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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作文 

生如夏花--记我的外婆 周安杰 指导教师：

乐亚娣 
我学英文的故事 石禹明 指导教师：乐亚娣 
弟弟一岁了 陈凯文 指导教师：刘翠 
我的妹妹 邱文宁 指导教师：郑金华 
学中文的故事 徐晛 指导教师：刘玉洁 
我最爱春天 韩乐 指导教师：石青 
寻根夏令营 王洁宁 指导教师：郑金华 

 

 

【封面说明】RACL Dragon Dance Club 在去年 CAFA New Year Gala 上的精彩演出。摄影：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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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迎新年 

今年春节来得早，是1月23日。据课外活动处长刘炎生通知，RACL舞蹈班的同学们将参加以下迎新年

的演出活动： 

 舞蹈1、2、3、4 班都将参加RACL春节联欢会（1月28日晚） 

 舞蹈3、4班代表RACL参加2012 CAFA New Year Gala（1月29日下午） 

预祝同学们演出成功！预祝RACL全体教师、学生、家长和工作人员和家人龙年大吉！  

RACL 学生参加 2011 年 SAT 考试报出喜讯 

本校中文AP班共有16位同学参加了2011年11月5日在全美举办的一年一度的SATII中文考试，共有七位

同学获得满分800分，取得了平均分780.625分的超好成绩！ 2011年全美高中毕业生（Seniors）SATII

中文考试的平均分数比2010年的平均分数略有下降，为758分。我校学生的平均考分比2010年提高了

14分。 

参加本次考试的学生是：徐薇、石禹明、周安杰、王露雨、蔡汶倪、廖迪文、李岳、薛璐璐、郑师

维、林颖、张德佩、潘启元、王琳琳、江天舜、邢怡真和陈心怡。 

在祝贺同学们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感谢所有对中文学校支持、帮助和奉献的人们！特别感谢各位

家长的支持与配合，感谢所有老师的努力及在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对学生的辛勤培育！ 

（石青） 

热心海外华文教育杰出人士奖 

为奖励热心海外华文教育人士，激励更多人关心和支持海外华文教育事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决定评选并表彰一批热心海外华文教育的杰出人士。经有关海外华教机构推荐，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审核，决定对189名热心海外华文教育人士予以表彰。我校严定

先生 被授予“热心海外华文教育杰出人士奖”。祝贺严定！ 

安全提醒 

最近有几起盗窃事件发生在停车场。请大家警惕起来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请大家停车后将车门

锁好，不要将现金和其它值钱易偷的东西放在车里能看到的地方。请家长们提醒孩子们在学校看管

好自己的东西。同时也请大家留神行迹可疑的人，有情况请向学校值勤人员报告。  

校长的提醒 (11/29/2011) 

There were some incidents happened inside the church facility on two Saturdays. One is fire alarm, 

followed by a 911 call that was later confirmed from elevator. The spill of paint was still an issu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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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ome other issues too. The RACL received warning from church because of these incidents. Therefore, 

we have to enforce our management to avoid any possible mistakes from now on. 

First, tell our students to obey the rule of church, which you can find in our policy, RACL Code of student 

conduct (http://www.racl.org/rules.html).   

The basic requirement is that let our kids do not touch any facility of church without permission. If you find 

something wrong, please let our staff on duty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 requirement frequently 

stressed by church is that do not leave student without adult monitoring. Here we need add one more: Do 

not let student to use elevator without monitoring of parent/adult.  

Since kids are kids, therefore, we, the parents hav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aking care of our school by 

teaching our kids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keep good monitoring. Otherwise we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any facilities of church, and will be not welcome by any place. 

If you or you know who used phone call 911 in church, please let me know the reason. 

Rui Shi 

On behalf of RACL executive committee 

  

http://www.racl.org/r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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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财政预算 

10月22日召开的董事会通过了以下财政预算方案。 

Income  

Language Class Tuition, Textbook sale $138,840.00 

Activity Class Tuition $45,600.00 

Parent Committee  $10,400.00 

Donations, school directory ads $25,100.00 

Total Income $219,940.00 

  

Expenses  

Language teacher compensation and bonus (109,000.00) 
Language classes other expenses (9,300) 
Activity class teacher compensation and bonus (31,872) 
Activity classes other expenses (5,460) 
Copier, paper, insurance and school supplies (8,866) 
Safety team, school parties, picnics, etc. (15,600) 
Rental fee of FHBC Church and Olds Elementary (19,800) 
Donations, appreciations, thank-yous, and public relations (10,250) 
Principal's compensation (3,000) 
Directory Printing & Mailing (3,000) 
Furniture Purchases (500) 
Library, Mailbox, Newsletter (2,100) 
CSAUS Membership and meeting (75) 
Professional Service (1000) 
Total Expenses (219,823) 
  

Balance  

Income  Expense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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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L 学生投稿选登 

 

 

 

 

【编辑的话】 

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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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 10A 班 龚晓哲 

在2011年的春天，我从RACL的PTA领到了一张蜡纸，上面的十个小黑点很快就变成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些小黑点是蚕子。它们用了大约两个星期孵出来。刚出来时只有几毫米长，象是细小、能吃、黑不溜秋

的小‘蚯蚓’。因为蚕特别小，我们清理剩叶子的时候，不小心把两只扔了！为了找桑叶我们去了好多地方，比

如RACL附近的林子、YMCA旁边的野树和我们后园的树林。找到叶子，我们就用密封塑料口袋存在冰箱里，

然后每天拿出来几片喂给蚕。我们还在后园种了一棵小桑树，希望以后再养蚕就不愁找不到桑叶了！刚开始，

一天一片叶子就够了。再过一两个星期它们越吃越多，长得很快。原来又黑又小的蚕变成又黄又粗的虫子。我

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一只蚕的身上都会有发深蓝色的一条线。这条线还不停得跳动。爸爸妈妈觉得

是它们的血管。 

蚕大约长到两寸长的时候，有一天，又白又胖的蚕突然不动了，各个抬着头，象祈祷的样子，一动不动。

我们以为它们绝食，想出各种办法让它们吃桑叶，可是它们就是不理。第二天，我们往盒子里一看，哇！！！

它们脱皮了！我们还发现原以为是血管的那一条线其实是积累起来的大便！ 

又过了一段时间，蚕一个一个都找到角落，开始织茧子。有两只非要抢一个角落，我们怎样分也分不开，

最后还是钻进了同一个茧子。蚕一天到晚地织啊，织啊，一直到我们看不见它的身体为止。白白的蚕茧好漂亮

呀！蚕丝很结实，所以我担心蚕怎样再从茧子里出来呢？其实，蚕出茧的方法挺妙的；它们会从嘴里吐出一种

液体，叫酶。酶会使得蚕丝化掉，所以就可以较容易地爬出来。一两个星期以后，以前又白又胖的蚕已经变成

优美，雪白，长着翅膀的蛾子了！它们的翅膀扇得可快了，但是飞不起来。遗憾的是，它们只能活几天。下完

子之后，蛾子就会死去。 

很快第一批蛾子就出来了。有一对成功交配，剩下的几个蛾子却没有动静。糟糕，原来其它的都是公的！

我们把这些蛾子放进了另一个盒子，因为它们给那好不容易配成对儿的蛾子找麻烦。我们等了好几天，盼望着

最后几个蛾子都是母的。如愿以偿，最后几个蛾子都是母的！又配成了两对。 

第一个配对儿的母蛾子开始下子了。她的屁股一扭，

就出一颗黄色的子。一个晚上下了上百个，满盒都是。

不久，另外两对儿也下了子。总共超过了五百个！三只

母蛾子下得又快又多，而且很整齐。排得整整齐齐的大

片黄点正是这些小生命的杰作！正常受精的蚕子开始是

黄的，然后变成灰色的，最后是黑的。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从十颗黑点开始，现在收获了五十倍的蚕子，真是

奇迹！养蚕是中国一个传统行业。我可以想象千百年以

来蚕农看着他们收获的蚕子和蚕丝会是怎样的喜悦！ 

养蚕的经历很有趣、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观察到一轮

生命的全过程。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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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九寨沟 AP 班 周安杰 

这个暑假，我们到四川省去游了九寨沟。九寨沟和我游过的风景区不一样。整个地方海

拔很高，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空气不一样。九寨沟的机场还离那里的两个风景区非常远，要开

两三小时的车。马路旁边有很多奇怪的小村。这原来是藏族人的村子。藏族人穿的说的要和

大多数的汉族人不一样。很多老藏族人不会讲汉语，我们在九寨沟的时候问了几个老藏族婆

婆路，可是她们回我们藏语，所以我们听不懂。可是很多年轻的藏族人会说汉语。我们的导

游就是藏族人。我真不知道不知道四川省有这么多藏族人。马路边上有很多牦牛和山羊，我

很少看到的动物。 

我们第一个去的风景区是黄龙。我们一

到了黄龙就坐了索道到山上。我们在树林里

走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了黄龙有名的蓝水池。

蓝水池从远方看不像一个水池。我觉得里面

根本就没有水，这水池像是有蓝色的漆漆成

的。在池面前，我可以看到静静的蓝水，像

一个蓝色的玻璃窗。黄龙的水池真有趣！ 

我们第二去的风景区就是九寨沟。九寨

沟里有很多小湖。据地的人因为从来看不到大海，所以把这些湖称为海。这些海都有有趣的

名字，像犀牛海，熊猫海，孔雀海，和静海。每个海都是鲜蓝色的。这是因为海底都有很多

钙。每个海都有自己的特色：孔雀海里有不同的颜色，静海静得像一面可以看到天和山的大

镜子。每个海得中间还有许多雄伟的瀑布。

有一座高的瀑布还是《西游记》的拍摄地。

九寨沟又优美又有趣。 

九寨沟黄龙是我在中国去过最美的地方。

那里的山水真是天下第一。九寨沟是比较新

的旅游区，所以环境要比别的旅游点干净多

了。九寨沟真是个优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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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获奖作文 

生如夏花--记我的外婆 周安杰 指导教师：乐亚娣 

2010年 7月 19日半夜，我在自己房里安静地睡觉。突然，电话响了，我被吵醒了，正纳闷谁会

这么晚打电话来呢，就听见妈妈在楼下的痛哭声：“什么？妈妈走了？”我大吃了一惊----外婆怎

么会就这样离去了？我前天在网上还跟她聊得好好的。听着这消息我感觉是在做噩梦，可这一切都

是真的。由于心脏病突发，八十三岁的外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悲痛万分，我心里像是缺

掉了一大块。记忆中，外婆是一个既有爱心，又快活和勇敢的人，我会很想念她。 

弟弟刚出世时，我大概三岁，外婆来美照顾我们。那时我非常调皮，不听话，可外婆对我非常

耐心。后来外婆回中国了，我们就每两年回一次广州探望外公外婆。外婆总是那么有爱心，她不是

忙着给我们做好吃的，就是从外面给我们买许多小吃。此外，我还喜欢听外婆讲妈妈和舅舅的童年

趣事。这些小故事每次都能把我逗乐。我还发现，跟外婆一起看中文连续剧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每当我看不懂的时候，外婆就在旁边给我耐心地讲解，同时帮我学习中文。回到美国以后，我经常

和外婆打电话唠嗑，我的中文口语因此受益匪浅。外婆在中文学习上对我影响深远，我的每篇作文

她都仔细地阅读、修改，直到满意。 

外婆重病过很多次。她得过乳腺癌，还一直有心脏病。虽然长年被这些重病折磨着，但是外婆

活得坚强和快乐。她常常出门买新鲜的食材，在家里做好吃的，和朋友一起聚会、唱歌。她还爱带

我们出去玩，去旅游。可就在几年前，外婆的心脏病突然严重了很多。她被送到医院，在那住了几

个月。出院后外婆非常虚弱，走不了多少路，更不能爬楼梯，所以她和外公搬到了一个有电梯的楼

房里住。外婆虽然体力虚弱，却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充实。她不是看新闻、听故事，就是在外面锻炼、

散步。为了能常与我们见面，她学会了上网聊天。那时，她已经年过八十，脑子不清楚，容易忘事，

手也发抖，可她仍是认认真真一步一步地学习如何上网发电子邮件，利用网络聊天。前年我们回中

国，尽管体力不支，她还坚持一如往常，开心地陪我们看电视剧，给我们讲故事。 

外婆的突然去世，使大家都心如刀割，谁都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早。虽然她走了，但我会

一直记住她，想念她。外婆亲切的歌声常在我耳边响起，我仿佛还看得见外婆的笑容。旧年往事，

美好回忆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每个周六，我总习惯性地觉得好像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在网上和外

婆聊天。外婆，祝愿您在天堂和上帝一起永远快乐！您放心，我会努力学好中文，不辜负您对我的

期望。我也一定会像您一样，坚强快乐地生活。您会永远活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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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英文的故事 石禹明 指导教师：乐亚娣 

我的经历告诉我，学习一门新语言是个艰苦的过程。在我刚来美国时，我只会说在幼儿园学的

几个英语单词，像狗、你好、再见等。显然，用这些单词来进行最基本的对话都是不可能的。但是

经过努力，八年之后的今天，没有人会觉得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在美国密歇根州，还记得那年我六岁。对我来说，那儿的一切都是新的：

环境、文化、语言、习惯等，甚至那儿的人都是那么不一样。长大后，妈妈给我讲了不少当年发生

在我身上的事情。由于在课堂上不遵守纪律，孤立无助，甚至我被同学和老师告到校长那里时我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真的无法相信，这种事情曾发生在我身上。那时的我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

坐着黄色的大校车去学校，像是梦游，也听不懂周围的语言。即使在密歇根学校学习了两个月，我

仍旧不会说英语，可那时我并不在意，我找不出需要努力学习英文的任何理由。 

直到后来我们搬到北卡州，一切都改变了。我家附近有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的中国孩子，但是他

们的英文都比我的棒。虽然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特别大（他们也和我一样需要在为英语为非母语的

学生开设的 ESL班里学习），可那些孩子却常常取笑我的蹩脚的英文。当时我非常生气，每天都很

矛盾：我既想和他们玩耍又害怕和他们呆在一起。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英语的确很不正宗而且

滑稽。无论如何，这件事成了日后我学好英文的动力。 

尽管有了学好英语的缘由，整个一年级我仍是进步不大，英语口语尤其落后。课堂上，我不但

自己不会说，甚至连老师的话都听不懂。幸运的是，当年班上有个稍懂中文的同学，他常常帮我翻

译。记得有一天，班上组织学生去湖边野游。返校后，老师让我们写一个关于野游所见所闻的句子。

我记得我写的句子是：“We looked in the river and saw lobsters.”虽然那天我们只见到一些

小昆虫，而并没看到龙虾，可老师还是表扬了我，说我不仅写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而且准确地拼写

出“lobster”这个词！从此，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不让小朋友取笑我，每周我都会要求妈妈带我

去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和 CD, 放学一回家就认真地读。那段时间，我经常是在 CD的故事声中入睡。随

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我学会了一些复杂的词汇和语法，也能开口用英语交流了。到了三年级，我

终于不用上 ESL班了；四年级时，由于阅读成绩全校排名第一，我进入了英文的高级班。每当看到

挂在校图书馆墙壁上我阅读比赛第一名的照片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终于，我可以和大家一

样流利地使用英文了。 

现在，我已来美八年，英语已经成为我的主要日常用语。在这八年的学习中，发生了许许多多

的故事，但是当初学英文的种种经历，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这些经历也时时激励着我不断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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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一岁了 陈凯文 指导教师：刘翠 

 

 

 

 

 

我的弟弟叫陈博文，他是牛年生的，小名就叫牛牛。别人都说他长得和我很像，都叫他小凯文。

因为我比他整整大八岁，所以每当我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八年前的自己一样。 

十二月十五号，弟弟一周岁那一天，我们全家让他抓周。我们在客厅的地毯上放了一张二十美

元钱、一本书、一张信用卡、一盒蜡笔、一辆玩具车、一个手机、一台小收音机和一把小工具。爸

爸把弟弟放到地毯上，弟弟就向那堆东西爬了过去。他第一个抓起来的是那盒蜡笔，妈妈说他长大

以后爱画画，会成为一个画家。爸爸告诉我说，我抓周时抓的是一本书，难怪我现在这么爱看书呢！ 

弟弟现在最喜欢在家里爬来爬去。有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在洗菜做饭，他们就叫我看着弟弟。

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弟弟。因为电视太好看了，不一会儿我就忘了去看看弟弟。等我想起来的

时候，才发现弟弟不见了。我连忙去找，可是哪儿都找不着他。我赶紧告诉爸爸妈妈，弟弟不见了！

爸爸妈妈一开始还不相信，以为是我故意把弟弟藏了起来跟他们开玩笑呢。我说弟弟真的不见了，

爸爸妈妈才跟我一起去找他。但是我们到处找还是找不到，可把我们三个人都吓坏了！就在这时，

突然从头顶上传来一阵“哒哒哒哒”的叫声。我们抬头一看，天哪，弟弟正趴在楼梯顶上看着我们

笑呢！原来他居然一个人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爬到了楼上，以前他可从来没有爬过楼梯啊！幸好这

次没有摔下来，真是谢天谢地！从那以后，只要弟弟一爬到楼梯旁边，我就会紧盯着他。 

弟弟是个淘气包，经常在家干坏事。他喜欢打开柜子的门，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全扔出来。

像厨房柜子里的锅、书柜里的书、厕所柜子里的洗发水和卫生纸什么的，全都被他扔出来过。爸爸

对他吹胡子瞪眼地干着急，可他还是照扔不误。他还常常在我弹钢琴的时候，爬过来关掉电灯，然

后若无其事地爬走了，让我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爸爸妈妈说，弟弟的顽皮跟我一岁时真是一模

一样！等他再大一点，肯定是我的小跟屁虫。 

小弟弟真可爱，我觉得他就是八年前的自己。有个弟弟可真不错，只不过，要是他能快一点长

大就更好了，这样他就可以和我一起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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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 邱文宁 指导教师：郑金华 

我有一个很奇妙的妹妹，她名叫邱文萱，今年四岁。她有很多幻想，想到什么都会不自觉地去

做!  

文萱很喜欢箱子。无论什么箱子她都会收藏，尤其是那种超大型的。有一天，她把箱子推到我

旁边，很快地跳了进去，然后就喊着跟我说：“我要你推我。”我问：“为什么？”她回答：“因

为我在坐小船。”接着，她就拿着妈妈的炒菜铲来划小船。 

很多时候文萱也喜欢写故事。她写故事不用英文，也不用中文，而是用只有她知道的语言。她

写完后就会来给我讲故事。虽然她手上拿着同一张纸，不过她讲的故事，每一次都不一样！ 

文萱爱玩丝带，而且常用丝带装饰房间。她把丝带到处放，椅子上，桌子上，每个角落都用，

弄得家里看起来很奇怪。  

为了写这篇作文，我就问文萱：“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她回答：“我要当一位公主。”然

后，她就戴上一些漂亮的物件，开始讲故事给她的一群小动物听，和它们一起唱歌跳舞。 

仔细想一想，这位妹妹真的好爱说话。我放学一进家门她就会跑来问候我，接着就有的没的说

个不停。虽然很有趣，不过有时候也觉得她讲得太多了，好烦啊！尽管如此，她真的每天都把大家

逗得高高兴兴！ 

学中文的故事 徐晛 指导教师：刘玉洁 

第一次上中文学校时，我才四岁。我还记着那座高高的、像城堡一样的楼房。我的教室在楼的

后部，离入口好远。对一个四岁的小孩来说，里面阴森森的，感觉有点吓人。妈妈把我送到了教室，

转身要走，我就大叫起来：“妈妈„„”我不停地喊叫和哭闹，有点害怕。妈妈回来了，我就感觉

好多了。“妈妈我不让你走。”我还和她说。那天，妈妈就在教室里陪着我学汉字。头两个星期学

的都是中文数字。 

一天早晨，妈妈给我留了作业；写一页汉字。妈妈下班回家后检查我的作业时，发现我满页写

的都是一，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的。妈妈气得说：“明天再给我写一页，这次不准写‘一’！”

第二天，妈妈回来，发现我又写了一页阿拉伯数字，可是这次我写的都是十一！ 

这只是我学中文的一个小故事。那以后，我们搬了几次家。从学龄前儿童班到现在的九年级，

我学中文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时候爱学中文，有时候不爱学，但是我一直坚持着。

现在我知道了中文很重要，也知道自己的中文在读和写的方面还需要更大进步。将来我要努力，争

取把中文学好，类似以上偷懒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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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春天 韩乐 指导教师：石青 

一年有四个季节，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春天，万紫千红的夏天，金黄灿烂的秋天，还是白雪皑皑

的冬天，都各有一番景色。虽然我对每一个季节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还是春天。春天给我

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首先，我爱春天是因为它能带来愉快的心情。春风一吹，天气就暖和起来了，万物开始苏醒。

树枝上长出了绿绿的新芽，鸟儿们都出来了，站在树枝上唱着歌，好像在说：“春天终于来了。”

冬眠的动物也都被小鸟的歌声唱醒了。只见小松鼠们活蹦乱跳地玩儿着，彩色的蝴蝶在花朵上快乐

地飞来飞去，蜜蜂也在花儿上忙着采蜜。看着这种美丽的画面，谁能不感觉愉快呢？鸟儿的歌声不

仅叫醒了小动物们，也叫醒了大地。嫩绿嫩绿的小草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在春风中使劲儿地生长，

给大地披上了一件绿色的衣裳。人们走在草地上，脚步是那么地轻松。那些调皮的小朋友也在小草

铺成的绿地毯上玩儿耍。五颜六色的鲜花盛开着，有红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娇艳的海棠花，还

有楚楚动人的樱桃花，都开得笑盈盈的，散发出阵阵清香。 

其次，春天这美丽的季节也是我高尔夫球开赛的季节。冬天天气冷，活动的时间短，所以我没

有办法出去享受大自然。春天一来，我就像冬眠后的小动物一样，高兴地跑出去。我终于又能体会

到高尔夫带来的快乐了。放眼望去，球场覆盖着厚厚的绿草，在绿色的草坪上，点缀着白白的沙圈，

站在发球场上，球杆一挥，那感觉，真是太爽快了！ 

最后，我爱春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没有小孩儿会否认自己总是盼望生日那一天赶快到来。别

看我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还是这样盼望着自己的生日。我的生日是三月二十号，也就是每年

春天的开始。所以，每年到这时候，我就非常高兴，非常愉快。 

春天，美丽的季节，我最喜爱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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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夏令营 王洁宁 指导教师：郑金华 

“我们终于到了！”远远看到“北京大学”几个大字，我不禁喊了出来。我和爸爸从首都机场

接了姐姐，就直奔北大夏令营。车似乎开了好久才到爸爸妈妈的母校北京大学。这是我和姐姐第一

次参加在中国的夏令营，心里又好奇又激动。与其他“小北大人”一起吃过午饭后，我们告别了爸

爸，坐上北大专车去了九华山庄宾馆。 

以后的几天里，我和姐姐跟着夏令营参观了很多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大会堂。我们和

别的寻根夏令营在那里观看了各种各样的节目，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杂技。杂技演员的本领很高，一

群人可以叠罗汉，而最下面的那个演员还可以把东西顶在头上。我们都觉得中国杂技十分神奇，一

边鼓掌一边担心高处的演员不小心会掉下来。 

在颐和园，我们看到了十七孔桥和湖心岛。十七孔桥又长又宽，桥两边有许多生动可爱的石狮

子。湖心岛在美丽的昆明湖中间，坐船才能上去。我们还走过著名的长廊。领队告诉我们，长廊上

的每幅画都是一个古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岳飞的妈妈为了教育岳飞爱国，就在他的背

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后来岳飞成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我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说：我一定要学

好中文，多了解中国历史，下次再来的时候，就会明白更多长廊上彩画的意思。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当然还登上了长城！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过长城，我对姐姐

说这次我一定要爬得更高。我和朋友们爬了很久，都很累了，但是我还想接着往上登。我和朋友们

互相鼓励，结果我们是夏令营里爬得最高最远的一组人。 

夏令营结束的那天，海外寻根夏令营上了新闻联播，大家都很兴奋。夏令营虽然只有短短一周，

却使我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同时，还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我很舍不得离开，也很

舍不得告别我的新朋友，于是我们约定，明年还要回来参加暑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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