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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九年级 

张鲁洋    指导老师： 赵诤
	 不记得从什么开始，书就成
了我最好的朋友。身边随时带着
一本书成了我的一个习惯。等待
校车时我看书，无聊时我看书，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翻开带在身
边的书，畅游在书的海洋里。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我最爱
读的一个系列。我收集了所有和
他有关的书籍。我被福尔摩斯绝
顶的聪明和无懈可击的逻辑推
理吸引着，我向往着有一天，我
会跟他一样有着惊人的逻辑思
维和聪明才智。可以成为像他一
样的私家侦探，为了保卫社会的
安宁，与邪恶的人斗智斗勇。
	 我从这个系列的书里学到
很多东西，比如，如何从蛛丝马
迹里找到隐秘的线索，如何运筹
帷幄地请君入瓮。同时，在阅读
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在各方面
的不足，想达到福尔摩斯的水
平，我要上知天文地理，下晓中
外古今。于是，我拾起了被我丢
在一旁的其他的书：社会科学，
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医学，
历史地理，天文学，等等。
	 为了让我的思路更广阔，我
还要求妈妈给我买了与中国的
中草药和针灸有关的书籍。希望
自己可以借着自己懂中文的优
势侦破其他人不能解决的案例。
正如您预料的一样，我根本看不
懂也看不明白。于是我为了自己
的目标，从开始抵触中文，慢慢
地变成喜欢中文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找到了
自己奋斗的方向，这个梦想一直
指引着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和缺陷，让我为了朝着自己的
目标可以更近一步而努力。你们
也试着爱读书吧，在书的海洋里
找到你的目标。你会和我一样把
读书当作一种乐趣，一种习惯。
习惯成自然吗，让读书成为我们
生活中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缺
的一部分。

悦读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 九年级 

史方怡   指导老师 赵诤
	 我很喜欢读书。我从小就特
别爱去图书馆。我们樱桃山的图
书馆是新建成的图书馆。	里面又
宽敞又亮堂。除了图书外，	还有
很多计算机可以免费使用。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咖啡厅。看书看累
的时候可以去那儿吃一点喝一
点。每次去图书馆我都会借十到
十五本书。因为我每周起码把十
本书读完，我十岁的时候几乎看
完所有青少年部的书。
	 在我所有读过的书中，我最
喜欢一本现实主义小说，书名叫

《苦瓜》（Bitter	Melon）.这本书讲
的是一个高中的女生。她的名字
叫飞停。她从小跟她妈移民到
美国，住在旧金山。她们家比较
穷。她跟很多中国人一样，有一
个“虎妈”。飞停的妈说她不许约	
会，不许社交，不许参加课外活
动，甚至不许有任何分心。她妈
妈已经设计好了她的未来。她希
望飞停能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挣很
多钱。她妈妈说如果想进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必须要上微积分
课，而且要在她班里排前两名。
可是开学第一天，飞停发现她课
表是错的。她本来是要上微积分
课，可是课表上写的是演讲课。
刚开始的时候，她想把课改回微
积分，但上几节课后，她发现她
挺喜欢这节课。虽然她喜欢这门
课，她知道她妈妈不会同意让她
选这门课。尽管如此，她还是准
备坚持上演讲课。因为担心妈妈
不同意她上演讲课，飞停偷偷地
保守了这个秘密。有一天，飞停
的老师让她参加一个演讲比赛，
最后她得了二等奖，	拿到一个
奖杯。因为她妈妈还不知道这个
秘密，飞停求她朋友把奖杯藏起
来。可是，她朋友的妈妈发现了
那个奖杯，告诉了飞停的妈。	她
妈一听到，立刻用奖杯去打她。
几天后，老师去她家请求她妈让

飞停参加另一个演讲比赛。她妈
同意了，因为有一个著名的公司
赞助。飞停在这个比赛中获得了
一等奖，电视和报纸都报道了这
件事。	她妈妈欣喜若狂，到处炫
耀。可是，过了几天，她妈妈又开
始骂她，	因为她妈发现她有一个
男朋友。最后飞停受不了了，对
她妈妈的态度改变了。有一次飞
停跟她妈妈上街，	她就故意说难
听的话。在一个面包店，店主认
出她以后，对飞停说:	“你的妈妈
应该很自豪你得了那么多奖！”	
听到这句话，飞停回答：“事实
是，我妈妈用我赢的奖杯打了
我。”	店里的顾客都很吃惊。飞停
的妈妈很尴尬。回到家的时候，
她妈妈意	识到她的错误，从此改
变了她对飞停的态度。
	 这本书里最触动我的地方
是飞停的妈妈打她的时候。读这
段的时候，我都嫌她妈妈特别
烦。我理解不了为什么她妈妈会
打她。我很喜欢阅读这本书。通
过阅读这本书，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点是这本书描写了	两代人
的观念冲突。飞停的妈妈不理解
飞停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点
是你应该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才有动力去做而且做到最好。第
三点，在我来看，尊重别人就是
尊重自己。飞停的妈妈一开始没
有尊重飞停，所以飞停后来也没
有尊重她。我从这本书中得到了
愉悦感。

悦 读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 九年级  

赵玮雯    指导老师：赵诤
	 读书可以让人心情愉快。如
果能读到一本很喜欢的书，那简
直就是一种享受！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小金
伯利格里菲斯(Kimberly	Griffiths	
Little)	写的《萤火虫的时候》(The	
time	of	 the	Fireflies)。我第一次读
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小学四年级，
后来就非常喜欢，而且读了好几
遍。每读一遍，我都会觉得故事
里的人物和地方都是真的。	
	 这本书的主角拉瑞莎是一
个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十二岁
女孩。	她家开了一个古董店，卖
一些古董电话。有一年暑假，她
在店里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那台古董电话并没有连上电话
线，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个女孩
的声音，叫她去	“寻找萤火虫，相
信萤火虫。”	拉瑞莎根据一系列
的线索很快走到了泥泞的河岸
边，那里有成群成群的萤火虫在
小树林之间飞舞。这些萤火虫带
着拉瑞莎穿越了时空……	在穿
越的时空中，拉瑞莎了解到她家
族的历史和另一个秘密	--	一
个诅咒着她家族的瓷娃娃……	
她做了一些事，希望能够解开诅
咒并让家人平安幸福。
	 我喜欢拉瑞莎，因为她很聪
明、勇敢。为了保护她的家人，原
本胆怯的拉瑞莎让自己变得强
大，一人去面对各种危险，让小
瓷娃娃不再是家族的诅咒娃娃。
	 我喜欢这本书，每次读的时
候心情都非常愉快！我希望能
经常读到喜欢的书，享受读书的
快乐！

阅读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 

九年级 刘东旭
	 读书。一转眼，你就可以到
全世界，回到过去，去未来，也可
以横跨维度。书是世界上最高级
的时间机器。而且也可以从维度
到维度的顺利穿越。书也可以给
人们带来知识。
	 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书
叫Ghost	Boy。它的作者是Martin	
Pistorius，一个南非人。这本书
是讲Martin自己的故事。他小的
时候得了一个怪病。这个病使
Martin成了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而且他的胳膊和腿都不能动，
手指头和脚趾头也变得弯曲。
Martin的嘴也一直流口水。这本
书教会我不应该以貌取人。虽
然Martin说不了话，但他还可以
思考。连Martin的爸爸妈妈都不

知道他还可以思考着呢，因为
Martin的外形，他们对他缺乏耐
心。
	 这本书也教我了解一个残
疾人的生活情况。我学到了残疾
人在很多地方都被人们歧视。有
一次，医护工作人员给Martin喂
不健康的东西，还整天把Martin
放 在 电 视 前 面 ，天 天 给 他 看
Barney。Martin在外面的时候，别
人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有一
次，Martin的妈妈（她还不知道
Martin还可以听懂她说的话的时
候）说	：”你为什么还活着呢？你
什么时候才会死呢？“后来，因
为Martin自己不会说话，他需要
带着一个电脑。
	 这本书教了我的第三件事
是对人友善。在这本书里面，只
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对Martin有爱
心，像有的医护人员，和一个陌
生老人。他们不过分关注Martin
的外形，而是看到了Martin的内
心。.
	 虽然世界上的书比肉眼可
以看见的星星数目更多，我最喜
欢的书是”Ghost	Boy“，因为那本
书有很多关于残疾人的知识。每
个人读书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我
觉得读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
世界和走入他的生活中。有的书
就像一个先知一样，但书不是把
神的话讲给人们听，而书是把人
的话给其他的人听。

我的第一次迪斯尼之旅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三年级 

徐心妍 (Cindy Xu)
指导老师：谭璐

	 2015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

们去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度

假。我们租了一间带有厨房的公

寓，我最喜欢的是过道上的上下

铺，晚上我和妹妹就睡在这里。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出发去

奇幻王国（Magic	Kingdom）公

园。因为奇幻王国是建在一个小

岛上，所以我们要坐渡船去园

内。晚上，我们奇幻王国观看了

大型的烟花表演，灿烂的烟花，

让人目眩神迷的光影效果，是我

们这次迪斯尼之旅最难忘的回

忆。

	 第三天刚好是我弟弟四周

岁生日，爸爸妈妈早早地在热带

雨林餐馆（Rainforest	Cafe）预订

了位子。餐厅内有茂密的植物，

热带雨林中的瀑布，以及多种机

械控制的动物和昆虫，	还有每隔

30分钟出现的雷电交加的逼真

效果，	让弟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

开心的生日。

	 第四天，	我们去了动物王国

（Animal	Kingdom）。	在这里，	我

找到了最大的乐趣。	珠穆朗玛峰

历险（Expedition	Everest）是我觉

得迪斯尼乐园里最好玩最刺激

的过山车项目。	尽管那时候我才

七岁，	但是我一点儿都不怕。	太

好玩了，	下次去我一定还要再去

坐！

	 在离开动物王国前，	我们全

家在这棵象征着生命的生命之

树前留了影，	以此结束了我们这

次快乐的迪斯尼之旅。

爱丽丝和小美人鱼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 七年二

班 熊以灵 崔贝菲
指导老师 张海燕

故事介绍
	 爱丽丝是一个11岁的小女

孩，她和她的13岁的姐姐比阿特

丽丝，3岁的小弟弟杰克森，还有

她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她的爸

爸妈妈要工作，妈妈要照顾杰克

森，爸爸要指导比阿特丽丝的学

习，忙得根本就顾不上爱丽丝。

因为这个，爱丽丝以为爸爸妈妈

根本就不关心她，就想去姥姥

家。在路上，一阵狂风把爱丽丝

吹到一个很大的兔子洞，爱丽丝

掉到了小美人鱼的故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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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朋友的派对

爱丽丝从校车跑下来,手上拿着
一个游泳派对的请帖,她的朋友
安娜要过生日了。爱丽丝很想很
想去她的派对，她兴奋地跑回
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和妈
妈。

“爱丽丝，姐姐快要考试了，我不
能陪你去，但是你可以问一问妈
妈，说不定她能带你去呢。”爸爸
说。
	 “爱丽丝，杰克森快要上学前
班了，我得教给他一些基本功，
下次我再带你去，好么？”妈妈
也是这么说。爱丽丝气哼哼的走
到自己的房间里。安娜是他最好
的朋友，现在连她的派对都去不
了了。爸爸妈妈每天都只管着姐
姐和弟弟，连给爱丽丝做饭的时
间也没有。爱丽丝特别想去姥姥
家。

第二章 
出走

	 爱丽丝把她的手机，钱，衣
服，和一些面包放在她的书包
里。她要走到姥姥家。“妈妈，我
出去玩儿了!”说完，她就出去
了。她走着走着，一阵小风刮起
来了，爱丽丝把她的外套从书包
里拿出来，把它穿上，把自己包
得紧紧的。但是，她包得越紧，风
越大。这时，小风变成了大风，又
变成了狂风，最后变成了龙卷
风。爱丽丝站不住了。她被龙卷
风吹走，吹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兔
子洞里去了。“爸爸，妈妈！救
我......"，爱丽丝喊道,但是谁也听
不到她的叫声。

第三章
兰纳

	 扑通一声，爱丽丝掉到水里
了。她呛了一口水，咳得不行。

“哎呀，好咸啊”。她想。
	 “你是谁啊？”这时候爱丽
丝听到一个小姑娘的声音。爱丽
丝睁开眼睛，她看见好多鱼，好
多好多鱼。爱丽丝还发现自己变
成了一个美人鱼。一个小姑娘这
时候游到她的面前。“不会吧。”
爱丽丝悄悄地说。“你，你不会
是海，海的女儿吧。”爱丽问道。

“对，我是海的女儿，我的名字是
兰纳,你叫什么？”兰纳问道，她
的声音和音乐一样温柔好听。

“我叫爱丽丝，你好。”很快，爱丽
丝和兰纳成了朋友。

第四章
美人鱼

	 三个月已经过去了，爱丽丝
还是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海里
的。一天，爱丽丝正在大海里游
来游去，兰纳说她去看她的朋友
了。爱丽丝想不出来兰纳会有什
么朋友。突然，她想到小时候听
的公主故事，恍然大悟。兰纳说
的朋友一定是那个王子!(那个被
骗了的王子！)爱丽丝想起来兰
纳是怎么死的，但是她又不想改
变故事。爱丽丝游到岸上，他看
见王子正给兰纳讲故事呢。
	 “怎么办呀？”爱丽丝着急
了。她知道兰纳明天早上一定会
变成泡沫，然后死去，爱丽丝很
想帮帮她，但是她也不知道该怎
么办。爱丽丝找到兰纳的父亲，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但是她的父

亲一点都不管。他还说兰纳什么
都不会干。

 第五章
梦境

	 半夜，爱丽丝突然听到“扑
通”的一声。她坐起来，看见兰
纳正在变成泡沫。她好可怜啊，
死了她爸爸也不管。爱丽丝突然
想起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她好
想回家啊。这时，一阵风把她吹
到一个山洞里去了。四周一片黑
暗。她闭紧眼睛。过了一会儿，爱
丽丝发现她趴在桌子上。难道这
一切都是梦境么？
	 “爱丽丝！过来一下！”爸爸
和妈妈喊道.爱丽丝叹了口气，走
到爸爸妈妈的房间。

 第六章
回到现实

	 “爱丽丝，我和妈妈谈了一
下，其实你可以去。”爸爸说。

“去哪里啊？”爱丽丝问。“去
安娜的派对啊。”妈妈说。“真的
么？”“当然是真的了。”说完，爱
丽丝高高兴兴地跑回自己的房
间里。比起兰纳的爸爸，她自己
的爸爸妈妈比兰纳的爸爸好多
了。

阅读
华夏樱桃山中文学校 九年级 

王昊轩  指导老师 赵诤
	 如果有人问你，你喜欢什

么？他们可能最期望你说一个

运动。但是，读书就像运动一样，

它也可以带来快乐，也是好习

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读

书的原因，包括我在内。在我小

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读书给我

听。当我到了八、九岁，我开始喜

欢自己读书。我会从图书馆借很

多书，然后花一整天读所有的

书。

	 我喜欢读书，第一个原因就

是读书可以让我不感到无聊。

				读书也可以帮我释放压力。比

如，当我从学校回来，我就拿一

本书读一读，从学校的学习中休

息一下，然后再做作业。这样当

我做作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平静

很多。

	 我喜欢读书，还因为读书可

以让我学到更多世界上的知识。

我读了一些记录历史的书，这些

书不但可以帮助我在学校的历

史课学习，而且也很有趣。

	 我最喜欢的书是一本幻想

书，叫“Fall	of	Hades”。为什么我

喜欢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描

写了很多武打动作。书里我最喜

欢的部分是当Michael，书里的

主人公，用手上的闪电摧毁监狱

释放囚犯，他拯救了囚犯，但是

他也奉献了自己。这本书的主题

是，有时候人们需要为别人或者

更大的事业牺牲自己。我喜欢这

本书的主题因为我有一次相似

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做功课，而

我的朋友需要我帮助他解决数

学难题，我就牺牲我的时间帮助

他，而且我很高兴这么做。

	 总而言之，读书让我放松，也

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我很享受

读书给我带来的乐趣。				

新年贺词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在春的召唤下，我们送别了激情奋进

的2017年，迎来充满希望的2018年。

 我谨代表华夏总校全体义工祝华夏老

师们幸福吉祥，华夏家庭开心快乐。愿所有

华夏人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继续实现

幸福指标。

 华夏中文学校将继续遵循“教授中文，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

区”的办学宗旨，以“求真求新、共进共赢”为目标，与所有关爱华夏

成长的人士携手共进，创造灿烂辉煌的明天！

                                                         华夏中文学校总校长  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