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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的故事
 AP 中文 李欢欢

	 我母亲的柜子上放了好多照
片，照片里面有我的哥哥、妹妹，还
有我。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些照
片，没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可是
今天我看到一张照片，让我回忆起
童年的幸福。
	 照片里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
一岁半的我。照片是在我的爷爷奶
奶家照的。我小的时候，父母把我
送到中国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时
候，我的父母特别忙，没有时间照
顾我。他们每天辛苦地工作八个小
时，回家以后还得给我的五岁六岁
的哥哥弄吃的。我约有半年在中国
跟爷爷奶奶住一起。在那六七个月
的时间，我过着很温暖、很幸福的生
活。每天从我早晨睁眼到晚上终于
睡着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每一分
钟都在为我做好吃的、跟我玩、哄
着我让我高兴。因为我的爷爷奶奶
很溺爱我，我也没有特别想爸爸妈
妈。
	 拍这张照片的那一天，我正在
跟爷爷奶奶玩捉迷藏。我最爱藏起
来，让爷爷奶奶找我。我先让他们数
到一百，给我足够的时间找一个能
藏的地方。那天，我藏在奶奶的柜子
后面。爷爷拍照片的时候，我正把
头伸出来左右看看，检查一下爷爷
奶奶在哪儿。我胖胖的小脸红彤彤
的，带着顽皮的微笑。那时候我的头
发还没长出来，像男孩子那样短，让
我显得更顽皮。我脸上带的表情，看
着像我对自己很满意，觉得自己比
爷爷奶奶还要聪明的样子。我想，爷
爷奶奶肯定是知道我每次藏的地
方，可是为了让我高兴，他们假装不
知道，假装被我难倒了。
	 现在看着这张照片，还让我感
觉到那时候的幸福。回想起来，这张
小照片真是记录了我童年愉快而甜
蜜的生活。

我的好朋友
 AP中文  曹寻

	 我最好的朋友叫 Cathe r i n e	
Yang，有时我忘了她是我最好的朋
友，而把她当成一个姐姐。
	 自 从 我 记 事 以 来 就 认 识 了
Catherine，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出生后几个
月，Catherine比我早出生一个月。我
们的父母在我们出生前就是好朋
友。Catherine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
朋友，我们有许多美好的一起成长
的回忆。
	 在我们大约 9 岁的时候，我
们一家和 Cather ine 全家一起去
Vermont州滑雪。我们租了一栋房
子，Catherine和我共住一个房间。至
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幼稚的私语
和屋外呼啸的寒风。白天我们去滑
雪。每当坐上滑雪缆车我们就紧闭
双眼，拉着对方的手，以免看见白雪
皑皑的深渊。Catherine那时雪就滑
得很好，她非常喜欢冒险，可我恰恰
相反。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跟
在她后面。有几次我的滑雪板摔掉
了，她干脆把她的滑雪板也脱掉，抓
住我的手一起尖叫着滚下山坡。
	 我已经记不起我们一起在海
滩度过了多少个暑假，那些回忆是
不可言喻的。我们倘徉在耀眼的阳
光，滚烫的沙滩和粼粼的海浪中，直
到我们都累了，不能动弹。我们一起
用沙子建造我们的城堡。每当想起
这些我似乎还可以感受到沙子和海
水敷在脸上、身上的感觉。
	 我最好的朋友是 Cathe r i n e	
Yang，我不能想象没有她的生活。

我眼中的中国
 AP中文   张天羽

	 中 国 有 着
五千年的历史、
文化和习俗，是
一个很独特的国
家。美国是一个
很年轻的国家，
主要由欧洲和世
界各地来的移民组成，很多人保留
了自己母国的部分生活习俗，比如
建设自己国家的小区，像小意大利
和中国城。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中国
的北京，它不仅是中国的首都，还有

中国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景观和建
筑，比如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
车水马龙的王府井、皇家园林颐和
园、圆明园、知名学府清华大学、皇
家宫殿故宫和前门等。北京还有繁
华宽阔的街道，几百路公共汽车，高
楼大厦，可热闹了！
	 暑假期间，我经常会回北京度
假。我跟我的爷爷奶奶住在北京理
工大学。我很喜欢那里，那就是一个
小社区，不仅有大学生，还有退休的
老师和他们的孙子孙女。大学里有
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食堂、菜市
场、医务室、足球场和体育馆，我还
和爸爸在那的体育馆观看过中美奥
运排球赛。每天早晨，老人们都到操
场上散步、锻炼、打太极拳、下棋或
者到菜市场、食堂买饭菜、鸡蛋、馒
头、包子、馅儿饼、油条、豆浆和粥。
北京的特色，在纽约市就很少见。
	 北京有一个很庞大的公共汽车
系统，近千条公交线路。繁华的地
方，比如长安街、中关村大街和三环
苏州桥等，一站能有十几路公车。有
的车走大直趟，还有的曲里拐弯。北
京的公共汽车系统使交通变得非常
方便，很多人都以公共汽车为主要
的交通工具,	要是赶上自己的车限
号，还得乘坐公共汽车。高峰期间，
公共汽车挤满了人，有些人连上都
上不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北京
的公共汽车非常感兴趣。我会注意
到一辆车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座位
的规划和发动机位置。有的车的右
前轮上有一个向前的座位，有的向
侧方，还有的压根儿没座位。
	 中国道路和桥梁的建筑和施工
技术很高。去年，北京三元桥四十三
个小时就把所有的支撑柱更换了。
中国的铁路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建
造了美国从东到西的铁路。中国的
高铁系统是世界上最快、最长的铁
路。目前，已经修建了一万七千公里
长，每年大概九亿人乘坐。高铁不仅
在东部大城市之间，而且还连接到
中国最西部的青藏高原——气候、
环境都很恶劣的地方。高铁成为中
国人最重要的长途交通工具之一。
高铁的速度能达到三百公里每小
时，比飞机更方便、正点、安全、舒
适、便宜和载人量更多，很多出差和
远途旅游的人都喜欢乘坐高铁。
	 中国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地方
小吃。在王府井小吃街，有中国各个
省的地方风味儿小吃，小笼包子、馄
饨和糖葫芦。北京烤鸭是我最爱吃
的，每年在北京我都要吃好几回。
	 北京的特色很多，而且到处都
很热闹，还有我的爷爷奶奶，表弟和
其他很多亲戚朋友，所以每年夏天
我都回北京过暑假。

自卑和整容
 AP中文   彭慧如

	 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长大过
程中常常被爸爸妈妈娇宠。我从小
就听到我们家的朋友夸我长得很
漂亮，大家也都说我看起来特别聪
明，我也就听惯了，真的就相信他们
说的。那时候我也太单纯了，没有多
想，也没有质疑他们是说实话还是
只礼貌地说说。当然，我长大一点的
时候就发现人上有人，天上有天。
在世界上有好多人比我漂亮，比我
瘦，比我有天分，比我聪明。我本来
以为我很特别，可是之后就感觉很
自卑，整个人就很没自信。	
	 那几年我真是痛恨我的长相，
每天都在想长大的时候应该去整
形。我记得我以前想要割双眼皮和
整鼻子，我也不喜欢我又短又肥的
腿，不喜欢我胖胖的手指，或者我的
手臂。每次穿紧身的衣服，看起来超
级难看。我一直很想要去整形，觉得
自己不聪明也不漂亮。如果我很聪
明，我做事的结果会比较好。虽然我
的成绩还算不错，跟我的朋友比差
了一些。我也不漂亮，所以我很不开
心。
	 去年，我终于克服了以前对自
己的不满，现在不像以前一样自卑
了。我发现最重要的是要看起来很
开心，要常常带着笑容，这样才是真
正的漂亮。我不太清楚这个变化是
怎么发生的，只知道突然有一天有
这个想法，然后我告诉自己，我的长
相和我的智力真的是不能改的，就
算有整形过，自己还是知道以前看

起来像什么样子，所以应该就对现
在的长相满意就好了。这样想了之
后，我很得意，很有成就感。					
	 我终于战胜了我的自卑。

春天、春假及其它
 美洲华语九年级   章培茜

	 春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
在春天里树木开始涂上了美丽的色
彩，草更绿、天空更加蔚蓝，连空气
都是温暖的。我爱春天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春天也是一个友好的季
节，在春天里每个人都轻松多了，都
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走出户外玩
耍，而且春天到了也就是我所盼望
的夏天也不远了。
	 这个春假我和母亲去了费城，
我们在城里到处逛逛，不仅吃了很
多美味的食物，还去看了很多的历
史遗迹，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美国
历史的知识。当春假结束了我和我
母亲回到家里，我继续去上学。
	 但是今天上午当我完成这篇文
章的时候，我注意到外面突然下了
大雪，也刮起了大风，我感到非常惊
讶。现在应该是春天啊，但有积雪就
在地面上，我想户外的小动物和植
物一定很难过吧。春季天气是如此
怪异，但我希望它仍然是温暖的，不
管怎样，我喜欢春天。

柳树
 美洲华语八年级   赵佳淇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树
木，我最喜欢的是柳树。柳树给人很
美丽优雅的自然画面。柳树大多长
在河流的两岸，你会常在河边看到
它们低垂的树枝。春天刚刚来到的
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嫩嫩的绿
色柳枝随风摇摆。柳树一般在描绘
山水的照片里都是非常漂亮的。
	 在过去，柳树也被认为是非常
有益的植物。它不但可以用做治疗
疼痛和减退发烧的药物，而且人们
还用柳树枝条做扫地的扫帚。柳树
还经常被文人们写在文学著作里，
最有名的像莎士比亚，他在《哈姆雷
特》里面就写到柳树。
	 有些人可能会说，看到杨柳树
摇摆不定，会很伤心，我却觉得柳树
形状优美。柳树可以使你在与自然
交流的时候找到平静和安宁，让你
心情非常地放松。我最喜欢柳树。

春天
 美洲华语八年级   程皓琳

	 每年春天，

很多小动物就会

来到我家附近。

	 加拿大大雁

会飞到我家前面

的小池塘。有的

时候，它们会吵架，发出很响的声

音，在池塘水面上互相追逐。

	 知更鸟经常在我家的阳台上做

窝。知更鸟做窝的时候，我家的扫帚

毛就会被小鸟一根一根扯去做窝。

它们下的蛋很漂亮，比蓝天更蓝。小

鸟生出来的时候，粉红色的，一点也

不好看。它们只会把嘴巴张得大大

地，等妈妈爸爸回来喂它们。我们

一去阳台上，小鸟的爸爸妈妈就会

有意见，拼命地对我们叫，好像在

说：“喂！这是我们的地方！别过

来！”它们挺好玩的。

	 松鼠和花栗鼠虽然很可爱，但

是有的时候让人很生气，它们总是

偷偷把鸟食全吃光。松鼠是倒着挂

在栏杆上吃鸟食，花栗鼠吃鸟食的

时候用爪子伸进喂鸟器把食物掏出

来吃。

	 春天里的小动物们真热闹。

堆雪人
 美洲华语七年级    林若耶

	 冬天真是太美了，特别是下雪

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枝上面盖满了

闪闪发光的雪，窗户上都有雪花的

痕迹。在外面可以听到孩子们玩雪

时的开心叫声，可以看到堆得比人

还高的雪人。

	 这个冬天，我和妈妈一起堆雪

人。我把软软的雪花捏成了硬硬的

冰球，这样我的雪人就不会很快的

	 智慧与才思的交锋，激情与勇气的碰撞，一年一度的“华夏辩论赛”

于4月16日和4月17日分别在中部分校、大纽约分校和爱迪生分校举办，

来自16所分校的198名学生参加了本次比赛。

	 今年的辩题是“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家长应该干涉”。比赛通过抽签确

定比赛次序；按年级分为4-6年级组和7-9年级组。

	 各区比赛都得到了承办学校和各区负责人的大力支持，整个赛事井

井有条。选手们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精彩纷呈，博得

了在场老师和家长的阵阵掌声。经过激烈争夺，大纽约分校、李文斯顿分

校和樱桃山分校分获4-6年级组各区第一名；长岛分校、奔腾分校和中部

分校分获7-9年级组各区第一名。

	 “华夏辩论赛”的目的是帮助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

应变能力，同时给各分校搭建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辩出激情，

辩出友谊。

	 感谢家长和老师对小选手的精心培训，感谢以下组委会成员：卫东、

朱志威、王缨、张悦、魏东、蔡晓菲、曹作军、陈华、许兰薇、张长春。比赛详

情及图片见总校网站www.hxcs.org.	

化掉。妈妈比我堆得慢，我的雪球是

她堆的两倍大！把雪球滚好的时候

要先把它磨得更圆，然后就可以给

它戴上漂亮的围巾和帽子。我用了

小石子儿给雪人做眼睛，还用长长

的树枝当手臂，而且用了断的树枝

儿当他们的头发！我们的雪人虽然

挺小的，可是他们长得又可爱又漂

亮。

		 冬天玩雪真是一段快乐的时

光。所以下雪时不要闷在家里，或不

停地铲雪。赶快提起精神到外面玩

吧！	

我最喜欢的朋友
 美洲华语六年级    林为恒

	 我的好朋友是Henry	Zhang，我

认识他一年了。我们是在小学碰到

的。Henry是中国人，他有一个小妹

妹。他时常请我到他家打水球。

	 今年万圣节晚上我们去他家附

近要糖。我们出去了一个小时，讨到

很多糖。还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玩

雪，一起堆了个雪人，堆完雪人，我

们一起开心地打雪球。

	 今年我们都升上了初中，分在

不同的班，很久没见面了，但他还是

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在学校假期，可

以和Henry常常玩在一起。

我的小猫和小狗
 美洲华语五年级   孙莉雅

	 我 有 三 个 小 伙 伴 。小 猫 是

Cookie和	April，小狗叫宝宝，它们是

我最好的朋友。

	 Cookie	四岁了。它的毛短短的，

橘黄色的，有漂亮的花纹。它很害

羞，见到陌生人就躲起来了，可是它

喜欢在我的床上睡大觉。

	 April	是	Cookie	的妹妹，三岁

了。它的毛长长的，主要是灰色的，

有一点点橘红色和黑色。April	很好

奇，它喜欢跟着我，也喜欢找我玩。

	 宝宝是我们家的小淘气，两岁

了，白白的卷毛，很可爱。它不喜欢

我们爱小猫，整天对小猫喊，追着它

们到处跑。它很馋，我们一不小心，

它就偷猫食吃，还偷吃我碗里的冰

淇凌，像是永远都吃不饱。

	 在家里的时候，我就陪着它们

玩。我很爱它们。

我爱乌龟
 美洲华语五年级   成可馨

	 我最喜欢乌龟。乌龟很可爱，也

很聪明。要是看到危险，它们就会把

头和四条腿藏在它们的壳里。乌龟

喜欢吃水草、小虾、小鱼和小章鱼。

乌龟十月后就不吃东西了，它们要

冬眠了。雌龟能生50到200个蛋！乌

龟喜欢在水里游来游去，但是雌龟

要在陆地生蛋。

	 我小的时候，听爸爸讲过一个

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龟兔赛跑”。虽

然乌龟跑的慢，兔子跑的快，但是乌

龟还是赢了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作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下去，不能

半途而废。	我们都要以乌龟为榜样。						

	 我很想要一只乌龟做宠物。我

想过生日的时候让爸爸送我一只。

我要和这只乌龟一起长大！

难忘的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Nicolas Merriam

	 二零一三年暑假，我爸爸带我

们一起开车横跨美国。我们经过了

二十几州，十个左右的国家公园。	

	 有一天，我和家人到了一个国

家公园里游玩。这个公园非常大，有

很漂亮的红石头，也有很多我没看

过的动物。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往

回走的时候，看到一头大水牛挡在

我们前面。我们都很害怕，爸爸要我

们爬到一座小山上避开水牛。水牛

走远了，我们很快地跑回车子上。

	 这次和水牛相遇的经历让我真

难忘。

一首五感诗
 美洲华语三年级   钟霖

我看见了许多小朋友，

我听见了高高兴兴的说话声，

我闻到了甜甜的苹果汁，

我吃到了软软的糖果，

我摸到了小朋友的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