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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旅行记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高雅

指导老师 刘有任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欧洲旅
行了。
	 我们去的第一站是西班牙的巴
塞罗那,	不过在那里我们只呆了短
短的一天。那儿最著名的建筑是圣
家族大教堂,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教
堂。因为建造的费用完全来自捐款，
所以已经建了一百多年,	一直到现
在还没有建完呢！巴塞罗那还有好
多特别高级的美味小吃。由于离大
海近，所以那儿的海鲜特别新鲜。我
觉的那儿的海鲜饭最棒。第二天一
早，我们就去了码头,在哪儿登上一
艘大游轮，迪斯尼魔术号。
	 迪斯尼魔术号是我见过最大的
游轮。它里面又漂亮又豪华。上面还
有一个游泳池和两个水滑梯。我们
去的第一站是那不勒斯,	它旁边就
是著名的庞贝古城和维苏威火山。
我们还在庞贝废墟里面走来走去
呢！第二站是罗马。这儿的建筑又
大又漂亮,	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是
年代古远的建筑，其中最宏伟的就
是罗马椭圆形竞技场。我们在意大
利的最后一站是佛罗伦萨。佛罗伦
萨旁边就是非常著名的比萨斜塔。
我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法国的尼
斯。那儿的海滩特别漂亮，蓝蓝的
大海和天空交融在一起。尼斯的鲜
花市场也非常吸引人，那儿有好多
好多的花和水果,都特别新鲜。我最
喜欢的就是在尼斯的小街上漫步行
走。迪斯尼魔术号带我去了好多好
玩的地方。
	 我们下船后就直奔法国的阿尔
卑斯山，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当
我们爬到了最著名的勃朗峰的山顶
上，走进一个玻璃房子,	感觉特别吓
人!	因为你一踩到玻璃上，就能看见
下面很陡的山崖。我在法国的最后
一站是巴黎。在巴黎，我最喜欢的地
方就是著名的埃菲尔铁塔。登上塔
顶，就能看见美丽的巴黎全景。
	 从法国，我们坐欧洲之星火车
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英国伦敦。在
伦敦，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伦
敦著名的伦敦眼（The	London	Eye)。
在伦敦眼里面，可以看见大本钟和
伦敦塔桥。我们还去了温莎城堡和
白金汉宫，看见了皇家卫队士兵的
换岗仪式。伦敦最著名的特色食品
就是炸鱼和薯条,那儿的印度餐也
非常好吃。
	 在欧洲的尽兴旅行,	使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今年这个夏天!

游华盛顿故居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贾文箫

指导老师 刘有任
	 今年夏天，我去参观了华盛顿
的故居弗农山庄。他的故居在弗吉
尼亚州的Mount	Vernon，距离首府
华盛顿约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去的
时候，故居的房子正在维修。它是一
幢红顶白墙的两层建筑，大约有十
个卧室，很壮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在一楼的书房，那个房间非常安
静，是他生前办公和学习的地方。
	 讲解员告诉我们，华盛顿年轻
的时候，是一位土地勘测员。后来他
有了自己的农庄生意。那时候，英国
殖民当局收税很高，他的农场很难
挣钱维持。当时人们对高税收都非
常生气，他们决定反抗并且要脱离
英国，华盛顿领导了这场战争。战争
开始阶段，华盛顿输了大多数的战
役。可是他打仗非常勇敢，凭着他杰
出的才能，领导美国军队经过八年
的奋战，最后战胜了英国殖民者。他
也成为美国第一位总统。
	 他死后就埋在他的故居旁边，
和他的妻子埋在一起。他们的墓并
不壮观，因为他不想花国家的钱。
	 我觉得华盛顿很伟大，他活着
的时候为人民战斗，死后的安排也
是为人民着想。

爬长城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周雨婷

指导老师 刘有任
	 今年夏天，我和哥哥还有妈妈
去北京游玩了一周。我们游览了天
安门广场，紫禁城，长城，天坛，颐和
园，还有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我从
没到过北京，一个景点都不知道，只

知道长城。本来我只想去长城看看
就好了，可是让我惊奇的是所有这
些地方都非常有趣！让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长城。
	 我们去的是慕田峪长城,	到那
时已经是下午。我好激动,	因为我终
于看到了长城，我恨不得立刻爬到
城墙的最高处。后来才知道这个想
法是大错特错！短短的几分钟后，
我就开始大喘粗气了，腿也开始不
听使唤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坠着似
的,	把我累坏了，觉得城墙台阶真难
爬呀。经过一步一步努力，我终于登
上了一个平台，妈妈说这叫烽火台，
是古时候用来传递消息的。
	 在等妈妈上来的时候，我一直
瞭望着长城周围美丽的风景。长城
蜿蜒起伏，一眼望不到头 ,	真是雄
伟壮观。妈妈终于也上来了，我们可
以选择往左或者往右继续攀登，但
是左边的城墙明显的比右边的陡得
多。我想去左边，可是妈妈说我们必
须上右边，因为左边的路太危险了，
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开始攀登右边。
我和哥哥一起慢慢地向上爬，小心
地使自己别让不均匀的石头绊倒。
妈妈爬不动了,	停在了原处。我和哥
哥不时地停下来拍照片，眺望远处
的群山。我们越爬越高，已经看不见
了妈妈的身影。我想尽快爬上最高
处，有时候会鼓足力气两阶两阶地
爬。终于我和哥哥登上了最高的烽
火台。往两边看，可以看到两边的山
谷和丛林，还有公路上的汽车；往前
看，真高啊!感觉这里离天好近,	伸
手可触。山风吹着我的脸，心情格外
愉快。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
天也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好汉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想着宏伟的
长城,想起发生的一切，觉得长城真
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是我第一
次来北京,希望不久我可以再来北
京，再爬一次长城。

搬家的乐趣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黄丽人

指导老师 洪旋
	 今年夏天我们搬家了。我们从
Green	Brook搬到了Watchung。新家
就在湖旁边，风景很美。房子也更宽
敞，我非常喜欢我的新家。我也很喜
欢我的新学校，同时我也很怀念以
前的学校和朋友。
	 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
们首先需要收拾整理衣服，鞋子，书
籍和玩具。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个
的盒子里封起来，再搬到新家去。盒
子运到新家后，我们又要打开盒子，
拿出来我们的衣物，把它们分门别
类地摆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的电
脑，电视，家具，也都搬过去了。不要
以为这是很容易的，这个任务至少
需要一个月。我和两个妹妹也做了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既分担了爸
爸妈妈的担子，又锻炼了自己的能
力。
搬新家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
的新房子非常好，但是我们还要花
很多时间装饰它。比如，上地板亮
漆，刷我们房间的颜色，还有布置房
间和窗帘等等。
	 我的新房子离学校很近，放学
以后可以从那里走回家。在我们的
新家里也可以看到湖边的景色。秋
天到了，树叶披上了五彩缤纷新衣，
阳光照射下的湖光山色，显得十分
美丽。
	 我喜欢我的新家，也喜欢我的
新学校。这里的风景很好。现在我有
了许多新朋友，但是我也舍不得离
开我认识多年的旧朋友和熟悉的旧
学校。万圣节我回到旧学校并见到
了想念的朋友，过了一个愉快的夜
晚。

夏天游意大利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沈逸文

指导老师 洪旋
	 这个夏天我和我的钢琴老师还
有她的学生去意大利。前几年我去
过，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老师
给每个学生安排一个室友。我的室
友比我小一年。她会说英文、	俄文、
还有法文。她现在还在学意大利文。
我们每天要八点起床。吃完早饭，我
们就要到学校去练琴。这是一个小
学的校园。每个学生每天要练三个
多小时。到吃中饭的时间，我们要走

到酒店吃午餐。吃完饭后还要继续
练习。每个人每天要上一堂钢琴课，
也要准备晚上的音乐会表演，表演
是为了准备独奏比赛。除了比赛，也
有钢琴协奏曲的表演。在排练两次
以后，指挥会挑选最好的学生在最
后一天做公开演出。
	 我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自己去意大利，另外我的曲子比我
前年弹的难的多。为了能争取表演
的机会，我每天练的很多。每天也跟
我妈妈打电话。她一直鼓励我。尽管
每天练习得很幸苦，但也有开心和
好玩的事情。意大利的饭很好吃，所
以我每天吃很多。冰淇凌也很好吃。
我们每天表演完，就去买冰淇凌。冰
淇凌有很多口味，我都一一尝过。我
最喜欢的口味是咖啡和芒果。
	 弹琴结束后，我们全家去了威
尼斯，佛罗伦萨，庞培，还有罗马。我
最喜欢佛罗伦萨，因为那里的风景
很漂亮，也有很多博物馆，还有好看
的建筑。我最不喜欢的是罗马。因
为那里有太多游客，很吵闹，也很拥
挤。在罗马最糟糕的是排长队，还有
火辣辣的太阳和难忍的热气。在每
个旅游点我们要等很久时间。有时
候，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但是到关门
时侯，还没有排到。我们每天要走很
长的路，因为我们没有车子。
意大利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下
次去的时候，要挑准季节。

一次难忘的游泳比赛
 华夏桥水分校 七年级  王孟骁

指导老师 洪旋
	 十月十号上午，阳光灿烂，我应
邀参加新泽西年度游泳纪录庆祝
会。由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
得主Summer	Sanders	和2012年伦敦
奥运会铜牌得主	Caitlin	Leverenz给
大家发奖状，当我和接力队友被叫
到台上，我回想起难忘的州游泳少
奥赛。
	 那 是 七 月 二 十 五 号 下 午 ，
Rutgers大学游泳馆里挤满了观众，
都在等待比赛的最后一项：二百米
混合接力。在八支决赛队伍里，我们
Somerset	Hills	YMCA在中间第四泳
道，由五个队组成的劲旅Scarlet在第
五泳道，两队都打破过州记录。他们
前一天刚击败我们，赢了自由泳接
力，这次又挑出最快的混合接力选
手，我们只有同样的四名队员。
	 混合接力顺序是仰泳、蛙泳、蝶
泳、自由泳。我游第三棒蝶泳，他们
的第三棒罗斯是少奥赛个人总冠
军、11-12岁年龄组200米蝶泳全国
纪录及所有蝶泳州记录保持者。我
感到心跳加速，脊背发凉。但我告诉
自己绝不让我们的团队失望！
	 预备哨后，仰泳的选手们纷纷
跳进水中。
	 “Take	Your	Mark	(各就各位)”
裁判宣布，
	 “嘟！”发令哨响了，选手们出
发！
	 人群立刻热闹得像大动物园！
有照相机的闪光和观众们大声加
油。对手仰泳领先我们交棒。我们第
二棒蛙泳逐渐反超，我觉得我们有
机会赢！蛙泳到边的一刹那，我率
先跃向水中，水下连踢，能感到邻
道的水花不断飞溅过来，我知道罗
斯在疯狂追赶。不能让我们团队落
后！我屏住呼吸，拼命冲刺，挡住对
手进攻，几乎同时触壁。最后一棒自
由泳冲出。我爬出水池，为向终点游
去的队友大声加油。两团水花远远
领先其他各道到边了，看不出输赢。
	 记分牌闪出结果:	两只队伍都
打破了州纪录，我们以0.2秒领先对
手获胜。那一刻梦想成真！我们的
接力成绩，最后排名全国年龄组年
度第一。
	 “哗!”	掌声把我拉回到现在，我
们高兴地从Sanders	和Leverenz	手中
接过了证书，合影留念。
	 从这次比赛中，我明白了无论
对手多么强大，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永不放弃，就有机会赢得胜利。

北京的感受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周立人

指导老师 彭樱
	 我曾去过中国很多次，可是却
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在中文书上我
读过很多关于北京的故事，那是我

一直向往的地方。今年我终于去了，
心里很激动。在北京，我去了很多
地方，比如长城，故宫，天坛，鸟巢，
天安门，颐和园，还有老北京的四合
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长城和故宫.
	 到故宫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
是故宫好大呀！导游告诉我故宫里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是中
国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故宫也
叫紫禁城，我现在知道了紫禁城名
字的来历。紫禁城吸引我因为这里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大门上有
铜钉，每排九个，每列也是九个。这
是因为9代表长寿和完整，中国皇帝
最喜欢这个数字。我也看到了房子
的屋檐上面一些动物的塑像，导游
说动物越多说明房主地位高，动物
少的说明地位比较低。故宫每个大
殿的房檐都有11个动物，加上一前
一后的人和猴，变成13个，只有皇家
才可以用这么多动物雕像。紫禁城
还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我真的太喜
欢这个地方了，中国历史真有趣！
	 长城是我多年以来最想去的
景点，我在好几本中文书上都读过
长城，在历史课上也听过长城的故
事。今年我终于来到了盼望已久的
长城。我一直好奇长城到底有多长
有多高，中国人几千年前是怎么建
成的呢？那时候根本没有现代的工
具，完全靠人手搬运这么大的石头，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我去的
是慕田峪长城，那里没有很多人，看
起来没有书上写的那么好。但是后
来证明我错了。我爬长城的时候，没
有想到会这么难，我用力地爬，才爬
了几步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我千
辛万苦的爬上了最高的一个烽火
台。在那里，我觉得离天很近，看得
很远。我不由得想起中国人常说的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次我爬上了
长城，我终于可以说我是一个好汉
了。
	 虽然我只在北京待了短短的几
天，可是这几天，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去了我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还
成为了一位好“汉”了。今年夏天北
京之行是我暑假里最难忘的事。

在老年院表演的经历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朱思媛

指导老师 彭樱
	 今年夏天，我和两位朋友到我
们镇上的两个老年院表演节目。我
拉大提琴，两个同学都拉小提琴。上
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学新曲
子，一起参加学校的才艺表演。我
们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决定给整
天在老人院里困着的老年人带去音
乐。
	 为了每周都能表演一回，我们
每隔一两天练一次。拉的音乐有古
典音乐，流行歌曲，还有我的朋友自
己创作的曲子。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观众不超过二十个人。这个老年院
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来听的老人
大多数是不能自理的人。表演的时
候，有的人专心致志地听，有的人随
着音乐闭着眼睛哼哼，还有的人好
像在睡觉。到了最后，虽然只有几个
清醒的人给我们鼓掌，可是连躺着
小声打呼噜的几位老奶奶脸上都露
出欣慰的笑容，让我们心里感到很
温暖。演出结束以后，还有一位老人
一次又一次地问工作人员我们什么
时候才会再来演出。
	 第一次在老年院表演以后，我
们被深深感动了。在暑假结束前又
到那里演出了一次。暑假结束后，我
们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给他们演奏。

提娜，我的新朋友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凌子衿

指导老师 黄德玉
	 开始上中学了，这真是一件让
人兴奋的事。我又见到了许多小学
时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在学校，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午
餐时间。同学，朋友们坐在一起，说
说笑笑，尽情享受四十分钟自由的
时间。
	 在热闹的餐厅里，我开始注意
到一位新同学。她经常独自一人坐
在餐厅的角落里，低着头吃饭，从不
跟别人说话，也没人理她。后来，我
又在走廊里见过她几次。她总是一
个人，显得很孤独。于是，我决定主
动去跟她说话，做朋友。这一来，我

才知道,	她的名子叫提娜,		刚从埃
及来。提娜说她有五个弟弟和两个
妹妹。爸爸和三个小弟弟还在埃及，
只有妈妈带着她，两个妹妹和两个
大弟弟住在美国。她说她很想念埃
及，想念爸爸和小弟弟们。说着说
着，她就哭了起来。我劝她不要难
过。可是，她还是哭个不停，我心里
也很难受。真想做点什么，让她高兴
一下。
	 终于 ,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
以前在手工班上，做过一个小小的
埃及金字塔。大家都说我做得好，非
常象。我也很喜欢它，就把它放在家
里的柜子里。我想，既然提娜想念
埃及，我就把我做的金字塔送给她
吧。这样，也许会让她开心一点儿。
果然，提娜很喜欢我给她的礼物。她
说，以前从来没有人送给她礼物，我
真是她的好朋友。看到新朋友开心
的样子，我的心里别提多快乐了。

童子军比赛
 华夏桥水分校 六年级  石孟川

指导老师 黄德玉
	 三年前 ,	 我和我的童子军小
分 队 伙 伴 们 参 加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Klondike	Derby比赛。它邀请州里的
每一个童子军分队来展示他们的野
外生存能力和智慧。比赛大约有十
个项目，包括用指南针找方向，自己
生火和做饭，还有搭帐蓬，还得扛着
载有所有东西的雪撬从一个站奔跑
到另外一个站。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了场地
上有很多来参加比赛的队伍，人很
多，	感到特别紧张。我赶快找到我
的小分队。看到队友后,	我稍微有了
一点儿信心。比赛一开始，我们小分
队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很快地完成
了第一项任务：跑过半哩雪地，穿过
树林，到冻结的河边生篝火。大家都
去树林里找柴火，然后丹尼用火柴
点火，但是火柴点不燃！天气太冷、
柴太湿。经过几次失败，丹尼使劲一
划，火柴终于点燃了！我们欢呼起
来，再用树枝架着烤起了棉花糖。
	 过了不久，在这寒冷的雪地里，
我们很快都感觉到累了，步子也慢
了下来。诺伦说他的手都冻得好疼。
我拿出背包里的一双暖手包给他放
在手套里，我们又继续前进了。尽管
气温特低，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
助。最后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
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坚持到最后。虽
然我们都还不满八岁，我们队伍进
入了全州前五名。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会了不能
轻易放弃，还有一只手强过五个手
指，团结力量大。

游拉市海
 华夏桥水分校 八年级  陈子琪

指导老师 郭小川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
去了中国云南省的丽江。在丽江，我
们去了很多旅游点。有一个地方让
我印象很深刻，那就是拉市海。
	 那天下雨，我和爸爸妈妈坐着
汽车行走在又陡又窄的山路。到达
山顶后，我们买了三张进入拉市海
风景区的票，还买了雨衣和鞋套。票
包括了骑马、看风景和乘船。我们每
人骑一匹矮矮的马，我骑着马走在
最前面，紧跟着是爸爸和妈妈。每匹
马都有自个儿的特点。我的马总在
路边的树上撕叶子吃,	妈妈的马老
往狭窄泥泞的路边上走,	爸爸的马
总是靠着石头墙走。那天一直在下
雨，路很滑,我们的马走在陡峭而且
崎岖的山路上，下坡的时候很可怕，
感觉像要从马背上掉下来似的。有
一次，妈妈的马滑了一跤，还好那
条路不算太陡，没摔下山。有一段时
间，我的马跟前面的马距离很远，我
在马腹边上轻轻地踢了一下，我的
马就开始奔跑了，我在马背上颠来
颠去的。跑到前面一匹马跟前的时
候，前面的马往后看了一眼，然后就
用它的后蹄踢了一下我的马，我的
马就再也不敢靠近它了。
	 骑完马以后，我跟爸爸妈妈上
了一艘小船。湖面上一群一群的鸭
子，湖水被周围的绿绿葱葱山脉围
绕着，优雅而迷人。
	 这一天我玩得非常愉快，令我
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