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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小语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是收获的季

节，中秋节还带给秋天别样的味

道，在孩⼦子眼⾥里，秋天是怎样的

呢？请看三年级的⼩小诗⼈人带给我

们的惊喜。 

秋天来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Abby  Beck 

 

秋天来了，树叶变成五颜六⾊色， 

红⾊色，黄⾊色和⾦金⾊色。 

在我们的花园⾥里， 

树上挂满了红红的苹果。 

 

中秋烧烤会 

美洲华语三年级            王康⽵竹 

 

我看到了⾼高兴的同学， 

我听到了细⼩小的炭⽕火滋滋声， 

我闻到了⾹香喷喷的烤鸡味道， 

我吃了好吃的⽶米饭和⽉月饼， 

我摸到了游乐场上细细软软的沙⼦子

。 

 
  

中秋烧烤会 
美洲华语三年级         Alex Cheng 

 
我看到了许多⼩小朋友， 

我听到了响亮的欢笑声， 



我闻到了⾹香⾹香的烧烤味， 

我吃了⼀一点点⾯面条， 

我摸到了细细的沙⼦子。 

 

中秋 
美洲华语三年级            Serena Xu 

 

 
 

秋风送爽， 

树叶黄了，苹果红了。 

我们⾛走在树下， 

脚踩枯叶沙沙响。 

远处是谁在玩耍？ 

飘来阵阵烤⾁肉⾹香。 

须知今夜⽉月⼉儿圆， 

羞看众⼈人把饼尝。 

中秋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王昊    

 

今年九⽉月⼆二⼗〸十七⽇日是中国的

中秋节。中秋节的时候⼈人们都吃⽉月

饼。⽉月饼是⼀一个又甜又⾹香的圆饼。

⽉月饼是圆的因为是代表晚上的圆圆

的⽉月亮。中秋节的晚上，⽉月亮每年

这个时候最⼤大最圆。全家应该⼀一起

团圆赏⽉月吃⾹香甜的⽉月饼，喝茶，聊

天。爸爸妈妈会给孩⼦子们讲⽉月亮的

神话故事像”嫦娥奔⽉月“等等。这⼀一

天我们都过得⾮非常愉快。

 

中秋节也是亲⼈人团聚的节⽇日

，我们也在这个节⽇日⾥里向不在⾝身边



的亲⼈人通过电话，微信，和短信送

去祝福。 

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

重要的节⽇日。我们每⼀一年都想过好

这个节⽇日，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幸

福。 

学中⽂文 

学中⽂文有⽤用吗？多有⽤用？美洲华

语五年级的孩⼦子们给了我们朴实

的答案。 

美洲华语五年级          Jason Li 

学中⽂文真好。 

我们可以上中⽂文学校交朋友

，可以⽤用中⽂文和在中国的爷爷奶奶

通电话，可以去点中国菜，还可以

帮助别⼈人翻译。 

学了中⽂文， 更⽅方便去中国玩

， 还可以看中⽂文书，中⽂文电视和电

影。学中⽂文很好。 

美洲华语五年级                栾畅 

 

学中⽂文很重要。你会说中⽂文

吗？学中⽂文有这些好处。 

第⼀一，你去中国会更⽅方便。

别⼈人可以听得懂你，买东西很⽅方便

，出去玩也更⽅方便。 

第⼆二，会了中⽂文，更⽅方便你

和中国做⽣生意。多做了⽣生意，就可

以赚更多钱。 

第三，要是你知道中⽂文，你

能看懂中⽂文电视，读懂中⽂文书，可

要是你不懂中⽂文，就读不懂中⽂文书

，也看不懂电视了。 

这就是为什么学中⽂文很重要

。

 



 

美洲华语五年级             李秋燕 

 

学中⽂文很重要。 

如果你去了中国城，你想买

东西却不懂中⽂文，就很不⽅方便。 

如果你去中国玩，不懂中⽂文，你就

不知道⾛走到哪了，因为所有的路牌

都是中⽂文的。 

 
 

美洲华语五年级             郭佳琳 

 

学中⽂文有很多好处。中⽂文是

世界上的第⼆二⼤大语⾔言。如果将来去

中国游玩，我可以说中⽂文。我喜欢

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因为我也是

华⼈人。学中⽂文很有意思，上中⽂文学

校也很有趣。将来我希望我可以和

妈妈爸爸只说中⽂文。 

 

 

⾛走四⽅方 

⾏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出门旅

游是许多爸爸妈妈和孩⼦子们最爱

做的事。孩⼦子们会有怎样的旅⾏行

感悟呢？ 

美洲华语五年级  Grace Cheng 

这个暑假我全家和我的朋友

的家⼈人去了 Hershey Park 。 

我们先去了 Hershey World 。         

Hershey World ⾥里有很多巧克⼒力 。

那⾥里也有很多玩具。妈妈说我们可

以选⼀一个纪念品。 我选了⼀一个钥匙

链， 我的弟弟选了⼀一包巧克⼒力。 

我们买完了以后，就回到了旅馆。  

第⼆二天，我们去了 Hershey 

Park 。Hershey Park 有很多过⼭山车

。我最喜欢的过⼭山车是 Laff Track



。我们还在 Hershey Park ⾥里⾯面玩⼉儿

了⽔水, 最后我和弟弟都湿透了。玩

⼉儿完后, 我们去中餐馆吃饭。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 Hershey 

Park。我很喜欢 Hershey Park。我

下次还想要去玩!:)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骊安 

这个假期是最好的。我们做

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去了

Aruba，橡⽪皮艇很好玩，但坐在上

⾯面，有时我以为我会掉下来，因为

它开得超级快，很颠簸。 

 

美洲华语五年级          王嫒琪 

今年，我们家去了意⼤大利和

希腊玩。在希腊，我们去了

Santorini和Athens。在Santorini我最

喜欢的旅馆是Aris Caves。 从旅馆

看出去，可以看到很美丽的景⾊色。 

 

这张相⽚片是我站在我的旅馆前。 

在意⼤大利，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

在Venus，我们去了⼀一个玻璃加⼯工

⼚厂，很好玩。 

我们还去了 Milan 的

EXPO2015 总部。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再曦 

 

今年暑假我，爸爸和哥哥⼀一

起去了三个国家公园，它们分别是

Shenandoah, Great Smoky 

Mountains 和 Mammoth Cave，这



三个公园分别在West Virginia， 

Tennessee 和Kentucky州⾥里。在那我

们参加了很多活动，爬⼭山，⽔水上乐

园， 还参观了岩洞。我们呆了⼀一个

礼拜。 

这次旅⾏行很有意思，我真希

望能再去⼀一次。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文惠 

 

暑假的时候，我们全家去了

中国，在那见到了我的⼤大哥哥，⼤大

姐姐和爸爸妈妈的朋友。 

在北京，我们爬了长城，又

去了天安门，吃了好多好吃的中国

饭菜。我妈妈说在中国我的中⽂文进

步了很多，可以和⼤大⼈人⽤用中⽂文讲话

了！ 

我很喜欢中国，有机会我还

要回去。 

 

美洲华语⼋八年级        陈之博 

 

我今年的暑假跟爸爸和弟弟

去了三个国家公园，⼀一个是雪兰，

第⼆二个是⼤大烟⼭山，第三个是猛犸洞

。待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

我爬了⼀一座⼤大⼭山，然后在⼤大烟⼭山⾥里

的两个镇⾥里看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和

游乐园。 

我们的计划是全家⼀一起去，

但妈妈⾝身体感觉不适，所以她没去

。第⼀一天在卢雷（Luray）的⼀一个酒

店⾥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三，四

和五天，我们就开车到了⼤大烟⼭山，

呆在⼀一个度假区。我们⾛走了⼏几个栈

道，爬了⼀一座⼤大⼭山，是⼀一座⽯石头的

⼭山，很陡。我们下坡后就去了⼀一个

附近的镇⼦子叫加特林堡（



Gatlinburg），看了⼀一个商店叫

ChinaBazaar，⾥里⾯面卖⼑刀剑和各种各

样的武器。爸爸买了两把飞⼑刀。度

假区⾥里有⼀一个⽔水上乐园，我在⾥里⾯面

呆了⼏几个⼩小时。第六天，我们去了

肯塔基，住了⼀一个晚上。第七天，

我们去了猛犸洞。我们本来想⽤用两

天回家，但中间耽搁，住了⼀一个晚

上，第九天才到家。 

 
 

⼗〸十⽉月德国啤酒节 
AP 中⽂文                     周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金秋⼗〸十⽉月

，天⽓气开始转凉了，树叶也开始变

⾊色了。我们全家在周末⾼高⾼高 兴兴驱

车前往纽约上州亨特⼭山脚下，参加

这⾥里年年举办的德国啤酒节。 

我们到达时，已经是中午了

。⼀一眼望去，近处是⼈人⼭山⼈人海， 远

处是五彩缤纷的⼭山。 ⼭山上的很多树

都已经变成红⾊色了。更多的树是⾦金

黄⾊色的。当然⾼高耸⼊入云的松树还是

那么郁郁葱葱 。

 
⼀一路⾛走进去， 到处都是卖⾷食

品的⼩小摊，这些⾷食品都是以传统的

德国⾷食品为主。当然，啤酒节是肯

定少不了啤酒的，⼏几乎每个⼤大⼈人的

⼿手⾥里都拿着⼀一杯啤酒。我们买了吃

的和喝的坐 下来，⼀一边吃⼀一边听当

地的乐队演奏的德国民族⾳音乐。很

多⼈人穿着传统的德国民族服装， 伴



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 ⼈人⼈人都沉

浸在欢乐之中。 

 下午，我们做缆车上⼭山去欣

赏⼭山顶的风景。 放眼远眺， ⼭山连

着⼭山，树埃着树， 在阳光的照射下

，编织了⼀一幅缤纷绚丽的彩⾊色图案

，红的妖艳，⾦金的亮丽，绿的宁静

，漫⼭山遍野， 令⼈人陶醉，   

在这美丽的⾦金秋， 我们度过

了⼀一个快乐的德国啤酒节。 我们也

饱览了⼤大⾃自然的美。 我爱⼤大⾃自然， 

我爱美好的⽣生活。  

 

在中国上学和在美国上学有什么

不同呢？我校原美洲华语六年级

学⽣生俞⽂文婷今年九⽉月份起在中国

呆四个⽉月，⼊入学当地学校学习，

经过⼀一番观察，撰⽂文细述她的⼀一

番感受。期待她有更多的⽂文章和

我们分享。 

 

在中国上学的⽇日⼦子     俞⽂文婷 

这次来中国的原因和以前来

中国的原因很不⼀一样。这是因为以

前来中国只呆⼀一个暑假，可是这次

来中国我和爸爸要多待四个⽉月，我

们多待四个⽉月的原因是让我在上海

读四个⽉月的书，提⾼高我的中⽂文。 

 
在中国呆着和在中国读书，

⽐比起在美国呆着和在美国读书有很

⼤大的区别。第⼀一，我在美国除了爸

爸，还有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

在中国就只有爸爸和我呆在⼀一起。



这样不仅安静的古怪，⽽而且很寂寞

。还有，在中国有很多作业，是美

国作业的两倍。平常在美国我做完

作业还有时间去个两⼩小时的游泳队

练习，或上个钢琴课，可是在中国

我只有时间做作业。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美国，学⽣生在不同的教室

上不同的课，⽽而中国学⽣生总是在固

定的教室上课。最后⼀一个区别就是

在中国，上学时间⽐比在美国长多了

。中国学校⼤大概七点半到四点半，

美国⼩小学时⼋八点四⼗〸十到三点。 

 
我有很多关于在中国上学喜

欢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不喜欢的

。例如，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在中国

，⼤大多数情况下，同学们都会互相

帮忙，然后⼤大家都是朋友。在美国

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一群⼀一群朋友，

⽽而且还会有⼈人欺负别的同学。我不

喜欢的是在中国，考试分数都是公

开的还要排名，有⼈人考的不好的话

，那别⼈人就会笑他。有时候搞的那

⼈人都没信⼼心，可是他可能别的地⽅方

很厉害，像打球。所以，我觉得考

试分数应该是私⼈人的事。

 
我希望从这个经历中可以学

到很多东西，不管是学校有关的，

还是跟学校⽆无关。我希望除了提⾼高

中⽂文以外，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像

更有责任⼼心，更加有条理性，也学

会变得更强壮，不仅在外，也在内

⼼心。我还希望我能交到永远记得的

朋友。我知道，这四个⽉月过了之后

，我不会是四个⽉月之前的我，我希

望那会是个更好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