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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童 

故事是在 1620 年发生的，有从英

国来到北美现在马萨诸塞坐在船上

的人，这一年的冬天他们遇到很多

的困难，粮食不够吃。当地的印第

安人来帮助他们，印第安人送给他

们很多粮食。春天的时候印第安人

教给他们怎么种玉米。秋天的时候

他们丰收了，丰收到很多的玉米。

他们就请印第安人一起来庆祝。这

就是感恩节的来历。现在我们定感

恩节 11 月最后的星期四。这一天

大家一起吃火鸡，感谢大家互相帮

助。 

闫梓祎 

下周就是感恩节了，我们是四年前

来到美国，今年是我们在美国的第

四次感恩节。今年爸爸妈妈要带我

和妹妹去佛罗里达奥兰多休假，去

我喜欢的迪斯尼，我等不急了！这

是我们第一次感恩节出门度假。我

们是从中国来的，我第一次过感恩

节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感恩节是什么

呢。感恩节的时候我想感谢我的爸

爸和妈妈，还有妹妹，我想抱抱他

们。我特别喜欢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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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君玥 

感恩节是一个感恩的时节。我感

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爱我和照

顾我。我感谢我的朋友，因为他

们陪伴我。我感谢我的学校，因

为在那里我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我的妹妹也有三样东西要感谢：

妈妈，学校，和蚂蚁。（我也不

知道他为什么感谢蚂蚁。）在一

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感恩节这个机会来想一想生活中

有意义的事情。

黄瑞

每个感恩节，我和妈妈一起去

看漂亮的树叶。今天，我看见

地上的漂亮树叶。那些树叶可

真美, 我看见一个我就指出来给

妈妈看。树叶会变颜色是因为

树叶掉下来啦，树叶掉下来她

它就死了。我也知道为什么有

很多树。在树上有很多种子，

种子在地里面，它就又长成了

一棵树。这些东西都是妈妈告

诉我的。3



 

吴杰铭 

今年九月的一天，我和爸爸去纽约看美国网球公开赛。 

这一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公开赛的场地大得出乎我的想象，大

概有六七个场。周围还有很多商店和卖东西的小摊位。我们看

的比赛是男子双打半决赛。其中一组选手就是 Bryan 兄弟 —— 
他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一。 

比赛开始了！Bryan 兄弟的技术果然高超，赢得了第一局比赛。

对方奋起直追，赢了第二局。第三局是决胜局，打得非常激

烈。终于，Bryan 兄弟技高一筹 —— 六比三，赢了！观众们欢

呼起来 —— 赛场沸腾了。 

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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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翰轩 

尊敬的马立平老师： 

您好！  

我是您忠实的粉丝。我从二年级开始用您编写的课本《中文》，我从

中学习到很多知识，它让我的中文进步很大。书上编写的绕口令很好

玩。我最喜欢《种子妈妈有办法》这篇文章，它让我学习到了种子的

“生活方法”。 我还喜欢影视介绍的环节——在做完作业后看个影视

介绍，很放松。 

对《中文》教材，我是很喜欢的，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现在课

文的插图都是黑白色的， 如果换成彩色的会更吸引人的。  

我喜欢您编写的课本，书中的故事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谢谢！ 

 

您的粉丝， 

徐翰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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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佳胜 

我打开门，看见黄色、红色和橙色的树叶。 
我知道，秋天到了！ 
我听到吹风机吹叶子的声音，野鹅南飞的声音。 
树叶把小草都盖住了。我在树叶堆里蹦呀蹦，特别开心！ 
秋风吹过，冷冷的，小朋友们穿上各种颜色的毛衣了。 
秋天是彩色的！你觉得呢？ 

万清扬 

秋天的下午，太阳很好，

我和妈妈一起吃石榴，石

榴的子又大又甜又红。然

后我们一起扫院子里的落

叶。落在地上的叶子有橙

色和黄色的，松树的叶子

是绿色的，蓝天上飘着白

云，可是还没有紫色。那

我就穿上紫色的衣服，秋

天就有紫色了。 

 

刘谨志 

秋天来了，我看见树上的叶子有黄色，有

红色的，也有绿色，五颜六色，看起来非

常好看。 

还看到有的叶子都落到地上了，我踩到叶

子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喜欢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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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来了！每个人走在外面都能看到彩色的叶子落下来，

有红色的，金色的，橙色的，还有咖啡色的。这些叶子多美

啊！大人把落叶扫成一堆，小朋友就跳上去玩。真好玩呢！ 

秋天来了！好多苹果都可以摘了，它们是红色的，还有金

色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南瓜和倭瓜都成熟了。西红柿也像

叶子一样红！ 

秋天来了！万圣节到了！万圣节晚上，小朋友们穿上喜欢

的服装，一家一家走去要糖吃。要到了好多五颜六色的糖果！

我们也会庆祝感恩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吃火鸡、鱼、还有土

豆泥。 

 秋天来了！天气开

始变冷了，人们都穿上

了美丽的厚衣服。他们

衣服上面的颜色就像彩

色叶子一样美！大雁飞

到南方去了，去寻找温

暖的地方和更多的食

物。那证明秋天的颜色

就快要没有了，这彩色

的世界要变成白色的世

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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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爱秋天。秋天到了，我就开心。因为秋天很美，树叶会变色。 有
红色，黄色，桔色还有绿色。这个周末，爸爸带我和我的妹妹去动物

园玩。我们看到了麻雀，老虎，猴子和猴子的宝宝。我还带去了一个

本子和铅笔去画动物的名字。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玩完的时候，就

回家了。秋天快过去了，冬天快来了。我希望能再去动物园玩，去看

看小动物们会不会冻着。 

秋风吹，天气凉，苹果红了。 
我们全家摘苹果。 
 
秋风吹，天气凉，树叶黄了。 
风又吹，叶子变黄，叶子变红。 
一片一片的树叶，从树枝上落下来。 
片片落叶飞，飞，飞，好像雪花天上飘，飘，飘。 
树叶落在地上，小虫爬来，躲在里面，把它当作屋子。 
 
秋风吹，天气凉，南瓜也成熟了。 
我们也摘南瓜拿回家。 
南瓜回家做成南瓜灯。 
外婆把南瓜里面的东西做成好吃的。 
 

在秋天，叶子变了颜色，落在地上，很多果子都熟了，小朋友们去果

园里摘苹果，新鲜的苹果好吃极了。小朋友们还会挑南瓜，刻南瓜

灯，穿上扮装，去别人家要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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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秋天。秋天有

五颜六色的树叶，等

变黄了就会掉下来。

地上铺满了树叶，吹

树叶的工人把他们吹

成一堆，我就在树叶

堆里跳。我跳的很开

心，树叶堆软软的，

像大垫子。 
       我弟弟也喜欢秋

天。他也喜欢玩树

叶，他喜欢捡起地上

的树叶，然后用力扔

给妈妈和我。但是他

总也扔不远，因为空

气中的阻力把树叶往

后推。我弟弟也喜欢

骑着自行车冲向树

叶。自行车的轮子压

了一些树叶，还有另

一些飞了起来。弟弟

很高兴得叫起来。 

 

秋天到了，树上绿色的叶子变成火红，橘黄，金黄。 
秋天的天总是蓝蓝的。 
美丽的叶子落在绿色的草地上很好看。 
我和姐姐把刚落下的叶子堆成一大堆。 
我跳进去，姐姐把我埋在叶子堆里。 
叶子五颜六色，松松的，软软的。 
我在叶子里面藏得很舒服。 
可是，来了一阵风，把叶子从我身上吹走了。 
姐姐说：“天黑了，我们回家吧。” 
我也闻到了煎蛋的香味。 
我们高高兴兴回家了。 
 

彩色的秋天 

秋天到了，外面变得漂亮极了。树叶变成红

色，黄色，橘色还有咖啡色，也有些还是绿

色。风轻轻的吹，树叶从树上掉下了。我喜欢

有时候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树叶，也有时候从

地上捡起树叶。我还用树叶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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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的秋天 

很快乐的夏天结束了，爸爸妈妈决

定带着我和弟弟，还有我们的朋友

们一起去度假。在路上，我们看到

好多树的叶子开始变颜色了，有的

还是绿色，有的变成金黄色，还有

的变成了红色。度假的地方有一个

很大的湖。湖的对面有大片的树

林，彩色的树叶倒影在湖里面，很

漂亮。我照了很多照片。我们从度

假的地方回家以后，发现我家住的

街上的树也变颜色了。我家前面有

一棵树是深红色的，后面邻居家有

棵日本枫树，又是不一样的红色。

爸爸的朋友来看到了，照了好多照

片。我好喜欢这个彩色的秋天。 
 

秋天是快乐和美丽的季节。在秋天有很多树叶都变了颜色，有的变成

了红色、有的变成了黄色，还有的变成了橙色。 

秋天有很多树都会落叶。小朋友和小动物们会在树叶堆里玩。 

秋天也是丰收的季节，我们去果园里摘苹果，有绿的、黄的、红的和

半红半绿的苹果。 

万圣节也是在秋天，有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穿上了各种颜色的服饰扮

成小鬼去要糖，有的小朋友穿蓝色公主的服饰，有的小朋友穿黑白服

饰装成小鬼，我穿咖啡色的小蛋糕服饰，整个秋天色彩丰富，我很喜

欢美丽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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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一个很漂亮的秋天。我和爸爸妈妈原来住在加州，到了秋天树叶还是绿

色的。去年我们搬到了纽约。纽约的秋天很美丽， 树叶有的变红了，有的变黄

了，从远处看像一个漂亮的花坛。树叶逐渐落下来了，在地下积了厚厚的一大

堆。我喜欢在树叶里跳来跳去，玩得可开心了。 

 

今年秋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了 Adirondack 国家公园。那里的树叶变成了各种颜

色，看上去就是一幅美丽地风景画。树叶随风飘啊飘，慢慢地落到河里，有的顺

着小河流走了，有的沉到了水底，把水都染上了颜色。 

 

到了秋天，苹果熟了，红红的好像小脸蛋挂在树上。好多小动物跑来跑去忙着摘

果子准备过冬。 

 

在秋天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是鬼节，每一家都装扮起来，有的很漂亮，有的很恐

怖。小朋友穿着各式各样漂亮的衣服到各家去要糖。我们雕刻了南瓜，到了鬼节

的晚上，在南瓜里放一个蜡烛， 南瓜闪着漂亮的光，欢迎小朋友到我们家来。 

 

纽约的秋天真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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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悦明 

我原来对钓鱼岛不太知道，在看了电影《钓鱼岛真相》以及上网查了一些

资料后，我对钓鱼岛主权有了一些了解。 

 

由导演 Chris D. NeBe拍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钓鱼岛真相 》 （Diaoyu 

Island-The Truth）是一部纪录片，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在美国上映。 影片

通过很多历史资料告诉我们：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日本政府要为战争

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 

 

      我了解到，从古时候起钓鱼台就是中国领土，它是属于台湾省的岛礁之

一。1895 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把台湾还给了中国，钓

鱼台也应该还给中国，但是没有，当时钓鱼岛由美国“托管”。1972 年美国把

钓鱼岛交给日本管理， 但日本政府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

领土争议”。从那时起钓鱼岛争议就开始在中日之间开始了。 

  

     从网上我还了解到，2013 年 10 月 11 日，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领海基线，明确宣示主权，不再承认这些岛屿存在主权争议，而是明确

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议、不容谈判的主权。 

  

     我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看法是： 

       

     首先，我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中国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对钓鱼岛

没有主权，只有暂时的管理权，现在应该把钓鱼岛还给中国，因为它是台湾的

一部分。 

     

第二，钓鱼岛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事，其它国家不要参与。中国和日本好

好商量，不要动武力，不要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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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恩璐 

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吵钓鱼岛的主权。虽然日本称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但

我认为钓鱼岛不应该是日本的，因为…… 

第一，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它和台湾一样，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领土。 

第二，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占领与甲午战争以及 1895年签订的

《马关条约》有关。《马关条约》注明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割让与日本。 

第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日本将窃取的所有中国

领土归还中国。这包括了台湾全岛以及邻近的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附属岛

屿。 

第四，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与中国台湾的最近距离只有约 170公里，而

与日本的冲绳本岛约却有 410公里。 

第五，虽然日本认为钓鱼岛属于冲绳县，但是，冲绳被日本吞并之前的琉

球王国共有 36岛，其中不包括钓鱼岛。 

因此，日本应该把钓鱼岛还给中国，至少要承认与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

争议，这样才能与中国坐在一起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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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维娜 

 尽管养宠物带有很大的责任性，但是养宠物也有很多的好处。宠物很好玩

又很忠诚，养宠物会让主人的身体更健康，但是养宠物也需要有爱心和耐心。 

 首先，所有的宠物都爱玩，比如狗或者猫都很好玩。狗和猫是忠诚、聪明

和可爱的宠物，它们会保护主人和他的财产，宠物也会知道人的情绪。如果主

人在哭或者有一点伤心，宠物会来安慰主人。 

 其次，宠物使主人的身体健康。一条狗的主人每天需要遛狗，很多宠物要

在外面走一走，所以主人就会每天活动一下。 

 虽然养宠物有很多好处，但是养宠物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养宠物非常

贵，必须要花费钱在食品、保健、医药及医疗上面。养宠物也很费时间，比如

养一条狗，每天需要遛狗、喂狗、也要给宠物洗澡。宠物的身上带有很多病

菌，需要打很多预防针。如果不打预防针，宠物身上的病菌就会传染给宠物的

主人。最主要的缺点是宠物的寿命比人的寿命短，所以看到宠物的离去，主人

就会很伤心。正因为养宠物有这些缺点，有一些狗被主人狠心地抛弃了，就变

成了流浪狗。 

 尽管宠物有这些缺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宠物。宠物是人的忠实的伴侣，

养宠物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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