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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新年寄语     
 

    大家好，我是马立平七年级一班的尹真。很荣幸再一次成为这

期《小语世界》的责任编辑，也非常感谢同学们一如既往的对我们

校刊的关心与支持。我会尽我所能将最好最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在这期《小语世界》中，我们有对校领导的采访，有马立平七

年级一班同学们的 2020 年新愿望，有马立平三年级三班同学们的生

活体验，还增加了“学生文创”这一新栏目，用于发表同学们自己

的原创诗歌、散文以及小小说等，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展现自

己的创作平台。在此，我先抛砖引玉，今后欢迎同学们踊跃投稿。

与往常一样，我们收到了许多非常棒的绘画作品，供大家鉴赏。 

    祝大家 2020鼠年快乐！ 

               

                             -- 尹真 

                   

 

 

大家好，我是美洲华语八年级的冯佳瑞。 2020年到来了，我祝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开心顺利，心想事成！小语世界在新的一年

里将会给大家呈现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同学们继续支持我们！本期

的学生作品主要来自马立平三年级三班，请大家欣赏！ 

 

      -- 冯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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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元旦主编采访校领导  
                          -- 尹真 

 

 

尹：校长好，新年快乐！在过去一年咱们大纽约华夏中文学校在您的带领下继续蓬勃发展。请

您先谈谈去年我校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好吗？ 

 

校长：新年好！首先借此机会祝全校师生家长新年好！祝大家 2020健康平安，快乐进步！ 

 

2019 学年是我们大纽约中文学校持续发展，蒸蒸日上的一年。大家更加享受新校区提供的先进

教学环境和优美校园。学校日常运营有条不紊。教学上我们强化了低年级中文班，开设三岁亲

子班；安排启蒙班，学前班到一年级，由几位深受欢迎的资深老师和年轻教师跨年级教学，保

证教学更好的衔接过渡。高年级则顺应需求，增加了更多七、八年级马立平班级。我校教师积

极参加华夏总校教师年会，暑期华文教育培训，校内教学经验交流及培训，与华文教育同行分

享自己的教学理念，思考与实践，引发强烈反响和进一步的广泛讨论。丰富多彩的文化课是我

校的一大特色。本学年我们进一步优化课程， 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场地，聘请优秀教师，开设大

家喜爱的课程。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我们的办学目标，建校几年来成果非常显著。我校学

生在华夏演讲比赛、辩论比赛、HSK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校外作文比赛，绘画比赛中频频

斩获奖项。 学校还举办了师生家长共同参与的各种活动及育儿、文化、艺术讲座。暑假期间我

们与国侨联合作，由我校独立组团参加了“亲情中华，多彩贵州”夏令营。更在传统项目暑期

露营、寒假滑雪之外，今年还增加了秋季 Zipline。 学校不但是学习中文的地方，也是远近闻

名的活跃的社区文化中心。 

 

Q：作为中文学校的校领导，您感到最自豪的是什么？ 

 

A： 最自豪的是每个周日早晨来到学校，看到师生家长们的笑脸；听到家长反馈说，感谢某某

老师，孩子特别喜欢某某课程，某某活动特别好...  这种自豪和感动是每时每刻的感受。感恩

大家爱我们的学校！ 

 

Q：我校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是一大亮点。请谈谈今年的文化活动方面的计划和添减好吗？ 

 

A：咱们学校的文化活动的确是丰富多彩，每年都有增无减。学年中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周都

有为学生、家长组织的活动，以鼓励中文学习，促进交流， 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学

校的社区凝聚力。2019秋季开学以来，我们有家长卡拉 OK，家庭为单位参加的户外 zipline，

秋季野餐会，万圣节游行等大型活动。全校学生参与的演讲比赛也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学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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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的积极性。2020春季学期里，1月份的写字比赛， 春节演出 ，3月份的数学竞赛，4月

份的中文辩论赛，明日之星才艺表演，5月份学校开放日，以及各种教师及志愿者团队培训建设

都在计划进行之中。我们学校还作为社区代表积极支持威郡，全美华人协会等组织的各种传统

节日庆祝，亚裔文化节。所有这些活动都投入了学校管理和教师团队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欢迎

广大同学和家长积极参与， 也欢迎大家给予反馈和提议！ 

 

Q：非常感谢校领导们一如既往地对《小语世界》的关注与支持，在新的一年里你们对《小语世

界》有什么期望吗？ 

 

A：《小语世界》的每一期大家都很期待，真是佳作频频，期期精彩。非常感谢记者，编辑，各

位投稿的同学和指导老师，为你们点赞，为你们自豪。未来希望《小语世界》能吸引更多同学

参与，带来更丰富多彩的作品。 

 

尹：非常感谢各位校领导接受我的采访， 特别感谢校领导们对《小语世界》的肯定和支持！在

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把《小语世界》办得更丰富更精彩！ 

 

 
    

 主编尹真（左二）采访何青校长（右二），林翠微副校长（左一），和袁晓川副校长（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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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年目标 
 

--冯佳瑞（美洲华语八年级） 

 

    我最喜欢做计划，尤其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让我想想看，在新的一年里我

有什么目标和计划。在新的一年里我最想要做的事是保护动物和环境。去年我给野生动物基金

会捐了钱，今年我的目标是给两个不同的基金会捐钱，这两个基金会一个是为了保护动物，一

个是为了保护植物。我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赚到钱去捐款，我们决定做一次义

卖，我们可以做烤蛋糕，饼干，然后在镇上义卖。我还答应妈妈帮她做很多家务，她会给我增

加零花钱。我还可以帮助邻居照顾猫和遛狗，也可以赚到钱。妈妈还答应我如果我捐钱的话，

她也会捐同等数量的钱。所以我的新年目标就是赚到钱，然后捐出去保护动物和植物！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同学们 

一句话概括 2020 年最大愿望 
                                                 

-- 尹真 (指导老师:李志平) 

                                        

❖ 毛筠宁：去中国看望家人。 

 

❖ 骆嘉骏：生活得更好，学习上拿 A。 

 

❖ 张存曦：顺利通过学校的各项考试。 

 

❖ 郝悦珊：在艺术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 韩佳静：在溜冰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 罗宇恬：在跑步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 张芙嘉：做事有效率不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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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羲：加强在包括中文，西班牙语和英语等语言课中的词汇量。 

 

❖ 曾祎正：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 许凯文：通过做家务和帮爸爸做网页挣$210.00美元。 

 

❖ 王博约：能取得好成绩并能获得零花钱。 

 

❖ 韩凯文：能取得好成绩。 

 

❖ 尹真：学习成绩都拿 A，小提琴和篮球的水平有新的提高。 

 

❖ 宋佳胜：提高数学成绩和英文写作水平；使自己创造的模拟航空公司变得更大更

有名，让全世界玩飞机游戏的人都可以看到并有兴趣玩我设计的飞机。 

 

❖ 程佳怡：被最想去的中学录取。 

 

❖ 谢东辰：我今年想要快快的长得更高更健壮。 

 

❖ 林菲菲：希望今年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 

 

❖ 邹昊鹏：学习成绩取得更大进步。 

 

 

 

马立平七年级一班合影， 班主任李志平老师（右一） 



7 
 

 

 

美丽的加勒比海 

                          --冯佳瑞 （美洲华语八年级） 

 

    今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学校放了两个星期的假。我好开心终于放假了！ 纽约的冬天很漂亮，

树上挂着雪和冰。我很喜欢纽约的冬天，可是纽约的冬天太冷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姐姐飞到

了墨西哥的海边，我们可以在温暖的加勒比海岸过新年了！ 一下飞机，我们大家一起喊了起来，

好热啊！加勒比海的颜色非常美，从浅蓝到深蓝，层次非常分明。我和姐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

冲进海里，随着海浪跳起来。有一天风非常大，我们留着房间里都能听到外面呜呜的风声。海

浪又急又高，可是我一点也不怕，海浪越大，我在海里就玩得越开心！我们还坐车去参观了玛

雅金字塔。金字塔有四面，非常雄伟壮观。只是天气太热了，我觉得我走不动了。可是导游说，

现在是他们的冬天呢，这是最冷的时候了。我不敢想象他们怎么度过夏天。我还买了好多的小

纪念品送给我在学校的好朋友们，这次旅行真是好玩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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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文创 

 

诗歌 
 

诗一，地球 
-- 尹真 

 
 

黑白留天地， 

昼夜存人间， 

人类乱发展， 

垃圾堆上天。 

望你捡垃圾， 

盼你做回收。 

地球变干净， 

大家尽欢颜！ 

 

诗二，人生 
-- 尹真 

人生不简单， 

生活何容易？ 

喜乐与忧愁， 

汗血育生命。 

人生有浮沉， 

坦然去面对。 

努力加坚持， 

成功终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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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争夺赛 

作者：尹真 

 

在亚特兰蒂斯的一个城堡中，有两个

人在房间里交谈。。。 

“你有什么困扰吗？” Ash问到。他

用他的紫色眼睛看着 Alessia。 

“我有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Alessia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回答。她感到心里充满

了紧张和绝望。 

“什么事？” Ash 问。 他在 Alessia

对面的靠垫上慢慢的坐了下来。 

“你知道我一直想获得亚特兰蒂斯公主的头衔。。。” 

“继续”Ash说。    

“决定谁赢得继承王位的比赛是在明天，而我却毫无把握！” Alessia喊道。 

“深吸一口气，然后告诉我一切。我会尽量地帮你克服你的困难。毕竟，我是你的男朋友，”Ash

平静地说。 

“好吧。。。 ”Alessia开始说。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叫 Alessia。她在一个有特权的皇室家庭中长大，但她并不是一个有特权

的孩子。她必须一天一天，一本书一本书地学习，一点一点地积累她的知识。当她 4岁时她学会怎

么用枪，并在 7岁时掌握了战斗技巧，在 11岁时掌握了王国所有武器的运用。此外，她 12岁那年

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还远远不够。尽管她的父亲是亚特兰蒂斯的国王，还

不足以让她以亚特兰蒂斯公主的身份继承王位。不管她做什么，她都无法击败她的表哥 Jackson。

Jackson 又聪明，又伶俐，也还很帅气，他不仅跟 Alessia 同龄，而且各个方面都跟她一样出色。

尽管他们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区别就像黑和白。Jackson 是白，有着冰冷的灰色眼睛和直直的淡

金色的头发，而 Alessia 是黑，有着柔滑的黑色卷发和深紫色的眼睛。Jackson 很像是一个成熟的

男孩，总是会吸引女孩，而 Alessia似乎像一个坏孩子，总跟男孩子们一起滑板和玩耍。 但是当

Alessia 和 Jackson角斗时，他们每一次都会打成平手。没了。” Alessia无聊的说着。房间里充

满了尴尬的沉默。几秒钟后，Ash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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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好笑的？”Alessia 不高兴地问。她对 Ash 的表情感到不高兴。 

“答案很简单，如果你这么想要继承王位，那么 Jackson 又能怎么阻止你呢？” 

“Alessia你没什么好害怕的，你可以做到的。”Ash说。 Ash感觉到 Alessia 不相信自己，于

是他走过去，坐在了 Alessia 旁边。他握住她的手，用他的眼睛看着 Alessia 说： “你可以做到

的，因为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勇敢。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Alessia 回到了她的房间，在她的床上躺着，睡不着。 “他们都相信我能做到，可是我真的可

以吗”？ “不对，我必须做到，我不能老是逃避”。“我可以做到的！” 她大声对自己说。五秒钟

之后，“啊！ 我太紧张了，我干不了！” Alessia 在她的床上拉了被子盖在她的头上和身上叫了一

声。。。 

“ 咔咔咔” Alessia穿着她的靴子走进了比赛的竞技场。但她感到特别的紧张，因为考试的项

目只有裁判知道。 当 Alessia看到

Jackson时她感到自己的手开始发抖。 在

她走过 Jackson的时候，Jackson冷冷地

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家族里大概有 50多

个人要参加争夺王位的比赛。在 Alessia

的眼里她唯一的对手是 Jackson。 

Alessia抬头一看, 看到她爸爸和其他的

家族成员都坐在高高的看台上往下看着

他们的比赛。 他们的脸上似乎都没有什

么表情。 Alessia 知道她只能靠自己的

能力去赢得比赛。 

    第一场比赛叫穿越熔岩地板。各位竞争者都必须通过自己的能力越过有岩溶的障碍道，然后按

下红色按钮。动作最快的人将在下一轮中获得优势。“哔——” 裁判员吹了吹口哨。” 只见一个巨

大的障碍道从地面上升起。 沸腾的熔岩充满了障碍道的底部，障碍道的中间有三个障碍物：跷跷

板，滚动竹棍和长竹竿供竞争者翻越。“哦，糟了，太危险了，如果有人不小心摔下去，那可真是

粉身碎骨了”。Alessia想。“ 三，二，一，开始！” 裁判喊道。大家立即起身向前飞奔。 Alessia

稍稍的犹豫了一下，Jackson 轻松地跑到了最前面。 Alessia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小段距离会使她处

于不利地位。她加紧了脚步，追上了 Jackson。他们俩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跃上了第一个障碍物，

那是由新抛光的玻璃制成的跷跷板。Alessia和 Jackson 杰克逊都跳了起来，并顺着跷跷板慢慢往

前走。这对于他俩来说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俩的鞋底都有吸盘，不会滑倒。其他的一些人就不是

都那么幸运了，当一些人掉入沸腾的熔岩中时，体育场上传来惊呼声和痛苦的叫声。 Alessia只能

继续向前奔跑，她想帮也帮不了他们。 

    慢慢走近翘翘板的另一头了，Jackson和 Alessia 轻松地从跷跷板上跳到了安全区。第二个障

碍是走过六根会滚动的细竹棍。 Alessia和 Jackson 一起跳上了竹棍子，Jackson 轻松的从一个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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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跳到另外一个棍子，似乎像是在跳舞一样。Alessia 走在每根棍子上时都非常的小心生怕自己会

掉下去。他们两个都过了第二个障碍。Alessia和 Jackson 接着往前跑几秒钟后他们看到了第三个

障碍，即是一根特别长的 45 度角的往上的竹竿。爬竹竿需要腹肌力量和手臂的力量。Alessia最讨

厌爬竹竿了，而 Jackson像一个伶俐的猴子一样一下子就爬上了竹竿。最后，Alessia 手脚并用花

了好大的力气才终于成功通过了。不过，虽然 Alessia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过关，但她的速度还是

照样跟 Jackson的速度一样快。就这样他们两个以并列第一的成绩通过了第一场的比赛。 

    在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的中间他们大家都有 15分钟的休息时间。 第二场的比赛中地板虽然不

是岩浆，但却比第一场更危险， 里面有很多的机关和陷阱。Alessia觉得她这一关应该会顺利的通

过。她以前见识过这样的情况。她这次不害怕，因为她知道，要通过这样的机关和陷阱的最好的方

法是一定不要停，要不顾一切的往前跑。她看了看 Jackson，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也在知道用什么

方法。比赛一开始，他俩就飞快的往前冲，果然他们没走多久，一个个火球就从墙中的机关里飞了

出来。Alessia和 Jackson一边跑一边躲着火球。突然，Alessia面前掉下来一大块大砖头。如果

她躲得不快的话，她很有可能就受伤了。Alessia开始放慢了脚步，她想 “还是安全第一要紧。” 而

Jackson 却跑得更快了。他们俩都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个环节。这时候，Alexia 往后看了一下,后面

一个人都没有，其他人都已经被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了。接着过第二关，走着走着 Alessia觉得不对

劲，类似于这样的机关陷阱，都会有箭从墙里射出来，非常危险。 所以，她打算这一关还是让 Jackson

跑在前面好，那样子万一有什么新的危险都由 Jackson 先去面对，为她自己争取想办法的时间。果

然，Jackson往前跑着跑着就有一大群的箭从墙上射了出来。“啊!”Jackson 叫了一声，他的胳膊

受伤了。一支箭深深的插入了他的右边的胳膊。Jackson 的粗心和失误导致他受了伤。Alessia仔

细观察了箭射出来的方向，她发现箭都是从一面墙向对面墙直射，所以如果她能够贴着地面爬过去，

她就能过关了。她怜悯的看了一眼 Jackson，只见他紧紧的抓着他受伤的胳膊，衣服上沾满了血。

Alessia 想了想，伸手把口袋里的急救包拿了出来，丢了给 Jackson。然后，Alessia 迅速的趴了下

来，匍匐前进以最快的速度爬到了终点。 

    Alessia 的爸爸和其他的家族成员都赞赏的点了点头。Alessia 赢了这场公平竞争的比赛。在

颁奖台上，裁判笑着对 Alessia 说 “恭喜你，我们亚特兰蒂斯公主 Alessia！” Alessia 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了胜利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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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园地  
 

马立平三年级三班 韩晓英老师 指导 
 

乘着火车去旅行      夏梽诚 

    这个暑假我们去了瑞士，我们去了四个景点。我们乘火车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我们爬山门时

看到雪山和瀑布。有一条山路我们走了四个小时，风景很美丽。瑞士的食物和水都很贵。最后我们

去了意大利米兰，我们参观了最后的晚餐。我很喜欢这个暑假。 

 

伦敦之行            史文昊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伦敦旅游。我们在伦敦参观了 Harry Potter Studio。 我喜欢他们的展览，

我最喜欢的展览是 The Hogwarts Express。我们也坐上 The London Eye，在高处欣赏伦敦的景色。

我们还参观 Buckingham Palace, 同时看到了换岗的乐队表演。 

 

好玩的海洋公园      王安岑 

    我暑假去中国了。我去看爷爷奶奶了。我也去看我的好朋友了，我和好朋友去海洋公园玩了。

海洋公园里可以看电影，坐过山车，还可以看海豚表演。最好玩的是在公园里露营。我们在帐篷里

睡觉，头顶上有鲸鲨游来游去，还有好多种鱼。我明年暑假还想去中国玩。 

 

第一次露营          唐钰涵 

我去了露营，这是我第一次露营。我烤了棉花糖。我去了鳕鱼湾，我在鳕鱼湾爬山了，山不是

太高。我钓到螃蟹和鱼了。然后我去了中国，我去了北京，上海，无锡和广州。在北京我去了颐和

园，北海公园，在那里我爬了很多台阶去白塔。在北京我还和我的表哥一起踢足球，他很高，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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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在上海很长时间没有玩，因为爸爸妈妈一直有很多事情要办。在无锡，我玩了很多游戏。在

广州我的欣婷姐姐的爸爸妈妈陪我玩，我还去了小蛮腰，小蛮腰很高，很漂亮，也很细，颜色一直

变来变去。在中国我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广州的烧鹅我是第一次吃，很香，太好吃了，我吃了一

大盆。 

 

我的暑假生活          董家麟 

    我很喜欢读书。暑假的时候我读了很多书。我 读英文书，我最喜欢的书是”Thea stilton The 

Dance of the Star Faires”.在这本书里有六只老鼠拯救了一个星光王国。因为星光王国的星星

没有光了，六只老鼠找到了星星不发光的原因，和让星星发光的办法，然后他们去让星星重新发光

了。我们去五指湖玩了，我们也去了很多海滩，我做了一个沙城堡。我也用沙做了一个火山，我们

玩的很高兴。 

     

笔架山的水上乐园      张昕馨 

这个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回到了中国。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玩。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和爷爷，

奶奶，爸爸，哥哥去笔架山的水上乐园玩。水上乐园有一个巨大的冲浪池。那里的水很清，浪很大。

好玩极了。我的潜水镜都被冲跑了。我们还在笔架山上泡了温泉。温泉里的水很暖和，我们泡得舒

服极了。我和哥哥还在水上乐园的泳池里游泳。我得带着救生圈游，但是哥哥能自己游。真希望有

一天我也能自己游泳。爷爷奶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玩的很高兴。 

 

愉快的暑假行          张子清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哥哥一起去中国旅游并看望姥姥和姥爷。我们先去丽江。在丽江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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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雪山和古城。我很兴奋，因为古城里有很多吃的和手工艺品！游人很多，大家都兴高采烈！有的

人看首饰，有的人吃好吃的，还有的人忙着照相留影！我和哥哥吃肉串。之后，我们去香格里拉。

路上我们经过了虎跳峡。虎跳峡的水流又急又猛，发出巨大的声音。路上我还看到了牛和山羊。在

香格里拉，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土司宴，有牦牛肉，豆腐，青稞酒，和各种蔬菜。还有歌舞表演。

我还上台去献哈达。我很高兴！我们还去了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有一个湖，山，和树胡子。树胡

子是长在树上的白色苔藓。只生长在很干净的地方。我们的旅行很愉快。我期待下一次旅行！ 

 

扬州旅游             宗澍楠 

    今年暑假, 我们全家人一起到扬州旅游。听妈妈说，扬州有 2500 年的历史了。比美国的历史

长多了。扬州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我们吃了美味的包子和豆花。狮子头，文丝豆腐, 和扬州炒

饭。最好玩的地方是瘦西湖。听说这里是从前皇帝经常来玩的地方. 夏天的扬州很热, 但是我们一

家人坐在船上, 听摇船的阿姨唱扬州小调, 看两岸的美景, 大家说说笑笑, 吹着微风，一点也不觉

得热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教阿姨唱歌, 弟弟和我开始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在妈妈的鼓励下, 我们

高兴地唱了 Oh Susanna! 阿姨说真好听!下次我还要去杨州！ 

 

暑假生活             王宇庆 

    这个夏天我和妈妈爸爸还有哥哥一起去北京天安门玩。我还参观了鸟巢，但是我现在要讲关于

故宫的事。我喜欢去看公园里的礼品店。我最不喜欢的部分是入口，因为队要排很久！不管怎样，

我现在想谈谈香港的海洋公园，我真的不喜欢海洋公园，因为主要是下雨。我最喜欢的部分是熊猫，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坐水园。我也喜欢万达广场麦当劳的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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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岚山              清清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去日本爬岚山。我们先开车来到山脚下，开始爬山。天

气有点热，我和姐姐一起吃绿茶冰激淋。然后我们到河边等船来，天下起雨了。我们坐了一会儿船，

里面有人在做好吃的。我们靠过去，买了一盘烤章鱼，好吃极了，一下子就吃完了。做完船，我们

又去爬山，来到竹林边。人很多，我们在竹林里走来走去，空气很新鲜，我很开心。后来我们去了

一个寺庙，在门口，我们用竹勺子洗手和嘴。我和姐姐都向水池里扔了一分钱。在庙里，我们看到

了美丽的荷花，回去的路上我好开心。 

 

最可爱的小狗狗       师听雅 

    今年夏天我买了一只小狗。它只有十一个星期大。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石头。它身上的毛

是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它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狗狗。每天我都和它一起玩儿。当我在院子里跑来

跑去的时候，它喜欢追我。我很爱我的小狗狗。 

      

很棒的香港行        华菲儿 

    今年夏天非常开心，我去了香港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和蹦床公园。在海洋公园我看见了熊猫

和鱼。这次旅行也有很多吃的，我吃了冰激淋，比萨饼等。天气很热，我们还吃了火锅，自助餐。

我还买了头带。我的香港之行很棒。 

      

好玩的暑假          林猫猫 

    今年暑假我去了香港看我的奶奶和爷爷。我也看到了我的表弟和表妹。他们很好玩。我们住在

伊东酒店，我很爱这个酒店，因为有上下床和很好吃的早餐。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去了越南玩，越

南很热，也很穷。我们去了湄公河三角洲。我们买到了刚刚做好的椰子糖，我们还去了椰子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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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后，我们去了北京，见我的姥姥和外公。后来我们回到了纽约，然后我去了足球夏令营。我

度过了一个很好玩的暑假。 

 

我的中国之行        孟雪莉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中国。我们在爷爷奶奶的家呆了一周，就坐高铁去了绵阳，我们住在

姥姥姥爷的家。在绵阳，姨妈给我们报了画画班，我参加的是线描。我们学了山海经的故事还画了

各种异兽。我很喜欢！我们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香草园、富乐山和西山。香草园有

一个很大的游乐园，我玩得很开心！我喜欢登上富乐山的富乐阁看远处风景，我看到了很多高楼。

我参观了三国博物馆，听姥爷讲了三国历史。我们去西山的时候看到了美丽的荷花，我很喜欢子云

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我们吃了火锅、干锅和中餐。我喜欢姥姥姥爷做的饺子和韭菜盒

子。  

我们离开绵阳去了成都。我们住在二爸的家。我们去了大熊猫基地、锦里、武侯祠、宽窄巷 子

和春熙路。在大熊猫基地，我们看见了十几个熊猫。有成年大熊猫和幼年大熊猫。我最喜欢看 幼

年大熊猫因为它们很活泼可爱！我们还参观了两个博物馆。在春熙路，我们逛了几家商场，买了衣

服和食物。我们在成都品尝了龙抄手、钟水饺、锅魁、鸭脖、芝麻球、担担面、火锅和中 餐。我

喜欢成都！ 然后我们回到了眉山。眉山是苏轼的家乡，我们去了有名的苏母公园。我们观赏了东

坡湖音 乐喷泉，夜景的喷泉五光十色，我觉得很漂亮！我们参加了奶奶请客大餐，有很多亲戚朋

友来。 我喜欢吃大妈做的馄饨和绍子面，我很喜欢奶奶做的泡豇豆。  

最后，我们去了雅安碧峰峡。在去碧峰峡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两个古镇：平乐古镇和上里古镇。

我们在平乐古镇游玩，在上里古镇我们踩了水，水很清凉但很好玩。我们看见很多学生在写生，画

得真好。第二天，我们去了碧峰峡谷。一路上我们看见了很多瀑布，峡谷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林，到

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我最喜欢千层岩瀑布，有 120 米长，非常壮观。我们沿着瀑布和树林一共

走了三个半小时，然后来到了青云桥。青云桥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绳子桥，看起来很危险，其实走上

去挺有意义的。我们也去了碧峰峡熊猫基地和野生动物园。 我的暑假生活很丰富多彩，我喜欢我

的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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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画作 

 

冯佳瑞  12 岁 

 

孟雪涵 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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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涵  9岁 

 

孟雪莉 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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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奕康  11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