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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
 七年级一班  刘顺祺

指导老师:李颖
	 2015	年的夏天，	我们全家去中
国参加了为期七天的江南游。我们
提前几个月就把去中国的飞机票订
好了。	当时，	一想到要去中国了，	
心中都充满了期待。终于在8	月中
旬，	我们坐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
飞机，	飞机飞行十三	个小时后，终
于抵达中国的上海。
		 我们开始了中国的	七	日江南
游。我们去的地方风别是：	上海，	浙
江乌镇，	杭州，	无锡，	苏州，	最后又
回到了出发地上海。
	 第一天，	我们从上海出发，	大
旅游车开了二	个多小时，	我们来
到了浙江的一个叫乌镇的水乡，	这
个地方是中国著名作家茅盾的故
乡。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江南水乡。
当天，	正好下着雨，	给水乡带来了
特有的风味。小桥，	流水，	和毛毛
细雨。中午，	我们吃了一顿很有江
南特色的饭菜，	其中有一道菜是梅
菜扣肉，	肉吃起来，	入口即化，	非
常好吃。吃过中午饭，	我们又回到
车上，	旅游车继续前进，	开往去浙
江省省会杭州的方向，	又经过几小
时，	我们在晚上6	点左右来到了杭
州。杭州是一个绿化很好的城市。我
们在6	点前还未进杭州市时，	就先
去了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西湖。	西
湖的景色非常的美，	有山又有水，	
我们爬上了灵隐寺的最高处，	真是
登得高看的远，	站在高处，	放眼可
以看到整个杭州城	。
	 第二天，我们坐旅游车来到了
江苏省的无锡市，	沿途经过了著名
而又美丽的无锡太湖，	 最后来到
了无锡郊区雄伟壮观的灵山。灵山
的山顶有一座大佛，	我们乘小旅游
车，	经过10	分种车程，	终于来到了
大佛的脚下。	大家都拍了很多的照
片，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接着，	我们来到了江苏省的另
一个城市苏州。苏州是一个出丝绸
的地方，	我们参观了丝绸工厂，	工
厂的工人给我们介绍说：	 丝绸是
一种可以防潮的材料，	苏州属于江
南，	每年夏天会有非常潮湿的梅雨
季节，	丝绸在当地就可以大显它的
防潮优点了。
	 游过苏州后，	我们回到了出发
地上海，	上海是中国的大都市，	整
个城市非常具有现代化气息，	高楼
林立。	我们游览了外滩，	城隍庙和
浦江夜游。
	 七天的中国江南游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影响，	我喜欢上了中国，	
我心里想：	 下次我还要去中国旅
游，同时，也要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们
安排的江南游之行。

爱好
 七年级  崔申璐  指导老师：李颖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兴趣和
爱好。我的爱好很多，有打网球，踢
足球，读书，但我最喜欢的是画画。
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画画老
师。我每次去上课，他都会跟我们先
挑选今天要画的主题，还和我们讲
解技术要领，	耐心地指导我。我对
画画就越来越喜欢。
	 这几年来，我画过素描，水彩，

还有油画。画过动物，风景，植物，还

画过抽象画。从头数来，自己也有了

几十幅画作了，从开始到现在初有

成绩，我心里也挺开心的。尤其是今

年以来，妈妈和弟弟都夸我我的画

大有进步，每次我有新的画作拿回

家，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找来钉子挂

到墙上。有时有客人到我们家来玩，

还会向客人们介绍我的画作。我听

到他们的表扬，我表面上不响，其实

我的心里早就美滋滋的。但是，我也

清楚地知道这就是他们的鼓励。我

可不能有一点自满。

	 艺术的道路是永远不断的，我

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的。我只有不

断的努力，按照老师的指导，一步一

步地往前走，争取画出更优秀的作

品，来见证自己的成长，实现自己的

梦想。

2014 感恩节
 七年级 刘语馨  指导老师：李颖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

妹和我。去年我们感恩节去了宾州

的Peddler’s	Village，还在那儿住了

一晚上。

	 我 们 住 的 旅 馆 叫 G o l d e n	

Plough，最有特色的是，旅馆是在一

个小糖果店上面。站在暖暖的房间

里面，我好像闻着下面的糖果了。窗

外可以看到Peddler's	Village的小镇，

天灰灰的，树都没叶子了。

	 接着，我们就去逛了小镇。

这有很多商店，像妈妈最喜欢的 :	

Journeys。妈妈喜欢这个店因为有很

多灵修方面的书，还有很多佛像。我

也很喜欢这个店，因为有很多漂亮

的蜡烛，	美丽的画，和（我最爱的）

好看的书！在这里我和妹妹都买了

可爱的小娃娃。爸爸好像不太喜欢

这个店，所以他就在外面等我们。

	 逛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人

在卖苹果汁，下面用炭火加热着。	

我觉得这太诱人了，就跟爸爸去买

了一杯。苹果汁很烫，但我觉得很好

喝。可怜的妹妹，舌头一不小心被烫

着了。

	 晚 上 吃 完 饭 ，我 们 一 家 在

Peddler’s	Village里走来走去。这里

最有特色的季节是感恩节到圣诞节

这段时间，整个园子里树上，草地

上，商店外面，到处装饰着各种各样

颜色的彩灯。有些灯是红的，有些是

绿的，还有一些是蓝的。

	 我们去年感恩节真有意思！今

年感恩节一定也会像去年一样好

玩，一样开心。

劳动节露营
 七年级  赵胤东 指导老师：李颖

	 今天是九月七号 , 是劳动节周

末。今天我们全家去露营。我们收拾

好了包囊准备去露营。	我们要带打

火机,帐篷,手电筒,水,吃的,还有其

他很多东西。我们的朋友也一起去

玩。

	 “开车会花两个小时呢！”妈

妈说，“你要带一些东西在车上玩

么？”于是我带了一本儿童读物，还

有很多纸，准备画画用，还有一个日

志本用来记录我所看到的。在车上

很无聊，没有好玩的。我看不成书，

因为我看书会晕车，很不舒服的。

	 “哎呀！露营的现场在那儿

呢？”爸爸说

	 我们找了很久，	终于用地图定

位了。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个灯柱，

还有一个火坑。当时天很黑了。只有

月亮照着我们。“给我打火机，太黑

了。”妈妈说。

	 爸爸在车里翻来翻去，弄得到

处很乱。他忧虑地看着妈妈，妈妈也

疑惑的看着爸爸。最后妈妈说，“为

什么没有我那打火机呢？”爸爸回

复，“我忘了带打火机了。”	

	 “哎呀！你怎么忘了打火机

呢！没关系，朋友会很快来的。他们

还要三十分钟就到了。你有手电筒

么？妈妈问。

	 “我也忘了手电筒了。”爸爸说，

“我们首先去搭帐篷把。”

	 妈妈很受挫，我的弟弟很烦躁，

一会儿说“你们在干什么”？一会儿

说，“我饿了！”

	 我们搭起了帐篷，不一会儿我

们的朋友来了。他们给我们手电筒

和打火机。终于，我们安定下来了。

我们吃了饭，我还吃了棉花糖。妈妈

和我讲了很多鬼故事，很好玩。我还

去参观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漂砾场，

另一个是一个攀岩，我还参观了一

个叫泥江的地方，是一条山间小径，

很有趣。我还去了远足，钓鱼，和参

加了一个野餐会。都很好玩，我很喜

欢这些活动。

	 今后，我还要去露营，但需要准

备得更充分点！这是我过的最愉快

的劳动节。

我的圣诞节礼物
 七年级一班 高逸心

指导老师：李颖
	 在我五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在圣诞节的时候，我
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本练习书作为
圣诞节礼物。	把我给气坏了！	
	 记得在那个圣诞节前夜，	我不
想睡觉，因为我很想要知道我爸爸
妈妈给我买的礼物是什么。	但是不
一会儿，我终于睡着了。	早上起床
后，	我还没顾得上吃饭就跑到圣诞
树下去找我的礼物。树下有很多很
多彩色的盒子。我的礼物在一个很
大的盒子里装着。	我好奇地想盒子
里有什么东西。	我们家没有规定什
么时候可以打开礼物，所以我迫不
及待地打开了盒子。结果，发现我的
礼物竟然是一本数学的练习册。我
觉的爸爸妈妈可能在和我开玩笑，
于是想等一会儿再去找其它真正的
礼物。
	 过了一会儿，大家终于起床了，
开始找他们的礼物。我问爸爸妈妈：

“我的礼物在哪儿？这本练习册怎
么会是一个圣诞节礼物呢？爸爸妈
妈回答：“因为你没告诉我们你想要
什么。你正好也需要努力学习。”	这
太过分了吧！我说：	“这一点儿也
不公平！弟弟有很多礼物，而我连
一个玩具也没有！”我十分羡慕弟
弟。他的礼物有新的游戏，糖，玩具
等，	比起我的数学练习册，他的礼
物当然好多了！
	 结果，那年我的圣诞节过得不
怎么开心。可是现在想想，跟大家聚
在一起过节，也是一件很好的礼物
吧。

 二年级二班  邝炜晴
(Samantha Kwong) 指导老师：蔡敏
	 今年夏天姥姥带我和妹妹回中
国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从南到
北，有深圳，	北京，牡丹江，和哈尔
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牡丹江
的火山口地下森林。
	 火山口地下森林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据说有一百万年历史。火山
爆发后，火山口塌陷形成大坑，然后
长出很多参天大树，就变成了地下
森林。
到地下森林要走一条很长的石阶，
我和妹妹都是自己走的哦！非常
累！一路都是很高很大的树，景色
迷人。姥姥告诉我们那里还有很多
很珍贵的药材。火山口底暗藏着很
多岩洞。有一张在雄狮岩洞外拍的
照片，是我最喜欢的。洞里非常冷，
即使当时是夏天，我们也要穿上长
袖。
	 从地下森林出来，我们坐船游
了镜泊湖，还吃了全鱼宴。全鱼宴上
有黄色瓤的西瓜。我很喜欢但是妹
妹不吃。她认为黄色的西瓜不是西
瓜。
	 中国真好玩！听姥姥说，还有
很多很美的地方。我希望每年都能
去中国旅游，参观一个新的地方！

我的中文老师
 五年级  易悦月 (Julia Yi)

	 刘老师是我的中文老师。她戴
着一副黑框眼睛，个子不高，总是微
笑着。
	 刘老师的中文课很有意思。她	
会给我们讲她女儿小时	候的故事，
还有她小时候的故事。刘老师有两
个女儿，两人都弹琴，但是她们都不
喜欢练琴。我和哥哥都学弹琴。哥哥
比我弹的时间长，比我弹的好。他有
时	去纽约表演。有时候我不会，哥
哥会教我。练琴很难，但是如果不练
的话，就学不好。在刘	老师的课堂
上，如果好好学习，小朋友就可以拿
到积分去换糖。我现在还没有积分，
所以我要好好学习。
	 中文有点难学！妈妈说其它可
以不学，但是中文一定要学。刘老师
想办法教我们学好中文。除了经常
讲故事她在课堂上经常提问，我们
回答问题。如果题目很简单的话，我
希望老师能喊我回答。如果题目难
的话，我希望老师喊其他人回答问
题。刘老师让我们在家写中文文章。

写中文文章比写英文文章难多了。
我先用中文讲一遍，再	把故事用中
文写下来。刘老师还会让我们组词	
，并把它写在黑板上。总的来说，刘
老师的中文课很有意思，我学了很
多。

怀念我家的鸭子
 六年级一班 张立萩

指导老师：常荣
	 去年我们家饲养过两只可爱的
雌鸭子.买回来的时候都是白色的,
但是后来一只是白的另外一只变成
黄的了.	它们的小眼睛长得像黑色
的玻璃球又光又亮.	它们的鼻子洞
长在嘴巴上,像两颗黑芝蔴.	鸭子的
尾巴很可爱.	高兴的时候会晃来晃
去.	风吹的时候它们的毛会飞起来.	
它们每天掉很多毛,会被小鸟衔去
筑窝.
	 我们每天喂鸭子们米饭和绿叶
菜,但是它们没有每顿都吃光.	它们
要吃东西就看着我嘎嘎叫.	鸭子最
喜欢在草地里吃虫子,下雨的时候,
它们会玩得浑身都是烂泥.	我们回
来的时候它们都成咖啡色的了.	它
们每天会在自己的游泳池里玩水.
	 每天每只鸭子大概下一只蛋 ,
蛋有时候很长,有时侯很短.	它们有
时躲在楼梯下面下蛋,有时下在鸭
棚里.	每天我们都要去那两个地方
看一看有没有蛋.	我最喜欢看鸭子
游泳和吃东西.
	 可惜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
们忘记关紧鸭棚侧门，一只凶残的
动物钻进去咬死了可怜的鸭子。我
和妈妈把它们埋在了后园。我每次
想到会很伤心，	很后回当初我去检
查一下后门就好了。

 六年级一班  胡安雨
指导老师：常荣

	 今年劳工节那天，爸爸妈妈带
我去了位于宾州中部的一个阿米什
人聚居处。那天天气很好，爸爸开着
车，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到那里。
	 我们到那里以后，首先参观了
阿米什人的木工作坊，门口摆放着
一个木制棋盘。他们的雕刻技术很
高，有木制的刀具和餐具，还有小动
物和工艺品。临走前，他们还送给我
一个刻有我名字的小木板。我还看
他们是如何做绳子的，我还亲自做
了一根绳子呢。
	 接着，我们又乘坐旅游巴士参
观了他们的农场，我看到地里种了
很多玉米，还有一辆马车在收割玉
米。我们还去了他们的食品商店，我
买了一个蓝莓派，非常好吃。我还买
了一些梨和小葫芦，也很可爱。
	 最后我们又去参观了他们的模
拟学校。我看到教室里面的桌子、椅
子,有高有低。一位退休老教师介绍
说，他们的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都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而且他们
的学校只到八年级。教室里没有暖
气，冬天是用煤球炉子取暖。
	 通过这次旅行，我知道了在离
我们不远的地方，还生活着一群阿
米什人，他们不用电、不开汽车，甚
至不骑自行车，不使用手机，远离我
们的现代生活。这真是一次有意义
的旅行。

记 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
 六年级一班  杨悦晨

指导老师：常荣
	 “起来了！”才早上6点半，妈妈
就在叫我起床。按照妈妈的计划，我
们一家人今天要去爬山看红叶。我
心里一点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
一个人呆在家里，只好嘟着嘴巴上
了车。出门的时候，天上正在下雨。
爸爸说，“天气这么差，哪有什么红
叶可看！”	我回答说，“我也这么觉
得哦。”一路上，我都在嘟嚷着，觉得
今天肯定不是一次让人难忘的旅
行。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目
的地，Mohonk	Mountain	和Mohonk	
Mountain	House。停好车后，我们开
始沿着trail爬山。地上满地都是落
叶，红叶，黄叶，都太美了！我开始
兴奋了，不停的用手机拍照。我照

了很多照片。比爸爸妈妈照的还好
看！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眼前忽然

开阔，远远望去，红黄绿甚至还有半

红半黄的各种树叶，多种颜色混在

一起，景色漂亮得没有话说！

	 终于，我们爬到了山顶上，看到

了著名的Mohonk	Mountain	House。	

妈妈告诉我说，山顶上这座建筑是

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兼

旅游胜地。最让人惊奇的是在这座

山顶上的建筑物旁边居然有一个

湖。这个湖被悬崖峭壁环绕，据说景

色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刚到的时候

湖上被大雾笼罩着，看不清楚。于是

我们开始沿着湖边散步，慢慢的，天

气变好了，太阳出来了。太阳一出

来，我们看清了湖景，山景，漂亮极

了。我还真的开始喜欢这次旅游了，

像妈妈说的！

	 走完湖边，我和妈妈开始爬向

山的最高峰，弟弟和爸爸留在湖边

玩耍。半小时后，我们爬到了山的最

高顶。站在山顶上朝下看，我又紧张

又高兴。哇塞！湖景，山景，还有红

叶，真是太美了。看到了这么漂亮的

景色，我觉得这次旅行真是没有白

来。从山上下来之后，爸爸妈妈带着

我和弟弟在湖上划了一会儿船，然

后又买了鱼食喂湖里的各种鳟鱼。

我非常非常开心。美中不足的是弟

弟的眼角被蜜蜂蛰了一下，好在不

是毒蜜蜂，没有太多问题，只是弟弟

的脸肿了一阵子。

	 天色暗下来，我们要回家了，

我恋恋不舍的坐上了下山的汽车。

回家的路上，妈妈说，“这次旅行不

太差吧？"	我笑了。妈妈又接着说：

“凡事不能朝坏的方面想，说不定前

面有惊喜等着我们呢！”

	 这次旅行真让人难忘，我不仅

看到了美景，还懂得了一些道理。

难忘的生日
 六年级一班 汪锦天

指导老师：常荣

	 2015年11月4日是我的十二岁

生日。那天，我妈妈帮我安排了很精

彩的节目。我跟我的家人和我的好

朋友家一起去滨州的一个室内水上

乐园（Great	Wolf	Lodge）。我们在哪

里玩了两天一夜。坐了乐园里的各

种滑梯，玩了旅馆里的探险游戏。最

令我惊奇的是Great	Wolf	Lodge得

知当天是我生日后，让我全天免费

吃冰淇淋。我玩的高兴极了！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我

们终于来到了Great	Wolf	Lodge。到

了我们的房间放下行李后，我们急

急忙忙跑去水上乐园。里面的真暖

和啊！我们看到了很多水上滑梯。

有大的，有小的，有的长，有的陡，	

更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它们的颜色

是五彩宾纷，好看极了。	除了滑梯

外。	还有给大人，小孩泡热水澡的

水池，一个模拟大海波浪的水池，

和一个水上篮球场。好玩的东西多

得不得了。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很特

别有趣的水上滑梯。	和别的滑梯不

同的是。	你要坐在一块独特的滑板

上，	在你滑下时，滑梯的隧道里会

显示不同颜色的光。当你经过红光，

你要按下一个滑板上的红色按钮。	

假如是绿光，你就要按下绿色的按

钮。	按对了才能得分。	滑完后，你还

能在滑梯旁边的电视上看到你的分

数。我一直跟我妈妈，爸爸，和哥哥

在比赛，看谁的分数最高。

在水上乐园玩累了，我们就回到旅

馆。开始在旅馆的走廊里玩一个叫

MagicQuest的探险游戏。我和我的

好朋友拿着我们的魔法棍按照游戏

指令到处寻宝。我们花了两个多小

时才完成了我们的探险，打败了坏

魔法师。九点时候，我们一起回到我

们的旅馆房间。那天可真好玩。对

了，	我还吃了很多免费的冰淇淋。	

我想，我以后一定不会忘记我这个

有趣的十二岁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