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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美洲华语九年级   倪步清    

	 为了写这篇作文，我特地查

询了“梦想”这个词。梦想，是对

未来的一种期望，是现在想未来

的事，需要努力可以到达。梦想

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

福的东西。

	 每一个小朋友对将来的职

业都有梦想，如医生、科学家、运

动员等。而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当

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老师，让更

多人学习中国文字，了解中国文

化。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发展，会

有更多人想要学习中文。将来我

可以在美国的大学里开中文课，

吸引更多学生来选修我的中文

课。周末也可以在附近的中文学

校教下一代小朋友学习中文，通

过学习中文，使得更多的人喜欢

中文喜欢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梦想，现在我

就要学好中文，这样才有能力浏

览和阅读更多的中文书籍，了解

中国历史。	在大学里学习更多

的课程，充实自己。未来我要做

一个好老师，引导学生们的注意

力，让他们喜欢学中文。

	 老师这个职业很重要，很伟

大，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承给下一

辈的学生们。我的梦想很明确，

就是当一位中文老师，把中国的

文字、历史、文化，言传身教给下

一代。

我的梦想 
美洲华语九年级   纪雅瑄

	 	我的梦想是帮助世界上所

有的流浪动物。我一直很喜欢动

物，我不愿意看到世界上许多流

浪的动物忍受着无家可归的痛

苦。我希望我能够帮助这些动物

找到他们可爱的家。如果他们有

任何疾病或伤痛，我能够帮助他

们治疗。我不想让他们受苦。

	 我有一只狗，我很爱他，我

希望他永远不受伤。所以，我会

为我的梦想而努力，去救助那些

流浪的动物，让他们安全地生活

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健康地生活

在他们美丽的家园。

	 我想帮助世界上所有的流

浪动物。这就是我的梦想。

今年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安英康

	 今年暑假里，我去了中国外

婆外公家。他们的家在旅顺，在

那我们去了旅顺海洋公园，还有

一个儿童乐园。在儿童乐园我最

喜欢玩具摩托车。

	 我们还去了桂林，在那里看

见象鼻山。象鼻山里面有一个

洞，看上去像象鼻，所以它的名

字是象鼻山。从桂林我们又去了

阳朔，在那里我们全家骑四个座

位的自行车，好玩极了！	最后

我们去了北京，在北京我们去了

烤鸭店，他们的鸭子真好吃！

	 我喜欢到中国旅行！

秋天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安迪

	 我家门口有一棵大树，它是

小松鼠的家。秋天来了，树叶变

颜色了，从绿色变成红色，树叶

和坚果也开始掉了。小松鼠在我

的院子里跑来跑去找坚果，把坚

果埋在草地里。冬天的时候，小

松鼠们就去冬眠了。

农场的一天
美洲华语三年级  Evan Thorsen

	 有一天，我和好朋友去了农

场。我们去了玉米迷宫，花了很

长时间才走出去。我们也坐了干

草卡车(Hayride)，还看到很多苹

果树。于是我们去摘苹果，吃到

了又大又甜的苹果，最后还找到

小小的橙色南瓜。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量身高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汪可洛

	 有一天，历历和爸爸想找一

个办法去看历历一年可以长高

多少。他们想了半天，爸爸才想

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一起去外面找了一棵

很高的树，爸爸让历历站在那棵

树的下面。历历站好了以后，爸

爸就用铅笔在历历头顶的树上

划了一个小横线作为记号，然后

让历历从树下走开了。爸爸再用

槌子把一个钉子钉在刚才树上

做记号的地方，标明这就是历历

现在的高度。他们想等到明年春

天再来看历历长高了多少。

	 寒冷的冬天来了。外面下着

雪，历历和他的爸爸一起出去做

雪人。他的爸爸去铲雪，然后历

历就用那些雪在那棵树的旁边

做了一个很大的雪人。历历把自

己的一顶帽子戴在雪人的头上，

还用胡萝卜给雪人做了一个长

鼻子，	他们把雪人打扮得非常

漂亮。

	 温暖的春天终于来了，历历

迫不及待地催着爸爸一起去看

他们“特殊”的树，想知道自己这

一年到底长高了多少。他们来到

那棵树旁，看到钉子还在树上。

历历往树下一站，爸爸一看，怎

么历历的头还在钉子下面呢？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历历怎么反

而长矮了呢？

	 过了许久，等他们离开那棵

树了以后，历历突然明白为什么

他长矮了，原来不是他长矮了，

而是那棵树长高了。因为树比他

长得快，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他长

矮了。

感恩节聚会
马立平中文六年级    黄昭雯

	 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来了！

	 感恩节的时候，我去了一个

朋友的家。我们开始在屋里玩，

天黑了以后我们去外面玩“警察

抓小偷”的游戏。有一个“警察”

和两个“小偷”，“警察”要是抓到

了一个“小偷”，那个“小偷”就会

变成一个“警察”。“警察”有个手

电筒，小偷们有对讲机，因为天

是黑的，当“警察”很不容易。有

一次，我当“警察”花了很长的时

间才找到“小偷”们。还有我当

“小偷”的一次，“警察”已经抓着

了一个“小偷”，我还没有被抓

到，我就躲在一个植物的后面，

“警察”们要是来了，我就会绕到

植物的另一面，天已经很黑了，

“警察”们最后也没有找到我，大

家玩的很开心。

	 后来我们被叫回屋里去吃

东西了。吃完了感恩节大餐以

后，我们给大人们设计了一个鬼

屋。这是我们去年万圣节时来这

个朋友家想出来的主意。我们关

掉灯，在屋里装神弄鬼，然后派

一个人当导游，带大人们参观。

去年我们有很多人，我当了导

游，别的人当了怪物，屋里黑黑

的，大人们吓得跑了，很好玩！

这次我又当了导游，我的弟弟当

了	“小偷”，我们的朋友装成一

个“有钱的人”。我把游客带进鬼

屋，然后把门关上。屋子里面黑

黝黝的，我拿着一个手电筒，给

他们讲一个有钱人和一个小偷

打架的故事。这个鬼屋不像去年

那么吓人，可是也很诡异！

	 我们又玩了一会儿象棋，然

后玩了棋盘游戏。我很幸运，我

有很多好朋友，我可以和他们一

起玩！

万圣节的故事
美洲华语五年级   钟霖

	 今年万圣节的晚上，我和弟

弟去了我们的朋友Jacobs住的社

区	要糖。那个社区很大，住了几

百户人家。我们从一个房子跑到

另一个房子，每个房子都装扮得

很好看，也很吓人。我们要到了

很多糖，各种各样的。

	 我和弟弟打扮成夏威夷来

的游客。虽然天气很冷，可是我

们玩得很高兴，	一点都不冷，还

跑得满头大汗。这是我们过得最

开心的一个万圣节。

三只小狼
马立平中文五年级      李傲宇

	 	三只小狼想盖各自的房子。

老三盖了一个泥房子，老二盖了

一个木房子，老大盖了一个大铁

塔。一只大灰猪来了，吹倒了泥

房子。老三吓地跑到了木屋里。

灰猪用了大手打倒了木屋。老三

老二跑到了大铁塔里。老大拿出

了一个打火枪。灰猪吹不了和打

不了大铁塔，后来它开了秘密的

小门，想要进入大铁塔。老大小

狼开了火枪，但是灰猪还没有

死，然后老大开了一辆跑车撞死

了灰猪。老大老二老三再也不怕

灰猪来了。

我走丢的故事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俞文茹 

	 一五年八月底的一天，蓝蓝

的天，暖暖的太阳，妈妈带我和

姐姐文笛去中央公园玩。我们租

了三辆自行车和头盔，准备在中

央公园骑一大圈。我一直喜欢骑

自行车，我租的那辆是红色的。

	 到了公园租了车，我们就开

始骑车了。姐姐是最快的，她在

前面，然后是我，最后面就是妈

妈。

	 我们骑了一圈，有时候会休

息一会儿。我一直跟着姐姐，可

是在第二圈时，我突然看不到

姐姐了。我想姐姐肯定骑得太快

了！虽然我已经很累了，但是我

还是要追上姐姐。于是我使劲

蹬。过了一会儿，还是看不见姐

姐，也没看到妈妈。我实在骑不

动了。于是，我停在路边。心里

想，“妈妈一定在后面，我就在这

等她吧。”

	 当我在追姐姐，等妈妈的时

候，她们俩比我着急多了。原来

第二圈时，姐姐停下来在路边买

水，我没看见，骑到了她前面。妈

妈赶上来了，看到姐姐在买水，

就问她我在哪里，然后才意识

到把我弄丢了，妈妈和姐姐分

头找了一会，没找着，就赶紧打

911……

	 我还是在那等妈妈。她好慢

啊！我真的着急了。又过了一段

时间，我看到了一辆警车，那警

车在我附近停下来了。我正准备

告诉警察我迷路了，妈妈突然从

车里出来了。我们就一起坐到警

车里面去接姐姐（她还在原地等

我）。姐姐看到我们，松了一口

气。我们又开开心心的骑车了。

我最喜欢的地方
马立平中文七年级     陶廷轩

	 我喜欢很多地方，可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的学校，

Horace	Mann。	让我告诉你我为

什么喜欢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Horace	Mann的人

一八九八年在纽约创建了这所

学校。现在它还是个很好的学

校。我觉得一个学校可以存在

一百年还很好，那它一定非常

好。	

	 我喜欢我的学校，	学校里的

人都非常外向友好。每个人都善

良，也喜欢学习，他们还乐于帮

助别的人。	

	 我喜欢Horace	Mann	还因为

它的老师很好。他们教得很好，

老师自己也很有趣和非常善良。	

	 我最喜欢我们的校园。我的

学校有四个教学建筑，中间有一

个网球场，一个足球场和一个橄

榄球场。学校的技术和设备都很

好。	

	 总之，Horace	Mann	是我最

喜欢的地方。学校的人很善良,	

校园很好，它的课也非常有意

思。

缅因行
美洲华语七年级      成可馨  

		 今年7月4日长周末爸爸妈

妈带着我和弟弟，跟我们的朋友

一家开车到缅因州旅行。为了

避开长周末拥挤的交通，我们

周四一早就出发了。中午在高

速公路出口的一家麦当劳吃午

餐。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们到达

第一站的目的地	--	 	Bangor的

Holiday	Inn。

	 旅馆里客人不多，但是布置

的很温馨。我们在一家很大的中

餐自助餐吃过晚饭，就驱车到了

缅因大学。这里是爸爸妈妈以前

学习过的地方。我们在缅因大学

的标志物----一只大熊前一起

合影留念。

						第 二 天 一 早 我 们 在 旅 馆

从从容容吃了早饭，就出发去

Acadia	National	Park。这个公园

距离Bangor大约一个小时的车

程。本来爸爸跟着手机导航开的

很顺利，可是不知怎么手机将我

们带到一个挺荒僻的地方。这里

人家稀少，而且手机也没有信号

了，一时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有

些着急。不过很快大人们就找到

了公园的游客中心，拿到了地

图，开始Acadia之行。	

	 第一站是Sand	Beach，这是

一个全世界少有的，两边都是高

耸岩石而中间是沙滩的地方。我

和弟弟在沙滩上玩沙子玩得很

开心。随后爸爸妈妈继续开车

在环山路上探索。一路上有很

多停车点供游人下车观赏景色

和游玩。我们的第二站是Jordan	

Pond，它是Acadia内部一个大约

有150亩的湖。湖边有Arcadia里

面唯一的一家餐厅。

	 赏完了美丽的景色，我们

又开车到Bernard去吃龙虾。Bar	

Harbor附近有很多龙虾港口，

Bernard是其中最繁忙的一个。

我们在吃龙虾的餐厅，看到龙虾

湾里的海景、龙虾船、龙虾筐，当

然还能吃到海水煮的最新鲜的

龙虾。我们离开的时候，餐厅外

面排起了长队。吃了这新鲜的龙

虾，觉得真是不虚此行！

我们家的小Leo
美洲华语九年级    林若耶

	 我小时候非常怕狗。不管大

狗与小狗，一看到就很想躲起

来。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出门，

我正开心地在人行道上蹦蹦跳

跳的就碰上了两只大狗。我非常

担心它们会来咬我，它们看到我

兴奋地转圈圈，可是我紧张得腿

都开始抖了。

	 尽管小时候很怕狗，越长大

我就越爱上这些忠诚的小动物。

不久，我就开始求妈妈和爸爸让

我养一只狗，可是他们都认为太

麻烦了。哥哥和我都答应肯定会

帮忙照顾狗，可是爸爸妈妈还是

不肯。

	 我一直努力地恳求爸爸妈

妈让我们养一只狗，过了好久他

们终于同意了。我欣喜若狂地到

网上查我们要去哪里买狗，哪种

狗最适合我们家，还有狗需要的

东西。我知道养一只狗很费心

血，可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我

查到的狗都非常的可爱，可是最

后还是最喜欢拉布拉多犬和哈

士奇犬。

	 我都快等不及的时候，爸爸

下班回来告诉我他以前的一个

同事没有时间照顾他的狗，可

以把狗让给我们。这只狗是一只

Morkie，一半马耳他狗，一半约

克郡狗。我们事先买了好多的玩

具，准备好狗的床，不久就从同

事那边把狗接到了我们家。

	 我们现在都爱上了这只小

狗，帮它起名叫Leo。Leo是一只

黑、灰和白色的小狗，它又细又

长的身体长得像一根又毛又黑

的香肠。它很听话，知道不可以

在家里上厕所。尽管它很可爱，

Leo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偷”	

，它最喜欢偷我们穿的袜子，一

拿到就甩着不放，等着我们追着

它把袜子抢回来。这是它每天最

爱玩的游戏。它不乖的地方就是

它非常爱乱叫，一看见猫、兔子、

松鼠或者其它小动物就激动地

叫得半死不活。虽然Leo的个子

比其它的狗都小，可是它的声音

非常的洪亮，足以把你从睡眠中

吵醒。尽管Leo有这个缺点，可是

我们全家都很难以想象没有它

的生活。

	 这个夏天的最后两个星期，

我已经向妈妈保证每天九点多

就起床带Leo到外面遛几圈。晚

上很多时候都是爸爸或妈妈去

遛狗。哥哥因为学校非常的忙，

所以他没空遛狗。

	 我对反对养狗的人没有什

么意见，可是我觉得养了一条狗

可以给人带来很多的惊喜和快

乐。总而言之，要是你还没有养

狗，不妨养一只试试看。

感恩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孙莉雅

	 今年的感恩节，	爸爸去中国

看奶奶了。	妈妈是医生，经常要

在节日上班，这次要连着上好几

天。	还好有外公外婆，	还有舅舅

一起和我们过节，所以感恩节也

是热热闹闹的，有很多好吃的。

	 外婆是烤火鸡的能手。感恩

节那天，她一早就起床了。她在

厨房里忙，外公给她帮忙。我经

常去厨房看看进展，哥哥就一直

坐在计算机前，	享受快乐的游

戏时光。

	 我喜欢做蛋糕。二十磅出头

的大火鸡要烤四个多小时。我趁

机把我做的巧克力小蛋糕也放

在烤箱里。

	 妈妈下班回家了，舅舅也来

了。	这时的厨房里有好闻的香

味，	暖暖的。	外公从烤箱里取

出了烤得金黄的大火鸡，皮脆脆

的，肚子里的八宝饭是我的最

爱。哥哥闻到香味也不玩游戏

了。外公外婆做了一桌子的菜。

当然，所有的人都说我做的蛋糕

是第一好吃。

	 感恩节的第二天，是黑色

星期五。	舅舅带着兴奋的我，外

婆，还有不情愿的哥哥去逛店。

我买了喜欢的衣服和手工用品。

当然，妈妈为我买单。

	 感恩我的爸爸，妈妈，外公，

外婆，舅舅，还有哥哥，给我温暖

的家和陪伴。感恩我一天天健康

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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