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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  廖武陶

 今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去了

中国。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这次

能回国特别兴奋。我很想念中国的

亲人们。在纽约机场，我到处乱跳，

等不及要上飞机。在飞机上，我高兴

得都睡不着。幸好椅子上有电视，不

然我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在飞机上

时差就倒过来了！七月十号，我们

的飞机终于到达了中国北京！然后

舅舅接我们去了山东。

 几乎所有亲友都到车站接我们

了。姥姥看到我们流下了高兴的泪

水。亲人们都对我们很好，姥姥姥爷

已经提前给妹妹买了小猫、小兔、

小鸡，姨父和姨妈带我们出去玩，

舅舅舅妈给我们买好吃的，两个表

弟跟我和妹妹玩游戏，可真开心！

妈妈带我们去看望她的爷爷，他今

年九十岁了。老姥爷穿了很好的衣

服，还特意戴了一顶礼帽，看到我们

他就哭了！后来走之前我们说要再

去老姥爷家一次，老姥爷说天太热

不用了，可是第二天他竟然自己坐

车来看我们了！三个星期很快过去

了，我们要去东北妈妈的姥姥家。这

里的亲人对我太好了，我都舍不得

走。在火车上我没说几句话，总是从

窗户看外面的风景。

 虽然我们只在东北呆了一个多

星期，我们却过得很开心。舅爹最疼

爱我，喊我老儿子。他厂区后面的桃

树今年结果子，他告诉所有的亲友

和他的员工，一定要等我和妹妹先

摘了，他们才可以去摘。妈妈的表姐

和表弟从很远的地方也赶回来看我

们。舅爹说在我们来之前他就把行

程安排好了，每天开几辆车大家一

起出去玩，一起吃各种好吃的。我们

也去了海边钓鱼。那是我第一次真

正的钓鱼，虽然没有耐心可是后来

还挺高兴的。

 时间到了我们回美国的时候

了，大家都很伤心，尤其是我妹妹，

在火车站大哭了起来。舅爹安排好

公司的事，亲自送我们去北京上飞

机。这次暑假回中国是我今年最高

兴的一段时间。明年暑假我真希望

能再去一趟。

《我想去巴黎》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七册班  顾甜甜

指导教师: 汤江勤

 我喜欢旅游，虽然我只有十岁，

可是已经去过除美国以外的十三个

国家了。我最喜欢的是去意大利游

玩。我和姐姐、爸爸、妈妈到过意大

利的很多城市，在那儿我们不仅看

到了美丽的风景，还学习了很多这

个国家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吃到很

多好吃的正宗的意大利饭菜和很多

很多种意大利冰淇淋（gelato）。

 但 是 ，我 现 在 最 想 去 的 地 方

是法国巴黎！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巴黎是我妈妈最喜欢的地方，在护

照上我有两个中间名：甜甜和巴黎

（Paris）。提到巴黎，我眼前出现的不

仅有金碧辉煌的宫殿，闻名世界的

埃菲尔铁塔，还有很多博物馆。我常

去纽约的博物馆，在去欧洲旅游时

也参观过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巴黎

的罗浮宫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名的博

物馆之一，如果去巴黎我一定要去

罗浮宫看《蒙娜丽莎》！我一定要登

上埃菲尔铁塔的塔顶, 一想到我能

站在埃菲尔铁塔的最高处，我就兴

奋不已。   

 巴黎还是个时尚之都，再懒的

人都会想去那里的商店走走看看，

我也会去逛逛。 我还想去看 巴黎圣

母院和凡尔赛宫。但是我想好了，下

了飞机第一件事我要去吃正宗的法

国大餐， 可口的可丽饼和黄油牛角

(crepe and croissant )，还有用花做的

法国餐。我真想能亲眼看一看巴黎

这个光之城。

《我的生日派对》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毕业班  曹孟谈

指导教师:  张勤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决定邀请

几个好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上午，朋友们都来了，大家直奔

院子的雪堆。我提议分成两个队，打

雪仗玩儿。经过激烈的对抗，对方终

于全军覆没。我们赢的一方开始惩

罚他们了，而惩罚的方式就是像他

们每一个人扔雪球，最后他们个个

不得不狼狈地举手投降。快乐的时

光总是感觉过得快，不知不觉地我

们已经玩了几个小时。

 之后，在生日歌曲的伴随下，朋

友们开心地吃起了生日蛋糕。当我

们吃饱喝足之后，就坐上车去大商

场爬绳网玩儿。

 在去的路上，我们都相互吹牛

说自己肯定是爬得最高的。可是当

我们真的站在绳网的前面时都傻眼

了。那个绳网架设在大商场的中间，

有四层楼高，复杂的结构顿时让我

们眼花缭乱。可是牛都吹了，所以不

得不爬。我第一个冲上前，当前脚刚

踩上绳网时，就开始胆怯了，心也提

到了嗓子眼，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

把右脚也踩了上去。就这样，一直胆

战心惊地往前走，不敢往下看。经过

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把所有难度的

绳网都走了一遍。朋友们也都迫不

及待想回到地面，因为半悬在空中

的感觉实在不好受。最后，朋友们一

致认为我是胆最大的。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朋友们开

始纷纷地离开。我静静地躺在床上

回忆着今天地快乐时光。

虽然这个生日派对貌似在普通不过

了，但是通过大家一起玩儿，让我们

彼此更加了解，也加深了之间的感

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次百科知识竞赛》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毕业班    虞恺越

指导老师：张勤

 我 是 一 名 七 年 级 的 中 学 生 。

这 个 学 期 开 始 时 ，我 加 入 了 学

校 的 百 科 知 识 竞 赛 小 组（ Q u i z 

Bowl Club）。十一月一号在Bergen 

County  Academy举行的第四届

Bergen Academies Junior Academic 

Competition 是我参加的第一场竞

赛。比赛前，我觉得很紧张，对自己

也没多大的信心。但学校的老师和

队友们都说我很聪明，知识面也很

广泛，会比出好成绩的。大家的肯定

和鼓励让我心里踏实多了，也更自

信了。

 比赛当天，我早早来到了比赛

场地。老师让我们参赛队员聚在一

起，介绍了这场竞赛的规则。初赛由

五轮比赛构成，每轮比赛包括二十

道抢答题。对每一道题，答对的组除

了能得十分之外，还可以回答另外

三道附加题。初赛之后就是淘汰赛

和最后的决赛。我们安顿好之后，竞

赛很快就开始了。

 我们组是由我和另外三名队友

组成。比赛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组

主要是由我来得分，一有难题，大家

就期待地看着我，这给了我更大的

压力。而且，前两组比赛中我们的对

手都十分强劲，出的问题也难，让我

很紧张，脑子好像不转了，知道的知

识都想不起来，场上表现也越来越

不如意。到第二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都快失去信心了。但第三场比赛

开始，情况一下子出现了转机。也许

是题目相对容易点儿了，也许是对

手没那么强了，也许是我紧张过了

头反而平静下来了，总之第三，四场

比赛我的状态很好。前两场比赛时

冰冻在脑子里的答案这时都出现在

脑海里，临场反应也很快，就连不太

确定的题目也能根据已有的知识猜

对正确答案。由于我的出色发挥，我

们组赢了这两场，进入了最后一场

比赛。

 第五场比赛是最紧张激烈的，

我们和对手在知识面，反应能力方

面都旗鼓相当。我们答对一题，他们

紧接着就答对一题，比分交替上升。

到最后一题时，我们和对手的比分

是200比190，我们领先。主持人刚开

始念题目，我就看见队友Chris眼睛

一亮，抢先按下了抢答器按钮。但

是，铃没有响！主持人居然在上一

道题回答完之后忘记重置抢答器

了！这真是太可惜了，要不然我们

就赢了！主持人连忙重置了抢答

器，但是这道题也作废了。新出的一

道题我们都不知道答案，结果对方

赢得了这场比赛，我们没能进入淘

汰赛，真是失望极了。

 午饭后进行了初赛的颁奖典

礼，竞赛组织者首先宣布了进入淘

汰赛的组名单，我们组虽然没进，

但我们中学的另一个组进入了淘汰

赛，很为他们高兴。接着又宣布了个

人奖名单，是由得分最高的十个同

学获得。我不由得想，今天我的总体

表现还不错，是不是有可能得个个

人奖呢？我认真地听他从后往前宣

布名单，“十，九，八，七，六，五......”, 

还是没有我，我很泄气，觉得我肯

定不会得奖了。正在这时，突然听

到他说：“For fourth place individual 

scorer, from Tenafly B – Marvin 

Yu!” 你可以想到我有多么惊讶和

兴奋！我的同学们都欢呼起来，为

我热烈鼓掌。我高兴地走上奖台领

取了这枚得之不易的奖牌。

 比赛过后，我又重新考虑了比

赛的题目和过程。我发现，很多题目

涉及的知识都是我在看不同种类的

书籍中获得的，这也使我下定决心

以后要读更多更广的书。关于比赛

的心态，我也意识到，紧张会影响比

赛的发挥，以后我也会尽量让自己

冷静下来，更专注于比赛的题目，而

不是比赛的输赢。希望下一次我能

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也取得

更好的成绩！

《暑假里我去了亚特兰大》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七册班  俞安洋

指导老师：汤江勤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和妹

妹一起去了亚特兰大。我们一家在

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我特

别喜欢亚特兰大两个有名的景点：

一个是可口可乐博物馆，另一个是

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水族馆。

 我们乘飞机到达亚特兰大后的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开车带我们去

可口可乐博物馆。博物馆座落在亚

特兰大市中心。当我们走进大门，一

眼就看见大大小小的可乐瓶，它们

被装饰成各种各样，美极了。“欢迎

参观可口可乐博物馆!请跟我来，我

先给大家介绍可口可乐的历史。”导

游小姐说。我们走进了一间房间，里

面挂满了各个年代各个地区可口可

乐的广告画，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以

前的年代。接着，我们观看了立体电

影，它描绘了可口可乐如何把快乐

带给全世界人民。然后，我们参观了

可口可乐生产流水线，了解了可口

可乐是如何合成，装瓶包装，最后到

消费者手中的。最后，我们来到一间

大厅，这是整个参观最吸引我的部

分。大厅里有几十个饮料机，装有几

十种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可口可乐

公司出品的饮料，旁边放满了纸杯，

游客可任意品尝。我试着每种口味

的饮料，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当我们

走出博物馆时，导游小姐发给每人

一瓶可乐，作为参观博物馆的纪念。

 在可口可乐博物馆对面，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乔治亚室内水族馆。

我们先参观了热带太平洋的珊瑚群

和色彩斑斓的热带鱼，用手触摸海

星，海龟。再往里走，我们看到了企

鹅，水獭，特殊的展馆设计，使人们

可以与动物近距离地接触。往前走，

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巨大的弓形玻璃

水缸，里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鱼在

我们的身边畅游，我们仿佛来到了

海洋之中。这时，我们看到了背着氧

气瓶的潜水员在一边与鱼群一起游

泳，一边与人们招手。 随着人流不

知不觉，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三层

楼高的玻璃水池前。水池中，巨大的

海豚在不停地游上游下，几位潜水

员陪伴在一旁。水池外，一名讲解员

一边回答观众的提问，一边与水池

里的潜水员交谈，这连在水池外的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听见。最精彩的

是最后一个节目--海豚表演。在音

乐，灯光，布景的衬托下，海豚时而

旋转，时而越出水面，时而空翻，虽

然坐在前排的人被海豚表演时溅出

的水淋湿了，但是人们的脸上依然

洋溢着欢乐。表演结束后，我们走进

了礼品店，我和妹妹各自挑选了喜

欢的动物长毛绒玩具，带回纽约留

作纪念。

 我喜欢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博

物馆和水族馆。如果你有机会去亚

特兰大，一定要去这两个景点看看，

相信你也会喜欢它们的。

《再去一次Aspen, Colorado》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七册班  郭雪安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还想再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

彭（Aspen, Colorado）旅游一次。因为

它是世界上著名的钓鱼地方，它也

是世界著名的滑雪胜地。我十分喜

欢Aspen,还因为它很美丽!

 Aspen有一条河叫The Roaring 

Fork 的河。这条河是世界著名的

钓鱼的地方，它是盛产鳟鱼的好地

方。冬天的Aspen是世界著名的滑雪

的地方，它有四个非常大的滑雪场

地。它们的名字分别是Buttermilk, 

Snowmass, Ajax,和 Aspen Mountain。

在夏天的Aspen，你可以看到高山，

大树，美丽的花和明净的河流；冬

天，你可以看到满山白雪皑皑，到处

都是一片洁白的世界。

 我太喜欢Aspen了!我希望明年

夏天再去那里!

《在冬天》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六册班  林文迅

指导老师：陶丹

 冬天是一个很冷的季节。我们

要穿很多衣服。冬天下大雪时，孩子

们能堆雪人，又能玩打雪仗！在下

大风雪的时候，学校有可能不上课。

因为积雪很多，所以路上的车会开

得很慢。很多商店都会不开门。

 在冬天的季节里，我们要庆祝

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新年。感恩节

的时候我们吃火锅；圣诞节的时候，

孩子们等待圣诞礼物；新年时，大家

都一起庆祝新的一年。在冬天的季

节里，我们在节日里做的事情和美

国人会有不同。庆祝感恩节时，我们

吃火锅，可是美国人吃火鸡；而且那

几天美国人也会买很多东西准备过

圣诞节。圣诞节时，美国人和中国人

都会给他们的孩子礼物，让他们开

心。在新年时，大家都庆祝同一个新

的一年。我们还会去购物中心买很

多衣服，鞋子，帽子，还有其它更多

东西。

 冬天是一个快乐的季节：有很

多节假日，雪，还有许多好玩的。

哇！冬天真好啊！

《想去日本看看的原因》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七册班  郭鑫

指导老师: 汤江勤

  我想去日本看看，因为日本有

很多东西值得我去看看。例如日本

的旅游景点东京塔、富士山，还有金

阁寺和很多其他有名的旅游景点。

这些的旅游景点是日本成为世界最

大的旅游景点的组成部分。除此之

外，日本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地形。

日本有许多温泉和樱花树，这让我

感到日本人民向往着和平。还有日

本的平常人家的家里榻榻米，我很

喜欢日本家里面的榻榻米。睡在那

上面该是多么舒服啊！我的最后一

个想去日本看看的原因是我很爱看

日本的动漫《Anime》。我很想亲眼去

日本看看人们是如何制做出那么多

精美的动漫的。

 希望父母能支持我的这个愿

望，我盼着能早点去日本看看。

《冬季仙境》
 华夏博根中文学校毕业班  周晓薇

指导老师：张勤

窗外的雪白世界

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

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窗帘

被窗外的景色

吸引住了

漫天的雪花

轻轻地随着微风

温柔地跳舞

静静地窃笑

到处铺满了一层白雪

就像夜空撒满了星星

大地也盖上了一床雪白松软的被子

夜幕降临

月光照耀着的白雪世界

宛如仙境

洁白而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