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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Dee FroeberA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Dee FroeberA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Dee FroeberA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Dee Froeber    

Dear RACL Students, Parents and Staff: 

Anniversaries are significant milestones because they remind us of our accomplishments. Ten 

years ago your first principal, Zeng Zhaobang, approached me about the need to teach the 

children of area Chinese their language and their culture. The area Chinese community, made up 

of students and im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ough small at the time in 
comparison to today, was beginning to grow; there was an evident need for a school. 

Jesus told his followers that the two greatest commandments are to “Love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The concept of your school was a good fit with our 
mission to “love our neighbor.” The church responded with a hearty “Yes!” to the request to 
host RACL. The school began with about 60 students. That was 10 years ago. Who would have 

imagined then that your school’s enrollment would grow to almost 400 students! 

Your school has grown both in size and in quality. This numerical and qualitative growth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dedication of 11 excellent principals and numerous teachers 

and staff who have put in countless hours to make things run smoothly each Saturday. I hav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school’s staff every year since its inception. I have personally 

witnessed the time and effort expended to make RACL a first class school. Parents and students 

owe RACL’s past and present teachers and staff a great debt. 

Forest Hills shares RACL’s vision of helping young people become global citizens as they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Your mission is an 

important one and we stand firmly behind your effort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10 

years. 

Sincerely, 

Dee Froeber 

Minister to Internationals 

Forest Hills Baptist Church 

Raleigh, NC 

周年喜欢庆周年喜欢庆周年喜欢庆周年喜欢庆        佳节乐迎春佳节乐迎春佳节乐迎春佳节乐迎春    

                                                                ——洛丽汉语学校十周年校庆暨春节晚会记（之一） 

9A9A9A9A班教师班教师班教师班教师    汪汪汪汪        玲玲玲玲    

虽然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爆竹声声，但海外华人的春节总是能过得热热闹闹。2006 年的中国春节，又恰

逢洛丽汉语学校建校十周年的纪念日。双喜临门，全校师生早早就念叨着，早早就筹划着，就等着 2006 年 1

月 28日的到来！ 

每次学校搞活动，最积极、最开心的当然是我们的学生们！可孩子们哪知道，在他们每一个节目的背

后，凝聚着无数老师、家长、组织者们极其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在去年秋天，负责策划、导演的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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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炎生、李捷、黄建平老师就已经向全校发出征集节目的号召。上学期期末各班的教学活动，更是一次春节

晚会的选拔和预演。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就等着 2006年除夕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教堂宽敞的 Dining Hall 内，红、黄色的彩带纵横飞舞，呈现出中国式独特的喜庆色彩。比彩带更欢快

的，是身着各色演出服、笑着跳着的孩子们！他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在大厅两侧做着演出前最后的集合和准

备。舞台幕布上，用幻灯片循环播映着展示学校教育成果的图片。正面席位上，来自本地华人社区的各界人

士和特别来宾早已坐定。这些嘉宾们，可以说一直关心着我们学校的成长。洛丽汉语学校十年来的发展进

步，更是包含了很多人的辛勤奉献。今天，大家济济一堂，用笑声诉说着曾经的艰辛和挑战，用握手鼓舞着

今天的继往开来，更用心声期盼着学校未来的蓬勃发展。而来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总领事邱学军先生、领事

汤广辉先生、副领事周雷先生和教育处的赵江先生等特别来宾的到来，更让这次的活动成为一次盛会。 

我们的现任校长张勇先生首先发言，由此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他深情地回顾了学校十年来的发展，

感慨学校从一开始的几十个学生到目前的三百多名，如此红火的发展形势，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家长的信

任和老师们的努力。对所有的人，他只能用一句“谢谢”来表达，一切尽在不言中。恰逢新春佳节，张校长

“恭喜发财”的祝福，更引来了掌声一片。 

随后，大使馆总领事邱学军先生代表中国驻美大使馆向学校赠送了教科书，并表达了对学校的良好祝

愿。当第一届校长曾兆邦先生满怀激情地向大家介绍十年来的历届校长时，当这些为洛丽汉语学校的昨天和

今天做出努力的铺路人一一上台与大家见面时，会场内的掌声不禁更加热烈。The Forest Hill Church 的牧

师 Dee Foreber 特意为中文学校的庆典仪式准备了一块铜制匾额作为礼物，匾额上镌刻着所有历届校长的名

字。这一独特而温馨的礼物，是免费提供了十年场地的 Forest Hill Church 友谊的象征。上面的每一个名

字背后，都凝聚着无数坚定的支持和辅佐。这块小小的匾额，难道不正是洛丽汉语学校十年发展的见证吗？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想要登场表演了。学校是他们的天地，他们才是今天的主角。精彩的演出从学前班的

小朋友开始。这帮才学会说话没多久的小豆丁们，在老师的指引下，摇摇摆摆的走上台，用稚嫩的童声高低

起伏的唱着《我的好爸爸、好妈妈》、《新年好》。在场所有的人都忍俊不禁的笑出声来，报以热烈的掌

声。5A 班的三句半《学汉语》语言幽默，道出了这些 ABC 学汉语的心声。两面锣鼓恰到好处的衬托，热闹、

有趣。 

歌舞可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有着浓郁中国味的演出服一亮相就甚为夺目。《歌声与微笑》、《采蘑

菇的小姑娘》、《梳头舞》展现了舞蹈班的集体风采。表演《中国娃》的四个女孩子姜芬、杨永皓、傅莉

莉、傅安娜在欢快的音乐中，将手中的帕巾飞舞成一团团红色的火焰，让人叫绝。而表演合唱《歌声与微

笑》、《拍手歌》的孩子们训练有素，歌声嘹亮，极具感染力。 

语言班的小朋友们很喜欢课本剧的表演。今天，他们也把自己的拿手绝活带来了。《猴子摘桃子》、

《小马过河》、《狼来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在孩子们的演绎下，更富有了生动的形象性。他们认真投入

的表演，充分表现了各个角色的特点，精彩的对话也展示了他们学习汉语的成果。 

本次晚会最特别的表演就要开始了！洛丽汉语学校全体老师将为大家表演节目。这是学校十年历史上的

第一次，全体老师集体亮相参加学校的演出活动。只见老师们精神抖擞，排成整齐的三队陆续登场。配乐诗

朗诵《白色·绿色·蓝色》时而温柔、时而抒情、时而深沉，老师们分成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三个部

分，深情演绎着这些优美的诗句。经过数次排练，台上的演出非常成功，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今天，学生们

也给老师打个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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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演出在合唱《铃儿响叮当》中结束。欢快的曲调，表达了对新年最真诚的祝福。新的一年，新的春

天，万物勃发，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而我们洛丽汉语学校的又一个春天也将到来。它充满了孩子们的欢

笑，年轻人的奋发，领着我们向前去！                                                                

春天的记忆春天的记忆春天的记忆春天的记忆    

– 记洛丽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之二) 

马立马立马立马立平平平平班班班班教师教师教师教师    童进童进童进童进    

当人们还没有体味全冬意的时候，春天却含笑到来了。中国人在乎春天，中国人更重视春节。两千零六

年的春节来得正是时候，不仅是个难得的周末，更妙的是她迎来了中文学校十岁的生日。中文学校十周年又

给每年一度的洛丽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增加了十成的喜庆。 

这台节目可是来之不易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已经记忆不清了，大约去年底就开始了吧。 联欢

会那天，真是喜庆热闹！虽然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舞台，那挪空的餐厅却也是张灯结彩。你看那红红的灯

笼，悬挂的彩带，还有那些主办人匆忙的脚步，志愿人员忙碌中流下的汗水，再加上孩子们喜悦的笑声，大

厅里已是春意浓浓了。 

节目在洛丽中文学校十年回顾的幻灯轮播中准备开始了，孩子们和家长们还沉浸在过去十年的美好回忆

里呢。这第一个上台的是 Pre-K 的宝宝们，他们的表演唱十分逗人喜爱，一曲《我的好爸爸，我的好妈妈》

让爸爸妈妈们不亦乐乎；另一曲《新年好》恰到好处地点出联欢会的主题。中国舞是历年联欢会中少不了的

节目，也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三个舞蹈班的小姑娘们各有千秋：小班的幼嫩可爱，张张小脸儿象初春绽

开的梅花；中班的活泼灵巧，活现了一群“采蘑菇的小姑娘”；大班的幽雅迷人，舞姿优美而变化，真是十

足的中国舞。联欢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朋友们借机向爸爸妈妈展现中文水平。从字正腔圆的小主持人，

到幽默又实在的“三句半”，还有各个语言班的饶口令、讲故事、儿歌、合唱，孩子们的“说学逗唱”已经

展现完全了，而且也真是令人交口称赞。今年还有一个节目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全体老师的配乐诗朗诵，

是特别献给十周年校庆的。十年成长的洛丽中文学校，老师的水平的确不简单，这个节目反映颇佳，也算是

献给十周年校庆的大礼之一了。 

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不知不觉中就要结束了，但孩子、家长们还兴致昂然。人们在谈笑之中慢慢离开会

场，带着欢畅，带着满足，带着相互的祝福，也带着又一个不寻常的春天的记忆归家了。 

《《《《中国娃中国娃中国娃中国娃》》》》的妈妈们的妈妈们的妈妈们的妈妈们            

6666BBBB班教师班教师班教师班教师    郑金华郑金华郑金华郑金华    

在洛丽中文学校建校 10 周年庆祝大会上，我们班演出了舞

蹈《中国娃》。 当孩子们随着优美的音乐表演完最后一个动作

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的热烈说明节目表演是成功的。台上的表演只是短短的

四分十秒钟, 但是这成功的分分秒秒里却渗透了孩子们苦练的辛

勤汗水和三位家长对我们中文学校的关爱。 这三位家长是:肖伦

女士、 陈彤女士和家长代表麻晓莺女士。麻晓莺女士不但积极

推荐音乐舞蹈盘，而且还主动为每位演出的孩子刻制 DVD 盘以方

便孩子们在家抽空自己练习舞蹈。连孩子们演出时头上戴的头花

也是她亲手制作的。三位家长利用星期日的时间组织孩子们合 



 

 
 

 

 

校校校校    园园园园    简简简简    讯讯讯讯    
RACL Newsletter 

 

3/6/2006 

2005-2006学年第三期   

洛丽汉语学校校刊编辑组 
http://www.racl.org 

7

练。麻晓莺女士和肖伦女士还主动提供自己家的房间为孩子们合练创造方便，陈彤女士家住得较远为了送孩

子参加合练光单程就要开四、五十分钟的车，但她没有任何怨言积极支持孩子参加排练。这次演出之所以成

功，完全归功于齐心协力的孩子们和这些无私奉献全力支持的家长们。  

2006200620062006 全美青少年全美青少年全美青少年全美青少年绘画大赛绘画大赛绘画大赛绘画大赛征稿启示征稿启示征稿启示征稿启示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美中文化艺术促进会 

赞助赞助赞助赞助：：：：  虎酷网 

比赛宗旨比赛宗旨比赛宗旨比赛宗旨：：：：进一步推动青少年的美术教育，鼓励他们对绘画艺术的学习和探索，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综合

素质，挖掘和奖励绘画方面的优秀人才。 

比赛类别比赛类别比赛类别比赛类别::::        

• 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动物）   

• 油画（风景，静物，人像） 

色彩画（风景，静物，人像） 

• 素描（风景，静物，人像） 

• 儿童画（主题：梦幻世界；年龄要求 11岁以下）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 凡于 1988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均可报名参赛。 

• 参赛作品必须是独立完成且从未发表或在全国或国际比赛中获奖。一旦发现作弊，将取消参赛资
格，不退报名费。临摹作品也可以参赛。创作或写生作品将适度加分。 

• 每位作者可交 1-2幅平面作品参赛。画幅最小边长不小于 8.5英吋，最大边长不大于 36英吋（例

如：8.5×11in，24×36in）。画种不限，同类画种中只限一幅作品获奖。 

• 初评时须交作品的数码照片（digital photo）。照片须做成不超过 3MB的 JPEG文件。照片须自

然清晰，与作品相符，不得故意添加影像效果，质量由作者自负。网上将设专页回答摄影技术及

其它的有关问题。如参赛者确实在上网，数码照片摄影上有困难，可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 

• 总评时须交原作。所有参赛作品都必须平整，勿折叠，不装玻璃框。国画需托裱，油画只交画
心。如参赛者不能自行解决国画托裱，可委托组委会代为托裱，费用为每幅画＄10。 

报名报名报名报名，，，，交作品和评选事项交作品和评选事项交作品和评选事项交作品和评选事项：：：：    

• 从 3月 15日起，在网上报名：Art06.TigerCool.com (或从主页ArtComp.org进入)。 请记住自己

的 ID和 Password。 

• 用自己的 ID和 Password将作品和本人肖像的数码照片上载(upload)到Art06.TigerCool.com。 

• 每幅作品交报名费＄10(恕不退还)。只收支票，付：ArtComp。请在支票上注明 ID和作者姓名。

报名以收到报名费为有效。 

• 从网上打印报名表和作品标签。报名表连同支票于 4月 20日前寄大赛办公室（以邮戳为准）。标

签请自己保存，留待今后邮寄原作时使用。 

评委将根据作品数码照片进行初评，目的是选出有获奖可能性的作品。获初评入选通知后，原作应在 1

周内寄到大赛办公室参加总评。所有作品都应装筒或装盒邮寄。 

原作可交协办中文学校或社区组织统一邮寄大赛办公室。不属于任何协办中文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单独报

名参赛者可将作品直接寄大赛办公室，但每幅作品需另交＄6的回寄手续费。 

大赛评选委员会由各地推荐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和专家组成。将按画种和年龄分组评选，每组评一、二、

三等及优秀奖。将在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第六届年会上举行颁奖典礼及获奖作品展览。并将出版获奖作品集。 



 

 
 

 

 

校校校校    园园园园    简简简简    讯讯讯讯    
RACL Newsletter 

 

3/6/2006 

2005-2006学年第三期   

洛丽汉语学校校刊编辑组 
http://www.racl.org 

8

邮件请寄邮件请寄邮件请寄邮件请寄：：：： ArtComp, 2429 Waltham Dr., Troy, MI 48085。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248-740-8697  

Email:Email:Email:Email:   artcomp06@yahoo.com  

大赛大赛大赛大赛主主主主网页网页网页网页:::: www.ArtComp.org   

报名网页报名网页报名网页报名网页： Art06.TigerCool.com 

““““长城杯长城杯长城杯长城杯””””大奖赛专栏大奖赛专栏大奖赛专栏大奖赛专栏    

北美北美北美北美””””长城杯长城杯长城杯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揭晓汉语写作大赛揭晓汉语写作大赛揭晓汉语写作大赛揭晓    

去年十二月，洛丽汉语学校参加了第一届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在

本次大赛决出的 10名一等奖，30名二等奖，和 60名三等奖中，我校获得一等奖 1名，二等奖 4名，和三等

奖 8名。孩子们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为我校十年校庆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是国家汉办和《语文报》在北美地区举办的第一次作文比赛，是继一年一

度的“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之后，又一个普及海外中文教育的交流平台。孩子们的作品虽然还显得幼

嫩，但他们热情洋溢的文字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学习中文的认真态度，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新鲜事物的向

往。这些文章也是我校老师们向下一代传播中国文化而辛勤劳动的结晶。 

在此校教务组并代表校委会祝贺每一位获奖的同学，希望你们再接再励！这次未入选的同学，请不要气

馁，你们今天的努力一定会为将来播下成功的种子！同时，我们鼓励家长们关心孩子的中文教育，倾听他们

的心声，随时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最后，我们希望这次活动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的中文教学工作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 

注:《语文报》将在近期寄出奖状；奖品将在近期从北京经海运寄出。收到后将由各班老师负责分发。

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洛丽汉语学校 教务组 

3/1/2006 

本届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的优胜者本届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的优胜者本届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的优胜者本届北美长城杯汉语写作大赛的优胜者    

优胜者姓名 文章题目 指导教师 

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    

刘怡泽 过中国年 沈慧 

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    

潭汉琛 我登上了长城 黄静 

郭一诺 中国展 杨晨敏 

袁雨晖 我眼中的北京 苗容 

赵烨博 雁荡山夜景 杨晨敏 

三等奖三等奖三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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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翰青 北京图书大厦 吕冰 

丁翰涛 我看哥哥钓小鱼 童进 

冯云瀚 童年趣事 - 学讲话 吕冰 

冯云璐 美丽的广西 石青 

高毓晓 我的故乡 赵阳 

管邵雄 暑假见闻 杨晨敏 

李晨 游”东方明珠” 杨晨敏 

李佳慧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石青 

李思远 中国餐馆 苗容 

梁殷瑜 北京 苗容 

刘岸诚 童年趣事 吕冰 

刘力克 我爸爸的童年时代 黄静 

刘忻泽 放炮/难忘的北京之行 苗容 

金安妮 游北京 苗容 

景熠 我父亲的故乡-武汉 石青 

茹韵莹 难忘的中国之行 石青 

孙捷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 北京 石青 

徐亦南 我的奶奶 黄静 

王思佳 我父亲的故乡 石青 

燕行健 坐飞机来美国 吕冰 

张艾咪 学做中国菜 郑金华 

张书雅 北京 石青 

张一鸣 中国之行 杨晨敏 

郑丽莎 九寨沟 沈慧 

周安杰 我的家 昝宏伟 

朱清煜 放风筝 周茗 

朱桐 苏州 石青 

朱文森 上海 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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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教务组, 2/14/2006 供稿） 

北美长城杯北美长城杯北美长城杯北美长城杯获奖作品获奖作品获奖作品获奖作品    

过中国年过中国年过中国年过中国年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刘怡泽刘怡泽刘怡泽刘怡泽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A5A5A5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沈慧沈慧沈慧沈慧    

中国年也叫春节。它是在中国农历(lunar calendar)的正月初一。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它已经

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年”是一个大野兽，它到了新年的时候就要出来吃人和动物。一直到有一年一位聪明的老人用红色和

炮战胜了大野兽“年”。现在，每当到了“年”要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挂红灯，贴红色对联，给小孩红包和
放各种鞭炮，把大野兽“年”吓得不敢再出来。 

我家过年前要打扫卫生，贴对联，要剃头，买新衣服和买许多好吃的东西。过年的前一天晚上(大年三

十)，我们家要吃年夜饭。我们今年吃了饺子、鱼和各种各样的中国菜。吃饺子是全家团圆的意思，吃鱼意

味着“年年有余”。吃完晚饭后，我们全家都出去放炮。我很喜欢放炮。我们今年放了电光花

(sparklers)、连响火箭炮(Cannons)和一个坦克烟花(tank)。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和弟弟总是能在我们的枕头下找到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我们要先给爸爸、妈

妈拜年，然后吃妈妈做的饺子和年糕。我们那天还要穿新衣服和一点红色的东西。过年的时候，我们也要给

在中国的爷爷、外公、外婆和其他的亲人和朋友打电话。 

正月十五日是过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这一天要吃自己做的汤团和放鞭炮。汤圆表示全家一起团团圆圆，

美美满满。 

我很喜欢过年。我希望一个热闹的新年能给我们的整个年都带来一个好的开始。我也希望我在新的一年

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登上了长城我登上了长城我登上了长城我登上了长城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谭汉琛谭汉琛谭汉琛谭汉琛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B7B7B7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黄静黄静黄静黄静    

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按这个说法，直到今年以前我都不是一个好汉。因为 2005 年 7 月 2

日这一天，我才第一次登上了长城。 

那天早上，我和爸爸妈妈打的去了长城。不出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长城的水关。抬头一望，真的好漂

亮啊！长城就象一条长长的巨龙盘旋在绿色的大山上，简直太美丽，太壮观了。我们下了汽车，坐上一辆滑

板车来到长城的半山腰。我迈开了登长城的第一步。想到自己终于是好汉了，便哈哈笑了起来。我对爸爸妈

妈说“我现在也是好汉了！”接着，我们就开始爬长城。 

爬长城的确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平常，我们要爬几层楼都够艰难了。但长城有无数的台阶，那些台阶

加起来不知有多少层楼高。在 7 月火热的太阳下，爬长城就显得更加艰难。登长城还有一点危险呢。长城很

陡，又有很多人，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摔倒了，在他后面的人都会一个个滚到台阶下面去。虽然登长城既艰难

又危险，但我觉得很值得。风景那么漂亮，建筑那么壮观，连空气都感觉特别新鲜，难怪总有成千上万的人

去爬长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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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长城水关的终点。这就是我登长城的一段经历。如果你现在还

不是“好汉”的话，我劝你像我一样也去登长城吧！ 

中国展中国展中国展中国展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郭一诺郭一诺郭一诺郭一诺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A7A7A7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    

暑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去洛丽的 Exploris博物馆参观关于中国的展览。 

走进博物馆，大厅里挂着大大的红灯笼，我看到很多中国的古代发明创造。现场有中国来的能工巧匠表

演他们的绝技，有的在盘子上画画，有的捏面人，有的在刺绣，还有的在做书法表演和做风筝。 

我最喜欢的是介绍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展台。一位叔叔在演示给我们看，他先拿一个筛子，从盛在大木箱

里的纸浆水中，筛出一层薄薄的纸浆，然后把他揭下来，放在桌子上，等稍微干了一点，再把它贴在木板

上，让他完全晾干，这就是能用来画画写字的纸了。 

另一个让我和妹妹都觉得惊奇的东西是古代铜盆。铜盆有两个把手，里面装满水后，你不断磨擦把手，

铜盆的水面上会出现许多细细的波纹，你还可以听到嗡嗡的响声。我和妹妹一个劲地磨着铜把手，比赛谁能

让铜盆发出更响的声音。 

中国展览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回家后，我还在想白天的展览，我希望能再去看一遍。 

我眼中的北京我眼中的北京我眼中的北京我眼中的北京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袁雨晖袁雨晖袁雨晖袁雨晖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B5B5B5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苗容苗容苗容苗容    

北京是我出生的地方，离开北京时我才刚刚两岁，所以在我脑子里，故乡的映象已经很模糊了。 

今年五月二十七号，当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串问题：北京会不会是我想象的

那么美？北京会不会象我想象的那么繁华？今天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当飞机终于穿过了云层时，我看到了我久别的故乡。碧绿的原野上，到处是新建的别墅；幢幢高楼拔地

而起；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多么美的一个城市啊！ 

出了机场，我们很快就上了一条高速公路，舅舅告诉我这是新建的六环。六环路面很平，车又少，走起

来非常顺，唯一的不足就是需要交费。我们很快就到了舅舅家。舅舅家在通县，两层的红砖别墅看上去很气

派。新装修的房子住起来也很舒服。 

几天后，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城里姥姥、姥爷家。我们选了坐轻轨进城，因为我和弟弟都没坐过轻轨。

北京的轻轨又快又稳，不一会儿我们就进了城。但是一进城就感觉到挤了，马路上全是汽车，人行道上尽是

人，路也就显得窄了。可是同时也感受到了城市的繁华，马路边都是商店、饭店和办公楼。还有很多正在建

设中的高楼。住在姥姥家时，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吃过北京菜，四川菜和江西菜，这些饭菜都非常好吃。我

还喜欢北京风味小吃，象糖耳朵、驴打滚儿和艾窝窝。不好的是晚上睡觉时汽车的声音很吵。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八个大红灯笼，还有八面

红旗和一个很大的毛泽东的像。城楼前还有彩色的喷泉和五颜六色的花。真是漂亮极了！ 

我希望一、两年以后还有机会回北京，那时的北京或许不会那么挤，会变的更有秩序，会成为一个更美

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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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夜景雁荡山夜景雁荡山夜景雁荡山夜景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赵烨博赵烨博赵烨博赵烨博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A7A7A7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    

暑假期间，妈妈带着我和妹妹来到妈妈的老家温州。在一个晚上，舅舅开车带我们到了雁荡山。 

一进雁荡山东大门，就能抬头看到那块叫做“接客僧”的巨岩，它是雁荡山中形象最为逼真的景点。它

不仅紧挨着佛家的观音洞，还傍有一个道家的北斗洞。它把我们带入到一种佛教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层层叠

叠的观音洞里达到了顶点。 

灵峰周围的山峰、苍崖相互盘绕，绕出一处如梦如幻的仙境。灵峰的峰崖又最会做态，所谓“移步换

形”、“变化多姿”就是观看每一座山峰，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景象和寓意。 

雁荡之绝美在于夜景，会令人生出许多联想。有夫妻峰，婆婆峰，双乳峰，犀牛望月，雄鹰展翅，玉兔

环坐… … 其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是夫妻峰，在晴朗的月夜，象一对久别的夫妻在热烈地拥抱。真让我们浮
想联翩，流连忘返。 

我看哥哥钓小鱼我看哥哥钓小鱼我看哥哥钓小鱼我看哥哥钓小鱼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丁翰涛丁翰涛丁翰涛丁翰涛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2222BBB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童进童进童进童进    

哥哥很喜欢钓鱼，这个星期天姥姥带我和哥哥去北京陶然亭公园钓小金鱼。小金鱼养在一个水池里面，

我和哥哥租了两个钓鱼竿，哥哥在钓鱼钩上放了一个小面团，然后放到鱼池里面，钓鱼竿动了，哥哥一拉起

来钓鱼竿就钓上了一条黑色的金鱼，哥哥就把它从钓鱼钩上拿下来，放在水盆里。哥哥对我说：“弟弟,钓

鱼要有耐心。”我听哥哥的话并按哥哥的办法去做，一会儿我也钓上了一条红色的金鱼。我也学会钓鱼啦！

钓鱼真好玩,哥哥说,回到美国后还要带我到小湖边去掉真正的大鱼。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周安杰周安杰周安杰周安杰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3B3B3B3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咎咎咎咎红伟红伟红伟红伟    

我的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住在美国，北卡，凯瑞市。我爸爸四十二岁，他做电脑

工作。我妈妈也四十二岁，她做植物研究。我九岁，我上三年级。我弟弟五岁，他上学前班。星期六，我和

弟弟都去中文学校。在那里我也上数学课。星期天，我和弟弟都和中文学校的同学踢足球。星期天下午，我

们还去教堂学圣经。我妈妈做饭。我和爸爸吸尘。我和弟弟都学弹钢琴。 

我在更大中国还有一个的家。我爷爷在上海，我爸爸在那里生的。我爷爷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我奶

奶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太外公和太外婆也在上海，他们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外公是长子。所

以，我有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有很多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他们都住在中国不同

的城市。我非常喜欢看亲友。 

二零零四年夏天，我到中国去旅游。在上海，我看望我的太外公，太外婆，他们都九十七，八岁。我在

上海看见我堂哥昊天。他九岁，我们一起玩，玩的真开心。我也见了我的表哥家宸。他十岁。我们一起踢足

球和玩中国游戏。我还去了广州看了我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大表哥。我的大表哥叫浩浩。他十六

岁。我妈妈在广州出生。我喜欢回中国旅游，更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吃丰盛的中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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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广西美丽的广西美丽的广西美丽的广西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冯云璐冯云璐冯云璐冯云璐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们全家夏天时回中国探亲和旅游。我们去了北京、长沙、重庆和广西。每个地方都很好玩，像北京的

颐和园、长城，重庆的大足等。尽管在长沙时我们还去漂流，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却是广西。 

广西有很多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爸爸在广西住了七年半，他有一个老同学还住在桂林。他开车带我们到

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第一天我们去了阳朔，爸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阳朔的山

水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了。当我们坐在漓江的游船上，一眼望出去，果然四周山清水秀，还有月亮山和高高的

大榕树，真是漂亮极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冠岩，我们先坐小车来到一个溶洞，在溶洞里我们又坐上一条小船在溶洞里参观。只见

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在石笋上，看得我眼花缭乱。出了溶洞我们又去看了古东瀑布和刘三姐的家乡，那里壮族

人穿的衣服好漂亮。我和妈妈都穿上壮族的衣服拍了照片，又听了刘三姐唱山歌。 

广西太好了，只是时间太短，好多地方都去不了。下次去时我一定要多待一些时间，多参观一些地方。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孙捷孙捷孙捷孙捷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北京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它是我妈妈的故乡，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北京还有很多名胜古迹，比如颐和园、长城、故宫和天安

门广场。我在 2004 年的夏天回中国北京旅游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有许多好大好大的购物中心，这让

我感到很有意思。另外，我还特别喜欢有北京特色的食品，真是太好吃了。北京和我们这儿最大的差别是北

京有好多好多的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我觉得北京真是一个让人又兴奋又有趣的地方! 

我很喜欢北京，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去北京玩。我想那时的北京一定会让人觉得更新奇、更有趣!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张书雅张书雅张书雅张书雅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指导教指导教指导教师师师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北京。因为她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我爸爸的故乡。我还喜欢北京的食品，有冰糖

葫芦，小笼包，还有烤鸭。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那里有我最喜欢的地方，如长城。北京还有故宫、天安门广场，和颐和园。北京很

大，但是人也很多，所以北京的交通很拥挤。我有很多亲戚住在北京，为此我很骄傲。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

重要的城市，因为它有很多有名的地方，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 

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我觉得北京是最好的城市。 

苏州苏州苏州苏州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朱桐朱桐朱桐朱桐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要写的城市叫苏州。因为我的爸爸从苏州来。苏州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三年前我和爸爸、妈

妈、哥哥回中国时曾经去过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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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江苏省的一个城市，它位于苏南地区，离开上海市一小时车程。它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

的大姑妈住在苏州的老城区，离开苏州最热闹的观前街很近，我们在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六岁生日，姑妈为

我在观前街上的一家饭店开了一个生日庆祝宴席。我非常开心。 

我们还去了拙政园、狮子林、北寺塔等公园。那里的人很多，风景也很好，和美国的公园很不一样。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太湖中的许多岛。这样的山和水我还从来没见过。 

我真的很喜欢苏州。我将来还要去。 

上上上上    海海海海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朱文森朱文森朱文森朱文森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上海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在那里，有很多的玩具，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上海建于 1553 年。她位于中国的东部长江入海口。那里的人口在 2002 年是 16,250,000。上海是中国

的金融和贸易中心。2002年上海的国民产值是 5409亿元。   

上海有很好的饭馆。有一条很好看的河。我去了市中心，那里有好多高楼大厦，就象纽约市。我喜欢吃

上海的糖。我的奶奶和爷爷给我买了很多的玩具。我在上海玩得很开心。  

上海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我很喜欢她。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李佳慧李佳慧李佳慧李佳慧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曾经去过中国。例如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其中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北京。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它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都。北京城有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例如故宫、万里长城、

天安门广场、明十三陵、颐和园、天坛… … ，还有许许多多其它好玩的地方。 

在北京的马路上，永远都是人山人海的脚踏车。马路的两旁总是有许多中国式样的房子和一家接一家的

小吃店。 

我很喜欢北京，我觉得它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我虽然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国，多去一些地方，多

多了解中国，多多认识中国的文化。 

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王思佳王思佳王思佳王思佳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父亲的故乡是中国南京。我小时候去过南京，我很喜欢南京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 

南京是中国的一座大城市，她是江苏省的省会，拥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口。南京东郊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其中有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和紫金山。引人注目的紫金山天文台就坐落在山的顶端。市区的北面还有著

名的长江大桥。大桥全长六千多米，横跨长江南北，非常壮观。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夫子庙，她在城市的南边。街上有很多的手工艺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我每次

去都不愿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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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次会中国还要去夫子庙。 

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武汉武汉武汉武汉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景熠景熠景熠景熠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父亲出生在中国中部著名的城市：武汉。由於这个缘故，每次回中国我都要去这个城市。慢慢地我便

喜欢上它了。 

武汉由三个镇组成：汉口、汉阳、武昌，是长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四通八达，是湖北省的经济文化中

心。 

武汉有许多著名的名胜古迹，其中黄鹤楼、古琴台、武汉长江大桥都是我的最爱。武汉还有许多好吃的

美食，热干面、豆皮、汤包都是我喜欢的食物。 

武汉是我父亲的故乡，也就是我的故乡，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它！ 

放炮放炮放炮放炮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刘忻泽刘忻泽刘忻泽刘忻泽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我们家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放炮。因为爸爸妈妈说，放炮可以吓跑魔鬼，带来平安。对我们中国人来

说，不放炮就不算是过年。 

今年大年三十的傍晚，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边在家门口的车道上打篮球，一边耐心地等天黑下来。突然，

我的爸爸叫道：“放炮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激动，立刻放下篮球，跑回家来准备一起放炮。 

我们先把要放的炮按放的次序放在小桌上，然后又在一个小桶中放了一些水。最后，爸爸为我们点了一

根很粗的蜡烛让我们点炮用。 

我们首先放的是电光花。电光花是一根小棒子，一头拿在手里，另一头点燃后会有火花出来，一闪一闪

的，非常好看。火花有不同的颜色，像红的、蓝的、黄的等等。它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声音，也很安全，

即使我的朋友们以前从来没有放过炮，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电光花的玩法很多，你可以拿著它转来转

去，也可以挥出不同的图案，还可以写字呢！不过，只有我和我的哥哥能“写”出中国字，其他的朋友只能
“写”出英文字。我们一边挥舞着各种颜色的电光花，一边在家门口跑来跑去，别提玩得多高兴了！ 

我们接着放的炮是连响火箭炮。连响火箭炮的放法和电光花一样，一头拿在你的手里，另一头会有六个

小炮打出来。连响火箭炮也有红的、蓝的、绿的和金黄色的。因为小炮打出来时会有一点略大的声音，所以

第一次放时会有一点怕。我和我的哥哥先为大家示范了一次，然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就一起放了。我们大家还

一起比赛，看谁的炮打得最远！ 

我们最后放的是一个坦克烟花。坦克烟花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玩具坦克，当你把它点燃以后，它会一边向

前跑，一边打出各种各样的烟花来。有时候，坦克还会转弯呢！我们在烟花放完以后又把好多电光花放到坦

克里面，坦克一下子就着了起来。我和我的朋友还放了好多烟雾弹到火里，结果火越烧旺，还不时有烟花冒

出来呢！我们围着火又跳又叫，还几乎唱了我们所有能想到的歌… … 最后，我们用小桶里的水把火灭了。 

我喜欢放炮，但最喜欢的是坦克烟花后的那一堆火！我真希望明年快点到来，这样，我就又可以和我的

朋友们一起放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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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中国之行难忘的中国之行难忘的中国之行难忘的中国之行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茹韵莹茹韵莹茹韵莹茹韵莹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4B4B4B4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石青石青石青石青    

去年暑假我和妈妈、爸爸还有我的弟弟回中国去探望我的外婆、外公、舅舅和舅母。探望他们以后，我

们一起先去了成都看熊猫。我们去的是一个熊猫保护区。在那里，有很多可爱的熊猫。我最喜欢的是那两个

小熊猫。小熊猫非常逗人，很可爱。它们两个爬到对方的身上，然后推来推去，想把对方推下来。它们让我

想起我和弟弟打着玩的情景。在成都时，我们有一个导游。她的名字是 Annie。Annie 很会照顾我们，我们

都很喜欢她。 

后来，我们登上了一个叫东方皇帝号的长江三峡邮轮。在邮轮上我们欣赏到了美丽的三峡风光。船长告

诉我们说，自从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的水涨高了许多，很多人都要搬到高处去。我想，一定有很多人都不

愿意离开他们的老家。在我登上东方皇帝号以前，我以为在船上度过三天三夜将会很无聊。但是，船上有很

多地方你可以去玩，又有很好吃的中国菜。我最喜欢的是坐小木船去神农溪漂流。 

短短两个星期的中国旅游，让我看到了很多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让我吃到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吃到

过的东西，也让我听到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东西。那真是一次难忘的行程，真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可以

再去中国，去看更多的地方！ 

九寨沟九寨沟九寨沟九寨沟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郑丽莎郑丽莎郑丽莎郑丽莎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A5A5A5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沈慧沈慧沈慧沈慧    

这个暑假里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弟弟去中国。我们去中国访问我们的亲人。 

同时我们也玩了九寨沟。在中国九寨沟是很有名的。九寨沟的风景非常美丽。九寨沟有许多水池和瀑

布。九寨沟的水池和瀑布我认为是最漂亮的。我觉得他们漂亮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颜色。水也非常透明。我可

以看见许多倒影。 

当我到中国的时候，我很吃惊，因为中国变了很多。现在中国有很多计算机。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中国的

变化。 

难忘的北京之行难忘的北京之行难忘的北京之行难忘的北京之行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刘忻泽刘忻泽刘忻泽刘忻泽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B5B5B5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苗容苗容苗容苗容    

去年夏天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全家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在中文学校里我们学过关于北京的课

文，也看过有关长城、故宫和北京小吃的电视片，还读过有关北京的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北京。

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早点去北京看一看，吃一吃。 

我们在北京游览了许多地方，有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博物馆等。 

北京所有的地方都很漂亮，每一个地方都有很长的历史和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长

城。因为长城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长城上面你可以看得很远，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像树林、村庄、小

屋、汽车、自行车和跑来跑去的小孩。我们那天先坐车来到了长城脚下，然后开始爬长城。长城太长了，我

们爬了一天，才爬了一点点！有的地方太高了，很难爬。但妈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所以我们一直

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还吃了北京烤鸭，又去逛了夜市。那些小吃看上去不怎么样，可是吃上去非常好吃！遗憾的是我们

没有时间去茶馆看别人从很长的茶壶里把开水倒出来，外公也没有找到正宗的豆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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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北京，希望明年回中国时可以再去北京! 

中国餐中国餐中国餐中国餐馆馆馆馆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李思远李思远李思远李思远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B5B5B5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苗容苗容苗容苗容    

 你喜欢中国餐馆吗？我非常喜欢中国餐馆。中国餐馆里的中国菜颜色美，味道香，又好看，又好吃。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中国餐馆的特点吧。 

 美国的中国餐馆大多是点菜的，有一些是自助餐。我更喜欢点菜，因为点菜更有中国味道，而自助餐

太像西餐了。中国的中国餐馆大多是点菜和火锅。我更西欢火锅，因为在美国不能吃到火锅，所以在中国吃

火锅的时候就感觉很新鲜。吃火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能挑选你喜欢的食物来烧。 

 现在你知道一些中国餐馆的形式和特点了。要是你没去过中国餐馆，你应该去一次。如果你去了第一

次，你一定会想去第二次。 

游北京游北京游北京游北京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金安妮金安妮金安妮金安妮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C5C5C5C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苗容苗容苗容苗容    

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去中国旅游。在回到我们的家乡浙江之前，我们先到北京去玩儿。我们住在凯富酒

店，这是美国凯富酒店在中国建造的第一家酒店。 

次日，我们先到天安门广场去。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它雄伟壮观。我在天安门前拍了一些

照片，还买了一些旅游纪念卡片。 

参观完天安门广场。我们接着去故宫玩儿。故宫是历代皇帝居住的地方。在那高高的围墙里，有着一排

排古老的房子。这些房子住着皇帝和妃子。这里记载着许多令人心酸流泪的故事。 

第三天，我们跟旅游团去长城玩。长城是我向往已久的旅游点。在去中国之前，我读了一些关于长城的

文章。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从东到西有着一道气势雄伟的“大墙”。它跨群山，越峻岭，穿草原，过大

漠。就如一条龙，腾翔在中国的北方。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我们去的是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西北 50 多公里，是著名的城段，它盘卧于海拔 600－1000 米的燕山

山脊，是把守北京的咽喉要道，形势十分险要。因形态完好而成为京都旅游胜地。我们爬上了八达岭的南峰

顶，远远望去，长城内外一片绿色。我沉醉于八达岭长城的锦绣之中。 

我们在北京还玩了颐和园和香山。北京是我最喜欢的旅游胜地。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梁殷瑜梁殷瑜梁殷瑜梁殷瑜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5C5C5C5C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苗容苗容苗容苗容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2004 年的夏天，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北京旅行。我们去了北京动物园，天安

门广场，长城，故宫，颐和园和天坛。 

动物园里有很多种动物：大熊猫，小熊猫，大象，猴子，鸟… … 弟弟和我都很喜欢大熊猫，所以我们先
去看大熊猫。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黑白的毛，大大的眼睛，非常可爱。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午后，熊猫都懒

洋洋的，也许是刚吃过午饭的原因吧。只有一只熊猫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动个不停。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比纽约市的时代广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我们是下午到那里的。那

时广场里有很多人在放五颜六色的风筝。广场东侧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西侧是人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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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端是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在广场北边的长安街上。城楼上挂着毛泽东

的画像。站在广场上看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才知道北京真大！ 

我们去了八达岭长城。长城很长，象一条龙，非常宏伟、壮观。我们爬了很久，才爬到了塔上，我快累

死了。但是值得！站在峰火台上，看到远处的高山，想到”不到长城非好汉”，心里很愉快。 

故宫位于北京城的中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故宫由红墙黄瓦构成。红色宫墙外环绕着

护城河，非常漂亮。故宫里的房间很多，也很大。里面有许多国画、国宝和一些别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很珍贵

的东西。 

颐和园是中国清代的皇家园林，非常美丽。那儿有长廊，昆明湖，十七孔桥，万寿山，佛香阁，苏州

街。我们先去长廊。长廊很长，好像没有尽头。整个长廊是由数不清的彩画组成，五颜六色，十分漂亮。昆

明湖很大，湖水很绿。十七孔桥上的狮子，非常可爱。据说万寿山是挖昆明湖的土堆成的，山色秀美。半山

腰上，有一个高大的塔，叫佛香阁。山顶上的智慧海里外有数不清的佛象。下了山，我们去了苏州街。苏州

街山清水秀，小河里有一些小船，河两岸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天坛是中国皇室敬天的地方。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建筑，殿呈圆形，由蓝色琉璃瓦盖顶。外围的圆形高

墙为著名的回音壁。天坛里面有一个中国古代文物展厅，展厅里的东西都非常有趣。 

北京很好玩，我喜欢北京。有机会，我一定再去北京。 

学做中国菜学做中国菜学做中国菜学做中国菜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张艾咪张艾咪张艾咪张艾咪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6A6A6A6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郑金华郑金华郑金华郑金华    

我经常听外公讲：“吃在中国”。真的，这话一点也不假。我虽然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我还是最喜

欢吃中国菜。遍布在市区的各种中国餐馆是我们全家周末就餐的最佳选择。而在家里我最喜欢的要算外婆做

的什锦炒饭。 

今年暑假我开始尝试着学做中国菜。每当外婆做菜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并且学着动手做。最后我终

于学会了做什锦炒饭。 

那么这种饭是怎么炒出来的呢？首先，要把各种原料准备好，即将蔬菜配料洗净切成小块，然后打开炉

火，在锅里放油烧热，依次加入香肠块、胡萝卜、蘑菇、青豆、玉米粒、青椒、木耳等炒熟，再加入盐和其

他调料炒一下，最后加入已煮好的饭炒拌均匀，关掉炉火，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炒出的什锦炒饭，不仅色香

味好，而且营养丰富。既好吃，又有利于身体健康。 

经过一个假期的学习操作，我不仅学会了做什锦炒饭，而且还学会了做很多中国菜。例如：鸡蛋炒番

茄、肉丝炒韭菜、家常豆腐等等。每当我吃到自己亲手做出来的菜时，心里乐滋滋的，十分得意。 

通过自己动手做菜，不仅学会了一些做菜的方法，而且从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菜的精美和做菜的乐

趣。真的，中国菜真好吃！我一定争取明年去一趟中国，不仅游览一下美丽的中国风光，体验一些民族文

化，更要去品尝一下名扬天下的中国美食，真正地享受一下“吃在中国”。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多学做一

些中国菜，好让我的美国朋友也尝尝真正的中国菜。 

游游游游““““东方明珠东方明珠东方明珠东方明珠””””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李晨李晨李晨李晨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A7A7A7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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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和妈妈、弟弟到上海去看望外婆、阿姨和舅舅。我们在上海还去了很多有名的旅游景点，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东方明珠”电视塔。 

8 月 10 日早晨，我、妈妈和弟弟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上海浦东。“东方明珠”电视塔就座落在浦东江

边。在出租车里面，我和弟弟很高兴，这一次能真的去“东方明珠”了。在电视上，“东方明珠”显得非常

迷人。 

车到了浦东江边，妈妈去买门票，我和弟弟等在“东方明珠”门口。“东方明珠”在太阳光的映照下，

发出金色的光华，11 个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圆球象一串串明珠，从蓝蓝的天空下落到绿绿的草地上，美极

了。 

进了电视塔里面，我们先在底楼的大厅里排队等电梯。大厅的顶上挂着很多红色和白色的小球。进了电

梯，一位穿着红色制服的小姐热情地对我们说：“东方明珠高 263 米，是一座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电视

塔。”不到一分钟电梯就到了中间的 263 米高的球体了，球的四周都是玻璃窗，我和弟弟从窗口可以看到全

上海的景色：南浦大桥象一条金色的巨龙站在黄浦江上；金茂大厦的尖顶就象一块宝石。我妈妈放了两块人

民币，我们可以从望远镜看外面：黄浦江上巨大的轮船有的开进来，有的开出去，一片繁忙景象。我和妈妈

还拍了很多照片留念。然后，我们又到了最上面的 350 米高的太空舱观光，下面的高楼和汽车就象弟弟的玩

具一样可爱。 

我们有点儿饿了，就去纪念品店买一点儿点心、土豆片和冰激凌。我一边吃，一边想：上海现在发展越

来越快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代我觉得越来越高兴，越看越热爱上海了。 

走出“东方明珠”，天已黑了。“东方明珠”巨大的圆球五颜六色，灯火通明，与浦西外滩的灯光一起

倒映在黄浦江中，更加眩丽，它展现出上海现代化大都市的迷人之夜。 

回到外婆和舅舅家，已经是晚上 9点了。我想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啊！ 

暑假见闻暑假见闻暑假见闻暑假见闻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管邵雄管邵雄管邵雄管邵雄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A7A7A7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    

我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暑假，那是因为妈妈带我和弟弟一起去了中国。我的姥姥和姥爷住在中国济南。

这次回去，我们见了很多亲戚：表哥ˋ̀̀̀表姐ˋ̀̀̀舅舅ˋ̀̀̀姨ˋ̀̀̀姑奶奶ˋ̀̀̀姨奶奶和姨姥爷等。 

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以一城山色半城湖而著称。我们游遍了济南的名胜古迹，我最喜欢的是大明

湖。那天，舅舅很早就带我们去了大明湖。清晨，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浩瀚的湖水中央有几个小岛，岛

上还有许多亭台楼阁，实在是美极了。我们租了两条船，舅舅和我一条，妈妈ˋ̀̀̀弟弟和表哥一条，我们展开

了划船比赛，最后我和舅舅取胜！ 

在中国的最后一周，我们住在北京的姨姥姥家，小姨带我们去了动物园ˋ̀̀̀科技馆ˋ̀̀̀美术馆和天安门等处。

我最难忘的是北京动物园，我喜欢威风凛凛的东北虎、那可爱的熊猫，最有趣的是顽皮的金丝猴，一边跳来

跳去，一边吃东西。 

我喜欢中国的山水，更喜欢有那么多亲戚，妈妈说：明年我们全家一起回中国。我期待着那一天。 

中国之行中国之行中国之行中国之行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张一鸣张一鸣张一鸣张一鸣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777AAA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杨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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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夏天是我十一年最难忘的，因为是妈妈、弟弟和我动身回国的日子，也是我七年来第一次见

到在中国住的亲人。 

坐飞机回中国是最困难的一步，由于我们在芝加哥没有赶上一班飞机，在那儿住了一夜。经过二十多小

时的飞行，我们终于来到北京了，也终于见到我的表姐和姥姥。  

我们在北京呆了三天， 看到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北京的路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这儿也有很多高

楼，有的都看不到房顶。我们参观了长城、故宫、王府井大街和北京军事博物馆。我最难忘的是参观北京军

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武器! 我不停地拍照，真是高兴极了。 

然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坐火车到青岛。下火车时，我第一次见到我的舅舅、 舅妈和姥爷，我们大家都

很高兴。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边是五颜六色的山，山上有一排一排的红房顶； 一转身就是蓝蓝的海。我

们家就住在观象山上的观象一路。青岛有信号山、海军博物馆、海水浴场和海底世界等旅游景点。我每一个

地方都去了，一个比一个好玩。 

我在青岛的家里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最喜欢、最难忘的是青岛的啤酒节。啤酒节是为了庆祝著

名的青岛啤酒而举办的。 在啤酒节时，人人都喝酒庆祝。舅舅和舅妈也带我和弟弟去啤酒城看看。在啤酒

城里，饭店和酒店到处都是，街道上到处都摆上了白椅子， 好几百人高高兴兴地喝酒吃饭，热闹极了。 

我觉得这次中国之行令我难忘，令我高兴。 

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高毓晓高毓晓高毓晓高毓晓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777BBB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赵阳赵阳赵阳赵阳    

我的故乡很美丽。她是我妈妈和奶奶的出生地。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她是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一

大中心。我的故乡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滨临东海。我的故乡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人。故乡的居民大都

是住在公寓里面。 

我的故乡有很多名人。其中姚明是一位著名的篮球运动员。他是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二日出生的。姚明的

个子非常高，有两米二六高。他的父母曾经也是篮球运动员。姚明的母亲个子是一米九一。他的父亲是两

米。姚明现在是美国休斯敦职业火箭队的队员。 

我的故乡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她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塔叫做”东方明珠”。”东方明珠”塔是亚洲最高

的塔。她有 468 米。故乡还有人民广场。人民广场又大又美丽。人们可以在那儿喂鸽子。故乡还有繁华的南

京路，古老的城隍庙和美丽的外滩。 

我的故乡有很多出名的小吃，其中有小馄饨，生煎馒头，和小笼包。我非常喜欢故乡的早餐。我最喜欢

去”新亚大包”早餐店吃点心。故乡还有很多著名的菜，其中有”红烧划水”，”三黄鸡”和”毛蟹年

糕”。 

现在你知道我的故乡是中国的什么地方了吗？如果你猜了上海，你猜对了。 

我爸爸的童年时代我爸爸的童年时代我爸爸的童年时代我爸爸的童年时代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刘力克刘力克刘力克刘力克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B7B7B7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黄静黄静黄静黄静    

我的爸爸——刘继银，不但是一位二十一世纪的生化学家，而且是一个股票专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

是我的好爸爸！爸爸是在中国湖南岳阳的农村长大的。在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跟乡下别的孩子一样，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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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完村里的小学就得回到家帮家里放牛。那时候谁会想到这个乡下孩子，长大了会去美国当上什么生化学

家，还得了美国总统奖呢？ 

时常听爸爸提起他的童年时代。爸爸和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很小的旧房子里，因为家里很穷，没

有钱买书，从小爸爸就下定决心好好读书努力学习。每天早上公鸡一叫，爸爸就要起床，然后走两英里的路

去上学。我曾去过爸爸的老家，乡村的路真是不好走。而且有时公鸡半夜一两点就开始叫了，害我一下子从

床上蹦起来以为是早晨了，气得我要命。 

爸爸小时候也跟人打架。有一次因为打不过一个大他三岁的男孩，他还找别的小伙伴帮忙。可是事后他

知道打架是不对的。爸爸小时候还特别喜欢吃东西，因为农村很少吃到肉，但蔬菜和瓜果却特别的新鲜。他

最喜欢吃的是西瓜。爸爸可会吃西瓜了。西瓜从他嘴的左边进去，西瓜籽就从右边出来了！而且因为是自己

家里种的，吃着总是特别的香甜！ 

爸爸的童年真是又朴素又有趣。现在他依然很风趣。每到周末上完中文学校，爸爸总是带着我和妹妹，

跟妈妈一起去踢足球，打网球，下棋，看电影。我们一家过得很快乐！爸爸让我的童年更有趣，也更有特

色。爸爸希望我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时代！ 

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奶奶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徐亦南徐亦南徐亦南徐亦南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7B7B7B7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黄静黄静黄静黄静    

我的奶奶是一位将近 70岁的中国老太太。几个月前，她从中国来到我们家探亲。现在已经回中国了。 

奶奶的身体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她在我家时，除了做晚饭外，还和我以及我弟弟一起学习中文——

写汉字，读中文。晚上，奶奶常给我们读世界名著儿童读物——《汤姆历险记》，《苦儿流浪记》等。每周

星期一和星期三是我们的足球训练日，奶奶会陪同我们一起去。每逢有足球比赛时，奶奶一定前往观看。比

赛胜利了，奶奶同我们队一起高兴一起欢呼；比赛失败时，奶奶就同我们一起找原因。 

奶奶时常跟我们一块儿做游戏。我们一起跳绳，滑旱冰，玩拳猜石头、剪子、布。我们还玩“木头人”

和“请你像我这样做”的游戏。看谁变化多端，头脑机灵。 

奶奶不但教我们学习和玩耍，而且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每当我和弟弟吵架，奶奶总是帮助我们解决问

题，教我们和睦相处，互助互爱。 

奶奶不仅是位长者，还是我和弟弟的老师和朋友。我爱我的奶奶。我会很想念奶奶的！ 

放风筝放风筝放风筝放风筝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朱清煜朱清煜朱清煜朱清煜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8A8A8A8A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周茗周茗周茗周茗    

姥爷终于给我买了一个风筝。这个金鱼风筝是我的第一个风筝。它好漂亮啊！金黄色的,像真的一样。 

我和姥爷赶快去了天安门广场放风筝。那里有成群的人也在放风筝。可惜，我漂亮的金鱼风筝只能飞到

我膝盖那么高。姥爷看到了一个卖风筝的老爷爷就对我说，“看，那里有一个卖风筝的老爷爷。我们可以再

买一个。”我挑了一个风筝,是只鹰。它看起来好像真的，非常庄严。它飞的时候最美了，飞得好高，像一

只真鹰！它飞呀,飞呀,飞… 咚!呀!可怜的鹰撞到了华灯，高高地挂在了上面。我和姥爷只好再去买风筝。老

爷爷再次看到我们时笑了。这一次我挑了一个彩虹风筝。红的、黄的、绿的、紫的颜色相间,真漂亮。我希

望这一次不会有意外发生。这个风筝飞得与鹰一样高。它又像一个真正的彩虹挂在蓝色的天上。到了回家的

时候了,姥爷教我怎样收好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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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这个风筝。每年回中国的时候，一有机会,我就跟姥爷放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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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飞机来美国坐飞机来美国坐飞机来美国坐飞机来美国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燕行健燕行健燕行健燕行健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8B8B8B8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吕冰吕冰吕冰吕冰    

1996 年 10 月 15 日，五岁的我要跟妈妈离开中国来美国了。记得那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哭，喊着：“我

不想去美国！”外婆来安慰我，我说：“外婆我不离开你！”因为我一直跟外婆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妈妈

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只好说：“不想去就不去，到飞机场看看好玩不好玩。” 

到了飞机场我见到许多中国人外国人都在忙着办手续，热情送别。我也想到处看看，可还是不想上飞

机。妈妈对我说：“上飞机去看看吧”！果然上了飞机我就东张西望不想下去了。飞机起飞了，我兴奋地向外
望去，只见树木在变小，高山在变矮。飞机慢慢地钻进云层。接着又吃到了可口的鸡肉饭和果汁。饭后，还

看了精彩的电影《孙悟空》。飞机快降落时，一阵阵的恶心让我很难受。。因为我从来没有晕过车，妈妈以

为我不会吐，想让我转移注意力，就叫我背一首诗。我背了一首外公教我的诗。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刚刚背完，“哇”的一口就吐了出来。这一吐就让我兴致大减，心想坐飞机也不好玩。妈妈亲切地帮我
擦抹干净。就在这时飞机正好经过一片停车场。我看到那一排排小汽车整齐地站在那里，好像在欢迎我的到

来。这又使我想起了我的玩具汽车城。我常常把我的小汽车队排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又

好起来了。 

到洛机杉换了美国飞机。按照妈妈说的办法少吃少喝多看电影。果然一路无事。到了洛丽，爸爸和他的

同事来接我们。爸爸的同事问我美国好不好。我说：“美国很好。美国飞机不让我恶心！”后来才知道我不该
在中国飞机上吃得太多。以后我每次坐飞机都注意少吃一些美味的食品，多看一些精彩的电影。乘坐飞机来

往中美就乐趣多多了。 

童年趣事童年趣事童年趣事童年趣事————学讲话学讲话学讲话学讲话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冯云瀚冯云瀚冯云瀚冯云瀚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8B8B8B8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吕冰吕冰吕冰吕冰    

我一岁半的时候，还不会讲话，可能是爸爸妈妈都太忙，没有时间教我造成的。 

外婆退休后来到了美国，她整天和我在一起并给我讲故事还教我讲话。我最喜欢听动物故事。爸爸还到

图书馆借了很多本有关的“动物”书。记得外婆给我讲了一个乌龟的故事。我可喜欢听啦！外婆指着书中的

图画，说：“这是一个乌龟蛋，里面有个小乌龟，这个乌龟蛋要破了，你看小乌龟头出来。它自己会爬出来

的，小乌龟就生出来了。” 

她每天讲了一遍又一遍，整整讲了两个星期。一天我给她讲了三个字：“蛋，破，出。”外婆高兴极

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可以用十二个字讲这个故事：“乌龟蛋，蛋破了，乌龟头出来了。”妈妈高兴得流出

了眼泪。从此以后我就很快会背唐诗和儿歌了。 

有一天，我们全家到公园去玩，那里有一大片草地。我刚从汽车里出来，看见那么大的草地，就叫了起

来：“风吹草低见牛羊。”爸爸吃了一惊，接着欢跃地抱起我举过了头，高呼：“我儿子会背唐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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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趣事童年趣事童年趣事童年趣事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刘岸诚刘岸诚刘岸诚刘岸诚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8B8B8B8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吕冰吕冰吕冰吕冰    

我小的时候，是个奥特曼迷。就像今天许多小朋友酷爱炮克马一样。奥特曼是一个电视连续剧中的宇宙

英雄。我喜欢穿印有奥特曼图案的衣服，玩奥特曼玩具，还喜欢奥特曼故事书。 

有一天，我和姥姥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奥特曼的新书，就请求姥姥给我买，虽然书很贵，要二十块

钱，可姥姥还是给我买了，买完书姥姥要我亲她一口，我照办了。当我发现这是套系列丛书，一共有五本

时，我就对姥姥说：“姥姥，我还要亲你四口。”姥姥可是不糊涂，马上对我说：“这下我又要被你‘骗’

走八十块钱了。” 因为姥姥实在是喜欢我，她把全套书都给我买齐了。 

现在我巴经长大了，又有了很多新的感兴趣的东西，不再完奥特曼玩具了。但是，每当我看到我小时候

抱着奥特曼玩具的照片时，那些与奥特曼有送的童年趣事总会浮现在我脑海里，成为美好的回忆。 

北京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    

学生学生学生学生：：：：丁翰青丁翰青丁翰青丁翰青        班级班级班级班级：：：：8B8B8B8B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吕冰吕冰吕冰吕冰    

北京图书大厦有八层。图书部分有四层。图书大厦门外有一个很大的雕塑。这个雕塑是由很多用铜铸成

的大书摞起来的。一进门，就看见有很多人, 有走来走去的，有坐下休息的，读书的等各种各样的人。 

第一层的图书有哲学，社会科学，历史，贸易管理，经济管理，旅游，和体育书。那些书有小的，大

的，红色的，紫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和咖啡色的。书架子是用木头做的。在门口的左边是一排收银台。

中间是中央大厅。这个大厅直通到四层的玻璃顶棚，从楼上往下挂着四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夏日读

书，启动全新生活航程。”条幅下面有几张桌子，桌子上有好多最新出版的新书。挨着桌子的墙上也有一幅

画是用铜箔做出来的。 

第二层有文学书: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青少年读物，和暑假经典文学书。在儿童图书部外面也有一张

很长的桌子。桌子上有卖各种各样手工模型:如房子模型，故事模型等。里面靠墙部分的书架上还有各种各

样的书。有折纸书，连环画书，和手工书。中间还有五个圆形平台。平台是由玻璃和木头做的。在平台上有

很多小孩子坐在那里读书。平台周围有一圈书架; 在儿童图书平台稍远一点的外面是一排一排的书架。平台

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动物雕塑。在房顶上挂着一个电视。 

 第三层大部分都是教学用的中文书和英文书。有英语工具书，考试题集，和初中，高中的语文和数学

辅导教材。三层的图书也是放在一排一排的书架上。这层中间是语文书和数学书。后面就是作文辅导书。在

三层西边是音像世界。那里有电视剧、娱乐休闲、外语教育、儿童娱乐教育、体育旅游、和计算机游戏等各

种不同的音像。还可买到游戏机。  

地下室有英文原版图书。在一个角落正在卖最新出版的<<Harry P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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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栏广告栏广告栏广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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