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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中国节日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李海佳

指导老师 刘有任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
日，就像美国有圣诞节、万圣节
等。中国也有自己的节日，比如
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和其他
许多传统节日。
	 中国的每个节日都有一个
有趣的传说故事，或者一个特殊
的原因。比如说，春节是中国新
年的第一天；元宵节是在第一个
月的第十五天，也是那年的第一
个圆月；七夕节是跟牛郎和织女
的故事有关，被称为是中国的情
人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	因
为我的生日就在春节前后。很多
时候我的生日聚会和春节的家
庭聚会合在一起庆祝，大人小孩
都非常高兴。还有，我最喜欢的
是春节的大红包！每年爸爸妈
妈都会给我和弟弟红包，这可是
我这一年零花钱的主要来源哦。
	 我也很喜欢中秋节。因为中
秋节在每年的九月或者十月份，
而我最喜欢的季节正是秋天。
在中秋节，我可以吃上甜美的月
饼。尤其在晚上，看着又圆又亮
的月亮，吃着又香又甜的月饼，
是多么的享受啊！
	 妈妈最喜欢除夕。弟弟最喜
欢元宵节。爸爸也喜欢中秋节。
你最喜欢哪个中国节日呢？

西藏风光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郝语琴

指导老师 刘有任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
青藏高原上,是世界上最高的高
原，平均海拔高度4000-5000米。
今年暑假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
去了西藏,	玩得真高兴。西藏的
树是那么的绿，水是那么的清，
山是那么的高，云是那么的低，
真是太美了！我们游览了很多
壮美的景色。西藏真是个人间天
堂！
	 西藏的特色美食也很香。在
林芝，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烤乳猪
和石锅鸡。我们还参观了“不是
江南，胜似江南”的鲁朗林海。还
去了藏族村,	并在藏民家里喝了
酥油茶。第二天，我们去了卡定
沟,	看到了许多奇山异石和天佛
大瀑布。我跟我的好朋友还爬上
了有趣的大石头。
	 随后，我们坐车去了拉萨，
参观了布达拉宫。它是世界上海
拔最高、最雄伟的宫殿。它的墙
是用草特殊处理后建造的。我们
还参观了大昭寺，看到很多藏民
在磕头,	和尚在念经。我们最后
上了喜马拉雅山,	亲眼看到了著
名的珠穆朗玛峰,	太壮美了！
	 可能是高原反映的缘故,	我
们的游览实际上有点头晕的感
觉。可是西藏真的是个人间天
堂！从高耸的雪山到滚动的草
原和茂密的森林，从丰富悠久的
文化到令人惊叹的美食，这一生
一定要去一次西藏！

高空走绳索
华夏桥水分校 五年级  赵奕尧

指导老师 金茜
	 我今年暑假过得很快乐，因
为去了很多地方：度假村、海滩、
水上乐园和很多博物馆。其中，
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个度假村里
玩过的高空走绳索。
	 记得那天天气晴朗，不冷不
热，我们全家去山上玩高空走绳
索。山上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绳
索，代表不同的难易程度。我的
妹妹跟着妈妈去小孩子走绳索
的地方，我和爸爸去了大孩子玩
的地方。大孩子可以走橙色、绿
色和蓝色三条绳索，小孩子只能
走紫色一条绳索，而大人则可以
走所以这四条绳索。
	 我和爸爸先选择了橙色的，
因为那是大孩子里面最简单的
一条。我先看着爸爸慢慢地走过
了独木桥，之后该轮到我了。可
是当我刚踏上独木桥时，它摇晃
了一下，我有点害怕，但我知道
我身后有保护索，所以我就勇敢
地走了过去。走过了独木桥，后
面还有种类繁多的双绳索、单绳
索、隧道和滑索等要通过，都很
刺激。
	 我们玩完橙色的绳索，又玩
了绿色的。玩完绿色的之后，打
算去玩蓝色的，可是到了蓝色的
绳索那里，发现要排很长的队，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绿色绳索的
地方，因为绿色的绳索有很多滑
索，我非常喜欢滑索。可是，在玩
最后一个滑索时，因为没有站
稳，向对面滑到一半时就停了，
我只好转过身，用双手抓紧绳
子，自己慢慢地挪过去……
	 高空走绳索很累。那天玩完
以后，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酸，可
是我觉得很好玩。希望以后有机
会还能再去玩高空走绳索。

“开心读书”夏令营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张雅涵

指导老师 郭小川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哥哥
专门去我妈妈的老家重庆市石
柱县。我们在一个叫金铃的偏僻
小村子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开心
读书”夏令营。
	 在夏令营，妈妈、哥哥和我
一起教金铃的留守儿童。这些儿
童的妈妈爸爸都在外地打工，他
们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留在村
里。他们都特别喜欢读书，跟我
们一起玩，学英文，做手工。
	 我哥哥就像他们的哥哥一
样，教他们读书，教他们英文，陪
他们玩儿，，一起锻炼身体。孩子
们都爱我的哥哥！
	 有一次，我们去金铃的小广
场上玩。广场上的人有的跳广场
舞，有的在健身器械上锻炼身
体。我和哥哥还没走到广场，小
朋友们就看到我们了，高声喊着	

“康康老师，丫丫老师，快点来跟
我们玩！”一群孩子围上哥哥，
在广场上到处跑，又叫又笑。我
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跳广场舞，
玩健身器械。孩子们的眼睛和嘴
巴都张得大大的，满脸都是欢
喜！
	 金陵的留守孩子们，虽然他
们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是有
我哥哥和我跟他们玩呢！

越野跑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吴晓丹

指导老师 郭小川
	 2016年秋天，我选择了越野
跑作为我在学校的一个运动项
目。尽管我对越野跑没有什么经
验，但我觉得它不仅能帮助我增
强体力，而且有助于我正在练习
的网球运动。一个学期锻炼下
来，我能够跑得比以前更快，而
且耐力也大大增加了。
	 越野跑作为一项运动，是一
个人或者一群人在不同类型的
地形跑步。这个地形可以是从草
地到砾石的任何地面，也可以是
丘陵或平坦地形。很多时候，我
还必须根据场地情况调整我的
跑步姿态。例如，如果要下坡，我
会让我的手臂松动，让重力拉下
来，而不是仅仅使用我的体力去
跑。在草地和砾石之间我的脚底
立足点也会有所不同。跑步的速
度也会根据我对地面情况感觉
的舒适度而有所调整。
	 每次跑越野跑时，我们要跑
约两英里左右的路程，这当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与
别的学校学生进行比赛时，竞争
会更大，体力消耗更多，也更困
难。最初一个月的跑步，有许多
次当我已经看到终点线就在我
前面不远处时却有两三个人加
快速度超过我，而我却没有力气
去赶超他们，最终他们在我面前
冲过终点线。这种情况发生过几
次，使我有些挫折感，但它同时
给了我一个目标，使我更加努
力。在练习中，我尝试跑得更快
一些，跑得更长一些，也练习保
持体力用在最后的冲刺上。练越
野跑有时很泛味，有很多次我想
停止不练了，但还是坚持下来
了。通过不间断的练习，我的体
力耐力都得到很好的改善，两英
里的跑步变得更容易了。在学期
快结束时，我终于在几次与别的
学校比赛时夺得第一和第二名
的好成绩。
		 我不后悔去年秋季期间选
择越野跑的决定，我期待着今年
体育课我仍然能够挑选越野跑
作为我的运动。我相信即使有些
事情很难完成，但只要你坚持努
力去做，一定会成功。

中美传统节日
华夏桥水分校AP中文班
徐子琪    指导老师 窦泽和

	 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快
到了，超市里人们熙熙攘攘地采
购着节日的食物，	家庭主妇们

节日前几日就为一年一度感恩
节忙起来，大火鸡是最受欢迎的
节日主食，	主妇们几天前就开
始腌制，感恩节当日还要花费好
几个小时烤制，苹果派也是感恩
节的传统点心。感恩节当日纽约
梅西的大游行也由来已久，各种
花车点亮了大家的视野，也增添
了浓浓的节日气氛。纽约洛克菲
勒中心圣诞树上的节日彩灯也
在感恩节前夕被隆重地点亮。
	 感恩节的当晚家人欢聚一
起，不管多远都会与亲人相逢，
与家人享受美味佳肴，感慨一年
的收获和经历。第二天是黑色周
五，天还没亮月光就点燃了人们
购物的热情。有的商店感恩节当
日夜里就恭候疯狂而热情的人
们。大家分享着扫到战利品喜
悦。
	 这时我们外国小孩熟悉的
节日。虽然中国的春节是不一样
的习俗，但两个节日其实很多很
相似之处。中国的农历新年有如
美国感恩节，除夕晚上，家人团
聚一堂吃年夜饭，一起看春节晚
会。传统的食物有年糕、鱼、饺
子、以及各种别的点心。这些食
物不但好吃，而且还包含着各种
意思。吃年糕代表	“年年高”的
意思，因为“高”与“糕”是谐音。
同样，中国人强调“年年有余”，
而“鱼”	和“余”也是谐音。
	 中国有些地方也有新年舞
龙习俗，大家也会点燃鞭炮和烟
火庆祝新年的到来。传统的中国
文化传袭了儒家的尊师孝道，晚
辈会给长辈拜年，祝他们身体健
康，同样长辈也会勉励晚辈来年
越来越棒，当然红包是少不了
的，这时中国人传递关爱的一种
方式。
	 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大节
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虽然两个节日有不一样的习俗
和文化，但两个节日都强调跟家
人团聚一堂，热热闹闹开开心心
地分享彼此的喜悦，成果和幸
福。我是一个有幸成长在美国的
中国孩子，在两种文化地熏陶和
沐浴中长大，我感恩我经历和享
受的一切，也感恩父母为我的付
出和老师的教导，让我像小树一
样健康地茁壮成长。

学毛笔字
华夏桥水分校AP中文班

 谭家莹    指导老师 窦泽和
	 我的外婆喜欢写毛笔字。她
有各种各样的毛笔和纸，公寓墙
上有挂着她的书法条幅。我小的
时候每次到外婆家就跟她学书
法。开始时，我连笔都不会拿。外
婆站在我后面，拉着我的手，将
毛笔尖轻轻点下黑墨，然后慢慢
在一张长方形的纸上，一边写，
一边说：＂一撇，一捺＂。每写完
一个字，外婆总是很高兴，说我
写得好。
	 我也开始留意书法的来历。
中国从秦汉以来各个朝代，都有
优秀的书法作品。很久以前，古
代人开始用汉字写书法。书法是
汉字的书写艺术，也是中国文化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表达独特
的艺术。
	 书法的基本工具是笔，墨，
砚，和纸，是中国的“文房四宝”。
毛笔用柔然而又有弹性的兽毛
做成的。毛笔的尖端让书法家能
顺手地控制笔。说黑墨，古代人
用燃烧的松枝或柏油的烟做墨。
书法家用砚台磨墨，这需要很多
时间和耐心。今天，书法家可以
买已经准备的黑墨。纸是中国四
大发明之一。安徽宣州岀产的宣
纸，是最出名的，能表现墨的韵
味。
	 在周朝的时候，孔子认为书
法是“六艺”之一，是古代君子必
需具备的才能。现代的学校要解

“提笔忘字”的问题，所以他们开
始教学生们怎么写毛笔字。现在
中国至少有五十所大学开设书
法专业，並健全了书法从本科到
博士的学位体制。
	 现在写书法，我不需要外婆
帮忙了。我会准确地拿笔，知道
哪些笔划要用力，那些笔划稍微
轻力点。今年春节，我在一张大
红纸写了一个“福”	字。只有一
张红纸，只能写一次。我在练习
纸练了好几次。真正写的时候，
我有点儿紧张。我紧紧地握着毛
笔，每一横、撇，和点都小心地
写。终于写完了，外婆满意地点
头。那个“福”字倒挂在我家的大
厅墙上。

我的加州之行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陈庭华

指导老师 邵天毅
	 去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加州
度假。加州位于美国西部，西边
有太平洋，东边有山脉与峡谷，
地形变化很大，真是个美丽的地
方！
	 我们在加州去了很多迷人
的地方，比如说三藩市、纳帕谷
葡萄园、太浩湖、优胜美地国家
公园……
	 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是三
藩市。三藩市是位于太平洋沿岸
的一座城市，有著名的金门大桥
和渔人码头。在渔人码头，我们
一起沿着海边漫步。我们参观了
停在码头的著名战舰。据说电影

《泰坦尼克号》就是在这里拍摄
的。我和弟弟还看到了可爱的海
狮在海边晒太阳。渔人码头还有
很多有趣的商店和好吃的餐厅。
我们吃了那里有名的酸面包和
蛤肉汤。味道好极了！在那里，
我们还看到了街头艺人的精彩
表演。
	 在码头岸边漫步之后，我们
还坐了很有意思的游轮。游轮
带着我们参观了三藩市沿岸的
风光。游轮上还有关于三藩市历
史、文化、气候等多种语言介绍。
坐在游轮上，我们看到了恶魔
岛，还看到了著名的金门大桥。
红色的金门大桥是世界上最长
的吊桥之一，真是一个桥梁工程
奇迹。虽然我看过金门大桥的照
片，但是亲眼看到还真是很震
撼！
	 加州之行真是太难忘了！	
希望有机会我还能再去美丽的
加州！

倒牛奶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楼安达

指导老师 洪旋
	 小时候，我是个调皮的男
孩，特别喜欢玩。我爸爸比较宠
我，妈妈比较严格，她总是要我
做完事情以后才可以玩。
	 记得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早
上，我很想吃牛奶和麦片，就先
拿了碗，问妈妈，“你可以给我倒
牛奶和麦片吗？”她以前会说好
的。但在那天，她却说“不，你自
己做。”“什么？”我以为听错了。

“你听到我说了吗？自己做！”
我怕她会大声喊叫，所以去冰箱
里拿了牛奶桶出来。因为我只有
五岁，这个一加仑的大牛奶桶对
我来说很重。我先往碗里倒好了
麦片，再开始倒牛奶。这是我第
一次自己倒牛奶。开始倒的时
候，妈妈说“好,很好”，可是马上
牛奶从碗里满了出来。“停”,	妈
妈大声叫道。我立即停住了，因
为我很调皮，马上把桶里的牛奶
又倒了出来，结果桌子上有好多
牛奶。
	 妈妈这时很生气，我也很害
怕和担心。“你为什么这样做？”	
妈妈大声叫道。我的担心马上变
成了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妈妈
一边清理桌子上的牛奶，一边对
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学着自
己做事情。”
	 我心里很想说，我只有5岁
啊。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知
道如果那样说的话，妈妈会很生
气。她继续教训我，等到清理好
了，她叫我重新再做一次。“什
么？”我问。我以为她是开玩笑。
妈妈说，“再来一遍，如果你要帮
忙就开口。”我真的不想再做，但
我知道如果我不做，她会更生
气。我只好鼓足勇气再试一遍。
这一次我拿了碗倒进麦片。使出
全身的力气从冰箱拎起牛奶桶，
费劲地准备倒进杯子,这时我问
妈妈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妈妈
点头，表示同意。妈妈帮我扶着
碗,	我一点点慢慢地倒进牛奶,	
这次一点都没有溢出。成功了！
	 “什么东西都要先自己努
力，然后才能请别人帮忙。”妈妈
说，我点点头。即使当时我只有
五岁，我也明白她说的意思。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知道，
自己努力最重要，但也可以寻找
帮助。

我最崇拜的科学家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谷悦琪

指导老师 黄德玉
	 尼古拉•特斯拉是我最崇拜
的科学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
发明了遥控器	,	无线通讯,	霓虹

灯等等。他的发明对现代生活很
有用。他很谦虚。更重要的是，	
他让其他发明家用他的专利,	而
且不计较名誉。所以很多人不知
道有些发明实际上是他最开始
的想法。
	 在一次辩论上，尼古拉•特
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讨论谁的
电子系统更好。	特斯拉发现爱
迪生的系统有问题。他允许他的
对手，爱迪生，用他的方法发明
了电灯。	爱迪生被认为是电灯
的发明人，但是很少人知道特斯
拉对他的帮助。特斯拉自己没有
很大的成就，	虽然他有很多非
常好的想法。他的谦虚是他的性
格里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崇拜
他的原因之一。我崇拜他的另外
一个原因是他的聪慧。他比很多
发明家更有才智，他的专利被许
多人应用，变成更有用的发明。	
特斯拉可以说六门语言，有非凡
的记忆力。特斯拉生前没有受到
许多的人认可，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是谁。但是，现在他的名字家
喻户晓，因为现在的电动车是用
他的名字命名的。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特斯拉
并不很成功，但是我认为他很聪
明，很谦虚，所以我很崇拜他。

礼物的意义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许洁宁

指导老师 张艳
	 节日即将来临，多么美好的
季节！不管是感恩节，还是圣诞
节，节日都是一个传播欢乐与和
平的时刻。也是你和亲人朋友团
聚，分享快乐美好时光的时候。
谈到节日，哪能少得了礼物呢？
礼物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当你送
礼物的时候，你想表达的是你对
他们的感谢和爱。对于我个人来
说，我特别喜欢送人礼物。不管
它是像手镯一样的小礼物，还是
像电脑那样昂贵的礼物，我希望
那个礼物是有意义的。我有一个
朋友，喜欢某一个作者的书。我
就会特地跑到书店里去找那位
作者写的书，如果是他没看过的
书，我就会买下来当礼物送给
他。如果你和一个朋友有一个只
有你和他知道的玩笑，你可以去
买一个跟那个玩笑有关的东西
送给他。在许许多多的选择中，
只要这个礼物能够触动你朋友
的心，再小的礼物都能让他铭记
很久。
	 为什么我喜欢送人礼物？
首先，我喜欢买东西，但是我不
喜欢给我自己买东西，只喜欢给
别人买东西。我喜欢让别人开
心。所以买礼物的时候，我会选
择能让他们快乐的东西。其次，
当我送给他们心仪的礼物时，看
见他们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我也会感到特别高兴。我喜欢这
种感觉，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特别当你知道这份礼物是他们
期待已久的，或是对他们特别有
意义的。最后，当你送他们礼物
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他们是对
你有特殊意义的，他们在你的生
命中是重要的。当然，你并不用
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能送礼物。你
可以送他们生日礼物，或者任何
一天都可以。有时候，送他们一
颗糖都能使他们开心。你现在知
道送礼物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了，
快，给你的朋友和亲人们送上他
们喜欢的礼物吧！

勇敢的女孩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陈慧琪

指导老师 邵天毅
	 一天早上，一个来自墨西哥
的女孩进入了一所新的中学。她
的名字叫水晶。她是一个聪明的
女孩，但她文静，害羞。因为她不
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所以在这
个学校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有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叫
尼古拉斯的男孩，对水晶说：“你
看起来太丑了，为什么不自杀
呢？”那个女孩没有回应，而是
选择走开。在学校的每一天，我
都看到尼古拉斯总是说她不好
的话。他欺负她大概半学年，直
到她遇到了维多利亚。维多利亚
是个行事正派的女孩，她帮助水
晶勇敢起来。维多利亚也把这件
事情告诉了老师，后来尼古拉斯
也知道错了，并且向水晶道歉。
最后他们三个成为了好朋友。
	 我被维多利亚的行为感动
了，她是多么勇敢的女孩啊！我
应该向她学习，以后要多多帮助
别人。要做一个行事正派的人，
而不是一个袖手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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