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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 • 福州”获奖作品
”小鱼丸”想念福州

嗨～朋友，你去过福州吗？那里是
谐音，所以福州人又叫它“长命”。
我爷爷奶奶的家，自然也就是我在中国
之后的十年，去福州看望爷爷奶奶
的家，差不多每年夏天我都会从美国飞
成了我夏天最快乐幸福的事，虽然福州
二等奖 许子睿 指导老师：廖山漫
去中国看望爷爷奶奶，在那里享受亲人
的各种美食多得数不清，但福州鱼丸和
的团聚和福州的美食。可是，今年爸爸却取消了订好的机票，因为
线面是我最最喜爱的。我一年一年地长大，已经从一个小胖子变成
新冠病毒的传播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想到这取消的旅行，我就特
了瘦瘦高高的小伙子，身高比爷爷还要高，手也比爷爷的手大了很多。
别地想念福州，特别地想念那里的一切。
当奶奶见到我说“我们的小鱼丸又回来了”，我就纠正她说自己已
我第一次去福州时才五岁，小小的脑袋里一直以为福州就是“福
经不是小鱼丸而是大线面啦。
粥”，想着有着这样名字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果然
如今的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家里，真希望还能像往年那样飞去
没有让我失望，奶奶说的一句话我最喜欢听，“我孙，阿麻给你做
福州，去看奶奶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去和微笑着的爷爷一起聊天，
好咧的”，然后我就流着口水等着吃了。
去吃那一道道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可是，现在的疫情这么严重，
福州鱼丸是最鼎鼎有名的小
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去福州呢，想到这我心里就很难过，
吃，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兴奋极了，
觉得这可恶的病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特别让
因为奶奶说鱼丸外面的皮是用鲨
我伤心的是，新闻上提到病毒夺走了世界上很多老人们的生命，他
鱼的肉做出来的，我很好奇，印
们也都是别人的亲爱的爷爷奶奶啊。
象中那么凶那么大的鲨鱼会是什
得知我的失望和难过，爷爷奶奶
么滋味呢？我真的会吃到它的肉
特意做了鱼丸和线面，拍下照片发给
吗？热气腾腾的鱼丸端上来，一
我，说要让我隔空尝美味，哈哈，看
个个白白的圆圆的在鲜美的清汤
到照片上的鲜美依旧的鱼丸和线面，
里漂着，胖乎乎的很可爱，我迫
还有爷爷拿着筷子的手和那熟悉的餐
不 及 待 地 咬 了 一 口 尝 一 尝， 哇
桌，我心里热乎乎的开心极了。爷爷
呜～实在是太好吃了！鱼肉特别
说，孩子，别担心，病毒再可恶再可
鲜，吃起来又滑又嫩，里面还有
怕，人类也会很快战胜它的，现在的
香喷喷的猪肉馅。奶奶笑眯眯地
困难都是暂时的，相信我们会很快就
看着我，告诉我福州鱼丸最独特
能再见面再团聚的，这些好吃的美食
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馅，这让鱼丸更美味，而且因为鱼丸长得圆乎乎的，
也会等着你再回来品尝。
所以它也被寓意为团团圆圆。我赶紧说“嘻嘻，我也长得圆乎乎的，
是啊，爷爷说的对，人类的智慧、
我也是小鱼丸”，奶奶听了笑弯了腰。
勇敢和乐观是最强有力的武器，满怀
看到我吃得狼吞虎咽汁水四溅，奶奶说莫急莫急，还有好吃的
希望地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地吃好
线面呢。“馅面”？！面条里也有馅？这怎么可能？等我看到线面
就会有更强的抵抗力打败病毒，更何
才知道，原来这面像头发丝一样细，像线一样长，所以它的名字叫
况还有那么多医生和科学家都在那么
线面。我想用筷子把面挑起来，看看它究竟有多长，可是我的手太
努力地工作着，病毒一定会被赶跑的。
小抓不住筷子，挑不起太高面就滑下去了，汤汁还溅了我一脸。爷
等到那一天，我会飞去福州看望我爱
爷见了哈哈大笑，走过来用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和我一起把面
的亲人们，而且，我还要邀请我的朋
挑得高高的。我整个人都站起来了发现还是没有看到它的长度，它
友们一起去福州品尝那细细长长的线
也许真的比我的身高还要长呢，这太有趣啦。我问爷爷为什么要把
面，那圆圆胖胖的鱼丸，一起享受天
面做这么长，爷爷说福州人过生日喜欢吃线面作为寿面，面越长吃
下太平，一起祝福世上的人们健康长
面的人就会越长寿，当然面要长长的，由于福州话“长面”和“长命”
寿，开心团圆。

家书·福州

亲爱的姨，
福州人仗义，自来熟，乐于助人，随
您还好吗？大家都好吗？在隔离
便在小区聊上几句就可以交上朋友。
的这段日子里，我对家乡格外想念。
混熟了后，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串门。
一等奖 陈倩雯 指导老师：廖山漫
对 你 们， 对 福 州 的 一 切 念 念 不 忘。
我们家的邻居，今天带点老家产的海
在福州三年的点点滴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循环，就像擦不掉的油画，
鲜，明天拉着我们出去逛三坊七巷，打羽毛球，后天又一起出去吃饭，
不断地呈现在脑中，勾起一幕幕温暖的回忆。我想念热情似火的福
就好像一家人。小孩子在一起做作业，大人们就坐在旁边喝茶聊天。
州人，想念春风拂面的西湖公园，也想念香喷喷的福州小吃。每每
看着周围聊着天、脸上洋溢着笑容的人们，我感觉自己已经悄悄地
想起福州的一切，思念之情再也隐藏不住。
融入到福州的生活中了。
六岁那年，母亲带着我
每一次家庭聚餐都是我最兴奋的时刻！所有的公公婆婆，姨夫
回到了福州，让我与你和姨
姨妈还有表哥表弟们都欢聚在家里。姨妈们一边打着福州麻将，一
父生活，学习中文和中国文
边攀谈家常。清脆的麻将声在家里回荡。公公和婆婆准备着每次聚
化。面对突然从美国降临到
会必备的午餐 --- 海鲜粉干！鲜美的海鲜味道围绕着我们。还没等
福州的我，你们张开温暖的
到可以吃的时候，所有的小孩子都已经围在锅前面焦急地等待着美
怀抱迎接我。每天，你都会
味的午餐。吃粉干最重要的两样调味料，绝对是福建老酒和虾油（雨
给我煮地道的福州菜。 我
露）无疑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表哥手抖，在粉干里倒了将近半瓶
学到的第一句福州话就跟菜
的老酒，白白浪费了一碗美味。而虾油就更不用说了，对福州人来
有关：白列普伊 （白吃菜）,
说，那就是跟老干妈一样的存在呀！吃完午饭，我和表兄弟们就蹦
意思是在吃饭的时候只吃
到小区里撒野。捞蝌蚪、玩树枝、探险、捉迷藏，一个不漏地全玩过。
菜，而不吃米饭。我还清晰
甚至我们还会去玩麻将，开着玩笑地叫着：“我胡啦！” 晚上，我
地记得，每天早上，我们一
们还会到福州最正宗、接地气的餐馆，鸟店吃饭。那里都是最原汁
起到一间老旧的餐馆里吃拌
原味的福州菜肴。老板端出的都是名菜，而且还会热情地跟我们聊天，
面扁肉，到处弥漫着幸福的
介绍菜式，打趣，好不热闹。
味道。拌面、扁肉和锅边，
在家里隔离了那么久，我最最最想念的就是在鼓二小的美好校
是福州人最喜爱的小吃、最温暖的回味。 “一碗拌面，一碗扁肉！” 园时光。我还记得，每天早上您都会给我买一个肉包和一份豆浆当
是餐馆老板最热情的招呼。刚学会拌拌面的我，左右手各一只筷子，
早餐。我戴着红领巾，穿着洁白的校服，大口啃着肉包，走进了充
笨拙地挑起面条，认真地翻拌着，那副认真的表情惹来不少笑声。
满活力的校园。一群嬉戏打闹的同学从我身边跑过。微风轻轻地吹
再说说我的最爱——扁肉和锅边：滑溜溜的扁肉顺着嘴巴滑进肚子
过校园，一片片金灿灿的银杏叶落在我的肩膀。我最好的朋友拽住
里，锅边里浓郁的海鲜味充斥着整个口腔 , 让人回味无穷。坐在咯吱
我的书包，递给我一片四叶草，悄悄地告诉我：
“吃了会变聪明哦……”
咯吱响的木头桌椅上，面前摆着香喷喷早餐，一道晨光照进餐馆，
当清脆的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像海水一样“流”到操场。我不喜
暖暖的氛围让人们的心情无比舒畅。
欢操场，我喜欢操场边上的银杏树。坐在银杏树下和最好的朋友画画、
菜市场是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大家都讲着福州话，
聊天，是我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大家在一起永远都有讲不完的话。
非常融洽。看着你跟老板们讲价，我学到很多地道的福州话。听菜
回忆过去，在福州的时光永远都是欢乐的、热闹的。虽然距离
市场的阿姨和叔叔们聊天是最有趣的事情。每次去买菜时，我都会
能把我们隔开，但隔不开的是我对大家的思念和珍贵的回忆。我真
听到各种各样的八卦新闻，听他们说话简直就是在训练我的福州话
的好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我可以回到福州，重温这美好的时光。
听力。三年时间，我在菜市场听了许多福州话，也学会了不少。现
祝您安康！
在，我还经常在家跟爸妈飚福州话呢。另外，我还喜欢跟邻居串门。
                                           倩雯 于美国新泽西

福州的文化名片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也是中国的礼
味道。我自己最喜欢的福州食物就是佛
跳墙。它包括鱼，竹笋 , 扇贝 , 海参 ,
仪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我小
的时候一直想去福州旅游，感受那里悠
蘑菇 , 鱼翅 , 和 鹌鹑蛋。有的时候这
三等奖 王妮达 Anita Osuri 指导老师：廖山漫
久的历史文化，参观名胜古迹。几年前，
个菜会有三十多的食材和十二个佐料。
我终于有机会踏上了福州之旅。这趟旅行让我觉得福州真的是中国
佛跳墙不但美味，而且也有一个很趣的故事。据说有一位学者在福
最美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州做这道菜，一位和尚闻到这到香的菜，然后急着翻墙去吃。虽然
古代的中国和尚是不能吃肉，但佛跳墙这道菜的香味使这位和尚也
那些在福州的日子，我走访了很多地方。我参观了许多有意思
的名胜古迹，比如三坊七巷和西禅寺。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人重视
忍不住，就是翻墙破戒也要去
人际和其乐融融的思想。尤其是三坊七巷，我走在路上就看见了很
吃这道菜。这些丰富的文化表
多明清的古老建筑。我觉得唐代的西禅寺这个地方即安静又漂亮。
达了中国人的开放的思想和对
湖和美丽的树环绕着这个塔形成了一道美景 ,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
吃的重视。我也很喜欢胡椒餅
因为它体现到中国小吃的文化。
欢福州。它不仅有先进的技术和名胜古迹，还有美丽的风景。福州
也有很多二十世纪初的著名建筑。比如，我去过的鼓嶺老街。对于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里面有很多
当地人而言，鼓岭是盛夏避暑的胜地。这是个一百多年前由西方传
肉，平常是猪肉但最重要的就
教士聚居开发的地区，虽然经历了百年岁月侵蚀依然保留了很多原
是他们加很多五香粉和葱。这
有的欧美风格别墅建筑。鼓嶺街在山上，还有一个百年游泳池，茶馆，
样子，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
非常美味和有一点点咸。这个
和只有夏天开放的邮政局。一百年前人们去那个邮政局去送信和收
信。在这条街上游客不仅能品尝不同的美味还能与朋友一起欣赏美
食物通常可以在街上买到而且
景和聊天。在福州我还去参观了福建博物馆。在那里我了解到很多
丰常新鲜。胡椒餅是在一个很
关于福建的历史和科学发展，特别对那里展出的古乐器和服装非常
大的圆柱形高温高炉烤一下。
着迷。我特别喜欢看考古学家在一个古墓中发现的丝绸服装。跟中
烧的木炭在这个炉子下面。最
后它就会变得香脆 . 这个时候如果你咬一口，肉汁就会流出来。我
国人现代穿的衣服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个机会也让我看到福州人做
衣服的纤细和能耐。
第一次吃了胡椒餅觉得这是我尝到的最美味和有特色的包子。我吃
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就发现福州做的菜真的是中国的宝贵遗产，是世
福州不但有很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有特色的美味食物。我
在福建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做的菜、肉和小吃都是别的地方不能比的。
界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例如，我尝过的鼎边糊、割包、胡椒餅、佛跳墙和荔枝肉。我一开
我的福州旅行确实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对福州美丽和优久的
始尝这些食物的时候就觉得福州的菜很有特色。在美国的时候，我
文化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有机会再次回
总以为中国菜都应该是辣的，但我现在就很喜爱福州食物酸和甜的
去欣赏福州的文化风俗和品赏那里的美食。

ぁ康州分校

我的小狗 Gogo

今年的暑假特別长。因为 Covid-19 病毒的
影响，我和哥哥都没有去外面玩。一直在家呆
着和我们的小狗玩。我们的小狗名叫“Gogo”，
何广强
今年已经八岁了！
我还记得八年前，我们去镇上的动物收容所领养它的情景。我
和哥哥一直想要一只牧羊犬，哥哥向爸爸和妈妈承诺，他会每天给
小狗喂狗粮，带它散步和训练
它。爸爸就带着我们去了镇上
的动物收容所。接待我们的管
理员正好是我同学的妈妈。她
先后牵出了两条狗，第一只是
husky，它太活泼了，一出来就
上窜下跳，还扑向我，把我吓
得躲到了爸爸的身后。另一只
就是我们的狗狗。它非常平静
和乖巧，它一出来就跑到妈妈
身边坐下，好像它已经是我们
一家的成员了。它是一只公狗，
一半是德国牧羊犬，一半是罗
威纳犬。那时它才九个月大。我们的邻居还帮我们去查看了狗狗，

他摸了狗狗的头和脸，看了它的牙齿。狗狗没
有移动，也没有咬他，非常乖！
管理员给我们介绍了狗狗的身世。它当时
六年级
被人发现在田那西州的修车厂里，混身沾满了
WD-40 润滑剂，它被叫作“WD-40”，动物保护组织解救了他，并把
他运到了我们的镇上的收容所。我和哥哥被狗狗的身世打动了，决
定领养它，为我们的宠物狗取名“Gogo”。
自从狗狗来到了我们家，它就成为了我们的小狗弟弟。每天带
它散步和训练它，就变成了爸爸的一项主要工作。妈妈专门给狗狗
做饼干，奶奶还给它做了一件夹克冬天穿。狗狗每天都和我们玩，
我走到那里，它就跟到那里。它最喜欢的运动是追抢网球。有一次，
我带着狗狗在我家的街区散步的时候，邻居家的大狗突然朝我们飞
奔而来，吓得我呆在原地不敢动，谁知我的小狗一个剑步冲上前，
朝着大狗一阵狂叫，居然让邻居家的大狗停住了脚步。大狗的身材
可是我的小狗的一倍大啊。太神奇了！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小狗不
仅是我最好的玩伴，而且是我的守护天使！我爱我的小狗，它也爱
我们！
世界上有很多流浪，或者等待收养的小狗小猫，它们都有可怜
的过去，如果可以请关爱小动物，给他们一个有爱的家。当你爱他
们时，你也一样被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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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分校三名学生获“印象 • 福州”征文赛大奖
南部分校 高年级老师 廖山漫
第三届海外华裔中小学生“印象 • 福州”书画、征文、摄影、华语演讲
大赛获奖结果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揭晓。

13-18 岁其他赛区
名次

姓名

国家和地区

作品名称

送选单位

一等奖

陈倩雯

美国

《家书·福州》

美国新泽西华夏中文学校南部分校

许子睿

美国

《" 小鱼丸 " 想念福州》

美国新泽西华夏中文学校南部分校

齐藤惠子

日本

《有福之州》

福清市元洪高级中学

王妮达

美国

《福州的文化名片》

美国新泽西华夏中文学校南部分校

施雅棋

菲律宾

《梦游福州》

菲律宾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二等奖
		
三等奖
		

我的学生，陈倩雯、许子睿和王妮达，华夏南部 2019-2020 学年的三位高
年级班同学从五大洲 37 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青
少年中的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了 13-18 岁征文作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作为孩子们的老师，我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优秀指导老师”的荣誉。福州主办
的这个大奖赛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汉语水平和艺术才华的特别机会，感谢华夏
总校的组织，让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陈倩雯、许子睿和王妮达他们一直都是南部中文学校的好学生，他们三个
今年不仅通过了 HSK5 的考试，而且参加今年 AP 中文的考试也都得了 5 分。其
实早在这几个学生进入我们高年级班我就认识他们了。陈倩雯中文特别好，还
才六岁妈妈为了让她把中文学好，就硬下心把孩子送到福建和阿姨生活了两年，
所以在倩文笔下的福州印象点点滴滴都是栩栩如生的记忆。倩雯不仅中文好，
还特别有公益心，责任心。倩雯暑假跟我去过中国两次，一次在河南参加寻根
之旅夏令营，去年夏天又和我们彩虹桥参加了美国高中学生为中国青少年举办
的公益夏令营活动，在哪里她都特别受到小朋友和当地老师的喜欢，因为她中
文说得好，又认真负责，很容易和同学们交流，真真的一个好学生。王妮达的
爸爸是美国人，可是这不影响妮达努力学习中文的决心，她从学前班起就在南
部分校，一直坚持到十年级。虽然我只在十年级班上才和妮达正式遇见她，可
是，妮达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南部周六，她热爱公益，今年夏天妮达加入了彩虹
桥教小弟弟妹妹们的教学活动，她耐心认真，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妮达也是一
个小艺术家，去年在新泽西 middle town 艺术画廊举办的中国爱飞翔 - 美国华
夏学生画展联展的宣传画就是妮达做的。妮达也特别喜欢思考，高年级班上的
讨论每次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分享，比如，关于虎妈题材讨论，“我的妈妈对我
们很严格，可她不是一个虎妈”，她分享的妈妈的爱，也特别令我这个老师感
动。许子睿是一个小理工娃，他的严谨和认真无法让任何一个老师忘记，他还
特别喜欢提问。子睿也是跟着南部中文学校一起长大的，虽然也是高年级才来
的我的班上，可是我们很熟悉，他跟着我参加了两次寻根之旅夏令营，每一次
用餐都用自己带去的筷子，说是为了环保，每一次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餐桌，
把自己盘子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说是不要浪费。有时候实在吃不了，他会
很内疚地跟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吃不动了。“小鱼丸想念福州”这篇
文章还真写出了他对福州美食的钟爱，和自己的可爱。做写作练习的时候，子
睿喜欢脑洞大开，把词汇用错让妈妈和我忍俊不住。但是就是这样的学习经历，
子睿的汉语越来越好。
同学们在中文学校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很多年，中文学校陪伴着孩子们的
成长，汉语知识的日积月累也为孩子们的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祝福他们！

暑 假

暑假快要结束了，今
年暑假发生了很多事情。
因为新冠病毒，我的生活
戚易明
改变很多，不能在学校里
上学，不能去兴趣班，也不能去旅游。但是，
有了不方便的事情，也有很多好的事情。我
可以在家里在网上上学，也可以跟爸爸妈妈
一起吃饭，一起玩游戏，还有听他们讲好听
的故事。以前爸爸妈妈都要在公司上班一天，
疫情期间他们天天在家工作，我们全家七天
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感觉跟过节一样热闹。
我的妹妹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也不
能出去找其他小朋友玩。虽然大人眼里这些
都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我觉得疫情让家人之
间更亲密了。
今年除了新冠病毒，还有一件很沮丧的
事情。我们小镇因为被很多树林环绕，热带
风暴经过，刮倒了不少棵树。造成了七天停

电，停网络。因为我家是
使用井水，没有电，我们
连冲厕所都不行。我感觉
三年级
穿越到了达芬奇画画的时
代。为了保证日常生活，我们全家一起努力。
没有水，我就帮爸爸妈妈一起去打水。我们
先开车到打水站，然后拿水笼头里面的水来
装满大瓶子。我们每天都会去打水。晚上没
有电灯，我们就会点蜡烛。全家一起围着蜡
烛吃晚餐，妈妈说烛光晚餐也很浪漫。后来
我们有了热水瓶，还有吃火锅用的小炉子。
奶奶就开始煮面条，煮鸡蛋，我们终于可以
告别了冷水冷饭。我在想人类发明钻木取火
前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
新冠病毒和热带风暴都是很讨厌的意
外，因为它们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怎么避免它们。我们应
该保护好环境，保护好地球生态。

我喜欢的西游记人物—猪八戒

在《西游记》的
故事里猪八戒是一个
很特别的人物，是我
马睿安
个人最喜欢的角色。
猪八戒是唐僧的第二个徒弟。从我的
经 验 里， 很 多 书 里 有 一 个 懒 人 但 也 很 重
要。像在 SpongeBob 里，SpongeBob 的朋友
Patrick 也很懒，但是没有 Patrick，故事就
不会那么有趣，因为 Patrick 很搞笑。猪八
戒也是这样的人物。他又懒，又谗，又胆小，
但是他偶尔也很强大，光芒万丈。这让他很
有趣和独特。
在“捉拿金鱼怪”的故事里，当妖怪要
吃悟空和八戒的时候，八戒说：“大王还是
照旧吧，别先吃我。”这样的猪八戒非常胆
小自私。
象我前面说的，猪八戒也有很强大很光
芒的时刻。在“八戒讨救兵”里，唐僧把孙
悟空给轰走了。后来沙僧和唐僧被妖怪抓起

来了，八戒得去找孙
悟空来帮忙，孙悟空
开始不想帮，但是猪
六年级
八戒尽一切努力说服
了他，孙悟空同意了。最后八戒也被抓起来
了但是孙悟空释放了他们。要是没有猪八戒，
唐僧和沙僧有可能都死了，还成什么佛，取
什么经？
我喜欢猪八戒还因为他很率真。在偷吃
人参果时，八戒直接问孙悟空能再吃一个吗。
他不会有一点犹豫或者不好意思。他不虚伪，
人生果肯定非常好吃，谁不想多尝几个？
猪八戒可能没有孙悟空厉害，没有沙僧
踏实，更没有唐僧执着有毅力，但是他独立
特行，有自己的幽默，机智。毕竟他当年可
是天蓬元帅。俗话说，一只坏掉的钟一天也
会准时两次。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时刻。
我们在看待别人时应该多一点宽容，多一点
鼓励，多发现别人的优点。

我的暑假

我这个暑假有很多故
事。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学滑板的故事。有一天
范俊康
我在我们住的楼前的停车
场里玩，突然看到马路边有个人在溜滑板。
我以前没有很喜欢滑板，但是看到那个人溜
得好好玩呀！我回到家以后我想，我要不要
学滑板呀？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我要学滑板。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说了以后，他们很支持我。
我们就去网上找我喜欢的滑板。过一会儿我
们找到了一个！是个蓝色的滑板，看起来好
酷呀！我们就果断的买了。过了几天就送上
门了。
我第一天拿着我的滑板下楼，爸爸帮我
戴好了头盔，护膝，手套。我不敢自己上去，
妈妈扶着我的手我才大胆了一些。我那时候
好怕呀。我把妈妈的手抓的紧紧的。那时候
是中午，外面很热。我们玩了一会儿就觉得
太热了。但我还想玩，所以我们就去地下室
玩了。因为我们住的公寓楼的地下室里，有
一条长长窄窄的走廊，两边都是储藏室。我
就扶着墙在走廊里学溜滑板。好好玩呀！
第二天，我大胆了一些。我敢自己站在上面
溜了，但是开始玩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人扶
我一下。我在停车场里溜了好一会儿。

第三天玩的时候，我
学会自己上板了！停车场
有一点小小的坡度，我把
六年级
滑板停在上面，整个人站
上去，动动身体，就往下溜了。我还学会了
控制方向，往哪边倾斜，就往哪边转弯。
第四天，我学会了用脚蹬一蹬再上去。
但是还是需要人扶着我。
到第五天，我终于可以开始自己溜了，
但还是只敢在停车场里玩。公寓的停车场挺
宽敞的，进出的车很少，还有妈妈帮我盯着
车，一有车动，或者有车亮起灯来，我们就
会停下，或者躲得远远的。接下来的一天，
我觉得我溜的挺好的了，我就拉着妈妈去我
们家旁边的公园步道上溜。但是刚一开动，
就被一个小石头卡住轮子了。那时候我的重
心靠前，我就从滑板上摔下来了。幸好我的
反应快，还打了一个滚，所以不会那么疼。
虽然没有流血，但是胳膊很痛，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一点疼。但是我还是每天都下楼去玩
滑板。能把滑板学好一些，就算再摔几个跤，
这个夏天也是过得值了。
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的很值，因为我学
会了玩滑板，感受到了从完全不会到能够掌
控成功的喜悦。

我的暑假

这个夏天，因为新冠
病毒疫情，我没有去外面
上夏令营。我参加了几个
苏佳羽
网上的夏令营。例如辩论
营，画画营，还有编程营。因为这些营地离
我住的地方很远，所以在平时我没有机会去
参加，现在有了网上夏令营，我学到了很多
新的本事。
在暑假里我还学会了做蛋糕。一开始我
的蛋糕没有发酵成功，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尝
试，我终于做出了美味又好看的蛋糕。当我
弟弟的生日到来时，我给他做了一个巧克力
蛋糕，他非常高兴，连说了很多遍“好吃”
“好
吃”。
暑假里的某一天，天上下大雨，刮起了

飓风，我们家停电了，更
糟糕的是还停水了。妈妈
用手机上网买了很多瓶装
六年级
水，爸爸还去镇上的活动
中心取水。我们的炉子也不能打火了，还好
爸爸找到了打火机，才能做菜。我们白天看
书弹琴，晚上用手电玩影子游戏，每天早睡
早起，偶尔用车给手机充电，这样可以上网
看会电视。一开始，我们以为很快就会来电，
没想到停电的家实在是太多了，过了整整七
天，电才终于回来了。通过这个经历，我深
深体会到电的重要，我们要节约用电用水。
我还学会了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积极地
想办法克服困难，寻找乐趣。
这真是一个特别又难忘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