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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了一个毛绒绒的大球球，停在那儿

家。我抓的螃超过了五个英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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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游客拍照。它们绝对是世界人

可以带回家。我把笼子再扔到水里，

民热爱的巨星。

还想再抓一只螃蟹。我，爸爸，妈妈

八年级 杨睿美 指导老师 李雪

第三天，我们登上了雄伟而又

和叔叔又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

壮观的长城，证明了我们是好汉！

抓到什么东西。最后，我们就得回家

我终于实现了去中国的梦想。中国

了。我们大家一起把笼子和其他的

西。要是一个东西坏了，我们每次都

太伟大了，我爱你！

工具收好，跟叔叔一家说了再见，就

会找我爸去修。不管是啥，两个小

     

往车那边走。到了车旁，我和爸爸把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有五个人，
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我。
我的爸爸很聪明, 他很会修东

时后你会听他说，
“修好了！”有一

我的妈妈

次，我的电脑不启动, 我妈和我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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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脑前面想办法。想了很多办

五年级 Enya Yu 指导老师 聂型铁

法，但是电脑还是不启动。这时候，

工具和钓的螃蟹放进车里，然后就
开车回家了。

中秋节

我的妈妈有黑色的头发，她的

我们想，
“ 是不是再要买一个新电

头发有一点儿长，通常扎一个马尾

脑？”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回到

巴。她带一副紫色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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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 余欣玥 指导老师 聂型铁

我的房间里，惊讶地发现爸爸把我

我的妈妈喜欢吃很多东西，鸡

中秋节是在中国的农历八月

的电脑修好了。要是我们家里啥东

肉、鱼肉、牛肉、猪肉、鸭肉......，还有

十五。在中国，中秋节是除了春节

西坏了，我们每一次就会去找我爸。

各种各样蔬菜和水果。

以外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全世界只

不管是啥，他都会修。
我的妈妈对人很和善。要是我

我的妈妈也喜欢玩沙包，打羽
毛球，听我弹钢琴和拉大提琴。

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庆祝中秋节。
为什么人们这么重视这个节日呢？

或者我妹妹考试考得不那么好，我

妈妈帮我学习中文。她找中文

中秋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至

妈不会说我们。她会跟我们看看我

电影和动画片给我看，还给我读中

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最早起源

们为什么考得不好。有一次我的妹

文故事书。妈妈也帮我学数学。当我

于人们在秋天进行的丰收庆祝活

妹在学校考试考了四十分，我的妈

有困难的时候，她帮我解决；当我有

动。中秋节本身就是跟家人团聚，

妈没有生气。我妈妈跟我妹妹看她

难题的时候，她教我方法。

吃大餐和赏月亮。月饼是中秋节必

错的题，她教我妹妹怎样做对。我的

我记得我两岁多的时候我把一

备的食品。月饼有时候也叫“团圆

个小纸团塞进鼻子里，怎么也拿不

饼”这就是为什么中秋节也叫“团圆

出来。我就告诉妈妈“妈妈，纸卡在

节”。圆就代表很美丽的月亮和团

每一次从大学回来，她经常带一些

鼻子里面了”妈妈连忙拿镊子把小

圆，所以很多人在中秋节吃饭时一

像机器人，电路板之类的东西回来。

纸团拿出来了。然后我感觉我的鼻

定要用圆盘子装菜。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对我和我妹妹

子舒服极了。

妈妈真是特别善良有耐心。
我的姐姐特别喜欢做新东西。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 美美，乐乐！
我们等一会儿编程序。”她或者说，
“我们等一会儿做机器人。”要是我
家去哪儿玩，我们玩的时候，我姐姐
会说，
“ 我们回去做机器人。”我的

人们也喜欢在中秋节的晚上一

我小时候晚上睡觉经常蹬被

边赏月，一边讲关于月亮的神奇传

子，妈妈怕我着凉，半夜起来好几次

说，朗诵关于月亮的一些诗歌。我最

帮我盖被子。我睡得很香，但是妈妈

喜欢的中秋节故事是“嫦娥奔月”和

没有睡好觉。
我特别爱我的妈妈!

姐姐特喜欢做新东西。

“吴刚砍桂树”。嫦娥奔月是说嫦娥
和后羿住在凡间时，西王母送给了
他们一袋不死药。这包不死药分给

钓螃蟹

两个人吃，那两人就会长生不老。但

课。有的时候，她会做一个小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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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吃掉，那这个人

然后站在台上给我们全家讲课。有

五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聂型铁

就会飞到天上，变成神仙，再也回不

我的妹妹动不动就要给我们讲

一次，她说她晚上会表演一个特别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爸爸，

来了。有人想抢不死药，所以嫦娥就

好的节目。那天晚上，我进屋就看见

妈妈和爸爸的朋友一家（叔叔，阿

把药一口吞到肚子里去了。她刚咽

她摆的讲台和四张椅子，每张椅子

姨，哥哥，姐姐）一起出去钓螃蟹。

下不死药，就开始往天上飘到，再也

上都有一张节目单。她拿着电脑打

我和爸爸把钓螃蟹的工具放进车后

下不来了。她因为不想离后羿太远，

印的网上的旧新闻，兴致勃勃地给

厢。爸爸开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

就在月宫停了下来，住在了那里。据

我们演讲。她讲完了也让我们问问

车，就到目的地了。

说，中秋节赏月的时候，你还能看

题。过几天她就找我们要给我们再
讲一次课。
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很能干。是

我和妈妈先下车，然后爸爸去

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我都会

把车泊下来，还拿了钓螃蟹的工具。

从美国给在中国的爷爷，奶奶，姥

我有啥事，我知道要去找谁。我爱我

方等我爸爸来。爸爸来了以后，他帮

姥，大姨，和其他家人打个电话，祝

的家。

我把鸡腿绑在笼子里。然后我把笼

他们中秋节快乐。庆祝中秋节的时

子抛到水里，我爸爸的朋友也刚把

候，姥姥家会有很多种好吃的月饼，

假期趣事

他的笼子抛到水里。接下来，我把一

奶奶家吃饭的时候都会有二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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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肉放在鱼钩上，然后我把鱼钩甩

菜呢！吃完晚饭，大家都出去赏月。

八年级 张安娜 指导老师 李雪

出去，想着，有可能我可以抓到一两

圆圆的月亮挂在天空，它的银光撒

条鱼呢！我等了差不多二十来分

满大地，空中好像装满了亮闪闪的

为我第一次去中國。

钟，把笼子捞上来看一看里面有没

银粉。我们在美国也能看见圆圆的

我们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出发乘坐

有螃蟹。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所

月亮，也能吃到月饼。我已经吃过四

十三小时的飞机，当飞机即将着陆

以我把笼子又抛回水里。我去看了

种口味的月饼，有双黄莲蓉，五仁，

时，我很期待看到中国北京。我们住

一下我的钓鱼竿，它没动，所以我就

枣泥和莲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双

在市中心的饭店, 这是一座二十层

把它拉起来又甩了出去。

黄莲蓉月饼。因为月饼中的蛋黄非

的欧式建筑, 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步

二十分钟以后，我又去看我的

常得有味道，而且跟月饼皮和莲蓉

行街，街道两边摆满了鲜花，还能看

螃蟹笼子和鱼竿，没东西！！！我

在一起搭配得很好，吃一口，嗯，美

到很多商店。妈妈问我和哥哥：你们

又把它扔了回去，一屁股失望地坐

味！

明天想去哪儿？我和哥哥异口同声

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哥哥高

按照阳历来说，今年的中秋节

兴地喊：
“ 我抓了一个螃蟹！我抓

在十月四号，正好和中国的国庆节

第二天，来到熊猫馆大门前，只

了一个螃蟹！”我跳起来，跑过去一

重叠在一起，所以很多人都趁这个

见人们在夏天火热的太阳下，排着

看，真的是一只螃蟹。我有点不服

长假期和家人一起去旅游。我希望

长长的队，我感到在北京动物园，大

气。我不紧不慢地走回到我下笼子

有一天我可以回中国过中秋节，跟

熊猫就好似超级巨星。当我们一走

的地方，再一次把我的笼子拉了上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等所有家人一

进熊猫馆，就看到巨大而又明亮的

来，往里一看，
“哎呀！！！”我惊讶

起吃大餐，赏月吃月饼。

玻璃窗内，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胖乎

地大叫一声，
“里面有一只螃蟹！”

乎的大熊猫靠在一棵弯曲的大树杆

“我也抓了一只螃蟹！”我回头

上，正慢幽幽地吃竹子呢。它那专心

对大家喊。爸爸和妈妈一起跑过来

我爱我的妈妈

的萌萌的样子也太可爱了！这时走

看我抓到的螃蟹，都说，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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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一只熊猫宝宝，它好似模特儿

接着，我把桶装满水，然后再把螃蟹

五年级 曾恺希 指导老师 聂型铁

一样左右摇摆地走近玻璃窗前，对

放进桶里。我拿来尺子量螃蟹，螃蟹

假如别人问我在世界上我最爱

着围观的人们打了一个滚儿，滚成

的长度必须超过五个英寸才能带回

说：大熊猫。

 华夏中文学校康州分校教导主任 李华
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７年春季华夏中文学校辩论赛中，我们康州分
校４－６年级组第一次组队参赛并取得良好成绩！
我校今年刚开了一门新的文化课程－演讲课，不少同学踊跃报名。到２
月底，正式定下授课老师。３月底，刘申校长、马峪林副校长等学校领导
积极向各位家长和相关老师介绍一年一度的总校辩论赛赛事。我校４－
６年级学生从没有参加过辩论赛，经过学校教职员工的热心鼓励，学生
和家长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４月初，我们成功组队５人！正方三位辩手分别是余欣玥、胡知尧
和郭嘉睿；反方三位辩手分别是余欣玥、谢福威廉和张嘉文。其中，余欣
玥同学一人同时担任正反一辩的重担！一开始，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困难
重重，首先时间实在紧迫！４月初定下队伍人选，而４月第二、三周因为
春假不上课，４月第三周上课后的第二天就要比赛！根据这样的特殊情
况，张老师一天之内赶出了两篇发言稿，让一辩欣玥有多些时间准备背
诵；李老师几天之内赶出了正反两方所有同学的辩论稿以及备战提纲。
我们刚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拼出了辩论稿，马上又遇到新的障碍！欣玥和
嘉睿生病两三周；两位参赛同学在春假中随父母远行；报税繁忙季家长
们要加班很难抽空辅导孩子……我们齐心协力，迎难而上！４月７日傍
晚我们在欣玥到教会上课之前给她进行了一对一的辅导；４月８日中午
我们到图书馆给知尧进行了一对一的辅导；４月１５日上午我们集合所
有参赛学生和家长到图书馆，分别把正方和反方的过程和思路帮孩子梳
理了一遍。在那次的集合训练中，家长们非常给力，不仅帮孩子一起理解
辩论的逻辑和策略，还互相鼓励打气！４月２２日赛前最后一次集合，
尹老师提供她的教室让孩子们进行了三轮实战演习，并和家长们一起观
战提供宝贵意见！
从４月初组队到４月２２日最后一次演练，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在
短短的三周里，经历了巨大的挑战和困难，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们巨大的
进步！
４月２３日周日，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的五位参赛学生精神抖擞、
面带微笑，穿着统一的服装，走进赛场！从早上９点进场到中午１点结
束，孩子们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中文辩论赛！
比赛当中，欣玥和知尧自
信而沉稳，威廉和嘉文潇
洒而敏捷，嘉睿也克服自
己的焦虑和队友们一起上
战场！等待成绩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我们
已经战胜了自己、取得了
属于我们的成功！
我们康州代表队最终
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其中余欣玥同学还获得最
佳辩手的荣誉！为这些勇
敢而优秀的孩子喝彩！也
为在背后大力支持的家长
和老师点个赞！

的人是谁，我会回答说“妈妈”。
I

我的妈妈很关心我，当我生病感冒

班以后还要回家照顾我和哥哥。她

的时候，妈妈会喂我吃药，也会给我

给我们做特别好吃的饭菜，对妈妈

量体温和准备蜂蜜水。妈妈会一直

来说，做饭和做实验差不多，她总说

陪着我和照顾我直到我的病完全好

能做好实验的人做饭一定不差。我

了。妈妈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每天

最喜欢的是她做的蛋炒饭，她还会

晚上妈妈会督促我做作业和练习小

做很多点心，每次参加聚会的时候，

提琴，还会帮助我练习滑冰和跳舞
的动作。每个星期她都开车接送我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即便她自己已
经很辛苦了。
我喜欢和妈妈聊天，每次妈妈
接我放学的时候，都会问我学校的
事情怎么样。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妈

她都会带去她做的小点心，非常受
欢迎。我的妈妈在有空的时候经常
教我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很小的时
候就开始在家学习中文，妈妈教我
拼音，写一些简单的中文字。五岁的
时候我开始去中文学校上学，妈妈

妈会安慰我和逗我笑。当我遇到困

会认真检查我的作业，回答我的问

难的时候妈妈会教我如何去解决。

题，这对我中文水平的提高有很大

妈妈是我的老师，她教会了我许多

的帮助。妈妈的数学知识也很丰富，

东西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从小她就培养我对数学的兴趣，在

我的妈妈很爱我，但是我更爱

她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达到了高

我的妈妈。我在一天一天地长大，可

中一年级的数学水平。因为学习音

是我的妈妈在一天一天地变老。我

乐对开发智力有帮助，所以妈妈鼓

不想要让我的妈妈变老，所以我经

励我学会一种乐器。虽然妈妈自己

常帮妈妈剪白头发。当妈妈腰酸背

不懂乐器，但每次我有表演的时候，

痛的时候，我还会给她捶背。

妈妈总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平时

我爱我的妈妈，我愿意一辈子

祝你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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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共同进步

见她呢。

我，妈妈，和叔叔已经在钓螃蟹的地

今年的暑假又充实又有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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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的“小棉袄”。

我的妈妈
华夏中文学校康州分校
五年级 张嘉文 指导老师 聂型铁
我的妈妈是一名化学工作者，
今年46岁了。妈妈每天工作很忙，下

喜欢打篮球，妈妈会抽空带我去训
练和比赛，每次妈妈都是场外的最
佳啦啦队员。每当我高兴的时候，妈
妈跟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每当我
不开心的时候，妈妈会找我谈心，帮
我解决我的困扰。我的成长离不开
妈妈的陪伴和帮助，我爱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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