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作文 Graduation Essays

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慢慢学会了如何与他们沟
通。他们同时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我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的学生有时候还告诉我，我不总是对的。通过这

赵平, C12/应届毕业生, 指导教师: 胡友平

种奇怪的角色转换，我和学生们一起成长, 使我

帮助他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四年前，我开始

变得更加成熟。

在长城中文学校做志愿者。我这样做改变了我的
我会永远怀念在长城中文学校的经历。在当学
生活, 在长城中文学校当志愿者是非常有益义的,
校志愿教师之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经过
我能够回馈社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我的家
这四年的经历，我现在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人为我而骄傲。
变得外向多了，能和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沟通。通
长城中文学校是一个周末中文学校，教汉语和

过教学帮助别人，让我感到很骄傲。我很感激能

中国文化。每个星期天我在中文班学习两个小时

在长城中文学校有这个的机会，它让我体验到了

中文，然后教两个小时文化课。我是一名志愿者

很多改变我生活的东西。

老师，我教中国扯铃，扯铃的另一个名字是空
竹。我的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年龄最小的是五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岁;最大的是一对夫妻，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孩子

孔雀, C12/应届毕业生, 指导教师: 胡友平

了。我教空竹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它拓宽了我的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一个神奇的地方，会让我
终生难忘，她就是长城中文学校。
记得很小的时候，五岁吧，刚从外婆那里回
来。可能是被他们惯的，我那时不听话，妈妈就
把我送到中文学校，让老师管管。从那以后，每
个星期天，除了生病，从没间断过。
八年级的时候，我爱上了折纸，它给我打开了
艺术的天窗。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下找到了自
己的喜好。不要小看那一个个折纸，要做得栩栩
如生的，需要有创意，还要美观，更要有耐心。
有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停地折啊折啊，多
少次那些锋利的纸，割伤了我的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当上了中文学校的老
师，和赵媛媛、李瑶等几个小同事共同教小孩子
学折纸。每次看着那些好奇的孩子，就想把我知
道的都教给他们，看着他们一天天进步，心里比
吃了蜜都甜！从那时起，我真正爱上了中文学
校。折纸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培养了责任
心，自信心。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被需要的
人！我们参加了很多大型活动，展出自己的作
品，还卖出去不少，乐趣无穷！
在中文学校，很多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首
先要感谢的是少梅女士，一个充满能量和激情的
领导，有时热情，有时严厉，有时搞笑。我记得
她要我们都穿上橘红色的衣服，还有在聚会上打
牌，笑声最响亮的也是她！另外一个我要感谢的

视野。每个学生学习提高的方式不同，但他们都
希望掌握更多的空竹技巧。他们的激情鼓励我尽
我所能教好他们。
教空竹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是有机会看到孩子们
成长。有些小孩儿从四年前就跟我学习空竹。我
非常高兴看着他们成长。一个男孩刚刚上我的班
的时候。当我教让他试着自己练习时，他很快就
厌倦了，因为他怎么也抖不好空竹。他把它扔在
地上，并开始板着脸。因为他的急躁，他的父亲
总是会陪他上课。我不愿意有人那么轻易的放
弃，我拼命地帮助他，经常呆在他身边，鼓励他
并告诉他即使是我，有多年的经验的人也会犯错
误。最后，他的态度开始改变，他的父亲不再陪
他了，我们一起超越了很大的障碍。现在这个男
孩是我班最好和最熟练的学生之一。
教空竹过程中学生们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能
够给学生的是我对空竹的知识和热情。但学生给
了我很多我原来没有学到的东西。在过去四年里,
我一直在向学生们学习。和年幼的孩子打交道不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往往会很容易变得沮
丧。每当我试着教他们的时侯，他们打哈欠，我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最后，我意识到我需要不
同的方式接近他们。我改变了我的教学方式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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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胡友平老师，他教了我很多的文化知识，
还有计算机知识，让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努
力做到像他那样多才多艺！
代表我们学校，我参加了两次科州龙舟赛，那
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让我很吃惊的是，平时搞笑的爸爸，当起教
练来居然有模有样的！通过龙舟比赛，我知道了
集体的力量，只有一起合作，共同使力，步调一
致，才能赢。
我妈常说，不管你成绩有多好，社交能力多么
棒，多么有经验，有多少才能，但是做一个善
良、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好人，才是最重要的。
少梅女士常常带我们去老人院看望老人，给他们
讲故事，关心他们，表演节目，让他们开心。知
道了他人的痛苦，才会萌发出同情心，才会自然
有一种奉献的欲望，这会伴随我一辈子。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感谢，太多的回忆，再次
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一起学习过的同学，还
有我教过的孩子，感谢你们让我成长，感谢您，
长城中文学校，我的文化启蒙学校！

无意义的和会有点困难完成的，但是中文学校给
了我很多帮助。上中文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和中国
文化有关的知识。上舞蹈课使我有机会做志愿者
的工作，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学中文还可以帮助
我做到这些。因为我是舞蹈班的学生，所以有机
会给很多不同的观众表演舞蹈。在我的观众里，
最有意思的是老人院的老人们。在我看来，这些
老人家是最有意义的观众，因为我不仅表演舞蹈
给他们看，而且表演完了以后，我们还能跟老人
们聊一会儿天。我从这些表演中获得了很多经
验，所以这是我最难忘，也是我最喜欢的活动。
参加这些活动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舞蹈，我有机表演给好多人
看。每一个星期天逼着自己去上中文学校，我学
了很多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知识。这些都是因
为妈妈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妈妈半逼半鼓励地让我
去上中文学校的结果。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多经
验，学校还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能在美国学校
里更好地学习。
如果我妈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不会坐
在这儿写这篇文章反映我在长城中文学校所学和
所做的事情。

我和长城中文学校
凌诗婷 C12/应届毕业生, 指导教师: 胡友平

学习中文很有益

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上中文学校是父母的决
定。六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去中文学校学习中
文。小时候不懂事，所以我不愿意去上中文学
校。可是，慢慢长大了，我越来越懂事了，加上
中文学校对我的帮助，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一定
要我上中文学校的根本原因。

Emma Rabung, C9/应届毕业生: 指导教师: 齐兆聪

我觉得学习中文对我的教育很有益。中文是全
球语言,学习中文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现在很多
雇主要他们的雇员是双语，所以我会说中文给了
我优势。很多美国的商品都在中国制造，能够说
中文帮助我找到企业工作, 帮助公司翻译和洽谈
交易的需要。

当我刚刚开始上中文学校的时候，除了学中
文外，妈妈还想要我参加学校提供的另一个活
动。所以，我决定去试试功夫课。可是上完了一
年，我妈妈跟我说不能再上功夫课了，因为她觉
得女孩子不应该做那么阳刚的活动。所以，我妈
妈让我去上舞蹈课。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不喜
欢跳舞和上舞蹈课。每个星期天，因为我妈妈说
我必须要去中文学校，所以我都会逼我自己去。
此外,我也努力在想为什么我必须要上中文学校，
中文学校对我在美国学校的学习有什么帮助。直
到我开始上高中,才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学习中文也给了我机会去过中国两次。去中国
我不只是学了汉语，而且学了很多的中国文化,
在中国的时候我也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我看到中
国的古遗址, 了解它们的历史。去中国开阔了我
的世界,了解更多与美国不同的其他的文化和其他
人的世界。
学习中文也帮助我认识很多朋友。我在学习中
文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我也在中国认
识了一些朋友。如果我没学中文，我就不会结识
这些朋友们。

我的高中对我们要求，如果想毕业的话，必
须要做些志愿者的工作。我本来觉得这个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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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分明学习中文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因为中文会
帮助我找到工作，有机会去中国，和认识了这么
多的朋友。

学生: 谢丹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在外人看来，也许我家人有点奇怪，但是我无
条件地爱他们，尤其爱妈妈。我妈妈是我最尊敬
的人之一。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不知道用什
么词语去描述她，因为准确地描述她是很难的。
我从小到大，时至今日，一直都受着妈妈的宠
爱。外公外婆常常对妈妈说，“别把孩子宠坏
了，杨洁。”我一听这话就笑，因为他们说的
对。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总喜欢买各种又大又贵
的毛绒玩具给我，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裙子，直
到现在，她还经常给我买各色糖果，毫无疑问，
我妈妈给我的宠爱真的是太多了！

在校学生作文选集 Student Essays
我的妈妈
学生: 钟婷怡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说起妈妈，几乎每个孩子肯定会说自己的妈妈
是世界上最棒的母亲，我也不例外，认为我的妈
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她勤劳、能干、关心家
人，有爱心。当然，作为普通人，她也有自己的
缺点。

我喜欢打网球、弹钢琴，尤其画画，画画的颜
料不便宜，每次我需要买新颜料的时候，我妈妈
一点儿都不反对，无论多贵都买给我。我之所以
能快速提高我的美术水平是因为我妈妈一直在支
持我的爱好。

妈妈是一位中文教师，每到工作日，她六点半
就起床去上班，直到四点多才下班。下班后，她
还要做各种各样的家务，买菜、做饭、清理房
间、给我的车加油...所以她总是忙忙碌碌，一刻
不停，非常辛苦！

平日妈妈很重视我的健康与教育，希望我很有
前途。妈妈开车的时候，如果只有我们俩的话，
她喜欢这个时候教育我，有时让我改掉不好的习
惯，有时让我每天锻炼身体、好好吃水果和蔬
菜，有时让我说说自己未来的打算。虽然这些话
题有时让我感到有些无聊，但我知道她的动机是
好的。其实这时我很想说：妈妈，我平日都在用
心地做我的作业，您不用那么担心，我会做好自
己的事情的！

妈妈不仅是一个关心孩子的母亲，而且还是一
个孝顺的女儿。每天早上，她首先做好给外公和
外婆的饭菜，然后是我和妹妹带到学校的午餐，
最后才准备她自己的午餐。晚上，家人吃饭的时
候，她也是先照顾老人先吃，然后是孩子，最后
是自己。她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人！

其实妈妈也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有对别人不
能讲心事的时候，我总会讲给妈妈听，这个时候
我很庆幸有她在我的身边。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有
运气的孩子，因为我有一个最好的妈妈！

有时候，我的脾气有点急，对人的态度有不太
好，即便如此，妈妈依然很有耐心，对我关心依
旧。我要学习妈妈这一点，待人待事像她一样有
耐心和爱心。

我的妈妈

虽然妈妈是一个很棒的人，但是，她也有缺
点。我认为她像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自己的孩
子有时太过严厉，不像美国父母那样宽松。尤其
是我犯错误她骂我的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可怕。
这时我希望妈妈能多一点耐心，这样我会慢慢理
解她，意识到我的错误。

学生: 胡家琛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妈妈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我
最爱的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在照顾我。
小时候，我很调皮，爱捣乱、惹麻烦，但是妈
妈对我总是很有耐心。与其他孩子的家长相比，
我的妈妈更容易相处，我和她谈话就像和朋友谈
话一样没有拘束。记得有一次，我的数学考试考
得很不好，回家后心情一直不好。妈妈看到后，

尽管妈妈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依然觉得她是
一个最好的妈妈。当我长大成人，希望我能像她
一样勤劳、关心他人，同时让她为我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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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坐下来交谈,分析没有考好的原因,鼓励我下
次再努力。慢慢地,我的心情改变了,不再那么糟
糕。

什么时候需要帮忙，她都会马上抽出时间来帮
我。当我需要接送的时候，她也会每次准时的出
现。
总之，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精力、非常能干
的一个人，又有爱心也有耐心。即便与以前相比
我与妈妈的距离远了，其实我依然真心地爱着我
的妈妈！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培养我的兴趣爱
好。我妈妈总是支持我选择的课外活动。虽然她
每天工作很辛苦，要做很多的家务事，但是她依
然拿出时间陪我去上各种兴趣课程，像打网球、
画画、游泳，弹钢琴等，这些事情花费了她很多
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游泳和网球，我有很多比
赛，妈妈每一场都会来为我加油。很多时候我看
到妈妈非常累的模样，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的妈妈
学生: 刘亦楠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妈妈是你一生最爱的
人，虽然有时她会批评你、管教你，那是因为她
想让你成为最好的你！我妈妈就是这样的妈妈。
在我六岁半的时候，妈妈送我学钢琴。上钢
琴课的时候，她总会带着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
细心地记下老师课堂所讲内容，帮助我回家后更
好地记忆。最初学琴的几年，练习时她总是陪在
我身边，纠正我弹琴的手势，让我不由自主地努
力认真练琴。其实，那时候我并不喜欢弹钢琴，
可是妈妈要求我必须学，虽然我心里不太高兴，
但是我还是会听她的话去练习。经过妈妈和我的
努力，我在钢琴比赛中获奖了，那时真是十分开
心！后来我还得到了和乐队一起演奏的机会。其
实，没有妈妈的支持和恒心就没有我的这一切，
所以我非常感谢妈妈在我们不懂什么的时候，帮
我们做了对的事情。
从小学到现在，每次我遇到学业上的问题，都
可以问妈妈，如果她不知道，依然会尽最大努力
帮助我解决。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莎
士比亚戏剧俱乐部，我们需要演戏的服装，老师
建议父母去买或者自己做服装。虽然妈妈从没自
己做过衣服，她还是用心地给我做了一件衬衫和
裤子.演出中穿着妈妈亲手做的衣服,我觉得好幸
福！
在工作中,我妈妈也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她可
以值得信赖地完成每项任务,好多人说孩子们的性
格就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我希望我将来能成
为像妈妈一样的人！
现在，虽然很多时候在一些事情上和妈妈会有
不同的意见，甚至也有对她不满意的地方，但是
我依然非常非常感谢妈妈为我所做的每件事情，

在生活上，有很多事情也都是妈妈教会我的，
像怎么和别人相处说话、怎样穿合适的衣服和有
好的仪容、怎样照顾自己等等。她会给我讲人生
很多重要的道理，告诉我成长过程中需要知道的
事情，教我做一个好人，要学会去帮助别人。这
些教育对我的成长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我的妈妈很伟大，我会永远爱着
她！

我的妈妈
学生: 杨高劼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世上真的只有妈妈好！特别是我的妈妈,从小到
大妈妈一直陪着我长大,她是一个有爱心耐心包容
心的好妈妈！
小宝宝的时候，她每天都会亲自给我洗澡、喂
饭，虽然都是小事，但是每天做应该也会很麻
烦。后来我一点点长大，开始上学，慢慢变得比
以前调皮，麻烦事就更多了,但无论怎样妈妈还是
每天帮助我准备学校功课，辅导我学习。再后
来，我上了中学，不知怎么变得有些逆反、有点
讨人厌，常常不听她的话，有时也会惹上麻烦。
上了高中以后，我跟妈妈的距离一点点的变得更
远了。即使我和她有了距离，但是她依然爱我、
帮着我。在我不听话的时候，聪明的妈妈总会想
到好办法让我听她的话。我生气的时候，她也会
费心思让我开心起来。
我的妈妈还非常吃苦能干,每天早晨总是早早起
来给家人准备早餐。上一天班以后,疲劳的她回到
家还要做晚饭,有时候妈妈下班非常晚，工作到晚
上九点多，多么的辛苦啊！尽管我的妈妈非常忙
累，但是她总会腾出时间照顾我和家人，无论我
9

我很爱我的妈妈！而且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变
化，妈妈也都会永远地爱着我！

整理书架。那年我学的科目很简单但是我玩得很
开心。
在科学课，二年级的学习重点是动物生命周
期。那一年老师养了一只蝴蝶。全年我和同学们
看着一只毛毛虫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在学年结
束以前，老师放了那只蝴蝶。还有一次， 老师从
一个鸡场买了好几个鸡蛋。她把那些鸡蛋放在一
个孵化器里。三个星期以后那些鸡蛋才孵化。我
记得清清楚楚地，一个小鸡的头从鸡蛋壳冒出
来，真可爱。我的老师让我们拿着小鸡。

帆船
学生: 陈子珂 班级: C10 教师: 胡友平

我在 Northridge 上小学的时候，做过很多有趣
的事情，尤其是在六年级的时候。
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和两个朋友
一起用铝箔做了一只小船。这是学校英语课的一
个作业项目。这两个朋友的名字叫 Ryan 和
Jakob，他们是我在小学里最好的朋友，跟好朋友
一起做项目就更有意思了。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
可以在水上漂的船，而且要有个船帆。我们三个
人讨论了以后 决定用铝箔做船体。然后，用四个
小盒子作为漂浮物贴到船的两边，左边两个，右
边两个。我家里有很多胶卷盒，我们就用胶卷盒
那些小盒子，用即时贴和一个牙签 做船帆。我们
决定让 Ryan 带铝箔，我带四个小盒子，Jakob 带
即时贴和牙签到学校。做好船和船帆以后，我们
用了很多胶带把船帆贴到船上。
做完船以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都把自己做的
船放到大水箱里，看它会不会漂浮。我们做的船
在水上漂起来了，但是有些同学做的船却沉没
了。我们又试了试我们做的船帆，用风扇去吹，
看会不会帮助船移动。我和朋友做的船帆很好，
风扇一吹，船移动得挺快。但是有的同学做的船
帆不能帮助船移动。我和 Ryan 和 Jakob 做的船是
全班最好的，我们特别高兴。

二年级过得很快。两年后，当我上四年级的时
候，Mrs. Duntsch 退休了。

迪斯尼
学生: 麻蕊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你去过迪斯尼乐园？那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
方。至少绝大部分的孩子们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也
包括我。
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世界中，有四大主题公
园。其中最有名的是魔法王国。在这个公园里，
有明日世界，幻想世界和拓荒世界几大景区。在
每一每个景区，有各种游乐设施和商店，尽由人
们享用。明日世界里有很多过山车，是游客们都
不愿错过的项目。比如太空山，它是一种使用灯
光，让你觉得你是在太空中穿梭飞行的室内过山
车。那梦幻般的星光和吹拂过我的长发的凉风，
让我忘却了一切，只是想飞呀飞。幻想世界是让
年幼的孩子们开心的地方。尽管那里的游乐项目
不让人害怕，我也照样很喜欢。拓荒世界里的飞
流急下， 十分刺激。游船从 50 英尺高的山峰，
飞冲直下到湖水中，溅起的水花有几尺高，把船
上的人打得透湿。我和弟弟坐了一遍又一遍。

蝴蝶和小鸡
学生: 潘虞辰 班级: C10 教师: 胡友平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班的老师是一个老太
太，叫 Mrs. Duntsch。 她个子不高，只有五点半
英尺高。因为她年纪大了，头发变白了，脸上皱
纹也很多。她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她是一个善良温柔的老太太，总是关心和照顾她
的学生。Mrs.Duntsch 特别会讲故事，到现在我还
记得她讲的一些故事。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她总
是在给同学们找有趣的活动和练习来做。所有的
学生爱她。
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总是帮助 Mrs. Duntsch 做
事，我变成了她的小主力。有时候我会帮助老师

另一个主题公园是未来世界。这个公园包括未
来世界区和各国世界橱窗区。在未来的世界中，
有我最喜欢的赛车测试跑道。在那里你设计自己
的赛车，并对它进行测试和改进。我们通过对车
型的改变， 提高了车的效率，稳定性 和操作性
能。在之后的模仿测试中，我们设计的车， 总分
得了第二名。在世界橱窗区，有各国的代表性建
筑和食物，人们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风情。我们
重点参观了加拿大，摩洛哥，挪威，德国和日
本。加拿大伐木工人的砍树比赛和在水中的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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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比赛，十分有趣。我和弟弟为他们叫好加油。
中午，我们在日本区吃的午饭。日本的咖喱牛肉
饭，乌冬面和寿司都是我的最爱。

文到白话文的变化。过去，人们都用古文写书和
作文。古文和日常口语很不一样。可是，政治冲
突和文化革命把中文字变成今天的样子。1917 年,
胡适发明了一个新的作文方法，叫做白话文。白
话文比古文容易和好学，所以大部分人都去学习
写。白话文和日常讲话很一致。白话文,在广大民
众中普及了, 并得到应用。以前，人们都不要学
古文是因为太难并且很不实用。白话文成了中文
简化的方法，并且帮助中国政府增加了中国的识
字率。第二个变化是繁体字到简体字。1956 年，
中国政府引入简体字。这些简体字笔画少，写起
来比繁体字容易。现在，大部分的中文书都是用
简体字写的。

动物王国是一个巨大的室外动物园，有来自各
洲的动物，甚至还有恐龙的展出。在非洲区，有
越野车，带您观看所有生活在稀树草原的动物。
在亚洲区，除了动物们，还有游乐设施，让您可
以亲身体验到一些自然景观，像珠峰探险和卡利
河急流。在美国区的恐龙世纪园里，有一个可以
载着你回到远古时期的恐龙，它在途中，给人们
介绍许多其他的恐龙。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好莱坞影城。在这个公园
里，有摇滚过山车，让你感觉像一个真正的好莱
坞摇滚明星。另外，“灯光，汽车，行动！”的
极端特技表演，也非常刺激和吸人眼球。演员们
进行现场高速车技追逐，高楼跳跃，枪战，爆炸
表演，就像他们在拍真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另
外，如果你也象我妈妈一样，有兴趣了解迪斯尼
先生的一生经历，你可以参观专门介绍迪斯尼先
生的影厅。

今天，我们都学简体字。中文是世界上最大
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十亿五千二百多万人都知
道讲和写中文。中文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的贸易语
言。

我喜欢的蓝球运动员
学生: 匡珏坤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非常喜欢打篮球。我喜欢很多的篮球运动
员，但所有这些运动员中，林书豪（Jeremy
Lin）是我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
林书豪是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他现在是洛杉
矶湖人队的队员。在 NBA 历史上， 是很少见到亚
裔美国人的。我很为他自豪。他的父母是从中国
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林出生在洛杉矶县城市托兰
斯的基督教家庭。他 有一米九一高，但是他的爸
爸和妈妈都不高，他们只有一米六八，可是他的
爷爷高，有 1 米八，这在中国人里的老一代是高
的。林从小是爸爸教给他怎样打篮球。
林书豪不仅篮球打得好，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学生，他以 4.2 的 GPA 成绩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
的高中。这给他高中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奠定很
好基础。他考进哈佛大学后，一边为学校打篮
球，一边上学，他以 3.1 的 GPA 毕业于哈佛大
学。后来他被选入了美国 NBA,开始了他的篮球职
业生涯。从 2010 年至 2011 年，他为 Golden
State Warriors (California) 打篮球。从 2011
至 2012 年，他为 New York Knicks 打篮球。然后
从 2012 年至 2014 年为 Houston Rockets 打篮
球，现在他为 Los Angeles Lakers 打篮球。他在

正如我以上讲到的，迪斯尼世界乐园有很多
的惊喜等待着你去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它
为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的原因了。

中文字的历史
学生: 朱清莲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从过去到现在，
中文有 6000 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发现了中文字
在 3000 多年的乌龟壳儿上。最早的时候，中国人
是用形符来写出他们的想法. 500 多年过去了，这
些形符就进化到一种书写,今天的人都会认识。
有一个故事讲中文字是怎样来的。很多年以
前，中国的朝代开始壮大。皇帝派了他的历史学
家，仓颉，来想出一个办法让人们记录。仓颉就
去山里想这个问题。过了几天，他碰到了一只乌
龟。他发现乌龟的背壳儿有很多线。乌龟壳儿上
的流线启发一个模式。他开始观察大自然，看到
很多动物和植物都有特色的模式。仓颉就用这些
模式发明了中文字。
历史和故事虽然不是很一样，但是它们有一
点是相同的。中文是从模式和形符来的。从二十
年代开始，中文经历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是古
11

这几年的职业篮球比赛中,球打得越来越好。我是
他的忠实球迷。他还去台北和姚明一起做慈善打
球，这是我特别敬佩的。
林书豪的聪明才智，慈善社会，出色的篮球
运动，是我人生的灯塔，生活的模范和追求的目
标，他的故事天天在激励着我。

你现在可能想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溜溜球？它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像沙漏形状的圆柱体。你用
绑在两根小棍上的绳子控制它。把它放在绳子
上，你两手移动小棍让它在绳子上滑动。小棍移
动得越快，溜溜球就旋转得越快。当它旋转到一
定的速度时，你就可以做很多动作，比如让它绕
腿转或是在空中飞。有很多技巧可以学。

世界美食

刚开始学溜溜球会感觉比较难，需要很辛苦地
练。但只要掌握了基本功，就容易练了。练习溜
溜球很有乐趣。当我玩溜溜球时， 时间过得很
快。

学生: 小丽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我最喜欢尝试
不同的食物。人们的饮食习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
很有关系。比如，在气候寒冷的地方 人们会吃辣
的，腌制的食物。地理位置也会影响人们的食
物。如果一个地方有很多山，人们就会造梯田种
植稻米和茶。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会影响他们
的饮食。
韩国的天气很冷，所以他们会吃很多辣的和酱
菜的食物。比如，韩国火锅，泡菜，和烤肉等。
韩国菜有五味五色之称：甜，酸，苦，辣，咸，
红，白，黑，绿, 和黄色。韩国料理追求少而
精，不会让你一下子吃很多。还有，他们以米食
为主食，常常伴随着热汤。他们经常一家人在一
起吃饭。
法国菜是世界三大菜系之一。法国独特的地理
环境，使它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很出名。法国人
在很多场合饮用葡萄酒，比如在食用沙拉，汤，
和海鲜时，他们会喝白葡萄酒; 当吃各种肉类
时，他们会喝红酒; 在饭后，他们会喝一点白兰
地或者甜酒等。法国的料理讲究食物的原味。因
为他们靠近海边，所以他们也吃很多海鲜，像蛤
蜊，口螺，和各种鱼类等。在配料方面，他们选
用很多的酒，牛油，鲜奶油，和各种香料。他们
的甜点也是世界有名的，比如马可龙，奶油牛
角，薄饼等。尽管法国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
的做功是很难的。
我喜欢去世界各地游玩，尝试当地的美食。
这也让我学到很多当地的文化。

我在中文学校的溜溜球队. 我们经常去各种场
合表演,弘扬中国文化。我们的团队合作得非常
好，我们用我们的创造力和技巧编排很多动作来
表演, 有些动作让观众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观众们会为我们的表演叫好。
中国溜溜球是让我最感兴趣最喜欢的爱好之
一。就是因为学习它,我有一个很酷的技巧.我会
继续练习和表演溜溜球,向我的家人和朋友证明溜
溜球是我一生的爱好。

我和钢琴
学生: 周怡文

当我才三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和爸爸看出来我
很喜欢动。他们决定让我去学弹钢琴，能静下
来。当我开始学的时候，我发现我特别爱弹钢
琴，喜欢听它优美的旋律。从那时起，我开始了
我的钢琴之路。
我记得有一天, 我的妈妈把家打扫得干干净
净，把我的玩具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我听到
有人在敲门，觉得很奇怪。妈妈把门打开来，笑
着让俩个人进来。他们讲了几句话就出去了。过
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抬进来了一个大大的钢琴，特
别美。我马上跳起来，高兴得直拍手。 我开始弹
它，特别地好奇。在未来的几年里，我天天弹。
在老师 Mrs.Shaak 的教育下，我有了很大的进
步。
学了几年后，老师认为我可以参加钢琴比赛。
所以我参加了两个比赛，都得了第二名。我觉得
我要更加努力一点，要得第一。过了一年，我又
去参加比赛，这次赢了第一名，这样我有幸去

我的爱好
学生: 赵康辰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的爱好是玩中国溜溜球. 我已经学了 6 年
了。我一直在练。练习溜溜球是对能力和平衡的
一个极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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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写 500 字的文章

Breckenridge 和他们的交响乐队一起表演。那场
表演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三年我又去参加了比赛，又得了第一名，我
们全家都特别高兴。我又回到 Breckenridge 了，
和 National Reperatory Orchestra 表演了一
场，我从中学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去年，我的妈妈和爸爸给我买了架新的钢琴，
我特别高兴，这给了我很多动力。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去弹。
我爱音乐和钢琴，我永远都不会放弃。音乐是
我的朋友，它永远陪着我。

学生: 方凯文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不喜欢写 500 字的文章，我有很多原因为什
么。
第一，500 字的文章太长了，太难写了。我可
以写一篇 200 到 300 字的作文, 但是 500 字的作
文不好写。
第二，500 字的文章需要太长时间来写了。我
没有耐心去写。因为我有很多其它功课要做，比
如，数学作业，科学作业，英语作业，和西班牙
作业。我没有时间去写 500 字的文章，我已经写
了一个小时了，可只写了 200 个字。太费时间
了。
第三，我不喜欢写中文文章，因为我不经常写
中文，所以写中文文章对于我来说有点儿难。
第四，我的计算机没有中文软件来写中文，所
以我需要用 Google Translate，那上面有一个选
项，我可以对着计算机说话,然后把它变成文字。
第五，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话题。在课堂上，
老师说我们可以写任何话题，但大多数学生不知
道该写什么，包括我。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应该写
什么。我觉得老师应该给我们一个话题。
总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写 500 字的文章。我
用了一晚上和一早上写作文，我的其它作业都没
有时间写了，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写中文文
章的原因。

我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
学生: 杨开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生命在于运动。体育运动不仅仅是属于竞技
者，它们属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我最喜
欢的一项运动是踢足球。爸爸妈妈和姐姐都是体
育运动的爱好者，从小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爬
山，滑雪，看他们打网球。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
选择了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 足球是世界第一
球。 我喜欢足球，不是因为它好玩，而是因为它
可以给我们锻炼的机会。踢足球不仅要有耐力而
且要善于互相配合，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
我参加 STORM 足球队以后， 我们每周星期一
和星期三训炼，星期六比赛。每次训炼的时候，
教练先让我们集体训炼基本功，学习带球，传球
和过人的技术，然后再把我们分成两个队来比
赛。每次队员们都你争我夺，你来我往，比赛进
行得既紧张又激烈，直到训炼结束。就这样一直
坚持了六年。六年来我和我的队友们刻苦训练,作
风玩强,配合默契,连续三年在同龄组都取得了第
一的好成绩。

我喜欢打篮球
学生: 刘杰克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喜欢打篮球。我在很多篮球队打球。教练教
了我很多怎么打球的技能。我觉得我打篮球提高
很大,因为教练是专业篮球队员。
现在我在一个篮球队叫 Team Alexander。有
六到八年级的学生可以打，女学生们也可以学。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这个蓝球队。这个篮球队很
好。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晚上，我们有篮球练习。
大家开始伸展，然后就可以打篮球。我们做了很
多演练, 比如运球，传球，投篮和罚球。我自己
觉得打得还不错。我觉得我的技能得到很大提
高。但是，有个星期一的练习很累。我们做“大
腿烧伤”, “大腿烧伤”是一个锻炼, 我们绕球
场跑很多圈, 我们跑了三分钟, 我的腿很痛很烧,

这就是我喜欢的足球运动。我喜欢它不仅是因
为它能让我强身健体，还因为它还丰富了我的课
余生活，为我带来无穷的欢乐。我爱足球运动，
所以我会始终坚持下去，把身体锻炼得越来越
强。
足球真是一项有趣的运动。我爱踢足球。更爱
足球的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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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吸也很辛苦。我的教练给我说：“你可以变
成一个很好的运动员。”我觉得他在鼓励我。
如果我很好的练习打球，在高中篮球队挑选的
时候, 教练可以看我篮球打得好,就会选我到高中
篮球队打球。我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篮
球队员。

能非常好的队员之一。他与其他队员不同的是他
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他后来到了哈佛大学读
书。然后到 NBA 打球。他在许多球队打过，比如
Golden State Harriors，纽约的 Knicks 和休斯
顿的 Rockets。他现在在洛杉矶的 Lakers。
开始，林书豪是一个没有名气的队员。没有多
少人知道他是谁。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亚洲人。他
的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都是从台湾来美国
的。后来，因为他打球打得太好了，不管是中国
人还是美国人都知道他。现在，他是 NBA 的著名
的亚洲球员。他在 Lakers 打得非常好, 有好多
其他的球队都想要他，像休斯顿的 Rockets, 迈
阿密的 Heat 等等.
林书豪是一个很聪明有趣的球员。我喜欢看他
打篮球。

姚明
学生: 黄真诚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姚 明是一个中国运动员. 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
打篮球. 他每天打十个小时. 姚明二十二岁就来
到美国 NBA 里打中峰. 他来美国之前在中国的 CBA
上海队打过篮球.2002 年他被选到休斯顿队去打球.
那年他是 NBA 里第一个选择.
姚明只在休斯顿打了八年就退休了. 他的脚受
伤好几次了, 这是因为他长得太高了.在那八年里,
他每年都是 NBA All STAR. 在 2005 年 NBA ALL
STAR 比赛上, 姚明得到 NBA 历史里最多的投票.
他得到了 2,558,278 票.
姚明身高两点二九米高,310 镑. 他是 NBA 历史
里第三最高的运动员. 除了他的身高, 姚明的篮
球技术也很好.他勾手投蓝是很准的.因为他比其
他的运动员都高,他的勾手投很难防.一个人是防
不住姚明的.他有一次得到四十一分, 那是他一场
得到的最多的分.2010 季后赛里,他在的休斯顿队
跟洛杉矶湖人队打到地七场. 最后还是湖人队赢
了. （那年, 洛杉矶赢了 NBA 冠军.那是姚明的最
好的机会去赢一个 NBA 冠军.）虽然姚明在 NBA 里
没有赢过冠军, 他在 FIBA 亚洲比赛里帮助中国赢
三次金牌 (2001, 2003, 和 2005).
因为姚明是中国人, 他对中国的篮球世界有
很大的影响. 在美国,好多中国人对 NBA 和篮球开
始有兴趣了.在大陆,中国人也喜欢看篮球比赛了.
有一个比赛, 19 个中国电视台转播了,
200,000,000 中国人看了那场比赛.那个比赛是
NBA 历史一上最多人看的比赛.奥尼尓说过姚明如
果没有受伤, 他有可能可以当 NBA 历史上前 5 打
得最好的中峰.

苏联的芭蕾舞演员
学生: 楚洁

苏联的芭蕾舞演是世界上著名的。世界上的人
都羡慕 她们的优雅，美丽的舞姿，和深厚的功
底。她们是人们心 中的偶像。这一代的最有名的
是 Svetlana Zakharova.
Zakharova 出生在苏联。她十岁的时候就被
Kiev Choreographic School 录取了，她在这里学
了六年。她参加了世界青年芭蕾舞大赛，取得了
优越的成绩。因此， 她有幸去苏联最有名的芭蕾
舞学校：St.Petersburg Vaganova Academy.在学
校期间她就已经在 Mariinsky Theatre 表演。
1996 Svetlana 毕业后，她就被 Mariinsky
Ballet 雇佣了，那是她只有 17 岁。在第一 年里
她表现出非常的天赋。在第二年她就成为了台
柱。她二十四岁的时候, 在 Mariinsky 已经主演
过所有的芭蕾舞。她最有的表演是 Swan Lake。
在她 23 岁她已经赢得了芭蕾舞的最高名義。
不久 Svetlana 就离开了 Mariinsky 因为她觉
得在 Mariinsky 对她已经没有挑战。她就去了
Bolshoi Ballet, 想让自己更加完美，在那里她
得到深造。她在 Bolshoi 的时候，她走遍了全世
界。 她的风格已经影响 了芭蕾世界。 Svetlana
Zakharova 会永远被后人记住.

林书豪
学生: 孔龙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林书豪出生在 Torrance, 加利福尼亚州。他从
小就很喜欢打篮球。在他的高中篮球队，他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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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美国高中的区别

马戏团表演

学生: 郭丹丹

学生: 徐蕾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跟妈妈和爸爸去看了一个马戏团表演。这个
马戏团叫做 RinglingBrothers and Barnum
Bailey。这个团的表演世界闻名。我们当天看见
的表演有: 十几个大象、老虎和大狮子、狗和马
的精彩表演、摩托车表演和许多中国的杂技表
演：例如空中飞人、抖空竹、爬杆和钻铁环。我
们还看了各种各样的小丑表演。
我最喜欢的表演是中国的杂技表演，因为这种
表演特别有特色。例如，其中的一项杂技表演是
车技。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转了两圈，然后一
边上了一个人。每转一圈，又上几个人。最后，
上了十五、六个人，分成了四、五层。大家一起
又转了几圈。然后，他们一个个地跳下去了。这
个表演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我也喜欢大象的表演。一共有十来头大象，后
面的大象用鼻子牵着前面大象的尾巴，形成一长
串，围着场地转了两圈。它们在场地中间坐好，
抬起前腿向大家致意。
我很喜欢这个马戏团的表演，我们明年还会去
看他们的表演。

台湾的高中体制和美国的高中体制有很大的区
别。
两者在课程内容和课外活动上大致相同,但升学
方式非常不同。在台湾上课时从早上八点到下午
四点。每天都上七堂课，包括数学，国文，英
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体育，和军训。
一堂课大概是五十分钟。每个学生都规定要穿军
训服，並且学习军事常识。我认为这是台湾和美
国高中最不同的地方，因为美国高中没有军训
课。放学后，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参加不同的社
团，比如吉他社，舞蹈社，辩论社，等等... 高
中生不需要做义工，除非他被学校处罚，必须在
校内服务，比如扫地，擦玻璃，等等.
从小到大，学生习惯於不同的考试，初中生要
考“基测”才能上高中，高中生要考“学测”才
能上大学，周强是我电话咨询的对象，他就是没
能考上他家附近的高中，所以每天必须坐火车去
上学，他常常在火车上一边看书一边吃早饭，以
节省时间。从今年开始，台湾教育部准备取消
“基测”让学生可以直升高中。

圣诞节

比较台湾和美国的教育方式,对我来说,我比较
喜欢美国的教育方式，因为比较轻松，而且学生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做他们想要的事情。

学生: 雪玫

不一样的学习生活
学生: 马梓元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我和我的家人度过了一个美好， 放松的圣诞
节。我们的圣诞大餐丰富又美味。
在圣诞节那天，因为天气很冷， 我们在家里
享受了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起床后，我们吃了一
顿很丰盛的早餐，接着我和我的姐姐就开始拆我
们的圣诞礼物。我收到了许多的礼物， 其中包括
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朋友给我的礼物。
我很开心得到这些礼物， 因为它们都是我所需要
的。有小说书，首饰品，衣服和礼物卡等。下
午， 我们的朋友到我们家里来做客，我们看了一
部非常精彩的电影。看完电影后，
我和我的姐姐， 还有我们的朋友， 一起做了
美味的甜点。我的妈妈给大家做了一顿丰富又美
味的圣诞大餐。 有火腿，火鸡，羊排， 土豆
泥，蔬菜沙拉，还有几个中国菜。我们一边享受
大餐， 一边聊天， 满屋都是哈哈的笑声。我的

班级: C9 教师: 齐兆聪

我跟我的表哥在电话上聊天。他在十一年级。
他每天早上要六点四十分离开家。他上十一门
课；是数学，语文，英语，生物学，物理学，化
学，地理，历史，政治，技术，和建筑学。他在
业余时间读书，上 QQ，和上网看东西。他六点放
学。
我每天七点去学校，两点四十五放学。跟哥哥
比，我有很少的作业。我也可以决定我自己做什
么。
对我来说，哥哥的生活太忙了。他从小到大有
很长的时间学习，比如他每天在学校里有十一小
时。同他相比，我有很多自由时间。我觉得我的
生活最好, 因为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有更多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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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圣诞假期

圣诞节不但过得很开心，而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
回忆。

学生: 朱玉莲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我的圣诞假期是很好玩。因为我的表姐来了，
我们要去好玩的地方。我们去了许多地方，例
如，商店，滑雪，和山里。所有的地方很过瘾，
但是，我想滑雪是最好玩的。我们去 Loveland 到
滑雪，这个新年。开车大概一个小 时。有
Loveland Basin 和 Loveland Valley。我们决定
去 Loveland Valley。外面是很冷。所以我穿了
很多衣服。我们要租滑雪板和滑雪鞋。我们等了
两个小时后， 我和家庭去滑雪缆车。当我们下缆
车，我转身下山。我滑下很快。我可以感觉风吹
我的脸。很好玩。

我的圣诞假期
学生: 曹语嫣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在圣诞假里，我和家人都去电影院观赏
Hobbit,Night at the Museum 3,和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Part 1。Hobbit 是说 Biblo
和他的朋友和人类和精灵一起去战争。他们的敌
人是兽人。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人类和精灵在战争
中的特殊作用。人类有战胜敌人的勇气。精灵有
精确的弓箭射击的本领。第二个电影是 Night at
the Museum 3, 这个电影说 Larry 是博物馆的保
安，发现在晚上很多文物活了。例如：古代的
人，恐龙，古罗马战争的人物都活了！最后，他
带领那些有生命的文物离开博物馆。第三个电影
是 Hunger Games: Mockingjay Part 1。Hunger
Games 说 Katness 是一个勇敢的人。让每个人都
有希望。我最喜欢的部分是 Katness 唱歌的时
候，她的表情很伤心因为现在电影场景里有战
争，她的歌声很嘹亮，她的歌曲好听但是很悲
伤！

这个圣诞假期是很好玩，我不能等到明年！

我的春假
Chris McAninch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我今年的春假压力很大。我在家不得不做大量
的学校工作。春假里，我冒犯了我的父母，让他
们生气了，所以他们不允许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
出去，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还得在休息期间经
常游泳，我觉得真的很难，但也很有趣。春假
里，我有很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出去
吃饭和看电影。假期不同于往常上学的日子，我
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回到学校后，就会开始忙
碌了，要努力工作。这是我的春假。

我的圣诞假期过得很奇妙！

春假
学生: 周芷琪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放春假的时候，我和妈妈到俄亥俄州去看爸
爸。那里几乎天天阴天下雨，但是比科州绿多
了。
有一天爸爸带我们去看了几个俄州有名的旅游
景点。我们驾车到“Port Clinton”，参观了航
空航天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关于二战，福特公
司和天文方面的展出。在那里我也学到一些俄州
的历史。
爸爸本来计划带我们再去参观有名的伊利湖。
这个湖面积 9940 平方米，湖上有三个小岛。但
是由于刮风下雨，我们不能坐船去看，太遗憾
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找到了一个邮票博物
馆。虽然博物馆很小，但是他们搜集了来自美国
各个地方的邮票。最早是一封 1910 年的信，还有
战争时期和圣诞老人的信件。
我和爸爸妈妈度过了春假里美好的一天。

我来自中国
学生: 徐子越 班级: C7 教师: 冼昭容

你好！我是徐子越。我今天会说我是什么人。
好！第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从四川来的。我
的妈妈也是从四川来的，可是我的爸爸却是从湖
北来的。我只住了六个月就去了一个国家叫瑞
典。这个国家很好。我爸爸第一个去瑞典，妈妈
和我随后就到。瑞典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以后还
会去那个地方玩。我离开瑞典就去了法国。这个
国家很有名。离开了法国我就到了美国。来美国
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不同的国家定居。你知道我是
谁了吗？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可能不知道，因
为我只说了一点。以后我会说我真的是谁。以后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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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比赛
[一等奖] 麻蕊 谢丹 朱清莲 钟婷怡 胡家琛 陈子珂
[二等奖] 杨开 小丽 匡珏坤 赵康辰 黄真诚 潘虞辰 刘亦楠 杨高劼
[三等奖] 楚洁 孔龙 周怡文 郭丹丹 刘杰克 方凯文 马梓元

一组 (C9 - C11)

[一等奖] 徐蕾 黄安妮 张思涵
[二等奖] 雪玫 朱玉莲 高郑皓 曹语嫣 周芷琪
[三等奖] 廖秀康 徐子越 Chris McAninch

二组 (C6 -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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