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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我装配的第一台电脑

康州分校八年级 郭嘉睿 指导老师 戚英来

秋 天
康州分校四年级 张端  指导老师 薛艳

华夏亲朋展厨艺 嘉肴美馔齐争艳 
2022 恒顺 - 华夏中文学校厨艺大赛

新春佳节，美食共飨，华夏中
文学校值此之际，首次推出了面向
社区“2022 恒顺 - 华夏厨艺大赛”。
目前，网上作品展示及投票工作已
经圆满完成。

本次大赛在本地华人社区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力，总共收到 104 个美
食作品，有华夏中文学校各所分校及
非华夏华人社区的积极参与。参赛者
各展厨艺，为新春佳节献上了缤纷垂
涎的美食。众多作品既有传统节日美
食，又有独家秘制，特别让人感动的
是小朋友的参与，参赛作品构图巧妙，
摆盘独特，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秀
色可餐，引人垂涎。

十天的网上投票，来自五大洲各

国的亲友团们踊跃投票，为自己的亲
朋好友及钟意的美食点赞加油。每天
的网上投票你追我赶，激烈异常，参
与度空前高涨，累计总共收到 82057
张投票。

54 名网上投票“人气奖”获奖
者将获得Amazon Gift Card的奖励。

本活动颁奖抽奖典礼将于 3 月 4
日周五晚八点举行。典礼上将公布由
恒顺专家评选的特等奖多名，同时还
有有奖问答，以及抽奖活动。欢迎大
家持续关注并线上参加。典礼信息将
在大赛主页公布：https://hxcs.org/
cooking2022.aspx

预祝华夏大厨们做得美味，行得
大运，抽得大礼！

华夏厨艺大赛颁奖典礼 
Time: Mar 4, 2022 08:00 PM Eastern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6web.zoom.us/j/9856650839?pwd=VUZKTXA0T0VHRVR5ZGdlUWdNeGhyZz09 

Meeting ID: 985 665 0839
Passcode: 2022

有一天我在家里看视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 DCS 
World。这是一个战斗机飞行模拟游
戏。这个游戏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这是
一个仿真虚拟游戏。驾驶舱里的每一
个按钮都是可以用的。一架飞机的价
格是八十块钱，如果你要学会飞一架
这样的飞机，可能需要用几年的时间
才能学好。驾驶这个游戏里的飞机就
像在驾驶真的飞机一样。这个游戏里
有很多有名的飞机，像美国的 F16c 
Viper，A10c II Warthog，和 F/A 18c 
Hornet，俄罗斯的 Su-27 Flanker 和
Mig-29，还有中国的 J11-A，等等。

这个游戏的免费版本有两架飞机，
俄罗斯的 Su-25t‘Frogfoot’，还有
美国的 TF-51D。看到这个以后，我高
兴得很，就急急地在我们家里的电脑
上下载了。这个下载花了大概二十四
小时来完成。我第一次打开这个游戏
的时候，注意到家里的电脑会变得很
热，噪音很大，以至于游戏出现滞后
的现象。幸好，我一个人玩的时候，
游戏的速度还行。但是，当我试着跟
其他人在网上玩的时候，这个游戏变
得更慢了，慢到都玩不了了。

出现这些问题以后，我就在想怎
么能让我的爸妈给我再买一个电脑。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到 Best Buy 上去
找一台电脑。我一看这些电脑的价格
都太贵了。所以，我就问爸妈能不能
让我自己装配一台电脑？我爸说要配
置一台电脑没有那么容易的。于是我
开始在网上找电脑的部件。一开始，
我一点都看不懂部件的规格，所以我
有点想就放弃了。但是因为我很喜欢
这个游戏，我就在网上拼命地研究如
何配置电脑。

有一天，我在网上研究和电脑相
关的文章时，发现一篇文章提到有一
个网站可以用于帮我找所需的电脑部
件。我给爸妈看了这个网站以后，他
们还是有点犹豫。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又花了大概两到三周的时间来研究
我需要的电脑部件，研究部件之间是
否可以兼容。某天我再跟我爸讲电脑
的事时，他竟然同意给我买这些电脑
的部件了。听到这个决定，我既惊讶
又兴奋！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周末，
爸爸和我就上网订购了所有部件。一
周后，所有部件都收到了。

电脑部件来了以后，我就急着把
它们都打开，检查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清理出工作台。接下来的步骤我
已经在脑海里模拟了很多遍：先把电
源插上，去掉静电。再把母板和其他
的部件都拿出来，把母板放在母板的
盒子上。然后把其他的部件都放在旁
边的桌面上。母板放好后，我把中央
处理器（CPU）从盒子里拿出来，把母
板上的 CPU 插座打开，小心翼翼地把
CPU 轻轻地放到插座里，再把插座的
盖子关起来，这样 CPU 就锁定了。下
一步，把内存从盒子里取出来，把母
板上的内存夹子打开，然后把内存插
进去。内存插好了以后，再把 CPU 冷
却器取出来，在 CPU 的散热器上挤了
一小点 thermal paste（一种可导热的
膏状物），然后用螺丝把冷却器固定
在母板和 CPU 上。最后，把储存器安
装在母板上，再把整个母板和电源安
装到机箱里去。接下来我把所有的电
线都插好，试着开启电脑……电脑可
以成功启动了！！！我心里很开心，
但是我表现得很平静。用了那么长的
时间，研究了所有的部件，我现在终
于有了一台新的、自己安装的电脑。

几个小时以后，电脑安装完毕（包
括 Windows 10），我迫不及待地把游
戏安装到新电脑上。一打开游戏，我
就看得出来这个电脑很厉害，因为它
的运行速度超级快。我用这个电脑来
玩虚拟飞行游戏时，这个电脑没有发
出很响的噪音也没有那么热。游戏也
没有出现滞后的现象。除了游戏之外，
这个电脑运行其他功能时，比我们家
里所有的电脑都快，无论上网看视频
还是做网上作业。看到我自己设计和
安 装 的 电 脑
可 以 这 么 厉
害， 我 感 到
特 别 开 心 和
满 足。 这 件
事 让 我 体 会
到 了 坚 持，
努 力 和 钻 研
的 乐 趣。 每
一 朵 思 想 的
火 花 都 有 可
能照亮星辰。

秋天是一年中夏天的结束，也是
冬天的开始。 

秋天有很多颜色，大树的黄色、
苹果的红色、糖果玉米和南瓜的橘色，
以及万圣节的五颜六色……

秋天是丰收的好日子，农民伯伯
都出去收集他们一年中辛苦种的粮食。
秋天也是孩子们的日子，家家户户装

灯结彩，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秋天也
是摘苹果的季节。我们用梯子爬到树
上，摘下一筐筐熟透了的苹果。

我最喜欢和好朋友一起玩，趁着
天气还不算很冷，披着外套，出去玩
各种各样的游戏，比如：警察抓小偷，
老鹰抓小鸡，跳房子，当然还有去公
园。我喜欢的是跳散树叶堆和摘苹果，
红红的苹果，真甜！

秋天是凉爽的季节，大家都穿上
了棉衣！你可以约了朋友出去散个步，
躺在草地上看太阳，看云朵。你还可
以爬山，看看泛黄
的树叶，满山的秋
花，满地的草。这
就是秋天独一无二
的风景。秋天的时
候，我们可以干很
多事，天气也不冷
不热，真好！

秋 天
康州分校四年级 林菀桐 指导老师 薛艳

冬 天
康州分校四年级 戚易明 指导老师 薛艳

进入初中以后
康州分校七年级 苏佳羽 指导老师 戚英来

我的好朋友——念念
博根分校双双四册班 徐立方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毛绒绒的“好朋友”
博根分校马立平六册班 林嘉雯 指导教师 孙瑜

我爱我的妈妈
博根分校中文五册 管梓菡 指导老师 谭坤

游 泳
康州分校七年级 汪帅宇 指导老师 戚英来

秋天是一个很好玩的季节。你可
以去摘苹果，可以在万圣节去讨糖，
也可以玩叶子。

秋天去摘苹果很好玩。你有没有
去摘苹果呢？我们每年都去。摘苹果
的时候，你要爬得很高。因为最好的
苹果都是长在树的最上面。我们每次
去都会摘满满一大袋苹果。回到家，
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妈妈帮我洗苹果吃，
好甜啊！

秋天还有万圣节。我最喜欢万圣
节了。因为你可以打扮成你要想做的
角色，还可以去拿很多很多的糖。我
每次讨糖都是跟朋友们一起去的。我
们有一次把所有的房子都讨了一遍，
糖果塞满了我们的袋子。我喜欢万圣
节，还因为能看到很多有趣的装饰。

秋天的叶子很漂亮，也很好玩。
它们有些还在树上，有些已经落在地
上，还有些还在天上飞。当我们院子
里的树叶都掉下来后，爸爸就会把叶

子扫成一个大堆。
然后我和弟弟、
妹妹一起往里面
跳。这是我们最
喜欢的游戏之一。

秋天真的很
好玩。你喜不喜
欢秋天呢？

冬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你能
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或吃到各种好吃
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冬天是我最喜欢
的季节。

冬天你能滑雪。对我来说，滑雪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从一个高高的
山坡上以自行车的速度滑下来，是不
是很好玩？如果你想滑的话，你必须
要穿上暖和的衣服，也最好戴上眼镜，
防止雪喷到眼睛里，最后，别忘记戴
好帽子。有一次，我从滑板上滚下来，
感觉一点也不疼。又有一次，雪积得
厚厚的，我在学校的操场上从一个小
坡上滑下来。我感觉非常酷。

你滑完雪以后，也许会有点冷。
这时候你需要一杯热巧克力。热巧克
力是一种很温暖的饮料。你必须要趁
热喝掉，不然的话就变成“冷巧克力”
了。你也能捧着杯子热热手。

冬天你也能打雪仗。如果外面有
很多雪，你就能召集小伙伴们一起打
雪仗。打雪仗很简单，你只要从地上
拿起雪，然后扔到别人身上。如果你
想打雪仗，就要准备好暖和的衣服，
最好把帽子戴上，否则，打到头上会
很疼。

如果你冬天要去上班，最好把你
车道上的雪铲干净。如果你想省钱，
你可以叫你的家人跟你一起铲。如果
你不铲的话，你的车子会打滑。

冬天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圣诞
节。你会在客厅里放一个圣诞树，最
好再准备一些饼干和牛奶给圣诞老人，
请他给你更多的礼物。明天早晨一起
床，你就能兴奋地去拆礼物。你肯定
很好奇礼物都有些啥。有的人也会放
一个很大的袜子，第二天早晨，袜子
里会塞满礼物。另外，在圣诞节前后，
大家都会把自己的家从里到外都装饰
得很漂亮。

冬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有
好多好吃的好玩的能做，让我觉得非
常开心。其他的季节也很好，但是我
觉得冬天是最好的。

我在奖台上站着，手里拿着一块
金牌。在奖台下面的观众，鸦雀无声。
突然掌声雷动，我看到好多人都在鼓
掌，有的在拍照片。我面对着人群微笑，
但是我心里却不敢相信我能够拿到这

块金牌，真是梦想成真。爸爸递过来
一瓶水，我一饮而尽，喜悦之情难以
言表。大家都对我的成绩称赞不已。

我在童年最多的记忆是我游泳的
事情。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游泳。我
在一个游泳队，名字叫 Marlins。我当
时去游泳一开始就是为了去和小朋友
玩儿。那里的教练训练一点都不严厉。
不管我的动作是好还是不好，他都会
说“非常好”，然后什么建议也提不
出来。所以每次比赛我都不能拿奖，
垂头丧气地回家。

后来爸爸和我说：“你尽管体能
很好，但是如果不努力训练，一切都
是徒劳。”从此我就开始努力地训练。
并且苦苦哀求爸爸给我换一个更好的
游泳队。

于是，爸爸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游泳队，叫 Stamford Sailfish。我的新
教练很严厉，她叫我们游的距离很长，
强度很大。我最开始几天很不高兴，
因为我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疼，我有
的时候都甚至想放弃。我天天回家都
想哭，累得直想倒在床上。尽管如此，
我仍然天天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
不断努力，才能成功。

盼望已久的康州游泳比赛，如期
举行。我终于拿了第一名。我从来没
想到我有一天能拿奖牌，还能当真正
的游泳运动员。这就说明没有付出就
没有收获。我心里知道，这也就是一
个小小的收获。我以后要更加努力，
寻求更高的目标，好有更多的收获，
而不能沾沾自喜。同时，游泳也教会
了我，不管目标有多高，困难有多大，
只要你勤奋努力，什么都能做到。

进入了初中以后，我的生活发生
了很多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课目
比小学多。我今年一共有八门课，它
们是科学、数学、社会研究、英语、
西班牙语、体育、健康和音乐。每天
的上课时间很紧凑，却又井然有序。
我最喜欢英语课，因为我们有很多机
会和时间读书。在英语课上，我们还
有读书俱乐部，我和同学可以一起分
享读书心得。

进入初中以后，我们有了很多考
试。有一个星期我们有五门考试，我
还有两个早上要七点到学校参加乐团
的排练。感觉每一天我都没睡够，妈
妈说让我量力而为，但是我没有放弃。
出乎意料最后我每门考试都拿了 A+。
老师们对我称赞不已，我自己也大喜
过望。盼望已久的交响乐团音乐会如
期举行，我们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当
然我也有失败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
试，我没有仔细读题，错了很多。我
看到成绩之后，我才后悔莫及。爸爸
妈妈知道后，他们的失望之情难以言
表，但是他们看着垂头丧气的我，就
不忍心责备我，而是鼓励我要吸取教
训。通过这次经历，我学到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进入初中以后，我们还有很多课
外活动。我参加了长跑队和辩论俱乐
部。在每天的休息时间，我跟我的好
朋友 Vivian 去学校的图书馆，帮老师
用 Scratch 做动画。

进入初中以后，我认识到了时间
管理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性。我和爸爸
妈妈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也找到了新
的好朋友！虽然新冠病毒还没有消失，
我们还是能够
每天学习很多
新的知识和技
能。我们就像一
棵棵小树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阻止我们
茁壮成长！

我的好朋友是念念。她比我高一
年级。她唱歌唱得很好听，还会拉小
提琴和画画。我和她都喜欢跳舞，我
们建立了一个跳舞小组。我们自己编
舞配乐。我喜欢和她一块儿玩儿。我
们也在一起打游戏，还一起画画。

一天下午我们在雪地里玩儿，我
们的滑雪板被埋在了冰雪里了，需要
挖出来。因为有冰，滑雪板在雪里埋
得很牢固。我们先用我们的手，挖掉
松软的雪，可还是拿不到滑雪板。滑
雪板顶部和旁边有一层厚厚的冰。她
有一个奇秒的想法，把一辆破玩具车
和一个水桶扔在冰上，砸开了一些冰。
接下來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用工具打
破了冰。我们终于看到了滑雪板并试着
把它拉出來，但它被卡住了。我们握
住两边的把手并使劲地往外拉。最后，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把它拔了出
來。之后我们就
用滑雪板在雪地
里开心地玩了起
来。我们度过了
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喜欢跟我
的好朋友念念一
起玩儿。

我非常爱我的妈妈！
我爱我的妈妈因为她会帮我做好多

事情。妈妈会很耐心地教我做功课，妈
妈会帮我洗衣服，也会给我做好多好吃
的食物。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我爱我的妈妈因为妈妈会带我们
去很多地方。她会带我们去书店，图
书馆，游乐园，公园等等。妈妈每天
到学校接我下课，带我回家。跟妈妈
在一起，我最开心了。

妈妈也会带我们出去买好吃的，
如蛋糕，水果，Fruitsnacks，果汁，
还有很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每次看
着我们大口大口地享受美食，妈妈的
眼角都会浮现出温暖的笑意。

妈妈还会陪我们一起玩游戏。妈
妈教我和姐姐玩中国跳棋，国际象棋。
让我们在玩中学会了很多道理，增长
了很多知识，增添了很多乐趣。

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都会给我
一个大大的拥抱，轻轻地说一声晚安。
早上起来时妈妈已经帮我和姐姐准备
好了要穿的衣服，美味的早餐，目送
着我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开开心心地上
学去。

每次我生病不舒服的时候，妈妈
总是非常细心地照顾
我。有妈妈的关心，
我总是恢复特别快。

我 很 爱 我 的 妈
妈，因为有妈妈的陪
伴我的生活很幸福！

两年前的一个星期一，爸爸妈妈
妹妹和我一起去一家电子游戏厅玩。
我玩游戏赢得的硬币刚好能兑换现在
躺在我床上的柔软抱枕。 

我的天蓝色的抱枕毛绒绒的。它
就像我很重要的好朋友，永远都不会
离开我。我每天睡觉前都会给我的好
朋友讲故事，确认它有没有盖被子。
如果我有什么心事的话，它好像都会
猜出来，叫我躺在它身上睡觉就会忘
了所有不开心的事。躺在上面好像被
催眠了一样，立马沉下去睡着了，什
么烦恼都忘了。每天早上起来，我都
会查一下我的好朋友是否还在，我才
能安心。有一次，我们打算去水上乐
园然后去旁边的旅馆过夜。我提前一
晚上就跟我的好朋友说会带它去一个
地方。我想它到的时候，心里肯定很
开心。那天晚上我捂住了它的眼睛，

把它从我的行李箱里拿了出来。我给
它介绍了那间房间，它看起来很喜欢，
一下子就跳到了床上。 

我的好朋友虽
然没有手，没有脚，
也不会动但是我
还仍然喜欢它也能
信任它。它是我的
好朋友也是我的亲
人。每天都能看到
它让我非常开心。

今年的第一场雪
博根分校八册 &CSL 八册 段一兰 指导老师 何燕

今天是星期六。窗外飘起了朵朵晶
莹的小雪花，终于下雪了，这可是今年
的第一场大雪，大地已经披上了一层白
纱，绿色的小松树在冰雪中傲然挺立，
红色的冬梅在银色中绽放光彩，几只不
畏寒冷的小松鼠在树上顽皮地爬上爬
下，外面的世界好似一幅美丽的油画。

看着如此洁白无瑕的雪世界，我忍
不住拉上弟弟穿好滑雪服，带上小滑板
出门去玩滑雪了。我们手拉手来到了离
家不远的高中操场的高坡上玩了起来，
那里已经有很多小孩在滑雪了，欢笑声
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我和弟弟两人轮流
玩，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就让弟弟先
玩，弟弟坐上了滑板，只见滑板带着他
迅速地滑了下去，稳稳地停在了坡下的
平地上，他高兴地大笑了起来。接着就
轮到我玩了，弟弟从坡下拉着滑板往坡
上走来，当他把滑板递给我时还懂事地
嘱咐我说：“姐姐，你要慢点滑别摔跤
啊。”我望着他稚嫩的小脸笑着回道：“弟
弟，你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玩，我不
会摔跤的。”我觉得他今天特别可爱。
我小心地坐上了滑板，两脚离开了地面，
只听“嗖”的一声我一下子就滑到了坡
下，好兴奋！我们还在斜坡中间堆起一
小座雪山，让滑板经过时形成一次高抛
跳跃，特别刺激。就这样我和弟弟轮流
滑雪，做出下蹲、站立、旋转、翻滚等
多种动作，其间不小心也摔过几次，虽
然有点疼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享受
着无穷的乐趣。

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该吃中午饭的时
间了，疯玩了一上午肚子也觉得饿了，
这时爸爸来到操场上唤我们回家吃午
饭，我和弟弟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操
场往家走去。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对我们
说：“等过几天学校放假了就和妈妈带
你们去滑雪场滑雪，你们还可以邀请小
朋友一起去。”我和弟弟听完后都高兴
地跳了起来，太好了，爸爸妈妈要带我
们去大的滑雪场滑雪了！还可以和好朋
友们一起玩！

我们跟在爸爸的后面，踩着他留在
雪地里的脚印往前走，心里期盼着这一
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