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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我和家人一起乘坐

中国的高铁从北京到了天津。这是

我第一次坐高铁，感觉特别新鲜，也

特别好玩。

	 首先，高铁的速度真是太快了！

从北京南站上车，还不到 30 分钟就

到天津了。比我在美国坐 Septa 从

我家的 Exton 到费城还快呢！可是

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是 Exton 到费城

的 N 倍呀。而且从北京到天津的高

铁车次很多，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

不像美国的 Septa，半个小时才来一

辆，误了一趟就得等好久，真是又慢

又不方便。虽然高铁的速度快，可我

却感觉不到摇晃，如果不是电子显

示牌报时速，我还真不相信能有 308

公里／小时呢？！

	 我 有 一 个 宠 物 小 精 灵

Pokémon，它的名字叫：喷火龙。它

全身通红，不但有尖尖的牙齿，很锋

利的爪子，还有巨大的翅膀和恐龙

一样的尾巴。它一直在喷橘黄的火。

我喜欢喷火龙是因为我觉得它很

酷。它酷在哪里呀？他酷在他的颜

色。那些颜色很鲜艳，也很耀眼。

	 我买喷火龙的时候，我是买它

单张卡的。我特意买最好的喷火龙。

那是因为喷火龙是我最喜欢的宠物

小精灵。它有吐不完的火，它能用巨

大的翅膀飞，它也很壮。它有很多很

多力量！如果它有点生气那它就会

从鼻子里会出来一点烟。但是如果

它真的生气了，它就会用它的火烧

掉一个城市！我经常用喷火龙跟我

的朋友一起“战斗”。又有喷火龙这

张卡，我就经常战无不胜。

	 喷火龙带给了我很多乐趣。如

果我不高兴，我就看喷火龙一下，然

后我就高兴起来了。所以，我就把它

放在枕头下面，那我可以每天晚上

看到它。喷火龙才是我的最强大的

小精灵。

	 你想知道哪儿是我最喜欢的地

方吗？我有很多喜欢的地方，但是

我最喜欢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房

间呀！我房间不只是我很喜欢，我

朋友也很喜欢。

	 我房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和装

饰。里面有一个沙发，床，窗户，桌子，

灯，柜子，书架，和镜子，我还有一个

收音机。我的书架上有很多书，从英

文到中文的书和杂志。柜子里有很

多衣服。我很喜欢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看起来很漂亮，房间

里有很多照片和画。我的房间是一

个长方形，里面有两个窗户。我床上

的被子是有蓝色的点点在上面。

	 我的房间给我带来了很多温暖

和幸福。尤其是累了的时候，躺在我

的床上像飘在云里。我每一次走进，

或者触摸我房间的门，都会让我想

起每一次我在房间里的快乐。每一

次我进房间里，就像有两只手给我

一个拥抱。我真爱我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是樱花。

我后院里没有樱花树，可是我很想

有一棵在我院里。我曾看见过樱花，

我觉得樱花很美丽。我觉得樱花最

美的时候是樱花的花掉的时候。

	 樱花的花是粉红色的。樱花的

花，是很多在一起长的。有的樱花树

是直的长的。有的樱花树是往一边

长高的。我喜欢往一边长高的树。

	 风吹得很大时，樱花就掉了。

小小粉红色的花瓣，慢慢地飘下，好

像在下雨一样。我喜欢在樱花树下，

看着一个一个花瓣掉下来。一边看，

我就觉得我的烦恼，慢慢地飞走了。

我觉得我在做梦 .......

	 对于日本人，樱花代表日本人

生活的爱。日本人爱他们的生活，想

说你要爱惜你生活。我很感动......樱

花是跟他们说：“生活是个很好和很

美丽的一件事。”

	 我觉得樱花很有趣也很美。我

去公园看见樱花的时候，很想带一

棵回家。所以我最喜欢的一种植物

是樱花。我爱樱花，太美了！

	 每当我放学回到家时，一进门

看到了我家的鱼缸，就使我回忆我

曾经有的金鱼。

	 那些金鱼是我爸爸在 2013 年

给我买的，我爸爸买了三条金鱼，一

些鱼食，一个大鱼缸，和一些放在鱼

缸里的那种装饰品。

	 我记得那些金鱼是金黄色的，

它们只有我的手指那么大，我们给

三条金鱼分别取了名字，小头，黑头，

和金尾。我们把它们养在爸爸买的

大金鱼缸里，金鱼缸上面盖子上有

一个按钮，用手一按那按钮，鱼缸里

的彩色的灯就会亮起来，因为鱼缸

里有装饰品，在灯光下看起来很漂

亮。每次出门去上学时都看见那些

金鱼在鱼缸里游来游去，它们没有

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动作，只是在

鱼缸里不停地游来游去。我喜欢看

它们吃鱼食，当我喂它们食物时，它

们总是用它们的小嘴巴一块一块地

吃那鱼食，它们每次吃一口就快速

地游开，生怕有什么危险似的。

	 我给金鱼喂食物的时候，那些

小金鱼就用飞快的速度游过来，它

们每次都在抢食物，它们也非常快

来把鱼食给吃没，所以每次鱼食很

快就没了。我非常喜欢我的金鱼，因

为它们抢食物的样子太好笑了。

	 我喜欢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

很美，很美的。它在世界上的每一个

地方。大自然里有好多树木，花草，

和各种大，小动物。我最喜欢的是小

动物。这些小动物在树林里睡觉，吃

饭，玩耍。有的时候，它们会出来在

外面玩，比如说跑到我家后院。我看

见他们就特别高兴。我最喜欢看它

们在外面跑，我会追着它们看。玩完

了，它们就会回到树林里，睡觉。

	 大自然就在我们身边。不管

你去哪里，都会看见大自然的美丽

风景。我们出去旅游，常常会看到

山，树，和奇特的景观。它们有些很

著名，例如，Mt.Everest 在亚洲，还有	

Mt.	Kilimanjaro	在非洲。还有好多呢!	

我还记得我去过 Arizona，去过 Grand	

Canyon。我们是从最顶上看 Grand	

Canyon，大自然形成的这么大规模

的奇景，太壮观了 !	我的朋友告诉我

她还去过 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

呢，看过小动物和喷泉！她告诉我

她看见了小鹿，小松鼠，还看见了可

怕的蛇！

	 大自然很美丽。因为书上的照

片无法体现它的全部，我会到大自

然去，自己亲自体验。

	 另外，高铁的设施也很先进。

车厢非常干净，座位特别宽敞，椅子

上还有小桌板，小屏幕会一直播放

信息，感觉就像坐飞机一模一样，就

连列车员也很像空姐。我觉得坐高

铁比坐飞机舒服多了，不会晕机和

耳鸣，车厢里行走的空间也大，还可

以一路看窗外的风景，	看绿色的庄

稼。

	 我认为高铁是很环保的交通工

具，它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帮助。因为

高铁把中国的城市都连了起来，形

成了一个方便人们来往的快速铁路

网。现在，一个人住在天津但却可

以在北京工作，说是半小时交通圈，

这在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所

以高铁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		

	 据说，中国正在计划建设一条

到美国的高铁路线。这条路线将会

从中国的东北开始，经过西伯利亚，

再穿过太平洋的一条海底隧道，抵

达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去往加

拿大，最终抵达美国。全程 1.3 万公

里，行程2天。这个计划真让我兴奋，

因为我曾梦想从美国坐火车去中

国，我为此还绘了一幅画呢，并参加

了今年的 Doodle4Google 比赛，尽管

我的画没有获奖，但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费城西郊新近成立了小雅诗

社。这是以一些文学爱好者为中心，

以华夏中文学校大费城分校为基

地，以微信为主要交流工具，进而以

谭琳教授的古典诗词班为正规渠道

的一个爱好者俱乐部。这里选登了

今年春天感花的几首小诗。

七律
为初春第一朵芍药题

谢刃

三春翘首孤花至，

镜下唯钟牡丹紫。

可怜庭前红芍药，

腴肤艳芯少人识。

阮郎归
牡丹
郭进

三春花舞尽平常，

仙乡是洛阳。

今朝凭露领群芳，

人间第一香。

黄羽帔，紫云装，

无言动四方。

妖红芍药满园墙，

空随月色凉。

七律
花窗
红樱桃

花窗古意素织缣，

漏影婆娑入画帘。

百转缠绵诗韵瘦，

樱红蕉翠寸光恬。

阮郎归
芍药  布郭进韵

谢刃
感君数载顾怜常，

经冬历夏阳。

妆成岂为傲群芳，

还君一缕香。

飞燕舞，玉环装，

惊鸿现一方。

花容老去筑花墙，

何堪世态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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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坐高铁
 刘竹艺 (Joy Liu)

最强大的小精灵
 应博闻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 王平

我的房间
 张黎姿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 王平

樱花
 卢嘉欣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 王平

我的金鱼
 每安迪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 王平

美丽的大自然
 姚雨夕  马立平六年级  指导老师 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