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期，华夏中文学校与爱
写作中心强强联手，重磅推出“华
夏 -EWC 英文写作精英营”。暑期
写作精英营旨在培养学生对阅读和
写作的热爱，徜徉书海，体验阅读
的乐趣，汲取万卷书的滋养，自由
尽情地抒写自己的梦想，与智者交
流自己的思想……

暑期写作精英营分为 8-12 岁
和 13 岁及以上两个年龄组，课程
广泛涉及新闻、艺术、体育、科技
和创意写作等五个题材，学生可以
灵活自主安排阅读写作时间，营期
八周，连续八周不间断的每周一到
周五的课程设置，每天阅读写作一
小时，并完成 300-400 字的习作，
每篇文章都将得到藤校哈佛耶鲁毕
业生的修改和反馈。针对孩子每
天的文章，一对一地 feedback 和
editing 辅导，也有一周一次 1:1
的 online meet and greet 时间就
写作沟通或者也可以就孩子感兴趣
的问题讨论。相信孩子们经过八周
和藤校背景的专业写作老师互动，

孩子的写作积极性和兴趣会增强。
整个营期，学生将完成总共

一万五千字的写作，以达到学生整
体写作实力提升的目的。

“华夏-EWC英文写作精英营” 
时间：6 月 20 日 -8 月 12 日（每
周一至五）。目前正在火热招生，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截止日
期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

课程及招生详情请访问华夏
总校网站 https://www.hxcs.org/ewj.
aspx 。

今夏，让藤校师资团成为你的
私人写作教练！

香，还有很多热带雨林地区的植物，
比如仙人掌，仙人球，仙人剑，等
等，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全家都非常
开心！我们的笑容对我妈妈来说比世
界上任何东西都要珍贵。我非常感谢
她为我们全家付出这么多努力。

另外，我妈妈还非常注重帮助我
学习，取得进步，她会尽量纠正我的
缺点，肯定我的优点，教我如何面对
失败与挫折，如何承受艰辛和委屈，
鼓励我自信，勇于向未来挑战。我从
心里感激我的妈妈为我付出的一切

在我的眼里，我的妈妈是世界上
最棒的！在这里，我想要对她说一句，
谢谢妈妈，
这么多年你
付出的所有
代价。祝你
母 亲 节 快
乐，妈妈我
爱您！

可是比尔一转头，就看到了菲菲和小
猴子在笑。虽然比尔被喷了水，全身
上下都湿了，可是他没有生气，还是
担心菲菲饿着了。比尔赶快把食物放
到菲菲的
碗里。

比 尔
看着它们
笑得特别
开 心， 也
跟着无奈
地笑了起
来。

在各类自然灾害中，洪水最常遇
见且危害又最大。

洪水不但淹没房屋，引起人员伤
亡，并且还会卷走一切物品，包含粮食，
并淹没农田，毁坏农作物，导致粮食
大幅减产，可能会引起饥荒。

洪水往往分布在人口稠密、农业
垦殖度高、江河湖泊集中、降雨充沛
的地方，如北半球暖温带、亚热带。
中国、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洪水发生最
频繁的地区，美国、日本、印度和欧
洲的洪水也比较严重。

洪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人类随
意开垦和伐木，坡地土表层失去了
保护，引起水土流失，很多淤泥沉
积在河床，使河床上升，引起洪水
泛滥，这实际上是大自然对我们肆
意破坏环境的惩罚。

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再遭到破坏，
为了我们的生
命不再受到威
胁，我们必须
保护环境，爱
惜地球，为我
们和后人创造
一个美好的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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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雄
五年级 尹澜 Juliet Weiss

洪水与灾难
标准 8A 班 孔德灵 指导老师 朱毅颖

我
林昱言 Chloe Li  指导老师 鲍克菊

我和我的妈妈
史婧怡  指导老师 王桂枝

我的母亲
石安迪  指导老师 王桂枝

我和我的母亲
杨龄 指导老师 王桂枝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朱樂怡 Katie Chu 指导老师 鲍克菊

调皮的大象
陈湛妮 Janet Chen  指导老师 鲍克菊

我的中文老师
陈湛妮 Janet Chen  指导老师 鲍克菊

洪水与灾难
标准 8A 班 汪唯妮 指导老师 朱毅颖

我的朋友们
Ashley Guo 指导老师 鲍克菊

总校消息

ぁ 长岛分校

在三国里有很多英雄，他们有好多
不一样的英雄特征，比如忠诚、勇敢、
坚持、文静和聪明。我长大了也想做
一个大人物。我最想做一个有勇有谋
的领导者。在危险的时候，一个英雄
会冷静地想办法，勇敢地保护国家。
三国的诸葛亮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
会用计谋来打胜仗。我也想跟他一样，
想到办法来战胜困难。比如空城计，
诸葛亮没有很多的兵马，但是通过用
鬼神一样的空城和别人想不到的埋伏，
打败了几十万的大军。

我也要有一个说服别人的能力。曹
操，刘备，和孙权在打仗之前，底下
的将士会因为危险和困难而放弃。他
们得说服他们的军队，鼓起勇气，才
能打胜仗。一个领导如果没有说服力，
别人就不会听他的话，也就不能让国
家的人听你的。我还要做一个会想到
别人的感觉的一个总统。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只有理解人家对这件事
的感觉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
英雄都是护士和医生。他们会帮助这
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勇敢的把生命
放在前线上，就像三国的英雄一样。
我虽然不想要做医生或护士，但是，
我也想帮助很
多人。在世界
上，还有很多
需 要 帮 助 的
人。只有帮助
别人，才能做
一个善良的好
总统。

洪水是一种自然灾害，指河流、
湖泊、海洋所含的水体上涨，超过常
规水位的水流现象。洪水常威胁沿河、
湖滨、近海地区的安全，甚至造成淹
没灾害。

洪灾是因自然降水过量或排水不
及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物损坏、建
筑倒塌等现象，洪灾发生时不单会淹
浸沿海地区，更会破坏农作物、淹死
牲畜、冲毁房屋。此外，泛滥使商业
活动停顿、学校停课、古迹文物受损、
水电瓦斯供应中断，更会污染饮用水
及传播疾病。

洪水非常危险。如果您收到洪水
警告，您应该前往
非常高的建筑物的
顶部以确保安全。
我们要爱护、保护
大自然和我们生存
的地球，尽可能减
少洪水给这个世界
带来的伤害。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放学前
的最后一堂课是体育课。我们跟着金
发教练来到室外跑道上。今天，我们
要练长跑。课上还有我的四个好朋友，
我跟她们一起练习长跑。除了我和我
的几个好朋友，课上还有五六十个学
生。金发教练跟我们说：“我们接下
来几周，都要训练长跑。今天你们先
自己练习跑步。”

在接下来的跑步练习中，我发现
我的朋友们跑步的方式完全不同。今
天我就来说说我这四个朋友不同的跑
步方式。

先来讲讲短发朋友。她总是第
一个出发。教练的话音刚落，我的
短发朋友就立刻开始跑了。她不管

太阳有多猛，风有多强，都会跑到
我们前面。今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样，
一开始，她就已经跑到队伍的最前
面。这位短发朋友，虽然她一开始
可以领跑，但她经常需要停下来休
息。在她休息的时候，我的另一个
朋友就赶超到前面去了。

接下来，讲讲我的黑发朋友。她
是最有耐力的一个。教练话音落地，
她会冲到操场上。起跑的时候，她跟
大多数人跑得一样快，但其他人只能
跑十分钟，她却可以跑十五分钟。起
跑的时候，她不一定是最快的那几个，
但我们一但停下来休息，她就有了赶
超的机会。所以她总是最早的那几个
到达终点的人。

再来说说我那个有着紫色头发的
朋友。教练话音落地，她不慌不忙、
慢慢悠悠地走到操场上。她起跑的时
候跑得很慢。中间又总是停下来跟其
他人说话、聊天。她训练的时候，跑
得很慢，但她一旦想要冲刺的时候，
却可以跑得比大部分人更快。

最后来讲讲我那个有着一头咖
啡色头发的朋友。她跑步的方式几乎
和我一摸一样。我跑一英里大约需要
八九分钟，她也需要八九分钟。我喘
不上气要歇一歇的时候，她也停下来
在树阴底下休息。
我最多能跑四圈，
她也最多能跑四
圈，而且我们几
乎同时到达终点。

是的，我和
我的朋友们跑步
方式不同。但不
管我们的步调一
致与否，我们都
是好朋友。

每天下午，我躺在我粉色的床上
看书。我会把每一个字都看得仔仔细
细，沉浸在故事的世界里。我会感觉
到我在黑黑的街上走着，或者坐在又
大又绿的龙上打架。我从小就喜欢看
书，无论是漫画书、记实文学、传记，
还是小说等，我都爱看。

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我：“你
读书的时候啊，眼睛睁得大极了！你
读书的时候似乎都不在这个世界，在
另外一个世界呢！”

妈妈说完的时候，我会笑嘻嘻
地跟她说：“妈妈，我的眼睛睁得
多大呀？”

妈妈笑着说：“你的眼睛有这
么——这么大！”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会把她的手伸开，然后我又开始笑
了。她抱着我跟我说：“读书，这是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很喜
欢读书的，每天都会读一本书。”

我抱着妈妈问：“你会读哪些书
呢？会不会读《哈利波特》呢？”

妈妈满脸笑容地跟我说：“没有啊，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哈利波特》
还没有出名。不过，我们会读历史书的。
我是非常爱读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书。我为犹太人感觉难过。等你长大
的时候，我给你买一点关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书，这样我们能一起讨论，
好吗？”

“好啊！妈妈！”我兴奋地说，“我
也喜欢跟别人讨论书的！我真想现在
长大呢！你保
证吗？”

妈妈跟我
勾手约定。说
着说着，我把
头靠在她的肩
膀上渐渐地睡
着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饲养
员比尔因为昨晚看球赛看得太兴奋
了，很晚才去睡，所以今天上班迟到
了。比尔在半路上突然想到昨天大象
菲菲吃的很少。菲菲是他要照顾的大
象，它又可爱又调皮。菲菲有大大的
耳朵，长长的鼻子和小小的眼睛。比
尔怕菲菲饿了，所以就加速，飞快地
赶到了动物园。 

到了动物园之后，比尔很快地跑
到放食物的地方，给菲菲拿了六大瓢
的食物。拿完食物就跑到菲菲住的地
方。他远远地看见菲菲和小布在一起，
好像是在说悄悄话。小布是动物园里
的一只小猴子。它是整个动物园里最
好奇和八卦的一只小猴子。这只八卦
的小猴子和这只调皮的大象，是再好
不过的朋友了。小布很瘦，也有像菲
菲一样的长尾巴，可是和菲菲比，小
布的身体小多了。此时，小布一只手
拿着苹果，一只手抓着树枝挂在树上，
正在听菲菲说等比尔走进一些，它要
拿水喷比尔。菲菲把水吸进鼻子里，
笑眯眯地看着比尔快速地跑过来。

比尔终于到了菲菲住的地方，他
本来要说：“菲菲你饿了吧！”可是
还没来得及说，就有很多水超他喷了
过来。比尔很疑惑，他想，今天天气
这么好，太阳这么大，哪儿来的雨。

前年暑假，我回中国的时候爸爸
给我请了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姓高，
叫高玉华，她个子不高，只有一米
五五，皮肤比我白一点。老师穿着
朴素，很少化妆。老师有时候去排
练才会涂口红。高老师的爱好是锻
炼。她喜欢打手鼓，还喜欢跳广场舞，
最喜欢打柔力球。高老师对我说：“打
柔力球和你弹钢琴是一样的，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高老师是我的中文老师，她每天
都会耐心地教我古诗。

她说：“因为古诗是国学经典，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中国
人要学古诗，要读得准确，有感情，
有节奏。”

高老师对我要求很高。她会指出
我读古诗的错误，注上拼音，然后
让我反复地读，直到我读的准确，
有感情，有节奏。高老师不但教我
读古诗，也教我写作文。她会教我
怎么写关于人物的作文，她说：“要
写那个人的外貌、喜好，还有特点。”
高老师还会夸我写作文进步很大。

高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她
也对我很好，有时候还会给我拿一
些小点心吃。她教我读了很多古诗，

也教我写了
作文。那个
暑假我的中
文 进 步 很
大，我很感
谢她，也希
望明年能回
国去见她。

妈妈给予了我生命，将我含辛茹
苦地抚养长大。

我的妈妈十分喜爱干净，我们的
家总是打扫的非常整洁，已经到一尘
不染的地步了。妈妈每天都要打扫卫
生，有时候连后院都要扫。父母是人
生的第一任老师，妈妈的言传身教一
点一滴都在深深的影响着我。我会走
的更远，飞得更高。妈妈不仅很有爱
心，还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每
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直到无可挑剔。
我的妈妈还很会做饭，今天糖醋排骨，
明天鱼香肉丝，天天不重样，样样精
致美味。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闻见这
香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厨师在
做大餐呢！

我妈妈很幸苦。原先去跳舞，一
周去三次新泽西。单程差不多 2 个小
时，有时候还特别堵车。5 点出发 10
点半才到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
多 2 年。除了跳舞课，我还上着好多
别的班。一周只有一两天在家休息。
放假的时候妈妈会带我出去玩。比如
今年 4 月份放春假，我们就去了旧金

山。我们总共待了
一周。这次出去旅
游我特别开心。以
后有机会的话我还
想去。

总而言之，妈
妈是个十分伟大的
人。她幸幸苦苦的
把我培养大了。我
以后一定会让妈妈
骄傲的。

说到母亲，我们可以想到——
妈妈每天给我们做的早餐，
妈妈每天给我们洗的衣服，
妈妈每天给我们做的家务。
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人物。妈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
来了，妈来遮。雨来了，妈来挡。所
有的委屈都能为孩子受。我们每一个
人要珍惜妈妈给我们的一切，并且感
恩回报。

我的妈妈每天都非常辛苦。家里
家外的事情全部都需要她来处理。可
是，每天早上起床，她都会带着笑容，
让我们全家都开心。我的妈妈也会抽
出很多时间来陪我和我的家人。如果
没有她，我们的生活将会大不一样。

虽然她每天很忙，每天很累，可
是不管有多辛苦，她总会陪伴我们到
室外活动。比如，上周三，我们全家
一起去了布朗士的植物园，看到了很
多奇异别致的兰花，五颜六色的郁金

我 的 妈
妈 很 能 干，
她 除 了 有 一
个 全 职 的 工
作 也 是 一 个
全 职 妈 妈。
跟 其 他 人 一
样， 我 的 妈
妈 也 很 喜 欢

看手机，但是我妈妈总是能安排好时
间把饭菜煮好，把我们的衣服洗好，
把我们的房间和浴室打扫干净，然后
去看她的手机。我和妹妹喜欢玩电脑
游戏和看手机，妈妈常常说我和妹妹，
一定先把学习和作业做好才能玩手机。
妈妈几乎每天唠叨我们练琴，写作业，
复习课文，洗澡，吃饭……她会生气
如果我们不听话。

除了做家务，妈妈也会和我们一
起运动，比如打羽毛球和骑自行车。妈
妈也喜欢一边看手机，一边手划着在网
上买东西。特别在疫情期间更加频繁，
我们家几乎每天或每几天就有快递送
到家。我的爸爸也是无语了，每到看
见快递包或箱子，我和妹妹都会好奇
妈妈又买了什么。看起来网购是妈妈
其中一个爱好。

一个春天的早上，一只乌鸦在池
塘边找食物吃。忽然一只狐狸也来
到池塘边。这只狐狸很饿，它很多
天没吃过食物了。狐狸围着池塘走，
不久，就见到了这只乌鸦。它迅速地
躲进附近的浆果丛里，耐心地等着这
只乌鸦慢慢地走过来。乌鸦终于走到
浆果丛前面，想吃这些浆果的时候，
狐狸突然从浆果丛跳出，把乌鸦吓得
马上跑了。

狐狸追着乌鸦，乌鸦跑得很快，
但是，它最终也累了，他站在一处，
慌忙地想着办法。但是狐狸也很聪明。
它想到怎样吃乌鸦的办法后，慢慢地
走到乌鸦前面。它笑眯眯地看着乌鸦
说：“亲爱的乌鸦，你听我说，我是
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我在这里没有
朋友，你想和我做朋友吗？”乌鸦回
答说：“你在开玩笑吗？我永远都不
会跟一只狐狸做朋友的！”狐狸说：
“因为我是一只狐狸，你就不和我做
朋友？不是每只狐狸都想吃乌鸦的。
我保证我不会吃你的。”乌鸦想了想，
觉得狐狸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说：“好
吧。我和你做朋友。”乌鸦和狐狸整
个上午都在聊天。中午的时候，乌鸦
累了，在池塘边睡着了。狐狸笑着，
张开嘴……忽然下起雨来！乌鸦睁开
眼睛，飞到一棵树上继续睡觉。

狐狸很生气，它等了这么久，还
吃不到这只乌鸦。他在树下生气得跑
来跑去，想另外的办法。忽然听见有
人在唱歌。狐狸抬头一看，吓了一跳，
原来是一个猎人！它吓得瑟瑟发抖，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猎人抓住了
它，把它带走了。

我感恩我们的生活里都有妈妈的
陪伴影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