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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家长，老师： 

    新年好,祝大家狗年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旺旺旺。这学期的注册，我们学校

首次采用Pay by Zelle电子付款方式收学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有三分之二

的家庭都采取这种新的付款方式，大大减少了我们工作的误差。我们会不断调整

这注册，买书和缴费的步骤，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方便。以下是前五位首先电子付

款的家庭，我们学校会在下学期的学费里减免$10作为奖励：#653 Ying Li, #610 

Jing Zhang, #759 Wen Yu, #722 Donghong Wu, #1050 Ruihua Liu。 

    这个学期，我们迎来了两位新老师 - 马立平七年级的Tina Zhou老师，她中国教

了30多年;围棋课的Vivien Amesbury，围棋业余五段。去年秋季围棋数学的郭新明

老师和MLP7陈莉老师这学期比较忙就暂时不教了，但他们还是非常关心我们学

校的情况。我们非常感谢。 

    2/18我们学校的春节庆祝活动非常

成功,谢谢各位老师，同学们给我们带

来这么丰富精彩的表演，和各项游戏

活动。特别要感谢我校的董事会，这

次活动是她们主导安排，从节目安排

，游戏，抽奖的礼物等等，都付出很

多辛勤的劳动。我们当天的四位小主

持人表现也很好，还要感谢给他们指

导和设计台词的郁娅老师。那天我们很多家长，不管是否有注册POD，都参与的

活动场地的装饰和清理工作，谢谢大家对学校活动的支持，让大家一起度过一个

年味浓厚的节日。 

    这期的校刊，我们主要刊登我校同学们参加“第十九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

的作文投稿。我们学校每年都组织参加三个作文比赛，目标是提高学生的中文阅

读和写作兴趣。去年的侨报华舆杯第六届作文比赛，我校15名学生晋级第二轮比

赛，马立平7年级班的姚睿和同学在纽约举行的决赛得到少儿组亚军。我们下一

个要参加的是上海侨办的2018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作文比赛，我们希望各位同

学踊跃参加，各位老师和家长给予大力支持，预祝我们的学生取得优异成绩！ 

                                   郑 海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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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Editor/编辑介绍 

庞秋秋(Amy Pang) 目前在Northside 
College Prep 上高中二年级，曾多次参

加中文作文比赛，包括在侨报第五届青

少年作文大赛总决赛获得优胜奖，现担

任侨报芝加哥地区小记者。庞秋秋喜欢

画画和写小说，热爱中华武术，武侠小

说，等等。“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对我学习

中文和保持对中华文化的兴趣非常有帮

助，我很高兴能为中文学校做出一点贡

献。” 

 



 

MLP1 汤伟丽老师班 

朱小凡  四季 ŨŲ 

 

 

 

 

 

 

 

 

 

 

 

 

 

 

 

 

 

 

 

 

 

 

 

 

 

 

 

 

黄帝文 我喜欢高铁 Г 

 
 

 



 

陈祖阳 我和哥哥 

 

 

 

 

 

 

 

 

 



 

MLP2 Sandy Chan老师班 

我最喜欢的节日-春节  

杨禹玄  （导师：郁娅） 

   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最重要的是春节因为大

家庆祝新的一年来临了。春节也叫农历新年。农

历新年也是我最喜爱的节日。 

当我两岁，四岁和五岁时，妈妈带我回新加坡过

春节。新年前，我们都很忙准备新年的到来。妈

妈带我去牛车水买年货。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

街。大家都在那里买年货。牛车水人山人海，非

常热闹！我们买了年糕、橘子、瓜子、糖果、肉

干、花生、鸡蛋卷、黄梨挞、贺年卡和春联。买

了年货后，我们去花市场买年花。花市场的年花

真漂亮。最后，妈妈带我去百货工司买新衣和新

鞋。每年我会选一件旗袍。 

新年前我们也要大扫除，把家里弄的干干净净然

后贴春联。 

春节的前一天叫“除夕”。除夕晚上我们一家人一

起吃团圆饭。我的外婆一早就开始准备团圆饭。

有各种各样的菜比如火锅、炒面、红烧鱼、龙

虾、五香料烤鸡和年糕。外婆煮的菜美味可口，

我们吃了津津有味。外婆煮的菜都有特别的意

义。我最喜欢捞鱼生。它在新加坡的华族团圆饭

是少不了。外婆会准备一盘鱼生和一些蔬菜、花

生和甜酱。她把配料搅在一起。我们全家人外

公、外婆、舅父、舅妈、姨妈、表哥、表姐、爸

爸、妈妈和我一起捞鱼生。我们用筷子把鱼生和

配料从盘子捞起来。谁捞的最高有最好的福气。 

吃了团圆饭后，我和邻居的小朋友一起放鞭炮。

接着，我和家人一起守岁。我喜欢守岁而且我不

需要早睡！我和家人谈天和看电视台的新年节

目。 

大年初一早上，我穿上新衣给爸爸妈妈拜年。我

祝他们“新年快乐”。他们不但祝我“学习进步” 还

给我红包。之后我们去外公外婆家拜年。我拿着

两个橘子跟他们拜年。橘子是吉利的水果。我祝

他们“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他们祝我“步步高

升”和给我红包。接着，爸爸妈妈带我去亲友的

家。到了他们的家我给他们拜年、拿红包、吃新

年糕点和跟其他小朋友玩，我真开心。我也见到

龙舞、舞狮和大头娃娃的表演。我喜欢在新加坡

过新年。在芝加哥，因为家人都不在身边，只有

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春节。这里的华人也少，所

以不像新加坡过节热闹。我们还是会买年货、大

扫除、和吃团圆饭等。有一年我们还去了芝加哥

的王府半岛酒店庆祝春节和看舞狮。在芝加哥除

夕的年夜饭，爸爸一定会包饺子。爸爸包的饺子

最好吃。前年的春节爸爸终于教我怎样包饺子。

妈妈说我包的不错，我还要多练习。春节吃饺子

是华人习俗。爸爸小的时候奶奶常常包饺子，当

我长大时我希望我能同样教我的孩子怎样包饺

子。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春节！ 

 

 

家乡之行 
 

加藤大智 
 

这个寒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到了我的家乡 
------- 日本·东京。 

 
在妈妈回重庆看爷爷奶奶的时候，我和爸爸

还有日本的奶奶一起坐上电车去了镰仓 
(Kamakula)。 

 
镰仓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一到那里我们

就看到了一片热闹的景象，我们很快也被那份快
乐的气氛包围起来。走着、看着、聊着，不知不
觉我们来到了一尊很大的坐佛面前，爸爸告诉我
说，“这是鎌仓大佛。”  这尊佛建于1252年，高
11.31米，连台座高13.35米，重约121吨。鎌仓大
佛是这个小镇的象征，也是重要国宝之一。  



 

短暂愉快的家乡之行在我脑海里又增添了新
的美好记忆。特别深刻的是  

镰仓之行，让我学习和了解到了这个小镇古
老而悠久的文化历史。 

 
忙碌的一天 

彭逸迎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和忙碌。 

每天早上我去Sauganash学校上学。我到学校的

第一件事是打开我的储物柜，取出要用的课本，

然后去上课。 

   今天是星期一，我有科学课、数学课、体育

课、英文课等。在数学和和科学课课间，我还得

去换书，拿Chromebook。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

午饭时间。 

   午饭时间也是和朋友交流的时间。我常常坐在

我的朋友亚当身边，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好

像总有说不完的话。 

下午我有阅读和写作课。阅读和写作是我的长项

，我很喜欢。我每天都花时间阅读。 

  放学回家后，我还帮妈妈做家务，因为我的父

母工作都很忙。我喜欢做家务。我喜欢每天这样

忙忙碌碌的。 

 
 

 

 

 

 

MLP4 陈婕老师班 

高空溜索 
方涵乐 

 
寒假期间，爸爸妈妈常会带全家人逃离冰

冷的芝加哥去温暖些的地方度假。去年我和姐姐

跟爸妈说，我们不想再在海边晒太阳了。妈妈说

可以，这次我们去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玩惊险

的。哦，那是什么地方呀？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中了解到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号称大自然公园的国

家。这里到处是高大的热带树林和可爱的动物。

好多游客来这里参加各种观光和探险活动。我们

选择了大人小孩都合适的项目-溜索。 
 

这天，全家来到高空溜索场地，这里有许

多条铁索跨在大树甚至山头之间。细细一条条铁

索如黑线般在半空中左右摇晃，让人看着都觉得

紧张。今天我自己也要上去溜，心跳开始加快：

“不， 我可不敢！”爸爸第一个站出来，工作人

员给他戴好安全带和滑轮，问：“Are you ready
？”然后双手一推，“嗖”的一下，爸爸来不及说

再见就滑出去了好远。人越来越远，不一会就消

失在一片绿色中。轮到我时我的腿不停地发抖。

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系安全带，一边安慰我说：

“勇敢些，可以了吗？”我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来，

他就把我推了出去。我大叫一声，感觉自己好像

鸟儿一样在空中滑行。呼呼的风拂过我的耳边，

凉凉的雾气扑在脸上，好奇妙的感觉。突然，前

面的一棵大树向我“飞”来，我不由得尖叫起来，

紧紧闭上眼睛，天哪。过一会儿可怕的事并没有

发生。我睁开眼一看，我活着溜过来了！我感到

十分庆幸，万分兴奋。我要求再溜，接下来就慢



 

慢不那么紧张了。我们溜过十几条铁索，最后步

行到达一个山顶。然后从山顶经过一条近两千米

的铁索回到地面，真正尝了一回当超人的味道。 
 

这次旅游我挑战了自己，做了一件以前想

也不敢想的事。看来任何事，只要有勇气，做好

安排就可以做到。我期待下一次旅行... 
 
MLP5 何亮亮老师班 

豆皮 

Sabrina Huang 

豆皮是中国武汉的特色小吃， 已经有四十多

年的历史。在武汉，以老通城的三鲜豆皮历史最

为悠久，也最负盛名。“老通城”是一家酒楼的名

字，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因为经营三鲜

豆皮而出名。外地人到武汉，都会专程到老通城

吃豆皮。连中国的领袖毛泽东曾经品尝过数次，

而且赞不绝口，从此以后豆皮就更加有名了。 

豆皮的基本做法是将绿豆，大米混合后打成

浆，放入锅里摊成薄皮。再加入煮熟的糯米和炒

好的肉丁，鸡蛋等，用油煎到皮变黄，就可以

了。 

我第一次知道豆皮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

一天，学校组织郊游，要求我们自带简单方便的

午餐。 妈妈知道我们不喜欢冷的午餐，又不能

带保温饭盒，就想到了做豆皮。我记得那天早上

， 妈妈早早的起来，做好了豆皮，切成两个金

黄色的小方块，用锡伯纸包起来，放在一个褐色

的纸袋子里。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豆皮是什么东

西，只听妈妈说很好吃。 当我们开始吃午餐的

时候，打开纸袋，闻道豆皮的香味，就知道妈妈

是对的。然后轻轻咬了一下，清脆可口，慢慢的

品尝第一口，那种香中带甜，软中带脆的感觉现

在还是记忆犹

新。从那以后

，我就经常要

求妈妈做豆皮

，豆皮也就成

了我最喜欢吃

的食物之一。 

豆皮是一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如果你没有

吃过豆皮，我强烈推荐你尝试一下，你一定会爱

上它的！ 

茶：历史 

 

Allison Niemann 昕宁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饮料可以唤醒我们。它通常是

咖啡或茶。那么，我要告诉你关于茶的历史。近

5000年前，茶叶回归中国古代。茶是神农皇帝

发现的。当一棵野生树叶落入锅中时，神农皇帝

发现了茶叶。当皇帝喝了水时，他非常喜欢这种

味道，所以他决心进一步研究这种 

植物。有传说说皇帝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茶的药

物性质。但直到唐朝（618-907）才有更多人开

始喝茶。政府征收茶税进一步证明了饮料越来越

受欢迎，正是在这个时候，茶被认为是中国的国

酒。许多年后，日本开始饮用茶，日本人在茶中

添加了一种名为抹茶的粉末。不久之后，在欧洲

和东方之间往来的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开始

接触到中国和日本喝酒的新茶。之后，阿拉伯贸

易文件提到了煮苦茶叶的过程。后来，马可波罗

（1254-1324）在他关于东方的旅行作品中暗示

他发现了茶。茶也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时刻，比如

波士顿茶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死亡。现在，全

世界很多人每天都喝茶，以帮助他们醒来.  

 

 

 

  

 

 

 

 

 

 



 

 

中国的食物ơ 

王甜妮 
 

你好，我的文章是关于中国的食物。 

中国的食物很多，各地有不同的食物，东南西北中各不相

同。我喜欢很多种食物，最喜欢的就是甜的食物，这是因

为上海人（像我家，我外婆家就在上海）就喜欢甜的。北

方人总的来说喜欢吃咸的，简单的菜。住在中国西部的人

没有太特别的食物。而四川的地方很喜欢吃辣的菜，因为

他们的地方非常潮，吃辛辣的菜会使他们汗流，把他们潮

热从身体排出。但上海的地方喜欢吃甜的菜。 

北方的菜 

北方喜欢的食物。 

（Beijing，Shandong，Inner Mongolia） 

Beijing 

北京菜受到中国烹饪风格的影响，由于是首都，但主要靠

近山东和内蒙古。它的皇家宫廷美食源于皇室厨房，为皇

室和官员烹制食物。 

Inner Mongolia 

内蒙古菜来源于蒙古族的传统，以奶制品为主，各种红肉

（俘虏畜群，游戏）：羊肉，牛肉，鹿肉等。典型的菜肴

有烤全羊，烤羊腿， “手grabbed'mutton。内蒙古最喜欢

迎的菜肴是: 
Shandong 

山东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地区之一，也是早期的文化中心，

所以它的烹饪传统为其周边地区，特别是北京和东北地区

的北方风格。现在，山东菜的菜品种类繁多，各种海鲜，

蔬菜，高热油 

炸，风味独特，不油腻。山东最喜欢的菜肴是: 
东南方的菜 

东方喜欢海鲜。 

（Cantonese，Fujian，Zhejiang，Anhui，Jiangsu） 

Cantonese 

广东菜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中式菜肴。它以点心而闻名，食

物一般用小型蒸笼或小盘子盛载。除了辣味之外，湘菜以

酸味着称，湖南很多咸菜很受欢迎。常见的烹饪技术包括

酸洗，吸烟，炖，炒，炖和锅烧。 

Fuijan 

福建菜以其丰富的海，山药材而闻名。它的特点是其切片

技术，各种汤和肉汤，以及精湛的烹饪艺术。福建菜略咸

甜酸少咸。常见的烹饪技术包括炖，炖，蒸和煮。 

Zhejiang 

浙江菜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和上海的风格。它以新鲜，

柔软，光滑而闻名，香气醇厚。它的特点是精心准备和不

同的烹饪技术，如炒菜，炖，蒸，油炸。 

Anhui 

我爸爸家就在安徽。以中国黄山（黄山）地区的乡土烹饪

风格而闻名的安徽菜，精选野生食材，严格控制热量和烹

饪时间。它的大部分成分来自当地的山区，导致更多的新

鲜和柔嫩。 

Jiangsu 

江苏美食包括扬州，南京和苏州菜。以新鲜的口感闻名，

咸味甘甜。江苏菜的材料主要来自江，湖，海。它具有精

确细腻的雕刻技术和各种烹饪技术，包括炖，炖和快速煎

炸。 

西北方的菜 

西北方的菜以肉食和面食为主 

（Xinjiang，Tibetan） 

Xinjiang 

新疆有许多民族居住，约有一半人口属于维吾尔族，所以

新疆菜大多是指维族菜。由于大多数新疆人是穆斯林，食

物主要是清真食品。 

Tibetan 

由于西藏在印度，尼泊尔和四川省的地位，西藏美食融合

了尼泊尔，印度和四川美食的风味。它也有自己的原始菜

，受到恶劣的气候影响，他们种植牦牛，牦牛肥茶。 

中部地区的菜 

中部地区的人特别 喜欢辣的菜。 

（Sichuan，Hunan，贵州） 

Sichuan 

来自四川省的四川美食因其大蒜和辣椒的自由使用以及四

川胡椒的独特麻辣味而产生的特别辛辣和辛辣的味道而闻

名。 

Hunan 

湘菜和四川菜相似，但一般都比较辣。由于该地区农业产

量较高，因此种类繁多。 

 

南方少数民族的菜 

南方喜欢酸的菜。 

（No countries） 

南方少数民族美食的特点是保存了很多食物，尤其是腌制

蔬菜和豆腐，因此具有酸味。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一般都是

贫穷的山区农民，他们保存任何不能立即食用的东西以防

止浪费。从远处的新鲜农产品通常不在他们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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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Ÿ 

吴柏毅 

每年夏天，有一东西我很激动：我可以吃

西瓜。西瓜是我最喜欢的水果。这，是为什么我

喜欢西瓜。 

我喜欢西瓜是因为天热的时候是一个很好

的点心。 要是外面很热你吃西瓜会让你凉一

点。在夏天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就会吃西瓜。 

另一个原因我喜欢西瓜是因为 西瓜可以

补充水分。西瓜里面有很多水所以会帮你补充水

分。我吃西瓜的时候总会不渴。 

最后的原因我喜欢吃西瓜是因为很好吃。

西瓜非常的甜然后汁也很多。你吃西瓜的时候先

把西瓜放在冰箱里冻一冻，再撒上一点盐，就会

好吃很多。要是你不相信我，你可以自己试一

试。 

那是我喜欢西瓜的原因，再热的天，西瓜

是一个好的点心，可以补充水分，最后因为很好

吃。你最喜欢什么食物？ 

 

我的好朋友Safia 

孙婕天 
 

Safia是一匹棕色的马，它今年8岁了。

它是我的好朋友。 

在农场，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会迫不及待

地去草场看Safia。我很喜欢骑马。在骑Safia之

前，我先把马鞍和鞍垫放在马背上，把缰绳套在

它的头上，然后我慢慢地了解它的脾气，并且了

解它是如何被训练的。我先试着指挥它慢跑，然

后再让它快跑。这真的很有趣！时间总是过得很

快，一眨眼的功夫，一小时过去了，我不得不停

下来，因为我不想让Safia太累了。我下马之后

，卸下马鞍、鞍垫和缰绳，然后梳理它的鬃毛，

把它清洗干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非常舍不得

地把它送回马厩。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着各种好吃的零食

去看Safia。我会把胡萝卜和苹果切成块，喂给

它吃。你也许不能想象它还喜欢吃薄荷糖。每次

它看见我从远处走过去，它就会立刻向着围栏跑

过来，并且把头仰起来开心地叫几声。它还会用

马蹄挠地来告诉我它向要我挠挠它和抚摸它。我

要拥抱它的时候，它就会把脖子伸过来拥抱我。 

我和Safia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

我的好朋友，而不是一种动物。动物和人之间能

够互相交流，并且成为朋友的事让我很着迷，就

像我和Safia一样。我热爱动物， 

等我长大了，我想帮助它们有更好的生活

环境，人们能更加珍惜它们的存在和陪伴。 

 

 

我爱Holly 

崔玄詥 

 
2015年的一天，我妈妈和爸爸说：我们到动物

收容所养个狗。外公婆婆爸爸妈妈我到动物收容

所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小黑狗，名字是Holly。

它只有 ½ 岁。我们养了Holly, 带它去理发。 

 

有一天中午Holly到桌子上然后吃了很多很多洋

葱，妈妈把它送去了医生那里。我放学回家的时

候，妈妈告诉我  Holly病了。我很担心, 不过它

很快就好了。之后医生就叫Holly 洋葱狗。 

 

在家里，我跟Holly玩。在外面，我和婆婆遛

狗。Holly现在很健康。Holly的肚子很好摸，热

热的，软软的，Holly爱人摸它的肚子。我喜欢

摸着Holly看书。 

 

Holly是我的好朋友。我爱它，它也爱我。 

 



 

中国传统节日 

李宜轩 

中国有许多重要的传统节日，包括春节、

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中元节、元宵节、重

阳节和冬至。每个节日都有它特别的意义、礼俗

和有趣的活动。 

我最爱的节日是春节，因为我可以吃到很

多好吃的年菜和糕点。更棒的是我也可以从大人

那里拿到红包，让我特别开心！过春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贴红色的春联和许许多多大红的装

饰来迎接新年的到来。走在中国大街，到处都有

热闹的鞭炮声，晚上还有美丽的烟火。我问过妈

妈为什么大家都用红色来做装饰呢？妈妈说是要

吓走怪物，也象征吉利。 

我也喜欢元宵节。除了可以吃到我爱吃的

汤圆，我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灯笼，有可以飞

的灯笼，可以挂的灯笼，可以拿的灯笼，和可以

漂浮在水上的灯笼。每个灯笼都有鲜艳的色彩和

可爱的造型，非常漂亮。有些地方会举行灯会，

展示有特殊人物和动漫造型的大型花灯，更是有

趣！ 

吃粽子和划龙舟是端午节特有的习俗，龙

舟比赛非常激烈刺激，我不知道谁会赢，但我会

选一个我觉得会赢的队伍，为他们喊：“加油！

加油！” 我希望我长 

大也可以参加龙舟比赛。 

中秋节也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之一。妈妈说

中秋节是家人聚在一起团圆的日子，就像满月一

样圆圆满满的意思，我可以吃到很好很好吃的月

饼，听妈妈讲关于嫦娥和月亮的传说故事。不知

道嫦娥和玉兔在月亮上是不是也聚在一起吃月饼

过中秋呢？ 

中国的传统节日真是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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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乐园--后院 

姚睿和 
家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后院，我几乎天

天都要去后院玩。它是一个让我最放松，最开心

的地方。 
后院的左边有一棵观赏樱花树，对应的右

边是一棵苹果树，春天都开白色的花。 远远的

界线附近有两棵植树节从学校发的小松树，现在

已经有半米高了。紧挨着阳台门的是一个红灰相

间的砖头平台，阳台门外两侧是两片菜地，而苹

果树前就是我们的大菜地了。 
春天，当美国罗宾鸟在后院飞来飞去忙着

做窝时，就到了爸爸开始松土种地的时候。 
我们年年都会在菜地里种莴笋，西红柿，

豌豆，小青菜等十几种菜。我最喜欢扁豆，因为

它长得又高又长，一直开着一串一串的紫花，花

儿看着像小号的蝴蝶兰，花谢了，就结出很多深

紫色的豆荚。各种蔬菜纷纷开花的时候，也吸引

来了好多蝴蝶和蜜蜂，还有蜻蜓，蚂蚱和日本甲

壳虫等。我喜欢帮爸爸妈妈摘菜，更爱在菜地附

近抓虫子。 
西红柿的叶子上有种很大的毛毛虫， 身上

有许多淡黄和翠绿的条纹，背上还有一根长刺。

我还曾经尝试养过它们。它们的饭量很大，怎么

都喂不够。最多的虫子是害虫--日本甲壳虫，它

们密密麻麻地爬在各种叶片上猛吃，最后吃到只

剩下叶子的经络。我把它们抖到抄子里，再放到

水里，看它们笨拙地游泳。 
砖头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夏

天我们偶尔会在那儿吃晚饭，或是坐在那儿乘凉

，看星星。 桌上有时放满了自己家刚摘的红红

的西红柿，又长又绿的黄瓜 ，翠绿的豌豆……
看着它们，我们不仅就有了一种丰收的满足感。 

后院里有时会来许多小客人，除了我的朋

友外，还有狐狸，兔子，各种小鸟和野鸭子，常

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一年又一年，妈妈在后院种的花也越来越

多，或红或紫的玫瑰，红白相间的牡丹，金灿灿

的百合随着季节的变化争相开放。后院一年比一

年好， 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 



 

 
MLP8张迪雅老师班 

过春节 

刘逸飞 

      春节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每年的春

节，中国人放鞭炮，穿新衣服，给红包，和吃饺

子。今年的春节是狗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很坏

，他的名字是：“年”。每一年有一天他出来破坏

和吃人。所以每年那一天人们都跑到山里去逃

“年”。有一年，一个老妇人和一个老爷爷留在城

市里。第二天“年”出来了，老妇人和一个老爷爷

挂起红色的春联，也放了鞭炮。“年”是最怕鞭炮

和红色。等到别人都回来了，两个老人告诉了别

人这个秘密，所以每年人们就要放鞭炮和贴红春

联。 
      我的春节怎么过呢？一般两天之前，我们去

买菜。商店里有好多人都要一起买东西。外面有

小孩儿玩游戏。我们回了家，我的奶奶和姥爷都

喜欢自己写春联。我们先把春联贴了，然后我们

贴福字。爷爷叫我把褔字倒过来贴在门上。意思

是说褔到了。春节到了，好多小孩儿还在大街上

跑和玩儿。好多人穿着红衣服。好多人在贴窗花

和年画。有些人家挂起了灯笼。有人卖饺子和包

子。也有些人吃年糕和烤鸭。我和弟弟一起包饺

子。是我的姥姥教会我们包饺子。剥好了饺子，

我们一家一起吃。每年春节晚上，八点的时候我

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晚上，我和爷爷一起放

鞭炮。 
      第二天早上，人们拜年，送礼物，和给红

包。也用电话跟别人说话和拜年。晚辈先给长辈

拜年。拜完年以后，我的姥姥带我逛庙会买风车

，也买了小面人儿和小糖人儿。还买了好多好 
吃的。 
      这就是我过春节的幸福体验！ 

 

竹子  

舒宥綸  

每当我看到熊猫抓着竹子吃个不停, 我常想去吃

看看到底有多好吃？这才発 现原来竹子是一种

很特別的植物. 竹子是一种草, 不是树. 如果我是

竹子, 我的茎是空心, 茎是一节节的往上长. 我和

一般树最大的不同是我的身体很軽, 生长速度很

快, 有些竹子一天可长 1-2尺. 我的茎都是植物纤

维, 又比树强壮, 所以用途很多. 如果我是竹子, 

我会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区. 因为我需要充足的

水分和阳光,经 不起寒冷和干旱. 我的竹叶一年

四季都是青绿色, 而竹子花是紫色的. 我的地 下

茎是横着生长的, 所以竹子都是成片成林的生长. 

在春天时,竹芛从地面上冒 出, 如果下过一场雨,

它就会很快的长出地面. 在日常生活中, 从一个

小牙籤, 一双筷子到建筑材料, 大型家具都少不

了我. 而 且竹子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从棕色, 绿色

到墨黑色都有. 因为竹子全身都是宝, 现在很多

人还在研究开発更多竹子的用途. 如果我是一根

竹子,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就长大, 每天看着熊

猫在我身辺玩, 饿了就摘竹子吃, 累了就靠着竹

子睡觉. 那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 

 

要尽量多和孩子说中文，尽量创造中文环境， 

不要以为孩子送了周末中文学校他们的中文就万事

大吉了 

孩子学习中文，只要把他们送到周末中文学校，就

万事大吉了吗？No。生活在海外非中文语境中的孩

子学习中文，最大的障碍是缺乏中文语感，以至学

到的字词难以融会贯通。而中文语感是要靠日常生

活里点点滴滴地培养起来的。每周在中文学校两个

来小时的课上所学到的知识，一定要扎根在语感的

土壤里才能有生命。所以，家长一定要尽量和孩子

说中文，引导他们看中文音像资料、读中文书籍，

尽量为孩子创造中文环境。我们甚至认为，如果“坚

持和孩子说中文”与“送周末中文学校”只能二选一的

话，前者比后者对孩子中文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

呢。 

-- 节选自马立平网站 www.mlp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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