少年节目将与观众见面，敬请关
注！
感谢为筹备“华夏之星”付出辛勤劳动的华夏义工，感谢以下组委会
成员：马咏、林胜天、叶森、谷灵、秦颖、姚明、卫东、郝若飞、阎明、李燕君、
李晓京、童莉、刘建、王宏、张长春。

我喜欢的地方
 林伟康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加拿大！你
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中国或夏威
夷？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才一岁，真
的是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去夏威夷
的时候，我三岁，也只是记住了一点
点。
2015 的夏天，我和我的家人一
起去加拿大看那个著名的尼加拉瓜
大瀑布（Niagara Falls）。尼加拉瓜大
瀑布太漂亮了，不论白天还是晚上，
也不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美景独
特。我们买了坐船的船票，可以到离
瀑布很近的地方。水面上溅起很多
像雾一样的小水花，飘落在脸上，凉
爽爽的，舒服极了。我当时做了一个
视频，把这个美好记忆永远地留了
下来。我最喜欢的还是看晚上灯光
下的瀑布，真美！
因为尼加拉瓜大瀑布，我喜欢
加拿大。我希望我很快会再去一次。

我的小猫
 郭敏如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小猫，
她的名字叫 Bella。她的毛是灰黑色
的，她的眼睛是绿色的。Bella 现在有
五磅重，尽管她其实只有半岁，还很
小。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 Bella 的时
候，她只有我手那么大，她长得非常
快。她跑起来也非常快。
每当我放学回家，Bella 总是在
等我。她非常喜欢跟我玩，我也喜欢
跟她玩。当我们去度假时，因为我觉
得离开她不好，就带她一起去。坐在
车里，Bella 一直在喵喵地叫，所以我
只好一路抱着她，这样她就高兴了。
在度假期间，有一天晚上 Bella 从旅
馆跑了出去！我当时真的很担心，
我们一晚上都在找她。幸运的是，当
我们要结束假期回家的时候，Bella
终于回来了！我太高兴了。
Bella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爱
她。

我家的玫瑰树一年四季都开满鲜花
呀！可是现在是冬天，玫瑰花没有，
甚至连一片叶子也没有。它光秃秃
的，和其他的树没有任何区别。我心
里有些难过，盼望春天的到来。
我家的玫瑰树虽然只是一棵普
通的树，我还是盼望明年会有很多
很漂亮的玫瑰花。它是我家院子里
很特别的风景。

下雪

 侯维廉
我喜欢常青树，因为它一年四
季都是绿色的，到了冬天树叶也不
会枯黄。常青树的种类很多，有的可
以长到三百英尺高。松树就是一种
常青树，它的种子长在松果里面 , 而
不在花里面。这是不是很特别？
常青树的树叶形状也各种各
样，比如松树的树叶不是常见的宽
叶子，而是针状的。松树的种子，松
子，常被用来做一种 Pesto 酱。但是，
我不是很喜欢Pesto酱。
松树是我最喜欢的常青树，因
为每年圣诞节我爸爸和我会一起
选一棵装饰起来，我还会得到几个
礼物。最重要的是，我对很多植物过
敏，但是不对常青树过敏。所以，我
很喜欢常青树。

 蔡靖然
天空阴沉沉的，云变得又灰又
厚。虽然还是白天，却看起来像傍
晚。这时，空气闻起来非常潮湿，又
阴又冷。看来是马上要下雪了。
果然，没过一会儿，天上开始飘
起小雪花，慢慢地落在地上。草地渐
渐地变白了，但路上只是有点湿。再
过了一阵，雪越下越大，像是大片的
鹅毛在空中飞舞；然后悄悄地落在
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转眼间，到
处都白了，这时再也分不出哪里是
草地，哪里是路了，整个大地被银白
色的地毯盖住了。房顶上白白的，像
一座巨型的gingerbread房子。雪积在
松树的树枝上，看起来像一棵漂亮
的白色圣诞树。如果照一张照片的
话，就是一张完美的圣诞卡片。
有的时候下的雪很湿，这样的
雪用来堆雪人，或者做雪球打雪仗
最好；虽然好玩，但是湿的雪很重，
铲起来很辛苦。有的时候雪很松软，
可以跳进去做 snow angel，而且这种
雪铲起来很容易。
雪渐渐地小了，我和弟弟迫不
及待地要出去玩，但又不舍得破坏
这样的美景。那就先照一张照片，留
住美景；然后就可以开心地玩了！

我家的玫瑰

海牛

 陈嘉豪
几年前，我们搬了新家。我和姐
姐很快发现院子里盛开的玫瑰花。
有时候，我们会把玫瑰花剪下来，放
在花瓶里摆在客厅或餐桌上。这样
子，整个家里都感到很舒服。
我家的玫瑰已经长得很高，它
已经爬过我家的篱笆，但还是比我
家的房子矮一点点。
玫瑰花季很长，春天、夏天和
秋天都会开很漂亮的花。我多希望

 张颖
当人们被问及关于最喜爱什么
动物这类话题时，常常会选择比较
常见的种类，如马和狮子。许多人都
不会去关注某些并不拥有常人所见
的美丽，或者具备被人赞赏特质的
动物。于是，海牛这样一种哺乳动物
便走进我的眼帘。
每当看见海牛 (manatee) 时，更
像看见了一头奶牛 (cow), 有如它绰
号的由来。它们用鼻子呼吸而非嘴

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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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它们移动缓慢，温和而巨大。船
只经常撞上它们，原因是海牛不能
及时避开，至少船只通常是这样认
为的。上述原因加上栖息地被破坏
及不断地被猎杀，导致某些种类的
海牛濒于灭绝的边缘。
海牛以海草和其它种类的海底
植物为食，悠闲地觅食于簇簇海生
植物中，海牛活动于佛罗里达海岸
到北部的罗得岛州。海牛也会生活
在加勒比海、墨西哥和南美洲的东
北部。西非海牛的某一支生活范围
从非洲西岸的塞内加尔到安哥拉。
某些特别种类的海牛数量激剧减
少。唯一的一类淡水海牛是众所周
知的亚马逊海牛，正如其名一样生
活于亚马逊流域。
也许，我选择海牛这种动物的
原因是由于它的特点及它现存的状
态。也许我只想从传统的动物选项
中脱离开来。无论怎样的原因，栖息
于暖水海洋中的海牛将继续其隐士
般的生活，然而能否长久如此，完全
取决于倾倒拉圾和在外海航行的人
类，当然也包括生活于周围的食肉
动物们。

我们家里的共用小屋
 丁传皓
我们家里有一间很独特的小
屋。它占整个房子楼下的一个角，它
有两扇门，这两扇门能同时打开或
关上。小屋里面有书桌、椅子、沙发、
台灯和书架。书架上有许许多多爸
爸和妈妈的科技书和文件。书桌上
有一个很大的荧光屏幕，屏幕和电
脑连接在一起。
我们经常用电脑来看体操表
演，看动画片，看歌剧，看话剧，看舞
蹈，听音乐等。我们也用电脑整理照
片，玩游戏，看天气预报，做作业，和
查看地图。我们还查看各地区体操
比赛成绩。
我和妹妹常常在这里一起玩游
戏。这间小屋子是我们在家里常常
聚在一起的小天地。有时我和我的
同学约好一同上网玩游戏。尽管他
们和我不在同一间屋子，我们通过
电脑玩游戏就像在一起玩一样，我
们玩起来真的很开心！对了，这个
周末我还要约他们一同上网玩游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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