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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李魁林	(Kuilin	Li)：	现为 New	Trier	Township	High	School 四年级学生，在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做了八年的志

愿者工作。鉴于多年来对华裔社区和中文学校的杰出贡献，李魁林于 2016 年荣获芝加哥华裔青年领袖才能大奖。	

Chief	Editor	of	this	issue:	Kuilin	Li.	Kuilin	Li,	currently	a	senior	at	New	Trier	Township	High	School,	has	volunteered	
at	the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for	8	years.	For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local	
Chinese	Schools,	Kuilin	was	granted	the	Chicago	Chinese	Youth	Leadership	Award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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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理事会公告 

在 2017 年的春夏之交，百花争艳的五月，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经历了一次非常规的人事变动。学校

理事会紧急会议决定由前校长章时，前副校长及前董事会主席吴客航，前董事会主席郑海峰组成了新的

校委会主持学校的运作。他们这三位校委会成员与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与渊源。校长章时

在 2007 年就担任希林芝北副校长，2009 年起担任校长至 2012 年，见证了希林芝北从西北大学搬到现

在的 Oakton	Community	College，由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现今四百多个学生的辉煌历史。副校长吴

客航曾经担任过芝北希林的副校长和董事会主席，副校长郑海峰也曾经担任过董事会主席。他们都对希

林芝北有着深刻的了解，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校委会的宗旨是，让希林芝北中文学校更好的，

更大程度的服务芝加哥北郊乃至整个大芝加哥地区，更有效的推动中文教育及中国文化交流。我们坚

信，在经验丰富的现任校委会的带领下，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更好的实

现我们的办学目的和宗旨，把希林芝北建设成高质量，口碑佳的中文学校。 

 

希林芝北中⽂学校第 5 届作⽂⽐赛得奖者名单 

CSL	1&2	
一等奖：Max	Porras	

CSL	3&4	

一等奖：Evelyn	Tran 

二等奖：Jason	Tang	

CSL	5&6	
一等奖：Alina	Wang 

二等奖：Gordan	Wang,	Mason	Chung	

三等奖：Dixon	Chung,	Grant	Shen,	Granita	Shen 

MLP	1&2	
一等奖：Wentai	Fang	

二等奖：Yiyan	Wang,	Danyi	Lin	

三等奖：Jiaan	Wu,	Eason	Teo,	Andrew	Yu 

优秀奖：Dou	Lai	

MLP	3&4	

一等奖：Sabrina	Huang 

二等奖：Sophia	Huang,Tiannie	Wang	

三等奖：Doria	Han,	Jacob	Han,	Jessica	Gao 

优秀奖：Songyu	Ye,	Cynthia	Chen,		Annie	Wang,		

Emily	Hu,	Mandy	Bu	

 

MLP	5&6	
一等奖：Yanchen	Liu	

二等奖：Weiwei	Lin,	Haowei	She 

三等奖：Xinyi	Ding,	Ruoshi	Xu,	Jeffrey	Yuan 

优秀奖：Benjamin	Wu,	Jadyn	Sun,	Kieran	Cassidy,		

Ruihe	Yao,	Sufei	Xie,	Alice	Fan,	Zhaoxin	Zhang,	
Yan	Xia,	Zerui	Wang,	Duoya	Yu,	Vivien	Good,	
Julihannah	Lu,	Yixin	Zhao,	Jasmine	Fang,	Pingiu	
Wiitala,	Xinyi	Huang,	Elan	Hao,	Evan	Shu,	Mary	
Gao	

MLP	7&8	

一等奖：Wenhui	She 

二等奖：Sophia	Wang,	Yining	Zhao	

三等奖：Shuyang	Zheng,	Yaoyu	Chen,	Justin 

优秀奖：Ethan	Shu,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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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猫 
Evelyn Tran (CSL3 ⽼师:邢淑敏) 

					我家没有一只动物，因为它们的毛会在房子

里，衣柜里，这不太好。	

				但是，我还是想要一只猫，它的眼睛是蓝色

的，它的毛是灰色和白色的。	它小小的，很可

爱。我很爱它。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的⼩⻥ 
Jason Tang (CSL3 ⽼师: 邢淑敏) 

				我有三条鱼。一条鱼是橙色的，第二条是橙色

和白色的，最后一条也是橙色的。	

				我的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很可爱。	

 

寒假中最开⼼的⼀件事	
CSL ⽼师:Sandy Chang	

CSL6	Class	
Michelle：我去芝加哥看了 The	Nutcracker.	
Lay：我去溜冰了。	
Granita：我的圣诞礼物是一部手机。	
Hannah：我和爸爸哥哥去找 conch	shells。	
Justine：我看了很多电影	
Allison：我为我的公公过了生日。	
Grant：我们去了 Punta	Cana.	
Leif：我玩了很多游戏。	

CLS5	Class	
Dixon:	我去我表弟家打 laser	tag	和保龄球。

Mason:	我玩了很多游戏。	
Jordan:	我玩了很多电脑游戏，我很喜欢 Harvest	
Moon.	因为这个游戏很好玩。	
Alina:	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小提琴，为中文学校新

年演出做准备。我还	在新年的时候吃了年糕。

Dareen: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威斯康辛度假。	

我喜欢玩的游戏  
⻩志麟 (CSL5 ⽼师:Sandy Chang)  
				我喜欢玩游戏。其中我最喜欢玩的是	
“Hearthstone	Heroes	of	Warcraft”。不仅是因为	它
是一个战略性的纸牌游戏，你必须使用你的卡	----	
魔法咒语或野兽去打败你的对手。	而且因为你可

以自己定义你的甲板，在战斗中发挥作用。有九

个英雄可供选择，而且他们	具有神奇的法术，每

个独特的英雄都有特别的技能。		

				第二个我喜欢的游戏是	“Plants	vs.	Zombies	2”	，
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游戏中通	过关卡的时

候，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而且很酷的工厂的门。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在沿途得	到特殊的礼物。第

二个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每年的游戏厂商会发布特

别版的植物，gemium	或超额的植物，你可以买

到。但是，你知道吧，当超额或	gemium	工厂即

将全部消失的	时候，你得快买，要不然!明年再

见!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	Plants	vs.	Zombies	2”的
原	因，很刺激。		

				第三个我喜欢玩的视频游戏叫做“我的歌声怪

兽”。我喜欢玩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

可以在任何岛上买入门的怪物，并开始繁殖它们

创造新怪物，使他们唱出音符。	最终当你在那个

海岛收集所有的怪物时，你可以听他们创作出悠

扬的音乐。为什么我喜欢	这个游戏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你完成了一个岛以后，仍有	8	个岛屿要完

成!你还需要收	集在每个岛屿的稀有怪物。我很喜

欢这个游戏，因为它有无尽的可能与无尽的各种

类型的	音乐和声音来创建和我喜欢的游戏的风

格。		

这些都是我在我的	iPad	上最喜欢玩的游戏和为什

么我喜欢玩这些游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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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国年 
沈宝丫(CSL5 ⽼师:Sandy Chang)  
				今年一月二十日，	我和我的朋友	Sophie	去	
DePaul	大学过中国年。	我穿了	一件红色的旗袍，

我的朋友穿的是蓝白色的旗袍。	我们吃了自助

餐，	很好吃!	我们不仅看了节目，还参加了有奖

问答。我和	Sophie	都得了奖。我得	了一个红	色
的剪纸，是一个大公鸡。	妈妈说今年是鸡年。	我
的朋友和哥哥都属鸡。	明	年是狗年，	是我的本

命年。	

我看到一群漂亮的女孩儿，我们跟她们照了

相。也有一个大哥哥要给我和	Sophie	照相，	他说

我们很漂亮。	我的朋友	Sophie	是一个俄罗斯人，	
她在学校	学中文呢。她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Sophie	说她明年还要跟我去	DePaul	大学过	中国

年。我的妈妈在	DePaul	工作，	妈妈答应我明年还

带我们去过中国年。明	年我要去拿很多红包和礼

物，因为我是一只漂亮的小狗。	

	

我的偶像 Jimmy Butler 
沈⼽安 (CSL6 ⽼师:Sandy Chang) 

				Jimmy	Butler	是一个很好的篮球运动员。他从小

没有爸爸。十三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又抛弃了他。

从那以后，他只能去他的朋友家睡觉。但是不管

多难他	还是坚持上学。他上的是	Tomball	High	
School	和	Marquette	University。在上学	的同时，

他也很努力地练习篮球，	希望能去	NBA	打球，他

要证明他的妈妈是	错的。最后，他终于被芝加哥

公牛队在第三十顺位选中。开始的时候他上场的	
时间很短，次数很少，但是慢慢地他上场的时间

和次数都增多了。Rose	和	GIbson	打得不如以前

了。但是	Butler	越打越好。几年以后，Butler	比	
Rose	和	Gibson	都打得好了。他现在是芝加哥的第

一篮球运动员，更是我的偶像。	

	

我和⼩⽩ 
Cynthia Chen (MLP4 ⽼师:陈捷) 

				每当有人问我你家有几口人时，我总是说：四

口，爸爸、妈妈、我还有小白。我把我家的猫也

当作我们的家庭成员了。它可爱极了！我们叫它

“小白”，其实一身白白的毛中夹着一点黑色和

棕色。	它脑袋圆圆的，眼睛亮亮的，胡子挺挺

的。它天天洗脸，把自己的毛添得干干净净，看

上去很有精神。	

				小白是我亲密的朋友。我放学一进家，它就喵

呜喵呜地跑过来欢迎我。	我给它喝水，常常偷偷

地把我碗里的鱼喂给吃。它最喜欢让我用一条长

长的黄色的绳子，一头拴着一个红球，荡来荡去

逗它玩。我们看电视时，它就躺在我身边，我扑

撸它的毛，它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它也有淘气的

时候。我们吃饭时，它爬上桌子看，趁我们不注

意，它就把爪子往菜盘伸里，为此没少挨打。我

写作业时，它会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陪着我，看

我不理睬它，它就扒拉我的铅笔或橡皮。我鼻子

一哼，瞪它一眼，它收回手就不敢了。	

				爸妈和我外出时，会请人帮我们照顾它。但我

总是不放心，生怕它饿着，有时我还往坏处想，

我的猫可别饿死呵。我家的小白已经 10 岁了，我

们希望它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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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双胞胎姐妹 
Sabrina Huang  (MLP4 ⽼师:陈捷) 

				有些人把双胞胎比喻成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

豆。我和姐姐是双胞胎，我们俩就是生活在同样

环境中两颗没有什么差别的“豆”。爸爸妈妈管

我们叫叮叮当当。我们不但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脾气性格，兴趣爱好也相像。	

				双胞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

经历，有快乐的，也有烦恼的。我们俩形影不

离，就像一对相互吸引的磁铁。我们总是一起参

加同样的活动，如果没有看见对方，我们会很不

适应和恐慌。有一次，我们参加游泳比赛，赛前

我虽然有点紧张，但我转头看见旁边赛道的叮

叮，心里想，即使我们赢不了比赛，也会一起享

受这个过程，就不再紧张了！还有一次，我们在

中国度假。叮叮和我要玩疯狂过山车。我紧紧抓

住我姐姐的手到达了过山车的最高点，真是太刺

激了！不管是玩疯狂游戏，参加剧烈比赛还是转

到一个新的学校，有我的双胞胎姐姐与我在一

起，我的经历丰富了很多。	

我们也非常了解对方，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

们喜欢很多同样的东西。有一次，爸爸问我们想

要什么小吃，他可以顺便买回来。叮叮和我几乎

同时列出了同样的小吃清单。“生日蛋糕，奥里

奥，彩虹金鱼饼干，香草冰淇淋和薯片”。还有

一次我们为彼此买秘密的生日礼物。我知道叮叮

想要什么，她也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们都得到一

个自己心仪许久的很棒的礼物。有了双胞胎姐姐

记忆备份，	我的选择轻松了不少。		

				我们总是一起聊天和玩耍，彼此可以分享任何

事情，包括开心和不开心的。有一次，我不太想

去参加一个足球队的 TRYOUT，但害怕爸妈不高

兴。所以我和叮叮先商量了一下，她也不想去。

我就和她一起告诉爸爸妈妈。虽然爸爸妈妈有点

失望，但是他们还是同意我们了。有了双胞胎姐

姐的分担，我生活中阴天少多了。		

我真的很庆幸我和叮叮是双胞胎。叮叮就像另

外一个我，她知道我喜欢和不喜欢什么，甚至我

正在想什么。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有争吵，	但是很

快我们就会和好如初。有叮叮在我身边，我总是

可以更加自信，	有双胞胎姐姐的生活真的很美

好。	

	

春天快点来吧！		
Jessica Gao (MLP4 ⽼师:陈捷)	

				芝加哥长长的冬天就要过去了，春天正向我们

走来！小草盼望着春天，小鸟盼望着春天，花儿

盼望着春天，我也盼望着春天快点到来！	

				小草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头，远看仍是枯黄的，

但走进看草地已经发绿了。	大花园里的郁金香

(tulips)	和黄水仙花（daffodils)已经长出 3-4	寸高

了；	路边的迎春花	winter	jasmine	枝条上长出了

小小的花苞；还有一些不怕冷的叫不出名字花儿

也冒出了头。		

				鸭子们感到河水渐渐地暖和起来，开始出来游

泳，鸟儿从南方飞回来了，小松鼠们也跑出来找

吃的。它们在洞了待了几个月，要赶快出来享受

着温暖的阳光。其它小动物们也都跑出来了。春

天到，大地会穿上绿衣裳，树儿们会长出新绿

叶，花儿们将露出笑脸。到处是红色，蓝色，粉

色和黄色。春天是一个	美丽的季节。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屋里呆了一个冬天，我多想

脱掉厚厚的衣服和鞋子赶快到草地上玩，到公园

里跑啊！春天里什么都在长，都在变，生机勃勃

的给人希望。大家都喜爱春天，盼望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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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竞赛 
Songyu Ye (MLP4 ⽼师:陈捷) 

				那一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作为我们校队的

一员要参加一个大的科学竞赛，每个队员要参加

三、四个小比赛。我们这个团队能不能进入下一

轮的比赛，就看我们每个人的比赛成绩。我感到

自己的责任重大，为了明天考好，前一天晚我早

早就去睡了。	

				早晨起来，爸爸送我到了竞赛地方，不少同学

和家长已经来了。我的信心是很足的，因为我对

科学很感兴趣，平时成绩不错。每节课我都认真

地学，科学小组的活动我每次都参加，而且做了

很多练习。	

				竞赛开始了，拿到卷子，我就认真地做了起

来，不放过每一题。前面的题目还不算难，有的

是我平时练过的类似的题，我做得比较顺利。后

面的越来越难，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时我暗

暗地提醒自己：“不要着急，好好地想！”我渐

渐地冷静下来了，一道题一道题地攻，终于在考

试结束前我做完了所有的题目。		

第一场比赛后，我心情放松多了，接着又参加

了三个小比赛。全部结束后，老师宣布，我得了

两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和一个第四名。啊，真

是大丰收！我高兴极了。平时的努力得到了奖

励！	我要继续好好学习，参加更难的竞赛。	

	

我的⼩狗 - Skippy  
于多亚 (MLP6 ⽼师:吕永巧)	

				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一只属于自己的

小狗。那时，刚好有个我弟弟的朋友，他们家经

常照顾被救的小狗。因为这个原因，我爸爸说可

以让我们试着照顾朋友家的那只流浪小狗直到它

找到了好人家。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想要收留

它，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和小狗建立了很好的

感情。终于在我生日那天，妈妈告诉我们说，我

们可以收留这只小狗啦。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们给小狗取名叫 Skippy。它是个混种狗，身

上有粽色、黑色和白色的毛。它的眼睛是浅粽色

的，他的耳朵经常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看起来

很有趣的样子。	

				Skippy 喜欢追松鼠和兔子。它一见到别的小

狗，就喜欢乱叫，好像在说“快过来跟我玩

吧”。他不喜欢追球，也不喜欢追树枝，可是他

很喜欢在雪地上玩耍，在雪地里跑来跑去是它最

开心的时候了。它居然很不喜欢水。有一次，

我、爸爸和弟弟，带着 Skippy 徒步旅行，遇到了

个宠物游泳区’。我们知道 Skippy 不喜欢水，可

是爸爸还是把它扔到了湖里。因为它不喜欢水，

所以很快就游到了湖边。	

Skippy 是个很好的小狗。我们都爱它。	

	

春天的雪 
Jennifer Wiitala 平秋(MLP6 ⽼师:吕永巧)								

				星期一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打开窗户往外一

看，外面变成了一片白色的世界，“下雪了，下

雪了！”我微微一笑，自言自语的说：“冬天过

去了，为什么还下雪呢？”	我很高兴可以又在雪

地上玩了！雪下得很大，一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中

飘下来，轻轻地落到了地上。不一会儿车上，地

上，树上，屋顶上，都盖上了层厚厚的雪。看上

去像一个越来越大的白色的毯子，松松软软的，

美丽极了。	

				放学的时候，我叫上妹妹和我的朋友 Georgia
在我家前院一起玩雪。我们堆了一个大大宽宽的

雪人！我们拿了红萝卜当雪人的鼻子，把围巾放

在雪人的脖子上，用两个葡萄当雪人的眼睛。我

们还用妹妹的帽子戴在雪人的头上。雪人看起来

就像真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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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又和朋友们一起去小山坡上滑雪和妹

妹在雪地里打雪仗。我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我

很喜欢这场春天的大雪。	

 

两只可爱的⼩⻦ 
Jeffrey Yuan (MLP6 ⽼师:吕永巧)	

				我有两只可爱的小鸟，它们是一对儿黄绿相间

的虎皮鹦鹉，那是我和哥哥的生日礼物。它们来

我家的时候，哥哥十岁，我才八岁。现在我们已

经是很好的老朋友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都要先去看看它们。它

们看到我都会欢快地唧唧喳喳叫起来，一点也不

怕我。我给它们换吃的喝的时候，它们还会跳到

我的手边蹭蹭。	

				你们知道吗？每个星期，我清理它们笼子的时

候都感觉像是一场冒险。它们会趁机飞出来，玩

儿一玩儿。有时候它们会飞到厨房柜子上面停

停，有时候会飞到窗帘的横杆上歇一歇。但是我

不真的需要去抓它们，它们饿了就会自己会回来

的。我只要把笼子清理干净，放好吃的和喝的，

开着笼子的门等着。当它们自动飞回来的时候刚

好落在开着的门上，等我送它们进去。	

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会把可爱的鸟儿们留给

我的朋友照顾。我的朋友们也都很喜欢它们。	

听了我的介绍，你们觉得我的小鸟可爱吗？你们

喜欢上我的小鸟了吗？	

	

 

 

 

我的菊花	
林美薇(MLP6 ⽼师:吕永巧)	 	 	

				我家客厅的桌上，	放着一盆美丽的菊花。那是

去年感恩节前妈妈买回来的。那时候，菊花还很

小，只有三四朵快要开放的黄色小花。	

				我和妈妈每周都要给它浇水。妈妈有时还会给

它施加有机肥料，比如淘米水和用过的咖啡渣，

豆渣。	小菊花长得非常快，不到两个月就长高了

一大截，还开了十几朵花。有的花是桔黄色的花

瓣，明黄色的花心，花瓣的周边还装饰着漂亮的

红边。	有的花是淡黄色的花瓣和花心，花瓣上还

有细细的棕黄色条纹。	花的下面是粗壮的深绿色

花茎和浓密的碧绿色的叶子。	这盆菊花最漂亮的

部分是它的花朵。	当太阳照在它上面，花心就变

得亮亮的，象一盏盏晶莹的彩灯。	

				每次觉得累的时候，我就喜欢去看看我的菊

花。这时候它好像也知道了我的到来。花儿开得

更加灿烂，叶茎也站得更直了。它好像想让我赶

快放松心情，快乐起来。	

后院⾥的野鸽⼦ 
佘浩暐(MLP6 ⽼师:吕永巧)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

不能再用后门了，要用前门。”	妈妈为什么不让

我们再用后门呢？我可不知道。我跑到窗户前，

看见了一只野鸽子站在后廊上，叽叽咕咕的叫。

鸽子有咖啡色的羽毛，灰色的胸毛，和红色的

脚。它有小小的眼睛，可是很机警。	

				过了几天后，上床以前，我看见鸽妈妈在把小

树枝和泥土带到窝里。我后来上床睡觉了。第二

天，我准备上学的时候，我看见窝比昨天扩大

了！我懂了；母鸽是在用树枝和泥土做窝的！我

这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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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看见了一只知更鸟飞过来，要抢

窝。鸽妈妈胆壮，不让知更鸟抢窝。两只鸟僵持

了几分钟。终于，知更鸟飞走了！鸽妈妈赢了！

我很佩服鸽妈妈的勇气和决心。	

				有一天，我忘了鸟在后院里，爬上后廊的楼

梯，刚要进门，才想起来后廊上有鸽子！我抬头

往窝里看。鸽妈妈一动也不动，只有她的眼睛在

看我。我轻轻地打开后门进屋去了。就这样，鸽

妈妈努力地等蛋孵出来。鸽妈妈真伟大！我不知

道蛋是什么时候孵出来的，可是过了几天后，我

看见了一些小嘴巴从窝上面凸出来。我很高兴，

蛋终于孵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小鸟长成了大

鸟......	

				过了一些日子，我去上学以前，我看见小鸽子

从后廊的栏杆上跳到地上，试着要飞起来。但

是，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小鸽子们不见了。我只

看见后廊上小鸽子平时跳下来的地方，留下来了

一些棕色的羽毛。我知道小鸽子就这么飞走了，

我心里觉得非常难过。但我也为他们高兴，因为

他们现在可以享受自己的新生活了。	

每个春天，我总是盼望野鸽子能回来重建他们

的窝，成立个新的家庭。	

	

松树 
姚睿和(MLP6 ⽼师:吕永巧)	

				四年级的那个春天，学校在 Arbor	Day 给每一个

学生发了一棵 Eastern	White	Pine，让我们带回家

种。我好高兴呀！我还拿回来了一颗没人要的松

树，把它们带回家种到了我们家后院里。我就是

从这时候起开始喜欢上松树了的。这几年来，我

见过很多坚强有趣和漂亮的松树。	

					我七岁时，在黄石国家公园看见了很多坚韧的

松树。在一个石头山顶上，一颗松树坚强的生长

着，它的根长在没有土的地方，在数十块石头中

间，就像绳子一样牢牢地绑着石头。附近还有很

多这样的松树，它们长在很不好活的地方，有的

长在山顶上，有的长在斜坡上，但是都是生机勃

勃的样子。	

				在中国爬华山时，我又见到了这些坚强的松

树。有几颗松树还从悬崖里长出来，树根是在石

头里面的。这几棵松树很有趣，因为他们都是弯

弯的。还有一些松树长的是斜的，但是它们还要

努力往直的方向生长。	

				我见到的松树都很漂亮，一丛一丛的细细的松

针，长的又高又直，还有飘着暗香的松油，秋天

时树下落满厚厚的松针和松果，偶尔看见小松鼠

围着松树上蹿下跳。	

松树有很多我喜欢的特点。希望我的小松树能

长的又高又大，我也想看见更多有特色的松树，	
看见那些被人们砍掉的松树林又重新长回郁郁葱

葱。	

	

	

	

	

我家的⾦钱树 
⻩⼼怡(MLP6 ⽼师:吕永巧)	

两年前我们搬新家的时候，妈妈的朋友送给了

我们一盆金钱树。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棵树，还

规定每个星期六和星期三都由我和爸爸负责给它

浇水。	

金钱树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长大了许多。它现在

大概是二十一寸高了，它的树干长得和其他的树

不一样，像小女孩头发绑成的麻花辫。它的树叶

很软,	很光滑，绿油油的，非常好看。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

家开 party。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拔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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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树的树枝或树叶。之后，金钱树就受伤了，每

天掉叶子，而且它剩下的叶子大部分都变黄了，

看起来很可怜。我爸爸决定把金钱树移到我的房

间，因为我房间里的阳光很好，我们希望它能帮

助金钱树恢复健康。过了一两个月，金钱树的叶

子终于开始长回来了，现在它也是越长越健康。

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希望我们的金钱树会继续长大，但是爸爸说

如果它继续长，我们就要买一个更大的花盆才可

以装得下了。	

 

我家的阁楼 
夏岩(MLP6 ⽼师:吕永巧) 

				没事做的时候，我最喜欢去我们家的阁楼，阁

楼在第三层，虽然里面有点小，但是却非常好

玩。	

				阁楼里面和上阁楼的楼梯都铺着蓝色的地毯，

阁楼里面放着一张沙发，这沙发可以变成一张

床，有时候朋友来我们家过夜，就会在阁楼里面

睡。里面还放着书桌和两把椅子，加上一个电

脑，如果你喜欢，还可以在这里办公呢。	

				因为阁楼在第三层，所以能看得特别远，如果

你使用望远镜，那就能看得更远啦，各种各样的

邻居房子的屋顶都可以清晰的展现在你的眼前。	

				我们在阁楼里能玩很多游戏。冬天的时候，外

面的天气变冷了，可是阁楼里面还是很暖和的。

只是，夏天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我希望阁楼能变

得比外面凉快，可是，它是很闷热的，所以，夏

天的时候我们就很少上来玩。我在阁楼里放着玩

具，还有很多枕头，有朋友来玩时，我们可以玩

电脑游戏，还可以用枕头来打架。我和朋友经常

在里面下棋，玩棋盘游戏。	

				我家的阁楼真是既舒服又好玩，我每天做完作

业就会在里面呆上一段时间。要是搬家，我希望

能把阁楼搬到新家去。	

	

我爱的海豹 
赵伊欣(MLP6 ⽼师:吕永巧) 

				一年前我们全家去了阿拉斯加游玩。在第五天

的时候，我们上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游轮，乘着游

轮出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和鸟类。我的妈

妈说想看鸟，我的姐姐想看海獭，我呢，我最想

看海豹。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海豹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它们吃什么，在哪里可以看到它们。在船上看到

海豹的时候，我很开心。多么可爱的海豹啊，它

们看起来就像个孩子，像我一样高兴的玩耍。它

在雪地上滚了一圈，看着我们笑笑，抬起手来，

好像在跟我挥挥手呢。我也高兴的向它们使劲挥

挥手。直到我们去阿拉斯加看到真正的海豹的时

候，我才开始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动物的。过了一

会儿，我们要去别的地方看另外一些动物了，但

是我还依依不舍，我希望可以再陪海豹多一点的

时间。	

				阿拉斯加旅行回来后，小海豹成了我最喜欢的

动物。我很希望等我长大点还可以再看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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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Ad	Here!	
Become	a	sponsor	and	support	the	
non-profit	Xilin	NS	Chinese	School.	

请考虑赞助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Contact:	sponsors@xilinnschines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