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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之路
毕业班学生：张琳 

指导老师：张勤
	 老师刚说完下个星期没有
中文课，全班沸腾了起来，耶！
我也开心地跟着欢呼，这就是说
下个星期天我可以懒觉啦。可是
真到了这一天，我却忘了，跟往
常一样早早起床。妈妈奇怪地看
着我，说今天没有中文课呀，我
才意识到，原来每个星期天去中
文学校，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从五岁开始在华夏博根
中文学校学中文，至今已有八年
了。从汉语拼音开始一册一册
地往上读。妈妈说送我上中文学
校前只教会了我怎样写自己的
中文名字，而我现在不但可以用
拼音查词典，中文词汇量也在逐
渐增加。我每两年回中国去看外
婆，跟外婆用中文交流，也用中
文给外婆写卡片，外婆说我的中
文字很漂亮。
	 八年中我在中文学校交了
很多朋友，我们不但一起学中
文，还一起参加各种中文学校
举办的活动，比如运动会，朗诵
比赛，演讲比赛，等等。我还选修
了中国结，中国书法和其它文化
课，这些课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
中国文化和历史。
	 每次遇上中国节日，老师都
会给我们讲这些节日的由来和
故事，像端午节，中秋节和新年，
这些节日不但丰富了我们在中
文学校的日子，更让我们以中国
传统文化的渊源流长而自豪。
	 虽然每次学校宣布没有中
文课时我都很兴奋，但一想到还
有六个月就要毕业了，再也见不
到我的老师和朋友们了，心里又
很难受，我会怀念我在中文学校
的日子。

我是小小摄影师
毕业班学生：叶震宇

指导老师：张勤
	 “中文学校开了摄影课，你
有没有兴趣参加？”
	 “好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自
己的照相机了？”
	 那是去年暑假的一天，妈妈
正在为我报名上中文课，看到了
学校新开的摄影班，于是就为我
报了名。
	 我的爸爸是摄影爱好者，小
时候我常常会突然感到一道很
亮的光一闪，转头看见爸爸拿着
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对着我，“我
也要玩！”放下手里的玩具，我
去抢爸爸手里的“玩具”。爸爸告
诉我，这不是小孩子的玩具，这
些东西等我长大以后才可以碰。
看到他有很多不同形状的相机，
长长短短的镜头，大大小小的圆
圆的、有的像花儿一样的盖子，
都让我很好奇。现在我将要上摄
影课了，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去翻
翻看看爸爸柜子里的那些东西
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老师教
了我们摄影的基础知识，提醒我
们在拍照时要避免犯的一些错
误，要学会调节光线，不能过度
曝光，也不能曝光不足；注意画
面完整，不要把关键元素切割遗
漏在镜头之外，等等。我们还欣
赏了一些摄影师的作品，试着找
出作品中的细节加以分析，同时
还变化不同的光线，感受不同的
画面。终于有一天老师说了，下
节课我们可以走出教室去拍照
片，用手机就行，主要是感受一
下我们学过的知识。原来只要用
手机，我失望地回到家，却惊喜
地发现我的书桌上放着一部相
机！
	 爸爸把他的其中一部相机
给了我，并告诉我，这是爸爸用
的第一部单反数码相机，是在我
出生那年买的。虽然这是一部老
的相机，但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的
相机，可以拍我想拍的照片了！
从那以后，我时常拿着相机对着
鱼缸，对着小狗，对着后院刚发
芽的树枝，对着树枝上的小鸟，
对着天空的云拍个不停。然后爸
爸把我拍的照片下载到电脑上，
一张张的筛选、评论，作后期修

改。从几百张照片中挑出最满意
的，只有不到十张。我有点泄气，
但是爸爸对我说，如果你想拍出
完美的画面，必须对每一张照片
挑剔。这个过程很枯燥，但是你
会从中学会很多，会发现有进
步。
	 现在我时常跟着爸爸去听
摄影讲座，想学习更专业的摄影
知识，并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
拍摄中。讲座结束后，爸爸的那
些摄影师朋友常常让我为他们
拍合影。许多人都告诉我，爸爸	
(别人叫他小A)	常常把我拍的照
片上传到社交网上，大家都夸我
很棒，拍得比小A好！我听了不
好意思地脸红了。

吃货逛夜市
AP中文班学生：方立成

指导老师：张勤
	 我和大卫不但是最好的朋
友，而且还是一对实实在在的吃
货。我们俩经常一起讨论什么东
西好吃在哪儿能发现好吃的，并
且无论谁发现好吃的了，都会在
第一时间把视频和照片传给对
方。
	 去年寒假，大卫一家去台湾
旅游，照例他给我发来了许多视
频和照片介绍台湾的美景，可是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台南逛夜
市。视频里，大卫在夜幕降临的
夜市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穿梭在不同的小吃摊前，只见他
吃完左边的小摊，又去吃右边的
小摊，在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他
点的担仔面，卤肉饭，炸鸡排，还
有臭豆腐和珍珠奶茶，看着他吃
得满头大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
恨不得立马飞到台湾和他一起
享受这些美食。
	 唉，大卫，我真是羡慕死你
了。

去旅游
中文八册班学生：郑建彬

指导老师：汤江勤
	 今年最有趣的事是夏天去
Massachusetts	旅游。我跟妈妈、妹
妹、阿姨、外婆、外公和表兄妹一
起去了三天两夜。
	 第一天早上我们5:00就起
床出发坐车去Massachusetts，去
那儿要三个小时。我们一到达
Massachusetts，就要上船去了葡
萄岛。那只船又大又漂亮，我们
到达岛上就上了车去参观了这
个岛。参观结束后，我们又去了
那里的海边玩。那里的海又蓝又
清。我们在那里捡到了很多贝
壳。到了7:00我们上了船回到了
Massachusetts。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动物
园。那里有很多种动物像鳄鱼，
大象，长颈鹿等等。到了下午我
们坐船去看鲸鱼，他们要把船开
到海的中间才可以看到鲸鱼，当
广播说发现鲸鱼时，我们每一
个人都很兴奋地跑去船甲板上
一边看一边拍照，我们看到了好
几条大鲸鱼，大家都欢呼雀跃起
来。看完鲸鱼后我们就去了一家
有名的海鲜餐厅。那里的海鲜又
新鲜又美味。
	 到了最后一天我们去参观
了原住民居住区，那里的房子都
很古老，我们跟他们握手和拍
照，最后我们坐着车有说有笑地
回到了我们的家。这次旅游真是
太有趣了。
	

我把弟弟弄丢了
中文八册班学生：李安妮

指导老师：汤江勤
	 有一次，我把我弟弟丢了。
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来
告诉你吧。
	 我的弟弟小名叫淘淘。一天
下午，他一下校车，我刚接了他
带他回家，他就一溜烟儿跑到楼
上去了。在我下楼的时候，淘淘
也消失了！我以为淘淘跟我在
玩捉迷藏呢，所以我就在屋子里
走来走去，一边叫着淘淘一边也
试着找到他。时间过去了一个小
时，到最后，我急了，着急地说，

“淘淘，我真的找不到你。你赢

了！你出来吧！”可是，一点儿
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更担
心了。我在家里跑上跑下，看看
门后面，看看玩具房，哪里都没
有看到这个淘气的小男孩儿。正
在我刚要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前门悄悄地开了。我一看到是弟
弟，我的心跳这才恢复了正常。
我跟淘淘使劲地嚷嚷：“你知道
我多担心你吗！”淘淘说：“我去
外面泡太阳了”。我觉得他想说：

“我去外面晒太阳了”。这种事在
你家有发生过吗？

有趣的游戏
中文八册班学生：谢宇晖

指导老师：汤江勤
	 有一次我去我的外婆家，	我
就叫了妹妹，表哥，表弟，还有表
妹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们开
始用石头,剪刀，布来确定谁来
找	。我输了，所以我把眼睛用布
蒙上.我先数到30，然后就去找他
们。我找了一会儿,才找到我的
表哥，然后换他来找。我和我的
表弟一起藏起来，一开始我们跑
到了一棵很大的树后面，我的小
表妹也想躲在这里，我们让给了
她。我跑进房子里，躲在洗衣机
里面，我妈妈知道后骂了我，说
那里很危险的，绝对不可以到里
面去，尽管被妈妈骂了一通，但
是我们玩得很开心,我最喜欢捉
迷藏的游戏了.

万圣节派对
 中文八册学生：邓伊丽

指导老师：汤江勤
	 万圣节这天，我和我的朋友
们一起去讨糖，讨了一会儿糖又
回到了我朋友的家。我的朋友米
娅告诉我们，过会儿她的妈妈要
带我们去参加一个万圣节派对，
我们都很兴奋地坐进了她妈妈
的车里。开派对的地方叫麋鹿俱
乐部。我们进去时，哇！里面有
很多迪斯科闪光灯，也有很多好
吃的食物和好喝的饮料。最好吃
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比萨饼。比萨
饼是从我原来的学校附近的一
个叫Ferrazolli's的餐馆订来的。那
里做的比萨饼太好吃了！吃完
后，我们就开始做派对活动，如
Limbo，舞蹈比赛和万圣节活动
等。其中一个活动就是需要我们
用卫生纸把一个人包起来，像一
个木乃伊那样。我和我的朋友们
要求在一个队，她们提名让我来
做木乃伊。最后是我们赢得了包
装最好的木乃伊奖。拿了这个奖
但是我一点儿都不很吃惊，因为
她们把我包得那么紧，我几乎都
快无法呼吸了。九点半时，妈妈
们说应该回去了。可是我们都不
想回去，尽管我们都累极了。今
年的万圣节真是太好玩了！
	

动物园一日游
中文五册学生：王雨彤

指导老师：庄逸红
	 星期六我写完作业就和妈
妈商量去动物园游玩，妈妈欣然
答应。
	 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
了，我在车上坐着放眼望去，路
边的树木都被我们甩在了后面，
这时天空好像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的心也跟着雨点跳动起来了!
	 下车时雨已经停了，我们进
入动物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调
皮可爱的猴子，只见它们有的玩
秋千，有的吃苹果，还有的在抓
痒，各种姿态。孔雀笼子那里早
就有很多人了，过去一看，原来
是孔雀开屏了，孔雀正用它那俊
俏的尾巴像人们展示自己美丽。
我们照了几张照片便又去看其
他动物了。
	 食肉动物看完了我们又来
到了食草动物旁边。看到山羊一
直在吃草，有两只小山羊还在那
里打了起来，它们的角碰在一起
你顶我我顶你谁都不怕谁，最后
是一只骆驼发出了一声巨响，不
光把人吸引过去，还把小山羊给
吓跑了。骆驼的两个驼峰像两个
小山包一样，真好玩!
	 今天的动物园一日游真开

心，收获也很多，让我认识了很
多动物也了解了有些动物的习
性。下次再有机会我一定还来，
并且要跟我的好朋友一块来，共
同分享这里的乐趣!

放风筝
中文五册学生：陈杰

指导老师：庄逸红
	 星期天，我们从中文学校回
来，妈妈妈带我跟妹妹去公园
玩。走进公园我抬头一看，今天
天很蓝，天上有人在放风筝，五
颜六色漂亮极了.
	 我也带了一个龙的风筝，妹
妹带了白行车，妹妹去骑自行车
我也开始学着方风筝。我左手拿
着线	，右手拿着让风筝，照着妈
妈教我的，试着让风筝飞起来,但
是我试了很多次都没能让风筝
飞起来，我很不开心，也很失望
妈妈看到我生在草地上就过来
问我为什么不玩了，我告诉妈妈
飞不起来，不好玩。妈妈告诉我
不是做什么事都是一帆风顺的，
要多试几次，找到方法就能让风
筝飞起来了，要有耐心。
	 我听了妈妈的话，右手放开
了风筝，正好风大了起来，风筝
飞了起来，我一边奔跑一边叫：

“我的风筝飞起来了！”	这时妹
妹看到了我的风筝飞起来跑过
来跟我一起跑，	我们开心极了。
	 这个星期天，我不仅学会了
放风筝，还学会了做什么事都要
有耐心，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今
天是很开心的一天。

拱门之行
中文五册学生：马安迪

指导老师：庄逸红
	 今年暑假我跟爸爸、妈妈和
爷爷游览了拱门国家公园。我们
去的那一天很热，看样子都能在
地上煎鸡蛋！
	 进入公园大门开车不一会
儿，我们就到达双拱门了！由于
妈妈怕中暑，只有爷爷、爸爸和
我打算去爬拱门了。我先在远处
观察了一下：一眼看上去并不不
值得爬。因为我也很怕热，所以
犹豫再三。但禁不住爬石头的诱
惑，我最后还是坚持去了，经过
艰难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双
拱门的正下方，我欣喜地发现在
双拱门下竟然出奇得凉快！我
舒服地躺在凉凉的石头上，头向
上仰望，景色惊人地美丽，想想
看吧，鲜红如火的双拱门与湛蓝
的天空相互映衬反差，和我来之
前看到的介绍图片一样美，太独
特了！原来红色可以有这么多
不同的深浅层次！我爸爸领着
我爬了一面很陡的石头墙，我到
了上面并钻进一个小洞里，想象
自己变成了一只淘气的小猴子，
爸爸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给我照
了张相，样子可有意思了。我们
又爬了一会儿然后先后与爷爷
和妈妈汇合，	妈妈听了我的描述
看了我们的照片，大呼后悔，我
得意极了。双拱门是我整个公园
里最喜欢的景点！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最有名
的精致拱门！之所以说它最有
名是因为它地势高、造型美，几
乎所有拱门公园的宣传照上都
有它。我们先从最低处的观景台
上用望远镜看，但是啥也看不
见，我很难过。后来我们发现还
有一个更近一点的观景台，但是
地势稍高，我们还需要走一点山
路。顶着如火的烈日，我们出发
了，爬了半截，我腿就开始都酸
了，渐渐地竟然象灌了铅一样
沉，我不断地问爸爸能不能休息
一下，他总说快到了坚持一下，
可以说我是用最后一点力气终
于爬到观景台！我累坏了，几乎
没有兴致去观看景色，而且山上
更热，所以我又象一只小猴子一
样钻进一个大石头下的小洞，没
有太阳照射，温度好像低了十度
不止。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找我，
我却没发一点声音，想吓吓她，
但是妈妈还是太了解我了，一下
子找到我：“原来小猴子藏在这
里呐！”一把把我抱起反而把我
给吓了一跳！我终于更清晰地
看到了精致拱门的模样，象从石
头高地上突兀地“长”出来一个

人工“月亮门“一样，虽然远远没
有那么规则对称，但它的颜色红
得夺目，而且是天然形成的，怪
不得被称为拱门公园的“名片”，
我不禁再一次惊叹，兴奋地又跳
又叫。在下山的路上我还看到了
野生的小蜥蜴，是土灰色的，一
眨眼功夫就跑不见了。下山比上
山又快又轻松，不一会我就坐到
车里了，打开空调感到好享受。
	 晚上我们吃了著名的水牛
肉汉堡包，喝了奶昔，还吃了薯
条和羊排，我和爸爸爷爷觉得很
好吃，就是妈妈觉得一般，女人
就是挑剔。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公
园去了其它景点，妈妈则特意回
双拱门拍照，拍照再拍照，没办
法，这就是我妈妈最大的兴趣。
这个暑期的旅行，我们去了黄
石、大提顿、马蹄湾、羊角湾、格
兰峡谷、布莱斯峡谷、大峡谷、胡
佛大坝以及拉斯维加斯等一大
堆国家公园，拱门国家公园以其
独特的地貌和令人震惊的美景
成为我此行最喜欢的国家公园，
我很好奇冬天它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得再去一次！
	

姥姥教我种菜	

中文五册学生：李天乐
指导老师：庄逸红

	 种菜的乐趣是摘果。我很喜
欢种菜。每年都会跟妈妈种菜，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每年都
没有什么收获。
	 今年，我姥姥来到我们家，
她是种菜高手。姥姥每年都能种
出很多很多菜，她种的菜又大又
好吃。于是，我问姥姥怎么种菜。
姥姥说：“你先得把土地挖的很
松，施肥，然后在春天到夏天种
下籽。每天都得给菜地浇水，施
肥，还需要太阳的阳光。缺少任
何一样，种的菜都会死。”
	 姥姥带着我们种了很多菜，
有葱，草莓，向日葵，还有西红
柿，辣椒，和豆角。姥姥还教了我
怎么施肥，每天从学校回来，我
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去菜地看一
看，给菜地浇水，施肥。满心期待
着我们的菜快点儿长大。忽然，
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个小南瓜，
我的心都快蹦到我的喉咙里了。
我叫妈妈快点儿过来看，和妈妈
一起分享我的喜悦。很快，我们
的菜地接满了各种果实，长长的
豆角高高地挂着，红红的西红柿
压弯了枝头，向日葵就像小小的
太阳，漂亮极了。
	 不久，姥姥要回中国了。临
走之前，姥姥让我好好地照顾菜
地，我也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只
有付出努力，才能有收获。要是
我姥姥还在这儿，她就会看到我
们新种的仙人掌，已经长出了很
多新芽。

去海边
中文五册学生：李天昊

指导老师：庄逸红
	 今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爸
爸和妈妈要带我们去海边玩。我
和我的弟弟高兴地跳了起来，赶
紧准备出行的小书包，还带上了
鱼竿和网，坐上车，兴冲冲地出
发了。一路上，我们唱着歌，看着
窗外的风景，有蓝天和白云，路
上还有许多的车飞快的跑，我真
希望一下就飞到海边。
	 过了很久，我们终于来到了
海边，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向海
滩跑去，沙滩上有很多贝壳，还
有很多海鸥在海面上自由地飞
来飞去。忽然，我的弟弟大叫起
来：“快看，这是什么？”我急急
忙忙地跑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很
大的马蹄蟹壳，这是我第一次看
见一个真正的马蹄蟹。
	 弟弟和我来到水边，看到水
里有很多石头，我们轻轻地翻开
了一块石头，突然，一只小螃蟹
飞快地爬到了另一块石头下，
我们高兴地喊：“妈妈，快来抓螃
蟹！”我们不停地翻开石头。有
一次，我翻开一块石头，底下居
然有三个大螃蟹，我可太幸运
了，我们抓了很多的螃蟹，并把
它们带回了家，我们很喜欢这些
小螃蟹，现在还有几只在我们的
鱼缸里爬来爬去，每当我看到它
们，我都会不由得想起去海边的
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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