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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6 日，希林芝北中文学校举办了全校大会。这次大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前校长章

时、前 BOD 主席钟琪和前家长甘允中(Yvette Stinehart)作为贵宾被中文学校邀请来在大会上

发言。我们邀请这三位家长是有原因的。章时的女儿去了芝加哥大学，钟琪的儿子去了西

北大学，而甘允中的儿子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他们跟家长讲话应该有足够的分量和说服

力。 

  章时主要跟家长讲了为什么我们要选 MLP 教材，MLP 教材的理念，家长在孩子学习

MLP 教材时应该怎么配合。钟琪讲了学习第二外语对大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懂得一门外

语会使孩子变得聪明，利用星期天学中文会在孩子将来上大学省多少学费。甘女士主要讲

了她当时当虎妈育儿的经验，主要是持之以恒和贵在坚持，不要害怕孩子吃苦。她拿出了

孩子小时候练习汉字的作业本，让当时在场的家长无一不为此动容。她的儿子现在每天用

中文跟她交流。她还讲了会中文对找工作有什么好处等等。大会本来只有两个小时，可是

过了时间，家长还不让走，还有很多问题要问。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公布了两位董事会的成员：她们是关小茹和胡娟。感谢她们乐

于为中国学校贡献自己的时间和聪明才智。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两位博士的加入，这两位教

授会给中文学校增添不少活力。我们还感谢曾经为中文学校洒下汗水的韩青青女士和陈茜

女士，在过去的两年里她们为中文学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衷心地再一次表示感谢。 

  这次大会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成立了家长互助组（PARENT SUPPORT 

GROUP）。钟琪首先担纲，自告奋勇要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长，关小茹也愿意跟钟琪一道

参与这个对家长来说非常重要的组织活动。 

  今年春天，我们还做了两次问卷调查。一次是家长问卷调查，一次是老师问卷调查。

总体来说，家长和老师对学校非常满意，家长对老师也非常满意。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

建议，我们正在改进。 

  中文学校得以正常运转是跟所有人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骄傲我们有一批志愿者学生

在帮助学校。他们是：Matthew Gao， Katie Genty， Michele Jiang, Kuilin Li, Miranda Sun, 

Tony Xu，Jason Yang 和Wendy Zhu。他们奉献他们宝贵的时间给中文学校让我们敬佩。 

   中文学校成立于 1995 年，今年是中文学校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将在 8 月份全校野餐中

一同庆祝中文学校的生日。 

  祝大家暑假过得愉快，我们秋天见。 

 

Fall 2015 Important Dates 

08/22 School Picnic 

08/30 First Day of School 

11/01 Daylight Saving Time Ends 

11/29 Thanksgiving Holiday (No School) 

12/13 Last Day of Fall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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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中文学前班教师   宣义沈 

快快乐乐地教，快快乐乐地学 

         马立平学前班的小朋友年龄都比较小，对他们来说培养学习中文的兴趣比较

重要。在课堂上，讲个中文小故事，学首中文儿歌， 或者是做个小手工都能调动

起他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使这群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能更有兴趣去了解中国文

化。这样孩子们就会每周都盼望着来中文学校，而不是把学习中文当成一种负

担。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孩子们每一个正确的回答给予适当的鼓励；每一份认

真完成的作业都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表杨，这都能成为他们学中文的动力。老师们

认真地准备课件让课堂教学丰富多彩，这样也会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热情。老

师们积极活跃的授课也会影响孩子们学习中文的态度。一个认真而有耐心的老师

能让年幼的孩子们放下顾虑，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这样孩子们就会带着一

个轻松和快乐的心情来学习中文。 

          海外中文教学是对我们华人群体的一个挑战，把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给这

群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下一代是我们每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责任。大人们

快快乐乐地教，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学。希望我们老师和家长共同努力，大家一起

肩负起这个使命。 

    



~ 5 ~ 
 

Teacher Hwang: Chines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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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题目：我的爱好 

姓名：梁俊㬢 William Leung 

年龄：10 

班级：CSL 2 

老师：张静 Jing Stamper 
 

我的名字叫梁俊㬢。我想在这里和 

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平常最 

喜欢玩电子游戏了！我喜欢的原因有以下四

点：第一，我觉得玩电子游戏有无穷无尽的

乐趣；第二，游戏里的画面非常壮观，色彩

也非常丰富；第三，我可以和很多不同的朋

友在网上互动和交流。这些朋友的家离我的

家很远，平常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见面。我很

享受这种朋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最后，我

觉得电子游戏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虚拟世

界，我在游戏里的经历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

到的。例如，在游戏里，我可以充当警察去 

打击罪恶并且惩罚违法的坏人。这是一种多 

么神奇的经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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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姓名：Allison Yam 

年龄：12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大家好！我叫 Allison，今年十一岁。

我上中学六年级。 

我家有七个人，爸爸、妈妈、弟弟、

妹妹、爷爷 和 奶奶。我和我的爷爷属马。

我的妹妹属鸡。我的妈妈和弟弟属老鼠。我

的奶奶属牛。我爸爸属兔子。我爱我的家

人。我还养了七条鱼。 

我特别喜欢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很漂 

亮。我喜欢游泳和打排球。我喜欢吃苹果、

芒果、西瓜、香蕉、冰淇淋和饼干。我喜欢

喝果汁、可口可乐和冰水。我最喜欢夏天，

因为夏天很热，我可以去室外游泳。我不喜

欢生病。我很喜欢我的社区。我的社区有银

行，银行旁边有医院，快餐店，咖啡店，电

影院 和超市。除了唱歌以外 ，我还喜欢画

画。 

谢谢大家！再见！  

我和小狗 
姓名：Andy Shen / 申作正 

年龄：9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 Sandy Chang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狗，可是我不能和

小狗在一起，因为我对动物的毛过敏。 

我的叔叔有两只狗。因为他要出去旅

游，奶奶就把狗带到了我们家。小狗很可

爱，我特别想摸它们，和它们玩。奶奶就想

了个办法，让我戴上手套再和小狗一起玩。

这下可好了，我和小狗一起玩球，我又摸它

们，又抱它们，小狗也快乐得又跑又叫。我

们玩得好开心。 

后来我玩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没想到小狗跳上了椅子叫我抱，好像它和我

已经是老朋友了一样。我真的很高兴和它们

一起玩。 

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找东西吃 
姓名：Cate Chan 

年龄：13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有一天，我突然肚子饿想找点东西吃。

于是，我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看来看去也没

看到我喜欢吃的。关上冰箱，我问妈妈家里

有没有东西吃。妈妈跟我说：“你到外面的

冰箱找找看。”打开外面的冰箱，果然，我

找到了最喜欢吃的 Pizza。我把 Pizza放入烤

箱，二十分钟以后就吃到了香香的 Pizza。 

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Pizza。 

 

春假和狗 
姓名：Kevin Shen / 申作民 

年龄：11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学校放春假了。我和奶奶，弟弟还有两

只很可爱的小狗一起去了奶奶的朋友家。 

一到奶奶朋友家，就看见了他们家的两

只大狗，一只看上去很凶，一只很可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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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两只小狗一点也不害怕，很高兴地

跑去和那两只大狗玩。 

我和弟弟也开始

和狗狗们在后院玩了

起来。我扔球，狗狗

们就抢着跑去把球拿

回来给我，然后我又往外扔。我们就这样玩

了好一会儿。看到狗狗们都玩累了，我和弟

弟就开始打篮球，这时，狗狗们又叫了起

来，它们想要和我们一起玩篮球。哦，原来

狗狗也想换新花样玩。我觉得它们好可爱

啊。 

这是我在春假里最快乐的一天。 

我喜欢春天 
姓名：Derrick Ho 

年龄： 10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 Sandy Chang 

我喜欢春天。春天很暖和， 还有满地

的青草和美丽的花。春天不再寒冷， 我和

我的朋友可以在外面骑自行车、打 球和玩

各种室外遊戏。有时候玩到很晚才回家。 

很开心。 

春天的时候，妈妈开始在花园种花，我

会帮忙浇水， 夏天花就开了, 我们的花园

会很漂亮。  

我喜欢春天！ 

我的爱好 
姓名：Dixon 

年龄：10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 Sandy Chang 

我叫鍾璟恒，今年十岁，上小学四年级。 

我喜欢拉小提琴。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

的早上，我都会去学校的乐团练习。我也喜

欢运动。每个周未的时候，我和哥哥一起去 

打网球，我的愿望就是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

名出色的职业网球手。我还喜欢游泳。每个

星期一和星期三放学以后，我都会去游泳。

我还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比赛，得了第一

名。除了运动以外，我还喜欢看卡通片，打

电脑游戏。 

这些就是我的爱好。 

我 
姓名：Justine Yam 

年龄：九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我的名字是 Justine。我九岁。我的生

日是在十一月。我上小学三年级。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和游泳。我最

喜欢喝水，因为它不甜也不酸。我最喜欢的

季节是夏天，因为夏天很暖和，我可以出去

打篮球。我喜欢的水果是草莓、苹果、芒

果、香蕉和橙子。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我家有七个人。爸爸、妈妈、姐姐、

弟弟、奶奶 和爷爷。 

我爱我的家 
姓名：Mason Chung 

年龄：11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 Sandy Chang 

我叫鍾璟臻，今年十一岁，上小学五年

级。过了暑假，我就会转到另外一所中学升

读六年级。 

我家有 4个人，爸爸、妈妈、弟弟和

我。我们一家住在芝 加哥的北郊。我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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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汽車维修技术员，

他每天都很勤劳地工作。我的妈妈是一个家

庭主妇，每天都忙着照顾我们一家人生活上

的各种所需。我弟弟今年十岁，上小学四年

级，我们每天一起坐学校巴士上学和放学，

我们很高兴。 

我有一个快乐的家。我爱我的家。 

旧金山假期 
姓名：Lily Woo 

年龄：10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我叫丽丽 Woo。是中文学校 CSL4的学

生。但是我在英文学校上五年级。我喜欢旅

行，游泳，和朋友一起玩。 

四月五日，我和我的家人一起飞往旧金

山旅游。我的表姐和阿姨也去了，还有很多

来自其他各个国家如法国、中国、日本、韩

国和英国的人。我们去了很多有名的地方，

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水

族馆，英文叫 Aquarium by the Bay。 我

最喜欢的餐馆是 Sushi Boat。除了 Sushi 

Boat，我们还吃了很多其它的日本餐馆。一

路上，我们坐了公交车、出租车和手推车。

我们还坐了 Cable car。在 Ghirardelli 

Square, 我们买了巧克力。逛街买衣服也是

我喜欢的。 我们还参观了名为 Muir Woods

的树林。这些树特别高，我以前没有见过这

么高的树。然后我们坐船去了 Alcatraz。

旧金山的中国城当然是一定要去的地方。我

们在那里吃了米饭，牛肉和面条，拍了很多

照片。我还和我的妹妹一起拍了一个短电

影。 

四月十日，我们结束了旧金山之行飞回

了芝加哥。我真喜欢我的旧金山假期。 
 

我和我的家人 
姓名：Lya Kurn / 小彤 

年龄：11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Sandy Chang 

我叫小彤，今年十一岁。我是一名小学

生。平时我喜欢弹钢琴和打功夫。 

我喜欢功夫。每个星期一，星期四和星

期五我都会去上功夫班。功夫对人的身体有

很多好处。第一，可以强身健体。多练功夫

就不容易生病了。第二，练习功夫可以防

身，如果遇上坏人，我还可以保护自己。第

三，练习功夫还可以学会使用不同的武器，

象长刀，刀，还有剑。 

我的妈妈在医院工作，她是一名护士。

她喜欢做饭，还喜欢运动。如果我们不去快

餐店，它就会给我们做饭。我最喜欢吃妈妈

做的汤面，她会放许多蔬菜和牛肉浓汤在里

面。想到这里，我就馋了。 

我的爸爸是一名工程师。她平时喜欢看

电视和听音乐。爸爸特别喜欢看功夫片和足

球。有时候，我也喜欢和他一起看电视。 

我的家总是充满快乐。我爱我的家人。 

吃蛋糕 
姓名：Sean Bernal 

年龄：10 岁 

年级：CSL 4 

班级老师： Sandy Chang 

蛋糕很好吃。我喜欢

饭前和饭后都吃蛋糕。 

昨天我肚子好痛，妈妈说我吃了太多蛋

糕。妈妈还说：“要健康，应该多喝水；多

运动早睡觉。”我觉得妈妈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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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也说：“弟弟，你应该学聪明一点，你

不应该饭前吃蛋糕，你应该饭前吃巧克

力。” 

  是啊，我喜欢吃蛋糕，但是我以后不会

乱吃了。 

春天来了 
许宝宸 7岁 

MLP2 张迪雅 

雪化了，草绿了，花开了，蜜蜂和蝴蝶

出来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再也没有那么

冷了，再也不会下雪了。我可以出去散步， 

可以和我的朋友骑车，可以在草地上躺着看

云朵。 

春天真美啊 ！ 

春天 
黄小当 Sabrina Huang 8 岁 

MLP2张迪雅 

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小花小草慢慢

长出来了，虫子也爬出了。松鼠们从树洞里

探出了小脑袋，呼吸着春天的空气。我听见

鸟儿们在歌唱，清脆悦耳，原来小鸟儿都飞

回来了，多美丽啊！ 

小朋友们都在花园里玩耍，嬉笑，真热

闹。突然远处传来滚滚的雷声，还有一道白

色的闪电。“快回家，要下雨了”大家喊

着，跑回家去了。我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

窗前看着雨。慢慢的， 雨终于停了，太阳

公公出来了，我打开门，看见天空挂着一道

彩虹，就象漫画书里一样，非常好看。我兴

奋的在外面又蹦又跳，还踩到雨水汇成的小

水洼里，太舒服了。外面的空气真好，我有

时爬到树上，有时躺在草地上，有时追赶着

好奇的松鼠，真有趣 。  

我爱春天！再也不用穿厚厚的雪衣， 

雪裤和笨重的雪靴了。 

春天来了 
黄小当 Sophia Huang 8岁 

MLP2张迪雅 

春天来了，雪融化了，小花小草都长出

来了，多美丽啊。你看，这是什么？原来是

小鸟回来了。哇，地上还有一只小兔子。 

 好温暖的春风啊！我和我的妹妹出去

玩，多舒服啊！不需要穿棉袄。我想回家去

拿我的风筝，这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轻

轻的打在我们的头上，真好玩。雨停的时

候，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红橙黄绿青蓝

紫，实在太美了。我伸手过去触摸它，真想

爬上去看看上面有什么。突然我听到我的好

朋友在叫我们，我们跟他们一起玩。躺在地

上，我感觉到春雨的湿润。 

回到家的时候，我望着窗外，看见美丽

的春天，想起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我爱

春天！ 



~ 12 ~ 
 

Teacher Xu 

Chinese Painting 
 

 
Amy Wang 

 

 
Angelica She 

 

 
Angelica Yang 

 

 
Anya Liu 

 

 
David Sun 

 

 
Grace Sun 

 

 
Heidi Zhang 

 

 
Helena Xinyi 

 

 
Helena Yang 

 

 
James Chen 

 

 
Jaso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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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well Jiang 

 

Megham Lin 
 

 
Olivia Zhao 

 

 
Peter Xu 

 

 
Rachel Buil 

 

 
Sammy Wen 

 
Shumei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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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螃蟹 

 
孙婕天 7岁 

MLP 3 陈婕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人

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租了一

个房船。这个房船像一个真

正的房子，里面有卧室、浴

室、饭厅和厨房，还有一个

小船绑在船尾。 

一天晚上，我们把房船

停在一条大河的深水区。爸

爸带着我和哥哥上了小船。

我们开着小船到了浅水区，

停了小船，放下了两个大大

的螃蟹网。在网子里，爸爸

绑了几块臭鱼。他绑臭鱼的

时候让我帮他拿着。爸爸一

定要我拿，我只好拿着。真

臭啊！然后，我们开着小船

回到房船，吃了妈妈和姥姥

做的香香的晚饭。我着急想

看看我们捉住多少螃蟹，但

是爸爸说我们需要等到第二

天的早上。 

第二天清早，我刚一睡

醒，天还没有亮，我就去叫

爸爸起床。我一边摇他一边

喊道：“爸爸，爸爸，快点

起床了！赶紧去拿我们的螃

蟹网吧。”爸爸跳下床，穿

上外套，拉着我上了小船，

开到了我们下网的地方。我

太兴奋了，又蹦又跳，差一

点掉下了船。爸爸小心地把

网子拉上来。当我看到网子

里有那么多的螃蟹，我吓坏

了。爸爸拿了两只大螃蟹到

厨房，把它们放在地板上。

螃蟹爬得真快呀。我像疯了

一样到处跳来跳去，因为我

很害怕他们会夹我。我妈妈

救了我，她把螃蟹扔在水池

里了。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

螃蟹晚餐。 

捉螃蟹真是太好玩了。

这是我们去澳大利亚做的最

开心的事情。 

真实的故事 
奚望 Hope Xi 9岁 

MLP 3 陈捷 

感恩节刚过，我就盼望

圣诞节了。今年我特别地心

急，数着日子等待圣诞节的

到来，因为我真的碰到圣诞

老人的使者了。  

这天，我和同学还有她

的妈妈去图书馆，离圣诞节

还有十九天，到处已经很热

闹了。家家户户都挂出了五

颜六色的彩灯，街道两旁的

树上星光闪闪，商店里更漂

亮。 红红的圣诞花，绿绿

的圣诞树，大大小小的礼物

盒，还有很多美丽的圣诞礼

品。 

当我们走出图书馆时，

听到了熟悉又好听的圣诞歌

从对面的楼里传出来。走过

去一看，里面有一棵高高的

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各种各

样可爱的小东西，下面是精

美的礼品盒。 这时一个白

花花胡子的圣诞老公公笑呵

呵地走过来，“祝你们圣诞

快乐！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圣诞礼物，请留下你的地

址，我会在圣诞之夜，等你

睡着了以后，把你喜欢的礼

物送到你家的。记住哦，一

定要在你睡着之后，我才会

把礼物送到你家。”啊？这

是真的吗？我摸了摸他的长

胡子，问“您是谁？您说的

是真的吗？”圣诞老公公

说：“小朋友，我是圣诞老

人派来的使者，他派我来，

先了解你们的心愿，然后圣

诞老人会在圣诞夜把礼物送

给你们的。”哇！这是真

的，太好了，我写下了我家

的地址和我想要的东西。 

回到家，我很兴奋，把

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他

们说，我们中国人过春节，

大家互相拜年祝福送礼，这

是我们的习俗。美国人过圣

诞节要捐钱捐物，送爱心，

让每个家庭都快乐，这是西

方人的习俗。你等着吧，圣

诞老人会给你送来礼物的，

而且表现越好收到的礼物就

越多。 

从那天以后，我学习更

主动了，更愿意帮助别人

了。我想要的礼物是一个

skylanders pack,$50多

元，挺贵的，圣诞公公，您

不会觉得我太贪心了吧？我

已经在我家的圣诞树下放好

红袜子，天

天等待着，

渴望在那个

美好的晚

上，收到您

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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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过山车 
刘彦辰 Yanchen 9岁 

MLP 3 陈捷 

听人们说坐过山车很刺

激。我不知道什么是刺激，

想来是很令人兴奋的，很惊

险的。我很想坐过山车。                                                                                                                                                                                                                                                                                                                                                                                                                                                                                                                                                                                                                                                                                                                                                                                                                                                                                                                                                                                                                                                                                                                                                                                                                                                                                               

今年春假，我的愿望实

现了。妈妈带我和弟弟去了

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玩。

当我远远地看见白白的宇宙

山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我

马上要坐过山车了！ 

坐车的人很多，排着长

长的蛇形队伍。检完票，我

跟着队伍向前走，走啊，等

啊，不知道怎么的，走到了

出口处。糟了！这可怎么办

呢？我急哭了。这时，我看

到了正在等我的妈妈。她迎

上来，问：“怎么了？” 

“我走错道了，没坐上过山

车。”我沮丧地回答。“我

要坐过山车，我一定要

坐！”“我支持你，再去坐

一遍吧！”她一边说一边把

她的票递给我，还叮嘱我这

回要看清队伍 . . . . . . 

我眼泪没干，就跑去检票口

重新排队。 

站在队伍里，我不时地

观察着方向，在队伍分叉

处，我认准了去

向 . . . . . . 来到了登

车口。里面暗暗的，还没上

车我就有点害怕。我硬着头

皮和三个陌生人坐进了一辆

车。我系好安全带，工作人

员检查后，车子就开动了。

在一片黑暗中，只看见几颗

闪闪的星星，感觉好像是进

入了宇宙。啊！不好，迎面

出现了一堵又黑又高的墙。

哇！我们的车要撞到墙上

了！我用力抓住前面的横

杠，头皮发麻，眼睛也不敢

睁开了。听着人们惊恐的尖

叫声和嗖嗖的风声，只觉得

车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

拐。不一会儿好像车速慢下

来了，我刚睁开眼，还来不

及松口气，车子又飞上高

空，很快地又坠落下来，真

是吓死人了。接着，车飞速

向前，突然急刹车，前后晃

动，让人捉摸不透。又过了

一会儿，人们的大叫声消失

了，我睁开眼一看，原来车

已回到了登车口。 

我一走出出口，妈妈和

弟弟就迎了上来。还没等妈

妈问，我就说；“太好玩

了！今天我才知道到了什么

是刺激，什么是惊险。”妈

妈说：“你没被吓着啊？好

样的！” 我很喜欢坐过山

车的刺激感觉。 

忽忽绒绒拔萝卜

【儿歌】 
王意达 Yida Wang 11 岁 

MLP 5 潘睿老师 
 

小兔子忽忽，种了个萝卜， 

萝卜长得圆又大。 

拔这萝卜， 怎么也拔不

动， 

需要找人帮忙啦! 
 

小兔子忽忽，不找别人， 

找到小鸡叫绒绒。 

他高兴的说：“太好啦！ 

有你，一定拔得动！” 
 

小鸡说:“哎呀,你这个兔

兔, 

怎么可以这么傻？ 

我的力气，比你的小多了， 

怎么能只找我呀？” 
 

“从前有个儿歌叫拔萝卜” 

忽忽一副聪明的样子讲故

事， 

“老头，老太，大老虎， 

拔来拔去拔不动； 

小猫，小狗，胖狗熊，” 

拔来拔去拔不动。 
 

“最后帮忙的是一只小鸡， 

萝卜终于拔出来! 

有了小鸡，就能拔萝卜， 

这个道理我知道!” 
 

绒绒听了忽忽的话， 

高高兴兴拔萝卜。 

嘿呦嘿哟拔不动! 

谁能明白为什么？ 

 

我的蜘蛛兰 
郑如慧 10岁 

MLP5 潘睿老师 

三年前我在芝加哥植物

园得到了一株小小的蜘蛛

兰。它的学名叫吊兰。它很

小，只有 5、6片长长的叶

子。这些叶子像一条条蜘蛛

的腿。所以人们称它为蜘蛛

兰。开始它的颜色是黄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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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后来它长大了，颜

色变成白色和绿色了。同时 

它还长出了很多根茎。从根

茎又生长出许多新的吊兰。

现在它俨然成为了一位养儿

育女的“蜘蛛妈妈”。 

我摘下很多小蜘蛛兰送

给我的朋友，并希望当这些

小蜘蛛兰长大后，能被送给

她们的朋友。我很爱我的蜘

蛛兰，它不仅美丽，还为我

们提供氧气，使我的房间充

满大自然的气息。 

我的表哥 
聂兆廷（中中）10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的表哥泳汐今年 14

岁，住在新加坡。他特别喜

欢运动，尤其喜欢打篮球。

而他每次来我家时都喜欢陪

我玩足球。 

我第一次见到泳汐是我

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和他的

妈妈、妹妹来芝加哥旅游。

2012年我们许多人一起去

波士顿的时候，我们两个呆

在旅馆里玩。那时我和他先

玩捉迷藏，后来饿了就到下

面买吃的。实在无聊了就看

电视。我们 2013年一起到

瑞士玩的时候，泳汐还教我

玩扑克牌游戏。总之，我和

泳汐每次都相处得特别好，

我很喜欢他。 

我的哥哥 
Lisa 11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的哥哥今年十六岁，

上高中二年级。他数学很

好，已经上大学的数学课程

了。他不仅学习成绩棒，还

很全面发展。比如他爱好打

网球，参加学校长跑队，还

在暑假义务帮助中学生学习

数学。在家里他很喜欢玩计

算机游戏。有时候我哥哥帮

我做作业，也跟我玩，还和

我打乒乓球和网球。虽然他

有时候也和我打架，但是我

还是喜欢我的哥哥。 

我的小弟弟 
徐姝宜 11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的小弟弟，团团（徐

瑞恒），是 2014年 11月

18日出生的。他现在已经 7

周了，看上去跟我小时候一

模一样。 

在过去的几周里，团团

醒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吃的

也越来越多了。团团刚出生

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 6

磅，现在他已经 11磅了。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

他才七个星期大。当我抱着

他的时候我的胳膊会觉得很

累了。 

头几天他的屎和尿闻起

来没有什么味道，但现在他

的屎尿闻起来很臭了。现在

是我负责把装满脏尿布的垃

圾袋换掉，并把新的尿不湿

准备好给他用。他的脏尿布

好重啊！ 

每隔 2到 3天，我们就

会给他洗个澡。因为他喝大

量的奶，不刷牙，还经常吐

奶，所以他闻起来越来越糟

糕，越来越像酸奶。洗澡

时，刚入水时他会哭一会

儿，慢慢他就放松不哭了。 

有时候，他会开心地

笑！他非常可爱，尤其是当

他打喷嚏的时候。他会先打

喷嚏，随后他会发出有点像

“呃......”的一声，非常

好玩。最初几天团团除了

哭，睡觉和吃奶，什么都不

会做。现在，团团可以发出

一些声音像“啊......”

“呃......”，有时“嗯

GUH”。当有人说话的时

候，他会转过头来听。他现

在对某些单词有反应。比如

说“奶”，他听到后会停止

哭泣！ 

团团就是这样一个可爱

的宝宝。我知道他会长成一

个既强壮又聪明的小男孩。 

我的爷爷 
王书飞 11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的爷爷是个七十五岁

的中国老人。他来看我的时

候，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他

童年的故事。他也帮助我复

习中文，听我练习钢琴，辅

导我做作业。以前在我回中

国的时候，他总会带着我做

许多有趣的事。比如他带我

去看熊猫。虽然我有的时候

不太听话，但是爷爷从来不

会骂我。每当我哭的时候，

他总是安慰我。有爷爷的教

育和帮助，我做事情就更有

信心了。我很想念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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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的一本书 
全卉 11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很喜欢看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Charlotte Doyle” 这本书

。书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一个

叫 Charlotte的女孩登上一

艘船的故事。船上有她、船

长和船员。虽然 Charlotte

觉得船长对人很得体，可其

他的船员都让她感到怪怪的

。船上的生活让 Charlotte

感到很不舒服，可她却无法

回到陆地。我喜欢这本书因

为这本书的作者使用很好的

语言来描述整个故事。 

 

我喜欢的一本书 
上官晓天 9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很喜欢 “Lost and 

Found” 这本书。它讲的是

两个双胞胎男孩子的故事。

这两个男孩一个叫

“Jay”，一个叫“Ray”。

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 Ray 

生病了。所以 Jay就一个人

去上学了。他到新学校的时

候他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

的。但是，到他第一个班

上，他的老师记录考勤的时

候，Ray的名字不在考勤本

上面。他回到家，Jay 没有

告诉妈妈，他只告诉 Ray这

个事情。然后 Jay问 Ray他

想不想第二天替他到学校

去，Ray想去，所以第二天

Ray到学校去了。这以后，

每天他们会轮流去学校。星

期四，Ray 告诉一个叫

Melissa的女孩，他跟 Jay

是双胞胎。然后，Melissa

告诉她的朋友这个事情，然

后她的朋友告诉另外一个朋

友这个事情。星期五, Jay

告诉他的朋友 James这个事

情。有一天，学校医生知道

了。学校的医生要跟他们的

父母见面。因为 Jay和 Ray

假装成一个人。最后，所有

的人知道 Jay和 Ray是双胞

胎。 

这个故事是说所有的人

都是不一样的。Jay 是

Jay，Ray 是 Ray。Jay在数

学班上会得到 A+。而 Ray

在数学班上只得到 C。他们

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我喜欢的一本书 
李思 Roger 11岁 

MLP5 潘睿老师 

我喜欢读 “Diary of 

a Wimpy Kid – Rodrick 

Rules”这本书。这本书的

内容其实是一个名叫

“Greg” 的五年级男孩写

的日记。自从他妈妈给他买

了一个日记本，他就开始在

里面记录下生活中因为懦弱

的性格而给自己找的各种做

错事的借口。而他最终意识

到了自己的缺点，并希望有

能力克服它。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

书里有很多有趣的小插曲。

比如，有一次，老师留了一

篇作文，Greg想偷懒，于

是就把他哥哥的旧作业交给

了老师。但是他却不知道他

哥哥的旧作业是不及格的。

因为他哥哥和他是同一个老

师，所以老师发现 Greg交

上来的作业是他哥哥以前没

通过的旧作文，于是 Greg

的这篇作文拿了零分。Greg

回家以后还指责他哥哥没把

作业做好，害他在老师和同

学面前丢人。 

像这样有趣的小插曲这

本书里还有很多很多。虽然

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但是

我还想再读。 

 
 

我的寒假 
尤天乐 12岁 

MLP5 潘睿老师 

今年寒假，我和我的父

母去了 Wisconsin 

Dells 。在那里，我们一共

呆了两天。每天我们都去

Cascade Mountain 滑雪。 

第一天，滑雪场的雾很

大，气温也有些高。积雪有

些融化。那里的工作人员不

得不喷人工造的雪。人造雪

很薄，不太好滑。 

虽然我曾经去过这个叫

Cascade Mountain 的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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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滑雪，但是这次我滑下了

特别难滑的滑道。我们有一

次滑下了一个黑钻石。我刚

开始从滑雪道顶上往下看的

时候，感到很害怕。但是此

刻我已经不能回去了，只得

硬着头皮往下滑。等我只顾

着滑雪，心情放轻松的时

候，居然一下子就冲了下

去。滑完以后我特别兴奋，

喊着“我想再来一次！” 

我最难忘的寒假 
舒宥纶 9岁 

MLP5 潘睿老师 

今年寒假我去佛罗里达

迪士尼乐园玩了一个多星

期。这是我最难忘的寒假。

迪士尼的每一个乐园都有不

同的主題，都非常好玩。其

中我最喜欢的是七小矮人过

山车。因为是最新的设施, 

所以排队的人非常多。我排

了两个多小时的队才排到。

排队虽然很辛苦可是很值

得, 因为过山车太好玩了。

我还坐了其他很热门的过山

车的设备。这真是我最难忘

的寒假, 希望我以后还有机

会回去玩。 

难忘的圣诞节  
吕宇博 

MLP5 潘睿老师 

往年的圣诞节，我们通

常都用电影“马拉松”来庆

祝，比如看“哈利波特”系

列的电影。今年的圣诞节，

我的爸爸、妈妈分别送我一

本我很喜欢的“星际大战”

系列的书。此外，我也得到

了我想要的玩具，一个是 

“乐高” 机器人，另一个

是太空船！邻居还邀请我们

去他们家玩一个他们刚刚得

到的玩具枪。这个玩具枪可

以玩激光标记射击游戏。虽

然结果我输了，但我还是玩

得很开心。回家以后，我和

爸爸一起看了一场电视篮球

赛，边看边吃些饼干和燻三

文鱼。虽然鱼很咸，但是真

的很好吃。吃完，我喝了很

多水。 

这真是一个愉快的圣诞

节！ 

我的圣诞节  
王贝 13岁 

MLP5 潘睿老师 

这个圣诞节我去了

“Wisconsin” 的

“Dells”。在那里我见到

了住在“Minnesota” 和 

“Seattle” 的亲戚。 我

们住在很大的 Kalahari 

Resort里面。圣诞夜我们

吃了一顿自助大餐。我和我

的表弟 Kevin还一起去水上

公园玩水和去主题公园爬

墙。大人们一起在室外

whirlpool 泡澡聊天。我们

大家都玩的很高兴。最后大

家尽兴而归。 

我的圣诞节  
郑如慧 10岁 

MLP5 潘睿老师 

这个冬假我和我的家人

去了 Colorado滑雪。在那

里我们一共呆了 6天，度过

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圣诞节。  

在离开机场开车去滑雪

场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场

大暴风雪。一个半小时的路

程我们共花了 6小时。漫天

的雪花，让我们几乎看不到

上山的路。当我们来到了滑

雪度假村，映入眼帘的是个

树屋一样的建筑，旋转的小

楼梯通到一间温暖的房间。

从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看

到的是树林和雪山。这感觉

像松鼠住在森林里。我和姐

姐都非常喜欢。 

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姐

姐去了两个新的山顶滑雪。

山顶很高，有一万三千尺，

但是我们滑下来了。山顶上

风景如画，很美丽，可以远

眺其它的滑雪场的雪道，还

有白色的雪峰，和浓密的松

树。 

我们尝试了蓝道和黑

道。黑道很陡，看不到底。

开始我心里有点害怕，但是

我没有停止。当我滑下来

后，我就不害怕了。 

我很喜欢叫“H&H 

Mining Co ”和“ Lost 

Mine”的滑雪道。因为在那

里我们可以滑过小小的屋子

和小桥，我们穿越松树间，

像小兔子一样，互相追逐，

很好玩。我们又去了一个叫

Mozart 的滑雪道。我姐姐

说，Mozart（音乐家）的生

命很短暂，但是 Mozart雪

道却很长。 

最惊险的一次是，当我

从一个叫做 Flying 

Dutchman 的雪道滑下来的

时候，突然，一个滑板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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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撞到我的身体，我觉得

我旋转了 360度，往后摔了

一大跤，两只雪撬也飞出很

远。虽然有一点点痛，但我

还是自己爬起来。爸爸帮我

把我的雪撬拿过来。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天

气很好，一路上风景美极

了。我们见到了蓝色的天，

白色的云，高高的山和清澈

的天鹅湖。带着难忘的回

忆，我们结束了这次洛基山

脉滑雪之旅! 

我的圣诞节  
王宜静 10岁 

MLP5 潘睿老师 

这个圣诞节，我们一家

去了奥兰多的迪斯尼乐园

玩! 我们在奥兰多呆了七

天。這七天我們去了奇幻王

国、动物王国、海底世界、

好莱坞工作室和 Epcot。这

些地方都很好玩，但是我最

喜欢海底世界。在海底世界

里，我玩了一个叫“亚特兰

蒂斯之旅”的过山车。我还

喂了和摸到海豚，看了海豚

表演。这些海豚表演的真

好，我非常喜欢。我们还去

海边玩了一天。在海边玩的

时候，我们找到很多贝壳。

然後我們把它們带回了家。

我们玩得很累，以后我不想

再去了。 

我的水上公园之行 
马子月 10岁 

MLP5 潘睿老师 

今年圣诞节假期，我们

全家到 Kalahari 水上公园

玩了三天。 

第一天，刚到水上公

园，我就迫不及待地一个人

去玩滑梯。结果就走丢了。

爸爸妈妈到处找我，最后妈

妈在温泉处找到了我。他们

教训了我一通。叮嘱我不要

一个人乱跑。接着我就跟爸

爸和妹妹去泡温泉。泡完温

泉后，我们三个人又去玩了

水上滑梯，游了一会儿泳，

还爬了 Lily pads。 

在所有的活动中我最喜

欢的是冲浪，所以第二天我

在冲浪处呆了一整天。冲浪

不仅有一点难还有点可怕。

当你趴在板上跳进浪里的时

候，你可以感觉到水的巨大

力量冲到你的腿上，让你很

难保持平衡。当你在浪里来

回滑动的时候，现场的工作

人员会教你做不同的动作。

那些动作从简单到一点点变

难了，要是你平衡掌握不好

的话，一下子你就会被浪冲

到岸上去。 

刚开始冲浪的时候，我

一趴到板上就被巨浪冲回到

岸上去。但一天玩下来，我

都可以在滑板上做不同的花

样动作，还可以坐在滑板上

了。还有一次我做了一套很

难的花样动作，妈妈都给录

了像呢！ 

最后一天，我和妈妈妹

妹一起去了“Kalahari” 

的 “Indoor Theme 

Park”。我体验了惊险的

“空中行走”。妈妈和妹妹

坐了“大转盘”。妹妹还参

加了爬墙活动。最后，我和

妹妹在爸爸的催促下，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水上公园。 

希望明年我们能再来

Kalahari！ 

加洲旅游 
Evan Wong 

MLP6杨驰 

这个暑假我们全家去了

南加州。我、妈妈和妹妹下

了飞机以后，去行李认领处

拿我们的行李。然后去外面

等姥姥和姥爷来接我们。姥

姥和姥爷到了以后，我们把

行李放进后车厢，就坐车回

到姥姥家。直到晚上，爸

爸、阿姨和姨夫们才到。因

为大家都特别爱吃 In-N-

Out Burger，我们在加洲的

第一个晚上吃了 In-N-Out 

Burger。 

第二天，我们一大家人

开车到棕榈泉度假。从姥姥

家到棕榈泉的路上看到了很

多风力涡轮机，我从来没有

看到过那么多风力涡轮机。

这种装置提供了很好的电力

来源，我很感兴趣。我们在

棕榈泉租了一栋很大的度假

屋。度假屋里什么都有，有

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各种的

电动游戏机、地炉和很多电

影。我们在棕榈泉待了五

天。我们白天游泳，下午打

游戏机，晚上吃晚饭以后还

用了地炉烤棉花糖块吃，又

轻松，又好玩。 

回到姥姥家以后，我们

又去了加州冒险乐园。我们

几乎跑遍整个游乐园，坐了

大多数的云霄飞车，吃了很

多快餐之后快要累到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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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了，才开一个小时的车回

姥姥家。我喜欢加州的这些

游乐园。但是我还没去过佛

罗里达的游乐园，希望很快

就能有机会去。  

我们在姥姥家的最后一

天帮姥姥和姥爷修剪他们的

果树。姥姥家的后院种了很

多不同的水果，有火龙果、

红枣、白桃、石榴、番石

榴、金橘、柠檬等果树。柠

檬树有很多很长的刺，我不

小心被刺到几次。晚上我们

在后院吃晚饭，看到了五只

浣熊。姥姥说它们常常一家

子大摇大摆地来姥姥家吃水

果大餐，把姥姥气得直跺

脚。太可恶了！ 

这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

全家旅游。希望明年我们的

旅行会有更多惊喜。 

秋天 
郑泓慧 Athena Zheng 12 岁 

MLP6 杨驰 

当每次窗外的树叶变红

色，我就知道秋天的脚步近

了。 

我喜欢走在公国的小径

上；一边呼吸着清晨清新的

空气，一边看着路旁美丽的

树叶子。有些树叶仍保持碧

绿的颜色，有些枫叶变成了

浅黄、深黄、金黄，混合着

嫰绿和粉红。抬头一看，漫

天的色彩像又回到春天了。

我想起了我们以前的一棵糖

枫树，它的颜色是鲜红和淡

红，像一团燃烧的火。我向

着远处望去、虽然风景很模

糊，但是非常漂亮。 

在秋天，我也喜欢去摘

苹果，在农场、玉米地、干

草堆、南瓜田中追遂玩耍。

秋天是一个收获旳季节。经

过了春天、夏天的辛勤努

力，它是一个温暖丰盛，分

享喜悦的时候。连我们家后

院的小动物都忙碌地收集冬

天的食物。 

学校也是在秋天开学。

秋天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因

为在学校我会有新的课程、

新的同学和新的课程时间。

我也会有新的目标和遇到新

的挑战。在这新学年里，我

会努力尝试和准备。所以，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季。 

户外教育 
陈成功 Ethan Chan 

MLP6 杨驰 

我在小学四年级去了一

次户外教育。它是由学校举

办为期三天，两晚的行程。

我学到很多东西像庇护所，

洁净的水和积极心态的重要

性。这些都是你在一个正常

的课堂环境里学不到的东

西。 

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

它，你会脱水而死。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水

源清洁。如果它被污染了，

那么，我们将无法喝它。此

外，你要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来净化水。 

庇护所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房子和衣服。如果你没

有庇护所, 你没有挡风和雨

的地方。  在一个炎热的

天，你会热死了 ，在一个

寒冷的天，你会被冻死 。  

你还会被野生动物吃了。这

些都是住房的重要。 

积极的心态也是非常重

要的。当你失败的时候，你

学会不放弃。 没有它，你

可能无法在户外生存. 在户

外教育的期间，我和我的同

学尝试用树枝和树叶一起造

了一个小房子, 我们尝试了

很多方法，我们失败了，我

们又尝试新的方式，最后我

们做到了。非常好玩。 

这种户外教育很有趣，

我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

到的东西。 

后廊的野鸽子 
佘雯晖 Angelica She 10岁 

MLP6 杨驰 

我们家的后院来过各种

各样的鸟。我们见过知更

鸟、麻雀、燕子、乌鸦、喜

鹊和老鹰。其中还有好多鸟

在我们后廊的柱子上做窝。

有一年春天，我们的后廊上

飞来了一只野鸽子。 

野鸽子的身体圆圆的，

让人联想到一只大鸡蛋。它

的羽毛颜色斑斓。胖胖的肚

子是白色的；粗粗的脖子是

浅棕色的；挺起的胸部是灰

白色的。野鸽子的外貌很像

普通的鸽子，有小小的眼

睛，圆圆的脑袋，也有尖尖

的爪子和嘴巴。 

母鸽子先做起了窝。它

飞来飞去，把一些小树枝、

干草和树叶放在柱子上，慢

慢就做成了一个大窝。造好

后，母鸽子就在窝上坐着。

过了几天，我们看到三只白

色的鸟蛋。妈妈吩咐我们一



~ 21 ~ 
 

家人只能用前门进出家门。

这样，就不会吓走鸟妈妈，

让它可以安静地孵小鸟。 

小鸟刚出壳的时候，像

一只湿透的小猫。饿了，它

们就“咕噜咕噜”地大声叫

起来，母鸽子就出去找虫子

给它们吃。鸟宝宝吃东西的

样子就像小鱼争食一样。它

们举起头，张开小嘴巴，等

妈妈把虫子送到嘴里，就一

口吞下去。 

母鸽子不停地飞来飞

去，不知要飞多少趟才能把

它的小宝宝们喂饱。我看见

鸟妈妈那么辛苦地喂养鸟宝

宝，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尊

敬的感觉。不是每种动物的

妈妈都会那么做的啊！ 

有一天早上，我正准备

上学，突然发现母鸽子和鸟

宝宝们都不见了！虽然我知

道鸟长大了总有一天会飞走

的，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

过。 

今年春天，我盼望野鸽

子能再来我们的家。我也盼

望鸟妈妈能再生一窝好可爱

的鸟宝宝。 

爸爸的兰花 
佘雯晖 Angelica She 10岁 

MLP6 杨驰 

每年爸爸过生日，妈

妈，弟弟和我都会买一个小

礼物送给爸爸。去年，我们

给爸爸买了一盆兰花。 

在爸爸下班回家以前，

我们把花放在一个小花盆

里。那是我弟弟五岁的时候

从艺术课上带回来的--他在

这个花盆上画了一个黄色的

太阳。这盆兰花放在里面正

合适！ 

兰花很好看，就像一位

亭亭玉立的害羞的少女。一

共开了六朵花，每一朵都很

大，也很漂亮，白里透着微

微的紫红色，就好像少女白

皙的脸庞上铺着一层浅浅的

腮红。兰花的长茎是深绿色

的，大概有两尺高，细细

的，弯弯的，好像少女那苗

条的身材。兰花有五片大叶

子，长长的，厚厚的，每片

叶子就像一个绿色的大舌

头。兰花盆里放的不是土，

而是小木屑。因为兰花喜潮

怕湿，有太多水会把兰花淹

死的--所以要很小心！ 

我一看到兰花，那安详

的“笑脸”，心里就很高

心。爸爸一看到兰花，一天

工作的疲劳就消失了，心里

很舒服。 

今天，虽然兰花的花朵

都谢了，但是它的叶子还是

绿油油的，看上去十分健

康。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明

天早上我一醒过来，兰花的

花朵就又开了，又美又神

秘。 

我每天都会去看一看爸

爸的兰花。我盼望着它能提

早开花。 

兰州的小吃 
武天媛 Tianyuan Wu 15 岁 

MLP6杨驰 

我去年夏天前往故乡兰

州，在那里度过几个星期，

对那里的风土文化印象深

刻。从地理上看，兰州地势

美好，两边依山，中间有黄

河穿城而过。气候方面，兰

州四季分明，冬暖夏凉。而

在我居留的那几天，塞上昼

夜温差大，晚上凉爽，白天

炎热。我还记得晚上在黄河

边上看音乐喷泉。那些乘凉

的人听着音乐，看着彩灯和

各种表演，非常怡然自得。 

听人介绍说，这座城市

历史悠久，在丝绸之路的时

代曾经被叫过“金城”。然

而，最吸引我的却是兰州的

三种特色小吃：酿皮子、牛

肉面和羊肉串儿。 

酿皮子用面粉制作，薄

韧的面皮中掺杂劲道的面

筋，依次拌入花生酱、醋、

辣椒和别的调料，入口绵软

爽滑、酸辣可口，太好吃

了！ 

下一绝是兰州牛肉面。

普通人在当地兰州牛肉面馆

吃牛肉面时，往往不觉得有

什么特别。可是，当他们试

图模仿地道牛肉面的时候，

往往发现他们怎么也复制不

了原版所特有的风味。据说

当地面馆使用的牛肉汤采用

了秘密配料。而且，面条也

是由专业厨师制作，加工非

常考究。据说拉面技术需要

厨师摸索很多年才可以掌

握，很不简单。最后，牛肉

面调料也是由专业采购师精

挑细选，门道很多。难怪，

普通人永远无法做出真正的

兰州牛肉面。  

个人觉得，羊肉串儿绝

对是百吃不厌的选择。通常

等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卖羊

肉串儿的人就开始支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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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串好的羊肉拿到小卖铺外

面摆好，专等着客人来点。

这时候我就会口水直冒，因

为从摊位林立的街道走过

去，几乎每走一步都能闻到

羊肉串儿的香气。另外还有

一些饭店经营孟买烤羊肉。

那些店人满为患，通常要排

队才能吃到。有些店里会挂

着整羊，表明他们烤制百分

之百的羊肉。有些店会搭配

别的食物，比如蒜、面包、

鱼、鱿鱼、绿豆、土豆等。

如果口渴，还能喝到杏皮水

或者啤酒。竹签上的羊肉很

容易入口，咀嚼的时候孜然

与辣椒辛香四溢，配上刚出

锅的炸面圈，我已经无法用

语言来表达那种完美的享

受。所以，你最好亲自去兰

州尝尝。 

我的朋友杰夫 
廖翰林 Rick Liao 12 岁 

MLP7 杨驰 

我的朋友杰夫是个中国

小孩，今年二月他就满 12

岁了。他身体很壮，因为他

喝很多牛奶。他带着眼镜，

个子跟我差不多高。杰夫的

性格开朗宽容，同时也很聪

明调皮。 

我经常和杰夫在一起玩

电子游戏，有时候我会批评

他游戏玩得不对，甚至大声

吼他，但他仍然照样玩，不

理睬我。如果换了他批评吼

我，我会觉得烦，叫他住

嘴，所以他比我宽容多了。

记得小的时候，发生冲突时

我打他，他不怎么还手，现

在想起来我觉得很惭愧。 

杰夫很聪明，他学习成

绩很好，在数学快班。杰夫

学东西很快，他会玩很多种

电脑游戏，我们经常谈论电

脑游戏。杰夫很调皮，玩游

戏的时候他的妈妈或者爸爸

会叫“杰夫，快走了！”，

他会说“给我一分钟！”，

然后接着玩游戏。我说“在

你看来，一分钟就是一辈子

啊。”他玩游戏的时候，会

发出很大的声音并要告诉我

他的成绩，引起人的注意。

然而他有点粗心。有一次他

要找矿泉水，矿泉水明明在

眼前，他却看不见。 

杰夫是我的好朋友，他

的开朗宽容是我很欣赏的，

这让他很容易结交新朋友。

他的聪明调皮有时候让我觉

得头疼，其他时候让我觉得

开心。 

一次快乐的聚会 
廖翰林 Rick Liao 12岁 

MLP7 杨驰 

今年夏天我回国去北

京，到那里见了我的朋友

KEVIN。KEVIN年龄跟我一

样大，个子跟我差不多，他

以前来过我美国的家。那

天， KEVIN的同学要离开

学校了，邀请班上的同学们

去她家玩。因为我是 KEVIN

的朋友，我也去参加了他们

的聚会。 

在 KEVIN的同学的家里

面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的

玩具有几个 NERF枪和一个

PS3。我跟 KEVIN玩星球大

战和一个打架的的游戏，在

那个打架的的游戏里，我赢

了别人，只输给聚会的主

人。到了午餐的时候，他们

家提供了批萨，意大利面和

鸡翅膀，味道非常不错。吃

完了，我们出去踢足球。在

踢足球之前，有一个胖子播

放了一首他下载的非常流行

的歌曲，是一首新的电影歌

曲，我很熟悉并且喜欢那首

歌。他关掉音乐以后，我们

踢了一会儿足球。忽然，那

胖子把足球踢到了一个一层

楼高的房顶上了。我们心

想，糟了！一个同学沿着窗

框爬到房顶上，他拿到了球

把球扔下来，但是太害怕，

不敢爬下来了。哎呀，又麻

烦了！三个同学爬上去帮助

他，然而他们也害怕了下不

来。这下子麻烦更大了！

KEVIN 说他们很疯狂，解决

了一个问题却又制造了更多

的问题。后来，可能在大人

的帮助下他们都下来了。踢

完足球以后，我们回到了公

寓，再玩一下 PS3。 

聚会结束以后，我和

KEVIN 在车里面吃冰淇淋，

看漫画书。他帮助我翻译，

有趣的地方我们两人一起

笑。这次聚会很难忘！ 

完美的演出 
余佳仪 Grace Yu 11 岁 

MLP7杨驰 

晚上走进学校的时候，

我心里只在想着一件事，就

是比赛拿第一名。今晚，我

们学校的乐队要和其他乐队

比赛。到时候会有三名音乐

家来评判我们的表现，最高

评价是一区，中等评价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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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低评价是三区。我的

目标就是争取进入一区！ 

我们要乘校车到另外一

所学校去比赛。这时候，我

拿好了笛子，跟大家会合在

学校门口。在校车上，我不

停地跟我的朋友 Selena 说

话。Selena笑着说：“佳

仪，你就是惦记着拿到奖牌

吧？”我巴不得马上到那个

学校，都等不及了。可是时

间却变成了我的敌人，好像

过了好久才到了终点。 

我兴奋地拉着 Selena

跑出校车，Selena都累得

喘不过气来。等到大家和乐

器全部都下了车，我们一起

走进了学校。突然间我感到

非常紧张，Selena就笑着

说：“怎么现在说不出话来

了？”大家走进一个教室

里，我们准备好乐器，乐队

老师和我们排练了一会儿。

很快，表演时间就到了。我

紧紧拉着 Selena的手，走

到比赛的房间。坐下的时

候，我心里很紧张，想着：

“万一没拿到一区怎么办

呢？”乐队老师把手扬起

来，示意大家都准备好。

一...二...三...开始！这

时候，美丽动人的声音忽然

把房间充满，曲调活跃而欢

快，我心里也不再害怕了。

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尽

力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表演完后，我们离开了

房间，跟着老师去吃东西。

我们一边吃，一边等着成绩

公布出来。过了不久，我听

到同学们突然欢呼起来，

“我们拿到了一区！” 

Selena叫道。我也激动地

说不出话来，心里非常开

心。我抬头一看，评判员果

然在黑板上写上我们学校的

名字，旁边还注明了一区！

Selena说得对，下一步就

是等老师发小奖杯了！ 

我去麦基诺岛的暑假 
吕媺轩 Michelle Lu 13 岁 

MLP7杨驰 

去年的暑假，我和妈妈

和弟弟一起开车去密歇根州

的 Mackinac Island（麦基

诺岛）。除了我们三个人，

我们还跟我妈妈的朋友

Rachel阿姨和她的孩子

Ethan和 Andrea同行。 

我们第一天开车七小时

才到 Mackinaw City（麦基

诺城）。我们住在那里的酒

店。那晚上我们去另一个酒

店里的 waterpark。那里有

两个 waterslide。我最喜

欢的是那里的 Lazy River 

（懒惰河）。我们玩得很开

心！ 

第二天我们从马基诺城

坐一条渡轮到马基诺岛。那

里很美丽。岛上有许多房子

和小店。马基诺岛和别的地

方不一样，因为那里看不到

汽车，反而，人们都是骑马

或骑脚踏车。 

从那里眺望，密歇根湖

看起来非常优美。湖水看起

来有不同的层次。靠近岛和

沙的水看起来是黄色的，越

往深就慢慢变成绿色，最后

是深蓝色的，就有点像是彩

虹。 

我们上岛以后就去骑脚

踏车环岛一周。我们骑了差

不多两个小时看着风景。去

麦基诺岛很好玩。我学到了

一些新东西，也做到了我以

前没做过的事情。 

短诗二首 
潘灵珊 Teresa Pan 12 岁 

MLP7 杨驰 
 

太多了 

妈妈说 

要是我吃太多 

我的肚子会炸锅 

要是我吃太少 

我就会昏倒 

昨天我好像吃太少了 

因为我上课时 

不知不觉睡着了 

今天我不会犯一样的错误 

可是呢 

我好像又吃太多了 

因为老师刚说一个笑话 

我的肚子就裂开了 

 

书虫 

我知道要是读书太多 

我会变成一个大书虫 

读着书把街过 

读着书蹲厕所 

读着读着耳朵聋了 

蓝色绿色都成红色 

我腿动不了了 

我脊柱不见了 

膀子的肌肉也废了 

脖子突然没了 

我越来越小了 

皮肤变绿色了 

我抬头一看 

那个东西是个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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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旅游 
孙安琪 Angela Sun 13 岁 

MLP8 吕永巧 

我们是一个很少有旅游

机会的家庭，因为妈妈和爸

爸不停地在医院里工作。有

空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开

着汽车到美国的首都，

washington D.C.去玩。开

车的过程确实是又长又无聊

的，但是一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都忘却了旅途的辛劳，

顿时觉得路上无聊的那些日

子显得非常值得了。 

记得第一次去首都时，

我们路上的晚饭只是一些垃

圾食品和从 Seven Eleven 

买到的点心，害得我们不停

的想念姥姥在家做的饭菜。

妈妈爸爸轮流开了整整三个

夜晚的车—嗨，我都快把包

里带来的两本书念完了。窗

户外的景色虽然很美（风平

浪静，毫无止境的大草

原），除了一两匹牛其他的

并没有特殊而值得注意的现

象。可是当我们半夜三更到

达旅馆的时候，妹妹和我高

兴极了。第四天起床，大家

都打算去总统 Lincoln 的纪

念碑，因为它离我们住的地

方不算远—可能只有半英里

左右吧。纪念碑里面的雕像

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还

要壮丽，而且 Lincoln 脚下

面还有一个大池塘呢！我记

着当时我入迷的看着水里的

小鸭子游来游去。妹妹要拿

着我们带来的食物喂他们，

但是牌子上说禁止喂鸭子。

除了 Lincoln Memorial 之

外，我们也看了美国的白

宫，Capitol Building，和

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这真

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 

不一样的夏天 
龚丽莎 14岁 

MLP8 吕永巧 

今年夏天， 我和我的

家人一起到中国去看亲戚、

旅游、和上学，在那里，我

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让我很

难忘。 

在中国上学的第一天，

校长带我进教室， 我看到

所有的学生都穿着校服，戴

着红领巾，可是只有我一个

人不戴红领巾，不穿白衬

衫。我的脸立刻红了起来，

我想：这怎么办呢？才第一

天在中国上学呢，可是我已

经想回家了，我不是想回老

爷的家，小姨的家，也不是

酒店。我想回的是我自己的

家，在美国的家，可以上英

文学校的家。接下来，老师

给我安排了个座位，可是我

一坐下，我就热得动也不能

动了，教室里没有空调，汗

流在我的脸上，把我的衣服

搞得又咸又湿。这一下我就

更不喜欢这个学校了。可是

我一抬头，我边上的同学就

很热情的欢迎我。因为我的

中文水平没有那么高，刚开

始我一句都听不懂。可是，

后来慢慢的我能一句一句的

回答他们的问题了。当第一

天过去的时候，我已经觉得

这个夏天不会是那么可怕

了，我已经慢慢喜欢这个学

校了！ 

后来，我每天去学校，

每天跟同学交流，我就越来

越喜欢上学。这不是因为我

喜欢学那些课程，是因为学

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

他们还经常送我什么小吃或

圆珠笔之类的。虽然我的中

文不好，不能好好的跟她们

交流，他们还是很有耐心的

陪着我，指导我。我永远也

不会忘记他们的爱心，也永

远不会忘记我在中国渡过的

这个不一样的夏天。 

爱琳━我的好朋友 
刘安妮 13岁                

MLP9 吕永巧 

我的好朋友名叫爱琳，

但是她不会中文，因为她的

爸爸妈妈总是用英文与她沟

通。我和爱琳同样的年龄, 

住在同一个社区，去同一个

学校，同一个年级，而且还

是在同一个班级。我们一起

上学，一起放学，自幼儿园

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我俩不

仅在一起上学读书，而且还

经常在一起玩哩。 

记得今年的暑假，我们

吵着要父母带我们去花旗游

乐场，因为我们在学校参加

读书俱乐部的有奖竞赛活

动，结果我们赢了，学校送

给我们的奖品是每人一张花

旗游乐场的免费入场券，我

们可高兴了。爱琳的妈妈负

责开车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

去。游乐场里面游人可真多

啊，大人小孩，人山人海，

每一个玩的项目排队都要等

上一个小时。我们玩了一个

又一个，最后实在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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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去了水上乐园，换上泳

衣，戴上游泳镜，跳到水

里，可舒服了。在游乐场

里，我们玩了整整一天。 

因为暑假的时间特别

长，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安

排。今年的八月，我们去了

州政府举办的博览会。我爸

爸租了一辆车，一早就带上

我和爱琳几个朋友出门了。

路上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

但是由于我们一路上都在说

说笑笑，所以不知不觉就到

了伊州省会。博览会可热闹

了，各种各样的展览，包括

工业、科技、农牧业的产品

展览交易会。园内布满了无

数的饮食摆摊，还有好几个

大型的舞台和游乐场，唱歌

跳舞的音乐声响切天空，吃

的喝的应有尽有。最精彩的

还是高台跳水表演，围观的

人群，密密麻麻。每当特技

演员站在高高的空中跳水架

的时候，原来吵闹的场面，

突然就安静下来，大家心里

都很紧张，人人都替演员担

心，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圆满

的表演都获得观众的热烈的

掌声。博览会里面真是热闹

非凡，最让大家高兴的是，

很多展览的摊位都有免费的

小礼物派送，仅仅是这些礼

物我们就装了一大袋。我们

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

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完完整整

地走了一遍。离开博览会之

后，我们都饿了，于是去了

附近的一个大型的自助餐馆

吃晚餐。因为实在是太累

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

在车上睡着了。 

每年的秋天，美国中部

地区秋高气爽，正是苹果成

熟的季节。今年的十月中，

我和爱琳去了密歇根州摘苹

果。那天天气特别好，我爸

爸带我们去，车绕着密歇根

湖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就

用了两个多小时，我和爱琳

整个旅程都在聊天或玩电脑

游戏。我们从密歇根湖西边

伊利诺州的芝加哥跑到了湖

东的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

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密歇根红

苹果，那里的苹果又大又

红，吃起来又甜又脆。差不

多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目

的地 ━ 仙鹤苹果园。果园

里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苹

果, 诸如 Gala, Empire, 

Golden Delicious, Rome, 

Fuji, Jonathan, Golden 

Supreme, Honey Crisp, 

Red Delicious等等。因为

果园很大，所以果园里有专

用的小型机车把摘苹果的人

们送到各个不同的园地。我

们一下车就要了一份果园的

介绍和地图，找到我们所喜

欢的品种，就开始摘那又大

又甜的密歇根红苹果。我们

专挑大的来摘，没多久就装

满了一大袋，沉甸甸提都提

不起来，幸亏有机车载送，

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我

和爱琳还拍了很多照片，每

当看到这些照片，就想起我

们在一起摘苹果的快乐情

景。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也

是我们一起玩的项目之一。

今年的万圣节，天气特别

冷，刮风又下雨，到了傍晚

天气好转了，我和爱琳与几

个要好的、同班的男女同学

就约好挨家挨户要糖去。出

发之前，我们先在脸上化

妆，戴上面具，穿上那些古

灵精怪的服装。天刚黑，我

们每人手上拿着一个小桶就

上路了。妈妈不放心，就跟

随在我们的后面，负责看管

我们的安全，特别提醒我们

过马路要小心。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冻得发抖，但由于大

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一

会儿就浑身热起来，也就不

觉得太冷了。这次我们选择

了两个大的住宅区，上门挨

家挨户地要糖。开门的每户

人家都很大方友好，给我们

这些小精灵和小鬼怪很多很

多的糖，有的还送我们最喜

欢吃的巧克力大苹果。还不

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满载而

归，每一个人的小桶都装满

了各种各样的糖果，饼干和

巧克力，心里可高兴了。 

一说起我们在一起玩的

快乐日子就没完没了。转

眼，我们现在已经是八年级

的学生了，我俩计划一起去

同一个高中，念完高中就去

同一个大学。我和爱琳从小

一起长大，一直都是好朋

友，我们希望，以后永远都

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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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 Classes Academic Year 2014-2015 

List of winner students on the Math Olympiads Contents (Division M) MOEMS® 
2014-2015 
 

Teacher: Ming Kang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Math Olympiads 5 Amy Cheng Charleston Wang Angelica She 
Math Olympiads 6 
+ MATHCOUNTS 

Kayla Huang Jason Yuan Alice Hu 

 
 

 

Math Classes Spring 2015 
 

List of top three students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Math Olympiads 4 Joseph Hu Richard Chen Hayden Fountain 
Math Olympiads 5 Angelica She Amy Cheng Charleston Wang 

Math Olympiads 6 
+ MATHCOUNTS 

Alice Hu &  
Adrain Calinescu 

Jason Yuan & 
Kayla Huang 

Songyu Ye & 
Grace Yu & 
Yida 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