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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节日寄语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七年级三班的毛逸清。我喜欢滑雪，游泳和

画画。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圣诞礼物

了! 寒假是一年非常快乐的时光，不仅仅有圣诞节和新年，还可以滑雪，

堆雪人，等等。 

今年的演讲比赛非常精彩，希望同学们喜欢我们收录的精彩片段，

还有得奖选手们的获奖感言。在这期《小语世界》里，我们还会跟着三

年级二班和三班的同学们再过一遍暑假。最后，油彩画大班 / 卡通与

铅笔画小班会给我们展现一些他们的杰作。 

祝大家节日愉快！ 

                   -- 毛逸清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七年级一班的宋佳胜。我希望同学们会

仔细读我们这一期的《小语世界》，欣赏同学们画的画，写的文章。

我也希望同学们会对我们今年演讲比赛的采访会有印象，能学到

一些帮助大家在公共场合演讲的经验。我也想祝每一位同学节日

快乐。祝你们有一个开心的圣诞节！ 

 

       -- 宋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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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演讲比赛冠军 尹真 
            -- 宋佳胜 

 

宋： 你觉得你演讲之前准备的足够多么？ 
尹： 是的，这次我提前准备了。 

宋： 这有没有让你的情绪会不一样？ 
A. 有的，因为准备充分，我这次就不紧张了。 

Q. 你在演讲之前会不会紧张？如果会的话，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A. 如果准备的不充分，我心里没有底，就会紧张，但准备充分了就不紧张了。 

Q. 你演讲的时候情绪激昂，很有感染力。你是怎么找感觉的？ 
A. 自然流露，心情跟着文章走。 

Q. 你拿到第一名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A. 我很高兴，终于拿到第一名啦！我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何青校长（左三）和七年级选手合影， 左四为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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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的我最美   尹真的演讲稿 

 

 同学们，你喜欢自己吗?你对自己满意吗？你曾经羡慕某些人，甚至愿意自己也成为她吗？

如果你对自己有怀疑，那么我来告诉你：就像每一片叶子都有它独特的形状，每一朵花儿都有

它独特的香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上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自己

的价值和意义，别人可以比我好，也可以比我差，但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努力而充满自信的活着，因为自信是人生的一盏明灯，它照耀着我们成长，它照耀着我们走向

成功！ 

 

 世界科学领域本来应该拥有更多的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世界文坛本来也应该拥有更

多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然而，许许多多本来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人都被埋没了，

那究尽是被什么埋没的呢？就是自卑！ 

 

 因为自卑，就没有勇气选择奋斗的目标；因为自卑，就失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因为自卑，

就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卑就是自我扼杀！一个人要想写出人

生瑰丽的诗篇，就要摆脱自卑的困扰，点亮自信的明灯！ 

 

 居里夫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

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活着的人总要照常工作。”正是自信，支持她在经受

了各种打击之后，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要多鼓励自己：“一时成绩不漂亮没关系，只要我努力，就会有进步，就会走向成

功！”“我的生活是充满阳光的，努力而自信的我最美！”这样自信度过的每一天，你会越来

越体会到：我的人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是最棒的！ 

 

 

 

 

张书越 （八九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眼中是枯燥无味的，因为学习要

付出许多的时间与艰辛。但是，如果你去细细品味它，反复琢磨它，你一定会体验到它带给你

的快乐！所以，我要说“学海无涯，快乐其中！” 

 

学习是一种享受，学习是一种快乐！正因为经历学习过程中的磨难，我才享受到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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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乐！正因为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充满了挑战，我才感受到获得成功的喜悦！让我们一起去享

受学习的快乐吧！ 

  

获奖感言： 

 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会更加喜爱中文，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很多同学都认为中文很

难学，其实不然，只要你认真学习，细细品味，就一定会体验到学习中文的无穷乐趣，感受到

中文的博大精深。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享受学习中文的快乐吧！  

 

尹真 （七年级组第一名）  

获奖感言： 

我从小就喜欢上舞台表演，比如演讲，芭蕾，唱歌等。我觉得在公共场合演讲是一项很

重要的技能，参加演讲比赛可以提高我的胆量和增进我的演讲技巧，非常有好处。 比赛获胜了

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的付出和努力得到了收获和回报。 

 

杨若辰 （六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应该是无怨无悔

的昨天，硕果累累的今天，充满希望的明天。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分分

秒秒吧！   

 

获奖感言： 

四年级之前我没有参加过演讲比赛，妈妈一直鼓励我。去年我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得

了第五名。今年我又参加了一次，得了第一名，我很高兴！我今年可以担任中文学校春节联欢

会的小主持人了！ 

 

林书程（五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就在这时,来了一只蝙蝠，蝙蝠把他的主意说了出来。于是，蝙蝠拉着吸血鬼，吸血鬼拉

着幽灵，幽灵拉着女巫，女巫抱着大南瓜。 

“一、二、三——拉！”蝙蝠喊道。 

瞧,他们拉呀,扯呀。他们用力地拉, 用力地扯。突然—— 

啪的一声！大南瓜飞了出去！耶！ 

“蝙蝠，你太了不起了！”女巫喊道。她赶紧冲进屋去做南瓜派。 

最后大家都吃到了女巫做的南瓜派。 特别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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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年年在演讲比赛中打酱油，今年我终于拿到了名次，还是第一名！我很高兴我的努力没

有白费。 

 

缪琦琦（四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爸爸烧得一手好菜，像什么狮子头，凉拌干丝，梅菜扣肉，山药肚丝，酸菜鱼都是绝对

了得。家里每次来客人吃饭，都是对他赞不绝口。但我的最爱还是糖醋排骨，酸酸甜甜，美味

无比。想想，我都感觉要流口水啦 (嗯一声)。 

 

获奖感言： 

我连续参加了 4年的演讲比赛，每一次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自己感觉很骄傲。这个

过程是从不愿意、勉强答应、到今年的积极参与，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指导我的小妹妹了，而且

她也获得了一等奖，我感觉很威风。谢谢我的罗亦冰老师以及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还有我的

妈妈爸爸，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汤蕙语（三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这次我选择的演讲主题是”美食“。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我在演讲

中聊到了我最爱的面条，有阳春面，兰州拉面，葱油面，担担面，意大利面，还有我最盼望给

家人庆祝生日时吃的长寿面和蛋糕。不光是中国的美食和习俗，我还给大家讲述了感恩节的美

食：大火鸡，和中国春节的年年有余。 

 

获奖感言： 

比赛中我排在最后一名出场，在我之前演讲的三年级的小朋友讲得都非常精彩。所以在

老师宣布名次的时候，我瞪大着眼睛盯着老师，竖着耳朵希望听到我的名字，”第四名…第三名…

第二名…”，都没有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有些紧张，结果老师在第一名的时候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赵晨宇（二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中国古代的人真的用贝壳当钱，所以带“贝”的字跟钱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图案像贝

壳吗？这就是甲骨文的“贝”字，我们中国人真聪明！考一考大家，三个贝摞到一起是什么？

不是“钱”，是赑，赑屃就是驮着大石碑的大乌龟。 

还有很多带“贝”的字，比如，富贵的贵，发财的财。最后，祝大家富贵平安，恭喜发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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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我很高兴，感谢爸爸、姐姐和老师，特别是教过我中文的韩璐璐和李谦云老师！ 

 

缪薇薇 （一年级组第一名） 

精彩片段：  

“我说自己是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我对自己有自信，什么东西都能画。”我从小就

喜欢画画，终于到了我也可以去中文学校的时候，水彩课是我的最爱，老师教画，我全神贯注，

加上自己的想像力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家里人都不敢相信是我画的，（小声说：爸爸有时会

帮我，别告诉别人啊） 

我也喜欢自由发挥: 

画上彩虹，画上小草小鸟，画上美丽的小姑娘， 

您说是不是画出了鸟语花香？ 

 

获奖感言： 

刚开始我也很灰心，因为大人总说我声音太小，那是因为我紧张啊。经过一次次的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可以自信的站在讲台上了，谢谢妈妈和姐姐！是她们一直在帮助和鼓

励我。 

 

  

    

  芭蕾舞和我      杨妙伊 （马立平四年级三班） 

  我很小的时候就爱跳芭蕾舞，到现在已经跳了三年了。我每周

二和周六都去跳舞。那儿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我的老师很有

耐心也很漂亮。她跳得非常好。我的小同学们也都和我一样，无

论有多难都认真地学，要刻苦地练下去。有一次，老师教我们一

个新动作，新动作就是转圈。老师教我们双脚在地上转，可是我

老是最后站不稳。老师说转圈的时候，要眼睛盯住一个地方，这

样才能站稳。可是光说也不行，我就开始每天坚持练，从不怕苦。

练习了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可以站稳了！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做

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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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纽约之行    孟雪莉   （马立平三年级三班） 

   星期三是感恩节前一天，我们坐火车到纽约。我们去纽约是因为要看感恩节梅西游行，我们还

去了美国 MET 艺术博物馆。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过了一个很特别的生日！ 

   第一天，我们去了美国 MET 艺术博物馆。我们欣赏了很多欧洲油画，我最喜欢自然风景画。我

听了语音讲解，还照了很多相。然后我们参观了美国印第安人展览馆，里面有很多独特的服装、面具

和雕像。我们在博物馆只呆了一个半小时博物馆就关门了，爸爸说我们后天还要再来，我很高兴。 

   第二天是感恩节，虽然我们提前到了游行街区，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们只能站在人群外面

看，爸爸和妈妈就轮着抱我和妹妹看游行。我们看到了很多超大的卡通气球、搞笑的小丑、彩色游行

车和各种乐队，很热闹！我最喜欢 Pikachu, Snoopy和乐队。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虽然天气很

冷，我很喜欢梅西大游行！然后我们去了法拉盛，买了菜和品尝了美味的川菜 

  第三天，我们去了联合国大厦，我看到很多国旗迎风飘扬，我跟五星红旗照了相，然后我们坐

地铁又去了 MET 艺术博物馆。这次时间很充足，我们参观了埃及木乃伊，各种雕像和装饰品。这些

东西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还保存得这么好。接着我们去了亚洲馆，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佛像，珠宝和

精美的瓷器，有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和韩国的。我最喜欢中国馆和埃及馆因为历史最悠久。我们

之后去了骑士馆，里面有很多盔甲，有战马和士兵，很有气势。最后，我们去了现代馆，看到了很多

抽象画，也很有意思。 

   我喜欢我的纽约之行，我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生日！  

  

 

  我的小老师经历     孟雪涵 （马力平八年级一班） 

  我在明州国际中文学校读五年级的时候，通过测试成为了一名英语口语小老师，用视频的方式

教学生英语口语和美国文化。我的学生都来自中国，年龄从七岁到十二岁。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

我都会静静地坐在书桌旁，打开 SNAPLINGO视频给国内小朋友上课，每次都会互相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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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惊讶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学生英语口语很棒，说话也很主动。有时也发

现一些学生的口语和听力都不太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主动问他们一些简

单的问题，然后做示范简单地回答。我们上课有固定的教材，每次都有一个

主题，比如聊气候和节日。我会用网上的小卡片给学生讲那个内容。上课时

间二十五分钟，另外五分钟需要互相打分、写评语。遇上英语口语好的，我

们聊起来得心应手。如果碰上口语需要提高的，我有时会说中文跟他们交流。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我也有两年的教课经验了。虽然教课占用了我周末

的一两个小时，我觉得很值得。我不仅有了固定收入、提高了口头表达能力，还帮助了国内小朋友学

习英语。这对我是一个难得的经历，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帮助更多的中国小朋友学英语。 

 

        学生园地  
    

    马立平三年级二班 /三班 韩晓英老师 指导 
 

    

    乘迪斯尼邮轮     汤蕙语 

  今年暑假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乘迪斯尼邮轮去欧洲旅游。我上了邮轮的时候我特别地惊讶。邮

轮很大，很亮，也很豪华。有一个工作人员说：”欢迎汤先生家！”另一个工作人员领着我们去我

们住的房间。我们放下行李，就去餐厅吃饭。吃完饭后我们一家人去看了表演。表演里有很多好看

的节目。我们看的第一个表演有人扮演灰姑娘。还有一次人们扮演长发公主。他们的表演都很好看。

有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吃完中饭，回来的时候，我桌子上有一封信，信上有我的名字。我打开信来，

看了一下，然后告诉妈妈信上说：”你被邀请参加迪斯尼的皇家下午茶，在这里你会遇见你最喜欢

的小公主们。”我跟我的妈妈说：“我很想去！”她同意了。我去参加了下午茶，遇见了我喜欢的

灰姑娘等等。邮轮上的生活丰富多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度假    李千眷 

 这个暑假我和全家一起去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玩。在那里，我和妹妹有自己的房间，我们

睡在地上的小床上。爸爸妈妈睡在大床上。第一天我们去划船。爸爸和我划一条船，姥爷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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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划一条船。这是我第一次划船，爸爸让我学会了划船，我感到很开心。有一天，爸爸带姥爷

和我去坐大船出海钓鱼。我们看见水里很多大鱼游来游去。我和爸爸每个人钓上来两条大鱼，

姥爷钓了四条大鱼。还有一只鱼掉在船的甲板上，船长说我可以把它放回水中。这是我第一次

钓鱼。我小时侯很想去钓鱼，可是没有机会，现在终于能够钓鱼了，我心里很快乐。我们回到

家里，我和妹妹在沙发上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还有一天，我和妹妹去游泳池里玩，在里面

游泳玩球，不停地笑。妈妈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我们玩够了，出去洗澡，然后和爸爸去买螃

蟹。晚饭时，我们大家都吃了很多螃蟹。我们这个假期特别愉快！ 

 

       内蒙古大草原        毛奕君 

  今年暑假我和妈妈，爸爸，哥哥一起去了内蒙古大草原

玩。内蒙古大草原很漂亮。绿绿的草，蓝蓝的天，还有很多很

多的羊，牛，和马在吃草。我在内蒙古住了蒙古包，它像一个

圆圆的大面包。我还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骑马射箭，我一点都

不怕，反而觉得很好玩。我和很多小朋友一起做了太阳花和叶

脉书签。我们还一起开了篝火晚会，看了烟火，吃羊肉串等等。

我最喜欢的项目是在大坡上滑草，滑草的时候很快。内蒙古真

是太好玩了！ 

 

          滨州湖钓鱼        王少康 

   今年暑假我去了滨州钓鱼。我和家人开了两个半小时车到了滨州。我们到了以后，休息了一

会儿，就出去湖边钓鱼了。我们到的时候，我拿了钓鱼竿和鱼饵去钓鱼。我看见了很多小鱼。我钓

了八条鱼，哥哥钓了三条鱼，我们开开心心得回家去。过了一小时，我们又去划独木舟。我和我的

爸爸拿了两个独木舟，哥哥和爸爸每人拿了一个船浆。哥哥先进船里。我们去了一个小岛。在岛上

玩了一会儿。后来，我的哥哥看见了一只鹅的窝。那只鹅还想追我的哥哥呢！还好那只鹅没有追到。

我们还在船上钓鱼。后来我们又烧了篝火，烤了热狗和棉花糖。我们很开心。 

 

        暑期夏令营        张子熠 

   我暑假去了 ESF夏令营。我在夏令营里学了游泳，表演，跳舞，唱歌和其他有趣的课比如当

个小侦探课和游戏课。最后，我还拿到了一块金色的奖牌。接下来的两周我又去了创造夏令营。在

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用回收的纸盒子给小瓢虫和小仙女做了房子。然后我们还画了一些动物。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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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全家一起去了佛罗里达的清水海滩和乐高公园。我非常喜欢乐高公园因为里面有过山车，水上

乐园和很多用乐高做的小城市。在开学的时候，我把“我的暑假”告诉了我的同学和老师。 

 

        暑假旅行        王英宸 

   我先去了奥尔巴尼看姐姐的合唱团唱歌。然后我去了波士顿看战舰 U.S.S Constitution 和

战舰 U.S.S Cassin Young。然后我开车去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第一天我去爬山看月亮，然后吃了

龙虾。第二天我去爬 Beehive Trail。第三天我去海边爬石头。然后我去科德角。第一天我去大海

里游泳。第二天我坐船去钓鱼。第三天我去了鲨鱼博物馆。然后我回家了。我很喜欢这次旅行。 

 

        暑假趣事        骆嘉浩 

 夏天我和姥姥，姥爷还有哥哥去姜爷爷家旁边的小河钓鱼。我们先在河边准备好鱼钩和鱼饵。

然后我们开始钓鱼了。我们在第一个钓鱼的地方钓到了三条鱼。后来我们又去了河的对岸，在哪里

钓到了五条鱼。最后我们又换了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收获很大，钓到了七条鱼。我们全家还坐船

去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我和哥哥用铲子和小桶在沙地上建造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哥哥造了一座塔，

我造了一个桥。然后我们觉得有渴有饿，就喝了味道很棒的饮料，还吃了特别好吃的土豆片。太阳

快下山我们就坐船回家了。 

 

   暑假游           李婧筠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阿拉斯加度假。我们坐了游轮，看到了很大的冰川，还看到了三文鱼

和鲸鱼。我们也坐了观光火车沿着淘金热的路线到了加拿大。这条铁路是当年为找金子的人建的。

阿拉斯加的景色很美，我还想再去！ 

 

        暑假夏令营           邵望衡 

 我这个暑假没有去什么地方玩因为家里的小弟弟太小了。但是我参加了很多的夏令营。有音

乐的，网球的，游泳的，当然也有学习的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学习和音乐了。在音乐的夏令营里，

我第一次吹到了单簧管。但我吹单簧管的时候用了太多的气，所以每次都会头痛。我最后决定以后

拉小提琴。在学习的夏令营里，我喜欢休息的时候和朋友一起追着玩和一起吃零食。除了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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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读了很多的书，虽然都不是中文书。 

 

        我回了北京       美美    

这个暑假我们全家回北京过了一个月。我们去了长城，故宫，天坛，和颐和园。还去了妈妈的

学校—北大。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长城, 因为我喜欢爬楼梯。我还喜欢北大因为我和小朋友们在未名

湖边的石船上玩了。 

     

  中国夏令营       王雪盈 

  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个中国夏令营。我跟我的姐姐一起去了四周。我们看到了很多人，

哦我忘了说，我的夏令营叫‘英华’。哪里有很多人，戴孟娜，熊老师，和青老师 就是其中的一

些。我们也交了很多朋友，他们的名字是 Emma, Eva, Cana, Julia,和 Sydney。我们常常一起吃

中餐。我们也得说中文。我们上了中文课。我们去了两次长城。我们也去了太阳村。我在那儿遇到

了 Sydney。我喜欢英华因为很好玩儿得，我交了新朋友。 

 

        快乐的假日       龙予曦 

  暑假开始了，我很开心。今年的暑假爸爸妈妈给我安排了很多活动。每个活动我都很喜欢。

刚开始假期，我们全家人和我的好朋友 Emma 全家人一同开车去加拿大旅游六天六夜。我们一起看

风景，一起吃我们爱吃的饭，在水上世界我们玩得最高兴。暑假里我参加了网球夏令营，在三十二

天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吃饭，一起活动。在举行比赛时，我还打败了一个

比我大两岁的男生，取得了第二名，全家人为我高兴。整个夏令营吃的苦受的累都变得很甜。我喜

欢暑假。 

        开心的香港行        冯美迦 

  暑假里，我和我妈妈去了香港玩。我和我在美国的朋友们

在香港的酒店里碰面，他们出生在香港。我们每天会一起吃和

玩。我们在酒店一起游泳，还一起去看香港的夜景和灯光秀。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一起去爬太平山，我爬到了最高的山顶，看

见了全香港。香港有好多的房子，海水把它分成两个岛，每个

岛上都有一个最高的楼，其他的楼都比它矮，妈妈说一个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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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国际金融中心 IFC。在山顶的凌霄阁，我们吃了香港的特色鸡蛋饼，它的颜色是焦黄色， 味道

像鸡蛋华夫饼，外面脆里面软，吃起来很香很好吃。我在香港玩得很开心，只可惜我爸爸要工作不

能一起来，下次我一定要和爸爸一起来。      

       我去了中国       李宇恬 

我夏天去中国了。我先去长白看我的姥姥和姥爷。然后我们去了成都，桂林，和北京。我最喜

欢的地方是北京，因为我们看了电影哪吒，而且我也喜欢那个酒店。我夏天还参加了大提琴夏令营，

网球夏令营，阿拉丁音乐剧夏令营。我最喜欢的是阿拉丁夏令营，因为我喜欢唱歌。 

    

       开心的暑假       梁翰迅   

我在暑假和爸爸，妈妈，和哥哥一起去了中国。我先去了香港再去

了西安。我在香港见到了爷爷，奶奶，和伯伯。我在西安见到我的表

妹可可，表哥张逸晨，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我在西安吃了很多好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是肉夹馍。我最喜欢喝的是冰峰汽水。我跟表哥，表妹，

小姨，姨父，妈妈，和舅舅一同去儿童乐园。我在儿童乐园跟姨父和

舅舅踢足球。我最喜欢的游戏是被挂在墙上。我还学了 WeDo2.0 机器

人编程课和魔术课。我跟爸爸的朋友的儿子打篮球。我的暑假很开心。 

 

       暑期夏令营      段智超 

我过了个很开心的暑假。我到了夏令营，交了很多新朋友，看到了很多旧朋友。每天我们一起

游泳，玩游戏和画画。在周末，我经常去图书馆借很多 Dairy of a wimpy kid 的书，还和朋友一

起玩 Roblox。我和爸爸妈妈还去了水上乐园，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天。我玩游戏机拿了好多礼物。我

很期待明年暑假。  

 

          大沙丘国家公园   陶睿涵 

暑假我和妈妈，爸爸和哥哥去了大沙丘国家公园玩。我们先坐飞机，然后我们开车开了很长的

时间 才看见大沙丘。沙丘那么高呀！还黄黄的。太阳照着多漂亮呀！从上面滑下来多好玩！我的

家人去搭帐棚。我们搭完帐棚以后就做晚饭。晚饭有方便面，西兰花和虾，很好吃。吃完饭，我们

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去爬沙丘。我爬到其中的一个沙丘上。最后，我们就爬回来了。我很累，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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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狂打哈欠。第二天，我问妈妈：“可不可以从沙丘滑下来？” 妈妈说可以！爸爸把我们开到租

滑板的地方。我在其中一个沙丘的顶上，坐在 租来的滑板滑下去。突然我的滑板翻过去了，真好

玩！太阳把沙晒得很烫很烫的时候，我走回到车里了。这就是我暑假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喜

欢！ 

      

  英国和法国游        冯一叶 

暑假马上要完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哥哥和姑姑一起去了英国和法国旅游。我们先去英国。

在英国伦敦，我最喜欢的是哈利波特片场。我们在里面看他们怎么拍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条

龙，因为它可以喷火。我还在里面吃了哈利波特吃的饭和喝的牛油啤酒。在法国，我最喜欢吃法国

菜。 我品尝了可丽饼，法国蜗牛，鹅肝酱，炖鸭肉。每一样菜都很美味。我还去了卢浮宫，坐船

游览了塞纳河。这次旅游我很开心。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游览泰晤士河坐错了船，走了好远。我希望

以后还可以再去这两个国家。 

         

        一次难忘的旅行        方颖圆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和妹妹去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出发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了大瀑布

的图片，我马上就被大瀑布的美丽图片吸引住了，我很期待能早点看到它。我们早上从家里出发，

先开到以萨卡，下午参观了康奈尔大学，在以萨卡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出发先去水牛城。中午到水

牛城的时候，天突然开始下起了很大的雨，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后，决定按计划继续开往大瀑布。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大瀑布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居然出来了。一路上，爸爸和妈妈换着开车，

我和妹妹坐在后排，边吃零食边听故事，顺便看看车外的风景，爸爸时不时讲些笑话，逗得我们大

家哈哈大笑，困了的时候就睡一会儿，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我们刚到停车场就听到了瀑布轰隆的声音。停好车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去排队买票，经过安检，

走上一段台阶，大瀑布就已经近在眼前了，我和妹妹都很兴奋地跑到栏杆跟前，想更近地看到大瀑

布的全貌。妈妈问我，有没有想到一首描写瀑布的古诗？我问妈妈，是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很贴切地形容了眼前的景色。接着，我们又开始排队，坐电梯下到瀑布下

面，穿上蓝色雨衣，坐上”雾中少女号“，去近距离地观看大瀑布。越靠近瀑布，水雾越大，脸上

被喷了很多水，凉凉的很舒服。妹妹由于年纪比较小，她有点害怕，所以她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

我是大孩子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最让我开心的是，我居然看到了彩虹，七色彩虹在水雾中像一座

桥。我在想，会不会有仙女居住在这里呢？很快，我们的游船靠岸了，大家开始下船，我很舍不得

下船，真希望可以多看一会儿美丽的大瀑布。下船后，我一边走一边看看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大瀑布，

心里很希望下次可以再来看大瀑布。参观完大瀑布以后，我们到停车场取了车，爸爸妈妈带我们去

吃晚饭，然后回宾馆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去多伦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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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毛奕君 7 岁 

 

毛逸清  1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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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彩画大班/卡通与铅笔画小班 黄茵老师指导 

 

孟雪莉  9 岁 

 

张子清  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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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书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