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棵发财树。虽然她
并没有给我带来很
多钱，但是我很喜
欢她，因为她给我
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第一次见到
我的朋友是我和爸
爸去超市买菜。我走进店里的时候一眼
就看到角落里的发财树。她像一个小姑
娘静静地站在一群美丽的穿着五颜六色
漂亮裙子的女孩后面。她的叶子是鲜艳
的绿色，又漂亮又精神。我走近她的时候，
她伸着树枝像是对我招手说：“请把我
带回家吧”。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
把她带回了家。

我很喜欢我的朋友。我放学回家第
一件事经常是去房间看我的朋友，告诉
她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说话的时候我
的发财树朋友会安静地听着。说到有趣
的事，她的叶子在抖，仿佛跟我一起笑。
当我说到伤心事，她一动不动，好像在
看着我说：“对不起，希望你能很快高
兴起来”。这总让我的心情变好。 

有时我很忙，不能去管我的发财树，
她也不生气，总是在边上看我忙。我可
以两个星期不给她浇水，我的发财树叶
子总是碧绿。到了冬天，别的花都谢了，
但是我的朋友的叶子总是绿的，像一件
漂亮的绿色裙子。我也像我朋友一样坚
强。我很喜欢我的发财树，我希望她能
和我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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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世界
我的虎年春节

马立平四年级二班 严子睿 指导教师 魏萍

溪鳟鱼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吴清如 指导教师 张东莉

猎 豹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白大卫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我的小狗 Baxter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赵衠 指导教师 张东莉

老 虎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孟雪莉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校车站的小鸟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艾丽森 指导教师 张东莉

种冬瓜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钟德真 指导教师 张东莉

郁金香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赖颖姿 指导教师 张东莉

发财树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王媛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海 豚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朱思卉 指导教师 张东莉

万年青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喻瀚熙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我的蟹爪兰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宋天随 指导教师 张东莉

蒲公英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张力 指导教师 张东莉

您好，雪球！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周函 指导教师 张东莉

玫瑰花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薛泽熙 指导教师 张东莉

二姨家的狗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赵衠 指导教师 张东莉

草 莓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王晟睿 指导教师 张东莉

竹 子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吴语浓 指导教师 张东莉

含羞草
马立平六年级一班 黄贝 指导教师 张东莉

ぁ 大纽约分校 华裔少年中文读本《华裔美国人》即将面世
热烈祝贺台进强老师数年来的心血终于结出硕果

顺应时代需求，以敏锐的洞察力、前
瞻性视角和历史责任感撰写出来的华裔少年
中文读本《华裔美国人》（试用稿）即将于
5月初面世。由大纽约分校台进强老师撰写，
将由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理事会、华夏中文学
校和新泽西父母子女教育俱乐部等推荐，是
对现行中文教材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对华
裔子女中文教育的一个新突破。

全套书分四册，《各行业华裔人物和
社区领袖导读》，《一个美国族群的历史》，
《身份认同、心理健康与种族知识素养》，
《中美文化价值观的比较与贯通》，分别
从树立族裔榜样人物的角度，从美国华人
近两百年的历史，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
度，从文化比较和哲学观念的角度，帮助
孩子们欣赏两种文化中的精彩元素，树立
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并且思考如何对二者
融会贯通和优势互补。

台进强老师自担任大纽约分校高年级
教师以来，一直在倡导和实践一种以围绕华
裔学生的身份认同、文化自信和社区共建为
导向的中文教育理念，数年来在大纽约校内
开展多种形式活动，班级讨论、参观亚裔历
史博物馆、公开课等形式，积极向华裔下一
代介绍中华文化，疏导华二代面临的身份认
同及自信挑战。并先后在华夏中文学校、全
美中文学校协会、新泽西父母子女教育俱乐
部等组织做了多次讲座。与此同时，他业余
一直在收集资料，尝试写作这套中文读本。

过去两年来，Covid-19 疫情背景下出
现了一系列仇恨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事件，
凸显了华人和亚裔在美国的地位和处境，暴
露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土壤。
在亚裔社区组织的各种关于重视亚裔历史和
亚裔青少年领导力培养的讲座中，大家都在
呼吁一种以关注亚裔更好地生存发展为旨归
的教育。这与台老师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越来越多的华裔人士意识到对华裔子女的中
文教育需要一种新思维：在帮助孩子学习中
文语言和中华文化的同时，关注他们的性格
成长、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实现他们对中
美文化的深层理解以及与移民父母的沟通，
激励华人共建华族社区，培养新生代领袖，
提升社会生存空间。

2021 年 12 月 10-12 日，在加州 San 
Diego 举行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十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暨华文教育研讨会上，在中文

教育中引入美国华人历史，引入华裔孩子
身份认同和文化沟通等内容成为研讨会最
热点的话题之一。在全部65场专题讲座中，
由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副会长夏铭、华夏大
纽约中文学校台进强老师和美国华人联合
会 (UCA) 薛海培会长、UCA 青少年发展项目
主任齐虹女士联袂合作的讲座《关于构建
华裔新生代成长发展生态系统的倡议》，
引起了 200 多位参会代表的关注和讨论。

台老师认为，对华裔子女的中文教育
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从情商育儿、关怀孩
子心理成长和两代人沟通的角度，从引导
族裔文化身份认同和培养完整健全人格的
角度，从培养新生代华裔领袖和团结共建
华族新社区的角度，我们都应该补充华裔
子女在北美本土双重文化中的成长体验，
补充华裔美国人前世今生的历史故事，补
充各行业华人楷模人物的介绍，引入有关
华人社会处境和政治参与的讨论，引入中
美文化价值观比较和对“刻板印象”的讨论。
这些内容并不沉重，而是我们下一代的成
长所需，需要大胆、公开和理直气壮地讲。

台老师强调，上述内容，只有中文学
校系统能提供这个平台和机会去做，因而是
中文教育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因为
英文学校 K-12 教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英文学校K-12教育中关于中国和中华
文化的内容太少，而且存在内容歪曲和陈旧
过时的问题，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美国老师
也极少。但华裔孩子的成长自幼需要有自己
族裔文化和生活的内容，需要有华裔代表人
物，需要有华人对美国的积极贡献，才不致
于让华人孩子和别的族裔孩子认为华人在美
国是可有可无的“永远的外国人”。现在华
人推动亚裔历史进K-12课堂，这是大好事，
却也面临着很大阻力，有效实施会是一个相
当漫长的过程。即使能进去，由于英文学区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面对的是各族裔的学生，
只能取最基本的各族裔的公约数，不可能详
细针对华裔孩子特殊的需求，所以这恰恰给
华裔社区的中文教育提出了要求和机会。

热烈祝贺台老师数年来的心血努力
终于结出硕果，期待更多同仁们在这个领
域的研究和实践走向深入。这套书共有四
本，具体内容介绍可参见网站 https://www.
chineseamerican.net/。

（大纽约校委会供稿）

如果你问我，一年中
最喜欢哪个节日？我会告
诉你，我最喜欢的节日是
春节。我最喜欢春节是因
为我们一家人会一起做很
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今年是虎年。从腊月
二十八起，我和妈妈就开
始贴春联、贴年画，给家里增添了不少喜
气洋洋的过年气氛。今年的年画和对联上
都画着胖乎乎的大老虎，真可爱！奶奶忙
着蒸馒头、蒸包子，和准备年夜饭的材料。
除夕那天一大早，我早早地跳下了床，帮
助妈妈和奶奶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
净净，焕然一新。爸爸妈妈上班，我和弟
弟也上学去了，奶奶在家里忙着包饺子，
还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年夜饭。今年的年
夜饭有：四喜丸子、香烤排骨、卤味拼盘、
辣烤鸡腿、红豆年糕、凉拌皮蛋、红烧牛肉、
百财饺子、酿丝瓜和八宝饭。我们全家人
围着桌子举杯庆祝春节，我还喝了山楂果
汁气泡水，酸酸甜甜的，真是超级好喝！
吃完了美味的年夜饭之后，我和弟弟一起
给奶奶拜年，说：“祝奶奶虎年吉祥！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奶奶听了非常高兴，
她给我们每人一个胖乎乎的大红包，也给
我们送上了祝福，祝我和弟弟：“虎年虎
头虎脑！虎虎生威！快乐成长！”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在学校里给小
朋友们介绍了中国的春节。小朋友们提了
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老师高兴
地夸我是小老师。我很自豪！

我很喜欢过春节！我希望天天都是
新年！

有一天科学课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溪
鳟鱼。溪鳟鱼养在鱼缸里，它们游来游去，
很可爱。

溪鳟鱼喜欢生活在水质清澈冰冷和溶
氧量高的小溪和湖里。它是美国九个州的
州鱼。我们的溪鳟鱼现在还很小。它们是
棕色的，鱼皮上有花色的斑点。每一条溪
鳟鱼都有不同的斑点。有一天，我的科学
老师让我喂溪鳟鱼。科学教室的门旁边有
一个小冰箱。我的科学老师从冰箱里拿出
来一个袋子。袋子里面有鱼食。我从袋子
里面拿出来一点鱼食，放到水里。小溪鳟
鱼立刻就游到鱼食那里，很快就把鱼食吃
完了。溪鳟鱼很可爱，我看到它们很开心。
所以我很喜欢科学课，因为我可以在科学
课上看到它们。

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溪鳟鱼放
回小溪里去。我很伤心，因为我不能看到
溪鳟鱼了，但是我会经常想起它们的。

每年初夏，妈妈都会带我和妹妹去农
场摘草莓，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传统，
就像春天赏樱花、秋天看红叶一样。

纽约附近有很多农场都可以摘草莓，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个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
的有机农场，因为那里的草莓又大又甜又
多汁，还是有机的，我和妹妹都特别喜欢。
这个农场在一片山谷里，占地很广，所以
每次去我们都要再坐一会儿拖拉机才到种
着草莓的田里。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都
是草莓的绿叶子，好像草莓还都没有长出
来。走到近处蹲下来拨开叶子，才发现原
来红红的草莓都藏在叶子下面，一串串的
像红色的小灯笼，特别可爱。妹妹觉得草
莓顶上的小叶子仿佛遮阳帽，给红扑扑的
草莓们遮阳。

熟了的草莓晶莹剔透，我和妹妹都
忍不住想尝尝它的味道。放一颗在嘴里轻
轻一咬，果然是又香甜又新鲜，比平时在
超市买的好吃多了，我和妹妹都非常喜
欢。我们边吃边摘，很快就摘了好多的草
莓，篮子都满了快拎不动了。妹妹的小脸
上沾满了草莓汁，
又被太阳晒的红扑
扑的，她好像也变
成了一个可爱的小
草莓。

春天来了，离
夏天也不远了，过
几月又要摘草莓了。

你如果问我喜欢什么植物，我就会回
答：竹子。一看到竹子，我就想到中国。
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可爱的大熊猫，最
喜欢吃的就是竹子啦。记得上次我和爸爸
妈妈去华盛顿特区的动物园看大熊猫美香，
只见它一个劲儿地吃着竹子，可爱极了。
我喜欢竹子，还因为它的全身都是宝。在
中国我们会把它做成竹篮、竹筐、毛笔。
南方的少数民族还会用竹子盖房子呢。还
有，每到春天，一阵春雨过后，竹笋便纷
纷露出地面。外婆会用竹笋来烹饪各种美
味，有竹笋炒肉、竹笋腌笃鲜，都是我最

喜欢的美味。
竹子有着挺拨的

身材，穿着青色的衣
裳，身体里的空心代表
着人的虚心，笔直挺拨
的身躯代表人的正直。
所以，你如果问我最喜
欢什么植物，我就会回
答：竹子。

一个春天的中午，阳光照进屋子里，
爸爸给了我一个白色的花盆，里面有土。
他告诉我里面有含羞草种子。

我从来没有养过植物，所以很兴奋。

每天，我去花
盆摸一下土，
看土干不干。
要是干，我就
给它浇水。要
是不干，不需
要浇水。过了
一个月，它就从种子长成小植物了。我爸
爸种了十多颗种子，但只有四个长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地养它们。一棵含羞草
有好多的分枝，每一个分枝就有好多小叶
子。每个叶子都是椭圆形。这些叶子都是
很小很小的。它在夏天开花。它的花是浅
紫色，很像一棵正在开的蒲公英。白天，
含羞草的叶子都开着，天黑了，它就把叶
子关上了。最好玩的是你一摸，它就关上了。
过一段时间，它会再打开。有时候，我走
到花盆旁边，然后把每一个分支都摸一下。
含羞草就像活起来了，忽然就把每一个叶
子都关上了。我等了一到三分钟，然后它
就把叶子又开了。含羞草的分枝长得太长
的时候，它都站不直了。这时候爸爸就需
要把它剪短一些。我不想它被剪掉，但是
我知道这对它有益。

现在，含羞草在楼下，在我吃饭的桌
子旁边，所以我每次吃饭就可以看见它，
想着我第一次看见它时好高兴。

猎豹是一种哺乳
动物。它们的家乡在
非洲的大草原上。猎
豹是肉食动物，它们
会捕食跟自己大小差
不多或更小的动物，
像：鹿、斑马……猎
豹打猎时最快奔跑速
度是六十迈，与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的速度
差不多。但是猎豹只能短距离跑这么快。
猎豹是地球上的短跑冠军。猎豹有四种：
三个最大的种类是在非洲，一个小的种类
是在亚洲。猎豹有三种家庭结构：一种是
妈妈和幼兽们一起生活，一种是很多雄的
猎豹住在一起，还有一种是一只雄猎豹独
自生活。猎豹目前最大的威胁是没有很多
能生活的地方。因为猎豹是低种群动物。
猎豹对人类没有很多侵略行为。其实在几
千年中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里，人类会饲
养猎豹。我们人类需要尊重和保护猎豹和
它们的栖息地，因为那是大自然赐给我们
的宝贝。

爸爸三年前的春天从超市买回来了一
盆儿植物，长得很奇怪。我问爸爸这个植
物叫什么名字，他说：“你看看它的叶子，
觉得像什么？”我回答：“我觉得像蟹爪
子！”爸爸说：“对啊！所以它才叫蟹爪
兰呀！”从那天以后，爸爸每天给蟹爪兰
浇水，把它搬到窗边晒太阳，所以它长得
很茂盛。过了几个月，蟹爪兰长得太大，
爸爸就把它分出来一盆。有时候，我们剩
的牛奶或是酸奶，爸爸就会用它浇花，为
了给它营养。春节快到了，突然有一天，
我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它冒出了红色的

小小的花骨朵。
我 大 叫：“ 爸
爸过来看！蟹
爪兰开花了！”
又过了几天，
花骨朵绽放出
很多很多美丽
的小红花，把
节日的家里点
缀得更美丽了。

我最喜欢看蒲公英。每年春天和夏天
中间的时候，我家门前的蒲公英就长得到
处都是。在我家对面邻居的草坪上，蒲公
英长得连草都看不见了。蒲公英刚开始的
时候开着黄色的花。黄色的小花瓣，看起
来真美啊。蒲公英开花的季节在五到七月
份，这时长长的冬天早就已经过去了，在
长满蒲公英的夏天草地上散步，我就觉得
很开心。我觉得开小黄花时的蒲公英是最
好看的。蒲公英的黄色花瓣长了一两个月
后就会变成白色的伞。白色的小伞看起来
象老人的白头发一样。白色的小伞，你一
吹它们就飞起来了，飘着飘着，就飘远了。
我最喜欢吹蒲公英的小伞了。

每年夏天吃完晚饭我和爸爸妈妈在外
面散步，一路上都是蒲公英。爸爸妈妈跟
我说蒲公英太容
易生长，会把草
地的营养抢走，
这样别的植物就
长不好了。但是
我还是很喜欢蒲
公英，不知道你
们喜不喜欢呢？

我十岁生
日的时候，妈
妈爸爸送给我
一个盒子。盒
子里是什么？
为 什 么 这 么
重？我打开一
看，原来是个

雪球！ 雪球呀雪球，你真漂亮！雪球在一
个黑方块上。上面是一个圆的玻璃球。雪
球呀雪球，你真可爱！里面装着两头小鹿，
还有树。地下有条小河，还有石头。一只
鹿站着，看起来特别警戒。小鹿耳朵竖着，
眼睛往我看。另一只小鹿耳朵也是竖着，
它的嘴挨着小河的水，它是正在喝水呢。
雪球呀雪球，你对我是正好的！我抖一下

玫瑰花，多
么美好的花，它
象征着纯洁的爱
情，热烈而美好。

我的妈妈特
别喜欢玫瑰花，
所以每过两三个
礼拜，她都会把一束五彩缤纷的玫瑰花带
回来。它们有许多颜色，有粉色、红色、
白色，还有很多别的颜色！每当清风吹过，
阵阵花香围绕在你的身旁，让你仿佛置身
在春天的花园里。我每一次看到玫瑰花，
我就会不住地问自己，玫瑰花为什么会这
样吸引我呢？

见到玫瑰花我就想着花茎上的刺，害
怕碰到了花茎上的小刺被刺伤。就像很多
美好的事情一不小心也容易受到伤害，我
们也要像玫瑰花一样学会保护自己。它的
叶子尖尖的，落下来的时候就像小船在小
溪里慢慢的游荡。 

我为什么喜欢玫瑰花？不仅是因为它
多姿多彩，迷人的香气，还有它的自我保
护。我每一次看到花瓣儿慢慢地随风飘荡
落下来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要努力把握
自己的人生，使它变得更加美好。

我没有养过动
物，我二姨家有一
只狗，叫嘟嘟。妈
妈有很多嘟嘟的照
片，和二姨视频的
时候，可以看到活
泼可爱的嘟嘟。嘟
嘟瘦瘦的，小小的，

毛绒绒的。它浑身都是棕色的毛，没有一
点杂色。二姨最近付了很多钱给它剪毛，
可是今年去了很冷的外婆家，嘟嘟冻得哆
哆嗦嗦的，于是二姨赶紧给嘟嘟买了一件
衣服，它很神气地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跑。
我从来没有看到它睡觉或者起床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它的床很好，跟我的椅垫子一
样软软的。我看到过二姨把肉放到高一点
的地方来逗她玩，嘟嘟只能看，却吃不到，
逗得二姨很开心。要是有人给它吃的，嘟
嘟会很喜欢那个人，摇头摆尾地围着那人
不停地转。它看到别的狗，会非常高兴地
去跟它们做朋友。

我觉得嘟嘟很活泼，也很有趣。它是
一只很聪明的狗。我很喜欢它。

我有一个小狗
叫 Baxter。 虽 然 他
都一岁了，他还是非
常调皮。我每次给
Baxter 洗 完 脚 还 没
等擦干，他就急着蹿
出去满屋乱跑。

Baxter 是 一 只
比熊犬。他有白白的、卷卷的毛，还有四
个短短的腿。有一双又黑又大的圆眼睛，
和一个黑黑的鼻子。他性格憨厚，所以要
是他犯错误被我惩罚了，他也从来不记仇。
Baxter 每天的生活就是吃玩睡。吃饭的
时候，他总是不爱吃自己的狗粮，跑来用
他的前爪扒拉我，表示他也想要吃我吃的
食物。他经常嘴里叼着一个玩具来找我玩。
他睡觉的时候还会打呼噜呢。我每天放学
回来，Baxter 都会在门口等着我，看到
我就会非常高兴地摇着尾巴迎上来，我一
蹲下来，他就躺倒在地上，露出粉粉的肚
皮让我摸。

Baxter 是我最好的小伙伴，我很喜
欢他。

今年是虎年，也
是我的本命年。

老虎是很奇特的
动物，强势、凶猛和
勇敢。它们是森林之
王，是十二生肖之一。
老虎身上的颜色有漂
亮的橘色和黑色的斑
纹，它们总是威风凛

凛。每次我去动物园，就会迫不及待地
赶去老虎的园子。老虎的凶猛是一山不
容二虎。有时候，老虎会安静地趴在地上，
盯着来往的游客，即使它们不走动，也
让游客害怕，游客拿着相机兴奋地照相。
有时候，老虎也会走过来走过去，好像
它们在思考什么问题。我总是会高兴地
向老虎招手。

每当过节和过生日的时候，我会收
到很多老虎的玩具，我把它们收集好放
在我的床头。我会假装它们是真的老虎，
就像是我的宠物。我最近在学校用木炭
笔画了一只老虎，这幅画成为学校的展
览画之一，我很喜欢。

老虎现在快要灭绝了，我们需要保
护它们。我希望我能像老虎那样勇敢和
坚强。

我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我的好朋友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动物。她是一

我从小就很喜
欢海豚。它们优雅
玩耍的样子真的太
可爱了。

海豚是一种很
聪明的动物。海豚
干什么，都会动脑
筋。它们在澳大利

亚的大海中玩耍的时候，把海绵放在鼻子
上，它们就不会被尖尖的珊瑚礁扎到。科
学家在一个实验中，把一个镜子放在水里。
然后，在海豚的身体上画了一个道子。海
豚游到镜子前，左看看，右看看，看看它
身体上是什么。

海豚喜欢跟人类玩耍。它们会一些杂
技动作。如果一个人把一个呼啦圈举到水
面上，它们会从呼啦圈跳进跳出地玩耍。
海豚们喜欢跳出水面，翻几个跟头，再回
到水里。海豚有时候会跟在船的后面。

海豚真是一种可爱又神奇的动物。我
想着有一天骑着可爱的海豚，来到大海里。

我每天早上，总是很高兴，很兴奋地
走到校车站，因为我的小麻雀会在那等着
我。每天早上，总是有一只小麻雀，唧唧
喳喳地叫着，给我和大家唱歌。这只麻雀
是一只很独特的麻雀，它长的胖胖的，有
一个雪白发亮的肚子，整个身体也是毛茸
茸的，很可爱的样子。这只小麻雀叫的时候，
它好像在唱一首美丽的歌。它不怕人来到
它跟前，也看起来一直笑眯眯的。

不管是下雨或
者下雪，这只麻雀总
是在校车站等着我。
我觉得我很幸福，因
为我每天早上都能看
见这只可爱的鸟。

小麻雀真是我
的好朋友！

有一天我和妈妈去鲜花超市，看到各
种各样的花，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郁金香。 

我很喜欢郁金香因为它们色彩缤纷：
有红色、粉红色、橘色、黄色、白色、黑色、
紫色、蓝色、绿色等等。郁金香代表完美
的爱情。每一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意义。红
色郁金香代表真爱，紫色郁金香代表皇室，
黄色郁金香代表开朗和光亮，白色郁金香
代表宽恕，粉色郁金香代表爱和关怀…… 
我很喜欢郁金香，因为她样子娇美鲜嫩。
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就好像小宝宝，穿着一
件嫩绿的衣裳，叶子就像张开的双手，等
着妈妈来抱。每一棵郁金香都有很多花，
高贵而优美。

我叫妈妈买棵红色橘色的郁金香，种
在我的园子里。我经常给花浇水。等了一

个星期她就张
开了，现在我
可以在家里看
到美丽的郁金
香。这就是我
最喜欢的郁金
香，她起源于
欧洲，是荷兰
的国花。

我学到了万年青这种植物。万年青是
一种特殊的植物，因为它一年四季，春、夏、
秋、冬都是绿色的。万年青是一种有很少
叶子的常绿植物。万年青的树干比其它的
树细，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万年青的样子。
万年青的叶子也很细，而且闻起来像橘子。
万年青长在很多地方，在雪山里也经常看
见万年青。我们家门口没那么多万年青，
可我还是经常在去学校和放学的路上看到。
我也在学校里画过万年青。每次我看到万
年青的时候，我都会想象我自己是一棵万
年青，一年四季我都不怕热也不怕冷，在
秋风吹过的时候，
我的小叶子就动
起来，好像是在
跳舞。后来我到
家的时候我才发
现我自己不是万
年青，我是在观
赏万年青。

你，一些小白渣子（假的雪花）会往上飘
起来。雪球里有闪光会亮亮的，真漂亮！
过一会儿，“雪花”就落下来了。“雪花”
不光落在地上，它还会落在小鹿的后背和
树上。我一碰，“雪花”就掉到地上。雪
球呀雪球，谢谢你！你每天陪着我。让我
每天高高兴兴。谢谢你，雪球！

在我家后院，我们打算种一些冬瓜。
等到春天天气暖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刚
开始的时候，只看到很小的瓜苗，就是几
片小叶子。大概几个星期后，冬瓜叶子越
来越大，瓜藤顺着我们插的竹竿往上爬。
一段时间后，冬瓜的叶子密密麻麻，风一
吹，就像和我们摆手打招呼。冬瓜开始开
花了，花的颜色是黄色的，很漂亮。又过
了一段时间，冬瓜开始结瓜了。瓜长得很快，
越来越大。一眨眼，到处都是瓜藤，藤好
像是很多手臂一样。爬到这里，还有那里，
想要抓住你的腿。还有，冬瓜的叶子和藤
有很多刺，摸了不会痛但是会不舒服，感
觉到一种奇怪的感
受。我们种的瓜，
我们喜欢，我们养
的鸡也喜欢！等了
很久，冬瓜又大又
熟，我们花了很多
时间种了这个好吃
的冬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