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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科技实验
 樱桃山分校 三年级 姚晓雯

指导老师：谭璐

	 今天是春假的最后一天，外面

阳光明媚。这么好的天，妈妈会带我

去哪里呢？

	 “你要不要去罗旺 (Rowan) 大

学参加科技展览会?”妈妈微笑地问

我。

	 “科技展览会不会很难？”我有

些担心。

	 “去看看吧。如果不喜欢就可以

离开。”妈妈鼓励我。

	 就这样妈妈带我去了罗旺大学

的科技展览会，那儿有很多展览。我

最大收获是学会了怎样从草莓中提

取脱氧核糖核酸（DNA）。首先我把

草莓，水，盐和肥皂混在一起，	再用

小试管加入酒精。然后我就看到红

色的物质从水中慢慢升起。最后，我

用试管把它挪到另一个小试管，用

胶布封好，套上红色橡皮筋。这样我

就成功地从草莓中提取了DNA。

	 我高高兴兴地带着我的纪念

品—草莓脱氧核糖核酸回家了。我

期待着妈妈再带我去参加科技展览

会，因为我很喜欢通过自己动手学

习新的科技知识。

蒲公英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周心扬

指导老师：龚万凤

	 当夏天一到来，我们家旁边的

蒲公英就会长满整个草坪。它们安

静地睡在一床绿油油的叶子上，一

个个都戴着一头金色的皇冠。我每

天回家的时候，它们都点着头，欢迎

我回家。

	 风一吹，它们都跳起独一无二

的舞蹈，摆来摆去地，舞姿优美极

了。跳累了，风也停止了，蒲公英又

会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它们的金

皇冠变成一头白白的卷发。安静又

美好。

	 儿时最深刻的记忆是每个夏天

的傍晚，我和爸爸妈妈在我家后院

的草坪上做游戏。我最爱把蒲公英

摘起来，用嘴轻轻一吹，把它头上的

白头发吹的到处都是。

	 虽然蒲公英没有玫瑰花那么的

艳丽，没有百合花那么香气迷人，但

我很喜欢它们。不过我爸爸可不喜

欢它们。但虽然我爸爸不喜欢它们，

那些蒲公英还是年年地回来，那么

的持久。

	 这些蒲公英是我小时候的玩

伴。每年夏天一过，我会暂时失去我

的好朋友。但好像我和蒲公英有约

定似的，我会安安静静地等待下一

个夏天，因为我知道我的蒲公英们

还会回来的。

富贵竹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曾益祺

指导老师：傅蕾

	 妈妈家里有一盆富贵竹。它全

身都绿油油的长得很特别。这盆富

贵竹由十根细细卷曲的竹子绑在一

起,每根竹子都往不同的方向生长。

它的叶子细细尖尖的，绿色的身体

大概有2英尺高。富贵竹的样子很漂

亮。

	 富贵竹原产于加利群岛，非洲

和亚洲热带地区,	后来被带到了中

国。中国人给这个竹子起了很多名

字,	如“开运竹”,“万寿竹”。他们说

它可以净化寺内空气和带来好的运

气和财富 ,	所以叫这个竹子“富贵

竹”。

	 富贵竹很容易打理。妈妈隔三

天给富贵竹浇水,	说不要把它放在

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它也不需要很

多肥料。中国人常说:	“花开富贵,	竹

报平安”。说的不就是富贵竹吗?	每

次看到这盆富贵竹的时候,	我真希

望它真的可以给我和家人带来好运

气和财富。

看云彩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杨启栋

指导老师:  龚万凤

	 你喜欢天上的云吗？每当我无

聊的时候，抬头望向那蔚蓝色的天

空中一朵朵洁白如雪的白云,就会

入迷。天空的白云形状各异，而且展

现着各种变幻无穷的神秘景象。

	 云的变化万千，就像变魔术一

样，有的时候像乌龟，有的像狗，有

的像鸟，像象，像兔子，像松鼠，像老

鼠......真是一场精彩的、无与伦比的

魔术啊！

	 云有大也有小，有时只有一丝

丝，一条条、有时候一大片覆盖着天

空，有时候万里无云。快下雨之前天

空上一大片的乌云，轰一声，风吹起

来，乌云像一床黑色的被子飘在天

空中。不一会儿，雨就从黑被子上落

下来了。

	 晴天的云彩很白很白，变幻无

穷，神秘莫测。我经常久久地站着看

云，猜想它变出的有趣的故事。我喜

欢纯洁的白云。你呢？

我的吊兰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伍康妮

指导老师: 傅蕾

		 我最喜欢的植物是吊兰。那时

我在读小学二年级，我们班的金老

师在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天，给班上

的每位同学都送了一棵吊兰，我收

到了一棵小一点的吊兰。	

	 我把我的小吊兰栽在花盆的土

里，我妈妈把种吊兰的花盆放在了

房子的外面，我经常给她浇点水，让

她晒晒太阳，它就成活了。过了一段

时间，吊兰就长出了很长的茎，茎上

长着一丛丛可爱的小吊兰叶。听我

爸爸说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吊兰。我

的吊兰是绿色的，她的叶子从里面

住外伸，像一个穿绿衣服的仙女，吊

兰叶子的顶端很尖，像一个虫子尖

尖的脚，吊兰的叶片狭长且柔软，摸

起来润滑滑的，像摸在肥皂上一样，

十分舒服。吊兰长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叶子的旁边会开出一朵朵的小

花瓣，花蕊上还会顶着淡黄色的花

粉，十分秀气。	

		 我的吊兰种了有一年多，如果

我发现吊兰的顶端有枯萎的叶子，

我就会把那个地方摘掉。但是后来，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太忙，没有时间

给她浇水，吊兰枯萎的叶子就越来

越多，最后妈妈就把她扔掉了，我至

今都觉得非常可惜。

			 我想要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一

棵新的吊兰，这次我一定花时间好

好照顾她，给她多浇水，让她多晒太

阳，我要让她长到很大很大，让她开

出许许多多漂亮的花。

	

小公园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周珺

指导老师: 傅蕾

	 在我们住的小区中间，有一个

小公园。这个小公园虽然不大，但是

却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公园的最外边有一条环形的小

路。人们可以在小路上慢走或是跑

步。公园的中间，有一个游乐场。小

孩子们可以在游乐场里滑滑梯和爬

假山。游乐场的旁边，有两个生锈了

的秋千。小孩子荡秋千的时候，就会

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没人的时候，

秋千就成为小鸟唱歌的舞台。公园

里有好多大树。春天的时候，大树开

满了美丽的小花。到了秋天，金黄的

落叶像一层厚厚的地毯铺满了公

园。

	 我很小的时候，我天天会跑到

那个公园去玩。我和我的好朋友乱

跑乱跳，高高兴兴地笑着。下大雪的

时候，我们去堆雪人和打雪仗。后来

我们都长大了，去公园玩的时候就

少了。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公

园。它是很小，却给了我们很多快

乐。小公园永远会存在我的心里。

狗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卓育暘

指导老师: 傅蕾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中文也

可以称为“犬”。因为它不但可以跟

你玩，做你的好朋友，而且还可以帮

你做很多事情。

	 狗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你扔

个东西到远远的地方，它就会去飞

快地跑过去捡。狗很聪明，它会知道

你什么时候高兴或什么时候伤心，

你还可以训练你的狗做不同技巧。

比如，你可以教它翻跟斗，站，或是

坐，狗很快学会这些技巧。狗也喜欢

跟它们的主人出去散散步，这样对

大家的身体都好。

	 狗也是人类的好伴侣。当你感

到伤心，难过或是生气的时候，它就

会来到你的身边，陪伴你，让你的心

情好一点，让你振作起来。狗的平

均寿命大概是十几年，8，9个月大的

狗，相当于12，13岁的小孩，就像我

现在这么大。

	 不同种类的狗可以做不同的事

情，比如，护理犬可以帮助生活不能

自理的人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它们

可以帮你开门关门，开灯关灯，可以

从冰箱取食物，等等。军/警犬也很

厉害，政府派它们去机场闻火药，火

药很危险因为它很容易发生爆炸,。

导盲犬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做

盲人的向导，帮助他们走路和过马

路。

	 总的来说，狗是我最喜欢的动

物，它们很聪明，同时他们也给人类

提供很多的帮助。它们对我们的生

活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它们，我们

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下冰块儿了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凌开颜

指导老师: 傅蕾

	 “开颜，起床了！”我妈妈叫我

起床。“看看外面！”我坐起来，只能

看见窗外的一大片雪白的园子。我

立刻就知道下雪了。

	 我仔细看的时候，发现外面树

上的树枝都包着一层水。可是那怎

么可能？我再看了一次，果然不是

水，而是透明的冰。原来昨夜下了冻

雨！

	 下午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到

外面去玩雪。我先看了一下我家院

子里的小树。小树的树枝上有很多

很小的小冰柱，很好看。每个冰柱都

像是钻石一样。远远一看，树枝像是

玻璃做成的一样。

	 我们开始玩了。一阵大风过吹

来，让好多小块儿的冰渣就像雨一

样掉下来了。有好多啊！有的还挺

大呢。你能很清楚地看见冰渣。很像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叫了一声“下

冰了！下冰了！”有一片落到我的

脸上了。“嘿！冰块掉在我的脸上

了！”我说。

	 可惜的是：可能还不到一天吧，

太阳照在上面，过了没多久，冰就化

了，冰柱就消失了。

Mount Laurel 图书馆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崔贝菲

指导老师: 傅蕾

	 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这

些年啊，我不知道来了多少遍，借了

多少本书，但是我能告诉你，每次进

出它的门，我都是在笑！

	 星期天来啦，我总要去图书馆

待一会，看看书，找到我想要借的20

多本书。常常 ,	我会拿起我最喜爱

的书仔细地看一看。这些书嘛，我自

然看过好多遍，但是实在太好看，那

就再看一遍吧！很多本我已经读过

啦，我看着它们就像老朋友一样。

	 Mount	Laurel	Library,	给我留下

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拔完牙的时候，

嘴里很痛，但我一进到图书馆的大

门，牙齿就不痛了。考完了很累的测

试，可看见那么多的书，一眨眼我就

跑到书架那边，迫不及待地翻来翻

去，要找到最好看的书。几年前我站

在《Nancy	Drew》前面，却够不着想

要看的书。现在站在同一个书架前，

哎，书都能够得着啦！我可能会在

图书馆看书，还可能借回家看。好多

时间过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

我不同年纪的时候，都会来这看书。

上学前，我在毛绒玩具那边找书看。

上学了，我在“juvenile”部分找好看

的书，好玩的书。现在我快要上六年

级了，在“young	 adult”的部分有喜

欢的书。我还是会每个星期来一次。

将来没有太多的时间读书了，但我

还是会经常来到这个图书馆。

	 我长大以后，也不会忘了我小

时候的图书馆。

白色的自然现象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周家豪

指导老师:  龚万凤

	 这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傍晚

的时候，白色的雪花开始飘落下来，

一片片雪花在空中跳起不同的舞

姿，或飞翔，或盘旋，或直直地快速

坠落，铺落在地上。

	 很快，雪花在地上聚集在一起，

地面被白色的雪覆盖着。第二天早

晨，雪把大地盖上了。天上，地上，到

处是雪。白色的大地，白色的房屋，

白色的树林。早晨的太阳很亮，	照

耀在洁白的雪地上，照得人眼睛都

发花。雪后的早晨非常安静，我家门

前的一棵小树挂满了白绒绒的雪

球。微风一吹，树枝一颤一颤的，仿

佛向我打招呼呢。门前的小路像铺

上了一条长长的白地毯，那么晶莹

洁白，看得叫人不忍心踩上去。

	 我喜欢雪的洁白。洁白的雪给

了我重新认识我周围的机会，它把

大地装饰得一片银白，它把大地打

扮得多么美丽。每当我漫步在雪地，

我的内心就会涌起对大自然的喜

爱。

恶作剧的女孩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  张璧枞  

指导老师 张海燕

	 枞枞有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姐姐

桐桐。她经常喜欢跟她的妹妹枞枞

开玩笑，搞得枞枞经常哭笑不得。

	 当她们还住在大西洋郡的蛋港

镇时，她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后院。

后院有各种各样的野花和蔬菜。偶

而，还会有兔子和松鼠跳来挑去。枞

枞特别喜欢在后院里玩，很多次都

忘了时间。

	 有一次，桐桐看到枞枞又在外

面专心地玩泥巴。她玩得很快乐，好

像忘了周围的一切。桐桐突然想到

了一个恶作剧的主意。“枞枞在一

点钟有钢琴课，我要骗一骗她！难

道她会发现？现在刚刚是十二点

钟，她还可以在外面玩一个小时。我

要在钟表上把时针从十二点钟，调

到两点半！哈哈哈，看她会不会发

现！”桐桐悄悄地调了钟表，很快地

藏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当枞枞在外面玩够了，她一蹦

一跳地进了屋。当她看到钟表上的

时间，惊讶地大叫一声，伤心地哭了

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在

厨房里问道。

	 “看看钟表！已经两点半了！

我已经错过了我一点钟的钢琴课

了！”枞枞沮丧地说。

	 桐桐在楼上偷偷地听着，发现

事情严重了。

	 “什么？怎么会呢？”	妈妈拿

出她的手机，皱了皱眉头。“现在才

十二点十分呢！“

	 “怎么可能呢？你看，这个房间

的钟表时间说是两点半呀！”枞枞

不服气地说。

	 妈妈这时候看到桐桐在楼梯上

偷听，就问，“桐桐，钟表是怎么回

事？”	妈妈用犀利的眼光看了一眼

桐桐，就回厨房了。

	 桐桐低着头，红着脸，不好意思

地向枞枞说，“我看你玩得太专心

了，就想把钟表拨快，吓唬吓唬你。”

	 桐桐以后再也不敢骗枞枞了。

因为桐桐知道，枞枞是一个很认真，

很守时的孩子，和她随便开时间的

玩笑，结果不怎么好笑。

难忘的一天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  张鲁薏  

指导老师 张海燕

		 那是暑假的一天，火热的太阳

灼烤着柏油路，人走在上面粘粘的，

感觉马路都快要溶化了。我刚进家

门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

就是从卧室方向传来的 " 啊 " 的喊

声。我马上就能确定是我们家源源

在“发威”了。		

	 源源是我的小弟弟，今年5岁，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发脾气时

候的哭叫声。他的脾气非常大，真是

一个极不好惹的人。他叫一次可以

持续10秒钟以上不用换气。声音的

分贝极高，震耳欲聋，足可以震破玻

璃。他叫得最激烈的时候就是有人

催他学习的时候

	 我猜这一次肯定又是奶奶叫他

学习，惹得他发脾气了。原来，奶奶

要他做数学题，他懒得做，就"哼"地

一声，跺着脚转身冲进屋子里,	紧紧

地把门关上。奶奶站在门外，苦口婆

心反复地说为什么要学习的时候，

他就开始撕心裂肺，山崩地裂地哭

叫起来。楼上楼下的邻居们都可以

听得清清楚楚。

	 我不耐烦地说:"源源!	安静一

点!	不要再喊了!”	他根本无视我的

存在，事与愿违，我的话成了催化

剂,	在他的怒火上倾注了氧气，彻底

爆炸了。他爬到床上，又蹬又揣；他

开始乱扔衣服和鞋；他把毛巾被裹

在身上，嚎啕大哭。

	 这时，又一个人加入了这场表

演，哥哥，我们的救命恩人来了。他

很有威慑力地说：“源源，不要吵

了！我从三数到一！三......二......”				

源源的叫嚷声渐渐地停下来，变成

了委屈地抽泣声，随后一点声响也

没有了。他乖乖地跟着奶奶去学习

了。

	 在这炙热的夏天，让弟弟这么

一折腾，大家都浑身是汗，精疲力

尽。生起气来的弟弟和平时极其可

爱的弟弟判若两人。我惊呆了。我希

望他可以永远是我那个可爱，温和，

活泼的小弟弟。

华 夏 园 地
第 38 期

2017 年 6 月 9 日

Huaxia Chinese School
 New Jersey  New York  Pennsylvania  Connecticut 

华夏中文学校网站：http://www.hxcs.org/

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华夏园地》投稿 : hxyonline@yahoo.com
华夏中文学校刊物《小语世界》投稿：Huaxia_XYSJ@yahoo.com
稿件提供：华夏樱桃山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