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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年 

                 薛涵予 

 

我最喜欢中国新年。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

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吃，姥姥和妈妈还做

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爸爸妈妈说这叫年夜

饭。初一的时候，姥姥给我了很多压岁钱。

我们还去了朋友家吃烧烤，在他们家后院放

烟火，小孩大人都玩得很开心!今年妈妈带

了一本关于中国新年的书到我的学校，给我

和同学们讲鸡年的故事，还给每个小朋友发

了一个小灯笼，小朋友们开心极了。我希望

妈妈每年都能来！ 

 

           我最喜欢的节日 

                 黄若岚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中国新年。爸爸妈妈让我

十二点钟以后睡觉，他们也会给我和姐姐很

多钱。今年爸爸妈妈给了我一百块钱。我在

他们那已存了 840.43 美元！去年，我三点

钟才睡。今年我在电视看见一些小孩子穿着

公鸡衣服跳舞，真是好可爱！新年的时候我

们会开派对，大人会唱卡拉 OK，小孩子会

到处玩游戏，女孩只跟女孩玩，男孩只跟男

孩玩。我的朋友熙熙家开派对的时候，总是

很吵。她的家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好玩，我

们就那样吵。我们家会在新年时吃元宵，妈

妈快忘了我们应该吃汤圆，可是她又想起来

了！ 

 

我最喜欢圣诞节 

周纯阳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我可以打开

很多节日礼物，还可以尽情装饰美丽的圣诞

树。装饰圣诞树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总

是在圣诞前夜那天挂上最后的几个装饰物，

之后就可以睡个好觉！圣诞节那天的早上是

最棒的。在圣诞树下总会有几件礼物，有给

我的，有给哥哥的，也有给我们俩人共享

的。我们俩会把礼物各自拿回自己的房间慢

慢欣赏。有的礼物我们还会陈列出来放好

久。有几个圣诞节我们没有在家过，因为我

们去滑雪度假了。尽管没有在家里的圣诞树

下拿到礼物，我也照样开心。滑雪也是很好

玩的啊！圣诞节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我喜欢过圣诞节 

      沈盈盈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过圣诞节的时

候，学校放假，我就可以和朋友们出去玩

儿，比如说， 去年圣诞节我们去瑞士滑

雪，玩儿得很高兴。在家的时候，爸爸会买

一棵圣诞树，我们全家一起把各种各样的装

饰挂在树上。我们还会分享礼物。去年圣诞

节我的礼物是一个表情狗枕头。这个狗枕头

可以旅行时用， 

还可以作 IPAD支

架。我最喜欢过圣

诞节了 

 

 

 



 迪斯尼乐园游 

     王雨晴  

总统日的星期一到

星期三我到吉斯尼

乐园玩了。我星期

一去了未来世界。

第一个游戏叫“飞船地 球”，我不喜欢因

为太黑了和太古代了。接下来我去了“尼莫

和朋友”，在车里看旁边的动画和小鱼 ，

很有意思。然后我去了“冲天”，坐火箭去

世界各地，我非常喜欢。最后我去了“火星

任务”，我喜欢可是太晕了！ 第二天我去

了神奇王国，玩的游戏我都喜欢。除了小飞

象，小小世界，赛车，我还玩儿了“太空

山”。 出来之后我买了手机包作为给自己

的礼物，还去旁边做了面漆，我选的图案叫

“午夜魔法”，我特别开心！第三天我们去

了好莱坞公园，看了几场演出。在冰雪世界

的节目中我们跟着一块儿唱歌。离开公园之

前我买了一个米妮发卡。三天的度假我非常

开心。我很喜欢迪斯尼乐园，希望以后还可

以来玩！ 

 

 

快乐的中秋节 

     许晰然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

中秋节。因为我喜

欢月饼，每个都有好吃的馅儿。中秋节的时

候，我在好朋友的家里有个聚会。在聚会

里，我玩儿游戏，电脑和做一些淘气的东

西，也跟着另外一些好朋友玩儿。我还吃了

饭和月饼，它们都很美味。聚会里有好多

人，真热闹啊！我回家以后，很快就睡着

了，而且睡得很香。  

 

         愉快的圣诞节 

               毅恩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 ，因为圣诞

老人给我们礼物 。我也喜欢跟家人一

起过节，今年我收到的圣诞礼物是一个星球

大战里的小机器人 ，我很喜欢它。

我们一家到西雅图跟姑姑一家一起过节，姑

姑家的后面有一条河和一座山，我喜欢在河

里玩。这个圣诞节我过的很愉快！ 

 

 

我的圣诞礼物 

陆靖恒 

我最喜欢的节日

是圣诞节，因为到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老爷

爷就会来给你送礼物，你还能装饰圣诞树，

学校也放假了，就不用上学了。每次圣诞节

那天早上我们总会冲下楼要打开礼物，但是

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起来，所以我们就需要等

很长时间，我也总是说：“那我们就需要等

十百分钟，哼！”然后就很生气，弟弟们也

很生气。到该拆礼物的时候弟弟们总是吵吵

闹闹的，因为他们会说：“这个是我先拿到

的！”“不对这明明是我先拿到的呀！”妈

妈和爸爸就会说：“你们只能拿一个礼物，

然后如果你们表现很好就再说”！圣诞节时

也会有好吃的东西，像饼干，点心，果汁

等。有时候有客人到家里，我和弟弟跟他们

玩。有客人到家里，我们就会很高兴，因为

我们可以看很多电视，也可以喝很多果汁。

圣诞节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很多冰和雪，还会

化成水，从屋顶流下来，然后我们就会接那

些水玩，还可以堆雪人，真好玩！我希望圣

诞节可以快点儿来！ 

 



       这么多喜欢的节日 

               沈克娟 

我没有一个最喜欢的节日，我有很多喜欢的

节日。每个中国新年我就能到公公婆婆家里

去玩，尽管我不是每天都能到公公婆婆家

去。在中国新年我们可以做新年决议，我可

以得到很多压岁钱。每个新年我们都会做一

个八宝饭，做八宝饭非常好玩，也非常好

吃。我喜欢万圣节，因为 我可以

要到很多各种各样的

糖。每天吃到糖，

我就会很高兴。

我喜欢新年，因

为新年放假，我

们可以出去旅行。我喜欢圣诞节，因为我会

得到很多礼物。我们可以到雪地里玩，在雪

地里我和姐姐可以打雪仗，做雪人，还可以

在雪地里转来转去。我喜欢在雪地里玩。我

喜欢情人节，因为在学校我会得到很多情人

节卡片，很多情人节卡片上都有糖，我喜欢

糖！有这么多喜欢的节日，我很感恩。 

 

 

         我的圣诞愿望 

              韩韦德 

我最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的时候，我可

以收到礼物。去

年哥哥给圣诞老

人写了一封信，

说他想要一个三

十多块钱的乐高

赛车，结果圣诞老人给他了一个两百九十多

块钱的乐高赛车。今年我也想要给圣诞老人

写信，希望圣诞老人会满足我的愿望，还会

给我一个惊喜！ 

 

         有趣的中国新年     

                王英涵 

 

我很喜欢中国新年，中国新年很有趣！我度

过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新年。我很喜欢舞狮，

爸爸，妈妈，我和弟弟都参加了。爸爸是大

狮子头，我

是小狮子

头，弟弟是

很小的狮子

头。我还参

加了一个歌

舞表演，名子叫青春修炼手册，是妈妈设计

了动作。我和 Alina, Ronald, Rick 和

Joning 一起参加了表演。我还在中文学校

表演了舞蹈 - 最炫民族风。我也喜欢得红

包。爸爸妈妈给了我红包，希望我好好学

习！ 

 

 

        总统日参观哈佛大学     

                吴宗轩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节日。美国有自己的节

日，比如圣诞节，感恩节，国庆节，总统

日，鬼节....节日就是为了纪念人或事，国

家把这天定为节日。通常节日会放假，我喜

欢节日，因为爸爸妈妈都不上班, 会带我们

出去玩。今

年的总统日

那天，我起

床很早，吃

完饭，然后

跑步去哈佛

大学参观约翰.哈佛的雕像，玩得很开心。

  



            开心的圣诞节     

                  毛筠宁 

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圣诞节。圣诞节的前一

天，我们准备坐火车到纽约城里观赏著名的

梅西圣诞橱窗。

妈妈火车咋还没

来啊！我们还需

要等多久啊！一

个小时以后...我

和爸爸妈妈找到了他们的朋友。我们一起走

着到梅西橱窗，路上我们看见了一个卖石头

的店。我们进去买了自己喜欢的石头。然后

我们一起观赏了富有圣诞味道的橱窗和小彩

灯。回去的火车上，我找不到我心爱的石头

了。我在火车上急得要命，心想肯定是在赶

火车的时候跑丢了！别提有多沮丧了。我暗

暗祈祷：圣诞老爷爷，如果你真的存在的

话，帮我把心爱的石头变出来吧！真的很奇

怪，在我们去吃饭的车上，我的手伸进一个

口袋，尽然发现了丢失的石头！第二天早上

我送给爸爸妈妈礼物，爸爸的是一顶暖和的

帽子，妈妈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之王饰品。圣

诞老公公也送给我暖和的袜子，还有二十块

钱！这个圣诞节我好开心啊！ 

      

             我的生日      

                 杨若辰 

我的生日是 1月 7

日。我请了四个

人到我的生日聚

会。我们会在我

的家做很多好玩

的事情。我们吹了气球，画了画还看了电

影。我们吃了蛋卷和火锅，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还吃了我的生日蛋糕。 我今年八岁

了。 

        我最喜欢两个节日 

陶博涵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和我的生日，因为

我拿得到礼物。礼物

多很好玩，我最喜

欢礼物了！在我

的生日，妈妈爸

爸给我礼物。在圣诞节圣诞老人（真的是妈

妈爸爸）给我礼物，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我

拿到了一个玩具，可以做一个会动的蜘蛛。

我也拿到了一个玩具，能造一个 4个气缸引

擎的礼物。妹妹拿到了一个机器人，一个万

花筒，和一个拼图游戏。我们都喜欢我们的

礼物。我也喜欢我的生日蛋糕。有时妈妈给

我做蛋糕，我会帮她一起做！我很喜欢我的

生日因为是在新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圣诞节

和我的生日太好玩了。你喜不喜欢圣诞节和

你的生日？现在你该知道我有两个最喜欢的

节日了吧 

 

我喜欢很多节日 

毛逸清 

在那么多的节日中，我很喜欢万圣节，因为

那天晚上，我

们会玩不给糖

果就捣蛋的游

戏。我还喜欢

圣诞节，因为圣诞老爷爷会给我们礼物。我

更喜欢中国人过的春节，因为我们穿新衣，

贴春联，收红包，看春晚，还有舞狮子表

演，好热闹啊。但是，我最最喜欢的是情人

节。为什么呢？让我告诉你，因为这也是我

的生日，我可以收到生日礼物，好多好多情

人节卡片，还有好吃的生日蛋糕！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中，我喜欢的节日好多啊！ 

 



       我的复活节和圣诞节 

                廖奕晴 

 

我喜欢复活节是因为我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去

找蛋蛋。

我喜欢吃

蛋蛋里面

的糖。我

也喜欢巧

克力兔

子。复活

节蛋有各种颜色，比如粉色，蓝色，黄色，

白色，绿色和淡紫色，我都喜欢。前年我们

邀请很多朋友过来，爸爸妈妈在后院和前院

藏了很多蛋蛋，然后我们去找。我找到了很

多，哥哥还找到了那个最大的蛋，他说我可

以跟她一起吃里面的糖。然后我们回到屋子

里吃了很多糖，我感觉很开心！我也喜欢圣

诞节因为我喜欢打开礼物，每次收到圣诞礼

物，里面就会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还喜欢跟

圣诞老人照相，因为圣诞节是在冬天，我想

要做一个圣诞老人的雪人，还要喝热巧克

力！ 

 
 

 

 

 

         我最喜欢的节日        

                孙浩凯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我的生日和中国新年。我

喜欢中国新年是因为我能拿到很多红包。在

我生日上，我

能拿到很多生

日礼物，还有

蛋糕。我有很

多朋友来跟我

玩。 

 

           我的中国新年 

                 张心颜 

世界上有这么多节日，春节是我最喜欢的，

可能是因为钱的原因吧。每次过新年的时

候，我都能得到大概 60到 80 美元呢！我第

二喜欢的事情是吃东西，从火锅到饺子我都

喜欢。到中国新年的时候，吃多少都可以，

电视也看不

够。但是我

最喜欢的是

在中文学校

的新年晚

会。我一站上舞台，膝盖就发抖，真是太紧

张了！对别人来说一瞬间就过了，可是对我

更像一年。我们别说这个了，我一想就不开

心。每次看新年飞过我都肚子疼，真希望新

年不那么快走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