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高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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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吼的狂风和轰隆隆的雷声一起落在了水面上，使得
我们的小船左右摇摆起来！撞击在船上的波浪淹没了我们
的呐喊声和响亮的鼓声，突然一阵混乱，几乎令人窒息的
雨水也在抗争着这湖水，我们立刻聚集了我们仅有的最后
的力量来调整镇静重新奋战。当时我真的感到非常恐惧，
但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做，就是--划桨！
这是去年端午节龙舟赛的触目惊心的瞬间，仍然令我
至今记忆犹新。去年长城中文
学校和往年一样参加了传统的
龙舟划船比赛。 我不仅是参
赛的一员，而且还是我们长城
中文学校队的队长，其实无论
是赛前的训练还是比赛中，都
是孔龙和小伙伴们还有家长们
的鼓励和帮助，这个像个大家
庭的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一
起参与，一起作战，由于突发气候的原因，为了安全，比
赛不得不中止，所有比赛没有任何结果，但如果我说我没
有乐在其中，这实在是谎话。 我不仅享受了两天无比的
乐趣和兴奋，而且我也意识到长城中文学校对我来说真是
意义重大。
说起长城中文学校，我有说不完的经历和感动。学中
文和学中国文化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大大部分是参加各种
活动中的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是我遇到的所有美好的人
们。梅校长对我不厌其烦的鼓励，鼓励我参加学生会并在
学生会任职，最后一年任职全美中文荣誉协会中文学校的
协会会长，无论是从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都得到了我意想
不到的锻炼；四年的中文学校有三年是在 AP 班度过的，
我和叶老师不仅是师生关系，现在更像是朋友，是她帮我
复习考中文的 AP 和 SAT；现在我所在班的胡老师风趣的
课堂，仍然吸引着我来学习；对低年级学生们的义务中文
辅导，四年的坚持，也培养了我的耐心和爱心；三年前的
一次中国寻根之旅，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触动了我的心，让
我感受到我的根是在中国，使我更爱中国，更爱学中文；
这些有价值的经历和永远的技能培养固然重要，但对我来
说最重要的是 我遇到的所有美好的人们和人们美好关系
的建立。在长城中文学校的各种义工活动中，和小伙伴们
的搭配与互动，即便只是短暂的沟通，都留在了我青春的
记忆中，以后我们走向四面八方，相信这种亲密关系会被
一直保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长城中文学校给我的机
会，帮助我一步步地成长，我都感动着！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长城中文学校度过四年高中时
光，并建立了亲密难忘的关系，真是令我难舍难离，带着
这份重重的大礼我就要去读大学了，再见了我的长城中文
学校！再见了我的校长和老师们！再见了我的小伙伴们！
爱你们！

我与长城中文学校
【班级: C12 教师: 胡友平】
【钟家怡】

从小，我特别喜欢舞蹈。我每一天在家，都在厨房里
转几次，翻几个跟斗。每一个星期，妈妈爸爸轮流带我去
参加舞蹈和体操课。可是，我
每一个星期，盼着去中文学校
上课和跳舞。在中文学校，我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比如画画，扯铃和折纸。但
是，对我来说，舞蹈是我最喜
欢的活动。我非常喜欢学中国
各种各样的舞蹈。在中文学校
的十年，我学了三十多种舞蹈。虽然我学了很多舞蹈，参
加舞蹈教给我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通过舞蹈，我交了很
多好朋友。因为我很小就开始学跳舞，我遇到了很多比我
大的朋友。我努力向他们学习，和他们在舞台上合作。这
些年来，很多舞蹈老师来过中文学校。我从老师的身上学
习了不同风格的民族舞。比如，蒙古舞，新疆舞，彝族
舞 ……
我印象最深刻的舞蹈演出是在科罗拉多的美食节。科
罗拉多的美食节是向人们展示各个国家美食的节日。我们
有幸代表中文学校在这里表演中国舞蹈。当我和大家准备
上舞台表演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我们拿着长绸进到舞台，随着优美
的音乐开始跳舞。随着我们轻松的舞步，手中的长绸随风
优雅的飘扬。正在这时，不知道为什么，音乐突然停了。
观众有些骚动，等待我们继续跳下去。我的心跳得很厉
害，舞台上其他的演员也看着我，等待我的下一步。没关
系！我带着大家，保持着微笑继续我们的舞蹈，一直跳到
结束，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舞蹈。观众站起来给予我们热烈
的掌声。大家都靠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首次，我感觉想领
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美好的感觉。从那年起，科罗拉
多的美食节每年都请我们回去给大家表演的中国舞蹈。
看到有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我们的中国舞蹈，我很高
兴，也很自豪，自从那次演出之后，我更加喜欢跳中国舞
了。尽管我还有其它的课外活动和我喜爱的网球，它们占
了我很多的业余时间，特别是网球训练和比赛，占据了很
多的周末时间，有时打球回来很累了，我还是不放弃我喜
爱的舞蹈，尽量坚持去中文学校。
感谢长城中文学校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让
我不仅学习到了中文和中国文化，而且还丰富了我的校外
生活。感谢长城中文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培养。我不会忘记
我在中文学校创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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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是赢了这场比赛。还有一次，我们的裁判特别好笑。
他不让我们说带有绝对性的词语和表达。还要求我们看着
他讲话，但是我们有时需要要看电脑上的准备的东西。在
这时我和我的朋友很聪明地想到一个方法，把我们的辩词
顺序交换了一下，这样就有时间看电脑上的内容了，结果
我们又赢了！
我知道实现我的梦想是不容易的，但我通过和不同的
人较量，就会学会怎么去战胜对方。特别今年是总统选举
年，我会在他们的辩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把学到的用
在我的辩论中，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实现我的梦想的！

在校学生作文选集 Student Essays
我的梦想 【班级 C11

教师: 叶云飞】

我的梦想既不高尚也不伟大。 不是做医
生拯救病人的生命，也不是做老师教授学生世界的真理。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如果可以，我想做一条可爱的狗。
小时候，我觉得做人很不错，有很多随心的自由，去很
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吃很多的美食。但是长大后，我们不
得不学习、考试、工作、烦恼各种状况和去做不愿意做的
事情，慢慢发现做人其实并不自由、也不美好。
直到有一天，我家开始养了一条叫 Mya 的狗，从那天
开始，我发现做一条狗才是更美、更自由的事情。每天懒
懒地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呼呼大睡。想吃的时候就吃，
想睡的时候就睡，想玩的时候就玩。不用早起上学，不用
做作业到很晚，更不用工作挣钱和交税。作为狗，总能轻
松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如果我想和主人玩，只需歪着头，
把可爱的眼睛睁得大一点，哼哼唧唧几下，他们就会放下
手中的事情和我玩耍。同样这种装可爱的方法也会得到我
想要吃的美食和玩具。
因为狗狗很可爱很好玩，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狗，所以
狗狗总能轻松地交很多的朋友，轻松地生活。即便做了坏
事，爸爸妈妈也不会真的生气，因为狗狗太讨人喜欢了，
怎么可能真的对它发火呢。不像做人总会遇到你不喜欢和
不喜欢你的人，你无法仅靠摇摇尾巴就讨得别人的欢心。
如果我是一条狗，我不会有任何做人时候的担心和烦恼，
可能唯一烦恼的事情就是今天主人可以带我出门几次而
已。所以如果可以选择，我要做一条可爱的如同 Mya 的
狗，没有学校、没有作业、没有压力，每天待在家里吃喝
玩乐，蹦蹦跳跳，快乐地摇着我的尾巴去生活。
【侯亦然】

大海是广阔的, 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积是
大海, 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七的水在海洋里。 大海是富有
的，它蕴含着丰富的海洋生物，埋藏着巨大的海洋资源。
但是大海对于人类而言，依然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海洋
很大，而我们了解的太少。比如说, 海洋中有很多我们还
没发现的奇怪的生物、没有挖掘的宝藏、没有揭示的秘
密。所以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去探究这一切的海洋生物学
家。
我从小就爱学习了解各类海洋生物。记得我们家以前
有一套 10 加仑的鱼缸, 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小金鱼。我每
天看着鱼儿慢慢长大，我也随着他们成长。后来爸爸把小
鱼缸换成一个更大的鱼缸。照顾这些鱼儿变成了我的工
作、我的责任， 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喂鱼, 每个周末
要清理鱼缸垃圾、更换鱼缸里的水。虽然我做的很认真，
但是有一天,鱼缸里的几条鱼生病了，当时我很着急，真
不知道我应该干什么, 如何拯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
鱼一条条的死去！当时我很伤心，但我没放弃去研究他们
的死因。我从图书馆借来很多有关鱼类的书, 研究了许多
各种鱼类疾病。从此，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不再犯同样的错
误。现在我的鱼养的越来越好, 朋友和家人遇到养鱼的问
题都会来问我, 每当我用我学的知识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
后, 就更加激发了我学习海洋生物知识的热情。从而有了
要做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梦想。
我知道我的梦想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如果我想当一
位海洋生物学家，除了要靠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还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从现在开始，我要
刻苦学习、努力奋斗！
【方凯文】

我有过很多梦想，或者说很多的幻想。
也许这些想法听起来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事事皆有可能，
不是吗！现在我的梦想是在国家级辩论比赛中赢得第一
名。虽然这事听起来不太可能的，但我知道如果善用我的
能力加上自信，很有可能某一天就能实现。
辩论是一项特别有趣、有意义的活动。辩手需要辩论
和思考同时进行，一边要论述的流利让人能听懂，一边要
找到驳倒对方辩手的论据。让裁判和观众相信你的论据的
防御性和攻击力。论据要有说服力，这样才能赢。因为对
方也会有很多有力的论据，但有的时候会让人难以反驳。
到那个时候，裁判会看你的回答是多巧妙，即便你对这个
问题并不太了解。
我参加过好多不同的比赛，因为辩论我认识了很多
人。有的人特别好，会帮我和让我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有的人比较不友好，会说一些特别不恭的话。有一次，
我和我的朋友跟另外一组辩论，他们问我们 “难道这是
你们的第一次辩论吗？” 还认为我们是 “能力不足的辩
手”。我和我的朋友都很生气 ，当然我们对自己还是有
信心的，不怕他们说什么。通过几个来回的辩论，最后我
【周怡文】

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住有一个梦想，无论这个
梦想或大或小，或高尚或平凡，他们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有目标、更精彩。
从小我就喜欢音乐，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作曲家，
让美妙的音乐随着我的手指流淌在每个音符之间，写出让
这个世界充满欢乐和爱的音乐乐章。我知道，要成为一个
作曲家的历程是无比艰难的，除了先天的天赋之外，最主
要的是勤奋，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音乐基础。为
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从小就开始学习弹钢琴，尽可能多的
熟悉那些流传很久的世界名曲。当然除了古典音乐，我也
喜欢当下的流行音乐，因为练琴的缘故，我有良好的乐
感，几乎会唱美国当今年轻人中流行的所有歌曲。
平时在学校，凡是与音乐有关的事情和活动，我都乐
意去参加。这几年我不仅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在队中
【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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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黑管。还参加了学校几出音乐剧的排练和演出，参演
了《美女与野兽》、《你是一个好人，查理》、《夏洛特
的网》和《圣诞颂歌》等剧目中不同的人物，这些演出都
很成功，受到了师生和家长们的赞扬，从而激励我对音乐
有了更大的梦想！
虽然成为一名作曲家的道路艰辛又漫长，但是实现这
个梦想的目标我是不会动摇的，因为只有经过无数的汗水
和泪水洗刷过的人生，才会绽放耀眼的光彩。我希望有一
天，我创造出美妙的音乐，用音乐的力量带给人们快乐！
有人说，梦想是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人生的道路，梦想是
黎明的光，可以照亮人生的路。所以，为了我的梦想，我
要努力奋斗，勇往直前，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永不停步！

自己有那样的能力去担当。不过，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
会考虑民众的意见、修建更多的学校并处置贪污的政客。
在美国的立国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不
允许一个人统治美国。现在美国政府有众、参议院和各个
职责部门，每个部门互相监督，所以个人和各部门都没有
很大的特权。作为总统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否则会犯很大
的错误。所以如果我是总统，我会努力听取他人的想法，
因为总统也有不知道的东西。还有我认为学校是一个很伟
大的事物，尽管很多小孩子不喜欢上学。但是上学对人的
发展而言很重要，现代社会很多工作需要有各种学问的
人，如果孩子无法上学，他就无法从事各种工作也没有收
入生活。现在很多家庭很贫穷，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学
习，造成他们没有好的工作和收入，所以，如果我是总统
要修建更多的学校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今天的美国，很多政客并不是真心为了美国好，他们
往往来自一些有背景的商业公司，或者已经被那些公司
“收买”。这些人不会真正去考虑美国的利益，他们只考
虑怎么为那些公司和富人修改法律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正
是他们把美国搞得越来越乱。所以，我当了总统，首先要
处置这些贪污的政客。
其实在我看来，做总统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件很苦很
累的工作。美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好的总统，比如林肯和华
盛顿，他们总是把美国和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是富
人的利益。要是我是总统，我会以这样的总统为榜样去治
理国家，虽然这并不是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
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梦想每天都在发
生变化。例如，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数学考试，那我今天
的梦想就是考到理想的分数。再如，在晚上入睡前，当我
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心里就会有这样的梦想--“希望
不远的一天，我会遇到我生命中的真爱。” 然而早上起
床后，昨天晚上的各种梦想或臆想就会统统忘掉，重新开
始新的生活、新的白日梦。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梦想
只是各种或大或小的想法，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人们只是
在写《我的梦想》这种类作文或者在迷迷糊糊的白日梦里
才会想到自己的梦想。而日常中，我们天天做着不得不做
的事情，日子日复一日的过着，然后一眨眼时光飞逝而
去。最悲惨的是，有一天，我们发现这种离梦想很远的日
常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那么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依然没有标准答
案。但是如果我的生活、工作让我不快乐，那我认为就不
值得花时间、花心血去做。而带给我们快乐的、有梦想的
工作才值得我们去努力！目前，我想要到洛杉矶去读大学,
希望在那里的电影业或传媒业找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那
样的生活对我最适合，最能让我最开心。虽然进入这两个
行业都非常不容易，但是为了想要的生活，希望自己会有
足够的决心和毅力去塑造、去实现我的梦想。不管遇见什
么样困难，都不会放弃。这样在我老了以后，不会叹惜丢
掉的机会，并为一直努力的自己而自豪。
所以，如果让我要选一个不变的梦想，那就是：天天
努力，不让自己放弃任何希望，每天醒来的时都要有一种
过好每一天的想法，去探索、去征服我面前刚刚打开的世
界！
【王慧怡】

假如我是美国总统【班级 C11

我的希望【周芷琪,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我的希望是每个人都会相互宽容 和接受。我亲身经历
过别人的无知和傲慢。在我的学校，有的孩子会期负和他
们习惯不同的的孩子。他们对穆斯林和残疾人士残酷无情
地 欺负。如果你比大多数有一点点儿的不同，他们会骚
扰你。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总有些无知 的人常常去攻击那
些了解事实真象和讲真话的人。我希望这些行为在我这一
代人的身上不应该再有。人们应该教小孩不要把他们的愤
怒发泄到别人身上，因为期负别人是很低级的。因为现在
的孩子是将来的领导人，学宽容是他们最重要素质。
我的希望是美国会变成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不管种
族，宗教性别，和性倾向， 都会被保护和认同。
今年，我参加了一个很特别的讲座。我听了犹太人大
屠杀的幸存者 Jack Adler 的故事. 他是波兰纳粹反犹太
屠杀的辛存者。纳粹人强迫他和他的家人到一个波兰的贫
民窟和一个叫“Dachau”的集中营。他亲眼看到他的母亲
和爷爷在集中营死于疾病。他看到纳粹将军强行送他的姐
妹到灭绝营。二战接束以后，他移民到美国。可是在
1960 年的时候， 他又受到美国的 “Neo Nazi”骚扰。
Adler 的一生经历了多种种族主义的歧视. 可是，他对我
们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每个人有些好品质。所
以，他的一生都在教育孩子们学会仁慈,宽容,和尊重。

教师: 叶云飞】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很有想法，会计划他们
未来要做的事情，他们很多人梦想做美国总统，可是，我
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不相同，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因
为做美国总统是一个需要巨大责任感的工作，不知道是否
【马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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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er 对我们说:“世界总的来说只就有一个种族-- 人类
物种”。
我不期望每个人都会喜欢或爱别人，可是我希望这个
国家的人可以尊重和接受每个人.

适的工作推荐给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的改变每一个学
生。不放弃每一个学生，无论学生是聪明的，或者是智商
较低的学生。机器人老师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年轻
学生的成长的岁月里起到了人生的导师的作用。
学校不要担心钱的事情，只要提供充足的能源。如果
学校取得很高的评价，那么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和投资，
机器人可以有足够的钱进行机器人系统维护和升级。不断
吸取新的知识，时代在进步，机器人也会更新换代。
拥有机器人的好处很多，只要机器人的程序不出错，机
器人的老师就比较好。希望这个愿望能会有实现的一天！

我希望我的社区环境优美
【徐蕾,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保护我们的社
区环境越来越重要。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环境优雅的地
方，有好的邻居。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
的努力。
如果我们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就会到处乱扔东
西、塑料瓶子、垃圾、烟头等，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越来
越差。如果遛狗时让狗到处撒尿、拉屎，社区的卫生条件
就会变的更坏。这样的话，孩子们玩的地方都被弄脏了，
散步的路也弄得乱七八糟，社区就没有干净的地方让人们
休，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离开这样的社区，社区的税收就会
减少，就更没有钱来保护社区的清洁。所以保护环境是非
常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社区的环境呢？我们每个
人可以从平时的小事开始，比如，随手捡地上塑料瓶子、
垃圾、废纸等，把它们收集起来送去废物利用，遛狗时应
该及时清理狗的粪便。我们也得注意节约用水因为地球上
的水资源非常紧缺，只有三分之一的水是可以喝的。刷牙
时应该把水先关掉，别让它流着。另外，浇绿地时也要注
意节约用水。
我们还要在社区·里多种些树木花草，让人们休闲时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散步时有一个好的环境，人们就会喜
欢在社区里居住。
如果社区的环境保护的好，人人都会热爱这个社区，
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搬进来，社区的税收就会越来越多，会
把社区建设得更美丽，更漂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
动起来，保护好我们社区的环境。

机器人的老师【曹语嫣,

我希望【朱玉莲,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在今天的世界，灰色的云盖着地球，平均温度在增
加，和冰山在明显的化。 传球变热是一个很相关的问题
和非常有正义。 当然人们在争这个问题，是否它存在还
是不存在，但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为了帮助我们的地球？我
希望人们可以通过争传球变热的存在他们要专心致志的努
力解决传球变热。
传球变热是因为人们烧伤太多化石燃料。这个化石燃
料散发化石燃料进入我们的臭氧层。臭氧层如，二氧化碳
和甲烷，吸收热恋造成传球变热。地球需要这个化石燃料
和温室气体可是太多是有害对我们的地球。没有太多化石
燃料和温室气体的时候，臭氧层不吸收热恋， 但是热恋
反弹地球的表面。其他的传球变热原因是毁林和工业化。
虽然很多人不要想传球变热是一个问题和不存在。传球变
热是真的和需要人真对待。在 1906，平均温度是 1.1o
F。在 2005，平均温度增加到 1.6oF。平均的温度是一个
基本的例子。一个不太明显的例子是冰山。冰山正在化很
快。热过它们继续化在一样的速度在 2040，冰山化没
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情况因为冰山化的时候，海平线会
增加。海平线增加的时候会导致小岛屿在水下。我希望人
们可以认识到传球变热的重大。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它，我
们就会很麻烦了。
如果要保护环境和解决传球变热，我们应该回收，减
少烧伤化石燃料，种树， 和节约用水。我希望人们可一
保护环境和接受传球变热是真的和帮助解决。因为如果人
们不接受传球变热是真的他们不帮助解决和我们的地球就
是倒霉了。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我希望学校里的老师是机器人。机器人拥有巨大的储
存空间，可以节约大量人工。同时，机器人的内部程序规
范，处理事情公平，公正。只要提供能源，机器人就能永
远的工作，全年不用休息。
机器人内存可以储存大量的知识，所以可以教一个班
级的同学们很多的学习科目。节约了很多人工。机器人的
老师可以教高中学生在一定时间段内很快的提高学习速度
和效率。各种难题机器人都可以帮助学生解决，而学生犯
错误的时候，老师会感觉很累。但机器人不会。机器人会
继续教学生不懂的事情，机器人的老师没有累的感觉。
机器人的老师会让人类选择合适的工作。他们教学生
比一般的老师教的好，他们会帮助学生们成为改变世界的
人。机器人的老师根据学生的特长，利用程序来计算最合

我希望【陈东,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想想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了躲太阳，你打
算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坐了一会儿以后就开始听到鸟儿
叽叽得叫，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和旁边的小溪潺潺地流过
去，心中充满了平静。
休息完了以后，你沿着小溪继续走。走了一会儿以后
就发现小鱼在清清的溪水里游来游去，动不动挑出来。当
太阳开始落下，蓝天慢慢得变红，然后再慢慢得变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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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星星的聚集地，整晚都一闪一闪地照亮这片令人心旷
神怡的森林。把这片森林和一个大城市对比。如果森林是
平静，城市就是混乱。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环境受到
了很严重的污染。原来的蓝天被灰色的污染盖住了，连白
云都看不到。到了晚上，城市的光污染把所有的星星都吓
跑了，一颗都不见。
此为，城市里的水也被污染了。水里时常有垃圾和废
物飘在面上，有时候看起来像焦油，里面什么生命都被消
灭掉了。城市里一天到晚都能听到车，工业和建筑的噪
声，不仅恶化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影响整个地区的生物环
境。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时，为了进步世界经
济，世界的生态环境被人类破坏了。在二十一世纪中，我
知道把污染全部都消除掉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的污染程
度实在太可惜了。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非常喜欢去看城
市里的人民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可是城市里的污染太
严重了，空气太差了，每次去旅游身体都会有点难受。
所以，我希望我去这种大城市的时候，能看到蓝天白
云，又清又干净的水，和天上闪亮的星星。作为这世界的
居民，保护环境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该多省，少用，多
回收等等。只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满足这个希望。

吗？”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到公园里识字。“这是花，这
是草，那儿有一只小猫。”后来，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到了
美国。生活中少了许多中文的出现，虽然一开始有点不习
惯，但后来也就只能坦然接受改变。不过，我的爸爸妈妈
不想让我忘记怎么说中文，所以我们每天在家也尽量说中
文，周末会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早
就忘记了如何说中文，会觉得说中文麻烦，变得不想去上
中文课。有一天，我问爸爸妈妈，“我说英文你们也可以
听懂，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说中文学中文呢？” 他们笑
了，说“因为公公婆婆只会说中文，他们也很想和你说话
交流。” 那个时候，我忽然懂得了学习中文的意义。中
文就像我和公公婆婆之间的一座桥，连接着我们彼此的想
法。我开始在中文课上努力学习，为了能和公公婆婆说点
中文。
我很爱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陪着我长大，教会了我很
多有用的道理，这些道理都是用中文教会我的，我不会忘
记。现在公公婆婆老了，需要人陪他们说话，通过努力学
习中文的我也可以用中文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他们很开
心，我也很开心。所以我想，这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吧。
我爱中文！

我对美国二氧化碳的设想

我去中国学汉语的故事

【张文韬, 班级 C9 教师: 葛爱碧】

【陈曾玉, 班级 C8 教师: 富瑶】

每天，人类释放差不多 六十六百万吨的二氧化碳。三
分之一的二氧化碳被大海吸收掉了，剩下的就留在空气
里。二氧化塘会引起很多问题， 破坏我们的环境。
空气里的二氧化碳是一个温室气体，说明会让环境慢
慢更热。如果环境热了，那么世界上的很多冰就会化了,
海平面就会上升。很多海边的城市可能就在水底下了。
海里的二氧化碳会变成碳酸，大海就会更酸。海里的
很多生物就做不了壳，包括虾，贝壳，和珊瑚。这些东西
没有了，大一点的鱼什么的也没东西吃了，也就死了。海
里的动物死了，很多人也就没东西吃了。很多人，包括美
国人，是靠大鱼来赚钱的。美国的一些州，像缅因州，都
是靠抓海鲜来的钱。
虽然美国很多人不相信气候变化，别的国家的人都相
信的。美国的保护环境的标准是算挺低的，更别的发达国
家比。现在，我们的总统想要去掉很多保护环境的标准，
正是很不好的办法。我们应该有跟严格保护环境的标准才
对，因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我和中文【张思涵,

人们常说，如果你想要真正学汉语，你必须自己飞到
中国去学。这是因为，在中国，说中文的人多；特有的语
言环境。如果你在美国学汉语，你没有那种练习汉语的环
境，因为你每天只可以跟别人说英文。
两年前，我去北京学中文，跟爷爷奶奶住了三个月。
我的双胞胎哥哥也被爸爸妈妈送过来跟爷爷奶奶学汉语。
我们两个人每天一起床，爷爷就让我们在日记本里面用中
文写昨天发生的事。他还每天带我们出去散步。我的爷爷
有很多朋友，所以散步的时候我们总会碰到些爷爷认识的
人，跟他们一起用中文聊天。很快三个月过去了，爸爸妈
妈来接我们去上海。
上海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国大城市。夏天的
上海，有些地方有时候会有很多蚊子，但是上海的空气比
北京的空气好多了，还有很多特别好的国际学校。我们在
上海住了两年，这两年是我在中国住的最好的两年。我们
在上海协和国际学校上课，学校里有很多中国学生，所以
我可以和他们讲中国话。每天下午两点有中文课，一个小
时练中文的时间，非常有趣。我们中文班上有八个同学，
有美国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我的老师是中国女
人，个子矮矮的，鼻子上架着眼镜。她是一个很好的老
师；她教学特别生动和耐心；我知道她很爱我们。
我在上海也有学校外面的汉语辅导老师，她也戴眼
镜。我们每个星期五放学后，就走五分钟的路去跟她学中
文。我们在学校学应该怎么认中文、读中文，和写中文，
但是在课外的时候，我们学怎么在生活中说中文。中文就

班级 C8 教师: 富瑶】

我从出生就一直在学习中文，中文和我一起成长，所
以我对它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四岁之前，都是生活在中国。我的外公外婆就成为
了我的中文启蒙老师，每天都教我很多中文。一起床，他
们会说 “南南，早上好！” 吃完饭会问我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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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温暖的阳光为我们照亮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啊，在上海
过的日子真好！
我知道我还需要好好练习汉语，因为我还有很多应该
学的，我希望我能更多了解东方文化。我现在住在美国，
但是我会永远记得在中国学汉语的美妙感觉。

中国是我的家【路克,

我的鞋了.
尽管有时候我做错事的时候, 她会出卖我, 但是我知
道我们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都会是好朋友. 有时候她会从
后面跳到妈妈的背上企图把她弄倒在地上, 但是从来没成
功过. 我每天放学回家跟雪儿打招呼的时候, 她都想咬我
的膝盖. 我知道她是想和我一起玩. 有一次,她把妈妈的
围巾撕成了碎片. 即使她做过这些糟糕的事, 我仍然很爱
她. 我不会拿她和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交换.

班级 C8 教师: 富瑶】

我出生在美国，但是，我四岁就随父母去了中国的上
海。我住那儿六年。我去了一个中英文的上海学校，我在
那里学的中文。我们在上海时，有一个住在我们家的中国
阿姨。
我们的狗是在中国买的。刚买它的时候，它生病快要
死了。我们带它去看中国医生，医生告诉我们只需要给它
酸奶，因为它的病不可以让它吃硬的东西。后来，他慢慢
恢复健康了，我们就带它回了美国。它现在可以听懂英文
和中文的话。在上海，我们住在四楼的一个单元房子。我
也有很多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叫 William。我和他在上海
幼儿园认识的。
我和上海的感情很深，故事很多。所有我可以记住的
生活都是在中国。住在中国是我最好的 6 年生活。很多我
最喜欢做，吃，看，或买的东西是在哪儿。虽然我现在是
跟我的爸爸和妈妈住在美国，但是我觉得是上海的生活养
育了我；中国是培养我长大；使我成长的地方。我最喜欢
吃的饭是中餐。我最好的朋友是在中国认识的。所以，中
国不是我住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中国是我的家。
我这个夏天就准备回中国。我隔了三年回国，肯定有
很多新的东西给我看。我觉的会有挺多的人会惊讶我有长
这么高。我等不急去我最喜欢的餐厅吃东西。去所有的商
店买新东西。我特别想要去上海一家台湾餐厅吃鸡肉饭。
我很期待回去中国，回我的家，中国是我难忘的家。

我的家人
【小鳳, 班级 B10 教师: 裴怀喜】

你好，我的名字是小鳳。我家有四个人和两个宠物。
我有妈妈，爸爸，妹妹，我，狗和猫。我爱我的家人。我
爸爸的名字是 Jamie，他是美国人，他属牛。他很爱关心
人和滑稽。我妈妈的名字是 Alice，她是韩国人，她属
兔。她是很辛苦和用功。我妹妹的名字是 Ellie，她属
鸡，她很滑稽和喜欢恶作剧。我的名字是 Seneca。在我
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高老师给了我小鳳的名字。我属
羊，我是很用功和很爱关心人。我狗的名字是 Cookie，
它是一只狮子狗。它是很可爱。它最喜欢睡觉和玩儿。我
的猫的名字是 Sam。它是一只虎斑猫。它也是很可爱。它
最喜欢睡觉和吃东西。我很爱我的家人和宠物。我们都住
在一个牧场。在我的家，我们有五英亩的土地，一个带三
个温室的花园，我们还养鸡，我们有约二十五只鸡。我们
自己家吃，还到集市上卖鸡蛋。我们都喜欢鸡，但是它们
的味道不好闻，真的很臭！我们也都喜欢旅行。我们一起
去了亚洲的很多国家和美国的很多地方。我很爱我的家
人。谢谢。

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朋友雪儿

【Sadie Alger, 班级 C5 教师: 李红祎】

【Tjaden Litwiler, 班级 C5 教师: 李红祎】

我最好的朋友 Maddie 非常的慷慨。 我和她都喜欢彼
此的陪伴。 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是朋友。
Maddie 有金黄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 她有一个 7 岁
的弟弟和一个 13 岁的哥哥。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
如我们都喜欢唱歌。 我们是在四年纪一次合唱中唱二重
唱时认识的。 我们现在五年纪了。我们都喜欢数学还有
我们都喜欢我们的老师 Jolin 女士和 Puckett 女士。
在那两个老师的课上， 我和 Maddie 都坐在一起。 我们
俩都多少有点害羞。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在大众面
前讲话。除了这些相似的地方， 我们也有不同之处。 比
如说我对美术他非常的不在行， 而她却没有那么糟糕。
她为我作过很多事情，她是我当之无愧的好朋友。 有
时候她会牺牲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为我着想。就凭这一点，
她会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朋友的名字是雪儿,她是一只牧羊犬和哈士奇杂交的
狗. 她有白色的毛和棕色的眼睛. 我们两都喜欢去外面跑
步和散步. 她喜欢吃我的鞋子和大叫, 我喜欢用我的 Go
Pro 录像.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我邻居的狗玩耍. 一
见到我她就跑到我面前好像我们是多年未见面的朋友一样.
我立刻开始和她玩耍起来. 我的邻居告诉我她的名字是宝
贝, 她的主人是我们后院的邻居. 我一回家就跟妈妈提起
了宝贝. 妈妈说她会留心一下看宝贝会不会是合适我们收
留的宠物.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在祈祷她能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过
了一个星期, 妈妈给了我一个惊喜作为提前的生日礼物.
宝贝被我们收养了.我给她改名为雪儿. 我们很快成为非
常好的朋友.我教了她很多新的把戏, 作为回报她不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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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朋友【施美琪,

2017 School Writing Competition Winners
作文获奖名单

班级 C5 教师: 李红祎】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她的名字是 Ashlee. 她有
金黄的头发，蓝的发绿的眼睛，最好的是她不戴眼镜。
首先，Ashlee 非常善良幽默，而且她很高。对我来
说， 她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成为朋
友，因为我们的座位相邻，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另
外，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她和我一样喜欢玩躲避球。
她也喜欢艺术课和体育课，这些同样是我喜欢的课程。
除了这些相同之处，我们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
如说我有黑色的头发和深褐色的眼睛。我不喜欢制造麻烦
和问题，她在这点上却正相反。
最后，不管怎样我都会喜欢她。也许下次我们会在同
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级。

我和我的朋友【毛小菩,

一等奖
小学组
C1
杨怡文
我爱爸爸妈妈
C2
伍宇铮
我的妹妹
C4
宋怡霖
我最喜爱的人
C4
张咏欣
我最喜爱的人
C5
毛小菩
我和我的朋友
C5
Tjaden Litwiler
我的朋友雪儿
中学组
C8
张思涵
我和中国
C6
李翰飞
丝丝和普普
C6
黄蕊思
机器人
双语班
B4
David Plam
地震
二等奖
小学组
C1
邓凯文
我爱爸爸妈妈
C3
张文丽
我的感恩节
C4
马铎瑞
我最喜欢的人
C5
雪蒂
我最好的朋友
C5
施美琪
我和我的朋友
中学组
C8
陈曾玉
我去中国学汉语的故事
C9
周芷琪
我的希望
C9
徐蕾
我希望我的社区环境优美
C9
朱玉莲
我希望
C9
曹语嫣
机器人的老师
C9
陈东
我的希望
C6
施莉莎
树
C6
曹文韵
惊险的下雪天
C11
马梓元
假如我是美国总统
C11
侯亦然
我的梦想
C11
方凯文
我的梦想
双语班
B10
小鳳
我的家
三等奖
小学组
C1
Chloe
我爱爸爸妈妈
C1
张培源
我爱爸爸妈妈
C1
陈奕舟
我爱爸爸妈妈
C2
胡颖玲
我的妈妈
C3
张宇丹
我喜欢的节日
C3
徐子宁
我喜欢画画
C3
方妞妞
我最高兴的事
中学组
C6
倪楚文
学游泳
C6
Syndey Caro
狗还是猫
C6
孔祥坤
三阶魔方和四阶魔方
C11
周怡文
我的梦想
C11
王慧怡
我的梦想
C11
杨开
我的梦想
双语班
B10
Alyssa
我的家
集体奖 B2

班级 C5 教师: 李红祎】

我的朋友 Cian 是一个 pink sheep 。 他有很多头
发，还有他只比我高一厘米。他用很多时间打电子游戏，
这点和我一样。另外他也有一个油管子频道，他也有容易
发火的问题， 这些都和我相似。
我和他是在我刚转学到 Littleton Academy 的时候认
识的。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但是到了三年级我们
就熟起来。有一次，我听到他在和别的同学聊 Minecraft
的游戏， 那正是我非常擅长的游戏。我立刻加入了他们
的讨论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朋友。时间快放的五
年级，我们在课间经常一起玩，这时候他成了我最好的朋
友。这个时候，他和 Bhaggy 开始在油管子上开了他们
的频道，这个行为也激发我开了自己的频道。从那时起，
我们就在一起录制游戏过程，彼此帮助。
我的朋友 Cian 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他身上有很多游
戏者喜欢的特点。

我最喜欢的人【马铎瑞,

班级 C3 教师: 沈曼丽】

我的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哥哥。他跟我玩，帮我做作
业，和教我怎么跑步。我经常盼着哥哥有时间跟我玩,因
为他跟我玩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教我怎么开我的
坦克把敌人消灭了。哥哥对我说:” 你要消灭敌人的时
候， 要把坦克瞄准敌人”，我说: 我瞄不准呀，你快帮
我吧!”他也教我怎么藏起来所以敌人不能看见我。我们
也玩 Minecraft,他给我看我怎么能把怪物杀掉。他也跟
我做房子，开飞机，和一起建水滑梯。
我有的时候有很难的作业不会做。我不让爸爸妈妈帮忙
，我喜欢哥哥来帮我，因为哥哥不训我。哥哥给我讲我不
明白的题，他讲得很仔细，很有意思，我很快就明白了。
哥哥是学校的长跑队员，他跑得很好。我也很喜欢跑步
，所以我让他教我。他教我怎么做热身运动，像伸腿, 弯
腿等。在我跑的时候哥哥告诉我怎么呼吸, 所以我跑的时
候不累。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哥哥是我最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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