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作文 Graduation Essays

兴没有浪费星期天学中文的时间。“自主学习”
（Independent Study） 帮我拿到了中文和 AP 中文的学
分。AP 中文班对我特别有帮助。我们有位很了不起的老
师，她不仅教我们中文，而且教我们中国的文化、习俗和
地理。因为 AP 中文班学生少，学生们能够与老师建立很
好的关系。这种有趣和相互支持的学习氛围，增加了我对
中文的学习兴趣。我通过了 AP 考试并获得 AP 中文学
分，这些都有助于我的大学申请。除了 AP 课程，我也在
学习 IB 中文。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中文，帮助我减轻了 IB
考试的压力和通过 IB 语言测试。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应届毕业生: 喻清, 指导教师: 胡友平

我从六岁开始学中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文学校
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刚开始的时候我愿意学习中文，因
为我爸爸妈妈怕我以后不能和在中国的亲戚，特别是我奶
奶交流。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学中文，因为我不愿意
做中文作业。可是自从妈妈让我参加中国舞蹈班后，我又
喜欢了。我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喜欢穿着漂亮的舞
蹈服装在台上表演。我对自己传承的中国文化感到骄傲。
我有一次还穿着旗袍参加了学校的拍照日活动，因为我觉
得旗袍是世界上最美、最酷的服装。从此我喜欢上了中文
学校。

这几年，我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学生会负责组织年度
科州龙舟赛。划龙船一直是夏天我最喜欢和愿意参加的活
动之一。要成功地赢得龙舟赛，团队队员必须同步，动作
一致。参加龙舟赛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亚洲文化，结识
新的朋友，同时还学习了一项新的运动，培养了大家的团
队精神。学生会也帮助学校组织圣诞和新年庆祝活动。这
些庆祝活动一直是我假日期间非常期待的。这些活动为孩
子和家长们提供了优美的音乐、舞蹈节目和好吃的食物，
看见圣诞老人或得到红包令大家非常激动。学校最近几年
在 Highlands Ranch 活动中心精彩的中国新年演出，真
正突出了中国文化包括传统中国舞蹈、溜溜球和武术，所
有这些都是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文化课。

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中文学校
的活动，比如学生会的竞选，龙舟賽，还有学校的多个其
它活动。中文学校成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
通过教授中文把我和中国文化连接起来，而且更是一个中
国文化的社区，让我真实地体验中国文化。

学校通过向我灌输志愿者和义工的理念，帮助我成为
一名更好的公民。学校组织的定期探访养老院的志愿者活
动给了我很好的敎育。

长城中文学校不仅让我丰富了中文知识，而且对我申
请大学也很有帮助。在中文学校的很多经历让我的大学申
请看上去与众不同。对我来说，在长城中文学校的学习过
程是个很全面的经历。我不仅学习了中文，也培养了领导
才干和社区服务的技能，也让我有机会把我学到的中国文
化和其它人分享。

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的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和教师，积累了许多好经验，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学生和
公民。在学校我还学会了很多技能，例如团队合作、沟
通、有热情。这些都将使我受益一生。

不管我曾经多么地抱怨过去中文学校上学和做中文作
业，我内心对长城中文学校充满感激。因为学习了中文，
了解了中国文化，我的职业前途变得更加广阔。在长城中
文学校，我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并学到了在别的地方难以
学到的技能。最后让我说，感谢长城中文学校。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应届毕业生: 刘夏欢, 指导教师: 胡友平

我还记得第一年上中文课时的情形。那时候我还小，
才六、七岁，既不会写，又不会读。经过十年的努力学
习，我的中文有了极大的进步，而且认识到学中文不光可
以学语言，也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我在公立学校里没办法学中文，所以长城中文学校对
我来说就像一座文化桥梁,为我把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连
接了起来。这十年来，虽然我星期一到五在美国学校只上
必修的课程如化学，数学等，我每星期天的中文学校让我
在美国还能学到中国文化。星期天是我了解中国文化和提
高中文水平的关键日子。

应届毕业生: 周若琪, 指导教师: 胡友平

从 2006 年我们一家搬到丹佛以后，我就一直在长城
中文学校(GWCA)学中文。学校张开她的双臂，把我迎进了
一个友好温暖的社区。在学校，我不但学习了中文和中国
文化，而且也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和学生。

虽然中文学的课程没有公立学校的快，但我觉得中文
课程跟其它课程一样重要。美国的学生都要学美国文化和
历史。那么，作为华裔，我也理所当然地要学中国文化。
在中文学校学到的东西让我懂得了“中国人”这个词的含
意。我学到了中国的古代文化，比如说三国和唐朝。我还
读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古诗，比如说李白，杜甫写的诗。最
近，我还学了中国的现代文化。通过学习，了解到中国学
生上学的环境和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在美国学
校学不到的。

中文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可是既有爱心，又有耐心
的老师们给与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我不会读或写一个汉字
时，他们从来没有嘲笑过我，总是热情地帮我学好那个
字。在长城中文学校受到的教育不仅提高了我的语言能
力，也让我在英语学校的学习中获益匪浅。
我感到学校的领导团队一直以学生的最佳利益为中
心，总是想尽方法来帮助他们的学生。学校的“自主学习
机会”（Independent Study Opportunity）对我提高在
学校的学习成绩（GPA）和申请大学都很有帮助。我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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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文对我帮助很大。去了中国后才明白学中文对
我是多有用。三年前在中国时，我能跟那里的人交流。不
像很多从美国回去不懂中文的华人孩子，我可以自由自在
地在那里生活。在南京时，感觉就像在美国的家里一样。
我能自己上市场买菜，逛街和买早饭。我跟街上的商人讲
价，还跟出租车师傅聊天。学会一个语言是一件事，但能
够用学到的语言在各魔神的社会生活是个完全不同的事。
这种经历更加激励我继续学中文的积极性，因为我很想再
回中国。

小就认识的，小的时候也去过他们的家，吃过他们的饭，
玩过他们的游戏。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程少梅继续说：“你们要来的话，跟我说一声就好
了。很棒，孩子们，你们做的都很好！”在中文学校，学
生、老师和家长都认识程少梅。学生经常能在楼道里或教
室里听到她的熟悉、温暖的声音。“这是发给每个学生的
钥匙链，奖励大家这学期很努力，”或者“这是你们新来
的同学，先听听老师讲的课，看看合适不合适。”学校的
活动，人际间的关系，大家的幸福，永远都是围绕着程少
梅的。

马上要高中毕业了，我开始计划今后的生活和工作。
随着中国的发展，我感到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能熟练
掌握中文，我不但可以在美国找工作，还能在中国找到工
作，而且还能一边工作一边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现在很多
大公司像 JP Morgan 等都想开发中国市场，同时懂中文
和英文将给我带来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

又一次，她对学生说：“我儿子跟你们一样大的时
候，也特别不想上中文课，觉得学中文没意思。我也只好
像你们的家长一样逼着他来中文学校。但是他慢慢地开始
听中文音乐了，自己主动查歌词了，也就慢慢开始喜欢中
文了。我相信你们以后也会认识到中文的好处的。”

我要感谢父母一直督促我上中文学校。虽然有时候我
不情愿，在他们的坚持下不得不去，我现在才明白那都是
对我好。总而言之，上中文学校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些
帮助包括从学语言，文化，到工作机会。这些年在中文学
校所花的时间非常值得。如果能重新来的话，我会更加珍
惜上中文学校的机会。

我在这里上了九年的中文课，最近几年也开始喜欢学
中文了。但是每个星期天来中文学校并不只是上课。我每
次走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每次下了课以后
就领一份中美时报拿回家，每次跟孔雀和赵媛媛一起教小
孩子们叠纸就像跟姐妹一起说笑似的。长城中文学校，对
我来说，不只是每个周末上的课，它是我从小跟着长大的
社区、朋友和家外的家。
学生一个个跟着家长回家了。临走时，孔雀用手指捅
捅我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明年到底会不会来
呀？”

作文比赛文章 Contest Essays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一组一等奖)

我笑着说，“那当然了，你还用问吗？”

C12 班学生: 李瑶, 指导教师: 胡友平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你说，你明年不就上高四了吗？你还会来我们这里
吗？”

(一组一等奖)

C12 班学生: 徐蕊, 指导教师: 胡友平

“我……”
长城中文学校，简单的来说，是一个为生活在美国的
孩子提供学习中文的学校。它每个星期天教学生学习基本
的中文知识，包括从小学到高中各年级的课程。我们这一
片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机构，因而从表面上看，长城中文
学校已经不算特殊的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上长城中文学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跟所有别的中文学校，都不一
样。我学中文已经学了八年了。我从小就会说中文，但是
我到了四年级以后才真正地开始学习中文的读和写。刚开
始的时候，我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教会组织的中文学校
学中文，那时我学得非常快，不久就赶上高年级的同学
了。但是搬到这儿我上七年级以后，我才意识到“学”中
文和真正地“懂”中文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快来，快来，你看，我做对了没有，快一点！”一
个孩子向我们喊。
“好了，等一下，我这就来看，不要着急！”看着孔
雀跑过去，我偷偷地跟赵媛媛笑一笑。小孩子们都实在是
太可爱了。
“真棒，还有五分钟就结束，大家开始收拾东西
了！”
……
我已经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了九年的中文课了。我们２
０１０年搬家搬到别的学区时候都没有换学校。回头一
看，可以说我现在的中文是一点一点在教室里学的，不同
的老师教的。要说我和长城中文学校，我可以讲上课的经
验，老师的水平，学中文的困难。但是我知道那些只是故
事的一个部分。

长城中文学校不仅教了我怎么读书和写字，也让我更
多地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使我
对中文产生了兴趣。上长城中文学校以前，我从来都没有
真正地欣赏过中文的博大精深。这个看起来比较普通的中
文教学机构，让我慢慢地意识到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发现
作为一个中国人有多么自豪。中文真的是自己的根文化，
多亏长城中文学校帮助我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

“大家好，下星期六我们组织的春节表演，有谁愿意
来帮忙吗？” 程少梅问大家。其实有空的中学生每年都
去，帮着看桌子，领着小同学上台表演。跟美国学校来
比，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多，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学上来
的，学生之间的联系很强。我最好的朋友和同学是我很从

今年我十七岁了，上高中三年级。虽然学校里的功
课很紧张，我还是尽量每个星期坚持到长城中文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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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未来的我

中文。我觉得我们班现在的老师，就是在传授这种中国的
根文化。他的课已经不仅仅是愣背单字和学语法了，我们
现在每一课都在学习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和古老的中
华文明。

(一组二等奖)

C11 班学生: 刘修岩, 指导教师: 叶云飞

未来的刘修岩，你好！

现在，我已经是高三学生，有关中文的考试都已考
完，不再有应试压力了。对我来说学中文纯粹是为了兴
趣，我想更多地了解我自己的文化。所以在我看来，我现
在才是真正地开始“学”中文。

你若收到这封信，那你肯定还是住在科罗拉多。我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一封信，是二十多年前我写给你的。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用来帮助你回忆你小时候的梦想，看
看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过着我 16 岁时想要的生活。

长城中文学校对我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作
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避免文
化脱节。而长城中文学校，成了我联系中国文化的纽带。
这激励着我将来也要给我自己的孩子类似的积极体验。

你是否记得 16 岁时，我正在 Smoky Hill High
School 上高中。过两年就要上大学了。可是到现在为
止，还不知道要上哪一个大学才好。而且每天都要练习游
泳，学校功课也很累。16 岁的我，梦想是将来做一个医
生。而且我还想自己创建一家公司，做这家公司的 CEO.

总的来说长城中文学校不仅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它为所有 Highlands Ranch 的中国人提供了一
个能在一起交流、让孩子们有机会学习和继承中国文化的
场所。它根据学生和家庭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文
教学风格。可以这么说，长城中文学校已经成为一个学
生、家长、老师进行中文教学、中国文化交流的中心。

写给未来的我

也许我现在的梦想有可能不会实现，可是我依然很想
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如何？你还在游泳吗？游泳是一项非常
好的运动，能帮你保持健康。你最终去了哪一个大学呢？
我认为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现在我天天都在想我能上哪一
所学校。我的最后有两个问题，你现在实现了我当年的梦
想了吗？你现在生活的快乐吗？如果你没有实现我 16 岁
的梦想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具有它的
意义。但是我想提醒你：永远不要放弃梦想！无论你变成
怎样。还有不管你现在生活如何，保持自己的快乐还是最
重要的！

(一组二等奖)

C11 班学生: 杨高劼, 指导教师: 叶云飞

高劼, 你好！
现在的刘修岩。
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是多大年纪了？你现在工作怎
样？生活如何？加入美国国籍了吗？会是一个名人了吗？
希望你坐在摇椅上读着这封信，回忆年少的我。

我所知道的中国

小高劫在日本出生，美国长大，又生活在地地道道
的中国家庭，你从小就喜欢交朋友，朋友是你生活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你还记得你在读中学的时候，回中国探亲
的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吗？就是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小吃，每
次回国前都说要保养好肚子，回到中国可以多多地吃好吃
的，尤其是肉串。还有各种点心，因为老舅开了一家食品
加工厂，有三十多种点心。每次回去还帮忙做蛋糕，不过
也不少吃啊。

(一组一等奖)

C9 班学生: 范慧玲, 指导教师: 张贵春
世界上有近两百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非常丰富
的历史值得我来学习。可是我觉得中国历史是最值得我来
学习的，因为我的妈妈出生在台湾，所以我要好好来学
习，珍惜这个国家。去年，我参加了中国历史文化班，学
习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这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我
不仅了解了一些历史文化,而且更明白了中国节日的习
俗。因为我有兴趣学习中国，所以妈妈的同事还送我一本
关于中国地理和中国名胜古迹的书。

对啦，你现在是在中国工作还是在美国工作呢？你
当律师了吗？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律师，你实现
了这个梦想了吗？如果梦想实现了，律师生活有趣吗？如
果没有实现，现在你在做什么工作？结婚了么？如果结婚
了，你的妻子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有孩子吗？你和你的
孩子说中文还是英文？你的中文说得还好吗？你现在还依
然喜欢看中国的武打电影吗？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你是
不是和从前一样，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欢庆呢？现在你经
常去看你的家人和父母吗？你还是不是和你的哥哥在同一
个州住？在这个时候，你们还亲不亲，玩不玩，闹不闹？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跨越十五个朝代。我觉得最有
趣的是商朝的贪心帝辛建的酒池肉林。别的朝代也非常有
意义像商朝开始用铜贝作钱。周朝有四个主要的思想：儒
家，道家，墨家和法家。这些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依然具有
很深的影响。从天空看得到的万里长城是从秦朝开始建了
几百年才完成的。汉朝的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最长的贸易路
线。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和造
纸，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有很大的贡献 。
关于中国地理，我的外婆曾经跟我说过，中国的地图
本来看起来像一片枫叶，日本看起来像桑蚕，这桑蚕想吃
枫叶。后来,中国把蒙古分走以后看起来不再像枫叶了，
而像是一只鸡来吓桑蚕。中国的两大河流有北方的黄河和
南方的扬子江。扬子江是亚洲最长的河所以也称为长江。
中国人的祖先就是在黄河边生活的，所以黄河也是中国人

唉！现在的我真想知道，你去的是哪一个大学，那个
大学好吗？另外我忘问了，当有人问你：你是哪国人？你
的回答是什么？我希望你还能说你是中国人。
现在的我：杨高劼
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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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河。但是黄河流域经常遭遇水患，后来也成为中国人
的悲哀。

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中国的文化扩展到很多
方面，比如中国文学、艺术体育、和工艺美术及。中国围
文化和遗产。不管什么季节，每个人都应该去中国体验它
的文化。也许在暑假, 带你的朋友和家人去中国体验伟大
的文化和遗产。

今天的中国，风景秀丽。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过，但有
在书中欣赏到了西安的兵马俑，扬州的瘦西湖, 和杭州的
金牛湖，即今天的西湖.我很希望将来暑假会有机会到中
国看到这些著名的地标。
一年又一年，我学懂了更多的中国知识，可是我觉得
我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所以我会更加努
力，认真的学习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

在中国过暑假

我的中国之行

(一组二等奖)

C9 班学生: 钟家怡, 指导教师: 张贵春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有五十六
个大小民族。 这五十六个民族并不完全一样。 每一个民
族都很独特和特别。 我每一次回中国，我都想体验所有
的民族的生活 和学习他们的文化。 2011 年， 我和家人
一起回中国。让我有机会了解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不
同的文化。那一次，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珠海，北京，
云南几个城市，和最重要的城市-南宁。

(一组二等奖)

C9 班学生: 钟婷怡, 指导教师: 张贵春
为什么中国是个那么迷人的国家? 这是因为中国的文
化是非常独特的。从中国的食品到它的名胜古迹，中国提
供一个范围广泛的文化和传统。

我有很多亲戚住在南宁。南宁 是一个非常多民族地
方。他们的人，食品，和文化都不一样。 我非常喜欢南
宁的菜。我每一次去都会吃他们那儿很有名的棕子和米
粉。我最喜欢南宁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城市。
我去南宁的时候，我们去了猴子山。那里是个非常好玩和
安静的地方。猴子山的猴子好可爱有顽皮。他会跟客人玩
耍抢客人的东西。所以你去之前要备足够的食物给猴子，
否责猴子会翻你的包还有相机并挂在树上。

谁不喜欢中国食品?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有些
食物特别有名。北京的烤鸭就是一个典型。北京烤鸭的肉
烤成嫩嫩的, 皮烤成脆脆的。人人都喜欢吃这特殊的菜。
北京烤鸭就是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菜! 中国有些其他的食品
我也特别喜欢。去年，我和家人去中国旅行。我家人在上
海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茶馆吃午饭。那个茶馆很好玩! 他
们用的茶壶有长长的壸嘴--壶嘴比服务员的手臂长得多!
服务员站在离我们的餐桌一米以外的距离给我们倒茶。多
迷人啊! 那茶馆也有好玩的点心。茶馆做的这些点心叫龙
包汤袋。里面，厨师放着很香的汤，像一袋汤。接着，厨
师会放吸管在个小口里，让人们喝包子里面的汤。真可爱!
因此，很多人喜欢来这里吃饭和喝茶，所以这个餐馆通常
比较拥挤。这两个菜只是一小部分的中国烹饪法。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文化丰富和极具现代
化的城市。北京也有许多历史景点，像长城和天安门。我
跟我家人登上了长城。我们也学了好多历史，去参观故宫
和天安门。北京的食品和南方的食品很不一样。 北京人
更喜欢吃面食而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要是你去北京游
览，你必须要吃北京烤鸭。北京有许多烤鸭店。

除了食品，人们也喜欢看中国的名胜古迹，像中国
长城。中国长城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古建筑。有
8851.8 公里的长，长城跨越十个省。中国长城也是世界
上最长的结构。我记得站在长城上，想着我怎么走的了那
么长的路。北京的宫廷建筑也很有名。宫廷建筑是中国最
美丽的建筑结构之一。宫廷建筑的建筑物有大坡屋顶由金
色的瓷砖、巨大的红色木雕支柱、视窗和门及一个大白色
的大理石㡳座。它们真是很雄伟。中国的园林建筑也是很
漂亮。中国古典园林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物。这些中国
园艺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它们强调创建一个自然的感觉。
它们的怪诞峰、奇怪的岩石分组、流动的水、平静的湖、
花和植物创建了很自然的感觉。中国古典园林的美观的特
点吸引大多游客，正如中国其他的名胜古迹一样。

中国的高原非常漂亮。我们去云南的香格里拉游览中
国壮丽的高原。当你来到美丽的云南高原，你会看到大片
肥沃的草地和成群的马在奔跑。还有种有青稞的小农场。
这好像是一幅美丽的高原风景画。除了香格里拉，云南还
有很多风景名胜如丽江，大理，和西双版纳都是著名的少
数民族游览胜地。我喜欢极了。除了这美丽的风光，还有
很多著名的云南小吃。比如过桥米线，云南八大碗等等...
我们游玩国内的一些景点之后，还去了著名的国际大
都会香港。香港不仅是著名的现代化城市，也是著名的购
物天堂。我们去步行街买了好多物美价廉的东西。我们乘
坐缆车登上了山顶， 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夜景尽收眼底。
我们从香港满载而归后，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
海。购物是我最大的喜好。所以到上海的第二天早上，我
们先去了上海最有名的南京路逛街。到了中午我们去逛城
皇庙， 尝到了上海著名的小吃-小笼包。晚上，终于登上
了我梦想的东方明珠塔。我们坐在塔上的旋转餐厅里，一
边享受着美味佳肴，一边欣赏上海的全景。东方明珠塔就
像一颗崔灿的明珠镶嵌在黄浦江畔。

节日或者庆祝活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部分。中国有
好多节日：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诸如此类。一个我
特别喜欢的节日是中秋节。在这个节日里，家庭成员团
聚，高兴地庆祝他们的家庭团聚。人们也欣赏月亮和吃月
饼。我就是最喜欢吃月饼过中秋节的时候。但是，中国最
热闹的节日是春节。春节也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期
间，人们都喜欢去庙会看舞龙灯和舞狮、做些手工品、和
吃点当地的小吃。人们吃饺子而小孩子们喜欢玩爆竹。中
国的春节真是一个欢乐的庆典! 中国的每个节日庆祝中国
文化相关的。

这次中国之行，让我收获不少，了解了许多中国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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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暑假

他们的商品，如鸡蛋, 小白兔, 和巧克力等。小朋友们都
(一组二等奖)

C9 班学生: 潘虞辰, 指导教师: 张贵春

渴望地等待去参加捡蛋的活动。
今年的复活节，我参加了大陆团契的查经会。在查经

我和我的爸爸去中国福州休假，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看我爸爸的家人。这个假期很特殊，因为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的堂姐，我的堂姐的名字叫潘殷。

会上，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更好地体验复活节。今
年的复活节天气真好，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我们青年组
给儿童组组织了一个捡蛋活动。

每一天，我和我的奶奶去看以前和爸爸在一起上学的
朋友。有时候我爸爸的朋友会带我们出去吃饭或者一边散
步一边聊天。

附近的公园有一片绿绿的草地，地上有不少树叶。旁
边有几棵大树。我们把鸡蛋藏在树叶里，也在树枝上藏了
鸡蛋。还有一个很高的篱笆。我妹妹和另外一个男孩儿勇

中国的科技不如美国的科技先进，因为美国已经发明
了很多新的品牌的电脑，而且大部分的美国小孩有电子游
戏机比如说 Xbox, Wii, 和 PlayStation。 中国小孩没有时
候玩电子游戏机，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学习上，
就没有时间玩了。

敢的爬上去了，放了几个鸡蛋在最上面。一会儿，小孩们
都来了。有几个带着好可爱的带兔子耳朵的帽子，他们拎
着篮子，准备捡蛋。
“一， 二， 三， 开始!” 我宣布。小孩子们高高

中国的污染和环境保护很糟糕，很多人吃完了食物以
后 就把食物包装扔在地上。所有工厂的烟囱和汽车的排
气管也产生不少污染。

兴兴地跑着去找蛋了。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我们的
帮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所有的蛋。每个小孩的篮子里都
充满了五彩的鸡蛋。

我只要坐车就会头晕因为中国人开车钻来钻去的，而
且中国的马路永远堵车，他们要钻空子才能开得更快。中
国的车也没有安全带，只有司机的座位才有。我一坐在车
里，就会觉得很不安全，不像美国，车里的每一个座位都
有安全带。

捡完蛋了，我们就回到教室里去上课。老师给我们看
一个关于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片子。最后，她送给我们
每人一个很有趣的饼干。饼干是空心的，像一个洞穴或耶
稣之墓。又好吃，又有意义。
今年的复活节就愉快的结束了。我们又开始等待下一

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觉得中国菜很好吃。美国饭很快
就可以做完，不像中国菜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准备。中国人
什么都敢吃，有些中国人敢吃动物的肝脏，炒各种虫子和
蛐蛐。 中国人还吃各种各样的海鲜，比如螃蟹和龙虾。

个复活节的到来。

我所喜欢的中国文化

(二组一等奖)

中国人一般不信教，百分之八十的人不信教，不到百
分之二十的人信基督教和佛教。中国人除了饮食和宗教以
外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赛龙舟，赛龙舟是一种水上比
赛，比哪一条船划得快。工匠把船刻得像龙一样。老年人
也有活动能做例如打太极拳。太极是帮助你的找平衡。
悠悠和赛马什么年龄都有。

C7 班学生: 范英杰 指导教师: 王亮

我跟我的爸爸去的地方包括庙，科学博物馆，和花
园。我们去了庙因为要学佛教怎么信佛。 我们还去了科
学博物馆，学到了一点儿物理和化学。博物馆里还有各种
各样的试验。我的爸爸带我去了厦门。在厦门我爸爸见了
一个他以前上学的好朋友。从厦门，我们坐了渡轮去鼓浪
屿。鼓浪屿的空气很好因为在那个岛上，不允许开车。在
那个岛上，你就会闻到各种的美食。有的美食是用新鲜的
水果榨成汁喝, 有不同的海鲜, 肉和菜。

我知道中国的十五个朝代有唐，虞，夏，商，周，
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和中。黄老师说
了很多故事给我们听。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商朝的贪心帝
辛建的酒池肉林和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
印刷术和造纸。我也学了中国的地理，了解了中国最长的
河是长江可是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开始的。

去年，我在康涅狄格州参加了中国历史文化班。第一
天上课，黄老师就要我们把中国的十五个朝代都要背起
来。黄老师说背好才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大家听了都回家
认真的学好这十五个朝代。

我最喜欢学中国食物和节日因为我爱吃中国料理。我
不是喜欢美国式的中国自助餐。我喜欢真正的中国料理，
可是真正的中国料理要做很多的准备，材料在美国又不好
找，所以我很少吃得到。中国食品不只好吃，也在文化上
很有意思。例如，中秋节一到，我就想吃月饼。我最喜欢
的是莲蓉月饼。月饼在美国是不容易买得到的，也不便
宜。妈妈和我在网上看了做月饼的影片。我学会了做月
饼，也做了红豆月饼带给我美国学校的同学品尝。

我 2012 年跟我的爸爸去中国很好玩儿。不但我学了
好多新的知识关于中国历史和地方，而且还交新朋友了。

复活节

(二组一等奖)

C6 班学生: 刘亦楠 指导教师: 吴瑞红
复活节原本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日。现在，人们
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节日。商家们也趁这个机会大力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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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节日，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农历新年。可是农历新
年在美国不是假日，学校没有休息。我希望可以在台湾过
农历新年因为在台湾，学校放假一整个月。

我在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家人同意我去领养一只狗。
一天我哥哥和我一起去了狗的领养处，看到各种各样的
狗。有小的，大的，狂吠的，平静的，长毛的，短毛的，
任你想象。遗憾的是，我当时并不知道狗之间的差异，对
我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选哪一只对我合适。幸
运的是我哥哥在旁边，是他带我去的。几分钟后，我哥哥
看我总是盯着一只狗看，就将那只狗的编号填写在单子
上，带我走到前台，将单子交给服务员。可是在我们前面
排有很多人，我们大约要等上两个小时。那时我还很小，
对什么都很好奇，我对哥哥讲，我还想看那只狗。哥哥那
天出奇地耐心，他带我回到他列在单子上的那只狗的房
间，这只狗我透过玻璃窗看了又看，我非常开心，将时间
都忘掉了，甚至服务员在喇叭里叫我们去都没有听到。因
为我们不能直接进狗的房间，服务员要将狗带到会客室让
狗和我们见面。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可以和那只狗见面
了，这狗非常安静，不喊叫，约三十二磅，黑色的毛，很
好看。它使劲地闻我，它窥视我半天之后，卧在我的腿
上，待了几分钟就睡着了。看来我们很有缘分，我和哥哥
决定领养它。这只狗名叫布克曼，当时它已六岁了，服务
员告诉我们它是赫斯基的混种。

我喜欢农历新年还因为我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也会收
到很多的红包。我们过年一般吃得到面条，饺子，鱼，和
年糕。去年除夕， 因为我们有欧洲客人想吃美式牛排，
所以我连除夕的年夜饭也没吃到中国餐，只好再等一年来
吃中国的年夜饭了。

我的宠物

(二组二等奖)

C7 班学生: 韩嘉禾, 指导教师: 王亮
要说到最喜欢的东西，对我来说，肯定是我的狗，
Mocha. Mocha 是我２０１２年圣诞节爸爸给我的礼物。
它的耳朵如丝布做成的，很舒服。它的眼睛就像闪亮的巧
克力，比太阳还要亮。因为我家很少给 Mocha 吃狗的零
食，它所以很健康，鼻子也就是湿的。它的嘴唇是黑色
的，胃口比大象还大。我的狗的脖子有很多层皮，可能是
因为它的品种。（Mocha 不是纯种的。）如果你站在一个
椅子上往下看 Mocha 的身体，你就会觉得它像一个大花
生。当它在我家的地板上走路是，它的爪子在地板上滴滴

我们办好了一切手续，布克曼非常高兴地跟我们回家
了。它似乎知道它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有主人，有住
所，有爱，有一个温暖的家。

答答的，好像在下雨。我的狗虽然不吠，但是它的尾巴总
是在摇（表示它很开心）。它算是蛮小的。
Mocha 也蛮聪明，当我妈妈发脾气是，它就知道要躲
到我的床下。它最爱吃人的食物。自从它断定我妈妈是做
饭的那个，我妈妈就是它家里最喜欢的人了。不知道为什

我最喜欢的动物

么我的狗总是对它不认识的人和狗吠。但是它非常喜欢出

C7 班学生: 李南宏, 指导教师: 王亮

去散步。出去的时候，大概每十米它都会小便一下，及时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狗， 因为它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
友，它们既可爱又很好玩。我没有我自己的狗，但每当我
遇到一条狗，我愿意跟它玩。

没有尿也会翘起它的后退。Mocha 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悄
悄地跑近我的房间，偷走一个毛茸动物然后就放到它的窝
里。它也不喜欢捡我丢出去的东西。Mocha 的窝很舒服，

根据狗的不同类型，它们也许喜欢或不喜欢跑，有的
跑得像车一样快。有些类型是非常充满活力的，吵闹的，
喜欢与人和其它狗玩，而有些则是安静的，平静的，不是
很活跃。我喜欢精力充沛的狗，因为它们好玩，它们也总
是渴望和你一起玩。我以前见过许多类型的狗。有时候，
我会遇到狗狂叫着奔向我，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狗，因为他
们不像其它的狗一样好玩。我也遇到过奔向我并开始舔我
的狗，我喜欢这种狗，因为它们很好玩，也对我很友好。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品种的狗。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狗有
不同的皮肤颜色，大小和形状。有些狗是深色的，有些是
浅色如白色或金色。狗不能吃某些食物，比如我们吃的巧
克力和洋葱等。狗不能识别许多人工颜色，但他们有更好
的听觉和嗅觉。狗不仅是宠物，它们能被用于狩猎，工
作，守卫，和其它工作。

所以在天气暖和时，它喜欢在它的窝里晒太阳。
我的狗也许在有的人眼里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狗，但是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家成员 - 布克曼

(二组二等奖)

(二组二等奖)

C7 班学生: 赵康辰, 指导教师: 王亮
我喜欢各种动物。但我最喜欢的是狗。我喜欢狗胜过
喜欢猫，这是因为狗充满活力。它有特别的感觉，总会使
你振作。当我不开心的时候，看到狗用大眼睛瞪着我,我
就会将烦恼撇在脑后。
我小的时候，喜欢跟舅舅家的狗玩。每天晚上，我和
舅舅一起去遛狗。舅舅总是说，我到他家不是为了去看
他，而是去看望他的狗。我舅舅还说我对待狗就像对待我
的小兄弟一般。

如果我将来有我自己的狗，我会要一个“Golden
Retriever”，因为他们很可爱，俏皮，能长成又大又强
壮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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