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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林芝北中文学校第二届作文比赛获奖名单
(由于篇幅所限，本期仅刊登一、二、和部分三等奖作文。其余作文将于下期刊登)

Spring 2014 Important Dates
05/11 Last Day of Spring Semester

08/17 School Picnic

08/24 First Day of Fall Semester

08/31 Labor Day Holiday (N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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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家

Kevin Shen (CSL 3)

我爱我的家，我的家很大。我

的爸爸是中国人，我的妈妈是韩国

人。我有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弟弟和我。加上叔叔的一家四

口人，我家共有九口人。爷爷七十

岁了，属猴。奶奶六十六岁和四十

二岁的爸爸，六岁的堂妹一样都属

猪。妈妈、叔叔和婶婶都是三十九

岁，属虎。堂哥十二岁，属蛇。弟

弟七岁，属狗。我今年十岁了，属

羊。一家人里有三只猪和三只虎。

哈哈，真酷！

我爱我的家，我的家人很有

趣。爷爷喜欢花和音乐。奶奶喜欢

跳舞。爸爸和叔叔都喜欢钓鱼。妈

妈喜欢旅游，婶婶却喜欢看书。我

和表哥都喜欢绘画。弟弟喜欢小

狗，堂妹喜欢的却是公主玩具。我

们相亲相爱，我们很快乐！

我爱我的家，我的家人工作都

很努力。听爷爷说，他的爸爸妈

妈，也就是我的祖爷爷和祖奶奶都

是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曰照人。为

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结婚后就到韩

国去经商了。从此以后就再没回过

中国。所以，我的爷爷是在韩国出

生的。爷爷和他的中国远房表妹结

婚后，就有了爸爸和叔叔。爷爷在

韩国开了个中国餐馆，买卖很好，

日子过得不错。但是，为了爸爸和

叔叔有一个更好的前途，他们就移

民来到了美国。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的爸爸和妈妈在美国是商人，叔

叔是牙医。爷爷真是太聪明了！

我爱我的家，我的家充满了

爱。我也要像祖爷爷、爷爷、爸爸

和叔叔那样努力地工作和学习。长

大以后，我想做一个牙医。我想赚

很多钱，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等

爸爸妈妈都老了，我要像他们爱我

一样的爱他们。我想我们一家人永

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 5 ~

我的家和我

Sophia Woo (CSL 2)

你好！我叫 Sophia。我八岁，

我上二年级。

我家有四口人，妈妈，爸爸，

姐姐和我。我的妈妈四十三岁，我

的爸爸也是四十三岁，我的姐姐九

岁。妈妈的生日是九月八号，爸爸

的生日是六月一号，姐姐的生日是

七月十三号，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

十一号。我喜欢粉红色，我姐姐喜

欢紫色，妈妈喜欢蓝色，爸爸喜欢

所有的颜色。

我喜欢吃香蕉和草莓，不喜欢

橘子。我喜欢穿裙子，和粉红色的

衣服。

我会打网球，也喜欢网球。

科学比赛

Jacqueline Wang (CSL 4)

上星期六我参加了一个科学比

赛。这个比赛的英文名字叫

Science Olympiad。很多喜欢科学

的孩子参加了各种不同项目的比

赛。科学比赛挑战孩子的理解和掌

握不同项目和理论的能力。我喜欢

Science Olympiad，因为得奖牌时

的感觉很开心。

州体操赛

Claire Box (CSL 5)

这个周末我参加了伊利诺州最

高水准的体操比赛。比赛有高低

杠、平衡木、自由体操和跳马。我

的第一个平衡木比赛得了 8.8 分；

第二个自由体操比赛得了 9.425

分。然后是跳马，我得了 8.75

分。最后的高低杠得了 9.3 分。

我的总分是 36.275 分。我得到

了伊利诺州最高水准赛第七名的好

成绩。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我希

望能参加更多这样的比赛。

我的仓鼠

Jamie Bernal (CSL 5)

我的仓鼠叫 Max。它的身体小

小的，毛是咖啡色的，它喜欢跑

步，也喜欢吃胡萝卜。

Max 是在去年夏天到我家的。

它现在大概有八个月大，它很乖。

我特别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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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和大龙（自编故事）

Meredith Byrnes (CSL 4)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上住着

一个叫玛丽的八岁女孩，她很聪

明。

有一天，玛丽说：“我要去高

山看大龙。”妈妈说：“玛丽，那

很危险。你必须要杀白熊、斗猛

蛇、跳龙舞才能看到大龙。不然，

你会死的。”但是玛丽还是去了。

走了不远，玛丽看到一头大白

熊。她对大白熊说：“你能帮我去

见大龙吗？”白熊说：“我帮不了

你。我现在很饿，你看着很可口，

我要吃掉你。”但是玛丽很聪明，

她说：“白熊，我没有什么味道，

吃我的苹果吧！很好吃的。”给了

白熊苹果玛丽很快就走开了。

路上，玛丽又看见了一条蛇。

蛇说：“小女孩，如果你能回答我

的问题，你就可以看到大龙。”玛

丽说：“好吧！”然后蛇说：“你

能说出我的另外有一个名字吗？”

玛丽想了一下说：“小龙。”蛇嘶

嘶地叫着，然后说：“如果你再能

在大树前面跳个龙舞，你就能看到

大龙了。”

玛丽不停地又往大树那边走

去。大树见到玛丽就说：“你跳个

龙舞吧！”玛丽就跳了个龙舞。大

树很满意，它对玛丽说：“你可以

从我这里爬上去。”玛丽照着做

了。她看见了大山，然后她又爬上

了大山，终于看见了大龙。

大龙有绿色的羽毛、蓝色的眼

睛和一条红色的尾巴，美极了！龙

说：“你很聪明勇敢，你有什么愿

望想要实现呢？”玛丽说：“大

龙，我的愿望是想成为一条龙。”

后来，她真的变成了一条龙。

现在，她很快乐地住在高山

上。



~ 7 ~

睡觉的雪人

孙婕天 (MLP 2)

有一天，上完中文课以后，

Alison 到我家来玩。

我看见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厚的

雪，就对 Alison 说：“我们去院

子里玩儿吧。”Alison 兴奋地跳着

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去堆

雪人吧！”于是，我们穿上雪衣和

雪裤，戴上手套和帽子，冲了出

去。

我们开始滚雪球。我们高兴地

滚呀、滚呀。最后，我们滚了两个

大雪球。这两个雪球很大，很重，

我们搬也搬不动，没有办法把一个

雪球放在另一个雪球的上面作为雪

人的头。这样，我们只好把雪人的

头放在地上了。

看着躺在地上的雪人，我和

Alison 都高兴地拍着手大声说：

“哈哈！我们堆了一个睡觉的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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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植物园

黄佳琪 (MLP 3)

春假的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到

芝加哥植物园散步。

芝加哥植物园很大。我根本不

知道我是到哪儿了！那里有一条路

又弯又长，一直通到日本庭园。日

本庭园在一座小岛上，需要过一座

小桥才能到达。在小岛上，有座小

屋子，可惜屋子是锁的，没法进

去。但是我在小房子前面的高地上

看到了很美丽的景色。河面上都是

冰，岸上有绿绿的松树，黄黄的柳

树，还有橙色的柏树！从小岛出

来，我看到了雪花莲。它们是白白

的小花。我还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闻到了新鲜的空气。

啊，这真是个完美的春天！

我喜爱的中国大熊猫

张润儿 (MLP 3)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中国的大熊

猫,它们是中国的珍贵动物。它们

来自四川。我很喜欢它们的黑色和

白色的毛毛外衣，大大的头，黑黑

的眼睛，个个都胖乎乎、圆滚滚，

很可爱。

大熊猫是北京奥运会五个福娃

之一。我就有一个。我还有很多大

熊猫东西：帽

子，手套，福

娃，iPod 套等

等。它是我最

爱的动物。

大熊猫们

喜欢吃竹子，有时也吃别的食物就

像蜂蜜，野草，水果等。它们是中

国的宝贝。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爱它

们。它们象帝王蝴蝶一样很稀少，

快从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应该好好

保护它们。

冬奥运花样滑冰

林明薇 (MLP 3)

在索契冬奥运众多的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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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最喜欢的是花样滑冰。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运动员可以自

如的在冰上做空翻，并单脚着地！

这些动作我在平地上都很难做到。

我认为花样滑冰比其它大多数的项

目难多了，比如从山上滑下来不摔

倒，或玩滑雪板等等。

我最喜欢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是

15 岁的俄罗斯选手 Julia

Lipnitskaia。在团体比赛中，她

身着黑红相间的舞裙，在闪闪发光

的冰面上优美地旋转着。忽而用一

串高难的动作把自己缠绕其中，忽

而又嘎然而止从中分离。由始至终

她一直都冷静地控制着自己在冰上

以及空中的每一动每一静。她的表

演获得了同类组的最高分。我想，

令她得到观众一致赞美与惊叹的主

要原因是，Julia 只有 15 岁，仅仅

比最低年龄限制大一个月。但是，

她以小小年纪，毫不畏惧，自如优

雅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花样滑

冰选手一决高低，并勇夺金牌。这

真的是令我非常敬佩。

我由衷地为 Julia 欢呼。我觉

得她的表演真是棒极了。被誉为

“世界上最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

员”，她当之无愧！

署假在中国

徐若诗 (MLP 3)

去年夏天，妈妈带姐姐和我回

了一趟中国。

我们先到上海，在我的姑妈家

里住了两个星期。上海是很热的，

只好穿短袖，短裤，和裙子。姑妈

住的小区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池

塘里有很多金鱼。每天早晨吃完早

饭以后，奶奶就带我去喂金鱼。我

把饼干和面包分成小块，扔到池塘

里，金鱼很快地游过来把它们吃

掉。在上海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城隍

庙。城隍庙有很多食品店和玩具

店。我喜欢吃各种各样的小吃。我

还买了很多小礼品，回到美国后送

给同学和老师。

两个星期以后，妈妈又带我和

姐姐去南京看望外婆外公和姨妈一

家。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南京。火车

上有很多人。有些人拿着碗和筷子

吃快餐面，还有些人看报纸，还有

些人睡觉。到了南京火车站，我就

看见外公在站台上等我们。他带我

们一起坐出租车去姨妈家。我们在

姨妈家住了两个多星期。姨妈每天

给我们烧非常可口的饭菜。我最喜

欢吃姨妈做的烧卖。在南京我们去

了很多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夫子

庙。夫子庙和城隍庙很像，也有很

多地方卖吃的和卖玩的。那里还有

一条河叫秦淮河，上面有一条龙

船。那天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没有

去坐船。在南京我们还去了中山

陵。虽然天气很热，我们还是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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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山陵的最高点，参观了孙中山

先生的陵寝。妈妈还带我们去了她

以前上过的大学南京大学。我们看

到她以前上课的教室和图书馆，还

看到了她住过的宿舍。

暑假快结束时，妈妈带我们从

上海坐飞机回到美国。整个夏天我

过得非常愉快。我希望下次能再去

中国玩。

我的妹妹

王泽睿 (MLP 3)

去年妈妈告诉我，很快我就要

有一个小妹妹了。悄悄地告诉你，

那时我可不喜欢妹妹！本来爸爸妈

妈要带我去中国玩，就是因为这个

小妹妹我们不能去了！

妹妹出生以后爸爸带我去医院

看她，她真小啊！像个玩具娃娃，

但是会动，好玩极了。

现在妹妹 6 个月大，她的皮肤雪

白白的，头发黑黑的。我觉得她的

脸像个红苹果。妹妹很乖，妈妈说

她和我小时候一样乖。她看到我会

对我笑，我每天看到她心情就很

好。

妈妈给她做操的时候她的小手

和小脚动起来就像小机器人，看上

去特别好玩，我和弟弟都喜欢看她

做操。我还喜欢抱她，我是个大哥

哥了，弟弟就不能抱她。有时候我

会亲她的脸，她的脸真软啊！

我会帮爸爸妈妈照顾她，有时

候帮爸爸妈妈拿奶瓶，有时候拿玩

具逗她玩，她也喜欢和我玩。

现在我可喜欢我的妹妹了！

野营历险记
－ 生存能力测试

徐姝宜 (MLP 4)

去年深秋时节，我们学校组织

了一次的野营活动。当我们听说要

离开爸爸妈妈，不在学校上课，到

外面活动一个星期，每个人那个高

兴啊，别提有多激动了。

野营的第二天是生存能力测

试。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地

方，讲了活动的规则，告诉我们要

做好吃苦的准备，要独立解决遇到

的困难，处处留心，想办法保护自

己。那天天气已经很冷了，大家都

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外面，老师把

我们分成三个组：食草动物组，杂

食动物组，和肉食动物组。食草动

物组会被其他两组吃掉，杂食动物

会被肉食动物吃掉。我分在了食草

动物组。我又紧张又好奇，还没来

得及多想，只听教练大叫一声：

“准备出发！”大家撒腿就跑。

Kaya 和我还有另外的食草动物

们朝树林里跑去，树枝从我们身上

擦过。我只觉得不断有毛刺钻到我

的头发上和裤子里，但是只能忍

着，要是停下来，或者往回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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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被杂食动物和肉食动物吃

掉。我们只能不断往前跑啊跑。跑

的过程中还需要去有水和食物的地

方去充电。我们来到一个长着很高

草的地方，吃喝以后，大家便分开

了。我和 Kaya 还在一起。我们跑

在了一条路上，突然听到“Boom”

的一声,不好，有猎人！。Kaya 和

我拼命地逃。这时候，意外发生

了。我的一只鞋子跑掉了。光脚没

跑了两步，就没法跑了。天那，我

只好返回去找鞋子，还好，没多久

就发现我的鞋子卡在了两块石头中

间，我使劲拔出来，胡乱地套在脚

上，赶紧朝前追去。啊呀，Kaya 已

经跑得没影了。我心跳得很厉害，

慌忙中选了一条她有可能跑的路，

但是跑了一段路，还是不见她的人

影。这时候，天下了起雪来，我听

到了树枝断裂的声音，我真的害怕

起来。果真有个杂食动物向我走

来，它吃掉了我的一条命。还好，

我还剩几条命呢。我又开始跑了，

我感到很累，就坐在了一个树桩上

喘口气。“我是不是迷路了？我心

里越来越觉得可怕。这时，突然看

到了另一个食草动物，我高兴极

了，赶紧跑过去跟他一起跑，希望

他能带我到我们的集合地。当我去

食物和水的地方充了一下电，一回

头，发现那个食草动物也不见了！

真是的！当我正在十分失望的时

候，听到了号角声，我打起了精

神，凭着我的直觉来到了之前去过

的高草地，然后顺着高草地的路总

算回到了集合地。我活着回来了！

一下子放松了，感到好高兴啊。

我们的教练查最后谁还活着。

猜猜看，我竟然是 8 个存活者之

一。生存本能测试真是太激动太刺

激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经

历。

内珀殖民地生活亲历

余佳仪 (MLP 6)

这个学期我们开始学习关于殖

民的历史，虽然书本上的描述图文

并茂，但我们得到的了解仍然非常

有限。也许留在我印象中的只剩下

那些茅屋和古朴的生活方式片段。

忽然，有意外的好消息传来，学校

将会组织我们去参观真正的殖民

地。啊！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亲历

了。

我们组织参观的地方叫作内珀

殖民据点。它地处伊利诺州的内珀

维尔市，是早期欧洲移民移居美国

后所居住的地方。现在，那些殖民

者曾经居住的房子已被改建为室外

博物馆，我发现其中四个去处既古

老又特别。

我们刚进历史博物馆，就有位

装扮特别的阿姨走到我们面前。她

穿着长长的绿裙子，还有灰色的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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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手里拿着一个篮子。我们顿时

认出她的穿着是在模仿当年的殖

民。那位阿姨带我们走进一个古老

的教室，我猜想：以前的小朋友大

概就是在这里学习的。“今天，我

就是你们的老师。”阿姨突然说

道。大家楞了一下，都看看班主

任，可是班主任只是笑了一笑，点

了点头，似乎并不反对。‘假老

师’挺一本正经的，规定大家在回

答问题后必须说“是的，女士”。

‘假老师’还说男孩子书法很差，

应该向女孩子学习。那时候我心里

想，“虽然他们更调皮，但是学习

上不比女孩子差！”我们念了一会

书，做了一些数学题，恍惚觉得时

光倒回到殖民时代。大家一致认

为，做一个殖民者的小孩应当很有

趣。

下一个参观地点是当地的教

堂，那里有另外一位阿姨为我们作

导游。教堂漂亮极了！四周的彩色

玻璃窗五颜六色，非常华美精致。

参观之后，在阿姨的指导和带领

下，我们学习跳殖民时期的舞蹈。

伴奏音乐一响起，我们女孩就和男

孩们一同跳起了舞。大家跳得有模

有样，连阿姨和老师都惊讶的叹

道：“你们好厉害啊！”

吃过饭以后，我们又去了铁匠

铺。真是名副其实，里面真有一位

铁匠叔叔。他先是邀请我们在铁匠

铺内四处看看，随后，大家都来听

这位铁匠讲解每样工具的用处，还

见识到他曾经打造的铁器。最终，

铁匠还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让我们

观摩镰刀的古法制作过程。他先拿

出一块铁，把铁块放在火炉上加

热；然后，他用铁锤把铁块敲打成

一把又细又弯的镰刀，最后放到冷

水中冷却。这个过程要重复好几

遍，总共花费十五分钟。这让我们

大开眼界，太酷了！

最后，我们参观了内珀殖民据

点建造的第一座木房子。一个殖民

时代穿着的叔叔站在门口为我们介

绍说：“欢迎来到木房子。这里以

前住着一家七口人。”大家走进去

后感到非常吃惊。房子外表看起来

挺大的，可是里面却跟我家厨房一

样大！叔叔解释说：厨房、客厅和

餐厅都在一起；家长和婴儿的床也

在一楼；可是小孩们要爬到阁楼上

睡觉。他们没有床，只能睡在玉米

棒上面，很不舒服。早上，孩子们

要很早起来做家务。男孩子要挑

水、砍柴等等；女孩们先要剥玉

米，然后把玉米磨成粉，最后做成

玉米面。为了让我们尝试当时小孩

们所做的家务，叔叔叫男同学们去

挑水，女同学们去把玉米磨成粉。

当任务完成后，我们每个人都精疲

力尽。看来，做一个殖民据点的小

孩真不容易啊！



~ 13 ~

这次的参观活动对我们来说非

常有意义。我们对美国最初殖民时

代的生活有了一些感性的体验，也

对课堂知识有了深入的理解。我们

在感怀殖民时期艰辛的同时，也对

当时生活的单纯朴实悠然神往。现

在，发达的技术虽然让我们的生活

日益便利，但是，技术也增加了现

代人的心理压力。我觉得，我们这

些享有科技成果的现代孩子，也需

要偶尔放开电脑，与父母交流，承

担一些家务，品尝简单的快乐，就

像当初殖民据点的孩子一样。

搬家

王天雅 (MLP 6)

在去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

的父母决定要搬家。他们找了好几

个月，才找着合适的房子。但问题

是新房子在 Buffalo Grove，和我

原来住的地方 Wilmette 相隔很

远。我不想相信我真的就要搬家

了，要离开我的朋友们，还要去新

的学校！我伤心的不得了，求着父

母买一个在 Wilmette 里的房子。

可是父母说在 Wilmette 没有找到

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们一家人还是

搬到了 Buffalo Grove。

我以前已经搬过很多次家

了，从 Iowa 到 Alabama 到

Illinois。可那些时候我还很小，

很快就适应了我的新环境。这次搬

家，我已经快要十一岁了。现在对

我来说找新朋友，适应新环境就难

多了。

搬到新环境时，最难适应的首

先是新学校。我不仅有新老师和新

的课程，而且还要面对新同学。第

一天在新学校我感觉又累又沮丧。

学校的校车早上七点十五分就到我

家，所以我必须六点半起床。我在

原来的学校七点才起床，所以我在

学校里感觉非常累。因为是新学

校，我也不知道我要去的教室都在

哪儿，所以迷了路。我需要问人才

能找到我的教室，当我急急忙忙赶

到教室时，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了！更糟的是我要打开我的柜子门

锁时，才发现我的密码不对。我不

得不去找老师要钥匙，用钥匙打开

我的柜子门锁。而最糟糕的是吃中

午饭和休息的时候。要吃中午饭

时，孩子们都会和自己的朋友们坐

在一起，边吃边聊天。我没有朋

友，所以只好独自坐在一个空荡荡

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吃我买的

饭。在休息的时候，别的孩子们都

在兴高采烈地玩篮球，你追我赶地

嬉笑打闹着，或者三五成群围成一

团叽叽喳喳地聊天。我却没有人可

以跟我玩，所以我就在外面孤独地

站着，一直熬到休息时间结束。那

天我回家时，我把所有的怨气都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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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妈妈：“今天在学校里真的是糟

透了！我谁也不认识，我在学校丢

了好几次，和我的柜子门锁也没法

打开！”

一天、两天。。。。。。一个

星期终于过去了。我渐渐地交了新

朋友，慢慢地适应了我的新环境，

也开始喜欢我的新家。从搬家这一

次经历，我知道变化，不管是搬家

或者是做一件新的事情，是我们生

活中的一个部分。当我们面对变化

时最重要的是学会积极地去适应。

没有变化，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新

的东西，永远就会有一样的生活。

那怎么行呀？

记一次乐队演出

郝一达 (MLP 6)

……期望、紧张、专注、兴

奋，这些情绪随着乐队表演的临近

而交替着。企盼了一个月的乐队表

演，今天终于到了。

“还有多长时间到四点半？”

我问爸爸。“还有一个多小时

呢！”我看着车窗外面，一边焦灼

地等待着，一边心里重复着乐器的

练习要点。又坐在爸爸的车里等了

好长时间，才终于到了五点钟。这

时我们整个乐队登上校车，驶向

Waukegan 高中的乐队比赛场地。

我们的 Highcrest 初中乐队是

著名的 New Tier 高中乐队的预备

队；乐队包含六十多名成员；演奏

的乐器有萨克斯管、长笛、双簧

管、单簧管、小号、长号和巴松管

等。这次比赛我们要表演三个曲

目。分别是 Quincy C. Hillard 的

Thundercrest、Roger Cichy 的

Melody Workshop 和 John

O'Rielly 的 Marching Marines。

我们穿着蓝色制服，带着各种乐

器，充满自信地走进 Waukegan 高

中礼堂。表演时间一点一点地靠

近，而每一分钟的流逝都会让我感

觉心里的弦被拉紧。六点半的时

候，终于轮到我们乐队上舞台表演

了。

这时，全场的灯都暗下来，听

众席也瞬间鸦雀无声。我把笛子放

到嘴边，静静等待指挥的手势。随

着指挥的指引，我们开始演奏第一

首曲子“Thundercrest”。这是一

首充满激情、动力澎湃的乐曲。曲

子开始行进徐缓，像雷雨之前沉吟

的微风，然后越来越快，演变为嘹

亮和激昂的曲风。我觉得我们每个

乐手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当第

一首曲子顺利结束的时候，台下观

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直到这时，

我们才发觉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

来，进入最佳的表演状态。接下来

的两首曲子也是大家练习过好多次

的，我们彼此配合得很好。我的笛

声悠扬高亢，随着音乐的起伏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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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奏大厅里面。那个时候，我仿

佛忘记了这是一场比赛，而是像平

时一样让身心完全沉浸在音乐里

面。当乐队指挥终于停下他的指挥

棒时，我们为整场乐队的演出画上

了完美的句号。

……等所有乐队里的人都冷静

下来了，我们满怀激动地等待评委

打分的结果。终于，我们看到评委

在评分板上用笔勾选出我们乐队的

名字——第一名。这个结果让我们

全体队员都热血沸腾，欢呼雀跃起

来！我们又一次用卓越的表现为校

队赢得了荣誉。在这个光荣的时

刻，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子被涂出了

亮点，也让我感到每个人平时勤加

练习、投入那么多努力都是非常值

得的。我会记住这次不平凡的经

历。

我和法国的情节

杨杰诚 (MLP 8)

从五年级时起， 我就一直选法

语作为第二外语。在这里我要给大

家讲讲我和法国的情节。

我四年级的时候，妈妈说夏天

我们全家就要去英国，法国，和意

大利去旅游。听了之后，我特别高

兴，一直盼望着去欧洲，特别是法

国。因为从我读的书中，我知道法

国是个美丽，文化悠久的国家。

夏天终于到了！我们全家一起

坐上了从芝加哥到伦敦飞行十个小

时的飞机。到了伦敦以后，我们坐

上高速火车前往巴黎。穿过英吉利

海峡隧道，很快火车就到达了巴黎

北站。巴黎北站是用石头建的，上

面刻着很多人物。火车站外面的房

子很漂亮也很古老。但是，火车站

里面看上去却很现代化。

巴黎有很多地铁线，四通八

达。我们住在城市大学，不用换地

铁线就可以从北站直接到达。我发

现法国人很注重环保，很多家庭用

太阳能电。在巴黎期间，我们去参

观了巴黎圣母院，一个非常宏伟的

大教堂。巴黎圣母院也是用石头建

的，刻有很多复杂的人物石雕。巴

黎圣母院真是太美丽了！有趣的是

它是建在塞纳河的一个岛上。

在巴黎，我们还去了著名的艾

菲尔铁塔。我们沿着河坐公交车到

了 Champ de Mars 公园。艾菲尔铁

塔高高地耸立在地面上。艾菲尔铁

塔是 1889 年建成的，高 324 米。

艾菲尔铁塔很雄伟，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艾菲尔铁塔的形状也很

有趣，有一点象一只上面尖，下面

宽的铅笔头。我们兴奋地排队坐上

电梯。电梯从下往上，我们看见绿

绿的草坪离我越来越远，整个巴黎

城市的壮观却越来越清晰。到了最

高层，我们尽情地欣赏着巴黎的美

丽风景。那天风和日丽，风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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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拂着我的头发，舒服极了。铁塔

最高层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店。我书

架上的小艾菲尔铁塔就是在那里买

的。看见它，就让我想起巴黎。

法国还有很多吸引人的奇

观。卢浮宫是巴黎的另一个著名景

点。卢浮宫里满满地陈列着艺术品

和雕塑，体现出法国悠久的文化和

历史。法国还有美丽的自然风景。

南海岸的城市有石头沙滩和温暖的

天气。

法国的美丽和有趣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从法国回来以后，我

就决定选学法语。我特别爱听法

语，也很爱吃法国菜。学法语让我

了解到更多的法国历史和文化。比

如从法语课上我了解到卢浮宫的设

计大师是个美籍中国人。法语课上

我们常常品味法国点心，美味极

了。我盼望再去法国。下次去法国

我学的法语就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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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人

朱文迪 (MLP 8)

因为我是人，我能干的东西既

很多，也是有限的。

作为人，我可以做很多其他动

物则不能做的事情。但在同一时

间，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妒忌其他动

物，因为我觉得它们才是最自由

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我的生活填满了“必须”做的

事情。人们告诉我，我必须上学，

我必须交朋友，我必须适应环境，

我必须懂事，我必须遵守规则，我

必须成功，我必须赚钱生活，我必

须附和所有人的期待。人们期望我

有一个“正常”的生活顺序：上

学，买个房子，结婚，养孩子，工

作，退休，然后去世。

当我这样总结，生活似乎真的

很郁闷。

但是，人生当然并不这么无

聊，因为生活里有好多小东西带来

欢乐;生活里的精彩的东西，只能

被像我一样的人才能体验的幸福感

觉：在冷冻的室外做雪天使和雪

人，头发变成湿漉漉地，然后回家

把手套和围巾丢在桌子上，冲一杯

热巧克力喝，再用热杯子暖手；还

有在露营时在篝火上烤棉花糖，听

着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跟朋友

讲故事；当你骑自行车下坡时，风

儿吹过你的头发，你的腿轻松地塔

拉着而不需要用力登；你也会有别

人拥抱给你带来的温暖和安全感

觉；你也会有读一本好书时所感受

到的文学气息，感受到质朴和丰富

的情感。正是这些东西让我在生活

里觉得很高兴和快活。

不过，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其

他人一样，这使我很难接受。跟其

他人相比没什么不同不一定是坏

事，但我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

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精彩的东

西。我想要充分地利用我生命的时

间。如果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

那有什么意义呢？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爱我

的生活。即使我抱怨很多愚蠢的事

情，我绝对没有理由不喜欢它。我

有个好家庭，很棒的朋友，我吃得

好、喝的好，我有一只可爱的狗，

而周围的人通常喜欢我。我只是一

直觉得我的生活应该有更多的东

西。

每当人们问我长大要干什么，

我的脑袋完全是空白的。我想要什

么？我知道我必须要上大学，然后

找一份工作。但上哪个大学，做什

么具体工作？是做我热爱的、但是

工资可能很低的工作，还是想要一

份会使我富有、但不会让我特别快

乐的工作？

或者，我是否想做个没有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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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会做的事：不做工作，只花

所有的时间享受生活，周游世界？

当然，和大部分人一样，我可

能永远不会做到这一点。可是我希

望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因为我不

想被某种生活的框框所限制。我长

大后不想工作养孩子；我想周游世

界；有时候我想抛弃社会教给我的

东西，走出我的安全港，完全不怕

可能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会对其他

动物产生妒忌。我认为有些动物可

以过自己的生活，没有生活或社会

压力，别的动物不会告诉它们该怎

么生活。他们没有每天必须的工

作。它们可以为所欲为，没有其他

的动物会避开它。也许我的认为是

错的？

我可能永远只能在人类的大海

里当一小滴水。但我想至少当作为

咸水海中的一滴淡水，或者一滴稍

微改变了整个大海的有色水。

有一天，我想在某个我够不着

的地方，躺在一个船上，在一个无

垠的蓝绿色的湖面上，静静地观看

天上那惊人的、有星星爆炸的夜

空。我想在一片草地和花园疯狂地

跑来跑去，直到我精疲力尽，跌倒

在地上。我要跳伞。我想在一个高

大的山丘顶部尖叫，不在乎是否有

人观注我，直到我失去我的声音。

我想移动到一个没有任何人的高

地，每天晚上欣赏美丽的日落。我

想爬上世界上最高的树然后睡着，

在它的巨枝上蜷缩，也不怕脱落下

去。我想无需任何证件和排长队而

游遍世界，以便了解地球的其他部

分都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做疯狂

的、只有在小说里的情景里才会出

现的事情。我不想整个生活仅仅停

留在一个地方，假装那一个地方就

是全世界，而刻意使我的眼睛远离

我尚未看到的一切。我想过一种无

时间的生活——不每天知道确切的

年、月、日，不惧怕任何时间期

限，不怕死亡，因为我已经把我的

生活发挥到淋漓尽致。

但相反，如果我把自己绑在工

作上，错过那些让我惊讶得会瞬间

失去呼吸的美丽的东西，让我仅仅

局限于现实生活的环境，那会怎样

了？我还是要过平凡的生活，因为

我是人。

因此，在未来，我想挣脱这些

束缚找到“正常”的地面的锁链，

展开大多数人长大后被隔断的翅

膀，然后飞起来，看到难以想象

的、经验荒诞的感觉，不操心世人

经常操心的金钱和别的东西。

我想撕掉标我作为“普通人”

的标签，在我的额头上写上几个大

大的字，让其他人立刻明白什么是

真正的我：一个梦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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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cher Xu’s
Draw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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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eacher
Kang’s Math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