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蛙跳出井以后...
华夏桥水分校 五年级  曹文兮

指导老师 金茜
	 青蛙听了小鸟的话，非常想看
一看井外的世界，可是它跳呀跳，怎
么也跳不出去。小鸟没有力气帮忙，
最后只好飞到一个农场来叫老牛帮
它把青蛙拉出来。老牛一使劲，青蛙
一下子就出来了。
	 青蛙看到天，好大啊！无边
无际的蓝色望不到头，向各个方
向延伸。它感叹道“天怎么这么大
啊？！”
	 小鸟笑着说，“你还一直不相信
我说的。”
	 青蛙跟着小鸟和老牛蹦蹦跳跳
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它们碰到了一
只小猴子。小猴子在追小兔子，旁边
有一个摔碎的西瓜。青蛙吃了一点，
然后吐了出来，说：“好酸啊！都坏
了！”
	 又走一会儿，它们碰到了骆驼
和羊在吵架。只听骆驼说：“你别瞎
说，羊。越高越好！你看，高才能够
着这棵树上的树叶…...”
	 羊 争 辩 说 ：“ 不 对 ，越 矮 越
好。……”
	 老牛停下来，过去帮助解决问
题。青蛙和小鸟接着往前走。
	 它们碰到了大象。大象在自言
自语：“曹操等一会儿就会带人秤我
的体重。我已经等不及了！”
	 天黑了，青蛙和小鸟都要回家
了。分手前，青蛙说：“今天太好玩
了！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不能
坐井观天了。”

小猴子下山
华夏桥水分校 五年级  郝语琴

指导老师 金茜
	 晚上小猴子睡觉的时候，它梦
到了一只小兔子，很像是白天见到
的那只。在梦里，小兔子给了它很
多香蕉。小猴子非常高兴。当它醒来
时，突然意识到小兔子不在身边，立
刻爬起来出门去找它，并把自己的
梦告诉了小兔子，于是它们成为了
好朋友，一起下山去了。它们先看见
一个湖，在湖边玩了一会儿，小猴子
用瓶子装了一点水走了；然后它们
又来到一个海滩，小猴子把水倒了，
装了一点沙子，接着他们又往前走。
走着走着，一抬头，小猴子看见了一
只老鹰。小猴子追了好长时间，但没
有追到。这时小猴子发现瓶子也不
见了。所以它们只好又空着手回家
了。

黄石雨趣
华夏桥水分校 五年级  王翱然

指导老师 司静
	 今年八月份,	我们全家去了黄
石、大提顿和优山美地三个国家公
园。其中黄石是我最喜欢的公园。
	 我们住在公园的西门。公园
里有很多高山、瀑布、喷泉和各
种动物，有一次我们还看到了狼
和野牛。公园有一个地方叫“画家
点”ArtistPoint。在“画家点”可以看
到一个很大的瀑布，瀑布流进各种
黄色石壁的大峡谷，所以公园名字
叫做黄石。从那儿，我们沿着一条路
去一个很近的角度看瀑布。当天下
着大雷雨。那条路有三百多级铁梯。
我和妈妈都很害怕，因为铁能导电，
很危险。爸爸和哥哥还要去，我们觉
得他们都疯了。当我们到达下面的
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又高又美的
瀑布。我们真高兴。
	 在 黄 石 里 面 ，有 许 多 地
热 喷 泉 。每 个 喷 泉 都 闻 起 来
像 臭 鸡 蛋 ，太 难 闻 了 。”大 棱
镜”GrandPrismaticSpring是我记得
最清楚的地热泉。大棱镜有两个地
热点，有很多蒸汽飘出来。走在蒸汽
里面的时候，会感觉很热，出来又会
觉得冷。快参观完的时候，我们看到
了天上有很多黑云，一会儿闪电，一
会儿打雷。我们赶紧跑呀跑，不想被
雨淋湿了。刚跑两分钟，眼看快到停
车场了，我感到硬硬的东西砸在了
头上，是冰雹！我们赶快躲到车里
面，听见冰雹咚咙咚咙砸在车上。在
我们回旅馆的路上，雨停了，我们猛
然看见远方有两道大彩虹！彩虹有
绿色，红色，蓝色等好几种颜色，真
美！我们忍不住停下车来拍了很多
照片。在背景里面，我们看到了远

山，草场，马车，和一条弯弯的小河。
我们真开心！
	 黄石国家公园里很多不同的景
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夏天的

“黄石雨趣”。

万圣节服装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于锦程

指导老师 刘有任
	 每年的万圣节，我都去 Party	
City	挑一件服装，但是今年的万圣
节有点不一样。上学期末，我的一个
朋友挑战我今年自己做万圣节的服
装，我接受了她的挑战。不过当时我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那是五月份的
事，到十月份时我几乎把它全忘记
了。
	 今年万圣节前的那个星期六，
妈妈又照例带我和弟弟去Party	City	
买万圣节的服装。以前每年妈妈都
不让我穿可怕的衣服，她说因为我
还小。今年我已经十二岁了，妈妈说
如果我想穿黑色的或是可怕的服
装，我可以那么做，但别让外婆看
到。我在店里仔细找来找去，就是没
找到一件我和妈妈都喜欢的。这时
我突然想起了我朋友的挑战和我们
的约定。但我还是没想好到底要穿
什么，只知道我想要一件深色的服
装。经过好几分钟的思考，最后我决
定要打扮成一个巫婆。于是我买了
一件深蓝色的连帽披风，决定自己
在家做一条巫婆的裙子。
	 万圣节的前一天晚上，我找出
我的两件旧衣服，把它们剪成条块
型状，准备把它们缝成一条特殊的
裙子。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
耗时很长的事，只用一个晚上是绝
对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只好放弃
了。于是我问妈妈能不能帮助我。她
借了我两件她的黑衣服,让我打扮
成我想要的巫婆。万圣节那天，我装
扮成一个披斗篷的巫婆去了学校。
同学们非常惊奇，他们都说喜欢我
的服装。
	 今年万圣节我在服装上进行了
一个很好的尝试。也许明年我真的
能试着自己动手做一件更有创意的
万圣节服装。

我的宠物猫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闫嘉然

指导老师 刘有任
	 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
喜欢猫。几乎每一天我梦想着妈妈
会帮我领养一只。我不但故意经常
画些猫给妈妈看，还许诺妈妈我会
担当起打扫和清洁的责任。当然这
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得到一只小猫。
每年爸爸妈妈都对我说他们明年会
考虑，但是因为怕我不负责任就都
作罢了。我很失望。可是有一天惊喜
终于来了。
	 今年暑假八月的一天，我刚从
夏令营回到家就看到门口有个大
盒子。我问爸爸这里面是什么，爸
爸一脸坏笑地说：“是你最喜欢的宠
物啊!”我拍了拍盒子知道爸爸在逗
我，于是生气地坐在一边。这时候妈
妈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朋友收养
了很多猫，其中两只生了五只小猫。
他们已经送了四只给别人收养，现
在还有一只燕尾服猫，你想试试养
它吗？”	“当然！当然！我一定会
好好照顾它！”	我高兴地从沙发上
跳起来。我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第二天我们和妈妈的朋友约在
一家宠物店的停车场见面。当我看
到小筐里那双大大圆圆的眼睛好奇
地看着我，我的心都化了。它的毛
是黑白混合的，眼睛是黄色的，它
蹦蹦跳跳很淘气。它是那么完美！
我终于得到了我的宠物猫小宇宙
Cosmo。

为什么我们要学中文？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许洁宁

指导老师 洪旋
	 亲爱的同学，当你的父母逼着
你去上中文学校的时候；当你周末
坐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你听不懂的
词汇讲解课文的时候；	当你看着窗
外阳光明媚，想到你的朋友都在阳
光下快乐的玩耍，而你却在家里痛
苦复习着中文，你有没有在心里一
遍又一遍的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学
中文？！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学好中文

对你将来大有裨益。世界上有五分
之一的人说的是中文。中国的发展
有目共睹，	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
如果你懂中文，你就会为自己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中文和英文是非常不同
的语种。英文和法文，德文都很象，
他们都是字母组成的文字。中文是
形意文字。日文和韩文，都是从中文
发展出来的。学好了英文和中文，以
后再学别的语言就容易了。
	 最后，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
怎么能不学一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呢？而要理解中国的文化，我们必
须要先学好中国的语言。我们的父
母大部分来自中国，当我们回中国
看望亲友的时候，中文就大有用处
了。而当看到我弟弟因为中文说不
好，和前来探望我们的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无法顺利交流，急得抓耳挠
腮，痛苦不堪的时候，我就会暗自庆
幸我的中文还学得不错。
	 亲爱的同学，你现在知道了我
们为什么要学中文。希望你和我都
可以坚持下去，学好中文。等我们长
大了，一定不会后悔我们的决定。

我喜欢旧金山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吴晓丹

指导老师 洪旋
	 今年夏天，爸爸妈妈带着我去
加州旧金山看姐姐。姐姐因为工作
的原因，刚从纽约搬到旧金山。我们
都很想念她，所以决定去看望她。
	 姐姐到机场接我们，大家相互
拥抱，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姐
姐开车带我们参观著名的纳帕谷

（Napa)。纳帕谷离旧金山市区有一
个多小时的车程，是一个沙漠地区，
但到处是酒厂和葡萄园。在去酿酒
厂的路上，我们看到了空旷的田野
以及许多排列整齐的广阔的葡萄
田，架子上挂满了紫色的葡萄，十分
好看。我们参观了一个酒庄和一个
酒厂，了解了他们如何自酿葡萄酒。
我们最后还去看了贮存酒的地下酒
库。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
	 第三天，我们去了金门大桥。到
了那里我才知道金门大桥并不是金
色的，它真正的颜色是橙色。我们乘
出租车到金门大桥的另一头，然后
沿着人行道走回来。景色极美，海风
习习，有不少人在桥上慢跑，也有许
多人象我们一样，慢慢地走着，还不
时停下来看看大海，飞鸟，船等，我
们还看到了一架直升机就在我们附
近飞着。姐姐边走边跟我讲了很多
关于金门大桥的故事，再回过头去
看那高耸入云的拱顶，金门大桥真
是一个壮观的景象。
	 最后一天，我们去参观了加州
科学博物馆。在一个仿热带雨林的
馆内，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同颜色，不
同形态大小的热带雨林昆虫，也看
到自由飞翔的鸟类和蝴蝶，真是赞
叹大自然是多么神奇，万物各有特
色。在水族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
的鱼在大大小小的鱼缸中游来游
去。十分神奇的是有些水母，它们会
随着光照它们的颜色变化而呈现出
不同的颜色。
	 在旧金山，我们还品尝了不同
风味的美食，我最喜欢的还是中国
餐。市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
忽上忽下的道路及叮铛作响的有轨
电车。
	 旧金山真是一个景色秀丽、有
许多好吃好玩的城市，我很喜欢它。

我的弟弟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文瀚

指导老师 洪旋
	 我的弟弟叫文韬。他今年9岁，
比我矮半个头，长得不胖也不瘦。弟
弟有乌黑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和高
高直直的鼻子。
	 弟弟很聪明手巧。他喜欢做纸
手工。他用纸做过大军舰和大飞机。
军舰有两尺多长，上面有大炮，控制
塔和很多其他装备。他做的大飞机
是三维立体的，飞机的肚子还可以
打开呢。最近，他刚做好了一个二次
世界大战的轰炸机。所有这些纸手
工作品，都是弟弟自己想的，自己设
计，自己动手做的。没有人教他或者
帮他。
	 弟弟很幽默，但是有时候会调
皮。他把自己的中文课本涂画成漫

画书一样。这是因为他非常喜欢画
画。在学校，弟弟很喜欢讲话，老是
被老师点名。
	 弟弟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他
从小就喜欢收集飞机模型。最近，弟
弟迷上了魔方。他能在1分钟内把魔
方复原。弟弟也很喜欢画各种各样
的二次世界大战飞机。
	 妈妈常说，弟弟有小甜牙，因为
他特别喜欢吃甜东西，糖呀，蛋糕
呀。
	 这就是我的弟弟，聪明手巧，幽
默又调皮，喜欢甜食。
	

我的第一快奖牌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燕丹

指导老师 郭小川
	 今年	7	月，我去拉斯维加斯参
加了美国乒乓球锦标赛，并在其中
的一项双打比赛中获得了我的第一
块奖牌。
	 我和洪宁参加的是3700分以下
少年男子组双打比赛。因为我们是5
号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直接
进入前十六。争夺前八的比赛，对手
相对较弱，我们顺利晋级。争前四的
比赛，我们的对手是7号种子，实力
跟我们相差不多，但对方的女选手，
水平在我俩之上。比赛打得相当激
烈。前四局双方打成	2:2	平。第五局
决胜局的比赛，我俩按照教练的部
署，盯着对方的男选手打，终于取得
了胜利，进入了半决赛。
	 半决赛，我们的对手来自ICC，
是3号种子，实力强劲。比赛一开始
就争夺的非常激烈，比分交替上升。
前三局我们1:	2落后，第四局开始时
我们5:	9	落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一分一分地追，终于追到	9:9	平。这
时候对手开始紧张了，我们一鼓作
气连得两分，拿下了这一局。决胜局
的比赛一直打到了8:10	我们落后两
分。这时候我很紧张，因为轮到我接
发球，而对方的发球我已经吃了好
几次了。没想到对方比我还紧张，
竟然连续发了两个稍高的球，都被
我直接得分，这样双方打成了10:10	
平。以后我们俩越战越勇，终于以	
13:11	赢得了比赛，进入了决赛。
	 我和洪宁决赛的对手是头号种
子选手，他们是纽约州和加州的跨
州组合，年龄比我们大，经验比我们
丰富。但是我们俩毫不畏惧，敢打敢
拼，虽然以	0:3	失利，但是每一局我
们只输了两分，其中两局都打到了	
10:10	平以后才输掉的。
	 终于，我获得了我的第一快奖
牌。下一次我一定要拿一块金牌。

南京游记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夏天天

指导老师 郭小川
	 今年夏天，我跟妈妈去中国南
京旅游。我们去了好多好玩儿的地
方，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
璋的陵墓。我们坐车到那里后，走进
大金门。高高的大金门后面有著名
的神道和文武方门，我们选择走文
武方门。文武方门后面有一条长长
细细的路，路的两边有很多树，好漂
亮啊！走过这条路就走到了碑殿。
康熙来南方的时候，在这里刻了＂
治隆唐宋＂四个字。我读了旁边的
解释，觉得朱元璋很厉害，后人认为
朱元璋能跟唐太宗和宋太祖比。再
往后走就到了最后的宫殿。我们从
下面的一个隧道走到后面，再从后
面的石台走到最后一个宫殿的上
面。最后一个宫殿很大，里面高高空
空的，有好多个台子介绍明朝其他
十三个皇帝的陵墓，我很喜欢这些
介绍，把每个帝陵的介绍都仔细读
完了。
	 明孝陵到处都有解释，我发现
好多建筑都是清朝皇帝重修或者重
建的，觉得清朝皇帝都很尊敬朱元
璋。读完了介绍，我们就往回走。天
气非常热，我们都很累，都快走不动
了。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决定去参
观附近的中山陵。我们本来打算走
到最上面，可是一走过牌坊就被吓
住了：我们还要走三百九十二级台
阶，而且没有一点树荫，就决定不上
去了。从下面看，我能看到＂天下为
公＂四个大字，我想到了五年级中
文课本上的＜中山陵＞那篇课文。

	 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下次再
来南京，我肯定会再来看一次。

快乐的夏日旅游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凌子矜

指导老师 邵天毅
	 今年夏天，我们家和一家朋友

一起去了加利佛尼亚度假。我们先
去了加州最大的城市，旧金山。然后
又去了许多国家公园。
	 在旧金山，我们去了海边。因为
当天天气特别冷，所以我们没能游
泳。但我们看见了很多动物，有各种
鱼，海狮，海豹和海鸟。海狮都在一
些木板上躺着，叫得特别响，可真
吵。我们正看的时候，有两只海狮突
然为抢地方打起来了，因为那儿只
有一个位子可以躺，其他的位置都
在要游一会儿才能到的木板上。它
们俩打了好半天，突然有一只特别
大的海狮游过来，把那个位置占了。
先前的那两个海狮白打了半天，可
谁也没抢到那个地方。
	 在旧金山，我们还去了一个非
常有名的冰激凌店。那儿卖的冰淇
淋有一些很独特的囗味。除了常见
的巧克力，香草，和草莓囗味以外，
还有青柠，柠檬，黄油和培根囗味。
我以前在纽约也见过一些奇特口味
的冰激凌，可是没有这么怪的。	
	 在我们去的国家公园中，我最
喜欢的地方是“Bodie”国家公园。它
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但现在却
是一座空城，已经很长没有人住了。
现在每天很多游客来这儿，看以前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那时候，用水
和电都不方便。水是从一个不太干
净，又特别小的井里打上来的。电是
从好几里以外的城市输送过来的。
Bodie镇里有裁缝店，有中国人开的
洗衣店，还有酒店。当地有很多非
常好玩的传说。据说如果有游客从
Bodie捡了镇里的东西，就会有坏运
气跟着他，比如生病，或者心爱的东
西会被打破，等等。虽然我不觉得这
些传说会是真的，可是我还是什么
都没敢捡。看来我还是被吓着了。	
	 金色峡谷国家公园是我们去的
公园中最漂亮的一个。它在死谷里
面。白天，死谷里许多地方已经有
一百二十度了，可是金色峡谷里能
到一百三十几度，我妈妈说象在烤
箱里一样。我爸爸也直喊“热死了“。
我爸爸可怕热了，只要走几步就出
一身汗。但我觉得还行，没有觉得像
他们说得那么热。金色峡谷非常漂
亮。峡谷旁边是一条高高的石墙，石
墙里面有很多玉石。不管你从哪里
看，都能看见一条条长长的玉石。峡
谷的后面是一座特别高的山。我不
记得那座山叫什么名字了。山上有
许多各种颜色的石头。有红色的，黄
色的，绿色的，蓝色的，还有许多我
叫不出颜色的石头。我真没有见过
这么多漂亮的石头。	
	 这就是我今年夏天在加利佛尼
亚去过的一些地方。再过几年，我希
望还能再去一次。也希望我们能好
好地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让所有
的人都能有机会来欣赏我们美丽的
城市，和美丽的自然风景。	

游莫高窟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袁英城

指导老师 邵天毅
	 今年的七月底我去了莫高窟。

这是一个非常神秘和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在这
些山洞里面有很多建于秦朝的佛壁
画。	它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距离莫高窟最近的城市是敦煌
市。敦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东的
城市。它只有一个机场，并且被沙漠
四面八方环抱着。这些因素使得莫
高窟变成非常难到达的地方。现在
由于发达的高速公路，每天还是有
人山人海的旅客来观光。我去的前
一天，就有一万六千人去游览。幸好
我们避开了那天。导游说，为了保护
文物，也许将来就不会让人进莫高
窟的山洞内参观了。每次我进到一
个洞内，都会想到两千年前的人们
是怎么把那些壁画画得那么仔细和
美妙。
	 莫高窟只是我这个暑假去的一
个地方，我还去了乌鲁木齐，阿勒
泰，嘉峪关，等著名的地方。但是莫
高窟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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