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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中国游记》
 7册(下)学生-丁凯文

指导老师-汤江勤

	 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

回中国探亲。我们从纽约坐飞机先

到了北京，然后坐长途	车去了妈妈

的家乡河北定州。我们住在姥爷，姥

姥家，他们天天给我们做好吃的，像

饺子，面条，	大饼。我最喜欢每天早

晨去买糖油条了，又香又甜又酥。我

们有时会去逛“大世界商场”，那	里

的东西可真多！我在定州去过最有

特色的地方是定州塔。这座塔至少

有八十米高！塔周	围的景色格外

美丽。虽然不能进去，但是你也能感

受到它的壮观。它不仅是在一零零

一年	建的，而且也是世界最高的砖

塔。	

	 我们在定州待了十天，随后就

坐火车去了北京。北京特别大，到处

都是高楼大厦。我	们去爬了长城。

我和爸爸，妈妈，姥爷，姥姥一块坐

缆车上长城，我们去的时候，人特别	

多，想照一个相，都要排队等好久。

长城果然像书上说的那样像条巨

龙，蜿蜒在山脉中。	在北京玩了两

天，我们就坐火车去江西九江了。

	 九江就在庐山脚下。我们去了

很多好	 玩的地方。我们第一天去

了一个游乐场，有海盗船，潜水艇

和3D电影。最好玩的是水上	“过山

车”。我们先上一座假山，然后再冲

下去。非常刺激！我们在随后的几

天里游览了多	处庐山著名的风景

点。从锦绣谷，仙人洞，到含鄱口，从

庐林大坝，如琴湖，到三叠泉。	我们

甚至花了半天多时间登上了海拔

一千四百多米高的五老峰。最让我

难忘的是庐山秀	峰。这里就是”疑

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所在地。我们

坐了差不多半小时的缆车才到秀	

峰的頂上，然后又沿着山间的小路，

去寻找瀑布的源头。我们一路上看

见了很多竹子和小木房	子。十几分

钟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瀑布源头的溪

流。溪水清澈见底。我还登上了写着

“银河”	两个字的大石头。溪水经过

“银河”后，就跌入万丈悬崖，形成了

壮观的飞流瀑布。

	 在我们	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一

天，我们去了九江的另一处著名的

风景点－龙宫洞。龙宫洞藏在一座	

小山内，超过了一公里长。洞内时

而开阔，足以容纳半个足球场，时

而蜿蜒狭窄，不	小心还会碰到石壁

上。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洞内居然

有一条小河，我们必须坐船才能通	

过。	

	 我在中国每天都有很多好吃

的，每天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亲

戚们都特别喜欢我	和弟弟。他们都

很愿意陪我和弟弟玩。和他们在一

起，我特别高兴。这是我度过的最难

忘	的一个假期！	

《暑假里我去了上海》
 7册（下）学生- 高海钧

指导老师-汤江勤

	 去年暑假我去了上海。我去上

海看外婆。外婆有很多朋友。他们请

我们吃了很多的小吃。有生煎馒头，

小笼包子，大饼，和豆腐花等等。那

年上海还有一个书展。我们排了很

长的队，里面有很多人还有各种各

样的英文和中文书，我们买了很多

书，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看。

	 妈妈的朋友还带我们去外滩。

那里真好看，有五颜六色的灯光，一

边是黄浦江，另一边是欧洲式的建

筑。上面插着世界各国的国旗，	有

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

家的国旗。我看到最好看的还是东

方明珠电视塔，它是上海的象征，曾

经也是亚洲最高的建筑。我非常喜

欢上海，那里不仅有我的亲人，美味

的小吃，还有美丽的外滩。这是我最

难忘的一个暑假。

今年的夏天
 7册（下）学生-赵宝鑫

指导老师-汤江勤

	 今年夏天我跟爸爸，妈妈和妹

妹全家去了加拿大。加拿大是世

界上第二大的国家，但是它只有

三千五百万人口。我们先去游览了

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

加拉瀑布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

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壮观的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特别美丽和漂亮令人

赞叹不已。接着，我们去了多伦多的

中央岛。从多伦多市中心坐一个渡

船就能到中央岛。我们在海滩玩儿

了沙子，晒太阳，游泳，还骑了四轮

车。在这里可以看到美丽的天际线。

之后我们又去了渥太华。渥太华就

是加拿大的首都。我们来到渥太华

参观了市政府。最后一天，我们去了

湖边的小屋。湖边有各种各样的小

木屋。早上和晚上我们都在钓鱼，中

午去游泳和划皮艇。晚上，我们又一

起吃烤肉。真是快乐无比。

	 加拿大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加拿大！

夏天的记忆
 7册（下）学生- 周 瑞

指导老师-汤江勤

	 在我八岁那年我去了Six	Flags	

游乐场。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车程

很长，爸爸开车开了两个小时才到。

那天天很热，但是阳光明媚，让我感

到非常兴奋。

	 到了那儿，我看到了世界上最

长的过山车，看到了很多人。当我通

过大门进到游乐场内，更多的过山

车，如The	Dark	Night,	 el	Toro，出

现在我的眼前还有很多伟大的游乐

设施，如摩天轮，骑四轮车等。我想

去玩遍所有的游乐设施，但我知道

我不能，因为时间肯定不够。我只玩

了摩天轮，过山车。大约有二十个项

目，这时天色已晚，爸爸妈妈就决定

回家了。

	 那天我玩得非常开心，我想每

年夏天都可以去玩。

游加拿大
 张亮亮-9册上 

老师-庄逸红

	 今年暑假,	爸爸，妈妈,	弟弟和

我一起去加拿大住了一个多星期。

	 我们先去了蒙特利尔。在那儿,	

我们看见了许多教堂。这些教堂都

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晚上,	教堂内外

的彩灯把教堂照得五颜六色,十分

漂亮。住蒙特利尔的人大多数说法

语,	但是许多中国人讲中文,	它的唐

人街很大,	街上有许多好吃的,	我最

喜欢是那里的糕点。蒙特利尔是个

十分美丽干净的城市。

	 我们还去了加拿大的首都渥大

华,	我最喜欢那个城市了。在那里我

们看到了许多漂亮的政府办公楼。

加拿大的最高领导人是英国女王,	

女王可以否决加拿大的法律。不过,	

在女王执政这些年她只否决过一

次。

	 每个周末的夜晚,在渥太华议

会大厦的外墙上,	都在放映加拿大

发展历史的电影,	我们和来自世界

各个地方的游客一起坐在议会大厦

前的草地上静静地观看,	十分有意

义。

	 加拿大真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国

家一个星期的时间太短了,	我盼着

下一个暑假再去加拿大旅游。

我的中国旅行
 李瑞琪-9册上

老师-庄逸红

	 九年没回中国了，今年夏天我

们全家终于飞回日思夜想的中国.

我们首先去了北京，中国的首都。在

北京，我们吃了北京烤鸭和小笼包

等。北京的食品真好吃。我们去了故

宫和天安门广场。故宫里有很多房

间，是个很古老的地方。还看了北京

著名的鸟巢,	2008	年的奥运会曾在

这里举行。

	 在北京逛街的时候。我买了很

多东西送给我的朋友们。我们还跟

着一队旅游团去看了一些著名的雕

像。最后一天在北京，我们登上了长

城。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树和山。风

景十分漂亮。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

买了一些东西，带回家吃。

	 然后我们去了福州。爸爸和妈

妈带我去看他们长大的地方。在福

州期间我们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妈妈也见到她的老同学们。他们都

很热情。三个星期后，我们要回家

了。

	 我觉得到中国旅行很好玩。我

们终于要回到美国了。花了一整天

坐在飞机上。七月二十八号，我们总

算回到了家。虽然我在中国旅行结

束了，但是我学了很多东西。我还在

北京还拍了很多照片，看到很多有

趣的雕像和地方。希望以后我可以

自己回中国。

我的暑期
 肖艾-9册

教师-庄逸红

	 这个夏天我参加的活动不多。

我妹妹却做了很多，她参加了一个

为时三周的睡眠离开营地。在结束

了她的训练营后，我和我的家人去

了马里兰州的海洋城。我们住的酒

店位于很长的木栈道前。栈道上有

很多商店销售食品，玩具和纪念品。

我们可以听到人们在远处坐过山车

的尖叫声。一个非常和平的深夜，我

跟我爸走在木栈道，身边没有多少

人，我爸爸和我边走边谈，我们可以

听到海浪的声音，还可以闻到海水。

我们在那里，还遇到了一个认识的

家庭。他们有一个女儿和我的年龄

一样大,	我们开心地谈了很久。

	 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中国餐

馆吃饭,	食物很美味。我的妈妈，爸

爸，妹妹，和	我点了一些汤和面条。

我们还吃了一些不错的海鲜餐馆。

我的家人很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螃

蟹！旁边有一个漂亮的海滩。在沙

滩上玩耍给了我很多的乐趣。我和

妹妹走进了大海。她用冲浪板四处

冲浪游泳，我在浪涛周围游泳。在海

滩上我们看到了几匹漂亮的马站在

附近的道路。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在

我们离开之前，我妈妈带着我和妹

妹到几家商店。我买了一件舒适的，

灰色的运动衫,	上面写着“海洋城市

马里兰”。

	 今年夏天，我还主动为残疾儿

童营地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志愿活

动。我开始是有点害怕的！但是，

我在那里好开心。营地的活动9点开

始，3:30结束。每一天，我被分配到

一个不同的人。我会花一整天帮助

他们。我们开始玩游戏或做小项目。

然后，是游泳，体育运动，或打电子

游戏，每个人都非常友好和热情。到

了夏天结束时，我已经收集71小时

志愿服务。

	 这次的经验真好。我希望明年

再回去工作！

欢乐的夏天
 肖颖仪-9册上

教师-庄逸红

	 我过了一个短和有趣的夏天。	

在暑期，我做了很多很酷的事情，首

先我去了志愿者营地。在那儿我帮

助残疾孩子们玩耍，这样他们就可

以开心地渡过他们的夏天。上午我

们玩一个游戏，下午我们制作工艺

品。我们在室外吃午饭。如果有时

间，我们就会去池塘周围散步。这次

的经验太棒了。我喜欢帮助人们让

他们获得快乐。让他们觉得他们与

所有人是一样的。我感到很高兴－

如果我做的一切能让他们也高兴，

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我夏天的另一部分时间是旅游

到佛罗里达州。这是一个很长的车

程。我估计大约需要24小时。我们在

南卡罗来纳州停了一晚。我们去了

查尔斯顿，并走了一圈，观察夜生

活。我们去看望我父亲的朋友的儿

子。我们与他共进午餐。交流现况。

之后，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一天，环

球影城两天。我真是很享受，与我的

姐姐和我的父母一起渡过快乐的时

光。在迪斯尼世界的烟花与游行是

非常令人兴奋的。在环球影城，游乐

设施令我感到非常有趣和愉快。我

几乎玩了所有的游乐项目。离开后，

我们去了迈阿密，我们送我姐姐回

大学开学。我们帮她布置宿舍。临走

时，我们品尝了美味的古巴歺。然后

开车回来，一路上，我们观光与旅

游。

	 其余的时间，我与我的朋友在

一起谈论了一下未来高中的生活。

同时我还购买9年级的学习用品。除

此之外，我尽力完成我的暑期功课，

如数学和英语等。这些功课非常耗

时。在我的暑假将结束時，我就开始

打网球。参加了高中校队。这是我第

一次打，很开心.

	 总之，我渡过了一个欢乐而有

意义的夏天。

2015 中秋赏月- 月全食
 九册下 黄博文

指导老师：何燕

	 2015年9月27日，这一天是中秋

节。大约晚上九点钟，我和爸爸妈妈

到外面去看月亮。

	 这不是一般的月亮，这个月

亮特别圆，特别大，特别红，离地

球特别近，而且还是月全食，也就

是地球，太阳和月亮，都排成一

条直线。这种事情非常罕见，叫做	

supermoon,		超级月亮。自1900年以

来，一共才出现过5次超级月亮，上

一次发生是在1982年，下一次要等

到2033年才会出现。

	 9点钟开始，我看到月亮渐渐被

地球的影子挡住了。起码10点钟的

时候，月亮就被地球的影子彻底挡

住了，没了，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拿着

望远镜，看着那个正在慢慢消失的

月亮。我在想：2033年时，我会像现

在这样吗？我还会看这个月亮吗？

这个现象可能是我外公外婆能看见

的最后一个超级月亮了，但是，对我

是第一次。

	 这件事给我启示：有些东西只

是在开始（像我是第一次），在长大，

但有些东西已经快完成了（像我的

外公外婆可能是最后一次），快消失

了。

我学校的老师们
 三册 李金玥

指导老师：陶丹

	 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们。她的名

字是Mrs.	Arfuso。我的同学们很喜

欢她的性格。我的老师很整洁，还要

求我们跟着她做。我的有些同学说

我们有太多的作业，还做不完。在我

的教室里，到处都很漂亮。我们的老

师给了我们很有趣的项目要做。在

考试的前一天她会帮我们复习考试

的题目。我们的老师很重视我们的

成绩。我们还有音乐老师。她的名字

是	Mrs.	Delaney。我很喜欢唱歌，因

为很有趣。我也喜欢画画儿。我们的

艺术老师是	Mrs.	West。她也很喜欢

画画儿，还教我们画画。我有过很

多不同的体育老师。现在的老师是	

Ms.	Beffre。在体育课里，我们会学

很多运动。我最喜欢的老师是	Miss.	

Fiorita	和	Mrs.	Milgram。Miss.	Fiorita	

是我的一年级老师。她买了蛹，让我

们看着它们长大成蝴蝶，开开心心

地飞来飞去。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很

开心。我还在我的学校的天才班里。

老师的名字是	Miss.	Collior。我也在

学校的乐队里。老师的名字是	Ms.	

Lockhart。我和我的朋友们学的是长

笛。我的学校叫	Fort	Lee	School	#2。

我很爱我的学校的老师们，等不及

了想要去五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