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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节日寄语 

   
我是马立平六年级二班的吴雨芮。 大家鼠年新春快乐！ 很荣幸

成为本期《小语世界》的编辑。 本期主题是春节的习俗。 内容有学

校新闻， 马立平四年级三班以及马立平二年级一班同学们的文章，还

有一些绘画艺术作品。欢迎大家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对《小

语世界》的支持！      

               -- 吴雨芮   

   

 

 

 

大家新年好！我是马立平四年级三班的张睿婷。很高兴为本期

《小语世界》做编辑。在这期里，我们的小作者会介绍不同的节日，

同时也会告诉大家他们是怎样庆祝这些节日的。在喜迎新春的同时，

希望大家有空阅读我们自己写的文章。祝大家鼠年愉快，学业有成！ 

                        

         -- 张睿婷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小语世界》向华夏大纽约的每一位志愿者、老师、学生和家长送上诚

挚的新春祝福，祝愿大家阖家欢乐，吉祥如意，祝同学们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更要祝我们的

学校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今年的春节注定会是一个意义特殊、令人记忆深刻的春节。国内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引起了全

世界的关注，也在海外华人群体内部引起了广泛担忧。学校领导团队全力投入，积极应对，一

面及时关注卫生部门、领事馆的指导建议，一面耐心倾听家长的反映和要求，第一时间就采取

了宣传教育、卫生消毒、准备应急方案等各项措施。同时投入大量精力，做好网络教学的安装、

准备、老师培训等工作。全校上下都为他们的出色工作和辛勤付出点一个大大的赞！ 

 以后两周学校将采用网络授课。冬假后学校将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决定何时恢复正常教学。希

望大家利用这个机会熟悉网络教学这一新科技模式，继续认真学好中文。也希望不久后疫情风

波平静，大家又可以回到校园，见到各位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1月 26日大年初二，志愿者们给师生献上新年祝福。 



 春节习俗     吴雨芮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中国的十二生肖更替就是从春节开

始的。  2020年的农历春节是 1月 25日，今年是鼠年。 

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庆祝农历新年。过新年最高兴的应该是中国的小朋友，因为中国

的学校都会放假，吃饺子，穿新衣，放鞭炮；春节给大人拜年，还会收到大人给的红包。  

传统上春节的习俗有很多：年前主要是为春节做准备，年后庆祝。 有个童谣： “二十三，

糖瓜粘；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 切大肉......”说的就是怎么准备

新年。  

新年最重要的是除夕守岁和春节拜年。大年三十是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晚饭叫做年

夜饭。 外出的人们都赶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团聚吃年夜饭。吃饭之前要放鞭炮。人们在除夕

晚上也不睡觉，一直待到春节的凌晨。现在大家都围在一起看电视春节晚会。我们在美国，要

看春节晚会都赶在三十早晨看了。 春节一大早要打开房门，放鞭炮，准备迎接拜年的人们，大

家见面都说：新年快乐！小朋友这时给家里长辈拜年会收到红包，里面有崭新的钱! 

年后的庆祝还有祭祖，庙会等等， 我们在美国很少有机会参与这些。 

 



  春节里的美食      张睿婷 

 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会做好吃的。哪些是中国人过春节时必不可少的食物呢？ 

北方的饺子 

 北方人在除夕和正月初一都要吃饺子。饺子的谐音是“交子”，

表示的是“更岁交子”的意思。妈妈用英文解释给我听，这是人

们对新的一年里富贵吉祥的一种愿望。他们会把饺子包成元宝形

状，让富贵的气氛更浓厚一些。人们还会往饺子里放糖，放花生，

放红枣，还有人要放硬币（多不卫生啊！）。吃到糖饺子的表示

今年甜甜蜜蜜。吃到花生的表示今年健康长寿。吃到红枣的表示

今年可能会早生贵子。吃到硬币的，嗯，虽然难吃一些，但是表示今年财运亨通！ 

 南方的汤圆 

南方人喜欢在大年初一清早吃汤圆。表示一年团团

圆圆，圆圆满满。正月十五大家也一定要吃汤圆的。这

是一个全家人一起团聚的节日。汤圆就是表示了全家人

可以团圆在一起。 

汤圆里的馅有很多种。有芝麻的，花生的，桂花糖

的，还有豆沙的。我最喜欢吃的是巧克力馅的汤圆。可

是妈妈说菜谱上没有！ 

 

 年夜饭里的鱼 

 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年夜饭里的鱼是必不可少的。鱼

表示的是“年年有余”的意思。所以在吃鱼的时候，一些

地方的风俗里鱼头和尾巴是不可以吃的。要留下来，表示

每一年都还有剩余，也表示“有头有尾”。还有一些地方，

整个一盘鱼都是不可以碰的，为了表示“年年有余”。听

说鲫鱼和鲤鱼是最受欢迎的两种鱼。因为它们的谐音是“大

吉大利”。 

 中国有很多的好吃的。我在中国的日子里，每天都像在过年。希望我可以尽快再回中国去！ 

 

 



        庆祝 2020 春节     孟雪莉 

 春节不知不觉地来了！我们全家包了饺子，有香菇、白菜萝卜和韭菜肉馅儿，我最喜欢的是白

菜萝卜饺子，白菜萝卜保平安，又香又好吃。我包了七八个，我觉得包饺子很有意思！大年初一早上

我们吃了汤圆，爸爸妈妈说春节吃汤圆是团团圆圆。我们还吃了其它丰盛的大餐，比如火锅和卤菜。 

 星期五是除夕，晚上我们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很精彩，有唱歌、跳舞、杂技、小品、魔

术和戏曲等。我最喜欢杂技和小品，杂技表演实在是太棒了！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小品很多，

每个小品都很搞笑。 

 我和姐姐为了迎接春节还装饰了我们家。我们挂了红灯笼和庆祝春节的装饰品，我们收到了红

包，我也给我的家人准备了新年小礼物。 

 我很喜欢春节！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祝大家新年快乐、鼠年大吉、身体健康！ 

 

        学生园地  
        

我们的节日 

马立平四年级三班 魏萍老师指导 

 

    生病的圣诞节     张睿婷 
  

圣诞节是西方最隆重的节日。在圣诞节，每一家都会把家里放

上圣诞树，在树上挂很多好看的装饰。还要把壁炉打扫干净，把

圣诞老人要放礼物的袜子挂好。圣诞节前一天晚上，家里人会尽

量团聚在一起吃饭。圣诞节当天，孩子们吃完早饭以后会飞速地

跑到圣诞树底下找圣诞老人给的礼物。礼物清单是孩子们早早就

写好寄给圣诞老人的。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坐了飞机去奶奶家过节。到了机场，

我和我的妹妹都病了。我的头滚烫的，体温到了 103.1 度。第二天就是圣诞节的前夜。我们在



一个酒店住下了。我们在酒店里吃过早饭后，就躺在床上看电视。因为我们生病了，我们没有

像以前那样去商场。随后，我们在伯伯家和所有亲戚一起吃了晚饭。伯母做了很多很多好吃的。

我的堂姐有了一条新的小狗！她叫 Molly，只有 1岁。我很喜欢这条狗，就和狗玩了很长时间。

虽然我生病了，可是这个圣诞节和以往的圣诞节一样，让我过得很开心！ 

 

过大年        樊天行 

我今天介绍的节日是中国的春节。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先把家里装饰起来，挂上

福字和年画。妈妈还写春联挂起来。 

我们包饺子，做年糕，还有吃火锅。爸爸妈妈请了很多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好热闹。我们穿

上红色的新衣服，还有红包拿非常开心。 

我喜欢过中国的春节。 

 

纽约的新年     薛泽熙 

我最喜欢的假日是新年。 

2019年 12月 31日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早早地起了床。为什么在节日这天我们会起这么早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去曼哈顿时代广场看“大苹果”。每次一到过年，时代广场就有一颗被称之为大

苹果的球从一个建筑物上往下掉。因为

来观看的人特别多，附近的几条街都会

在中午之前被封起来。所以为了占得一

个好的看球位置，人们一般会上午就赶

到曼哈顿。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早早

地来到了曼哈顿。不过我们不是为了占

得一个好的位置，而是为了赶在长长队

伍形成之前赶紧进入住在时代广场的

朋友家里。我们约好了这一天来到他们

家一起观看“大苹果”。 

晚上 11:30的时候，我看了一眼窗外。街上早已经站满了人。十二月末的纽约特别冷，但是

显然寒冷的冬风无法阻拦人们看“大苹果”的热情。我们也开始往指定的观看区域那儿走去。 

 “大苹果”会在零点的时候会准时掉下来，但是很多人在 11:55的时候就拿出了手机开始录

像了。 



十一点五十九了，载着“大苹果”的建筑上开始了最后一分钟的倒计时。到最后十秒的时候，

所有人都跟着建筑上的倒计时一起倒数了起来。3，2，1！“大苹果”掉了下来！2020我们来啦！

天空也飘满了庆祝的彩带。 

我开心地笑着望着天空。纽约十二月的夜晚很冷，但是和家人们在一起看“大苹果”掉下来，

我却感觉很温暖。 

 

       中国年      罗宇婷 

我喜欢中国年，因为我可以出去玩。 

 我和我的妈妈，爸爸和姐姐吃长寿面，饺

子和干煸四季豆。我妈妈爸爸给我和我姐姐红

包。我家里人和朋友们来我们家吃饭，然后玩

游戏。 

 在学校，我还和朋友们为了中国年装饰了

学校走廊。 

 总的来说，我喜欢中国年。因为这个节日

让大家聚在一起。让我可以见到很久没有见到

的朋友和家人。图片里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把学校的走廊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假期的快乐时光   白大卫 

圣诞节到了,学校放假了。我和家人一起去了犹他州玩。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滑雪场,去玩的人

很多。爷爷先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套房住下。爸爸告诉我们要在这里住上几天,让我们玩个够。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起来,吃过早饭后,我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准备起滑雪的装备。瞧,戴上头盔

和防风眼镜的我多帅呀! 

我们乘车来到滑雪场。哇,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抬头望碧

空如洗,万里无云。脚下是松软的厚厚的白雪。最引人注目

的是通往山上的缆车。我在滑雪教练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坐

上缆车,转眼,缆车就把我们送到高高的山顶上。我兴奋极了,

恨不得立刻滑下山。 



教练开始为我讲滑雪技巧。他告诉我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双脚,要根据身体的摆动

方向而改变脚的用力......我按照教练指点,开始从高高的山上往下滑,果然滑出了一个个漂亮

的 S 型,真是太棒了!不一会儿就滑到了山脚下。这下我滑雪的兴趣更浓了,我滑了一次又一

次...... 

去犹他州滑雪真的是太刺激了!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最短的,我还没有觉得过瘾,一天的游玩

就结束了。去犹他州玩很开心,滑雪更开心!这个圣诞节我过得特别特别开心! 

 

  我的 2020 元旦日     邱迪 

在新年元旦日（2020年 1月 1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去滑冰。我们到了冰场，要先买票，

然后要去租一双滑冰鞋，妈妈帮我和弟弟穿好冰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冰场滑了起来。由

于弟弟是第一次滑冰，所以他开始有点紧张害怕，一直拉着爸爸的手慢慢地滑。 

还有一件很逗的事情，我在滑冰的时候，看见一个大

人本来滑得还不错，结果我看见他滑到我爸爸附近的时候，

有点要摔倒了，就突然拉了一下我爸爸，结果他们俩都滑

到墙那边去了，哈哈哈哈。还有，一个很逗的是我弟弟故

意给人家表演摔倒。 

等我滑完了冰，我们就回家了。妈妈说我滑得好，我

心里好开心。弟弟也说他喜欢滑冰，他后来也自己慢慢地

滑冰了。这就是我的新年元旦日。 

 

  我最喜欢的节日    钟德真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情人节。在美国，情人节在二月十四日，是一个充满幸福和快乐的节日。 

情人节那天，人们会互相写贺卡和送巧克力给家人和朋友，表达他们爱对方。在学校，我会

送每个小朋友和老师一袋小礼品。大家都很期待小礼品里的东西。 

我的生日就在情人节后一天，所以有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把情人节和我的生日合在一起庆祝。

有一年，我的爸爸妈妈 给我办了一个生日派对，同时庆祝我的生日和情人节。我的生日派对在

一个陶瓷制作中心举行。有很多我的同学和朋友参加。我们做了很多陶瓷。有杯子，有花瓶，

有小碗。大家都过得很开心。所以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情人节。 

 



 圣诞节      杨妙伊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我最喜欢它是

因为每年在我小弟弟幼儿园里都有一个圣诞

晚会。虽然外面很冷路上也没有多少人，但

是幼儿园的屋子里有好多家长和小朋友啊！

真是热闹！大家都在听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唱

歌。 

我小弟弟的班唱的是 Dreidel Dreidel, 

Jingle Bell Rock,和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小朋友在唱的时候，我也跟着唱了起来。美妙的歌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屋子里都热闹

起来了。幼儿园还准备了小零食。那儿有水果，鸡块，还有好多别的呢。我们一边吃 一边玩，

真开心！唱完歌，幼儿园的校长请来了圣诞老人给我们发礼物。大家都收到了一份礼物。我和

小弟弟也不例外，都收到了心怡的礼物。最后，我们和圣诞老人照相。这是我最快乐的圣诞节

了！ 

 圣诞节      宋天随 

圣诞节是很重要的日子。所有人都很高兴。一家人共同装饰自己的房子，摆上圣诞树，在室

外放上装饰灯，做很多饼干。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吃得都很多。很多家庭去近处或远处的

地方旅游。圣诞节最主要得事情是得到礼物。 

今年圣诞节，我去了一个叫 Belleayre的地方滑雪。我和妹妹滑得都很高兴。回到家里，我

们得到圣诞节的礼物。我的礼物有一个科学工具箱，家庭游戏，和一些滑冰时穿的新衣服。我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圣诞节      赖颖姿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是不是你的最喜欢的节日呢？ 

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有的人去吃圣诞大餐，有的人参加派对，有的人去看圣诞灯

饰，也有的人去医院，老人院，儿童院探望他们和送礼物给他们。还有的人去教堂。 

我的圣诞节和几个朋友一起庆祝，会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和丰富礼物。我的几个朋友来到我家，

就去了我的房间里玩。哥哥的几个朋友来到我家就马上去玩游戏机。 爸爸妈妈的朋友来到了就

会喝饮料，爸爸妈妈和他们的朋友就会一起说话和做饭。他们做完饭我们去吃了，有很多种饭

菜，每个人都爱吃。我们吃完饭就会继续玩游戏机，玩到晚上十一点，我们的朋友就走了。 



 

快乐的感恩节 

马立平二年级一班/三班 李谦云老师指导 

 

星期四是感恩节，我和爸爸妈妈姐姐一起去姑

姑家。姑姑家在马里兰。姑姑家有两只小狗，一只

大的，一只小的。大的叫 Hailey，小的叫 Sunny. 

Hailey 最喜欢姑姑，它就跟着姑姑。我呆在姑姑

家三天。我们带小狗出去玩。在吃饭的时候 Hailey

和 Sunny也要吃东西，它们在桌子地下眼巴巴地看

着我们。 

我们的感恩节大餐是火鸡，苹果派，还有烤肉和汤。我觉得很好吃。我们还去了巴尔的摩水

族馆。在水族馆里我们用手摸了海蜇，我们看到了海豚，我们还看到了鲨鱼在水里游。非常好

玩。 

我喜欢姑姑家。              ——杨若曦 

 

星期五，我和哥哥弟弟坐在沙发上面看了一部叫哪吒的电影。哪吒会喷火，而且很强壮。哪

吒用魔法把一个毒蛤蟆变成了一个假哪吒，看上去像死了一样。猪道长给他做人工呼吸。在那

个时候，毒蛤蟆打了个嗝，猪道长就中毒了，浑身肿起来了。  

星期六，到中午的时候， 客人们都来了。 我吃了面，炸鱼条， 还喝了果汁。果汁很甜，

面也甜，炸鱼条也甜。 我很喜欢。我和哥哥弟弟去地下室玩，还有很多小朋友跟着我们。我和

哥哥弟弟先是打 Pokemon 的游戏。一个小女孩和小男孩又跟我们一起玩另外几个游戏。我们打

了一天的游戏。真是轻松愉快！           

                  ——陆靖涵 

 

星期六，等客人来了，一个叔叔问我琴弹得怎么样， 然后我就弹琴了，叔叔又问我的哥哥

们， 哥哥们也弹了琴。然后，叔叔又问谁拉大提琴，我说大哥哥拉大提琴，叔叔问大哥哥可以

拉大提琴？大哥哥说可以， 就拉了大提琴。 



很多客人来了， 一个妈妈有俩个儿子。她告诉他们去跟哥哥玩，然后他们就跟我们一起玩

车和扔球的游戏。然后， 妈妈叫我们吃饭， 我们吃了丸子和烤鸭。吃完饭后，我和哥哥们去

地下室打游戏，我们打了很长时间游戏。后来， 我饿了，我就去吃点饭。 吃完饭，我就又回

去玩游戏了。 

我的爸爸妈妈和客人们在楼上唱歌，打牌。晚上， 客人们走了。妈妈叫我们睡觉。我们上

楼刷牙，然后上床睡觉了。真是美好的一天！         

                  ——陆靖凌 

 

今年感恩节我们去水上乐园玩。我和姐姐吴清如，还有我的朋友艾玛和丽莎一起去。我们星

期三到了水上公园。我发烧了所以我在热水池里面玩。我也在波浪池里面玩。我姐姐和她的朋

友们一起去玩了很多水上滑滑梯，还有漂流河。我和朋友们星期四下午回家吃感恩节大餐。 

                  ——吴清禾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和小弟（我弟弟）出去骑车。骑着骑着我妈妈和小弟去喂小鸭子了。我

去一个人行道骑车，我骑到一座桥上。车发出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吵得很。我走错了！我朝

着一辆车去了。我来不及回去了。我连一个办法也没有。突然我看到一个转弯！我转了弯，看

到了妈妈，很高兴。              ——李悠弋 

 

今年感恩节，我和爸爸，妈妈，妹妹一起去了赵叔叔家过节。赵叔叔做了火鸡和蛋糕，我们

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也准备了很多其他的菜，十分丰盛。吃完饭以后，我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玩

具。我过的很开心，我想圣诞节再去他家玩。 

       ——吴祖彬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是在恺恺家过的。 11月 27号我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在恺恺家 party。

恺恺的妈妈做了好多吃的，有毛豆，南瓜饼，好吃的蛋糕，还有最好吃的烤火鸡！恺恺妈妈烤

了一只很大的火鸡。烤好的火鸡是棕红色的，亮亮的，看起来就很好吃。我试了一块，非常好

吃，于是我吃了六块大火鸡肉。 

在 party上我和我的朋友们玩了 nerf gun 的游戏。男孩和女孩分成两个队伍互相打，我和

范乐晴负责收集子弹。我们捡到了很多子弹，拿给了女孩队伍。我们玩的很开心。 

                   ——许凯晴 

 



我很喜欢过感恩节，因为这一天，我们整个大家庭都会聚在一起。我会见到平日见不到的亲

戚，会非常高兴。大家一起吃晚饭，吃火鸡，一起做游戏，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我知道比吃和

玩最重要的是，我很爱我的亲戚们，他们也非常爱我，我们很感恩他们每个人在我的生活里。 

                   ——罗小画 

 

我感谢我的兄弟，因为每当我无聊的时候他都会和我一起玩。我感谢我的朋友伊森（Ethan），

因为每当他见到我时，他都会和我一起玩。我感谢我的朋友李浚文（Jayden），因为他使伊森

（Ethan）的所有娱乐变得更加有趣。          ——王意涵 

 

在感恩节，我到我的姑父的妈妈家。他们住在新泽西州住，他们的房子很漂亮。我的姑父有

只狗，我的姑父的狗真可爱，我跟这只狗玩。有很多人和食物。有个面包，那个面包真好吃。 

——本杰明 

 

在感恩节我去了我朋友家, 我虽然生病了可还是去了. 我的朋友是 Mclody 和 Lysis, 

Mclody 的朋友也来了，她是 Gianna，Gianna有个狗，叫 Mochi。我们也吃了火鸡，然后我们吃

了蛋糕、看了 ipad. 这是美好的一天！          ——陶乐依 

 

 



 

——白蕾娅 

 

这个感恩节我很开心，因为有客人来我家玩。我们全家也去了我的好朋友家做客。 

我最喜欢的是去我的好朋友 Caroline 家开“爬梯”。 她的妈妈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有寿司，有鸡腿，有烤三文鱼，还有芝士蛋糕。饭后，我们看了 Lego电影，每个小朋友还吃了

一块巧克力。然后我们还一起做了游戏，我玩的都不想回家了。 

我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感恩节！          ——严子睿  

 

周三的时候，我去我的朋友家玩，他的名字叫汉

汉。我在汉汉家玩得很开心。我们玩了三个小时。从

六点玩到九点。我们玩了Nerf Gun。大朋友一个队，

小朋友一个队。我们互相打，我出了很多汗😓。 

    周四的时候，我又去了我的朋友Sean和Max的家。

我们一起看电视。我们也一起下象棋。这一次我没有

出那么多的汗。 

 周五的时候，我去费城参加象棋比赛。比赛一共有三天六场。每天有两场。第一天的时候我

表现得很好。因为我赢了两场棋。第二天的时候我表现得还好。赢了一场，输了一场。第三天

我表现也得也不错，但是对手很厉害，我也犯了小错误，输了两场。六场比赛中，我输了三场，

赢了三场。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分数涨了46分。 

 在费城的时候，我也去了franklin institute。那里面很好玩。比如有一个你可以上下跑来



跑去的地方 （mimic 人的大脑）。 比如还有一个地方叫sports center，也很好玩。 

 感恩节来了，我要感谢把感恩节变成节日的人。感谢爸爸，妈妈，阿姨，李老师，陈老师，

还有所有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谢谢你们！         ——汪壮壮 

 

感恩节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去水上乐园玩。 

在水上乐园，我玩了很多好玩的游戏，水上滑梯，冲浪，波

浪池……最让我难忘的是冲浪。第一次，我刚一跳下去就被冲了

上来。第二次终于成功了，我在冲浪板上停留了半分钟，并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完成了很多动作。这是我第一次冲浪，我非常

开心。 

感谢爸爸妈妈带我去水上乐园，留给我一个难忘的感恩节。    ——张天聪 

 

   我喜欢感恩节，因为可以吃火鸡。火鸡很好吃，炒面和火腿也很好吃。还有很多小朋友，我

们一起玩玩具。 

我喜欢感恩节，因为不用上学。 

感恩节，我感谢姐姐，姐姐帮我弹琴。感谢妈妈给我礼物。    ——赵晨宇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一家人去 Sherry阿姨家过节。我们先坐火车，再坐公交车来到 Sherry

阿姨在曼哈顿的新家。阿姨烤了一只大火鸡，非常美味，土豆泥也很好吃。 

吃完饭，我们小孩子看电视、玩游戏，大人们喝酒聊天。每个人都玩得很高兴。 

感谢 Sherry阿姨请我们去做客。我很期待明年的感恩节。    ——李天好 

 

今年感恩节假期我们全家和三家好朋友一起去了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山区度假。这是我第二次

来这里度假，我很喜欢。度假酒店对面是滑雪场，酒店里有个很大的水上乐园，可以玩冲浪，

水上篮球，还可以从很高的水管里快速地冲下来。水上乐园中心有个高高的大水桶，里面的水

满后会倒出来，打在我背上像石头一样。室内的热水池可以通到外面，我游到外面，手伸出去

很冷，但水里面很暖和。 



水上乐园里面有个小餐馆，我很喜欢吃他们做的食物。我吃了炸鸡肉条，披萨和意大利通心

面，都非常好吃。酒店里面还有个健身房，我和朋友们去里面玩了一会，妈妈早起会去健身房

锻炼身体。我们住的酒店房间是两层的，有三个卫生间。我和我的好朋友睡在沙发床上，早上

一起看书看电视，白天一起在水上乐园玩，晚上一起聊天玩扑克牌游戏。 

第二天我们出去在酒店附近玩耍走路，看到水上乐园伸到外面的水管上挂着很多冰柱。我很

兴奋地取下了一根最长的冰柱，爸爸帮我放在酒店冰箱的冷冻层保存起来。这次假期我们过得

很开心很放松。我要感谢我的家庭给我带来这次愉快的旅行，还要感谢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度

过这个美好的假期。             —— 李井一 

 

感恩节是一个节日。在感恩节的时候，人们吃火鸡和很多

其他好吃的东西。人们也会跟家人和朋友们团聚在一起。 

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是黑色星期五。人们会在这个日子买好

多打折的东西，包括冬天穿的衣服，小孩子的玩具，还有家

具等等。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节日里，人们对拥有的东西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感谢。感恩节很好玩，

我很喜欢这个节日。             ——陈楚悠 

在感恩节我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去了好几个好玩的地方，也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玩了很久。

我太高兴了，真希望以后的每天都能这样！        ——姜皓曦 

 

我和妈妈、爸爸、姐姐和弟弟去了巴哈马。我和姐姐一起坐了水滑梯，我们看见了鲨鱼，我

们还在海边游泳，也看到了鱼群。巴哈马很好玩，我还想再去一次！ ——余若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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