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校刊	
 

1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 海子 

 

这句中国现代诗人海子的名句道出了多少美东
人民在过去这个冬天里对春天的渴望。春天终
于来临，多少人仍然对过去那个冬天记忆尤
深，那漫天雪花，皑皑积雪，既带来不便，更
留下难以磨灭的快乐，和隽永的回忆。       
                                                           

 
 
 
 
 
 
 
 
 
 
 

 

 

  

     今年的雪特别多，特别美，为了让同学们
再一次体验冬天的美，我带同学们去玩雪、
打雪仗。看到孩子们通红的小脸，小手在白
雪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可爱，看到孩子们相互
打雪球，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雪地上追逐着；
看到孩子们因站不稳相互扶持着；听到孩子
们因快乐而由心发出的欢笑声。我感到很欣
慰，同时也被这快乐的气氛而感染。这快乐
的时刻不仅留在了我的手机中，更记录在我
的心中。当然在快乐之中，我们并没有忘记
我们相聚在中文学校的目的。我要求同学们
好好观赏雪景，好好玩，在玩乐中运用所学
中文知识，写一篇有关雪的短文：描述冬天
的景，或描写在大雪天里发生的一件事，或
描述们踏雪的感受..请见下文             
--- 6C 老师孟育 

 

编辑语：长城中文学校六年级任课老师孟育提供了多篇同学们的近期作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一幕幕动

人的生活场景，充分地表现了寓教于乐的教学思想。请欣赏。 

------------------------------------------------------------------------------------------------------------------------------- 
本期编辑：Michael Wu（吴虎虎）， 孟育； 主编：万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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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雪里玩儿 
 

王逸翔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下雪了！大大的蓬松的雪花，看起来像白
色的花瓣慢慢地飘下来。有时候雪花和冰粒混在
一起，看起来像糖晶体快快地落下来。树上的雪
很厚，也很重，把树枝都压弯了，有的树枝被压
断了。地面上到处是雪，就像盖上了一条厚厚的
白色大毯子。雪上有一层薄薄的冰，走上去时会
咯吱咯吱地响。湖面上结了很厚的冰，挂在房檐
上的冰凌像剑一样，雪景很漂亮！ 
 
 
    今天，中文课上了一半，孟老师就带我们到
外面去玩雪, 并叮嘱我们要好好观赏雪景，好好
玩，希望我们在游玩中巩固和运用所学中文知
识, 每人写一篇关于雪的文章，比一比谁写得
好。我们大家一起动手堆雪人。有四个人滚了几
个雪球做雪人的身体和头，别的同学找来了小树
枝和石头分别做雪人的手和眼睛。我们堆的雪人
很好看。堆好雪人，我们又玩打雪仗，女孩一
组，男孩一组，每组都堆了一堵雪墙，还滚了许
多雪球。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开始打雪仗
了。我们两组同学互相向对方扔雪球，同学们一
边扔一边跑，既想击中对方，又想避过对方的雪
球。就这样，大家跑着扔着呼叫着，“战场”上
充满欢乐的气氛。后来我跟四个同学走到湖边，
往湖面的冰上扔雪球和冰块儿，可是湖上的冰很
厚，怎么也打不破它。 
 
   大路边有很多堆起的雪山，我们又去爬雪
山。雪山上很滑，我一坐上去就滑到坡底，像滑
滑梯一样，真好玩儿！我玩得很开心，但回到教
室里才发现鞋袜都湿透了, 既使这样，同学们都
特别喜欢这种与教于乐的教学方式，也增加了我
们来中文学校学习的兴趣。 

 

 

 

   

                  雪中乐 
 

吕乐佳6C  指导老师：  孟育 
 

    雪，飘飘洒洒下了一整夜。早上起
来，我打开门一看，“哇！”白雪皑皑，满
树银花，晶莹剔透，看不见屋顶，看不见草
地，看不见道路，大地像铺上了一条厚厚的
白毯子。放眼望去，洁白如玉，银光耀眼，
真是个雪的世界，这么净，这么美！ 
   
   鹅毛大雪还在下着，学校也不开，我们
不要上学。路上连一辆车也没有。 
    
   吃完早饭，我赶快穿上外衣出去帮妈妈
铲雪。因为雪很多，我们铲了很长时间，才
把停车道上和人行道上的雪铲完。 
   
   铲完雪，我和妹妹堆了一个跟我一样高
的雪人。我们先滚一个大雪球做身体，再滚
一个小雪球做头，然后用树枝做胳膊，用石
子做眼睛，用一根胡萝做鼻子。最后把一条
围巾围在雪人的脖子上。“看哪，雪人堆好
啦！”我们围着雪人欢呼着，唱着，跳着，
别提多开心啦！有两个路过的人说：“这个
雪人多漂亮啊！”我们听了路人的赞美，心
里更是乐开了花。 
 

  做完了雪人，我和妹妹还有我的朋友一起
去公园里滑雪撬。我们时而往前滑，时而向
后滑，时尔趴着滑，时尔站着滑，个个姿势
优美，神态各异，嘻笑声，惊呼声，此起彼
伏，荡漾在公园里，给这雪的世界增添了无
穷的活力。 
 

  回家后，我赶快去看看雪人怎么样了，却
发现一只兔子在吃雪人的鼻子。我急忙大声
喊：“别吃雪人的鼻子！”兔子看了我一
眼，仿佛在说：“这不是鼻子，这是萝
卜！”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雪啊，我爱你！你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乐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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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的冬天 
 

程冠捷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的冬天是个特别的冬天。一场场大雪过
后，树白了，房子白了，大地一片白色，仿佛盖
上了厚厚的白毯子。于是，我们在这个冬天有了
一些特别的活动。 
    
   清理积雪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也很有趣。
清晨起床，吃完早饭，我穿上滑雪裤、雪地靴，
戴上手套，全副武装地出门扫雪。我用我的小雪
铲把车道上的雪推到旁边，再将人行道清理出
来。其间，我时不时滚几个雪球，看到雪球打到
树上、车上、妈妈身上，我觉得很开心，也就不
累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把车上的雪清理干净。
每当我看到车上厚厚的积雪被我的大刷子刷到地
面上，车玻璃也被我擦干净的时候,我心里就美
极了。 
    
   雪清理干净以后，妈妈就带我到公园去滑
雪。喔啊，那么多小朋友都在滑雪，各式各样的
滑雪板给白色的公园增添了许多色彩。我急忙加
入到滑雪的队伍中去。我一会儿坐着滑，一会儿
躺着滑，一会儿又和同学一起从坡上冲下去。有
时几个人会撞在一起，一不小心会从滑雪板上翻
下来，滚下雪坡。公园里一片欢声笑语，生机勃
勃。 
    
  听说又一场大雪即将来临，我期盼着。 
 

 

 

 

 

 

 

 

              难忘的冬天 
 

刘良华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们全家刚从阿拉巴马搬到费城
时，我们很不习惯下雪。在南方即使薄薄一
层小雪，每个人都会欣喜若狂，我们搬来的
头两年，没见过多少雪，可今年冬天让我们
大开眼界，当我见到足足五十英寸的积雪
时，我真想搬回南方去！ 
 
      下雪的一天，我的好朋友莱拉打电话
邀我去她家小山坡上滑雪橇。作为一个在南
方长到十一岁的我，根本没有滑过雪撬，但
我竟然稀里糊涂同意了。一到她家，我才知
道我对滑雪橇毫无准备。去外面玩之前，我
不得不用莱拉母亲小一号的雨靴和滑雪裤。
不用说，我玩得很狼狈，每一次尝试都失败
了，而且浑身上下沾满了又冷又湿的雪花。
一次，我滑得太快，头向前，一不小心滑进
了挂满白雪的灌木丛，没关系，权当是一次
免费的雪浴吧。 
 
      我最惊险的一次滑行是以可以摔断脖
子的速度一下子冲下山坡。凭着前几次的经
验，我稳稳地驾着雪橇避开丛林。正当我洋
洋得意时，突然意识到我正向一棵大树冲
去。“小心！”莱拉大叫道。听到叫声，我
试图脱离滑雪板，可怎么也无法脱身。我突
然想起科幻小说里的英雄，并模仿他们伸出
一条腿，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雪橇
终于在距离大树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停下来
了，真是有惊无险啊！莱拉和我对视了几秒
钟诟，我俩心照不喧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 
 
    这真是个难忘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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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李天元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喜欢雪。今年冬天我们经历了很多场雪，
从十一月到三月一场接一场，似乎不曾间断过。
 

    一天吃过晚饭，我看到天色越来越阴沉，
彤云密布，北风呼呼，眼看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一看，果然到处都是白色
的。树上好像开满了白花，非常美丽。大自然给
大地盖上了一条厚厚的白毛毯。毛毯上面偶尔看
到一串小鹿的脚印，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丝毫的痕
迹。大人们没有去上班，小孩们也没有上学。我
们穿上滑雪服和雪靴，在后院里堆了一个高高大
大的雪宝宝。我和姐姐一起给他围上围巾，戴上
帽子，再给他装上一个橘红色的长鼻子，还画了
一张大大的嘴巴还用两颗石子做了两只黑溜溜的
大眼睛，漂亮极了。 
 

    雪给冬天带来最美的风景，给大自然带来
了最可贵的资源。在我们感受美妙的大雪之后，
我们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雪 
 

李昕遥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冬天，下了好多好多的雪。 
 

   有一天，邻居小朋友叫我出去滑雪。我很高
兴，马上穿上滑雪裤、外套和靴子，戴上手套，
拿了滑板就往侧院跑。这时，邻居小朋友也出来
了。我们很快坐到滑板上就冲下坡去。可好玩
了！有时候我推她，有时候她推我，有时候两人
坐在一起滑。滑着滑着，不知不觉滑了一个多小
时了，但我们还不想停。又滑了一会儿，她提议
到她家院子里去打雪仗，我很高兴。我和她打了
一会儿，她哥哥也出来跟我们一起玩。三个人玩
就更有趣了。 

玩了不知多少时间，我们实在玩不动了，就
到屋里去休息，屋子里非常暖和。我们都觉得，
今年冬天的雪太多太大了，既好玩，也很烦人。
我希望明年冬天不要下这么大的雪。 

                 今年的雪 
 

胡嫣然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我从小就喜欢雪，每次看到天上飘下
来一朵朵大大小小的雪花，我就会高兴得叫
起来。有时候是晚上下雪，第二天早上拉开
窗帘一看，外面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美极
了。 
 

    下雪以后，我喜欢穿得厚厚的和朋友
一起到外面去堆雪人，打雪仗。刚下的雪软
软的，踩在脚下吱吱地响，打在身上冰冰的
冷，都很好玩，我每次都玩得很高兴。 
 

    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们这儿的雪下
得又多又大，一场接着一场，经常上一次的
雪还没化完，新的一场大雪又来了。爸爸妈
妈说今年我们费城地区下的雪加起来有六十
多英寸了，堆起来比我还高呢。 
 

    下雪虽然好玩，但也会带来很多麻
烦。因为下雪，我的学校关了好几冫次，。
我家周围的树也压断了好几棵。有一天，家
里和学校因下雪而停电了。家里没有暖
气 ，非常冷。我们只好在附近一个图书馆
里坐了整整一天。我们在外面吃了晚饭，回
家点上蜡烛刷牙洗脸以后，只好上床睡觉, 
什么事也不能做，很没意思。好在第二天就
来电了。 
 
     听说下周还要下大雪，我真怕再停
电。我希望天气快点暖和起来，让春暖花开
鸟语花香的季节早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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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王杉 6C  指导老师：  孟育 
 

   雪很漂亮，也很好玩。雪的纯白颜色很耀
眼，但特别美丽。雪很冷也很有意思。下雪时你
拿张黑纸接雪，你就能清晰地看到雪花的形状，
像美丽的图案。有三角形、圆形、柱形和六边
形，所有的雪花都有六个角，而且是对称的。 
 

   有几次下雪，我们不能上学校，我就在家里
玩雪，玩得很开心。玩雪的时候我忘了穿靴子，
脚特别冷，冻得像冰一样。我赶快回家换靴子再
出来玩。我堆了一个雪人。我用树枝做雪人的嘴
和胳膊，用石子做雪人的眼睛和钮扣。爸爸看见
了，立即用手机把雪人拍下来。要不过几天雪人
化了，就再也看不到它了。爸爸还拍了好多雪景
照。照片美极了。树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宁
静的雪景里还有狐狸和小松鼠呢。树上的雪结成
了冰凌，偶尔太阳出来一照，亮晶晶的，像许多
水晶灯，美极了。 
 

   雪是很奇妙的东西，又冷又美丽。 

 
 

                冬天 
 

陈查理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年冬天我玩了很多雪，也铲了很多雪。
我跟着哥哥打了很多雪仗，可是要是下了一场大
雪，我就需要铲很多很多雪，以至我都没时间玩
雪了。我希望今年不要再下雪了，因为下的雪已
经太多太多了。 
       我以前特别喜欢冬天，因为我特别喜欢玩
雪。可今年下了太多的雪，院子里、街道上、停
车场上，到处都是雪，整个冬天只有一种颜色，
那就是白色，太单调了。 
       我希望以后的冬天，每年只下两三场大
雪，每次学校只停两天课，这样既可以玩雪，又
不太耽误上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玩雪 
 

栾力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今天，中文课上了一半，老师就带
我们到外面去玩雪并叮嘱我们要好好观赏

雪景，好好玩，回到教室每人写一篇关于雪
的文章，比一比谁写得好。 
 

外面很冷，地上有很多雪。大家飞
快地跑到山坡上开始打雪仗。我做了好
几个雪球丢向同学们。有的同学的也把
雪球打向我。不过我跑得快，没被打
中。我没有手套，手很冷。我们在雪地
里玩了很久。男孩子们用雪球互相打，
没有很多女孩子打雪球, 多数女孩都在
说话。老师用手机给我们照了照片。最
后，我们回到教室，大家都很开心。 

 
今天这堂课是我最喜欢的中文课。 
 

  
 

                   玩雪 
 

陈宁昊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星期日的中文课上，老师让我们到外
面去玩一会儿雪, 但老师的要求是让我们在
活动中学习中文，回来以后各人都要把自己
看到的、亲身体验到的事写出来。不用上
课，还能玩，大家当然高兴了。可是一到外
面我就后悔了。首先雪地很难走，一脚踏在
雪上马上就陷下去，我们很多人在雪上走时
遇到了麻烦。其次，雪很冷。用手抓雪手很
疼，一会儿我的手指就冻紫了，没感觉了。
在打雪仗的时候，我被雪球打中，一些雪落
进我的衣服里，好像洗了个雪水浴。 
 

      玩雪虽然遇到些麻烦，但玩过以后
还是觉得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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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雪 
 

王筱菁 6C  指导老师：  孟育 
 
    星期天中文课时，孟老师带我们去室外玩
雪，玩了以后要我们每人写一篇关于雪的文章。
我一出门，就看见很高的一堆雪，像小山一样。
大家兴奋地跑过去，排好队等着爬“雪山”。
“雪山”看起来好高啊，我都怕自己爬不上去
呢。我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好不容易才爬到山
顶，可是下山也不容易啊，我慢慢地坐下来，伸
直双腿，身子往后仰，“嗖”一下就滑到山脚下
了，好险啊！平地上的雪很厚，都没过我的膝盖
了。我走到小桥那儿向前冲，摔了几跤。突然，
我感到脚上冰冰的，原来是雪弄到鞋子里去了，
袜子也全湿了，全身冷得发抖。这时，老师叫我
们过去，大家一起拍了一张照。 
     
    然后我们又打雪仗，可是我却跑开了，因为
我怕雪打到我的脖子里。大家玩得很开心，都不
想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孟老师就叫我们回教室
了。这时，下课时间到了，我们背上书包就回家
了。 

 
 
                    雪 
 
       徐浩雪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一次， 我的中文老师让我们出去玩雪, 玩
了以后要写一篇作文。外面很冷。厚厚的雪很美
丽。我跑到外面。男孩子们已经在雪里玩了。我
就跟他们一起玩。我跑到一棵树下。见树上的雪
很多。我用雪做雪球，扔雪球。老师要我们站树
下拍照片。拍完了，我去了池塘边。 池塘上结
冰了。我想用雪球砸破冰。但冰没砸破。我又用
石头砸, 也没砸破。另外的学生也没砸破。玩了
一会儿, 我们又回去上课了。 
 
    出去很好玩。下次我还想出去！ 

 
            
              *：长城中文学校赞助商广告： 

             雪里的快乐 
 

kevin 6C  指导老师：  孟育 
 

    为了让我们练习写作，中文课上孟老
师带我们去室外玩雪。开始，我以为外面很
好玩，可是我想错了，外面的雪几乎都化
了，没化的雪冻成了冰，这冰比石头还硬。
外面也非常冷。扫雪车把雪推到路边上堆成
了一座座雪山。要爬过雪山可不容易，我不
停地爬，却不停地滑下来，试了好半天，才
终于爬上去。我又向下滑，滑到很厚的雪
上，这雪很硬，我居然没有陷下去，可是我
一站起来就陷下去了。我试着做个雪球，可
是我没戴手套，我的手被冻僵了。 
 
     过点时间，别的同学也过来了。我就
到附近的凳子上去休息。突然听到孟老师
喊：“咱们堆个雪人吧。”我们大家就七手
八脚地堆雪人。堆好了雪人，我们又扔雪
球。 
 
    过了一会儿，孟老师说：“孩子们，快
到下课时间了，我们进教室吧。”我一听就
马上冲向学校。回到教室，我背上书包，对
老师说了声“再见”，就回家了。 
 

      
 

 
 

None commercial purpose classified notes 
can be published on Cai Hong for free, the 
privilege is for The Great Wall Chinese 
school community members only. (typical 
notes include sell your own used car, hire 
baby sitter, etc.) 
 
《彩虹》为在长城中文学校注册的学生家庭
免费刊登非商业盈利性质的消息（如买个人
的二手车，雇保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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