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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观后感     张长春

	 走出礼堂，已是华灯初上，冬天的寒气扑面而来，而我的心里却是暖

融融的。。。。。。

	 刚刚结束的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的春晚，像深冬里的一股春风，吹

拂着我这个远离故土的游子。孩子们的精湛表演，老师们的悉心指导，家

长们的积极参与，使这台晚会精彩纷呈，好戏不断。

	 早在两个多月前，学校就成立了春晚组委会，下设筹款组，宣传组，

节目组，公关组和后勤组。董事会和校委会团结一致，各负其责，使准备

工作井井有条。他们设立了微信群，有事及时沟通，各小组按时活动，定

期检查工作进度。家长们积极配合组委会的工作，慷慨相助。除了捐钱捐

物以外，还让孩子们到自己的家里排练节目。演出当天，台上台下，除了

晚会工作人员以外，许多家长也一大早就赶来帮忙，他们不计报酬，任劳

任怨。华夏精神在这里充分得到了彰显。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作为一名华夏人，从樱桃山分校的春晚，我又

一次感受到了我们华夏大家庭的生机和活力。这里有同船竟渡的机缘，

也有夙夜耕读的启愿。孩子们字正腔圆的汉语，使我感受到了那发轫于

五千年前的美好文字，听到了来自故乡的声音。

我最喜欢的一次参观
 樱桃山分校 八年级  赵玮雯

指导老师   朱晓虹
	 十一月学校放假，爸爸、妈妈带
我去了纽约州	的康宁玻璃博物馆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我们买票进入了博物馆。一进
门就看到一个很高的乱草形的玻璃
制品。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展区：各种
制作演示区，各种各样的玻璃艺术
品展览区……
	 我们先观看了玻璃小老鼠的制
作演示。演示的人在喷火中把玻璃
做成小老鼠形状。她先做出小老鼠
的身子，然后再拉出了尾巴。接着又
把小老鼠的鼻子拽出来。最后，她做
出了小老鼠的耳朵和眼睛，一个形
象生动活泼的小老鼠就做出来了。
她说有的时候会把做出来的东西免
费地送给观看者。
	 接着我们又去看了大型吹塑玻
璃制品的制作。演示的人先把玻璃
吹成一个大泡泡，泡泡吹得越来越
大而且非常均匀。然后，他把玻璃泡
切割成一个大碗形状，又用其它颜
色的玻璃做为花边，加在”大碗”的
边上。他的助手最后为这个”大碗”
添加了底座和把手，一个非常漂亮	
的玻璃篮子就形成了。
	 最后我们去看了现代和古代玻
璃制品的展览。我最喜欢的东西是
在一个柜子里面的很多镇纸。那些
镇纸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图案，有
龙，有十二生肖，有彩虹。大部分的
镇纸上面都有好多色彩鲜艳的花，
也有小部分的镇纸就是一种颜色。
镇纸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有球形，
蛋形，多边形等，我觉得每一种都非
常漂亮。我们还看到各种各样的模
型，像透明的玻璃凳子，花形的玻璃
碗，还有古代的玻璃吊灯。这些玻璃
艺术品，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我非常喜欢这次的参观，希望
下次还能再去。

我 的 家
 樱桃山分校  八年级  郑源舟

指导老师   朱晓虹
	 我很爱我的家人。爸爸现在在
澳大利亚工作。妈妈带着我和两个
弟弟一起在美国生活。我的家离图
书馆很近，很方便。我的爷爷、奶奶、
叔叔、姨妈和表姐都住在中国。我曾
经在暑假，跟爸爸妈妈全家一起到
中国看爷爷奶奶。他们对我很好，我
希望可以经常去看他们。
	 我的妈妈在费城的宾西法尼亚
大学工作，她是一位研究员。她小时
候在中国四川生活，上了大学就到
美国来了。妈妈给我和弟弟做很多
事情。爸爸不在家，她不仅要买东
西，给我们做饭，还要送我们去学
校。她给我们做的事还多着哪！没
有她，我和弟弟们不能生活！
	 我有两个弟弟。我最小的弟弟
名字叫郑源嘉，他五岁了，今年开始
上学前班和中文学校了。在中文学
校里，他上一年级。他也开始踢足球
了，现在我们三个兄弟都在踢足球。
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不高兴的时
候，就哇哇地大哭。高兴的时候，就
哈哈大笑。我一看到他，就感觉很高
兴。
	 我另一个弟弟的名字叫郑源
田，他现在十岁了，是小学四年级的
学生。在中文学校，他上五年级。他
也喜欢踢足球，但是今年，他的足球
队只赢了一次。他也喜欢玩。有时没
做完作业就去跟朋友玩。妈妈跟他
说这是一个坏习惯，要改掉这个坏
习惯。
	 我喜欢跟弟弟们玩。我们玩球，
玩游戏。和他们一起，无论玩什么都
很开心。没有弟弟们，我会觉得很孤
独。没有妈妈爸爸，我就不能生活。
没有家庭，我的生活会怎么样？

我的老师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1班  傅玉

指导老师  马玉杰
	 我有过很多老师，可是有一位
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她就是中
文学校教过我五年级的李老师。
	 李老师教课很认真，还总是冲

大家笑。她的心情总是很好，很快
乐。我第一天去她的班上课，就没
有看见她皱过一次眉头。有时，有的
同学在课堂上吵闹，她就会用平静
的声音说，“我们在读课文，你们要
安静下来。”有时候我读课文不认识
字，她就会耐心地告诉我怎么读，然
后让我再重新读一遍那句话。
	 李老师每次讲课文的时候，大
家都像进入了那个故事。我们学的
课文是西游记，我好像可以看到那
些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看到孙悟
空拿着金箍棒跳来跳去，跟着唐僧。
他旁边还有懒洋洋的猪八戒和背着
行李的沙和尚。她用很多的感情来
朗读课文，让我们更容易理解那些
故事。
	 李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参加学
校的活动，春节她还指导我们演唱
了电影西游记的主题歌。李老师跟
同学们的关系也非常好。我给她发
email，她总是及时地回答，就像大家
的朋友一样。她在中文学校工作了
很长时间，也教过我哥哥，哥哥也很
喜欢她。
	 李老师现在不教我了，可我有
时在课堂休息的时间去看她，跟她
打招呼，她都会说一声“你好。”	我
觉得李老师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
师！

种番茄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1班  金诗悦

指导老师  张海燕
	 我在我朋友Megan家吃沙拉。
忽然,	Megan问我有没有做过沙拉。	
	 “当然做过了!	我还种过番茄和
生菜!”	我回答。
	 “哦,	真的吗?	你可以给我说说
怎么种番茄吗?	我的后院里面没有
我家里可以吃的菜。”	Megan问道。
	 “好!	第一,	你要买种子或已经
开始长的番茄小苗。你可以在卖果
树的地方买这些。第二 ,	一定要有
堆肥的土，	这可以保证让番茄长得
很大并且好吃。	用树枝来挖圆孔去
种番茄种子。每一个圆孔可以种两
三个种子,	因为有些种子不会长出
来。	过了一两个星期,	番茄就会长
出来。	如果买了已经开始长的番茄
小苗,	只要把小苗放进挖好洞里,	浇
水就行了!	两个月过后,	就可以摘
番茄了!	啊…	菜园里种的番茄真好
吃…?	我说.
			 “谢谢!	我现在就想要开始种番
茄了!”	Megan	回答。
			 “现在我们可以去你后院里看
地!	好不好?”	我说。
			 “好!”	Megan一下子出了门跑
进园子里.	我紧紧跟她跑出去。

孝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陈源凯

指导老师  傅蕾
	 你知道孝是什么吗？孝是我对
妈妈的爱。我很孝顺，从小到大妈妈
给我爱，所以我孝顺她。
	 她每天照顾我，给我煮很多美
味的东西吃，爱我。第一个原因是因
为我会帮助她。有的时候妈妈叫我
去帮忙，我很快地过去帮她。如果妈
妈叫我去扫地，我就会马上去扫地。
在餐馆，妈妈叫我去接客人，我马上
就过去接客人。妈妈每次生日的时
候，我会说：“生日快乐，我爱你！”
并送给她生日礼物。
	 有一次，我得了急性阑尾炎需
要开刀。妈妈很着急，晚上，妈妈开
车带我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用
超声波发现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医
生就叫我们去其它的医院，所以我
坐上了救护车去开刀。后来，我在医
院待了一天一夜。这几天，妈妈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
	 这些都是为什么她特别爱我，
我也特别地孝顺她。她对我一天一
天爱的积累也是我一天一天孝顺她
的脚印。

孝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陈源霆

指导老师  傅蕾
	 你知道爱和孝的区别是什么
吗？爱是爸爸对我的关爱。孝是我

对爸爸的爱和尊敬。
	 我的爸爸是一个聪明的人。我
觉得他还是一个很喜欢修理东西的
人。爸爸开了一间餐馆，他每天都会
煮不一样的食物给我们吃。我觉得
我的爸爸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
每天都很辛苦。他每天工作十二个
小时，有时我早上醒来，他还在呼呼
大睡。在我的记忆里他带我和我的
家人去了一些很好玩的地方。他带
我们去过大西洋，费城，纽约，保龄
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保
龄球场玩的时候。就算他每一天都
很忙，但是他还是会带我们出去玩。
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蛋糕和
玩具。我电脑坏了的时候，我的爸爸
立刻就把他的平板电脑给我用。这
些都让我觉得爸爸很爱我。
	 父亲节的时候，我用压岁钱给
他买了一个按摩椅。	爸爸对我的爱
换回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 的 猫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张璧枞

指导老师   傅蕾
	 我家在后院里养了只黑灰色的
小猫，它的名字叫欢欢。欢欢白天在
阳光下睡觉，	睡醒以后，就在后院
里跟小鸟，兔子，和松鼠玩耍。春天，
它喜欢爬到树上捉小鸟；夏天，它喜
欢跟松鼠和兔子玩捉迷藏。欢欢的
长尾巴每天高高地翘着，好像在说，

“看我，看我，多神气！”
	 欢欢有两只圆溜溜的黄绿色眼
睛，微微上翘的三角形耳朵。当它听
见任何微弱的声音，就会突然停下
来，立起耳朵，一动也不动。它有黑
色，灰色和白色相间的毛，摸起来毛
茸茸的，很舒服。欢欢喜欢用粉红色
的小舌头舔着我的裤脚，它还喜欢
经常用自己的爪子梳理头上的毛。
	 我每天早晨在路边等校车的时
候，欢欢就跟着我走到路边，它的后
腿好像是一个小板凳，它乖乖地坐
在“小板凳”上陪着我。当我上校车
的时候，它的两只绿色的眼珠望着
我，好像在说，“我会想你的，你别
走！”当我下午从学校回来的时候，
欢欢已经在路边等着我了！欢欢是
我最忠实的朋友！
	 欢欢最喜欢的活动是在我家的
菜园里捉老鼠。当它听到一点点老
鼠的动静，它就马上趴在地上，一动
也不动，它的耳朵翘着，瞪大两只眼
睛。突然，它一下子腾空而起，扑到
前方，把老鼠扑到了脚下。	可怜的
小老鼠要逃跑，但欢欢的利爪紧紧
把它压在脚底下。一会儿，它用嘴巴
叼起老鼠，高高兴兴得把它抛在空
中，在小老鼠落到地上之前，欢欢马
上扑过去，用嘴接住小老鼠，欢欢玩
呀，玩呀，直到可怜的小老鼠昏了过
去。欢欢最后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美
餐。
	 欢欢虽然是只猫，但它是我最
好的朋友。可惜，现在它不跟我们住
了，我还经常想念可爱的欢欢。

蚯 蚓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于乐远

指导老师   傅蕾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抓蚯蚓，有
一次，我想不如抓个蚯蚓当宠物。我
抓到一个细细的小蚯蚓，它的楞细
细的。我拿个小碗，放进土，水，和碎
石，再加上一些碎树叶。我把那小蚯
蚓放进碗里，看着小蚯蚓高兴地钻
进土里。
	 我会每天看着小蚯蚓在土里
钻，它会从土里钻出来的，好像在看
风景呢。然后它会再钻到土里去。有
时候，我根本找不到小蚯蚓，可是我
可以看到它留的记号。我放在土上
的树叶看着像有东西在吃呢!	有时
候我看着那小蚯蚓一点不动，像是
睡觉呢，我知道它很懒，一点也不想
动。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开始研究
小蚯蚓。我先看它的外表，我发现蚯
蚓身上有无数多的小楞，这些楞会
变大和变小，	原来是蚯蚓在动。我
还发现蚯蚓喜欢的土很湿，有很多
水分。
	 最后，我把小蚯蚓放回到土里
去，让它自由地活下去。

我的小猫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周宜欣

指导老师   傅蕾
	 我家有一只小花猫。每天放学
回家我都要给我的猫一个很大的抱
抱。我还要给我的猫肉茸，她很喜欢
啊！
	 我的猫动作很快。它刚到我们
家的时候，它嗖的一下就钻进沙发
的后面了，现在它也是这样子。它跑
下楼梯	好像在飞一样，可是它现在
非常喜欢睡觉！
	 我的猫非常聪明。如果把它关
在一个房间，或者是它想要进一个
房间，它总是知道怎么把门打开。
	 我的猫饿的时候，它就	“喵喵”
地叫。你叫一声”treat”，它就马上跑
进厨房里。它蹭蹭你的腿，如果它特
别想要treat，它就抓你的裤子。你放
下你的手给它treat，它就跳起来，好
像在说：“快点，太慢了”。它吃完的
时候，还会闻闻你的手，看看还有没
有食物，可是它早就吃完了。当它知
道没有的时候它就又开始喵叫起
来。
	 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的猫总
是睡在我的边上。我的猫是我最好
的朋友!		我爱我的猫！

大熊猫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1班 郑俊轩

指导老师   傅蕾
	 我喜欢许多动物，如小狗，小

猫，小金魚等，但大熊猫才是我的最

爱。

	 熊猫的长相很有意思，五分像

熊，五分像猫，所以叫做熊猫。它的

身体是黑白色的，它的脸和肚子是

白的，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特别是

那一对黑眼圈，像一个晚上都没睡

好觉，真可爱。胖乎乎的身体，短短

的尾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太可

爱了。

	 在动物园里，它可是“大红人”，

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和它拍照留

念。它的绝技可真多，比如滑滑梯，

滚皮球，翻跟斗，它翻跟斗的时候把

那胖胖的身体缩成一团，像一个大

皮球似的，滚来滚去，引人发笑，非

常好玩。

	 大熊猫不像猫那样爱吃鱼，不

像熊那样爱吃蜂蜜，它主要吃的是

新鲜的竹叶。一只熊猫每天可以吃

几十斤。它吃东西的时候是坐在地

上，左一口，右一口，非常津津有味。

而且吃饱竹子，就乖乖睡觉，所以长

得这么胖。

	 它不像狮子那样厉害，不像猴

子那样机灵，但它比狮子温驯，比猴

子可爱。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么

珍贵的动物。

我的小白狗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2 班  

李佳琳
	 去年圣诞节，妈妈和爸爸送给

我一个圣诞礼物，是一只可爱的毛

绒玩具小白狗。

	 我给这只可爱的小狗起名叫小

白。我叫它小白是因为它的毛很白，

而且它的身体很小。它有一双水汪

汪的黑色大眼睛，一个小小的黑鼻

子，还有一身雪白的绒毛。小白的毛

很软，每次摸上去都有一种温暖的

感觉。

	 小白是我最好的伙伴。我做作

业的时候，它总是瞪着两只大大的

眼睛看着我，好像它也在思考问题

一样。有时候我会给它穿上粉红色

的衣服，戴上粉红色的花，把它打扮

得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一样。每天晚

上，我都会给它准备好一个很漂亮

的小床和一条小被子，让它好好睡

觉。可是它连睡觉的时候也不闭上

眼睛，总是在看着我睡觉。

	 小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狗，

我真是太喜欢它了。

我的钢琴老师
 樱桃山分校    四年级1班  季明远

指导老师  章蓬
	 我最爱的老师是我的第一位钢

琴老师，	她的名字叫爱娜。她是俄国

人，	但是她长得像中国人。她还告诉

我，她小时候认为毛泽东是她的爷

爷。

	 我爱她的原因是她对我特别

好，我跟她学了四年的钢琴。	在这	

段时间里，她教会了我弹钢琴，	更

让我爱上钢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

候，她就会很耐心的帮我。当我弹的

好的时候，	她就很开心。每个星期，

我都盼望着上钢琴课的那一天快点

到，好去见我的钢琴老师。坐在老师

身边弹琴，我是快乐的，我的琴声是

快乐的。

	 当她要退休去迈阿密的时候，

为了帮助我学会参加比赛的钢琴

曲，	她在新泽西多呆了一个月。在她

到了迈阿密以后，她还用视频帮我

练习比赛的曲子。

	 现在，每当我坐在钢琴前，每当

我的手在琴键上欢快地飞舞，每当

一首首动听的乐曲在空中飘扬，我

便想起了我的钢琴老师。

	 爱娜，我的钢琴老师，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