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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拥有小狗的经历
马立平六年级  刘安雯

	 当我第一次拥有小狗的时候，
我还在上幼儿园。
	 记得那个冬天，我和姐姐想要
一只小猫，所以走进了我们喜爱的
宠物店并四处寻找。宠物店里没有
小猫，但有好多小狗。我们发现了一
个白色、黑色和棕褐色混杂的毛茸
茸的球盯着我们看。它太可爱了！
店里的人允许我们和这个毛茸茸的
家伙在游戏室里玩一会儿。过了一
会儿，它居然累得睡着了！这是我
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动物！
	 我和姐姐哀求爸爸妈妈把它带
回家。他们商量了半天，终于同意
了。虽然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填表
格签名，但这绝对值得。我们也花了
很长时间才取了小狗的名字。我们
想啊，想啊，直到我姐姐说“它的颜
色太像太妃糖了，我们就叫它太妃
吧”。
	 太妃是一条博美狗。我和姐姐
坐在车的后排，把太妃放在中间。它
是那么小，那么害怕，它缩成一团，
还不停地发抖，不知道自己会被带
到哪里去。
	 终于到家了。太妃从一开始的
陌生好奇，到跑到房间的每个角落
去撒尿，很快它就爱上了我们的家。

彩虹
马立平六年级  徐墨初

	 我从小就喜欢彩虹。如果妈妈
给我买的新衣服上面有彩虹的图
案，我就特别高兴。
	 我喜欢彩虹，问爸爸彩虹是怎
么出现的？爸爸说，彩虹其实是一
种光学现象。当太阳光照到空中细
小的水滴时，光线被水滴折射，就会
在空中形成美丽的彩虹。
	 彩虹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一
般只出现在雨后的天空。如果只下
雨，没有阳光，也不会有彩虹出现。
只有下过雨后，马上有阳光，才有可
能看见彩虹。
	 我有两次看到漂亮的彩虹。一
次是妈妈送我去学小提琴，路上下
起了雨，到停车场雨停了，太阳出来
了，天上出现了一道非常完整的半
圆形彩虹。过了一会儿，彩虹上面又
有一条颜色轻一点的彩虹，很多人
都从房间出来拍照。妈妈说这个叫

“双彩虹”（Double	Rainbow）。还有
一次是爸爸妈妈带我去大瀑布玩，
彩虹不但很多，而且很圆，颜色也很
好看。
	 现在，我的妹妹也非常喜欢彩
虹，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雪
马立平六年级  张粲依

	 雪是一个很美丽的自然现象。
冬天来了，每次到十二月的时候，我
最盼望的就是下雪。
	 有的时候，雪半夜就开始下了。
当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外面白茫
茫的，什么都看不见。有的时候，雪
白天在学校的时候才开始下。
	 雪，白白的，像棉花一样。刚开
始，雪慢慢地往下飘落，落在地上静
悄悄的，没有声音。不到十分钟，雪
下大了，把大地全盖住了。只能看到
天空中一片雪花追着一片雪花飞快
地旋转，像跳舞一样。
	 雪下了一阵子，就慢慢地越来
越小了。厚厚的云飘走了，太阳从云
里钻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在白白
的雪上，像金子撒在玉盘里一样闪
闪发亮。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一
看，雪少了一点。上学的路上，我看
到雪变成了一滴滴的水流下去，就
像融化的糖一样，看着很诱人。
	 我好喜欢漂亮的雪！

龙卷风
马立平六年级  Andy Ye

	 最吸引我的自然现象是龙卷
风。因为它们非常具有破坏性，但同
时它们又很有趣。虽然它们只是旋
转的空气柱，对我来说，空气竟然具
有这么大的破坏性令人惊讶。
	 我选择写龙卷风，它们很有吸
引力，也非常危险。我喜欢危险的东
西，我不喜欢皆大欢喜的东西。比
如，日落很棒，但它就像一个故事，
没有任何坏事发生，一切都很好。出
于某种原因，我讨厌这些类型的故
事，所以我选择写龙卷风。龙卷风就
像一个现实的故事，好事会发生，坏
事也会发生。我并不认为龙卷风总
是带来不好的事情，它最终会带来
一些好事。我喜欢这个，因为它是现
实的——它表明生活有坏事，但也
充满了美好的事物。
	 龙卷风形状像一个从天空下来
的漏斗。它旋转得非常快。它看起
来像是烹饪时可能使用的漏斗。龙
卷风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包括灰色、
白色、黑色、黄色、橙色和粉红色。如
果你能好好看看它。龙卷风看起来
很酷，但它确实很危险。有些龙卷风
甚至可以抓起汽车和房屋，把它们
扔出去几公里远！龙卷风非常强

大。它是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
一。龙卷风可以强大到足以摧毁大
型建筑物，只留下裸露的混凝土地
基。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到龙卷风
即将来临，你就应该快速去地下室
的原因！你的地下室是最安全的地
方，可以保护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
地下室，那么你应该去洗手间。我知
道这听起来很傻，但是洗手间有坚
固的框架，而且洗手间里的管道可
以帮助保持洗手间的墙壁连接在一
起。但是，如果你有地下室，那么你
仍然应该优先使用它。
	 龙卷风很危险，但是我感觉它
们的壮观。它们可以有不同的形状。
如果你听到附近有龙卷风警告，那
么请到安全的地方并等到危险结
束。

下雪的早晨
马立平六年级  倪嘉怡

	 清早起来，我坐在沙发上从窗
口向外望着，片片雪花飘飘洒洒的
落到地上。不一会儿，雪越下越大，
很快就把大地覆盖，外面变成白茫
茫的一片。
	 我喜欢雪的颜色，而且每一片
雪花都有它自己的花纹。没有一片
雪花是相同的，每一片都很特別。很
快你就看到街道白了，草地白了，停
在外面的车白了，树也变白了。你知
道吗？下雪也是降水的一种形式。
冬天气温低，云层里的温度多数都
在零度以下，雪花就是生成在这种
既有冰晶又有冷水滴的云体里，这
种云称为冰水混合云。在这种云体
内，冷水滴不断蒸发成水汽，水汽又
源源不断地涌向冰晶的表面，使冰
晶逐渐增大就变成了雪花飘落。
	 我静静地望着窗外，突然感到
外面变得非常安静。车的声音都没
有了，只有偶尔听到风吹的声音，不
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我赶
紧回到房间穿好衣服，跑到外面玩
雪去。

云
马立平六年级  Derek Wang

	 当我仰望蓝天时，看到遍布天
空的片片白色斑点。白色斑点是从
天空中绘制的，正在向我发送信息。
它们就像雪花一样独特，全白，纯
净。有些微弱，但像雪一样白。
	 我经常看着天上的云，确认每
一片白云的形状，看看它们是否形
成了不同的东西。有时我看到一片
灰色的云，看起来像一头大象。另一
个看起来像公牛，还有一个看起来
像头骨。它们变幻无穷。我也看了很
多其他的云，但没有一个形状是值
得注意的。我看到有些很大而有些
很小，有些很高，有些很矮。有些是
有形的，有些则不是。它们都飘在蓝
天上，天空的两种颜色主要是相互
映衬出来的。蓝色带出白色，白色带
出蓝色。这使它们非常显眼，视觉效
果很华丽。
	 有些时候，云不知道跑到哪里
去了，你只能看到蓝天。有些日子，
蓝天甚至不存在，几乎都被云层覆
盖住了。有时候它们都在那里。
灰蒙蒙的天，会让人心情不好，这可
能就是要下雨的迹象。当发生这种
情况时，天空非常暗淡。但多数时
间，天空是蓝色的，云彩是白色的。
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快乐的日子。
我喜欢蓝色天空飘着的白云！

下雪啦
马立平六年级  Jenny Xiao

	 终于下雪啦！我在窗户那里，
看着雪一片一片从天上飘落下来。
每一片小雪花都跟别的都不一样，
很漂亮。它们飘落在树上，草地上和
街道上。很快外面就是白茫茫的一
片。
	 慢慢地，雪越下越大，满天都是
小白点。不一会儿，雪就把每一条街
道都铺满了。我昨天通过天气预报
就知道今天要下雪了。天气特别冷，
已经到了零摄氏度。天空的云层特
别低，乌压压的一片，而且空气中也
没有水分。大多数雪花的宽度小于
1.3厘米（0.5英寸），可是大的雪花，
会接近5厘米（2英寸）。虽然可能太
热而不能下雪，但是不可能太冷而
不能下雪。只要有水分来源和一些
提升或冷却空气的方法，即使在极
低的温度下也会出现积雪。
	 在雪地里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
情，比如去堆一个雪人，打雪仗，或
做雪天使。我穿好衣服，戴好手套和
帽子，穿好鞋，和小朋友们一起出去
玩雪。我们先做了一个大的雪球，又
做了一个小的雪球，最后把两个雪
球放在一起，小雪球在上面，大雪球
在下面。我们又找到了一些小石头，
把小石头用来当雪人的嘴巴、眼睛
和衣服上的扣子。我又回家里去拿
一根红萝卜，用红萝卜用来当雪人
的鼻子。雪人特别有趣！
	 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为
会下雪，在雪里玩能感觉到与自然
的联系。

月亮
马立平六年级

黄麒兴（Gavin Huang）
	 我每天晚上出去看月亮，看它
有没有变大。等到月中它就会变成
圆月，非常漂亮。在月中以后，月亮
又会慢慢变小。最后在新月的那天，
尽管我努力的找月亮，却没有看到
它。我想，这是为什么呢？
	 月亮是一个具有足够惯性的物
体，不会撞到地球上，但也不足以从
地球逃跑。它的速度很慢，每年从地
球上移开几英寸。月亮从太阳中获
得光，绕地球旋转，所以我们看到月
亮的大小不断地变化。有时候月亮
会变到满月，还有时候它会变很小。
有关于月球如何产生的理论跟最流
行的碰撞环理论一样。碰撞环理论
解释了地球上的一些物质如何在月
球上。与小行星不同，月球有足够的
直径来绕行。月球上没有雨、风或任
何类型的证据移除器，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月亮被星体轰击了多少。肉
眼可见的大型玄武岩区域被称为玛
利亚。月球面积为3790万平方公里。
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是238,900英
里，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登上月球。科
学家认为月球的年龄为45.3亿年。由
于月亮和太阳都有引力，它们可以
影响水的高度，这些水受影响的程
度称为潮汐。在500亿年中，月球将
远离地球的轨道，但到那时太阳会
消耗地球或爆炸。

华美的彩虹
马立平六年级  Joanne Ni

	 世界上有很多自然景观，但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彩虹。彩虹很美丽，
像草地上开满的鲜花。因为彩虹有
七种颜色，它也是幸福的符号。
	 在所有的自然奇观里面，彩虹
是最丰富多彩的。彩虹的七种颜色
用中文形容叫做：赤、橙、黄、绿、青、
蓝、紫。彩虹是一个弧的形状横跨天
空。有的时候，我看到彩虹，想像有
小人和小动物在里面走过，也想象
彩虹在哪里结束。
	 彩虹的出现是从水和太阳的亮
光形成的。太阳的亮光照射到雨滴
上，水反射太阳的光芒，颜色就这样
出来了，非常漂亮。通常彩虹都在下
雨时或者雨后出现。你知道吗，其实
你只要一个水管和一个后院就可以
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彩虹。选择阳光
灿烂的一天，到你的后院拿你的水
管，把你的水管打开然后就可以看
到人工彩虹。
	 彩虹真是太神奇了！想一想，
它有那么多颜色从雨后的阳光下产
生。雨后天空中的彩虹真的很美好。

我喜欢的家—宾州
马立平六年级 

黄麒兴 （Gavin huang）
	 我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宾夕
法尼亚州很大，有六十七个县。宾夕
法尼亚有五十个湖泊，还有很多公
园。
	 根据2017的数据统计，宾夕法
尼亚有一千三百万居民。宾夕法尼
亚面积有四万五千五百平方英里。
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宾夕法尼亚的费
城。在1933年5月5日，山月桂树成为
宾夕法尼亚州花。溪鳟鱼是宾夕法
尼亚州鱼。Taylor	 Swift出生在宾夕
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是东方
铁杉。接触宾夕法尼亚的边界是纽
约、新泽西州、西弗吉尼亚、马里兰、
特拉华和俄亥俄州。阿巴拉契亚山
脉贯通宾夕法尼亚。
	 宾夕法尼亚是个滋润的草原。
这个州有很多白尾鹿，随时随地都
可以看到许多鹿在树林或者路边吃
草。我的家后院有很多树，有五个鹿
住在那里。我想鹿喜欢住在宾夕法
尼亚，是因为这地方有很多草。
	 我每天去外面看一看，观赏宾
夕法尼亚的美景。当风吹到树林里
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时间。每天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会看到很多的小
河，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流下去。在冬
天，有时候我们这里不冷，很像春天
的天气。但有时候也会下几尺厚的
大雪。我想这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
方。你同意吗？在宾夕法尼亚，阳光
充足，雨水丰富。在这地方，你可以
看到高大挺拔的树，也可以看到叶
子灿烂的树。	
	 我爱我的家乡 -- 宾夕法尼亚
州。

小鹰游泳
马立平七年级

杨碧睿(Brianna Yang)
	 有一天早晨，鹰妈妈矫健地飞
在茂密的森林上空，快乐地跟她的
伙伴们玩儿。飞来飞去，ta看到了她
的窝。七只小鹰在看他们的妈妈玩
耍。
	 鹰妈妈飞到小鹰们的身边，搂
抱着可爱的孩子们。今天，她打算教
小鹰们飞翔。
	 过了几个小时，有六只快乐的
小鹰在空中翻跟头，飞得好极了。可

 

	 随着新冠疫情在北美地区的快速蔓
延，新泽西州的确诊人数激增，博根郡确
诊数量更是位列最高。如此快速的蔓延
造成一线医院医护物资奇缺，医护人员
冒着被传染的高风险站在了抗疫的最前
线，压力空前。在这种危机时刻，华夏博
根中文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发出了捐款为
周边医院的医护人员购买防护物资的倡
议。3月19日通知一经发出，全校人员立
刻积极响应，不但自己认捐，还通过各
种渠道转发号召，截止3/23	10:00am，共
获来自于华夏博根的教师、家长及校友
们，新泽西中餐馆的乡亲们以及其他个
人与团体的爱心善款$30957，我们已经
圆满完成了预定捐赠资金采购KN95口
罩的目标。与此同时，校领导也在紧锣密
鼓地联系安排货物及接收医院。通知发出36小时内，第一批3000个KN95
口罩装箱完毕，并贴有华夏博根中文学校标志的寄语，空运博根一线医
院Valley	Hospital。本周为其他四家博根抗疫的医院Hackensack	Medical	
Center,	Holy	Name	Medical	Center,	Englewood	Hospital	，New	Bridge	
Hospital捐赠的口罩也将寄出。总计13200只KN95口罩。
	 疫情无情人有情，大疆有域爱无垠。华夏博根中文学校的此举不仅只
影响博根社区的抗疫，还带动了华夏其他分校的纷纷跟进。在完成了第
一批口罩的捐赠后，我们将继续募捐善款采购防护服和护目镜作为第二
批捐赠物资。
	 目前医院抗疫防护物资缺乏，这2周非常关键，迫在眉睫，再拖下去，
第一批的医护人员倒下的概率很高，很有可能和疫情初期的武汉一样。
时间就是生命，学校希望得到新州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呼吁朋友们继续关注这次募捐活动，献出您的爱心。爱是光，它
能在黑暗中给与光明，绝望中寄予希望。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携起手来，用
我们的爱心点亮战胜疫情的希望之光。
	 以下是捐赠方式及账号，敬请各位捐款人选择PayPal的免收服务费的
方式，学校开通的账号如下：
1.	进入PayPal账户转钱：https://www.paypal.com/us/for-you/transfer-
money/send-money
2.	输入学校入账地址	webmaster@hxbg.org
3.	输入金额。
4.	改选！！Change	to	“sending	to	friends	"选项
5.	填写备注：Name/COVID-19	Donation	(姓名/新冠捐款）
6.	选择储蓄卡银行账户支付（不收费），信用卡次之（手续费）。
7.	Submit	（提交）
		感谢所有参与募捐的朋友们，我们共克时艰，守望相助！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
3/23/2020

衷心感谢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前沿
你们的身影胜过任何一种药物
也许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但我们将会永远铭记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你们的无私和勇气

用爱心点亮战胜疫情的希望之光     
博根分校积极为社区医院捐款购买防护物资

是，有一只小鹰根本就不能飞。可怜
的小不点儿，它连翅膀都没有长好
呢！它走来走去，试着从窝里跳出
来。前几秒，小鹰觉得它真的飞起来
了……可是那几秒过后，小鹰像块
石头一样栽到地上了。
	 小鹰感到又疼又累，望着在天
空中飞着的妈妈，开始放声大哭。鹰
妈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她想
到了一个办法。“小鹰！你虽然不能
飞，但是可以游泳啊！”
小鹰来到河边去，小心翼翼地看着
深蓝色的水。他试探着走进冰凉的
水，发现他能在水面上飘！小鹰试
着用他的脚拍打水，开始游泳！他
开心得不得了，游到很晚才爬回窝
里去睡觉。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也许你非常与众不同，那也不一定
是坏事儿。不要让你的缺陷阻止你
前进的脚步。

饭店里的两只鸟
马立平七年级  张粲依

	 我今年暑假回中国的时候，在
一个饭店里经历了一件很有趣的
事。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的朋友们
一起出去吃晚饭。刚开始的时候，我
觉得很没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很普
通的饭店，而且我谁也不认识，所以
就跑出去上厕所了。
	 我在出去的路上，看到了饭店
里的两只鸟，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
彩色的。我的注意力马上被那只彩
色的鸟吸引住了。它的羽毛是绿色
的，翅膀是蓝色的，还有一个橘色的
小嘴巴！它在鸟笼里一会儿跳到左
边，一会儿跳到右边，好像在为我跳
舞。我看得特别入迷。
	 突然，我听到了后面有声音说，

“你好”！我急忙转身，却没看见有
谁。接着，我又听到了，“你好”！这
时我才发现，原来是那只黑鸟在和
我讲话呢。我也抬头叫了声，“你
好”！果然，它又说了一遍“你好”。
当我和这只黑鸟说得正起劲的时
候，旁边的那只彩色的鸟突然从它
站的平台上往下一滚，然后倒挂着
晃来晃去，像在做体操。它晃着晃
着，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掉了下
来。真好笑！这时黑鸟又叫了声“你

好”，于是我的注意力又回到那只黑
鸟身上了。我想教它说英文，说了好
几遍“Hello”。猜猜看，它怎么回答
的？还是“你好！”太可笑了。
	 这两只鸟就这样不停地比赛。
彩鸟想我专看它跳舞，黑鸟想我只
听它讲话。于是我就不停地转身，一
会儿看彩鸟，一会儿逗黑鸟。转着转
着，我的头就转昏了，只好回到饭厅
休息一会儿。
我到现都没忘记那天晚上我遇到的
两只鸟。它们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变
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回忆！

中国旅行
马立平六年级  Zoe Zhang

	 2017 年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
带我去中国玩了三个星期！
	 我们是六月二十一号走的，六
月二十二号到了上海。当飞机落地
时，虽然已经十二点了，我还是很兴
奋地跳起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坐火
车到南京，去见我大伯——我爸爸
的哥哥。我们在南京看了古老美丽
的城墙和博物馆。
	 过了两三天，我们离开了南京，
去安徽见我的爷爷和奶奶。我特别
喜欢在小镇里，每天早上到大街上
去买早点吃。
	 在小镇里住了几天后，我们出
发去北京。在北京的第一天，我们逛
了著名的北海公园。公园的花各种
颜色都有：粉色、绿色、黄色。中间还
有个又大又圆的湖。小小的船轻轻
地在水面上飘，让我想起了《让我们
荡起双桨》那首歌。我一高兴，还唱
了几句呢。
	 虽然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星
期，但是我们逛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例如长城、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我们
还去了朝阳剧场看了一场精彩的杂
技表演呢。
	 离开北京，我们接着去了苏州。
我们在苏州看到了美丽的园林、大
街和公园，到处都有花，很优雅。
	 最后一天，我们去机场之前见
了我的舅舅。我们和舅舅吃了一顿
美好的晚饭，还跟他一起逛了游乐
场。那一天晚上睡觉时，我感到很伤
心，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
	 我实在很想念那一年去中国的
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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