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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鸭池塘和小路》
 博根中文学校九册班 李思远
指导老师：
庄逸红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地方是我最
喜欢去的，那就是野鸭池塘。池塘周
围经常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和大雁在
徘徊，
我想池塘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么
得来的。
春天的时候，我每个星期都
要去那里好几次，或是钓鱼，或是玩
耍。野鸭池塘里有很多美丽的鱼，还
有两个用来循环水的人造喷泉。
我很
喜欢在那里钓鱼。
可是由于池塘的水
不干净，钓到的鱼都不能吃，我只好
把它们又都放回到水里。
这个野鸭池
塘旁边有一条天然的小路，
小路穿过
一小片森林，
还有一条小溪从小路边
流过，小溪的水很干净。据说从小溪
里钓到的鱼可以吃，不过，那里面的
鱼很聪明，
我能看见有许多大鱼在里
面游，可是从来也没有钓到过。沿着
小路走大约一英里，
路旁的小溪就变
成了一个小瀑布，
那里的风景美得让
人无法呼吸。
瀑布下的水里有很多大
鱼在游泳，
它们好像在等着人们来喂
食，这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处钓鱼
的好地方。美丽的野鸭池塘，神秘的
小路，
清亮的小溪和下面有大鱼的瀑
布，
都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尼亚加拉大瀑布》
 博根中文学校九册班 林宏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几年以前我的大舅家搬到加拿
大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暑假的时
候，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看表妹。我们
一起坐车去大瀑布。
尼亚加拉大瀑布
坐落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
从
美国和从加拿大都可以看到瀑布，
但
是从加拿大看到的瀑布是大瀑布，
也
叫马蹄瀑布，从美国看的是小瀑布。
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的马蹄瀑布，
比
从美国看的瀑布壮观多了。
尼亚加拉
大瀑布是世界上水流最快的瀑布，
它
的垂直高度是50多米，
从很远就能听
到水流的声音，走近一看，水就像从
天上流下来的。在太阳光的映衬下，
瀑布发出的雾霭形成美丽的彩虹，
奇
妙无比，让我们流连忘返。我们坐船
在瀑布脚下转了一圈，
身子都被水打
湿了。
尼亚加拉大瀑布真是名不虚
传，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我家的后院》
 博根中文学校马立平六年级
陈睎文 指导老师：
孙瑜
在我家房子后面有我最喜欢的
地方，那就是我家的后院。我和我弟
弟很喜欢在后院的空地上玩。我们
放学后不管是什么天气都会去后院
玩。我家的后院里每天都有客人，很
多时候是小松鼠和小蝴蝶，
有时候是
蓝雀，也有时候是小鹿。从晚春到早
秋，我喜欢坐在后院里读书和写作。
晚上我们一家人在后院里吃饭，
找萤
火虫。
我们吃饭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
小松鼠的杂技表演和树枝的舞蹈，
非
常好看。
到了深秋爸爸、
妈妈、
弟弟还
有我要扫树叶。
树叶有红的，
黄的，
橘
色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扫起来很
麻烦。现在冬天快结束了，白色的雪
慢慢地在融化，
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和
弟弟在后院玩了！

《我梦想中的车》
 博根中文学校 谢宇辉
指导老师：
张勤
我做过这样一个梦：我设计了
一辆会飞的车，它不但会飞，而且里
面是全自动化的。当你想睡觉时，车
椅就会变成一张床；你累了，不想开
车了，只要按一个按钮，车就变成自
动驾驶；
你饿了，
不用停车，
车的后备
箱就是一个小厨房，
能做出你想吃的
各种美食；遇到江河，这辆车就可以
变成一条船，过江过河；最有意思的
是，车的座椅下面就是一个马桶，解
决开车时想上厕所的问题。
在这辆车
上差不多可以做任何事情了，
但是汽
油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停车加油？
在我的梦里，
座椅下的马桶就是一个

把排泄物变成汽油的箱子，驾驶人
的排泄物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变成汽
油，这样开车的人又舒服又省钱，开
多远都不用停车也不用加油。
虽然这是我的一个梦，但我希
望能美梦成真。

《欢迎新妹妹》

《可可的故事》
 博根中文学校八册班 郭雪安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有一只迷你贵宾犬，它的名
字是可可。可可是一只比较老的狗，
今年已经十五岁了。
我的可可每天都
喜欢在家里呆着。它经常睡觉，每天
都会起得很晚。它一起来先楼下，然
后马上又去客厅接着再睡觉。
可可一
天吃很多次，每次只吃一点点儿，但
整个一天加起来，它吃的就很多了，
所以它现在很胖，有二十五磅重。给
它的食物是kibble，有时它也会吃我
们掉在地上的东西。
我们每隔半年会
带它去看兽医，给他检查身体。兽医
会检查可可的心脏、骨头和牙齿．因
为可可老了，
它的牙齿和骨头都不是
最好的状态。可是，可可的心脏还是
很好的。我们每天要带它出门两次，
一次在早上，
一次在晚上。
遛狗时，
我
们先要把狗颈圈放在可可脖子上，
再
把皮带连上去，
然后，
我、
妈妈、
爸爸，
和可可就可以一起到外面去走走。
我
们走来走去，可可也闻来闻去。可可
真是条好玩的狗！

 博根中文学校毕业班 虞恺越
指导老师：
张勤
最近这大半年，妈妈一直怀着
孕，我们家就要迎来一位新的小妹
妹了。作为家里的老大，我在家里就
更要帮忙了。冬天，我们搬家时就靠
我和爸爸搬的桌子，
沙发和无数的箱
子。下雪时，我也帮着把我们家长长
的车道上的雪铲了不少；
洗碗、
扫地、
拖地和擦桌子这些活儿大部分也是
我干的。
终于，
三月底来了：
新妹妹快
要出生了！
妈妈三月二十三号晚上去的医
院。二十四号早晨，爸爸和妈妈还都
在医院，我早晨起床后做了早饭，吃
完饭我就带着我八岁的妹妹走到学
校。下午下学后我给爸爸打电话的
时候才知道小妹妹是早晨十点出生
《春节》
的，
我和妹妹十分兴奋地跟着爸爸去
 博根中文学校六册班 叶震宇
医院看妈妈和小妹妹。到了医院，看
指导老师：
何燕
着那小小的娃娃，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你知道中国最大的节日是什么
吗？是春节。
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
这是真的。一直到我把妹妹抱起来，
叫
“春节”
，
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听见她的哭声，
感觉到她的小手抓我
日，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过春节
的衣服，我觉得这一切都象是一个
又叫
“过年”
，
春节是喜庆和团圆的日
梦。
子。
一到春节，
家家都要贴对联，
挂红
现在，小妹妹已经快四周了，我
灯。
大年三十，
也就是除夕，
一家人要
一点也不怀疑小妹妹是真的了。
在这
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电视节目。
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很多新的本领，
初一早上，我和哥哥起床后，穿上新
像怎么用单子把妹妹包起来，
怎么抱
衣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长辈
妹妹，怎么把她哄睡着，甚至怎么给
拜年。
两手抱在一起，
大声对长辈说：
妹妹换尿布。我经常抱妹妹，也能把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她哄睡着，虽然抱久了会有点累。我
然后我们就会拿到红包，也叫“压岁
抱妹妹的时候，
她就会用两只又大又
钱”
。
吃完早饭，
爸爸妈妈就带我们去
亮的眼睛非常认真地看着我。
我还给
亲戚家拜年。当我们路过唐人街时，
妹妹叠了几只各种颜色的纸鹤，
挂在
看到街上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穿着
新衣，
去看舞狮子，
放鞭炮，
到处都喜
房间的吊扇上，
她特别喜欢盯着它们
气洋洋。
我很喜欢过春节，
不仅可以
看。在这四周里，我对小妹妹的爱一
尝到很多美食，
而且还可以拿到压岁
天又一天地增长。
钱。
我真高兴，我们家迎来了这个
可爱的小妹妹。

《妹妹的故事》

《地理知识竞赛》
 博根中文学校八册班 顾甜甜
指导老师：
汤江勤
当我和另外十个参加地理知识
竞赛决赛的同学走进比赛大厅时，
我
非常紧张，我的心跳得很快，我觉得
全身在发抖。
在大厅里我看见我的老
师和很多同学，朋友来观看我的比
赛。
其他决赛选手都是七年级和八年
级的学生，
我是唯一一个进入决赛的
五年级学生，
我真担心自己连第一轮
都过不了。
比赛开始了，第一轮是口试，每
个选手回答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问题
都不一样。我答对了我的问题，但是
有不少选手答错了。第二轮是笔试，
大家都回答同一个问题，
答案写在纸
上交上去。这道题我答错了，但是每
个选手可以允许错一道题，
等错第二
道题时才会被淘汰出比赛。
接下来是
看着地图口试，
我们又回答了一些问
题。随着比赛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高
年级选手被淘汰了，
我也就越来越放
松了。
不久，
比赛就剩下三个选手：
一
个女生，
一个男生还有我。
接下来，
我
很紧张地听我的问题，
可是我不知道
答案。
我的心沉了下来，
有点失望。
但
是老师马上宣布我得了第三名。
我当
然很高兴但是也很惊讶，
惊讶的是我
这个五年级的学生居然能打败很多
七，
八年级的同学得第三名。虽然我
曾希望自己能得第一名，
但是我知道
得胜的机会不大。
所以我很高兴也很
自豪能得到第三名，
毕竟我只是个五
年级学生。我在心里悄悄地，高兴地
欢呼着，
真想为自己祝贺一下。
这一天几乎是我的最开心的一
天！

 博根中文学校八册班 俞安洋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的妹妹今年六岁，上学前班。
胖乎乎的她，梳着马尾辫，整天乐呵
呵的。
她幽默风趣，
十分可爱，
她也很
会帮忙做家务。
她是我最好的玩伴和
最亲近的人。每次洗完衣服，妹妹总
是帮妈妈把一件件衣服叠好，
放进不
同的抽屉。
有时候，
我回到家里很累，
她会帮我倒水喝。每次奶奶做饭时，
妹妹会帮奶奶一起拣菜，
所以爷爷奶
奶一直夸奖妹妹。
有的时候我心情不
好，妹妹总是会想尽办法让我开心。
她用手捏着她胖胖的肚皮，
不停地抖
动，
肚皮好像在说话，
在做鬼脸，
我情
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不愉快的心情顿
时没有了。妹妹喜欢唱歌，弹钢琴，
有朋友来我家，
她总是会自告奋勇地
给大家表演。她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平时放学后，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
打球，一起骑自行车。妹妹有时会耍
赖，有时会和我打闹。不过我们在一
起的时总是充满着欢乐。
我很喜爱我
的妹妹，有了她，我的每一天都会很
快乐。
妹妹，
我们一起健康成长吧。

《夏威夷游记》
 博根中文学校 丁凯文
指导老师：
陶丹
去年夏天和妈妈到夏威夷旅
游。
一下飞机，
我就喜欢上了夏威夷，
因为这里的海水非常蓝。到了旅馆，
我就跑去阳台，
从这里可以看见不远
处的大海、沙滩和棕榈树。我跑到大
海近处，
哗哗的海浪声让我感到非常
放松。我喜欢沙滩附近的树，绿绿的
草地和一蹦一蹦找食的小鸟。
夏威夷
好安静啊，
我特别享受这种安静。
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游览了
好多有趣的地方，包括海底赏鱼，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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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华夏中文学校
大都会人寿田径运动会

圆满结束
 孙儒林
中文学校田径运动会走过了
17个年头，华夏的健儿们的热情丝
毫不减。2015年的5月3，他们再一
次相聚在体育场上。上天赐给他们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蔚蓝的天
空，清爽的气息，运动员们穿着飘
逸潇洒的运动服，在绿茵草坪的映
衬下，愈发生机勃勃，英姿飒爽。普
兰斯堡武术队和东部分校彩绸的
表演更是给运动会的开幕式增添
了一道亮丽的色彩。大使馆和地方
政府的嘉宾们为运动员们带来了
慰问和祝福，东道主普兰斯堡校长
陈延辉和华夏总校长张长春为运
动员们送上热情洋溢的欢迎和鼓
励，为他们打气加油，为17届华夏
田径运动会拉开帷幕。
很快发令枪，哨声响起，各个
比赛场地运动员们奋勇争先，更
快，更高，更远是他们永恒的追求。
跑道两侧，赛场边上，父母们在给
孩子们加油的同时，不时按动快
门，想把每一个瞬间定格在永远。
一会儿，场边传来“妈妈加油，妈妈
加油”的呼喊声，我们的田径运动
会凝聚的不仅仅拼搏的精神，更是
家庭的温馨。有一个小运动员不幸
受伤，儿童投掷组裁判长方晓立即
停下比赛，将她抱到医务处，在医
生处理的时候，他一直双臂搂着孩
子，不断的安慰小女孩，显示一个
慈祥的父亲的关爱。普兰斯堡分校
的副校长杨志强，也是立即放下手
上的工作，将小女儿送医院进一步
处理。让我们真正感觉的华夏大家
庭的温暖。

每一届运动会，拔河比赛都是
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因为那不仅仅
是力的较量，更是集体团结的展
现。大家把劲往一起使，才能让力
最大化。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却需要一定默契才能达到。在集体
的配合上大费城队显得更胜一筹，
他们所向披靡，再一次捧走拔河比
赛的奖杯。当然运动会是一个全面
方面的比赛。东道主普兰斯堡队组
织非常得力，一方面抽出了近百名
家长为大家热情服务，尽地主之
谊。另一方面也选派了近150名运
动员，阵容强大，各路出击，夺取团
体总分第一。值得一提的是爱迪分
校，他们是华夏的老成员之一，在
华夏的各项活动中，积极参与，有
始有终。本届比赛更是坚持不懈，
并借最后一个项目女子4x100米接
力的夺冠，团体总分超越大费城，
排列第二。让我们更加体会到坚持
到底就是胜利。其他分校也都在不
同的项目中夺金斩银，满载而归。
华夏的精神就是奉献，华夏运
动会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许
多家长义务服务，裁判员们站在烈
日下整整一天，还有东部分校的家
长带着孩子，不请自来，每年为运
动会服务，非常热情；正是他们的
无私奉献，才让华夏运动会更加精
彩。华夏的宗旨就是交流，华夏运
动会就一个最好的交流平台，各个
分校的家长孩子，从四面八方走到
一起，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比赛
之余是尽情的欢笑。比赛之后彼此
合影，相约来年再相会。

车去火山頂和热带雨林等等。
我们来
到海边码头，坐小船到海里潜艇停
泊的地方。
潜艇的名字叫ATLANTIS
IIX。
潜艇带我们来到离海平面120英
尺以下的海底世界。
透过潜艇的玻璃
窗，
我们看见许多颜色形状各异的鱼
在眼前游动。
我们甚至还看见了一条
大鲨鱼！它离我们是那么的近！最
惊讶的是我们还看见一艘沉没的军
舰，
导游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
国战舰。我们开车上火山顶的时候，
天气特别晴朗。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才
开到最上面。火山顶比白云还要高，
我们可以看到白云在脚底下飘动，
还
有远处蓝蓝的大海，漂亮极了。我捡
了几块灰色火山石。
每个火山石表面
都有很多窟窿。
我们去热带雨林的时
候，正赶上下大雨。雨水从路边的岩
石上流下来，形成了好多小瀑布。我
们参观了路边的一个小花园。
在里面
可以看到一条大瀑布，
还有很多热带
植物和美丽的花草。
我们还看到了一
群鸭子和一只漂亮的孔雀。
因为雨水
太大了，
我们就半路返回了。一天傍
晚的时候，
我们在海边还边吃边欣赏
了夏威夷当地的歌舞表演。她们的
舞蹈很慢很柔软，
像平静时的海水一
样。
还有人表演杂技。
最酷的是，
有几
个男人会耍火。
他们手拿着两三个燃
烧的棍子，上下翻飞，快起来的时候
像火圈一样，好精彩啊。好多观众都
使劲拍手。
这次旅游对我很有意义，
因为这
是我第一次飞出美国大陆，
但还是在
美国境内。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
夏威夷！

食放在笼子上面，
它们爬到笼子顶上
了！虎皮鹦鹉还有软软的五颜六色
的羽毛，绿的，蓝的，紫的，黄的和白
的，几乎什么颜色的都有。虎皮鹦鹉
特别好玩，它们被叫做鸟世界的小
丑。虎皮鹦鹉喜欢一个小鹦鹉伙伴。
买两个鹦鹉的话，两个鹦鹉会当朋
友。它们的笼子是它们最宝贝的东
西。虎皮鹦鹉很喜欢活动。笼子不能
太小，必须有足够空间，因为鹦鹉会
要飞一飞，在笼子的栏杆上爬一爬。
除了锻炼，鹦鹉也需要吃饭，会吃很
多小东西。
虎皮鹦鹉会从你手里吃东
西。
千万不要只给你的鹦鹉坚果和小
米。鹦鹉只吃坚果是特别不健康的。
给它吃从宠物店买的鹦鹉食。
除了鹦
鹉食以外，
鹦鹉也很喜欢小米、
蔬菜、
水果，和一种特殊的鸟蜂蜜棒。鹦鹉
也需要新鲜的水。还有，它们会要小
玩具。如果没有玩具的话，鸟会变得
很闷，它们就会开始拔自己的羽毛。
把鹦鹉照顾好，
还要注意笼子的清洁
卫生。它们能活十五年呢！虎皮鹦
鹉实在是个又可爱，又聪明，又喜欢
玩耍的宠物。
买两只试试吧！

《可爱的虎皮鹦鹉》
 博根中文学校马立平六册班
王行健 指导老师：
孙瑜
我特别喜欢虎皮鹦鹉。它们活
泼可爱，
又圆又可爱的眼睛总是朝着
你看。如果你给它镜子，它会跟它的
影子跳舞。
如果把一个圆环放在它们
面前，它们会钻过去。虎皮鹦鹉总是
不停地在唱。早晨时，它们能像公鸡
一样，把你一大早叫醒。虎皮鹦鹉很
会爬笼子的栏杆。
它们用爪子和嘴使
劲，
爬得高高的。
有一次，
因为我把零

《我要的小狗》
 博根中文学校马立平六册班
丁苏菲 指导老师：
孙瑜
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的好多同学
有小狗，那些狗狗好可爱，就问妈妈
我可不可以养只小狗。
妈妈说我要养
狗的话就要给它买食物吃，还要管
它上厕所，我就不要狗了。十一岁的
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有两只狗，一只
老一点，一只年轻一点。老的那只很
可爱，但是它很安静。另外那只狗那
会跑来跑去的，又好玩又调皮。我跟
我的朋友去遛狗，好好玩。我会跟狗
比赛，看谁跑得更快。狗跑得的真快
啊！虽然我跑得慢而狗跑得很快，
但
是我们一起跑得很开心。
我的朋友告
诉我遛狗的时候要等它们上完厕所
才可以把狗带回家。
我想要只聪明可
爱的狗。
我会教它怎么坐，
怎么握手。
我要一只有黑、棕和白三种颜色的
狗。这个狗会有像猫一样的，尖尖的
耳朵。
我就想要这样一只可爱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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