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天，我从学校回来，感觉家⾥有
⼀点不⼀样，墙上贴着新装饰。我问妈妈：
“妈妈你今天打扫屋⼦了吗？看起来很⼲
净，很整齐。”妈妈回答说：“对，因为
快到农历新年了，我们要⼤扫除，把旧的
东⻄换新，把平常不经常清理的地⽅清理
⼲净，加上漂亮的装饰。”家⾥的墙上挂
起有年味的装饰，窗户上贴窗花，⻔上贴
对联。这些东⻄都是喜⽓的装饰品。

1 ⽉ 31 ⽇那天爸爸从超市⾥回来。他
⼿上拿着好多袋⼦，⾥⾯装满了食物。我
感觉很奇怪，我问爸爸：“家⾥还有很多
吃的，你为什么⼜买了这么多东⻄？”爸
爸回答说：“因为今天是农历除夕，我们
晚上要吃年夜饭。“说完，他就开始准备
晚饭了。

年夜饭做好了，爸爸叫我们来吃放。
哇！好丰盛呀！桌⼦上有好多菜。最中间
是⼀盘清蒸鲈⻥，代表年年有余。也有⼀
碗太平燕汤，⾥⾯有⾁燕和蛋。蛋福州话
也叫“太平”，这代表新的⼀年家⼈都平
平安安。桌上还有螃蟹、虾和青菜，也有
橘⼦和年糕。吃完饭，妹妹说道：“我们
去放烟花把！”我和弟弟妹妹就拿着⼀根
⼀根的烟花出去了。爸爸拿着打火机，帮
我们把烟花点燃。五颜六⾊的⼩火花开始
噼噼啪啪地响，到处⻜，真的是很漂亮。
过了⼀会⼉，火花停了，只剩下⼀点很亮
的头。我把这根烟花快快的转圆圈，⽤很
亮的头在空中画圆形，很精彩。我和弟弟
妹妹们玩完烟花，妈妈就叫我们去看春节
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有好多好看的
节目，有唱歌，跳舞，有很搞笑的相声⼩品，
还有地⽅特⾊的戏曲。真的是太精彩了。

早晨到了，是新年的第⼀天！新年穿
新衣，家⾥的每个⼈都穿着新新的衣服。
新年的时候，每个⼈都⻓⼤了⼀岁，我和
妹妹就给我们⼀家⼈做了早餐。我们做了
蛋卷，⾥⾯有鸡蛋、青瓜、香肠和海鲜酱，
真的是非常美味。吃完早餐，我和弟弟妹
妹们对爸爸妈妈说“恭喜发财！”爸爸就
给了我们红包。我们也有跟在远在中国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视频拜年。

春节是⼀个很热闹的节⽇。在中国，
全家的亲⼈都会聚到⼀起，⼀起来庆祝
新来的⼀年。但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疫情
也住在美国，就只
能跟⾃⼰最亲的⼈
庆祝。虽然就只是
我们⼀家⼈，但这
新年还是过得非常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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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故事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吴菲比 指导老师 文萍

成长的故事
樱桃山分校 九年级 袁圆 指导老师 文萍

李白和他的诗
樱桃山分校 八年级 于维宁  指导老师 章蓬

茉莉花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王姝藻  指导老师 龚万凤

李子树
樱桃山分校 六年级 袁子易 指导老师 龚万凤

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博根分校 双双四册班 郑文滨  指导老师 汤江勤

看图写话  放风筝（三篇）
博根分校 双双四册班 郑文滨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爱打篮球
博根分校 八册 &CSL 八册 指导老师 何燕

大 象
博根分校 马立平六册班 尚博湛  指导教师 孙瑜

长 高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 张鲁源 指导教师 马玉杰

我的爸爸
樱桃山分校 七年级 徐杰瑞  指导教师 马玉杰

龙的传人
樱桃山分校 八年级 关多琳 指导老师 章蓬

ぁ 樱桃山分校

ぁ 博根分校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 樱桃山分校期末工作小结

樱桃山分校 教务长 冯朝晖

寒去春来，冰雪消融，在岁⽉的悄然
流逝之中，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即将迎来
2021-2022 学年的尾声。我们回顾这⼀年的
经历，总结这⼀年的工作，反思⼀下海外
华⼈学习中文的意义，并思考着如何⽤智
慧和情感去诠释它的意义。⼀路走来，虽
然有⼀些不足和遗憾，但更多的是我们每
个⼈都有了不断的成长和切实的进步。

2021-2022 学年，在以校长为首的校委
会的带领下，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开设了
继承语和作为第二语言的 CSL 中文课，还
开设了⼀些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课程，同
时也举办了⼀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演讲比赛、绘画比赛、万圣节游行、网络
春晚等等。校委会和董事会尽心竭力为⼤
家服务，同学们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
动，志愿者们默默付出无私奉献，家长们
齐心协力热情高涨 ...... 在⼤家的共同努力
下，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正从疫情带来的
低迷中走出来，并逐渐走上正轨。

学习中文，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海
外游⼦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只是诗

⼈笔下的风花雪⽉和百转千回，更是“举
杯邀明⽉，对影成三⼈”这样割舍不断的
思乡情怀，是漂泊海外的华⼈对血脉亲情
的追寻以及对文化根源的探究。而对于海
外成长的青少年⼉童来说，学习与⾃⼰有
渊源的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悠久的历
史和风情，则是会增强他们对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代代延续不
断的文化传承，是在融入世界熔炉的同时
也保持⼀份寻根的意识，使他们于纷繁复
杂的环境中在身份认同⽅⾯不至于迷失
⾃⼰。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两年以来，我们每个⼈都经历了百年⼀遇
的疫情，经历了焦虑和伤痛。中文学校也
经历了学生流失和注册下降的艰难时刻，
然而我们终将渡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正如
在学校成立的 20 年中，我们也有过挫折，
但是中文学校发展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因此
而停止过。随着疫情趋缓，学生逐渐回流，
樱桃山华夏中文学校的发展前景必定会更
加光明。

每次和家长们交流时，总会有家长问
我，我的孩⼦不喜欢学中文，觉得中文字
很难写，不愿意说中文，要怎么样才能使
他对中文感兴趣呢？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
践，我总结了几点经验，在这⾥和老师还
有家长们分享⼀下。

第一，拉近和小朋友们的距离，多
鼓励，多表扬，积极热情地和他们用中
文交流。

耐心地倾听⼩朋友们的话，使他们喜
欢老师，愿意和老师分享⾃⼰的趣闻轶事。
开学的第⼀节课，我都会花很长时间让⼩
朋友们互相⽤中文⾃我介绍。有的同学很
热情，⼤⽅得体介绍得很好。可是⼤部分
⼀年级的新生都会有些害羞，不知道要怎
么说才好？这个时候，我会装成⼀个新来
的同学和那个热情的⼩朋友做示范，告诉
⼤家要怎么说。并且鼓励每⼀个同学都要
说出来。第⼀节课很重要，不仅是要让⼩
朋友们认识老师，认识新同学，熟悉新环
境，并且要让他们不要对新老师、新环境
有害怕和抵触的情绪。

第二，根据同学们的爱好和课文的内
容，开发不同的教学游戏和道具增加他们
对学习中文的兴趣。

“学生姓名卡片”---- 不同颜⾊的
4 X 6 寸的卡片，上⾯⽤彩⾊水笔写下了学
生的中英文姓名，并且装饰了卡通图片。
我会把这个“学生姓名卡片”在课前放在
他们的课桌上。让学生进教室时，⾃⼰找
⾃⼰的名字坐下。这个卡片有多种⽤途：
在刚开学时，帮助老师记住学生的姓名并
且在上课提问时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如
果有学生答对了老师的问题，还可以贴⼀
朵⼩红花在这个卡片上作为奖励，看看谁
得到了规定数量的⼩红花，老师就会给他
⼀个⼩礼物。在学期结束时，我会把这个
卡片送给⼩朋友们，告诉他们，他们有多
么地厉害！得到了这么多的⼩红花，我很
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的第一本中文小字典”---- 每

页⾥⾯有田字格、⽅框、横线。田字格写
新学的汉字；⽅框⾥⾯可以画画，写拼
音，写英文；横线上⾯组词或者造句。总
之任何可以帮助同学们记住这个汉字的⽅
法都可以写或者画在这个⼩字典上。每页
可以写两个汉字，⼀本⼩字典⼤概可以记
录 100 个生字。这个⼩字典因为是学生⾃
⼰动⼿写上去的字，加强了他们对生字的
理解和记忆，还可以经常放在书包⾥拿出
来看看，像⼀本真正的字典⼀样来查字，
非常实⽤。另外，我还会根据所学的⼉歌
和课文的内容，找来相匹配的⼉歌和卡通
故事播放给⼩朋友们听和看，让课堂时间
更加有趣和生动。并且会结合课文的内容，
下载打印好各种可爱活泼的动物和卡通⼈
物的简笔画。在课间休息时，分发给同学
们。他们可以上⾊，也可以根据课文的内
容⾃⼰重新组合画画。

第三，保持和家长有效地沟通，确
保家长可以配合老师的教学计划。因为我
们的中文课时安排只有周末的两个⼩时，
课后的家庭作业、网上练习、每天的口语
朗读都需要家长的检查和督促才能完成，
所以家长的配合尤其重要。除了和家长定
期在班级的微信群⾥沟通学习近况，布置
学习任务外，我也会加入⼀些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制定主题，学好中文是孩⼦深入理
解博⼤精深中华文化的前提条件。例如：
十二生肖，中秋节，春节和端午节等等，
写好台词请家长们帮助录制⼀些⼩朋友们
中文表演的录像，并且将他们的表演剪辑
到⼀起放给⼩朋友们看。这些表演录像极
⼤地增加了⼩朋友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
根据我的经验，只要老师有明确的计划，
及时有效地沟通，家长们都会积极地配合
老师完成任务。

伟⼤的⼈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
“不愿向⼩孩学习的⼈，不配做⼩孩的先
生”。保持童心，走进孩⼦的世界，了解
懂得他们才能真正地激发⼩朋友们对学习
的热情。

如何使小朋友们对中文学习感兴趣？
樱桃山分校 马立平中文一年级老师 王卉

你知道中国的⼩孩最喜欢哪个节⽇
吗？⼤部分都会说春节，为什么呢？就
是因为他们可收到很多压岁钱，就是红
包。可是对我来说春节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家⼈团聚⼀起，开开心心的
吃团年饭，聊⼀聊身边的⼈和事。今年
家⼈们给我分享了⼀个特别的故事，我
也分享给⼤家。

鹿晗是个 15 岁的男孩，家⾥条件特
别好。鹿晗的⽗⺟⼀直很忙，没时间陪
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只给鹿晗⾦钱。
希望⽤钱让鹿晗去买他喜欢的东⻄。鹿
晗拿着⽗⺟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慢慢地他开始乱花钱，买的东⻄很贵而
且也不实⽤，他开始⼀次⼜⼀次问⽗⺟
要更多的钱。

鹿晗最喜欢的节⽇就是春节，因为每
年过春节的时候，鹿晗的⽗⺟都会给他⼀
个⼤⼤的红包，有⼀次鹿晗从他⽗⺟送的
红包收到⼀千多块钱。鹿晗拿着爸妈的钱
⼜到处乱花，没了⼜去找爸妈，慢慢爸妈
觉得鹿晗是有点过分了，他们⼀心想现在
忙点多挣点钱，然后可以早点退休，之后
可多陪伴他们的⼉⼦。可他们没想到的，
现在的鹿晗并没想陪⽗⺟的想法。他说：
“想⼀起吃团圆饭？别跟我开完玩笑了，
我从 6 岁的时候起想跟你们⼀起吃团圆饭，
你们在哪？我现在 15 岁了，也不需要跟
你们吃团圆饭。”

鹿晗的⽗⺟听了鹿晗的话很伤心，
夫妻俩想改变鹿晗的⼈生观和对生活的态
度。于是在今年春节爸爸对他说：“⼉⼦，
妈妈爸爸真对不起你，⼀直都没时间陪伴
你，但你现已经⻓⼤了，我们的公司这些
年的业绩也不好，所以我跟妈妈决定这是
我们给你的最后的红包。”鹿晗打开他⽗
⺟给他的红包，可是红包⾥没有钱，而有
⼀张去美国的机票。爸爸说去那边就住在
学校宿舍⾥，第二天鹿晗迫不期待地收拾
行李，去了美国。

匆匆的⼀年过去了，鹿晗在美国除了
上学外还去给别⼈打工，因为英文说不好，
朋友也不多，他过得⼀点都不开心。⼜是
⼀个年宵夜，鹿晗的⽗⺟只准备⼀些⼩菜，
鹿晗的爸爸叹⽓地说：“真不知道鹿晗在
美国咋样？希望这⼩⼦通过生活的体验，
能够懂点事。”“当然我们也有不对，⼩
孩的成⻓也不容忽视。”

正当他们聊天时，突然听到有⼈敲⻔，
鹿晗的妈妈打开⻔，看到他们⼀直想念的
脸。鹿晗抱着妈妈笑着问“还来得及吃团
圆饭吗？”

“古老的东⽅有⼀条龙，他的名字叫
中国；古老的东⽅有⼀群⼈，他们全都是
龙的传⼈。”每当听到这首歌，中国⼈都
引以为豪，因为它凝聚着强烈的民族⾃豪
和爱国情感。

龙的传说，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
史了，是世界上独⼀无二的。龙是⼀种神
奇、本领很⼤的动物，能上天能入海。可
比盖世英雄。它有蛇身，有鹿角，有鱼鳞

和鸡爪。龙，是中国古代生活在黄河流域
的先⼈的图腾，也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
排第五。

在古代龙代表中国皇帝的权利，是他
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龙天下”，他的
身体叫“龙体”，衣服叫“龙袍”，皇帝
做的椅⼦叫“龙椅”，睡的床叫“龙床”。
皇宫⾥，地上、墙上、房上和门窗上到处
都是龙的形象，叫做“龙的世界”。

现在龙作为权利的象征已经成为历
史。但是龙仍然是吉祥的象征，也是炎黄
⼦孙的象征。龙代表着中华民族。龙像⼀
⾯⼤旗，能把世界各地的中华⼉女凝聚在
⼀起。龙是中华文明和中华精神的体现。
因此，中国⼈至今还说⾃⼰是龙的传⼈。

暑假回中国，我看到了蜿蜒的长城，
像龙⼀样，蜿蜒盘转。从广阔平坦的呼伦
贝尔草原，到上海外滩迷⼈的夜景，到处
可以看见“龙”，从划龙舟，舞龙灯，到
龙的绘画，龙的雕刻，
龙 的 旗 帜 等。 龙， 深
深扎根于中国⼈的心
中，成为中华民族的
象征。

我⾃豪我是龙的
传⼈！

李白是个很有意思
的诗⼈，他很喜欢喝酒，
也很喜欢喝醉，他⼤部
分的诗都是在喝醉以后
写的。李白也很喜欢⽉
亮的美丽，他很多的诗

是写酒和⽉亮的美丽。“⽉下独酌”就是
⼀个边喝酒边看⽉亮的诗。

“⽉下独酌”中有⼀句：“花间⼀壶
酒，独酌无相亲”，这是在讲李白在晚上
独⾃⼀个在花下喝酒。下⼀句：“举杯邀
明⽉，对影成三⼈。”是说虽然没有⼈和
李白共饮，可是他可以邀请⽉亮和他⾃⼰
的影⼦共饮，就好像三个朋友在⼀起喝酒。
“⽉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是说⽉亮
不能跟他喝酒，和他影⼦只做他做的动作。
“暂伴⽉将影，行乐须及春。”李白知道
⽉亮和他的影⼦不是真⼈，可是他还觉得
它们是他的朋友。“我歌⽉徘徊，”和“我
舞影零乱”是讲李白跟⽉亮和影⼦唱歌和
跳舞。“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是
说你醒的时候，是要跟朋友高兴。你醉的
时候，⼤家就分开了。最后的话是：“永
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是说李白希
望和⽉亮结为朋友，⼀起到天上旅行。

我喜欢这首诗因为我觉得很有特⾊。
中国⼈是很喜欢跟朋友们喝酒喝醉，⽉
亮和影⼦是李白的朋友，⼀起喝酒，⼀
同喝醉。

⼀ 个 秋 天 的 早
上，秋风吹落了树上
最后⼀片树叶。我拉
着爸爸⼀起来到后院
的树下，我想要爸爸
量我现在的身高，在
树⼲上做个记号，以
后可以随时比较，记
录我长高的过程。我站在树下，后背紧靠
着树⼲，站得直挺挺的，生怕爸爸把我的
身高量矮了。

我不停地嘱咐爸爸：“爸爸，你⼀定
要量仔细了，不要量矮了！”

爸爸⾯带微笑，嘴⾥叼着钉⼦，很认
真地⽤锤头的柄靠在我的头顶和树⼲上，
等位置确定了，我离开树⼲。爸爸从嘴取
出钉⼦，在锤⼦柄测量的位置，⽤力把钉
⼦钻到树⼲⾥。⼤功告成！回家的路上，
我⼀直想，不久的将来，我⼀定会高出那
颗钉⼦很多！

冬天来了，鹅毛⼤学从天而降。我堆
了⼀个威风凛凛的雪⼈，让他像士兵⼀样
替我守护着插着钉⼦的那棵树。

春天在我无尽地期盼中终于来到了。
我迫不及待地拉着爸爸往树边跑去，边跑
边想：那颗钉⼦肯定比我矮好多！会在我
脖⼦的位置吗？或是更矮？

到了树下，我赶紧后背靠着树⼲，
眼睛渴望地看着爸爸，他⼀定很惊讶我长
高了很多吧。诶？我为什么感觉不到钉⼦
呢？是不是钉⼦不⼩心掉出来了吗？那不
对啊，我明明看到钉⼦就在树⼲上的！我
低头看看，没有钉⼦。我顺着树⼲往上看。
唉呀！钉⼦怎么比我高这么多？我怎么变
得这么矮了？

“爸爸！我怎么越长越矮了？”
爸爸说：“你在长，树也在长高啊。

树长得快⼀些，钉⼦就随着树变高了。
你长得慢⼀些，所以你和钉⼦比，就显
得矮了。

“哦，那我以后⼀定要在不会长高的
东西上做标记。”

我的爸爸很善良。
他为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让我变得更好，学习更
多的东西。

冬 天 下 ⼤ 雪 的 时
候，我爸爸出去拿他的
吹雪机清理⼈行道，这
样其他⼈就可以走路了。

他还⽤他的吹雪机把我们邻居车道上的雪
都吹了，因为她很老，而且她⼀个⼈住，
所以她不能⼀个⼈铲所有的雪。他说：“因
为我们的邻居很老，没有⼈和她住在⼀起，
我必须帮助她吹掉车道上的雪，这样她就
不必⾃⼰动⼿了，我们需要帮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教我⼀些我不懂的

东西，这样我才能在学校和其他事情上做
得更好，比如踢足球，他每天和我⼀起练
习踢足球，所以，我的足球踢的特别好。
如果我需要，他还会帮助我学习数学。他
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如果你
不专注，你就不可能在事情上取得很好的
成功。”

这就是我的爸爸，他非常善良而且乐
于助⼈。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我身上，我很
感谢他！

我的妈妈养
了⼀盆茉莉花，
她把茉莉花放在
窗户旁边，因为
窗户旁边有明亮
的阳光，而且也
会透风。妈妈种

的茉莉花⼤概有三十厘米高。我每年夏天
都盼望着茉莉花的清香浓郁的味道。

茉莉花是⼀种非常美丽的植物。它们
白白的花像刚下的雪⼀样白。它每年 5-8
⽉开花。它们长长的杆⼦像夏天的青草⼀
样。绿油油的叶⼦更加衬托出花的洁白。
茉莉花的白⾊花瓣闻起来像夏天晚上的风
⼀样。它们象征着纯洁和爱。茉莉花还可
以⽤来制作茉莉花茶、提炼香料。

茉莉花喜欢明亮和温暖的环境。如果
低于零摄氏度，它们就会冻伤，叶片枯萎。
因为妈妈种的茉莉花就被冻伤过。

有⼀首歌是唱关于茉莉花的，这首
歌叫名《茉莉花》，是⼀首在清朝年间写
的歌。这首歌⼤部分都在讲茉莉花的样⼦
和味道。我觉得这首歌非常优美。我已经
听过这首歌好多遍了，可是每⼀次都还不
会听腻。 

如果有⼈问我最喜欢的花是什么，我
会说是茉莉花。它们⼜漂亮⼜清香。我希
望茉莉花也会成为你最喜欢的花。

我 家 院 ⼦ ⾥ 有
⼀棵李⼦树。这棵树
是 五 年 前 我 爸 爸 从
Lowes 买来的 ⼀棵⼩
树苗。我和爸爸把它
种在院⼦⾥。

我每天放学以后，都去院⼦⾥看看我
的李⼦树长高了没有。可是我每天看它，
都没有觉得它长高了。过了⼀年以后，李
⼦树已经长到我膝盖那么高呢，而且还长
出了好几个枝条。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李⼦树已经长的比我还要高。

李⼦树种下去的第三年就开始结果⼦
了。第⼀次结出来的果⼦很少。刚开始的
时候，这些果⼦长得⼩⼩的，是绿⾊的。
过了⼀段时间，这些果⼦就会慢慢的变红。
最后熟透了的时候，颜⾊就会变黑⾊。五
年后，这棵李⼦树已经长很多很多果⼦了，
今年的李⼦树长的果⼦密密麻麻的。远远
望去，这些红红的李⼦就像是树上挂了很
多灯笼⼀样。松鼠非常喜欢吃我家的李⼦。
它们经常跳到李⼦树上偷吃李⼦。

我很喜欢看我的李⼦树。春天的时候，
天⽓慢慢暖和起来了，李⼦树就慢慢地开
始发芽了。春风就像剪刀⼀样，把李⼦树
的枝条修理得非常漂亮。夏天的时候，李
⼦树的枝条和树叶长得更多更密了。风吹
来的时候，李⼦树就像穿着绿⾊的衣裳，
站在阳光⾥随风⼀起舞蹈。秋天的时候，
李⼦树就会结满了李⼦。我去摘李⼦的时
候，心情非常地快乐。冬天的时候，天⽓
冷了，李⼦树上的树叶都落了。这个时候，
我非常担心我的李⼦树会被冻死。爸爸告
诉我说：“李⼦树掉树叶是为了保护它。
李⼦树等到春天来的时候还会长出树叶
的。”冬天下⼤雪的时候，我的李⼦树就
像披上了⼀件白⾊的衣裳。

我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去院⼦⾥看看
我的李⼦树，还想和李⼦树聊聊天。李⼦
树的叶⼦随风微微地晃动着，好像能听懂
我的话呢！

博根分校

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她们的名字是
Eliannah 和 Lauana。Eliannah 是菲律宾⼈，
Lauana 是巴西⼈。Eliannah 身材矮⼩，短发；
Lauana 身材高⼤，留着长卷发。Lauana 也
戴眼镜。她们都比我⼤，Eliannah 出生于
2008 年，Lauana 出生于 2009 年 3 ⽉。我出
生于 2009 年 5 ⽉，但我们都上七年级。每
天放学后，我们要么⼀起去吃汉堡，要么
⼀起去学校附近的便利店。我和 Lauana 还
会⼀起走回家。当我到家时，我会跟她们
⼀起视频。我有时候可以和她们聊上几个
⼩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常常谈论
学校⾥发生的事情。可
惜的是 Eliannah 下学期
要搬到德克萨斯州。不
过没关系，因为我们还
可以视频聊天。我们会
是永远的好朋友。

牟嘉佐：
美丽的春天到了。春风和煦，天⽓晴

朗。星期天的下午，⽅⽅和元元去公园放
风筝。公园⾥的⼩树都发芽了，⼩草也从
土地⾥钻出来，⼩花在春风中摇摆。鸟⼉
在天空中欢快地飞舞着，⼩狗在草地上撒
欢⼉。

⽅⽅和元元拉着风筝的线，奔跑着，
看着风筝在天空中越飞越高，他们玩得高
兴极了。春天真是适合放风筝的好季节。

齐怡琳：
⼀个春天的上午，春风轻轻地吹着，

天⽓晴朗，万⾥无云。
我和哥哥约好去公园放风筝。公园⾥，

绿树红花，⼩鸟⼉飞来飞去，⼩黄狗在草
地上欢快地奔跑。哥哥拿着⼀个蜻蜓风筝，
我拿着⼀个⾦鱼风筝。我们跑啊跑啊，风
筝飞得高高的。哥哥看着天上的风筝说：
“如果风再⼤⼀点就好了，我们的风筝就
可以飞得更高了！”

这⼀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玩得开心
极了。

吴语鑫：
春天了，昨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约

好去公园放风筝。公园⾥有很多漂亮的花
和绿⾊的草。我仿佛看到了⼩树在春风中
向我招⼿，⼩鸟在天空中欢快地唱歌。我
拿了⼀只画成了蓝⾊和紫⾊的蜻蜓风筝，
我的朋友拿了⼀只带有红⾊和黄⾊的⾦鱼
风筝。我们飞快地在草地上奔跑着，惹得
我的⼩黄狗也追着我们东奔西跑。我的朋
友笑着说：“这只⼩狗⼀定非常喜欢跟我
们⼀起放风筝！”我⼤笑着说：“那我们
再跑快⼀点吧！”我们跑得更快了！

这真是⼀个愉快的下午。

四年前，我从四年级开始
打篮球。我首先从篮球训练开
始，然后开始在⼀支球队打球。
在我第⼀次参加比赛之前，我
非常兴奋，我以为我会成为最
好的球员之⼀，但我错了，我
和我的球队每场比赛都输了，
而且我没有得很多分。这在我
们接下来的比赛中发生了很多

次。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更加努
力地练习，我每⼀天都会打篮球，慢慢的，
我和我的球队变得更好了。这段经历教会
了我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并且要努
力。篮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因为它教给
我很多东西，带给我乐趣。

2018 年的夏天，我们⼀家⼈去加州旅
行，看到美丽的风景。最后⼀站我们去了
圣地亚哥动物园。本来我们是要去看⼤熊
猫，但是我被⼤象吸引了。我从来没有看
过真的⼤象，我就觉得很有趣。 

⼤象⼜⼤⼜高，像⼀块⼤石头。它的
鼻⼦⼜⼤⼜长，在天上挥来挥去，像⼿⼀
样，可以抓东西吃。它的牙齿⼜⼤⼜尖，
也是弯的，像两把剑。它的耳朵很⼤，在
天上扇来扇去。它的腿像树桩⼀样⼜粗⼜
壮，帮助⼤象走来走去。它的眼睛看上去
很⼩，其实⼀点也不⼩，只是长在它的⼤
脑袋上，就看不见了。⼤象走到了树旁边，
⽤它的鼻⼦卷了树叶吃。它的鼻⼦挥来挥
去，像在跟我打招呼呢！这只⼤象的朋友
也来了，伸出鼻⼦来，像在跟我握⼿。

后来我们⼜去看弟弟最喜欢的⼤熊
猫、北极熊和企鹅，它们都非常可爱，但
是⼤象还是我最喜欢的。我们走的时候我
还是想要再去看看⼤象。我们经过纪念品
商店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个非常可爱
的⼤象玩具！
跟我看过的⼤
象⼀模⼀样。
每次我看到这
个⼤象，我都
会想起我们那
次愉快而难忘
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