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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我有幸以希林芝北中文学校领队的身份参加了由国务院
侨办组织，上海侨办主办的 2011 年“寻根中国-相约上海”夏令营。此
次寻根之旅规模庞大，组织严谨有序，活动安排丰富多彩。给我们这些
海外华裔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现在，每每想起此次夏令营之
行,总让我有一种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美好记忆的冲动。
本次夏令营由来自全世界四十二个国家的八百多名华裔青少年和领
队参加。我们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的学生和来自美国旧金山，奥地利，匈
牙利，俄罗斯和西班牙的华裔青少年组成了一个五十人的团队，由闸北
区侨办分管，并被安排在锦江之星入住。旅馆干净，舒服，应有尽有。
每天早上有免费的自助早餐供应。且品种丰富，花样繁多。早餐后有空
调大巴把我们接送到安排好的地点。
夏令营期间，我们去了闸北八中，风化初级中学，新中高级中学和
那里的同学们一起制作手工、剪纸、玩弄堂游戏、学跳中国民族舞、包
饺子、学习中国茶艺、中外学生还混合分组排练联欢会节目„„来自各
个国家的青少年展示着各自的才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或许是因为
同龄人之间不甘落后的压力，也许是身处在中华文化的氛围里，每个孩
子都不约而同地用一种语言----中文来交谈。虽然有人说得结结巴巴，
有人不断用手比划，那份想用中文表达自己意思的真诚举动，表露了孩
子们的一个心愿：我们能说中文，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曾经去过上海无数次，这次可以说是看到和真正领略到了上海的全
部。我和同学们有机会分组到社区居民家中“做一天闸北小市民”，各
小组都体验到了中国不同阶层家庭的真实生活。团队还被安排参观了世
博的中国馆、上海博物馆、铁路博物馆，游览了豫园、南京路、闸北社
区，并坐船游览了黄浦江。黄浦江的夜景让人赞叹，更让人流连忘返。
大家每天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晚上回到旅馆孩子们还是意尽盎然,继续
和新交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唱卡拉 OK。不过午夜是绝对不会散的。
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上海市侨办的江部长头天为我们作了闭

新年联欢，除了传统的游戏和文艺表演之外，学校
副校长：陈菲
营演讲总结，并和区侨办的领导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市侨办
还组织了板报设计大赛。
passociate@xilinnschinese.org
----希林芝北师生迎新春同
在圆球式马戏城又为全体营员举办了闭营式联欢，并观看了杂技表演。

看吧，那琳琅满目的内容和形式追求较完美的统
如此近距离的表演惊心动魄，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晚上，市侨办还在
一的板报尽是出自于 10 岁左右孩子之手。板报 内容
家长：满素
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新锦江大酒店旋转餐厅为我们设宴饯行。夏令营的
treasurer@xilinnschinese.org
丰富，主题鲜明：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国的名人伟
洁
全体营员近一千人共进了这次自助晚餐。中国、美国、韩国、泰国、意
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习俗，我的故乡，小
IT希林芝北中文学校
主管：李树有 (www.xilinNSchinese.org)一月
大利、日本、菲律宾„„的菜肴不下几百种,让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吃….., 个个版面不离中国；再看那板报的画面，孩
webmaster@xilinnschinese.org
二十五日下午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师生、家长穿
这次寻根之旅，真是一次难忘而又美好的经历。下次有机会，别忘
子们已经懂得了排版布局，色彩搭配和图案装饰。
着节日的盛装，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迎新年庆
了带你的孩子去体验一下，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无论你是谁，都会被他所们的作品震撼、感动。
祝活动。
总编：陈菲
后记；我的孩子们现在只要有时间就在
Facebook 上和他们在夏令
\\\\\\\\\\\
希林芝北中文学校创办于 1995 年 。十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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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结交的各国的中国朋友们用中文交谈。他们有时候说出来的中文字都
学校稳定发展，逐步形成语人材的办学特色。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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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惊讶。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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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颖（MLP6 吕老师）

Last Day of Fall Semester
First Day of Spring Semester
Celebration of Chinese New Year

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全家和阿姨一家一起
去了奥兰多,佛罗里达游玩。佛罗里达在美国的南部，
那里的天气很热。佛罗里达最有名的 是迪斯尼乐
园,Epcot,和 Universal Studios。我要去佛罗里达是因
为 Universal Studios 有新哈里波特 Theme Park。我很
喜欢哈里波特，我兴奋极了！
我们到 Universal Studios 的时候,第一个就去了
哈里波特的乐园。那是根据哈里波特的故事建造的。
乐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城堡和一个小城镇叫
Hogsmeade。Hogsmeade 里有很多好玩的商店。那个
城堡是一个魔法学校。哈里和他的朋友们去这所学

Jenny Wong
2011 年九月，我参加了由国家侨办组织的海外
中文学校校长校董访华团，分别到了北京和上海做
文化交流，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海外华语教育的重
视和支持。
这次活动约有一百三十多名人士参加。我因此
认识了不少东南亚和欧美国家来的代表，也得到许
多海外教学的心得。国侨办也精心安排了不少文化
交流课程，例如茶道课，古代建筑课，以及师生培
训课等等。我们也参观了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师范
大学和复旦大学，还去了北京和上海多个著名景点，
登上了在安徽的黄山。这些活动真是令我大开眼界。
通过两周的考察，我感受到近来中国的巨大发
展，以及在世界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文学习
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我们的下一辈是非常的重要。

校学法术,因为他们想要打败一个叫 Voldemort 的坏
巫师和他的恶势力。Voldemort 想要变成最强大的巫
师来统治世界。哈里波特和他的朋友虽然年纪小，
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最终让他们获得了胜利。我跟
我的表妹，妹妹，和爸爸 坐车游览了 Hogwarts 城堡。
校长办公室里有一只凤凰叫 Fawkes，桌子上还有很
多魔法书。我们走过一个长走廊，两边的墙上挂着
很多画，画里的人会讲话。我们坐的车速度渐渐加
快，耳边有风声，还看到摄魂怪，大黑蜘蛛和一条
红色的龙在朝我们吹热气。我们觉得自己也变成了
魔法师在天上飞！感觉棒极了！
奥兰多虽然有很多好去处，像迪斯尼乐园，商
场，游泳池，沙滩，Epcot，和 Universal Studios，但
是对我来说，哈里波特的乐园是我印象最深的也是
最喜欢的地方。

王瑞萍老师
每年的中秋节。世界上所有中国人都要庆祝。
中秋月亮圆圆的，我很喜欢。中秋节我们吃月饼。
我最喜欢吃红豆月饼。--大汉娜
中秋节的时候，妈妈吃月饼，我不喜欢。我吃
小蛋糕。--吕宇博

张摩根（MLP4 李老师）
我喜欢秋天，但不是很喜欢。在秋季，树叶慢
慢开始变黄、变红、变棕色，然后就从树上掉了下
来。望着一片片的落叶，说心里话，我不喜欢秋天。
我知道科学上说秋季在某天开始，然后在某天
结束。但是，我觉得秋天应该是在树叶变颜色的时
候开始，在下雪的时候结束。
我不是很喜欢秋天的天气。因为它不冷也不热
不好玩。天热的时候，你可以跳进水里尽情地玩耍；
天冷时，你可以去外面滑雪打雪仗。热和冷我都喜
欢，可是，不冷不热的感觉我不喜欢。
再就是，秋天没有什么特色。你在秋天能做的
事情，在夏天或者春天都能做。比如跳进树叶堆里
玩耍，即使树叶不变色，你在夏天或者春天也可以
找到树叶，把它们堆起来，跳进去。相反，在秋天，
你不能做别的季节的事情，至少在芝加哥不行。比
如说，你不能种花，不能在湖里游泳，也不能玩雪。
最主要的是，秋天没有能放长假的大节日，让
我们不用去上学。虽然说有感恩节，但是人们仍然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很远的地方旅游度假。

中秋节晚上，月亮又圆又大。-- Xia tian rui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大家出来看月亮。中
秋节的月亮是圆的，还特别亮。我在中秋节吃月饼，
讲故事。我们吃的月饼是豆沙馅的，我特别喜欢吃。
我们还给爷爷奶奶打电话了。---- Berry
中秋节是月亮最大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吃月饼。
但是我不喜欢吃月饼。---- 王书飞
吕微轩（MLP4 李老师）
万圣节那天，我装扮成了一只熊猫。我觉得熊
猫很可爱。它是我最喜爱的动物。在去 trick-or-treat
的路上，我看见许多房子布置得很像鬼屋。那一晚
我一共拿到七十多颗糖！这些糖果都很好吃！万圣
节那天我玩得很愉快。
Alan Qin （MLP4 李老师）
我喜欢秋天，因为我可以看美式足球。夏天很
热，冬天很冷，秋天不热也不冷，正好打美式足球。
秋天也是开学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整个夏天没有见
到的朋友。夏时制在秋天结束,让我可以睡得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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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树叶都掉下来后，我知道一个有趣的
季节就快到了。

李翊升（MLP6 吕永巧老师）
这个暑假，我和 表姐一起去 了 Door County,
Wisconsin。那里风景优美，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卡
丁车比赛。

Rick Liao (MLP4 李老师)
秋天很漂亮。树叶有很多颜色：红色、桔红
色、桔色、桔黄色，还有一些棕色的。远远看去，
就像火烧起来了一样。风一吹，树叶就飘落下来，
像在空中跳舞。松鼠们也开始收集橡树果，准备过
冬。地上有很多叶子，踩上去有“曲曲曲”的声音。
人们把叶子扫成一堆堆的，小孩子喜欢跳进去玩耍。

那 是 一 个 晴 朗 的 下 午 , 在 开 车 去 Washington
Island 的路上。我忽然看到一个赛车场，我们停了下
来。原来这是一个卡丁车赛场。我们很兴奋，都急
着跑到前面买票子。
买好了票,我就选了一辆绿色的卡丁车。这辆
卡丁车很简单，只有一个铁的框架，一个不舒服的
椅子，和一个割草机用的马达。

许唐（MLP7 叶敏老师）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了一趟中国北京旅游。

我开到起跑线，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开一辆红色的车。比赛开始了！我踩了油门，车就
快速向前。那辆红色的车和我齐头并进，谁也不让
谁。开了几圈，我超过了那辆红车。我的脸上露出
了笑容，可是那辆讨厌的红车撞了我。我的车一下
子失去了控制，撞到了旁边的轮胎墙。出不来了，
因为车子没有倒退功能。每辆车都超过了我，可我
还是在原地，直到工作人员拉我出来。尽管我拼命
追赶另外几辆车，可时间来不及了。红车还是赢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一个有历史和文化的城
市，她以历史古迹和饮食文化而闻名于世。在过去
的几十年里，北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既有特别
现代化的建筑；又有很多的 Shopping Mall；更有超
多的豪华高级宾馆。在我的心中，她已经成为了世
界发展的中心。
尽管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走遍北京所有的景点，
但是我还是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吃了很多好吃的
东西。比如，我去了北京最重要景点之一的天安门。
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北京的中心。当我走到天安
门广场的时候，看着宽广平坦的广场，就感到自己
特别的小。每天早晨五点，这里还有升旗仪式，士
兵们穿着好看的军服，踏着有力整齐的步伐，伴随
着庄严的国歌，慢慢地把中国国旗升起来。这时，

比赛结束后，我跟那个男孩握手，向他祝贺。
尽管我输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开卡丁车。
Amy（MLP7 叶敏老师）

我就会被他们爱国的行为感染着：―
中国我爱您！‖。

有一天，妈妈带我去玩具反斗城买玩具。哇！
店里到处都是玩具。玩具店真大呀！

北京还有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餐馆。就
在参观完天安门广场的那天傍晚，爸爸的朋友请我
们去吃―
大董烤鸭‖。我一进餐馆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当然餐馆的环境也非常整洁优美。我们点了很多好
吃的菜，最好吃的还是那里的烤鸭。鸭子的 肉又香
又脆，感觉一到口里就要化了。我们吃得很开心。
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也都
在特别高兴地品尝着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呢。

看着这些眼花缭乱的玩具，我不知买哪个好，
只好边走边看。最后，找到了我最心爱的芭比娃娃。
我把芭比拿到手上，看来看去，又想买，又不想买，
想来想去，―
还是买吧‖，我想。当我正要让老妈付钱
时，抬头望去，哎呀，老妈不见了！刚开始，我还
比较沉得住气，―
妈妈，妈妈。‖我到处找，希望妈妈
就在附近。可是，当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的时候，开
始害怕了，―
妈妈，妈妈------‖我害怕得哭着大喊起来。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还游览了北京很多其它的
景点。这些美丽的景点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希望明年能有机会再去北京。

老妈呀，老妈呀，你不会不要我了吧！我一边
跑，一边想。我扒开很多不认识的人，到处跑，到
处看。跑着跑着，商场实在太大了，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跑到哪个地方去了。我又怕又累，嗖！我坐在
地上狂哭起来：呜呜-----

郭晓迎 医师 Dr. Ying (Xiaoying) Hensel, M.D.
Board Certified, Internal Medicine Adult Primary Care

后来，妈妈找到了我，我赶紧扑向妈妈。我找
到了妈妈，可是，却找不到我最喜爱的芭比娃娃了。

主治：急性病 慢性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肺气肿等
接受各种体检，包括移民体检、年检等

各位小朋友，当你们和爸爸妈妈上街的时候，
请不要离开家长随便乱跑啊，不然，就会像我一样，
把自己也弄丢了的。

接受各种保险
Tel: (847) 784-5200

Fax: (847) 784-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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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人接电话。然后，她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
样，继续看她的电视。结果，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苏浩（MLP7 叶老师）

当看到警察来了以后，那个女孩很害怕，她不
知道为什么警察会来她的家。她想她是不是做了什
么坏事。

七年前，记得妈妈问过我：―
你想不想上中文学
校？‖那时，我对学习中文很感兴趣。因为那时的我
会说一点中文，但说得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如
果我能学一学中文，那该多好啊！但后来，在学习
中文的过程中，我觉得情况和当时想的不完全一样。

―
出什么事了吗?‖警察问。―
没有。‖她紧张地说。
―
爸爸，妈妈在家吗?‖ 警察继续问。小姑娘摇摇
头说：―
不在家，但是爷爷在家。‖

一开始我是在别的中文学校学习中文。记得当
时学中文很简单，我们平时的作业只是每一个生字
抄写十次，没有什么听写、默写之类的。而且，书
上的故事都标拼音了，读的时候特别容易，抄写起
来也很快。我想：―
学中文多容易啊‖。那时候，我可
喜欢上中文课了。

―
那好，我们可以跟他说话吗?‖ 警察问道。她赶
快跑上楼，告诉爷爷有警察在门外。爷爷下楼去见
警察时，小女孩就急忙跑进自己的房间，躲在她的
床下不敢出来了。
后来，爷爷告诉警察，那个小女孩并不是故意
给―9.11
‖打电话的。警察说了很多话后就走了。

但是过了几年后，中文课变得越来越难了。每
个星期我们都要不停地学习，还有很多做不完的作
业。而且教科书上的故事也开始不标拼音了。我开
始接受不了。我发现，学中文其实并不容易。

从那以后，这个小姑娘学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
不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是不能拨打―9.11‖电话的。
你知道这位小姑娘是谁吗？其实她就是我。

高年级的中文课难度比以前大，我有时有放弃
学习的念头。但我爸爸还是鼓励我努力坚持学下去。
他说学好中文,作为一个在美国的 ABC，在将来的就
业问题上就会更有竞争力。所以，迎着困难，我还
是坚持把中文学下来了。

娜娜（MLP7 叶敏老师）
有一天早上 9 点钟，我起床了，看到厨房里没
人，就轻轻地走到我父母的房间，偷看了一下。看
到他们因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家而还在床上睡得很沉，
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

现在，我每个星期六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做中
文作业。在复习考试的时候，我要在星期五和星期
六晚上就开始复习好几个小时。

于是，我轻轻地走到厨房里，开始寻找我们家
的铁锅，想轻轻地把铁锅从柜子里拿出来。但那铁
锅在柜子的最底层，我只好用左手打开柜门，用右
手伸进柜子里头，一点一点慢慢地把那铁锅拉出来。
―
哇！这铁锅真重‖,我把铁锅拉出来后,松了一口气说。

我通过克服困难，一直坚持下来学了好几年的
中文。虽然我的中文进步程度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快，
可以参加很多的比赛。但我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来
不放弃，同样得到了很多收获：起码现在我能认识
许多中文字；可以读一些简单的中文文章、故事；
还可以写简单的作文了。希望现在正在学习中文，
觉得中文很难学，又想放弃的同学，一定要坚持下
来。只要坚持不懈，多多少少都会有收获的。加油！

有了铁锅，我开始在火炉上打火，―
啪‖，火打
着了。我到冰箱里找了两个鸡蛋，把鸡蛋打开，放
进铁锅里，不断地搅拌着。然后，我从调味箱里找
到了盐、醋、油和智利辣椒油，把这些东西全都放
进锅里。啊！一锅 nasty 蛋。
当 爸爸妈妈起床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在厨房里
炒东西，就说：―
你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火是很危
险的？‖我看到爸爸妈妈严肃的脸，听着他们很不高
兴的话，我的笑 容就立即消失了。我低下头对他们
说：―
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不知道火是很危险
的。对不起，我做错了。‖爸爸妈妈听了我的话后，
也就原谅了我。我们一起 吃着这一锅 nasty 蛋，我向
爸爸妈妈做了一个鬼脸，爸爸妈妈也都开心地笑了
起来。

周莺楠（MLP7 叶敏老师）
2003 年的一天，一个小姑娘单独在家里的客厅
看电视，爷爷在楼上休息。突然有人敲门，小姑娘
赶紧跑去开门。打开门后，她大吃一惊，门外正站
着两名警察。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当天，小女孩正在家里看
电视上的一个片段：在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下，一
个男孩大喊―
拨打 9.11‖。看电视的小女孩也学着电视
里的男孩，拿起电话，拨打了―9.11‖。这位小女孩以
为她只是打了一个简单的电话，根本不知道她在做
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当电话里听到一个
男人说‖hello‖的时候，她立即把电话挂了，她没想到

从那一天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厨房碰炉子上
的火了。我知道，爸爸妈妈那天发了脾气，都是想
让我知道，火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父母在身边，
小孩子是不能随便碰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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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时而险峻陡峭，险象环生，时而小溪弯弯，清
澈见底。树林里还能看到山鹿、野兔和无数的小鸟。

余佳仪（MLP4 李红老师）

骑在马背上，我们大家又说又笑，享受着这大自然
的景色和骑马的乐趣。我完全忘却了时间，也记不
清马儿爬了多少山坡，下了多少坎路，走了多少里
程。但这次骑马的经历，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快
乐，同时也度过了令我难忘而又回味无穷的一天。

这个暑假我去了北京、上海和乌镇。给我留下
印象最深的是乌镇。乌镇是一个著名的江南水乡，
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离上海很近。
那天，我跟爸爸、妈妈、姑姑和堂姐去乌镇游
玩。离开上海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到了乌镇。当汽车
驶进一个小区，我感到这些房子就像是古代人居住
的地方。青青的石板路、高高的灰墙、厚重的屋门；
乌镇的房屋很有特色，它们都是沿着河道建起来的，
周围都由水环绕着；很多河道上的石桥把它们连在
了一起。

Bradley Cui （MLP4 李老师）
今年的暑假我是在中国度过的。我的爷爷奶奶，
姥姥和姥爷都在中国。
在中国，我去了长城。 长城很高很长。爬到长
城的最高处，我很累；等我回到长城脚下，就更累
了。从我登上长城到回到原地，一共用了四个小时。
长城很好玩儿，上面的景色也很漂亮。

傍晚我们乘船去看夜景，暖风习习，吹拂在我
的脸上。湖面上处处倒映着美丽的灯影。小河两边
的屋檐上挂着很多红色的小灯笼，很是漂亮。晚上
的风景可真美！我们乘坐的那条船也很有意思，船
头是尖尖的，船顶上还有个棚子。我想，这就是曾
经听说过的―
乌篷船‖吧。爸爸告诉我有一位名叫矛盾
的大作家就是出生在乌镇。

在北京，我还去了 Forbidden City – 故宫。 第一
次我只是在外面看，第二次我进到了里面。里面可
真大！有很多很别致的房子。我听说，故宫是以前
皇帝住的地方。
暑假我在中国玩得很开心，我明年还要去中国 。

晚上，我们回到了农家宾馆，这里又干净又舒
服。我们吃了农家饭，有―糖醋排骨‖、―
狮子头‖、
―
炒莲藕‖、―
醉河虾‖,……很像上海饭，太好吃了！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睡在了蚊帐里，非常新鲜。

廖翰林（MLP4 李老师）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去西安，看了兵马俑和古
城墙。兵马俑里有许多用泥制作的士兵、马车和兵
器。据说，他们原来都是有颜色的，只是挖出来两
个小时后，颜色就没有了。还有一把压弯了的剑，
挖出来几秒钟后，就回复到了原来的样子。我听后
觉得很神奇。西安的古城墙很高，周围有一条河叫
护城河，河上有一个吊桥可以拉上来。城墙是用来
保护城市的，上面有很多缺口。这些缺口叫做垛口，
打仗的时候，士兵们可以从那里倒烫油、扔石头，
也可以躲避敌人的弓箭。

第二天我和我的姐姐去了一个―
陶吧‖，学做陶
艺，体验了古镇制作陶瓷艺术品的过程。我们在一
个转盘上用泥做各种各样的陶器，我还亲自制作了
一个花瓶呢！我很享受这个做花瓶的过程。之后我
们还去画了蚕茧，也就是在蚕茧上画画。姐姐还送
给了我一些她的呢！
我在乌镇的体验很特别，玩得很开心，希望下
次有机会再去。

西安真的很好玩。

刘安妮（MLP6 吕永巧老师）

余佳仪（MLP4 李老师）

每年假期，我父母都喜欢租车然后开车带我们
到各地去玩，今年暑假也不例外。我们去了加拿大
的多论多市。闻名世界的尼加拉瓜瀑布,还专程去了
威斯康森州骑马。

啊！夏天这么快就变成了秋天。在秋天会有许
多既有趣又好玩的事情发生。
你看，树上的叶子会慢慢地把绿衣服换成红色、
黄色、咖啡色和其它颜色的衣服，真漂亮！当叶子
从树上落下来以后，我把它们堆成一堆，然后再跳
进去，松松的，软软的，好玩极了！

骑马真是太好玩，太刺激了。因为我还小，一
开始有一点点紧张, 不敢独自骑一匹马。我们的向导
是一位纯朴的年轻白人，是一个很出色的马倌，他
专程替我挑选了一匹又高又大，名字叫 Apollo 的枣
红色的马，叫我不用害怕。果然，Apollo 又温顺又
听话，我也就很快地适应了。

大雁、燕子和其它一些鸟要飞到气候比较温暖
的地方去，到明年的春天才会再飞回来。熊啊、蛇
啊和其它的一些动物需要冬眠，它们在整个冬天都
会躲在洞里不吃不喝。

当天的天气特别好，万里晴空。我们一人骑一
匹马，排成一列，跟在马倌的后面，慢悠悠地向森
林山谷进发。山间小路，两旁杂草重生，怪石林立；

秋天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可以去摘苹果。
今年，我们全家开车去了苹果园。果园里种了各种
各样的苹果树。我摘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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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水把苹果洗了一下，我咬了一口，好好吃啊！
然后我们又采了许多苹果带回家，分给了好朋友们。
朱文迪（MLP6 吕永巧老师）

我很喜欢秋天，还因为有万圣节和感恩节。在
万圣节我可以装扮成公主或动物的模样，和小朋友
们到邻居家去讨糖。感恩节那天，爸爸和妈妈还会
烧许多好吃的菜，如火鸡和南瓜饼等等，我很期待。

暑假期间我去探望了我的好朋友——米厚霖。
他住在明尼苏达州 Eden Prairie 市。在明尼苏达我们
去了很多好玩儿的地方，还学会了怎样织围巾、做
针线活、学做瓷器和做饭。每个礼拜四，我跟其他
四个小孩都要给大人做晚饭。我们每个人每次做一
个自己拿手的菜，像西红柿炒鸡蛋，寿司，萨拉，
Mashed Potatoes 和土豆丝等。

秋天有太多东西能玩、能看,你慢慢地去享受吧！
Bradley Cui（MLP4 李老师）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万圣节。

我在明尼苏达时也织了几条围巾。其中一条黑
白相间的是给姐姐的。剩下一条粉红色的是送给我
另一个朋友的。我觉得织围巾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今年万圣节那天，放学后我就去了朋友的派对。
我们先是在朋友家玩游戏，然后去外面的公园玩了
一会儿。天黑以后我们就去 trick or treat。我装扮成
了一个僵尸海盗。我的朋友们有的装扮成了幽灵、
机器人，有的装扮成了忍者神龟。我们挨家挨户地
讨糖，走了很远，要到了很多糖。回来后我们大家
吃了一些糖，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各自回家了。

朋友的爸爸还给我们报了一个做瓷器班。我们
一个礼拜做了很多瓷器，有碗、盘子、杯子和花盆。
我们给它们染了颜色，然后放到窑里烧。我很喜欢
自己做的东西，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把它
们带回来，希望朋友把它们送回来的时候别打碎了。

在家里，我们也有很多装饰。窗户上有巫婆和
南瓜人。两个刻了的南瓜放在门口，还有一个很大
的电南瓜灯和骷髅头。

最后我们还去了一个 游 乐场，这个游乐场在
Mall of America 里面。那里有很多游乐设施，都很
好玩儿，我和我的朋友几乎把它们都玩遍了。

秋天很好玩，我盼望明年的万圣节！

我觉得我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暑假。我希望
明年再去明尼苏达州看我的朋友。

Alice Hu（MLP4 李老师）
我的爸爸喜欢钓鱼。有一次，爸爸去钓鱼带
回来一只小龙虾。我们把它放养在鱼缸里。妈妈
经常喂它，给它换水。过了两天，不知道为什么
小龙虾的爪子掉了一只下来。让我觉得奇妙的是，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新爪子又慢慢地长出来了！这
只小龙虾到现在还活着呢。它和我们已经在一起
生活了一年多了。

庞秋秋 (MLP4 李老师)
美丽的秋天来了。那些五彩缤纷的树叶，飘飘
洒洒地从树上飞下来。有些叶子是黄的，有些是红
的，很美丽！走在凉爽的天气里，清风飞舞着吹过
你的脸， “沙沙” 的 叶子声犹如音乐伴随在你脚下，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南瓜大了，圆头圆脑胖乎
乎，好像娃娃的脸蛋好可爱。小麦成熟了，一阵秋
风吹过，绵绵的麦田好像在向你挥手致意.
秋天多么美丽，让我们一起在秋天里欢乐吧！

何泳妍（MLP4 李老师）
我的名字是何泳妍。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
为她希望我长大要漂亮和聪明。我出生在中国，从
小开始学习汉语。五岁那年，我到了纽约。在美国
学校，我学到了很 多英语，可是这些年我也忘记了
许多中文。11 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芝加哥。
至今已经住了一年了，我还不是很习惯。我在纽约
住了五年，那里有我最好的朋 友，有很多好玩的地
方，比如，埃利斯岛和自由女神港，还有曼哈顿城
区，我都很喜欢。

钢琴教师

博士学位钢琴教师，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
验，其学生荣获芝加哥地区钢琴比赛大奖。注重对演奏
理论视唱练耳等综合音乐素质地培养。在培养学生比赛
考级方面，颇有经验。
Doctorate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Degree Pianist.
Experienced and Professional Piano Teacher.
All Ages and Levels are Welcome!
Vivian (赵老师)：(312) 545-1369
chicagopianostudio@hotmail.com

我喜欢读书，也喜欢画画。我喜欢画动物和户
外写生。我现在也很喜欢学中文。

www.chicagopianost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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