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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一天
 哈德逊分校四年级 张思莫

	 暑假的一个星期六，我跟我的

家人去海边玩儿。

	 蓝蓝的大海一望无边，洁白的

海鸥在海面上飞来飞去，已经有很

多人在海里游泳了，我和妹妹也迫

不及待地跳进海水里。啊！海水真

凉啊！可是我们不怕，因为海水里

真是太好玩儿了，就连最小的妹妹

也跑来加入我们。我们在海水里游

泳、打水仗，或者漂浮在海面上，任

由一波一波的海浪像摇篮一样把我

们推来推去，舒服极了。我们还从家

里带来了水枪。你喷我一下，我喷你

一下，玩得不亦乐乎，海水拍打海岸

的声音和我们欢笑打闹的声音此起

彼伏。

	 从海水里上来，我们拿出数不

清的沙滩玩具，开始在沙滩上堆城

堡、搭长城、挖水渠……	脚踩在沙

子上，软软的，暖暖的，真的好舒服。

	 玩累了，我们就坐下来晒太阳、

吃妈妈带来的各种美味的水果和零

食，海边的海鸥也不时地来和我们

抢食。

	 愉快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大

家不得不要和大海说再见，我真舍

不得离开啊！

吊秋千
 哈德逊分校四年级 张思莫

	 “太好玩了！”随着空中缆车缓

缓着陆，我和妹妹快速地跳离缆车，

飞一样冲出了出口。	妈妈乘坐的缆

车在后面一辆，我和妹妹一边等妈

妈一边兴奋得上窜下跳。

	 今天是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我们全家去了六旗公园。虽然已不

是第一次来玩，但是每一次我们都

好像初次来那样高兴。公园很大，一

次根本玩不过来，所以每次来我们

都觉得很新鲜。今天，我的主要目标

是玩“Flying	Trapeze”（吊秋千）,	一

种高高升起会在空中旋转的秋千。

看起来特别好玩。

	 吊秋千正好在空中缆车的旁

边，当妈妈从缆车下来后，我和妹妹

迫不及待地央求她带我们去坐吊

秋千。妈妈说“好”。话音未落，	我和

妹妹已经迅速跑开去排队。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正好还剩三个空座位，

工作人员让我们上了。我坐下来扣

好安全带（这一步非常重要，没有人

想要在半空中掉下来）。妹妹坐在离

我不太远的另一个座位上。突然，我

感觉自己升空了，我又兴奋又害怕。

风好凉啊，我觉得自己在随风摇摆，

头发时不时撩拨我的脸颊。妈妈不

停地为我和妹妹拍照片。我太开心

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往地面

下沉，不会吧，这么快就结束了！好

像只有一眨眼的功夫。我松开安全

带，和妹妹一起跳跃着穿过出口，满

意的笑容荡漾在我们的脸上。

暑假出游记
 哈德逊分校四年级 崔锦杨

	 暑假的一个晚上 , 我高高兴兴

地收拾好我的行李箱,因为我们第

二天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地方

叫康庞斯湖,	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第二天早上,我们装好行李,开

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儿童游乐场。我

们来到游乐场里面，先在一个游泳

池里玩，那里有一艘船。然后我们换

了衣服，去了其它的地方玩，游乐场

里有很多过山车，有一个叫野猫的，

我很喜欢。还有一个转圈的过山车，

转呀转，很有趣，又有点晕，好像要

掉下去一样，还好并没有掉下来。我

们也去了小小孩子的游乐场，我陪

弟弟坐了小小过山车。接着我们又

回到了玩水的地方，弟弟坐了水滑

梯。后来我们想去做天空骑，从高高

的山顶冲下来，不过因为弟弟身高

不够没去成,等以后弟弟长高了再

来吧。

	 第三天，我们开了好久好久的

车，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来到了缅因

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那里很好

玩，我们先在游客中心看了电影，然

后去看了泡泡石,	雷声洞等等,	还勇

敢地爬到峭壁上的一块岩石上。

	 第四天，我们仍然来到了阿卡

迪亚国家公园,	这次去了很多远眺

的地方，很有趣。前一天有很厚的云

压在山顶，今天没有了,可以看见很

远的地方。

	 接着我们开车去波士顿，先停

好车，然后买票做鸭子船。等鸭子船

的时候，去看了内战的几条战船和

附近的建筑。后来坐上了鸭子船，鸭

子船先在路上跑，然后又开到了水

里，在水里的时候，看见很多鸭子和

救生船，转回的时候还看见一个很

新的很漂亮的船，我非常喜欢。

	 最后一天我们坐地铁再次到波

士顿市里玩。我们去了几个博物馆，

包括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有用玻

璃做的花，是花了很多年才做出来

的，很有创意。逛完了博物馆，我们

坐地铁回到了停车场，就开车回家

了。

	 我们的第一次暑假出游就这样

结束了。

	

我爱学中文
 哈德逊分校五年级 章碧佳

	 在长长的暑假里，我每天都读

中文书，就等着中文学校开学。总算

到了那一天。今年我在中文学校上

五年级。走进大楼里，我仔细地找五

年级的教室。找到的时候，我兴奋地

走进去，看见我的好朋友就连忙坐

在她的旁边。看看教室里的同学们，

我紧张地咀嚼指甲。今年班上有八

个学生。八分之七的同学是原来四

年级升上来的，只有一个新来的同

学。大家都在聊我们的新老师。

	 老师姓王。我觉得他很好。他也

是中文学校里唯一的男老师！每次

老师提问题，我都抢着高高举起手。

王老师有一个规定：如果我们考进

班级前四名就会得到一个小奖	品。

可是，如果你的分数在五十分以下，

不管你是不是前四名，你也不会得

到奖品的。他还给我们出谜语，比

如：太阳上坐着三个人。我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是什么	字。你想想看。哈

哈！答	案是春，因为太阳就是日，

三人就是春的上半部分，加起来就

是春。谁猜对了也有奖品，可惜这次

没有人猜对。

	 王老师给我们发很多作业，比

四年级多很多，可是很容易。王老师

在我第一次的作业上写了一个评语

“字很漂亮”。我看到后开心极了，赶

紧给姐姐看。我说：“我写得比你漂

亮。”

	 我真喜欢五年级！！！

度假日记 — 山西大峡谷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王宇庭

指导教师 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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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转多云

	 我在山西省长子县	-	我奶奶

家里已经呆了一个星期零三天了。

我们大后天就要坐火车去姥姥姥爷

家了。下面我要讲我、妹妹和表弟

们，几家人一起去八泉峡大峡谷的

事。

	 我们全家都老早起来了，吃了

个简单的早饭，我，我妹妹圆圆和表

弟壮壮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就跟

大家集合到车站，坐进旅游车出发

了！十五分钟以后，旅游车在车站

停了下来，原来是接我们的导游，一

个大学生并且是一个女孩儿。旅游

车向大峡谷的方向开去。为了打发

时间，我和表弟壮壮，	洋洋和末末

开始打牌。车一直往前开，我们就在

车里一直打牌呀，打牌呀，很有趣！

我们也顺便把苹果，水蜜桃和其它

好吃东西拿下来吃，很好吃！汽车

开了三个小时才到，可是因为打牌，

我们并不觉得路很长。

	 大峡谷终于到了！可是上山的

电梯排队太长了，于是，大家就决定

先去漂流啦。我们几家租了四只橡

皮艇，一进入水中，哇塞!水冰凉死

了！感觉只有华氏20到30度似的，

我只穿着短裤和半袖啊！刚一开始

漂流我们就已经被冻成冰棍儿了！

漂流的人真不少，一开始水流很平

稳，后来水流得很急，我们的船漂流

得好快，超过了妹妹和表弟们的船。

每次到了水流平稳的地方，不同的

橡皮艇之间就用水枪互相喷水玩。

到终点的时候，我们被别人的水枪，

水盆和头盔弄得湿漉漉的！当然，

我们也跟着往其他人身上喷。哈哈，

很好玩儿！

	 午饭后我们终于租上了一辆去

爬山的逛逛车。车开进一个隧道，隧

道很长，大概是三公里到四公里，而

且隧道里面好凉快啊！出了隧道以

后就可以上船，船一直开到山脚下，

可以看到下面的树林，小河，小鸟和

蝴蝶，各种颜色的鲜花，五彩缤纷，

风景宜人。我们照了好多相片儿。一

下船，我们就开始爬山了。在山上还

接了点儿山泉水，在别的地方你是

喝不到这种水的，捧在手里尝一尝，

好甜啊！洋洋表弟饿了，于是我们

也买了一些美味的烤香肠儿填饱肚

子。上山的路上，我们只休息了一小

会儿就一鼓作气爬到了索道站。然

后我们坐着索道继续上山。每辆索

道车能坐八个人，我们一共有十六

位，所以用了两辆索道车。我们坐索

道坐了很长时间，从高空中看美丽

的太行山！到达山顶一下索道，我

们就被浓浓的雾包围了，五米以外

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在山顶玩儿了

一会儿，如入仙境。接着，我们就要

从高高的山上下去了。下山的台阶

儿很陡，圆圆到后面实在太累了，只

能一步一步地爬着下楼梯，很好笑!	

还好到了山腰，我们可以坐电梯下

去。

	 这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我和

表弟们痛痛快快地玩儿了一整天，

超爽！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去旅游。

体操夏令营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章溪月

指导教师 徐波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体操夏

令营。参加这个夏令营,	是我暑假里

最开心的活动。

	 我一直喜欢在家里翻跟头。我

跟妹妹平时玩的地方，有一块很大

很厚的垫子。我们每天都在那上面

翻来翻去。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翻。晚

上八九点钟睡觉前又去翻。	折腾很

长时间精疲力竭之后，我们才不情

愿地上楼去睡觉。妈妈因为知道我

和妹妹很喜欢翻跟头，所以去给我

们报名参加体操夏令营。我听了以

后很高兴。每天在家里还特意多练

几次。

	 盼啊等啊，夏令营的第一天终

于到了。我一大早就起来叫醒大家：

“哎呀，等不急啦！赶快走吧！”我

不断地催促着。感觉等了好长好长

时间,	我们的车才终于出发了。我蹦

蹦跳跳地走进了体育馆。不过说老

实话，第一天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

好。别的人都在跟朋友聊天因为她

们去年或者更多年前就一起参加过

体操夏令营,	我谁都不认识,只能和

妹妹在一起说话。分组的时候，就被

迫和妹妹分开了。第一天,大家按年

纪分组。一共有12个组。第12组是最

高级别。只有你能做一个round-off	

back	handspring（后手翻）	，才能参

加。我只会做一个back	walkover（后

滚翻）。我认为这很接近12组的标准

了。但我第一天不知道，所以没有去

要求进第12组。

	 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高兴了。每

天不仅翻跟头,	我还第一次上了高

低杆，平衡木，还有跳马。平衡木大

概有两辆车那么长，但很窄，我只能

把一只脚放在上面。平衡木离地面

大约一丈高。但我一点也不怕。第一

次是一步一步地走过去。然后，加上

弯腿和抬腿的动作，一次比一次难。

回到家里,我还在沙发的木把手上练

习。后来，我可以在上面跳两下也不

会掉下来。高低杆也很有趣，我们在

低杆上练习摆动。跳马比较难，我们

只是练起跳前的准备动作。夏令营

最后一天，有一个比赛。第	12	组的

表演动作最复杂。我很羡慕她们。

	 明年夏天我还想再去参加这个

夏令营，目标是进第12组。

荷西公园游记
 哈德逊分校六年级 吴承纬

指导教师 徐波

	 你知道我夏天去哪儿度假了

吗？我去了一个巧克力工厂旁边还

带着一个特别棒的游乐园。我在这

里呆了三天。第一天晚上去提前参

观（Preview）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迷

路了一样，因为公园里的路灯特别

少，而且我也找不到我想玩儿的那

些车车，虽然我拿着地图一直在认

真地找。我以前去过很多次迪士尼

乐园，迪士尼的晚上灯很多很亮，而

且按着地图很容易找。这里和迪士

尼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天的晚上

我有点小失望。

	 第二天我回到园子里坐的第

一个过山车就是“华氏度”。荷西公

园在图上把所有的游戏都标上号，

5	是最吓人的，1是最容易的。“华氏

度”的评级是5，而且在下面你能听

到车上的人惊叫得脑袋都要掉下来

一样。上车前我害怕极了，因为这车

是直上直下还要转大圈和绕着轨道

甩。车往上爬的时候我最害怕了，可

是下车以后我又回去连着坐了四

次！后来当我去水上乐园的时候，

我发现一辆“华氏度”的车停在了空

中最高的地方，而且停了很长时间

才修好。要是我在那车上就好了，肯

定特别好玩儿。

	 从水上乐园出来，我们又上了

另外一个叫	“Sky	Rush”的过山车。

当它向上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就

要摸到蓝天，当你似乎马上就要抓

住蓝天的那一秒，你掉了下来，头朝

下开始转圈。只有一根大铁棍压在

你的腿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

的。	那里还有很多惊险好玩儿的过

山车，比如说“	Storm	Runner”，时

速高达72mph。	还有	“Great	Bear”，

我觉得这个过山车之所以叫“Great	

Bear（大熊）”，是因为它开起来的时

候听上去就像是一只大狗熊在怒

吼。一般的过山车，人都是坐在车里

的。可是这只大熊不一样，人是挂在

轨道外面和车一起飞的。我自己觉

得，大熊车一点都不吓人，反而让人

觉得很放松。

	 我在荷西公园玩得太高兴了，

真想多呆几天。可是我们必须得走，

不然回家就太晚了，好难过。不过没

关系，我还会再来的！	

	

玛格丽特•米德
 哈德逊分校八年级  马雯欣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	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学

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发表针对社会

问题的演说而闻名，如：吸毒、世界

饥饿和妇女权利等等。她的著名言

论：“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

忠诚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

有史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句话反映

了她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因为

她改变了我们人类文化，包括对吸

毒、世界饥饿和妇女权利的看法。

	 玛格丽特•米德因她的成就为

人所知。Britannica	School	Edition在

线数据库记载道：“作为一个人类学

家，米德最著名的工作是她对大洋

洲文盲研究”。她做了前任未曾做过

的研究。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担任民族学的助理馆长达45年，同

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三年人类学

教授。在那段时间，女性的工作机会

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她是一个演讲

者和作者，发表了很多关于社会问

题，比如关于妇女权利的言论和书

籍。米德去世一年后，她获得了总统

自由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最

高的平民荣誉，授予为美国作出许

多贡献的公民。

	 正如大家所知，玛格丽特•米德

的生活像她的名言：“永远不要怀疑

一小群有思想，忠诚的公民可以改

变世界。事实上，有史以来一直是这

样。”玛格丽特•米德只是一个普通

公民，但她在许多不同领域改变了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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