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语世界 
第七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本期学生习作：七年级马立平专刊(二）指导老师：黄岳  

娱乐推荐和菜谱:雷瀚  采访张彦睿同学: 肖明俊  
 

 

我暑假最难忘记的事 

李大平 

 
 

我暑假最难忘记的事是发生在我十一

岁的生日的那天。我和安安穿过外面的热

空气跑进凉凉的厨房。等在那里是我们的

姐姐。她打开她的电脑，给我们说：“今

天我们要去看一场棒球比赛！”。我们猜

到姐姐在给我们准备一个意外的惊喜。但

是，我们没想到会是一场棒球比赛！我和

安安兴高彩烈得给姐姐一个拥抱。 

到 Citified棒球比赛场时，天边挂满

了五颜六色的晚霞，太阳已经下去了。一

段时间以后，纽约大都会对亚利桑那响尾

蛇棒球赛开始了。我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

第二次看棒球比赛。在第一个 inning的时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吴奕康 

 

你坐过豪华游轮吗？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条豪华游轮到底是多么

漂亮。这一次坐豪华游轮是 2012 年十一月

十六日。我，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徐翰扬

家，和曹仁皓家一起登上了 Norwegian Gem 

号豪华游轮。上游轮的地点是纽约市 88号

船站。我们的船已经停在那里了。一看上

去，我忍不住“哇!” 的大叫一声。因为，

这艘豪华游轮实在是太大了！这一条船长

965英尺，重 93530吨，还能坐 2394 个人！

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大的豪华游轮。进了上

船的大门后，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

的场景。船里面的大厅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

一个地方！大厅的房顶是完全用钴石灯做

的，使整个大厅闪闪发亮。大厅里面有 50

多个粉色的软沙发，可以一次坐 150个人。

大厅的右方有一个两层楼高的一个屏幕，可

以看电影，电视，和玩电子游戏。在大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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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响尾蛇得了一分。我听到很多听众

说：“Boo！Boo！”。纽约的观众都很不

高兴。 

在第七个 inning，响尾蛇队赢了两

分。大都会队看起来很累。我们都以为会

输了。但是，在第九个 inning（最后的

inning），我们的大都会终于赢了两个

分。我们平局了！每个人都跳起来了。我

们太高兴了！ 

最后，大都会赢了！我们玩得开心，

高高兴兴得回家。在家里，妈妈爸爸准备

了一个生日派对。他们给我的礼物是一台

电脑！我不会忘记这个生日，因为我们大

都会赢了这场棒球赛。我还收到了一个特

别喜欢的电脑。 

 

暑假最开心的一件事 

李大安    
                      

 
       

 

今年暑假，我和大平又去了红公牛

（Redbull）足球夏令营。这是我们最喜欢

的夏令营。 

我们在一个很大的私立学校里住五

天。每天打七个小时球。踢完球，我满头

大汗，衣服粘在身上。我觉得好像在一个

沙漠上。虽然很累，但是我学到了很多足

球技术。我们 Briarcliff 有四个朋友去了

这个夏令营。我们白天一起踢球，晚上也

可以一起玩游戏。我们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是今年暑假最好玩的一件

事。我明年一定还去这个夏令营。 

 

 

 

左边是轮船的问询处。大厅的中间是一个很

大的玻璃楼梯，可以从第七层楼上到第八层

楼。楼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五彩六色的钻

石，像是有一个彩虹在那里。 

第一次登上这一艘豪华游轮是我最难忘

的一件事的原因是我这时候已经有三年没有

坐过豪华游轮了，并且我看到了真正的美

丽。看到了豪华游轮的豪华大厅，我看到了

这些美景之后，这些事情在我的心里己径变

成难忘的事情了。 

这一条豪华游轮是挪威豪华游轮公司的

第十条豪华游轮；它是 2009年在德国建造

的。这一条豪华游轮上面有 14个餐馆，12

个酒吧，18个娱乐场所，包括四个保林球

场，一个篮球／网球／足球场所，两个游泳

池和六个温泉，还有一个能坐 1042 个人的

表演场所！哦，这轮船上还有大家都爱吃的

日本铁板烧！ 

上一次豪华游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

个事情。我妈妈提前一年才订购了这一次坐

豪华游轮的票。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坐豪华游

轮。 

这一次我坐豪华游轮的感想是我非常，

非常喜欢这一次坐豪华游轮。这一件事情在

我的心里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事情。我希望下

次还有机会坐豪华游轮！ 

 

 
               

 

暑假里一件最开心的事 
杜艺含 

 

    大家可能都骑过马，但是你们有过从马

背上摔下来的经历吗？我就有，而且这一

摔，还竟产生了有趣的感受。 

暑假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的妈妈

像往常一样把我送到了马场。那天我骑的马



 

 
               

水上乐园 
李琪 

 

我最难忘的事是去水上乐园。水上乐

园名字叫 Lake Compounce。我的朋友们都

去过这里，说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来这

里，很兴奋，因为我好久想来这里玩啦。

Lake Compounce 是一个水上乐园和一个游

乐园，所以没水的游乐设施和有水的游乐

设施都有。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厕所

和卖吃的的地方，我们向前走了一会就看

见游乐场了。 

Lake Compounce 的游乐设施五颜六

色，多种多样。有的是给小孩儿玩的，有

些很快，有些很慢，有些是上下动得，有

些是左右转得，什么都有。我上了一个过

山车，像子弹一样快，过山车来了一眨眼

就跑走了。过山车的路是在山上，有 115

英尺的落差，可是这个过山车很快，有很

多小隆起。开始过山车慢慢地爬上山，可

是一到落差就非常快。你在小隆起会想

吐，你还没感觉上去就又下来了。头发翩

翩飞舞，飞得到处都是。 

我坐过好多游乐设施，每一个都不害

怕。我坐这个是第一次真的害怕，我想过

山车快停下来。它停下来的时候我很快就

跳下去，高高兴兴地走了，也没有再上去

玩。我在 Lake Compounce 坐了好多游乐设

施，可是我最难忘的是那个过山车。 

 

叫 Beau，他的性格很急躁，要是你不小心，

他会跑得飞快。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在户外

练习。进行了一般的走，小跑等热身活动，

我开始了第一次在外面跑马场骑马快跑。由

于户外有很多让马害怕的事情，如车和旁边

的人，马不像平时那么容易控制。一开始，

一切还正常。突然，一辆车在我骑马快跑时

经过。结果 Beau受到惊吓，像箭一样射出

去，拼命往前跑，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了。这

时，我的脚蹬从脚下滑出来了，我的心怦怦

乱跳，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我看到了旁边

有栅栏，所以我就半掉半跳，扑向地上。当

Beau慢慢停下来，老师急忙赶到我的身边，

幸亏我没事。老师笑着说：“我从来没看过

这种摔法，一般来讲，都是从脚蹬滑落的那

边掉下去的，可是你却从另一侧掉下去

的。”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是有准备，看了

周围环境，自己跳下去的。 

 

      

 

我感觉这次发生的事情很好玩，也从这

个事情学到了一个道理。虽然事情发生的很

快，可是你也可以有准备。 就像一个足球

朝你飞过来，你是被动地被球打了，还是主

动地用头顶它，你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遇事不能慌，了解周围的情况，快

速地做出判断。可能每个人都不喜欢从马背

上掉下来，可是这次经历是独一无二的，让

我感觉很开心。不仅因为我没受伤，还让我

有了很深刻的体会。 

 

 

             

 



 
夏威夷 
胡薇蔚 

今年夏天，我去夏威夷。这是非常有

趣的，因为在夏威夷，我爬上火山，在沙

滩上玩, 还去浮潜。 

这是我第一次攀登一座火山。爬上火

山后，我们徒步成一个火山口。那天，烈

日当头，我们爬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火山口里没有路，是要自己找路的。在火

山口，有蒸汽出来的小孔。 

在夏威夷，我也喜欢在沙滩上玩。夏

威夷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我站在沙

滩上，蓝蓝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水天相

融。踩在沙上，像踩在一条软软的地毯

上。清澈的海水像一面镜子，在阳光下闪

闪发光。 水很清，可以看到 100英尺远！

沙有不同颜色的；有白的，有黄的，有绿

的，还有黑的！我还带了几瓶沙回来，作

为纪念。 

因为夏威夷的水特别清，水又温暖，

夏威夷是一个著名的潜水地方。第一次我

去潜水，是在 Molokini.在 Molokini,有

好多好看的鱼和珊瑚。我挑下水，我就被

鱼围住了，我真是喜出往外！在水下，我

看到各种各样颜色的鱼；有黄色的，有黑

的，还有紫色的！一共有两百五十到五百

六十种类的鱼住在这里！我太喜欢潜水

了！  

我真的很喜欢去夏威夷。夏威夷不但

像天堂一样美丽，而且我和我的爸爸，妈

妈和姐姐一起渡过了宝贵的时间。我会永

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假期。每个人都应该保

护环境，使夏威夷能够永远地保持这样的

美丽！ 

 

 

我暑假最好玩的事 

涂骏辰 

 

我暑假做了很多好玩的事，但是趴板冲

浪是最好玩儿的。我们去了加州拉霍亚海岸

趴板冲浪。 

早上起来后，我们开车去妈妈的老指导

教授的家，我就想着去下水了。但是我们不

知道怎么冲浪，而且这种拥挤的海滩也不好

游泳。“我们干什么呢？去加州不下水怎么

行呢？”我自己沉思了半天。突然，我想起

了一个又好玩又会做的事，趴板冲浪。到了

以后我就问妈妈的老指导教授，Professor 

Gill,有没有冲浪趴板。“我正好还留下了

一个冲浪趴板，你可以用。但是你用完了以

后就需要还给我。”他说。我高兴得蹦起来

了，我终于可以下水了！“我一定会还给

您！”我很高兴地回答说。 

一看见拉霍亚海岸我咧开嘴笑了笑。那

一天太漂亮了，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海浪

滚滚得拍打着岸。海上有人在优雅地趴板冲

浪，我并不孤单！终于下水的时候我兴奋极

了。虽然水很冷趴板了几下以后我就习惯

了。趴板的时候我象一个超人似的飞在浪上

朝岸冲去。趴板很好玩却非常复杂，你要不

在浪翻的地方一米距离跳上去你就不会冲得

很远。坐在岸上，底下有细细的热沙子，前

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趴板冲浪。我加州的

任务终于完成了。 

去了加州拉霍亚海岸趴板冲浪真的是我

暑假最好玩的事。 

 

 



Person of the Week 
人物专访 

被采访人:张彦睿 (Ray Zhang) 

采访人:肖明俊 
 

      Editor’s Notes: Ray was one of the AP Chinese students last year. He worked hard in AP 

Chinese which helped him score 5 points in the AP Chinese exam. This year, he started 

volunteering in our school out of his demanding high school schedule which set a model for 

our school students. Here is the phone interview on November 27, 2013 between him and the 

editor, Mingjun Xiao. 

 

问:既然你已经考完 AP Chinese,也拿到了 5 分,为什么你还要留在我们学校当志愿

者呢?  

答:因为我喜欢当志愿者,而且我喜欢帮助学校来教其他同学,所以我决定回到学校当

志愿者。 

问:你在中文学校具体做些什么呢?  

答:我帮老师复印功课(资料)和作业,并准备考试,而且我也帮他们拿东西和处理一些

关于电脑的东西。 

问:你今年上高三了,学习很紧张,而且志愿者的工作要占去一部分时间。你能谈一下

你是怎么安排当志愿者和学习的时间的吗?  

答:因为我只在星期天上午当志愿者,所以我可以在其他时间里做作业,并准备下一周

的功课。 

问:有些人认为当志愿者只会浪费自己时间,因而他们不愿意当志愿者,你能谈谈你是

怎么看这 个问题的呢?  

答: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志愿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也能帮到别人,对你以后找

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问:你父母支持你在中文学校当志愿者吗?  

答:因为他们一直都希望我当志愿者,并帮到同学,所以对我现在志愿者的工作持有赞

同的态度。 

问:如果有人想在我们学校当志愿者,你能就此给他们提点建议吗?  

答:他们应该每次早点去帮老师准备材料,努力工作,不要懒。 

问:你能谈一下当志愿者对年轻人的帮助吗?  

答:当志愿者对他们以后工作很重要,你平时当志愿者的态度会在你在将来的工作里

体现出来,而且会给你工作的经验。 

问:相信很多学生想了解一下 AP Chinese 的课,你能说一下学校中文课是怎么帮到

你的 AP Chinese 考试的吗? 

答:中文学校的老师很好,特别是 AP Chinese 的老师,他们帮我准备会话材料和其他

重要的东西。 

问:学校欢迎志愿者吗?  

答:学校的老师很忙,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所有的事。我相信学校会欢迎志愿者

的到来,因为有志愿者的老师能有更多的时间教学生。 



雷瀚的娱乐推荐 
 

 
 

我喜欢的书：Call Of The Wild by Jack London 

 

  
 

我喜欢的电影：The Hobbit, An Unexpected Journey by J.R.R. Tolkien 

 

 
 

我最喜欢的歌：Vivaldi-Four Seasons 



 

如何做糖饼干？ 

 

 
 

 

¾ 杯黄油 

1 杯糖 

2 个大鸡蛋 

½ 茶匙香草精 

½茶匙杏仁提取物 

2½杯面粉 

1 茶匙发酵粉 

1 茶匙盐 

粗糖用来洒在饼干上 

糖饼干 

~~~~~~~~~~~~~~~~~~~~~~~~~~~~~~~~~~~~~~~~~~~~~~~~~~~~~~~~~~~~~~~ 

1.在一个有电动搅拌器的大碗里，把黄油，糖，鸡蛋，香草精和杏仁提取物混合在

一起。 

2. 在一张有蜡的纸上， 把面粉，发酵粉和盐混合在一起。把黄油的部分和面粉的

部分放在一起，放到冰箱里在蜡纸上过夜。 

3. 预热烤箱 375°F，把生面团切成各种形状，放在一个盘子上。把粗糖洒在生面

团上，在烤箱里烤 6-10分钟，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