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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一年级 陈锦婷

指导老师：刘世薇

	 我叫陈锦婷，今年十岁。现在在

中文学校读一年级。我家有四个人：

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喜欢画画

和听音乐，喜欢的食物是鸡肉和水

果。喜欢的动物是鹰。我会吹单簧

管。我最喜欢的书是《奇迹》。欢迎你

和我做朋友。

《野餐》
 四年级    黄枢辰

指导老师：沈汉屏

	 上个月，我们全家人去公园和

朋友们一起野餐。爸爸和妈妈带了

包子，饺子和黄瓜凉拌菜。我和两个

哥哥做了三明治和果汁。我朋友们

的妈妈们在烤鸡翅和玉米。鸡肉烤

得很香，我们在远处玩都闻到了。小

朋友们边吃边玩，男孩子在踢球，女

孩子在唱歌，我喜欢在草地上翻跟

头。大人们在边吃边聊,	有说有笑。

	 吃完后，太阳落山了，大家开始

收拾东西。要走的时候，大家说这次

野餐的食物很好吃，大家也玩得很

高兴。真希望下次还能来。

《加拿大》
 五年级 王彧

指导老师：杨美玲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和我

的家人去了加拿大。我们在（Old	

Quebec）和（Old	Montreal）待了一个

星期。第一天我们到的时候，我就觉

得（Old	Montreal）很漂亮。第二天，

我们去（Mount	Royal）爬山，我看到

了很多大树和美丽的花。当我们到

了山顶，我又看到了很多的高楼大

厦。下山的时候，我们迷路了，还好

有当地的人为我们指路，我们才顺

利地回到了酒店。在（Old	Montreal）

我们还去了唐人街，买了龙须糖，

我觉得特别好吃。我们又开车到了

（Old	Quebec），我觉得她比（Old	

Montreal）更古老，（Old	Quebec）有

很多老房子。住在那里，我和妹妹每

天都要买冰激淋吃，那儿的冰激淋

又甜又好吃。在加拿大我们吃到了

很多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每一

天我们都玩得又累又开心，回到酒

店就想睡觉，每一天都睡得好香啊。

一个星期后我们回家了，我还想去

加拿大玩，下次去要多看一些博物

馆。

《墨西哥旅行记》
 五年级 郑恩熙

指导老师：杨美玲

	 今年的九月二十号到二十七

号，我和我的妈妈、姐姐、弟弟，还有

朋友一起去了墨西哥，那里有很多

好吃的食品。我们住在（Azul	Fives）

酒店，这个酒店里有很多不同风味

的餐厅；有日本的，墨西哥的，法国

的，还有印度的等等。酒店后边有一

片很大很漂亮的沙滩。我们还去潜

水了，在水里我看到很多鱼游来游

去。沙滩上也有很多漂亮的贝壳，非

常好看。我还坐了水上快艇，开得好

快啊！真开心！

	 墨西哥太好玩了！

《坐井观天》续写
 五年级 陈原新

指导老师 郭苏萌

	 小青蛙通过小鸟的帮忙跳到了

井沿上。它跳到井沿上的时候，看到

了西瓜、花儿、小鸟、天、太阳、蝴蝶

和云彩。它的心情很好，因为它觉得

在井外面看到的东西都很漂亮。它

对小鸟说：“我弄错了，原来井外面

有这么多的东西！”小鸟对小青蛙

说：“你看，井外面有很多你在井里

看不到的东西。”

《冬天》
 六年级 饶辉敏

指导老师：翟鲁俊

	 冬天来了，树叶落了满地，只有

松树在冬季长青。我喜欢冬天，因为

妈妈和爸爸会带我和妹妹去混特任

山滑雪。从我六岁，爸爸就教我滑

雪，经过几年的锻炼，我的滑雪技术

有了很大提高。现在，我能自己从高

山上像飞一样滑到山底，我开心极

了！我爱上了滑雪。滑雪不但锻炼

了我的身体，还培养了我的勇敢精

神，所以我特别喜欢冬天。

《我的暑假》
 六年级 王家瑞

指导老师：高为

	 今年，我在中国南京度过了一

个美好的夏天，因为我的奶奶，爷

爷，和公公都住在南京。我是坐飞机

去的。从纽约到南京总共要飞二十

个小时。我在南京玩了许多地方。我

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和紫金山天文台。我在玄武湖

划了船，虽然船很慢但是很好玩。中

山陵是一个有很多台阶的纪念馆，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一边爬一

边数，我总共爬了三百九十多台阶

才到山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为

了纪念被日本军队屠杀的三十万中

国人民的。里面有很多受害者骨头

和图片，还有雕塑。紫金山是南京最

高的山。我到天文台，里面有天文望

远镜。

	 南京交通很方便，无论坐地铁

还是公交车。但是坐出租车不那么

方便，因为很难叫到。我很喜欢中国

的食物。奶奶和公公给我烧了许多

好吃的东西。我最喜欢吃面食和肉。

奶奶家旁边有一个食堂。我有的时

候去打饭。我还帮奶奶干了家务事。

因为爷爷住院而且他不能走路，所

以我和爸爸要给他送饭。我还喜欢

看动画片。其中我最喜欢看的是喜

羊羊，这是讲狼和羊的故事。我在家

还可以读书和玩电脑。我太喜欢南

京了，我希望明年夏天再回去。

《暑假之旅》
 七年级 林蕊

指导老师：葛漫

	 今年暑假我和爸爸、哥哥还有

表哥一起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去加

拿大和纽约州的北部旅游。行程一

共是五天:在加拿大待三天四夜，在

纽约州的北部待一天，最后一天游

览美国的波士顿。

	 出发那天是八月十五号，那天

还是我的生日呢。一大早上我们就

从法拉盛坐巴士去唐人街，在唐人

街我们和旅行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出

发。我们旅游的第一站是“康宁玻璃

博物馆”。在那里我们观看了一个很

有趣的节目。这是一个有关制作玻

璃的表演。很特别也很危险，只有经

验丰富的人，才能呈现一个完美的

演出。看完表演我们又参观了博物

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乘坐巴士前

往加拿大了。大约四个小时，我们到

了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尼加拉

瀑布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尼加拉

瀑布真的是像人们说的一样壮观和

美丽。

	 第二天我们坐船，畅游在瀑布

的河里。好美啊！从船上可以清清

楚楚的看到瀑布。有的时候还会有

小水珠子洒在你身上。那种美妙的

感觉我永运也不会忘记。

	 第三天我们参观了多伦多的	

CN	Tower。CN	Tower特别的高。最

令人惊奇的就是，它有一个玻璃地

板，踩在上面有多重也不会破。CN	

Tower	曾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栋

楼。

	 第四天我们在加拿大去了一个

商店购物。那里有卖各种各样的东

西。我和哥哥还买了纪念品。从那里

我们就坐了巴士离开了加拿大。

	 第五天在美国的波士顿，我们

参观了两个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学校的

都非常棒，也非常漂亮。

	 这个暑假我去了很多地方，看

到了很多东西，也学了很多知识。我

很开心，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旅行。

这次的暑假之旅令我终身难忘。

《秋天》
 七年级  罗禹瑶

指导老师：葛漫

	 秋天来了，天气也冷了，叶子慢

慢就变了颜色。一片一片被清新的

秋风吹落，在无云蓝蓝的天空上飞

舞，飘落到地上。红色、黄色、棕色、

金色的枫叶聚在一起，就像染成一

片打散的万寿菊。我穿着暖和的衣

服，舒服地躺在树下一堆厚厚的落

叶上，读着一本书。

	 再看到这样美妙的风景一定是

明年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苹果、柿

子、南瓜，多少蔬菜和水果!	红红的

苹果，挂满了枝头，映着秋天灿烂的

阳光，就像颗颗红宝石在闪烁。啊！

十一月了，马上就是感恩节了!可以

和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暖暖呼呼

的火炉边，享用着餐桌上的美味:大

火鸡，土豆，红薯，栗子…….因为太

过丰盛，每次都吃不完。那种香味会

弥漫在空气中，一直飘散到邻居家。

	 秋天，动物们也在准备过冬。在

茂密的森林里，松鼠正在储备松子;

黑熊在渐渐变冷的河水里捕鱼;狐

狸也抓紧机会在冬天到来之前享受

它们丰盛的晚餐。等它们搭好过冬

的窝，河水就会慢慢地结冰，野地也

会穿上像钻石一样的冬衣。

	 秋天就要过去，冬天马上就要

来临。秋天！明年见！

《独立日》
 七年级  欧佳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独立日。在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国会宣布了

十三个殖民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

家，这个国家叫美国，它不再是大英

帝国的一部分。每年的七月四日，	

大家喜欢聚在一起，欢度这个节日。

			 今年独立日那天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中央公园游玩，顺着小路，	

我们走到了小湖边，	湖水很清澈，

有些小帆船在漂动，	蓝天白云，	湖

中的倒影里有湖边的树和附近的高

楼，	很漂亮！一群鸭子漂浮过来，	

其中一个鸭宝宝在看着我，	它毛绒

绒的，	可爱极了，	我真想把它抱在

怀里。我们离开了小湖，	来到了大

湖边，	看到了很多人在划船，	我很

兴奋，	也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排队划

船，	我们坐上了小船，	划起了双浆，

小船渐渐离开了岸边，	水面上漂浮

着荷叶，粉红色的和桔黄色的荷花

非常漂亮。我一边划船一边看风景，	

穿过三座小桥，一会儿来到了湖中

心。小鸟在我们上空快乐得飞过，

小鸭在湖面上快乐得游过，	我们陶

醉在湖光树影中，一个小时很快过

去了，	我们回到了岸边，心中充满

了喜悦。傍晚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

四十二街东面的河边观看烟火，五

颜六色和各种型状的烟火出现在空

中，有笑脸形的，	有星形的，	有柳树

形的，美丽极了。

	 我们度过了一个欢乐的节假

日，	 这个节日也标志着夏天的开

始，	 我们可以有一个长的夏天假

期，享受阳光，沙滩和休闲。								

《我最喜欢的节日》
 七年级陆伯瑞

指导老师：Susan Porcelli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美国独立

日，这是因为是那天还是我的生日。

每年我和我的爸爸妈妈都出去玩

儿。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尼亚

加拉瀑布，中国和加利福尼亚洲。

	 我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去华盛

顿过生日。我们七月三号早晨出发，

先开车到新泽西接我的朋友远远和

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就开车去

华盛顿，车上特别烦。每次有休息

区，我们都要休息一会儿，我们进去

买零,上厕所，走一会儿路然后才接

着开。终于，我们来到了华盛顿！

	 我们先去动物园看动物。我们

看到鳄鱼、老虎、猴子、海狮、等等。

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大熊猫。这

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他

在石板上坐着吃竹子。然后，他一会

儿还躺下，一会儿站起来，特别好

玩！我们在大熊猫馆里带了半个多

小时，我才恋恋不舍地走开。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独立日

游行。观看的人在街道两边，人山人

海。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尽头儿，

包括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陆战

队，和海军!	还到美中文化协会。他

们表演秧歌儿。还有各种民族，有西

班牙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等等。然

后，后边还有肥大的气球人。这个游

行差不多一个小时长。看完游行，我

们去参观博物馆。有间谍博物馆、航

天航空博物馆和林肯纪念堂！我最

喜欢的博物馆是航天航空博物馆，

因为我很喜欢飞机。				

	 那天我们天黑才回到旅馆。朋

友的妈妈给我买了一个蛋糕和生日

蜡烛。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蜡烛，火

越吹越大。所以，我的冰淇淋蛋糕就

化了，弄得到处都是奶油。我们只好

再买了一个蛋糕！这是一个非常不

寻常的独立日和我的生日！

	 总之，	我最喜欢七月四号！

《邮票》
 八年级 林子燕

指导老师：朱毅颖

	 我非常喜欢邮票。我设计了一

套邮票是描绘地球的邮票。第一张

是描绘一个完整美丽的地球，第二

张是经过破坏的地球。我选择了地

球是因为地球象征着我们的生活和

地球上的多种多样的动物和植物。

随着人类大面积的开发资源，我们

的地球也遭到破坏。这两张邮票的

对比，提醒人们地球本是个美丽的

地球。我们可以幸福地在这里生活。

可是有些人为了某种利益，不停的

破坏地球，给人类带来的自然灾害

是多么可怕呀！我希望能够发行这

套邮票。当别人看到这套邮票时，会

和我的感觉一样。感激我们能生活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应该爱护地球

和保护地球。保护我们人类生活的

地方，也保护各种动物和植物的生

存。我设计这套邮票的意义是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让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方充满了大自然的和谐。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地球吧！

《假如我还只有三天的光明》
 八年级  王凯丽  

指导老师：古滢

	 假如我还只剩下三天的光明，

就表示三天之后我将如同盲人一

样，面对可怕的黑暗，再也看不见我

的亲人，老师和朋友的脸，看不见太

阳蓝天以及美丽的云，看不见春天

的花，夏天的沙滩，秋天的红叶，和

冬天的白雪，看不见我生长的这个

城市，特别是我再不能画画，一切都

看不见了，那么我必须用这仅有的

三天时间记住我最该记住的人和事

物。

	 第一天我要仔细的看清楚我的

父母，哥哥，老师和朋友们的样子。

还有我的家的样子。

	 第二天我要看一看我居住的城

市，我要再去一回帝国大厦，上次去

我太小了，没有什么印象了。

	 第三天我要把我看见的尽可能

画下来，因为以后画不了了。

《美丽的秋天》
 九年级 林威

指导老师：肖敬涛

	 秋天是个多么美丽的季节啊！

树上艳丽的叶子,田野中的南瓜和

清凉的秋风,这都是秋天的美丽。不

仅这些，秋天的礼物还多着呢！秋

天的微风吹走了夏天的炎热又带来

了清新凉爽的空气。夏天的绿叶好

像被谁涂上了颜色一样，有橙色，红

色和黄色的。走在山间田野，心旷神

怡，流连忘返。

	 秋天虽然没有春天的亮丽 , 没

有夏天那样的热情,更没有冬天那

样的沉静，可是秋天是最具魅力的。

深秋季节秋天的枫树是最美丽的，

那鲜艳的红叶子真令人难忘，让人

们不得不欣赏。秋天的凉风吹着树

上的叶子，使它们脸红，远远望去，

就像朝霞一样，把整个树林都染红

了。风吹来，树上的叶子像雪一样纷

纷飘下来，给大地铺上了厚厚的地

毯，惹人前来观赏。秋天又是大丰收

的季节。田野里的南瓜金灿灿的，树

上的苹果红彤彤地挂满了枝头，农

民的脸上也堆满了幸福。在春天播

种下的希望，终于在秋天的温柔下

长成硕果累累，它是个充满盼望与

希望的季节。

	 秋天交接于夏天的尾端与冬天

的伊始，很多人一想到秋天，就联想

到冬天。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

丰收之际大人孩子们争着抢着享受

着。看！万圣节，感恩节和中秋节，

都在这个重要的季节里。孩子们迎

着秋风踏着秋叶赶脚去讨糖，大人

们唱着乐着跟家人们团聚共度良

宵。它要让我们去欣赏它给世界带

来的礼物，看看秋天给我们带来多

少喜悦。

	 夜晚促膝望着窗外，闪闪的星

星和皎洁的月亮清晰可见，夜空也

无比的辽阔安详。古往今来又有多

少诗人墨客沉醉于秋之美，留下了

多少佳作！秋天给我们的眼晴，鼻

子，嘴巴带来了享受。秋天给我们的

世界穿上了艳丽的衣裳，把大自然

变成了一副画。秋，你让世界增添了

说不尽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