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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我的妈妈
马立平五年级 艾佳安 指导老师 石孝慧
我最爱的人是妈妈。她每次去锻练，
都会邀请妹妹和我跟着她。有时候我们
去跑步，或在家里锻练。别的时候我们
在外面走路。妈妈总是支持我们。我有
时候觉得题太难了，妈妈会跟我说：“为
什么不能做 ?”或“当然能做了 !”有时
候我不满意我的作品，妈妈会告诉我 :“挺
好的 !”或者“不错呀 !”妈妈总是尝试
新东西。去年冬天我们第一次做巧克力
饼干；我生日做了芝士蛋糕；夏天种了
西红柿。好好玩！

难忘的一件事
马立平五年级 俞钧宝 指导老师 石孝慧
我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情，这件事情让
我很害怕。
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去费城动物园
玩。我们在看爬行动物的时候，我看到
一条很有趣的蛇，就叫我哥哥看。我拉
他的手一下，但是我回头一看，却是一
个陌生人，不是哥哥！
我紧张坏了，赶快去找我的家人，可
是我转来转去都找不到他们！我就在那里
哭啊哭啊，觉得我的家人都走了，周围的
人都不认识，我一个人好害怕！这时有个
好心人借手机给我，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正要打给妈妈的时候，突然看见爸爸冲
进来找我，把我带了出去。他们都在门口
等着我，担心得不得了！
这件事情我
到现在还忘不
了！ 想 起 来 的 时
候 还 是 很 后 怕！
以后出门玩的时
候都要和家人在
一起。

我亲爱的爸爸
马立平五年级 罗熙彤 指导老师 石孝慧
我敬爱我的爸爸。他是一个令人佩服，
勤奋，意志力强大的人。爸爸教会了我很
多东西和对生活的态度。
爸爸很关心我们，他总是把最好的留
给我们。无论他的工作多忙，多累，他回
到家都会帮忙妈妈做家务。我和爸爸一样
都很爱吃不同的美食，所以他每年带我们
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去见识这个世界。
我的爸爸很能干。他有空的时候，他
会修理房子里的东西，还会修理和保养汽
车。爸爸也很好学。如果他不会的东西，
他会上网找资料去学怎么做。去年，他很
努力地把二楼和楼梯铺了漂亮的木地板。
爸爸还学会烤面包和蛋糕，做出来的烘培
都很美味可口。爸爸对自己要求很高，所
以他做事情很细心。
我觉得爸爸非常有毅力，他老是告诉
我做人要有计划，做事要认真和有恒心。
爸爸还常常陪我打网球，打乒乓球，看
电影和下棋。他不用上班的时候，他也
会好好安排每天要做的事情或锻炼身体。
我知道爸爸上班很忙，他还是抽出时间
陪伴我们。
我的爸爸读书很好，我希望我的数学
和生物学可以和他一样强。我觉得我和爸
爸的性格挺像，因为
我们的生日只相差一
个星期。爸爸很尊重
妈妈，我们常常分享
生活中的点滴。我很
幸福，我有一个爱家
的爸爸。

我的小提琴演奏会
马立平五年级 单为 指导老师 石孝慧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小提琴演奏会，
我当时练了好长时间。但是当我演奏的时
候我害怕得直发抖，节奏也乱了。虽然演
奏还可以，但是大大低于我平时的水平。
完了的时候，我灰溜溜的回到我的座位去。
到家以后我想了很多为什么我今天表
现不好。我觉得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做
小提琴演奏会了，节奏乱了。另外我太
紧张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到我的第二个小提
琴演奏会了。我又练了好长时间，但是在
我的椅子里我还是发抖。到我的时候，我
回想了一下我应该注意的事情。接着我就
开始演奏了。我控制着
节奏，最重要的，我把
我自己放在了音乐里。
当我结束的时候，我听
到了热烈的掌声。当我
下台的时候，我的小提
琴老师说你的演奏真美。
通过这次演奏会我
知道怎么克服紧张了。

我的小刺猬
马立平六年级 钟若萱 指导老师 骆西
今年秋天开
学 的 时 候， 我 的
妈妈给我买了一
个 新 的 橡 皮 擦。
它 小 小 的 体 积，
差不多是我大拇
指 长 度。 这 个 橡
皮擦跟别的不一
样， 因 为 它 的 外
形是一只小刺猬。背上有突起的形状，
是刺猬的刺。背部是浅紫色的，眼睛和
鼻子是黑色的，身子是白色的。
这个橡皮擦可以拆开，分成五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是小橡皮擦。还可以把这几
个部分组装回去，变成完整的小刺猬。
它的质地很硬，用起来很顺手。
别看这个小刺猬个子小，却是我的大
帮手。有的时候我在一大段文章里写错

了一个字，我就用这个小橡皮擦。任何一
个小地方，它都可以擦得干干净净。
它不仅是个小文具，又是一个小玩具。
我最喜欢它笑眯眯的眼睛和球形的身体。
做作业的时候，遇到难题，我停下来思考，
小刺猬静静的望着我，好像在为我加油。
我的灵感一下子来了，飞快地继续解题。
我很喜欢我的小刺猬，它是我的好伙
伴，陪伴我在新学期快乐的学习生活。

我的乌龟
马立平六年级 陆单杰文 指导老师 骆西
二零一八年的夏天，我回中国去看我
姥姥。有一天，我母亲跟我走路，看到一
个人推一个三轮车，车上有很多乌龟，有
大有小。我们买了一个，带回家了。那个
人也送给我们一个鱼缸和两包乌龟食。
乌龟到家以后，我大姥建议我们把它
放在一个大桶里。这样空间就大了。我看
到小乌龟在桶里游泳看起来很高兴。每天
中午的时候，我都把它拎出去到花园里晒
太阳。我给他喂食，让它在地上爬一爬，
然后再把它放回桶里。
我的小乌龟在桶里游来游去，它看起
来要我给他食物。我和我三姨去买了乌龟
笼子，笼子里有假山，有草，这里乌龟可
以休息。后来我离开了中国，我很想看我
的乌龟。
二零一九年夏天，我的胳膊受伤了，
我不能回我母亲的家乡。后来我三姨帮我
照顾我的乌龟。
我的胳膊好了以
后，Covid 来 了
我回不了中国。
我到现在还没有
看到我的乌龟。
我很想它。

我的毛绒玩具驴
马立平六年级 李屹涵 指导老师 骆西
2018 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家和朋友
家一起去游轮上玩。我在商店里面看到了
一只毛茸茸的驴，我求我爸爸给我买，他
终于给我买了。后来才知道，它就是动画
片《怪物史莱克》里面那头爱说话的驴。
我特别喜欢它，我觉得它很独特。它
是浅灰色的，牙齿很大。棕色的小眼睛看
着它的鼻子，它有两只竖起来的耳朵。我
最喜欢的是它的尾巴，毛茸茸的很舒服。
回家以后，我奶奶在它的脖子上系了
两个彩色的绳子。奶奶说是端午节的手链，
她也给我在手腕上系了一个。过了好几年，
这两个手链还在它的脖子上系着呢。
我这么喜欢它是因为有了它以后，我
就从此喜欢上驴这种“独特”的动物了。
如果不是那年在游轮上遇到它，我可能就
不会这么喜欢驴了。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每次她过来玩的
时候，我们就会给驴做一个家，然后让它
在那里睡觉，我觉得它很喜欢。过了四年
了，我还是喜欢我
的毛绒玩具驴！
下面的照片就
是我的驴（图 1），
和我自己画过的驴
( 图 3 和 图 4)， 还
有我在农场见到的
可爱的驴子（图 2）。

清水湾海豚小记
马立平六年级 杨友亮 指导老师 骆西
一个五月明亮的
下午 , 我和我的爸爸
坐飞机 , 飞到了佛罗
里达的清水湾。我们
要去的是清水湾的海
洋水族馆。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我向往已
久的海豚。我为了能
来这里看海豚，已经
和爸爸计划了很久。我很喜欢海豚，因为
他们看起来很可爱，一直对你笑。
我们一进馆就看见在一个很大的水池
里有三个海豚。它们的身体很光滑 , 灰色
的身形像穿了一件灰色的游泳衣 , 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 感觉很神奇。一下子
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迫不及待地跑到
了水池边 , 细细观察起海豚。只见海豚的
身体上还有薄薄的鳍脚 , 背上有一个 , 两
边各一个。一只海豚向我游来 , 尾巴上下
摆动着 , 眼睛看来看去 , 眨着眼睛的样子
实在太可爱了,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过一会儿 , 又游来一只海豚 , 和刚才的海
豚开始玩闹起来。它们两个一会儿高、一
会儿低 , 上上下下 , 前前后后的游来游去 ,
玩的可开心了。而我也看的兴高采烈 , 都
忘记了时间。蓝蓝的海水里 , 除了海豚 ,
水底还有几只海龟 , 懒懒地趴在水底 , 偶
尔才抬起头来。
水族馆里有一只海豚是非常有名的，
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 叫“冬天”。我曾
经看过一部电影 , 名字叫海豚传奇 , 就是
在那部电影里让我喜欢上了这只叫做冬天
的海豚。今天 , 我能亲眼看到这只海豚 ,
可高兴了。我看着它摆着尾巴 , 忽上忽下
的游来游去 , 好像在和我打招呼一样。也
许他知道 , 我从很遥远的宾州来看他 , 它
也一定很高兴呢。海豚真的是很有趣。我
会一直记得这一个难忘的下午。

我的爸爸
马立平七年级 刘天翼 指导老师 张健
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有时
候对我发脾气，有时候却笑呵呵的，可以
像小孩子一样和我一块儿做游戏。
记得有一次，我在早餐时间吹长号，
爸爸叫我先把牛奶喝了。我没有听，仍然
继续吹我的长号，他就生起气来，大声斥
责我。所以，我觉得爸爸的脾气有点暴躁。
虽然如此，爸爸通常只会气一小会儿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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ぁ 里海谷分校
谅我，又和我玩了。
我的爸爸力气很大，他喜欢在我家的
地下室运动。他有空的时候，会和我一起
到地下室打“拳击”。打拳的时候，我们
两个都会全副武装，戴着头盔和厚厚的拳
击手套，这样我们就
可以认真的打，特别
好玩。虽然偶尔爸爸
也会打疼了我，但是
我会玩得很开心。
总之，在我眼里，
爸爸是一个很奇怪
的人，我不能完全理
解他。但他给我的生
活带来了很多幸福。

诸葛亮
马立平八年级 张宇轩 指导老师 郭为
公元一百八十一年，中国历史上一位
伟大的人物诞生了，他就是诸葛亮。诸
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徐州琅琊人。
诸葛亮经常自比春秋时期的管仲和
战国时期的乐毅。有的人不服诸葛亮，
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也有人
说诸葛亮跟管仲乐毅比是谦虚，他们觉
得诸葛亮跟周朝开国功臣姜尚姜子牙和
汉朝开国功臣张良张子房一样厉害。
诸葛亮年轻时就非常有才。他当时隐
居在卧龙岗。刘备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诸
葛亮，于是刘备就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
山辅佐他。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了，
同意帮助刘备。后来，诸葛亮联合东吴
的孙权在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又帮刘备
夺取了荆州，西川，和汉中三个大地方。
公元二百二十一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
国，诸葛亮被封为丞相。
刘备死后，诸葛亮曾六次出祁山，北
伐曹魏，想要灭掉魏国。他在北伐之前，
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出师表》。诸葛
亮第一次北伐在天水城收服了他未来的
接班人，姜维姜伯约。姜维非常有才，
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就连五虎上将之
一的赵云赵子龙也很佩服姜维。姜维不
仅能识破诸葛亮的计策，还能跟赵云打
的难解难分，诸葛亮一下子喜欢了他。
为了收服姜维，诸葛亮用了离间计，使
天水太守马遵对姜维生气，于是姜维才
不得已投降了诸葛亮。
诸葛亮从第二次到第五次北伐，都失
败了。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粮草运送出
现了问题，所以他第六次出师北伐之前
做了很多准备。首先，他发明了木牛流
马，让运粮草的速度变得特别快。其次，
他还发明了一种弓箭。这种弓箭可以一
下子发射好多支箭。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之后，诸葛亮才第六次出师北伐。然而，
当他用火烧他的敌人司马懿司马仲达时，
却突然下起了大雨，诸葛亮的计谋这一
次彻底失败了。从此之后，诸葛亮便一
病不起。
诸葛亮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帐篷里，
点了一个“生命灯”。如果七天之内灯
灭了，他就必死无疑。若是七天之内灯
没有灭，他就能再活二十年。结果在第
六天晚上，大将魏延魏文长闯进了大帐，
不小心把生命灯给灭掉了。诸葛亮还想
要继续北伐，但是
他 的 身 体 不 行 了，
于是他给皇帝刘
禅 写 了 遗 言， 就
病死了。诸葛亮死
之 前， 料 定 有 人
必会谋反，于是写
了 一 条 锦 囊 妙 计，
交给了姜维。诸葛
亮死后，蜀国就开
始衰落了，直到公
元二百六十三年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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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群星璀璨 节目精彩纷呈
祝贺 2022“华夏之星”汇报演出圆满成功
华夏中文学校文艺部 秦颖

时隔两年，疫霾散去，华夏之星终
于重新走上舞台。经过总校文艺部和各个
分校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华夏中文学校＂
华夏之星＂汇报演出 4 月 2 日在中部分校
Montgomery 隆重举行。
演出现场，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到处洋溢着久违的喜庆气氛。演出开始前，
总校长张凉女士和副总校长胡克平先生为
大家致辞。来自南部分校、中部分校、李
文斯顿分校、樱桃山分校、爱迪生分校、
大费城分校、普林斯堡分校等表演队伍先
后表演了精彩的歌唱、中西舞蹈、相声、
诗朗诵、儿童剧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获得
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一片欢呼喝彩声
中，小报幕员们宣布今年华夏之星落下帷
幕，华夏总校团队及各分校校长领队们同
2022 华夏之星的演员们合影留念并颁发
2022“华夏之星”纪念章。

龙的传说
马立平八年级 李慧怡 指导老师 郭为

假期
马立平八年级 郑耀铭 指导老师 郭为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假期。这是最令人
放松的时候。我一生中有很多假期。我
走遍了世界各地，从坎昆到世界另一端
的日本。我喜欢假期，你可以和你的家
人和朋友一起去度假。我和家人通常在
夏天去度假。假期是我一直期待的事情，
它总是让我感到快乐和减轻压力。
在我的许多假期中。我最喜欢的是
在日本。我是和父母还有两个兄弟一起
去的。日本的食物很美味。日本料理有
很多不同类型的食物，从鸡蛋三明治到
鱿鱼干。日本的房间很小，五个人的房
间有点拥挤。我看到很多街机和快餐店。
在街道上都有很多海鲜食品的广告，比
如“虾汉堡”。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天妇
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食物。清淡的
蘸酱配上脆皮虾和热米饭是让我嘴里渴
望更多的完美组合。这就像在我嘴里品
尝到天上的食物。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
之后我又去了中国，我在那里呆了两
个星期。我和家人一起，我们乘坐公共
汽车到处走走。我去功夫学校学习功夫，
学一些中国诗歌和歌曲。然后徒步到不
同的山，看一些非常古老的雕像，了解
他们的历史。我们还去了另一所功夫学
校或我们做艺术和手工艺的地方。我们
还在残疾学校表演了功夫。演出结束后，
残障人士为我们献唱。他们表演完之后，
我们还一起做了肉包子。我在中国交了
很多朋友，和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我感觉
很难过。
总之，假期总是很有趣，与家人和
朋友在一起
更有趣。如果
你 感 到 压 力，
那就去度假
吧。 假 期 将
永远是最有
趣的事情。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绿色的小蛇，
名字叫小青。小青有很多的朋友，包括
在地下挖洞的蚯蚓和在天空中高飞的老
鹰。不过，小青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她
不愿意只是在地上爬，希望能和她的鸟
朋友们一样飞到天上，一直飞到连云都
不能去的高空。
但是小青没有翅膀。每当小青看着
她的鸟朋友们飞的时候，就特别伤心。
有一天，她伤心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
越伤心越哭。她的朋友们都听到了哭声。
这时，一条叫小美的蚯蚓，爬到小
青的身边，喊到：“小青！别哭，别哭！
我有一个主意，一定会让你飞起来！”
听了小美的主意以后，小青和小美
就马上行动起来。她们收集了鸟朋友们
掉下来的羽毛，然后用泥使劲地把羽毛
都粘在一起，造了两只“翅膀”。
终于，她们等到了可以试验小青“翅
膀”的日子。这天，风特别大，小美和
小青就决定爬到一座小山的山顶。小青
紧张地把她的“翅膀”戴上。
小美问：“准备好了吗？”
小青大声喊道：“好了好了！快点
儿推我，我要飞了！”
于是，小美用了她全部的力气，用
头把小青推下了山顶。
喔！小青真地开始飞了！在大风中
展开她的“翅膀”，在天空中往来飞翔。
但是，风太大了，“翅膀”里的羽
毛渐渐地都被吹走了！
“不好了！不好了！”小青害怕地
喊叫起来，然后，就开始以很快的速度
向地面冲下来。
虽然十分害怕，但是小青还是不愿
意放弃飞上天空的理想，她的心里有个
声音一直在说，“我要飞，我要飞翔，
我一定能够飞翔！”
这心里的声音越来越响，彷佛充满
了整个天空。

目睹现场盛况的组织者、参与者、
志愿者们感慨万千。因为新冠疫情的
肆虐，连续举办 17 年的＂华夏之星＂
汇报演出被迫停办了两年，校方、组
委会、各分校以及同学们家长们都对
恢复演出翘首以盼。演出当天，副总
校长胡克平、艺术总监沈晓星、体育
部谷灵、文艺部秦颖和陈平、校务部
朱海晔和总校义工们提前两个小时赶
到现场布置礼堂，协调演员注册走台，
确保音响灯光万无一失。这次演出能
够顺利举办，非常感谢协办方中部分
校校长雷志军带领的义工团队、组委
会全体成员、各分校领导领队、老师
学生及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
非常感谢海投和爱写作中心的友情赞
助。让我们祝福华夏之星一年比一年
更精彩！

这时，在天上的女娲娘娘也发现了
小青，就急急忙忙地说 :“啊！好一条顽
强的小蛇，真应该实现她的理想！”于是，
她用她的魔法开始改变小青。
突然，小青不再下落，而是在空中
盘旋。它往后看了看，发现自己长长了
很多，而且还多出了四只脚。
小美从地上大声喊：“喔！小青，
你变得好大呀，而且你真的会飞了！”
女娲娘娘对小青说：“你的勇敢和
顽强成就了你的梦想，我要给你一个新
的名字。从此以后，你就是“龙”！”
这就是中国的龙。

吃饭
马立平八年级 姚知呈 指导老师 郭为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爸爸做
好饭以后，就得一遍一遍地叫我和妈妈
下来吃饭。全家下来以后，爸爸就把菜
端上来，我负责盛饭和拿筷子。
我盛饭的时候，喜欢把饭压得像一个
小球球一样，爸爸妈妈都说我饭盛得很
好看。吃饭的时候我都舍不得吃米饭，
因为我盛得太漂亮了。爸爸妈妈说“你
就快吃吧！”。我吃菜的时候，喜欢一
样一样地吃。比如我先吃米饭，然后再
吃蔬菜，最后再吃肉。爸爸妈妈都说我
得一起吃，可我就是喜欢一样一样地吃。
妈妈吃饭的时候特别地挑。她只吃肉，
不吃菜。可是爸爸说妈妈必须得吃菜，
妈妈就很不情愿地夹一点点蔬菜吃。妈
妈吃饭的时候不喝水，只有吃饭前或者
吃饭后才喝水。我很好奇地问妈妈为什
么她这么做，妈妈回答说这样吃对胃有
好处。她建议我和爸爸跟她一样，我和
爸爸正在努力去做。
爸爸每天下班回来给我们做饭。爸爸
做的饭特别好吃，满屋子都是菜的香味
儿，爸爸吃饭很快，有时两分钟之内能
把一碗菜吃完，然后就帮我和妈妈吃。
我和妈妈吃剩的都给爸爸吃。这说明爸
爸一点都不挑，有啥吃啥。
吃完饭以后，爸爸就可以休息了。我
负责把碗放到
池 子 里 泡， 然
后 擦 桌 子。 妈
妈负责把碗放
到 洗 碗 机 里。
你们评论一下，
我们家吃饭的
模式有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