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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
 AP中文

New Jersey

李欢欢

个玛雅文化遗址。可是，我和我弟弟

我最好的朋友叫 Ashley。我从

最喜欢的是我们住的地方－Dreams

小就开始和她玩，跟她一起长大。她

Cancun。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可

和我一样大，14 岁，只不过她比我小

以再去这个地方玩一次。

几个月。虽然现在我的家离她的家

让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旅游

比较远，而且我们也上不同的学校，

 AP中文

我们还是坚持每年至少三次一起出
去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如果我们能找出合适的时间，
我会跟 Ashley 一起去纽约市。我和
Ashley 都喜欢纽约市，喜欢看纽约
市的景点，如 Statue of Liberty，也喜

我的好朋友

地方的缠足鞋825双，还有很多的图

我的朋友的生日

 AP中文

片和缠足用具。在旧中国，人们觉得

 美洲华语五年级 方博誉

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像著名的一

林润炎

长这么大，我已经跟着妈妈爸
爸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旅游了。但
是，黄石公园的旅行给了我难以忘
怀的美好回忆，直到现在那儿还是
我最喜欢的地方。它壮观的风景和

李炜

我最好的朋友叫 Tasfiah

女人的脚越小越美。所以，她们把女

T a b a s s u m 。我 们 同 一 年 开 始 上

孩子的脚绑起来，不让它长大。她们

Horace Mann 学校。虽然我们没有

的脚只有三寸长。那么小的脚，怎么

课在一起，但是我们开始坐在一起

走路呢？

生日。
我到他家的时候，另一个朋友
已经到了。我们去他家的楼下玩了

晚上，我们找的饭店在河边，一

吃饭后，很快变成了好朋友。

昨天我去我的朋友家庆祝他的

球，我们也玩撞沙发的游戏。过了一

边吃饭，还可以一边看窗外的小船。

会儿，朋友的妈妈叫我们上楼吃比

的 ，都 是 穆 斯 林 。她 有 一 个 弟 弟 ，

船上有各种各样的灯笼，有些看起

萨饼。我们吃饭的时候，另一个朋友

Fahmid和一个妹妹，Sarah。
Tasfiah常

来像动物，有些像亮的莲花，特别

Matthew 来了。吃完饭我们接着去

常帮她的父母照顾他们。他们住在

美！

楼下玩。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

Tasfiah 的父母从孟加拉国来

乌镇是一个很老的古镇，是中

去一个玩蹦蹦床的地方叫 Rocking

国的威尼斯。乌镇真是一个美丽的

Jump。我们在那儿跟一些大孩子玩

小镇，我一定还要去一次！

dodgeball。他们问我们：
“ 你们想不

纽约市的布朗克斯。
Tasfiah 的爱好是打电子游戏，

欢看在 Broadway 上表演的节目。有

众多的动物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快乐

看迪斯尼电影，以及听说唱音乐。她

一年，我们一起到纽约市去看 7 月 4

和惊奇。

最喜欢的歌手是 Kendrick Lamar。

想我们扔的更使劲？”Matthew 笨

日的烟花。我还记得，满天的烟花

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在

她不是特别喜欢读书，但她最喜欢

向你介绍我

五颜六色，特别好看。我们去纽约

一八七二年就已经成立了，是世界

的书是 John Steinbeck 的 Of Mice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市也不是非要有计划去参加这样的

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这个受欢迎的

and Men。Tasfiah 常在学校陪我写科

大活动，有的时候，到了周末，我和

旅游景点总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

学文章，同时管理她自己的俱乐部。

商店。我们买的冰激凌都是棉花糖

Ashley 会一起坐火车进纽约市，随

来许多愉快的经历。公园里有很多

这个俱乐部给患癌症的孩子写信，

口味的，很好吃。我们在那儿见到了

便逛街，吃饭，聊天。

有趣的动物，漂亮的的小路，和五颜

在他们生日的时候买礼物。虽然他

我们的朋友 Zach。之后我们就回家

按着我们家的习惯，每年感恩

六色的温泉。说起动物，几百种的动

们的俱乐部刚开始，但已经筹了不

了，我们在车上讲了好笑的故事。到

节我们家会去 Ashley 的家里一起

物生活在公园的不同角落里，游客

少钱，还写了很多信，非常成功。

他家后我们在楼下又玩了足球和曲

过。感恩节的那天，大家都很忙，都

可以在那儿见到凶猛的熊，狡猾的

我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朋友。她

帮着做感恩节各种各样的食品，如

豺狼，优雅的小鹿和成群的野牛等

很幽默，友好，聪明。我希望我们永

火鸡，土豆。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

等。公园也有许多各具特色的热喷

远都是好朋友。

候，我们两家都坐一起，大人喝酒，

泉和温泉。

干杯，孩子们喝果汁。
现在，我和 Ashley 都长大了，不

我的爸爸

二 零 一 二 年 的 夏 天 ，我 们 全
家参观了黄石公园，逗留了一周。

 美洲华语九年级

我的朋友都吓跑了。  
过一会儿我们去了一个冰激凌

棍球。过一会儿我的妈妈来接我了。
我叫林若耶，今年在美洲华语
七年级班。我从小就开始在中文学

我最喜欢的老师

校学习中文，从拼音开始，慢慢进

 美洲华语五年级 杨浩远

步。妈妈每年都带我和哥哥回中国，

顾爱德华

笨地说：
“使最大的劲吧。”结果我和

住在外婆家，还经常和中国的亲戚

的老师，叫Mrs.Fox。

像小的时候那样在一起疯玩。上了

虽然仅仅七天，但所见所闻已经让

高中，我们也越来越忙了，很难找出

我们无比赞叹。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对我们俩都合适的时间。但是我知

是公园里最有名的热喷泉 -- Old

我爸爸很关心我。他鼓励我读

兰州拉面，台湾牛肉面，四川担担

道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Faithful。那天我们在离喷泉不远的

很多书，而且每天都花一些时间和

面，各种拌面，反正是面条我都爱

餐厅里刚吃完饭，就往 Old Faithful

我一起玩和学习，我们还一起打篮

吃。但我不像爸爸哥哥那样会吃辣

走去。到了那，我看到喷泉旁围着里

球和玩电脑。他天天给我买菜做饭，

的。

三层外三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

经常把他在公司餐厅的午餐多买一

我最喜欢看书了，最近迷上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墨

正非常懊恼，心里想，
“ 这下可看不

份带给我吃。我爸爸还是我的专车

古典文学，像狄更斯的小说。他的小

西哥的 Cancun ( 坎昆 )。我们家和几

到喷泉了”。突然人群欢呼起来，霎

司机，带我去我的课外活动，比如足

说开始都挺悲伤的，主人公的命运

欢的课。有时她会给我们额外的休

家朋友两年前的感恩节假期去了坎

那间，一股冲天的热浪喷上天空，大

球比赛，钢琴课，辩论比赛等等。他

都挺惨的，即使到小说结束，还挺惨

息时间。她很风趣，喜欢说笑话。她

昆，在那儿玩了五天。在坎昆，我们

家感觉热气扑面而来。据说，水柱可

希望我成为一个既成功又善良的

的，有的好了一些。像《雾都孤儿》和

也很聪明，常给我们做有趣的数学

三家住在一个叫 Dreams Cancun 的

达到五十多米高，从好远都能看到。

人。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洁癖，要求我

《远大前程》，将来我打算再仔细读

项目。她还送给我们 T 恤衫，我很喜

度假旅馆。

真壮观!

经常洗手，总说病从口入。

读。我最近还看了另一系列的书，是

欢，常常穿，但今年已经穿不下了，

但是我和爸爸也经常有矛盾和

荷兰道尔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

因为我长大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
 AP 中文

董楚琪

黄石公园的地域广阔，我们常

Dreams Cancun 是一个特别漂

在我家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我

一起出去玩。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二年级时
她和我同一天生日，她告诉我

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的面条，像

的爸爸。

亮的地方。在我们屋子旁边有一个

常能在路边看到成群结队的野牛。

争吵。我爸爸的工作不是很忙，他经

是个很有名的侦探，罪犯即使留下

美丽的花园，里面有高高的瀑布，还

野牛体型巨大，身上盖满了棕色长

常在家工作，所以他才有时间陪我。

一点点的线索，最后还是会被抓住。

有很多各种各样颜色的花和植物。

毛。公牛的头上还有两根威风凛凛

任何事都有好坏的两面。他监督我

他除喜欢破案外，还喜欢拉小提琴，

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来到旅馆，看到

的犄角。这些野牛一点都不怕人，

学习和玩儿，有时候让我很不舒服，

抽烟。

这个花园一阵惊叹，我们都不停地

经常还会走在马路中间 ,  不顾来往

我就会发脾气，这时我的父亲也没

在那拍照。旅馆四周是一望无际的

的汽车。黄石公园现存五千多头野

有很多耐心，他会骂我不听话没出

很喜欢打网球，最喜欢把球打过去，

美丽的海滨和沙滩。

牛。

息。我怪他不明白我的感受和悲伤。

让对方跑得好累，接不起来。但因为

他却说子不教父之过，少时不努力，

我不够高，很多球我也接不起来。但
是我还是打得很不错的。

这个 resort ( 度假旅馆 ) 有很多

  

在黄石公园待了一周，真让我

好玩的东西。Dreams Cancun 最好

流连忘返！我希望不久能再旅游

老大徒伤悲。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

的是它的游泳池。它有两个游泳池：

去那儿!

思，但后来觉得好像他是对的。

一个是小的，水比较暖和；另一个大

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他

的，水比较冷。我们在这个大的里面

我的好朋友

知道我所有的秘密，他还能给我所

玩的时间最长。游泳池旁边还有一

 AP中文 赵晨昊  

有问题的答案。我爱我的爸爸，他也

个 jacuzzi（按摩浴池），我们很喜欢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它的名

在里面放松和说话。晚上，我们去听

字叫 Ace，是一只三岁的德国牧羊

音乐会，看各种表演或在旅馆外面

犬，它有着黑白相间的柔软的一层

跑来跑去玩游戏。

厚毛。

很爱我。

我给爸爸妈妈的圣诞礼物
黄梓娅

今年圣诞节我送给爸爸妈妈一
件非常特别的礼物。不像往年我送
给他们的礼物，这件礼物来自我的

中国的乌镇  
 美洲华语八年级

心底。

张心驰

我从我的音乐老师，Mrs. A 那

Dreams Cancun 吃的东西也很

Ace 有着旺盛的精力，非常活

好。因为我们住的是全包的旅馆，它

里要来一张乐谱，准备教会自己用

跃。每天晚上，它会爬上我的床，在

给我们无限免费的吃的和喝的。旅

小提琴拉它。每天晚上，我把自己关

我脚边躺着睡觉。早上，它跳到我

馆里有全天开放的自助餐，随时都

在房间里练习。练了一个星期之后，

的身上，把我弄醒。因为有它，我一

可以去吃。还有各种风味的其他餐

我已经拉得很好了。

次都没有错过校车。放学后，我一到

馆，像海鲜餐馆和亚洲餐馆。大人们
都喜欢去试吃不同风味的餐馆，我
们孩子还是喜欢吃自助餐和美国的
食品，像汉堡。它的每种食品都挺好
吃的，饮料也特别的好喝。这些饮料
很凉，很甜，我和其他的孩子们都很
喜欢喝。它有好多种，我最喜欢是草
莓和柠檬口味的。我们不停的喝饮
料，服务员把我们点好的饮料送到

的时候，它会温柔地趴在我的脚边。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但是我

无论作业多么多，我都会抽出时间

最喜欢的还是乌镇。

跟他玩扔毽球的游戏。
有一天，天气晴朗，外面很热。
当我回到家时，Ace没有像平时一样
来迎接我。我正感到奇怪，就听见从
后院传来它兴奋的叫声。我连忙跑

游泳池旁边，我们坐在游泳池边喝，

到后面去。一看，原来它正在游泳池

太舒服了！饭店里其他餐馆的食品

里玩耍。我连忙换上游泳裤，跳进水

也很好吃，每天晚上我们几家都一

里和它一起玩直到太阳下山。

起去一个餐馆，坐在一起吃饭和聊
天。
我们也去外面游览和看风景，

之后圣诞节来了。今年的圣诞

家，它就跑来欢迎我。当我心情不好

几年前，我和我的父母到乌镇

节我们是在墨西哥过的，我们从墨
西哥回来的那个晚上已经很晚了。
我决定等到第二天给爸爸妈妈我的

旅游。乌镇是个江南水乡古镇。到了

礼物。第二天，我把爸爸妈妈哥哥叫

乌镇，我们坐着小船进去。河边有很

到一块。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拉得

多破的房子，白的墙，灰色的瓦，屋

好，去了墨西哥一个星期，我都没有

檐下挂着红色的灯笼。小桥倒影在

练，曲子有点生疏了。但是我没有回

清清的河水上。乌镇真像一幅画！

头的机会了。拿起我的小提琴，我深

我好像走进一幅画里。

呼吸了一口，先拉了一首 Dreidel，然

尽管天气特别热，我们每天都
有看不完的地方，还有吃不完的美

Ace 对我如同一个亲爱的兄弟

食。我们参观了织锦工厂，江南百床

一样。它每天都陪伴着我，和我一起

馆，木雕馆和钱币馆。最有意思的是

玩耍，给我安慰。我很爱我的狗。

三寸金莲馆，里面收藏了中国不同

新澤西 : 1876 Lincoln Hwy Edison, NJ 08817; Tel: 732-485-6860; Fax: 732-287-2098; E-mail: nj@chinapre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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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同生日的学生。每年在我和她
同生日的那天，我送给她一盒纸杯
蛋糕，她也送我一个礼物。今年她送
给我一盒蓝色的橡皮泥，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她的数学课，这是我最喜

Mrs.Fox是我最喜欢的老师。

上学的第一天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我拉中提琴，还喜欢打网球。我

 美洲华语五年级

这是她教书二十四年来第一次碰到

后又拉了一首 Jingle Bell。让我惊讶
的是我拉的非常好。爸爸妈妈哥哥
都给我鼓掌。
我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

党伊璐

有一天，路路和妈妈走出门外。
路路问妈妈：
“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呀？”妈妈说：
“学校！”路路惊讶地
又问：
“ 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呀！”妈
妈说：
“ 从今天开始，你要去中文学
校学习。”路路说：
“ 可是我不会读
也不会写中文呀！”妈妈笑着告诉
她：
“ 正因为你不会读和写中文，所
以你才要去中文学校啊。”
到了中文学校，路路一开始很
害羞，可是她的老师对她很好。过了
一会儿她就不害羞了。她很快在那
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她非常喜欢
学习中文，在中文学校里很开心。

中秋烧烤会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康竹

我看到了高兴的同学，
我听到了细小的炭火滋滋声，
我闻到了香喷喷的烤鸡味道，
我吃到了好吃的米饭和月饼，
我摸到了游乐场上细细软软的
沙子。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Abby Beck
秋天来了，树叶变成五颜六色，
红色，黄色和金色。
在我们的花园里，
树上挂满了红红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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