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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源 

亲爱的陈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是刘思源。我现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我有一个淘气的弟弟。他

四岁了。 
我很喜欢画画和跳舞。小时候，我几乎天天都会画画。我画的第一幅画是

送给 Madison，我的好朋友的。妈妈说我有画画的天赋。今年我更加喜欢

踢足球了。我也挺喜欢唱歌。只要有空，我就会画画或者唱歌。放暑假的

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出去玩儿。我有很多好朋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朋友

都是中国人。 
我们今年还去了中国呢。我们先去了北京，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和十三

陵。我还去了爸爸和妈妈的母校，北师大。然后，我们飞到了四川，爸爸

的老家。我在四川碰到了很多很多亲戚。我还看到真正的熊猫。大大小小

有几十只熊猫，有的在爬树，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睡觉， 还有一些熊猫

在挠痒痒。 我还第一次看到刚生出来的婴儿小熊猫呢! 他们躺在小床上，

好可爱哦。我们还看到了红色的熊猫。 
后来，我们去了上海。在上海参观了东方明珠。好好玩儿哦! 我们还去了

杭州。我，妈妈，爸爸，和妈妈的表姐一起游了西湖。好漂亮! 最后，我

们去了东阳-虎鹿镇，妈妈的老家。我们吃了很多大餐。 
我觉得中国很美丽，很伟大。我爱中国。中国和它的历史很有趣，所以我

要好好学中文。 
您的学生， 
  刘思源 2 



 

  

冯佳璐 

亲爱的陈老师， 
 
您好！ 
我喜欢学中文。我从一年级开始到现在已经学了四年的中文。在刚开始学

中文的时候，我觉得中文有点难，经常要让妈妈帮我，但是我现在觉得学

中文很有趣也不难。我在家里的时候，每天都写一点中文作业，还要读儿

歌和课本。 
去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回了中国。我们去了上海，北京，秦皇岛，和

承德。我们也去了两次草原。在草原上我们骑马射箭。有一次我们骑了三

个小时的马。我在中国的时候只能说中文，因为大部分人不会说英语。我

学了好多中文。我在中国的时候最喜欢别人夸我中文说的好。 
我从中国买回来很多中文书。我最喜欢的是一套丁丁历险记。在故事里，

丁丁去过很多好玩的地方，经历了很多危险，帮助过很多人。我最喜欢的

是丁丁的小白狗还有大胡子船长，他们在故事里最好笑。我很高兴我们买

到了我喜欢的中文书。 
 
冯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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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昊 

老师， 
 你好。我的名字是张昊。我喜欢跟我的弟弟一起玩，我更喜欢在电脑

上面玩游戏。只要爸爸妈妈打开电脑，我就很开心。 
 有一件难忘的事是我第一次去看海牛。我们在佛罗里达看见的是 West 
Indian Manatees。海牛胖胖的，也很大。海牛是灰色的，它们会吃很多菜

和水果。我觉得海牛的样子很奇怪，因为他们长得很像一头真的牛，我觉

得海牛是很可爱的。它们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大大的。我是在一个叫

Crystal River 的地方看到海牛的。我们租了一条划艇去看海牛。Crystal River
是个看海牛的好地方。因为在冬天，那里的水很暖和，所以海牛会去

Crystal River 过冬天。Crystal River 的水也是很清，很容易看到海牛。 我们

一开始没有看到海牛。当我们再走了一段路程，我们看到了一头，两头，

就看了很多海牛。看完海牛后，我们就休息休息。等到差不多是时间回去

了，我们就回到租划艇的地方，我们快来不及了。我真的是很开心。我觉

得海牛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们需要想办法保护他们。 
    
 你的学生， 
 张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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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亲爱的陈老师， 
 
 你好！我的名字是张翔。我今年十岁。我有一个哥哥，他叫张昊。我

们是双胞胎。我觉得很奇怪，我和我的哥哥出生的时间只差三分钟。我和

我哥哥身高差不多。我很喜欢跟哥哥玩，可是我更喜欢玩电脑和 I-Pad。只

要开始玩，我就什么都忘记了。 
  我也很喜欢动物。我曾经去佛罗里达看海牛。他们像牛，可是只有一

点像。海牛是很胖的，他们也很大，能长到四米长。他们是灰色的。我觉

得海牛好可爱啊！它们有很小的眼睛和很大的鼻子和嘴巴。你不觉得很可

爱吗？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候是看见一个大海牛和一个小海牛在一起游泳。  
我当时真想跟他们住下来，可是我们要回家。我们回来的时候快来不及

了。我们一到家里就想休息。我很想回去看那些海牛。我想做他们的朋

友。我觉得他们有趣。海牛也和我们一样-他们有朋友和家。海牛玩的时候

很可爱。我很喜欢海牛，你也喜欢吗？ 
 
       你的学生， 
    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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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上予 

亲爱的老师， 
 
       我在暑假去了中国。我们要去我奶奶家。我先坐了十二个小时的飞

机。在飞机上我看了很多电影。 二哥和二叔在北京机场接我们。然后我们

坐火车去内蒙古的奶奶家。她家在一个公寓大楼里的第四楼。我们在奶奶

家玩得很高兴。我学了中文，还去了大公园。在公园里我们 开了玩具车，

坐了蹦蹦船，还用玩具枪打气球。我们还去了河套历史博物馆。在里面学

到了很多关于河套的历史和文化。然后我们参观了科技馆。科技管里有个

反过来的房子，有用太阳能驱动的飞机 。我们还做了实验了解气泡的形

成。二十天后，我们又坐火车去天津看我的二姑，二哥，还有又见了二

叔。他们也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第六楼。我们去了。在那儿我们骑了三

人自行车，游玩了天津天轮，还有射了水枪。然后我们坐火车回到北京。

我在那儿我们去了故宫和王府井。然后我们从北京机场坐飞机回了美国。

这个暑假真是令人难忘。 
 
                                                杨上予 



 

  

吴迪诚 

老师， 
 
您好，我给你讲一件奇特的经历。有一天早晨，我一下子醒了，但我忘记

我是谁和我在哪儿。我只记得今天要去上学。我先穿好衣服，然后下楼吃

饭。我吃了牛奶和面包。东西都准备完后，我就开始往学校方向走。 
在路上，我觉得怎么没人呢？我的朋友也不在家，路上连车都没有！这是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朋友生病了吗？是不是大家都在休假？无所谓，我继

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我就到学校了。 
我进了学校，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在想，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人？我跑到

校长办公室，也没看到人。 这时，我突然发现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圣

诞快乐”和“明年见”。我才恍然大悟，我怎么忘了今天没有学校呢？这

时，我忽然听到背景里的妈妈在叫我。 我睁开眼睛，原来我还躺在床上

呢！ 
 
吴迪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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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立 

 
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叫王天立, 我想和您说一件很难忘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参加我朋友

的生日聚会，我朋友的名字叫 Ilan，他长得高高的，白白的。他的爸爸是

俄国人。他妈妈是美国人。他喜欢在家里玩电子游戏，还喜欢在外面运

动。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就和其他的朋友们一

起玩碰碰车。在玩碰碰车的时候，我们碰这个碰那个。大家都玩得非常开

心。后来， 我们又玩了一个很奇怪，也很好玩的一个游戏。在游戏里面，

我们十二个人分成两组。每一组有六个人。每个人都拿着一把假枪。还

有，每个人都穿着一件盔甲。上面有四个蓝色的灯。枪上面也有一个蓝色

的灯。你要射中敌方蓝色的灯才可以加一分。. 如果你射到你自己队的人, 
你会被扣一分。谁得到最多的分数，谁就赢了。有一次，我来不及躲，被

假枪射中了。他们加了一分，但是最后我的队还是赢了。游戏结束的时

候，我们都休息了一下，再去吃蛋糕，唱生日歌。差不多要走的时候，每

个人都拿到了一件礼物。经过这次聚会， 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因为有更

多的了解，我们的关系也就更加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聚会是一件最难忘

的事。以后我还要再去参加我朋友的聚会。      
       
王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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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瑞 

 
老师： 
 
您好，我的名字是孙杰瑞。今年夏天我 的爸爸，哥哥，妹妹和我坐飞机去

西雅图看我的妈妈。她在那儿的亚马逊工作。我们 带了很多东西。我们住

在 旅馆里， 然后去中餐馆吃饭。后面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公园。在奥林匹

克公园 我看到了黑熊和山 羊。我也去看了圣海伦火山。我用照像机 照了

很多照片。在西雅图我可以远远看到雷尼尔雪山。在旅馆里面我也可以看

到高高的太空针。 
参观完了西雅图的公园后，我们一家去了蒙大拿。  我们在车上待了八个小

时。我们到的那一天是七月四日。我们看到了很多焰火。我在蒙大拿去了

一个大公园叫冰川公园。在里，我也看到了熊和羊，但是这儿的熊是棕

熊。我也在山上看到了雪。我跟我的哥哥打雪仗很好玩。我 们住在白鱼镇

的坎大哈旅馆，是一个木头做的房子。在冰川公园，我也自己划船玩，是

我第一次划独木舟。 
离开冰川公园后我们去了加拿大。 我们去了三个大公园，班夫，嘉士伯和

幽河公园。在那儿也看到了熊和羊。这些熊很可爱。我们住在班夫旅店。

我们还去了温泉。 在幽河公园我也划了船。我很喜欢那，景色太美了。我

们去了温哥华。是一个大城市。在温哥华我看了我的爸爸的朋友。我也去

了一个大公园叫斯坦利。我在那看到了图腾柱， 柱上雕有动物。我们回西

雅图我看了我妈妈的朋友。我很喜欢西雅图。 
祝一切顺利！ 
 
杰瑞 



 

  

10 

左越 

 
陈老师: 
 
你好。 

我的名字是左越。今天是十月

四号。我在 playroom 里跟我的朋

友，Daniel 和 Myles，一起玩

gogos 。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又

跑又跳，还聊天。过了一会儿，

Daniel 的爸爸也来跟我们一起玩

gogos。当轮到我打时，“嘭”的一

声！我打下来了 Myles 的 go go ! 我
觉得 gogos 很好玩儿。我发个图片

给你吧！ 
  
   此致， 
      敬礼 
      左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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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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快乐的一天就是第一次

见到的那天。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我们

全家来到了动物园。这个动

物园有熊猫——我特别高

兴。 
熊猫爸爸的名字是天天，他

在竹园里走来走去，像个负

责任的巡逻兵。熊猫妈妈和

熊猫宝宝则猫在了屋子里，

没有出来。 
待我们要走的时候，天天突

然向我们走来，好像要和我

们告别。 
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六岁的时候，我掉了第一颗牙——

我很快乐——因为朋友们说：“你

开始掉牙的时候，就长大了！” 
那天，我正吃着苹果，嘴里突然感

觉很疼。低头那么一看，一颗小牙

齿就嵌在苹果上面。“哇……，我

掉了第一颗牙！我长大了！”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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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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我的名字是刘思源。我现在在英文学校读四年级。我有一个淘气的弟

弟。他四岁了。  
我很喜欢画画和跳舞。小时候，我几乎天天都会画画。妈妈说我很有画

画的天赋。我画的第一幅画送给了 Madison——我的好朋友。我有许多

许多朋友——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中国人。今年，我则更加喜欢踢足

球。我也挺喜欢唱歌。只要一有空，我就会画画或者唱歌。 
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会出去玩儿。我们今年还去了中国呢！我们

先去了北京，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和十三陵。我还去了爸爸和妈妈的

母校——北师大。之后，我们飞到了四川——爸爸的老家。我在四川碰

到了很多很多亲戚。我还看到了真正的熊猫：大大小小有几十只熊猫—

—有的在爬树，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睡觉，还有一些熊猫在挠痒痒

的……我还看到了新生的熊猫宝宝，他们躺在小床上，好可爱哦。这还

是我第一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小熊猫呢!我们还看到了红色的熊猫。后

来，我们去了上海。在上海参观了东方明珠。好好玩儿哦!我们还去了

杭州。我，妈妈，爸爸，和妈妈的表姐一起游了西湖。好漂亮!最后，

我们去了东阳——妈妈的老家。在那里，我们吃到很多大餐。现在回想

起来，都让我直流口水呢！  
我觉得中国很美，很伟大。我爱中国！中国和它的历史很有趣，所以我

要好好学中文。  
  您的学生，  
刘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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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秀老师前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恩节到了，马立平六年级许多同学用

自己的笔写下了自己对父母对家人深深的爱与感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让我们感受这份浓浓的爱，感恩父母，感恩亲人与朋友，努力学

习，健康成长！ 

亲爱的妈妈： 
 感恩节快到了，我要谢谢你这些年对我付出的辛劳和爱心，谢谢你

为我做的每一件事，尤其是你给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 
 在我即将上一年级的时候，你和爸爸帮我选择学校。这样，我就来

到威郡上了美国学校和中文学校。 
在我四岁的时候，你就为我找了一个钢琴老师，让我学钢琴。你还跟我

一起学，帮助我练琴。我第一个钢琴老师住的很远，每个星期天我上完

中文学校以后，你都开车一个小时，把我送到钢琴老师家。因为我中文

学校上完以后就要赶去上钢琴课，没有足够时间吃午饭。所以，星期天

早上，你就做好我的午饭，让我在车后面吃饭，你自己开车，不吃午

饭。每次上课，你都仔细地听老师讲，并做笔记，我练习的时候就可以

复习上课的内容。我在钢琴上的所有成绩都有你的辛苦。 
所以，在今年的感恩节，我要特别感谢你。 
 
祝你节日快乐! 
女儿：刘娜 



 

  

亲爱的妈妈， 
       感恩节要到了，我最想感恩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您把我带到了这个

世界上，是您在我有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您是我温暖的太阳，照耀着

我的天空。 
 
        妈妈，您经常跟我说您非常喜欢那份电脑的工作，可是为了我们的

教育，你丢下您最喜欢的东西也行。丢下了工作，把爷爷奶奶留在中国

也行，就为了我和妹妹能受到好的教育。 
 
        你和我有很多的好时光。快乐的，搞笑的，甚至伤心的。例如，大

部分晚上时，你和我就会坐在一起，交谈那一天的事情。我一旦有什么

事情让我开心，或者让我生气，我都可以告诉你。比如说，记得我们那

天晚上，我伤心的告诉你：我学校有人欺凌我。您听了很生气也很着

急，您帮我给我想办法如何面对欺凌我的人。没有那天的谈话，那个人

有可能还会对我使坏。我和你谈话时，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说，您的心像

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面的浪花，是我们的话，哪里充满了信心和温暖。 
 
       妈妈，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在阳台上的事情吗？你和我互相讲

故事时，你把两杯带冰块儿的果汁端了过来。那两杯芒果果汁上面浮着

乳白色的冰块儿，喝起来凉凉的，甜甜的。渐渐的冰块儿融化了，我惊

奇的发现果汁上服了一层厚厚的一层油！散发出一股烧水的味道。我差

点把早餐都吐出来了！你的嘴巴张成了ｏ形。我们吃惊的互相看了看。

你恍然大悟，想起来是当天晚上奶奶把剩下的鸡汤冻成了冰块儿。 不小

心被你放到果汁里了。怪不得味道这么怪。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妈妈，

我和你在一起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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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是感恩节，我要对你们说：我爱你们。第一，因为爸爸妈妈关

心我。你们每一天上班很幸苦，但是你们还尽量抽出时间陪我玩。第

二，你们还带我出去旅游，但是，你们从来把我的学习放在第一位，每

次都先确定我把作业完成，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上了“天才班”。

最后，你们给我做了一个好榜样，你们认真工作，让我也想像你们一样

认真做作业。妈妈爸爸总是想方设法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更好的人，这让

我对你们很感激。 
 
                                                                                   您的儿子， 
                                                    左若鹏 

        亲爱的熊爷爷和熊奶奶: 
        感恩节快到了，我想给你们写一封信，感谢你们。记得我小的时候

你们到我们家来照顾我，因为爸爸出差了，妈妈需要在家里照顾川川。

每天你们带我去学校。地上有冰的时候，熊爷爷还背着我去学校。如果

有很多雪，我们会玩一小会儿！你们还给我做好吃的。例如:你给我做

了米饭，红烧狮子头。你们还教我唱儿歌，但是可惜现在我都不记得

了。你们下次来我家的时候，能告诉我儿歌的名字吗？我想讲给给弟弟

听听。你们让我很快乐。你们对我真好！ 
   祝您们健康！ 

王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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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感恩节，我想要感谢我的妹妹。         
    我有一个妹妹，今年七岁，上三年级。有一次，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去看电影，我妈妈和妹妹去别的商店买东西。到看完电影的时候，我

妈妈和妹妹在外面等我。我妹妹抱着一个小包。我那时还不知道是什

么。妹妹说是我的礼物，一会儿再打开。我们吃了一顿饭，回家去了。

回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我妹妹给我的礼物，一看：是一个在我玩

的一个游戏里的小妖精。我很喜欢，又不好意思问多少钱。妹妹说是五

十块钱买的，我问她贵不贵。她说“不管贵不贵只要哥哥喜欢就行

了”。她那时只有八十块钱，我特别感动，所以我感谢我的妹妹。 
妹妹除了每一个生日给我买礼物，妹妹还陪我每天玩。我们在一起度过

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我很感谢我的妹妹，在感恩节之际，我要说一声：

谢谢，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