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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好处和不足
高铂然     指导老师: 庄逸红

	 汽车的发明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很多方便，而我们现在在街
上看到的汽车绝大多数是用的汽
油发动机。但是随着地球上汽车
数量的越来越多，产生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汽车排气产生的烟雾给
地球造成了很多污染，于是，电动
汽车出现了，并且变得越来越受
欢迎。
	 电动汽车的优点主要有下面
几点：
	 首先，它不会排放有害气体
到空气中。有害气体会污染环境，
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在中国的
首都北京以及中国的很多其它城
市，因为空气污染很严重，已经常
常看不见蓝天，天空都是灰蒙蒙
的，人们呼吸了不新鲜的空气，对
身体很不好。电动汽车就不会有
这个问题。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
电动汽车，空气的质量也会慢慢
得到改善。
	 其次，电动汽车只需要充电，
不需要加汽油，这样，人们可以省
下很多加油的钱，	只要晚上睡觉
的时候把车放在车库里充电，第
二天就可以开了，非常方便。
	 第三，电动汽车也更安全。因
为它没有发动机，如果出现事故，
也几乎不会发生爆炸。而使用汽
油发动机的汽车因为发动机在汽
车前面，发生碰撞后很容易爆炸。
	 当然电动汽车也有不足的地
方。首先是它的范围有限，现在充
一次电最多只能开 315	英里，而
用汽油的汽车加一次油可以开到
350－400 英里，最多的可以开到
600 英里呢。另外，电动汽车充电
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在家
充电可能需要6－8小时才能把电
充满，而加一次油只需要几分钟
的时间。
	 所以电动汽车有优点也有不
足。我相信随着电动汽车不断改
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并
喜爱它。

给奶奶的一封信
叶震宇     指导老师: 庄逸红

亲爱的奶奶：
	 您好!
	 暑假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
了，妈妈告诉我这几天上海非常
热，您还好吗？白天太热，您年纪
大了，最好在家里不要出门。我在
美国也很热，但是家里开着冷气，
只要不出门就很舒服。
	 过完暑假我就上初中了，听
哥哥说中学里功课很多，很忙。所
以我打算在暑假里好好准备，每
天做一些数学题目，读几遍中文
课文，这样才不会忘记学过的东
西。另外，我的英文阅读和写作不
太好，妈妈建议我要多看书多写
读后感。我喜欢看书，但是不喜
欢写读后感。她告诉我，只有多练
习，才能写得更好。
	 上星期我们全家去了新泽西
南部看斗牛，是爸爸和他的摄影
师朋友们组织的活动。我在中文
学校学了一学期摄影，平时经常
和爸爸出去拍照。这次我也带上
照相机跟着他们一起去拍斗牛。
这是我第一次看斗牛，很有趣，牛
仔们骑着马追上奔跑的公牛，用
绳子把它们套住，然后按在地上
至少八秒，就成功了。他们比赛看
谁用最短的时间征服公牛，谁就
是胜利者。还有更惊险的是直接
坐在公牛背上不摔下来，看谁坚
持的时间长。我只顾看斗牛，总是
忘记拍照，后来拍了几张，但是拍
得不清楚。回头看看在拍照的爸
爸和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拿着很
长很长的镜头，我这才明白，原来
我用错了镜头。虽然我没有拍到
好的照片，但是我看到了一场精
彩的斗牛表演和比赛。我们度过
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奶 奶 ，还 记 得 家 里 的 小 狗
Sushi吗？上次您来美国的时候它
才一岁，现在已经五岁了。它整天
跟着妈妈，妈妈看到电视里别的
小狗会叫“妈妈”，觉得很神奇，就
想让Sushi也学着叫妈妈。我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妈妈每天坚

持试试，她把小狗最心爱的玩具
藏在身后，让小狗学叫“妈妈”。这
两天，我竟然听到Sushi非常努力
地发出尖尖的叫声，很像在叫”妈
妈”!
	 奶奶，很希望您明年再来美
国玩，像以前一样，我陪您去附近
的公园锻炼身体，我骑自行车，您
散步。
	 祝奶奶身体健康！

孙儿				叶震宇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我的夏天
徐沐安     指导老师: 庄逸红

	 夏天来了，学校放假了。	小风
吹着我的头发，	 太阳照在我的脸
上，马路两边的鲜花好漂亮。多么美
丽的夏天！可是我怎么会感到一点
点的不开心呢？
	 离开学校的那天中午，我和朋
友们拥抱说再见，凯丽说“真希望没
有夏天，我们还可以天天在一起。”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为什么会不开
心，因为我会想念我的朋友们。
	 妈妈为了不让我难过，暑假送
我去了两个夏令营。更让我高兴的
是，我遇到了我的好朋友曼迪。我们
选修了艺术、网球和游戏制作等课
程，还一起去学校餐厅吃午饭，我们
好像回到了中学。我开始喜欢夏天
了。
	 结束了这个夏令营，曼迪和我
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住宿夏令营。这
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一
切都那么令人感到紧张而兴奋。在
这里我们不但学习了知识，还学会
了照顾自己，更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每到周末，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看
电影和到游乐场玩儿，大家可开心
了。我真是好喜欢去夏令营，也越来
越喜欢夏天了。
	 时间过得真快，夏天很快就要
结束了。爸爸妈妈利用开学前最后
一周带我和曼迪去了缅因的阿卡迪
亚国家公园。那里的景色十分迷人，
我们在山上摘蓝莓，看日落，到海
里看鲸鱼，去公园里骑自行车，在沙
滩上打球，每天都可以吃到美味的
大龙虾。我和曼迪都说“夏天太美好
了！”	我喜欢阿卡迪亚，喜欢它的
壮观和美丽，希望每年都可以去一
次。
	 暑假一晃就结束了。开学了，虽
然我又可以见到我的朋友们，但我
还是更喜欢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没有
压力的假期。我时时会想起这个美
丽的夏天，每一件开心的事都留在
了我的记忆里。

我的暑假生活
吕亮丹     指导老师: 庄逸红

	 这个暑假我经历了许多有趣有
意义的事情。
	 首先,	我参加了两个夏令营的
活动。第一个我学习了	Python	的初
级教程。听爸爸说	Python	是现在很
流行的编程语言。因为它简单易学,	
所以很受欢迎。在一个星期的课程
中,	夏令营的老师教我们做了一个
小游戏。我做的游戏是一个人在跑
步，然后他需要跨过很多尖刺球才
能继续跑下去。如果他不能通过三
个球，游戏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他一
直通过尖刺球的话，他的分数就会
越来越高。另外，我通过编程语言把
尖刺球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并且
变换成不同的颜色以增加游戏的难
度。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完
成了这个游戏。最后一天爸爸妈妈
来接我的时候,	我展示这个游戏给
他们看,	他们都为我感到自豪。
	 这个暑假我上的第二个夏令营
是网球夏令营。每天教练教我们接
球和发球。我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
三点做很多的练习。除此之外，在练
习的间隙，教练会带领我们玩其他
游戏，	像篮球、排球、足球等。中午
吃饭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自己带饭，	
也可以在夏令营旁边的小店买饭。
我特别喜欢一家叫邓肯甜甜圈的
店，他家的巧克力甜甜圈特别好吃。
经过两个星期的练习，我渐渐地对
网球产生了兴趣。所以开学后，妈妈
帮我报名这儿的网球班，开始真正
的学习打网球。			
	 另外，这个夏天我和爸爸妈妈
乘游轮去阿拉斯加旅游。我看到了

美丽的冰川世界。那冰川有蓝色的

和白色的。蓝色的像蓝宝石，	白色

的比雪还白，那么爽心悦目令人心

旷神怡！在蓝蓝地大海中，我还看

到了鲸鱼与船同行。在阿拉斯加陆

地游，我们乘坐老式火车，	参观了

“黄金之路”。这条路是给当年的淘

金的人们修的。这是一次多么难忘

的旅行啊！

	 暑假已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大

半。在剩下的暑假生活中，我读了几

本书，例如，“The	Sword	of	Summer”

和	“The	Blood	of	Olympus”，跟爸爸

一起玩了Pokémon	Go	的游戏，还

准备了一下新学期的学习计划。我

想这才是真正充实的暑假生活吧。

新编乌鸦的故事
陈欣颖      指导老师：汤江勤

	 人人都知道遇见拥有令人讨厌

的小乌鸦是个不祥之兆。而另一边

是由众人所仰慕的喜鹊，人人都渴

望听到它带来喜事来临的音讯。小

乌鸦就开始天天向上帝请求可否让

它跟喜鹊一样招人喜欢。它的诚意

感动了上帝，于是上帝就让小乌鸦

和喜鹊互换了身份。世界倒了个个，

黑不溜秋的乌鸦现在被万人追捧，

而喜鹊在这一刻瞬间跌到谷底。

	 小乌鸦心想：“这么多年了，我

终于熬出头了！”	它迫不及待地往

城里飞，高兴地唱了起来。小乌鸦刚

飞过城门，没多久就有一群拿着网

和鸟笼的人因为它独特的声音所吸

引而要抓住它。小乌鸦急忙挥动小

翅膀逃到城外的小树上，小乌鸦百

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它长得人见人

爱，花见花开，人们却要捉拿它。

	 这时一些人走了过来，他们说：

“你今天看到乌鸦了吗？听说每个

人都在想抓乌鸦呢，因为乌鸦是喜

事来临的预兆，把乌鸦留在家里不

就可以好事连连吗！？”	这时乌鸦

才知道危险的降临，以前的乌鸦无

人理睬可以逍遥快活地活着，可现

在小乌鸦躲都来不及。这并不是它

想要的生活，天天东躲西藏还不如

做个无人追问的小乌鸦呢，至少会

安全些。小乌鸦恍然大悟，它很后悔

跟上帝要这个机会。它明白当我们

只要满足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跟

别人攀比呢。

	 上帝看见乌鸦理会了他想教给

它的道理，于是就让一切都又恢复

了正常。喜鹊依然是喜事的信使，而

乌鸦还是自由自在的小乌鸦。

我和我的小乌龟
李天乐     指导老师： 陶丹

	 今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爸爸

妈妈带我们来到一个小池塘钓鱼，

小池塘不大，中间有一个喷泉，很漂

亮，池塘里有很多的小鱼，旁边还能

看见很多的螺丝。

	 那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

很久妈妈也没钓着鱼，时间很快就

到了中午，我们的肚子都饿得咕噜

噜的叫了，忽然听见妈妈大叫：＂

咬钩了咬钩了＂，我赶紧过去给妈

妈帮忙，鱼竿很沉，拉不动，肯定是

条大鱼，终于拉上岸，我们都大吃一

惊，原来妈妈钓的不是鱼，而是一只

小乌龟。小乌龟很害怕，紧紧地把脑

袋缩在龟壳里，圆圆的小眼睛滴溜

溜地转，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只小

乌龟，我们把小乌龟带回了家，给它

起了个名字叫swimmer,	我们还给

它找了一个大大的盒子，作为它的

新家。

	 我们每天给他准备好多好吃

的，给它讲故事听，还会给它弹琴

听，小乌龟最开始的几天很害怕，总

是爬来爬去，后来它好像也喜欢我

们了，我们和它说话，它总是伸着头

调皮地看着我们，我们弹琴的时候

它会忽然安静地听着，我们和小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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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演讲赛
部分赛区成绩揭晓

	 机灵活泼竞才艺，伶牙俐齿见分晓。“华夏演讲赛”部分

赛区的比赛新近落下帷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及闪烁的荧光

灯下诞生了优胜者。

	 北区及中区的赛事由纽约中心分校及李文斯顿分校承

办，分别在1月7日及8日举行。来自华夏13所分校一至三年

级的100余名小选手参加了比赛。经过激烈角逐，下列学生

荣获“一等奖”。

	 北部赛区一等奖：一年级，施楚卿（纽约中心）；刘睿恩

(博根)。	二年级，缪琦琦（大纽约）；孙士宁（博根）。三年级，

毛逸清（大纽约）；丁域泽（大纽约）	。

	 中部赛区一等奖：一年级：张翰贝（李文斯顿），邓茹涵

（奔腾）。	二年级：李嘉鹏（奔腾）；吴一瀚（奔腾）。	三年级：王

若雪（奔腾）；刘雨欣（奔腾）。

	 更详尽获奖名单（二等奖及三等奖），请查询华夏总校

网站，www.hxcs.org.	演讲赛南区的

比赛，将于2月11日在南部分校举

行。

	 华夏演讲赛一年一度举行。本

次比赛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筹备。感

谢承办学校及广大义工家长，感谢

下列组委会成员：汪杰、朱恩玲、吴

嘉俊、叶晶、俞强、李琪文、陈华、李

盛京、李晓京、叶森、许兰薇、王宏、

张长春。

龟成了好朋友。

	 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小蝌蚪找

妈妈的故事，忽然想到小乌龟也一

定很想它的爸爸妈妈了，而且它独

自一人多孤独啊？于是第二天我们

决定送小乌龟回家，再次来到池塘

边，小乌龟好像认出了自己的家，急

急地往池塘爬去，爬到岸边，它忽然

停了下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我们

挥了挥手，小乌龟这才爬到水里游

走了，再见，swimmer!	我们会想你的！

我的中国旅行
李天昊     指导老师： 陶丹

 我出生在美国纽约，可是我

是一个中国人，我还会说中文，我

很自豪。

	 爸爸妈妈告诉我们中国是世

界上第三大国家，有上下5000年

的历史，还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中国有四大名著，我最喜欢

看电视剧《西游记》，喜欢那个会

72 般变化的孙悟空，梦想自己有

一天也能像他一样腾云驾雾，斩

妖除魔。

	 中国还有很多的美食，饺子、

包子、馅饼、油条都是我爱吃的，

我还学会了做葱花饼，包饺子，有

机会一定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爸爸妈妈带我们去了很多次

中国旅行，去看望我们的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还有很多很多的亲

人。我们去了北京、南京、宜兴，我

们去了长城，看了天安门，去过中

山陵，逛过夫子庙，吃过冰糖葫芦，

还坐过中国的高铁，还有很多很多

的地方我们没来得及去，爷爷奶奶

说等下次我们再去北京，一定要带

我们去看故宫，游颐和园。我很期

待下次的中国旅行，你想不想和我

一起去呢？

（图片提供：李敏镭/吴嘉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