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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忆中秋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是家

家户户团圆的节⽇日，⾃自古就有⽆无

数⽂文⼈人骚客对它赞叹，歌咏。中

秋节也是孩⼦子们喜爱的节⽇日，边

吃⽉月饼边赏⽉月，和家⼈人团聚在⼀一

起，还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下

⾯面这组⽂文章是美洲华语九年级同

学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中秋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顾爱德华 

 

我今年的中秋节过得⾮非常棒

。爸爸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月饼。我很爱吃莲蓉的⽉月饼和⾖豆沙

的⽉月饼。每次过中秋节，我都给国

内的亲⼈人打电话。今年是我第⼀一次

喝三岁的表妹通电话，她很想我，

让我很开⼼心。 

今年的中秋节很特别。不仅

有⽉月全⾷食，⽽而且那⼀一天⽉月亮离地球

⾮非常近，可以看到最⼤大的红⾊色⽉月亮

。爸爸说，这是⼀一⽣生⼀一次的难得的

巧合。 

我听说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

⽇日⼦子，可是很多家庭都不能在那天

团聚。所以⼈人们⽤用吃⽉月饼来寄托对

亲⼈人的思念。中秋节那天我和爸爸

妈妈过得⾮非常快乐。  

  美洲华语九年级            ⾼高⽟玉飞 

这个中秋佳节，我很开⼼心，

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个晚上，

我的家⼈人和我看到那个圆圆的⽉月亮

，很漂亮，⽉月亮⾮非常⼤大，是红⾊色的

⾎血⽉月亮。我也吃了⼀一些好吃的菜，

还吃了⽉月饼。我⾮非常喜欢今年的中

秋节，真盼望明年的早点到来。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李德沛   

今年的中秋节，我很开⼼心。

我玩得很⾼高兴，吃了⽉月饼，看了⽉月

亮。⽉月亮很⼤大，并且是红颜⾊色的。

⽉月亮被地球⼀一点⼀一点挡住，有⼀一会

⼉儿全不见了。过了⼀一阵，⽉月亮又慢

慢回来了，很好看，我很开⼼心。上

⼀一次⽉月亮这样发⽣生在三⼗〸十三年前，

下⼀一次会是在⼗〸十⼋八年后。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李德渊  

在中秋节晚上，我看到⽉月亮

，⽉月亮那时很⼤大。在晚上⼗〸十点钟，

我又出去看⽉月亮。我⼀一边吃⽉月饼，

⼀一边看⽉月亮。那⼀一天的⽉月亮有点不

⼀一样。⽉月亮是红颜⾊色的，也没那么

亮。后来我明⽩白⽉月亮没那么亮是因

为我们的地球那时正在挡住太阳，

太阳的光就到不了⽉月亮上。最后又

吃了⼀一块⽉月饼，我就回去睡觉了。 

我很喜欢在中秋节的时候看⽉月亮。 

 

我看中国系列⼀一 

上中⽂文学校，除了学习中国语⾔言

，还要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风

⼟土⼈人情。中国已成为与欧美⽐比肩

的经济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打造

了许多独有的名牌。美洲华语⼋八

年级同学向⼤大家做了这⽅方⾯面的介

绍。此外，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有

⽆无数的名⼭山⼤大川，风景古迹，秀

丽风光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且看

⼋八年级同学们⽤用笔向我们娓娓道

来。 



美洲华语⼋八年级             张⼼心驰 

美国有⼀一个公司叫“Uber”, 是

⼀一个交通⽹网络公司。 ⽆无论你在家⾥里

， 还是在机场， 乘客可以⽤用智能

⼿手机来预约车辆。 这个东西⽤用起来

很⽅方便。 

 
中国也有⼀一个叫“滴滴打车”。 

在美国 Uber 很有名。 在中国，滴

滴打车更有名。 滴滴打车和它的美

国朋友 Uber 很像。 两个都是通过

智能⼿手机叫车的⽹网络公司。 每天有

五百万的⼈人通过滴滴打车的⽹网络叫

车。 Uber 只有⼀一百万个车程。 所

以， 滴滴打车⽐比 Uber ⼤大多啦。 所

以 滴滴打车的收⼊入⽐比 Uber ⾼高。 有

⼈人说 Uber 怕滴滴打车， 因为 滴滴

打车⽐比 Uber 好！ 

美洲华语⼋八年级             程皓琳 

中国有很多名牌。 其中⼀一个

名牌是微信。 微信在美国和中国都

很受欢迎。 微信可以⽤用来发短信， 

共享照⽚片和视频。 有⽹网络的地⽅方都

能⽤用。 很多住在 美国的中国⼈人⽤用

微信 来和中国朋友聊天。 我爸爸

妈妈都很喜欢⽤用微信， ⼀一回到家就

拿出⼿手机来看微信。 他们经常跟住

在 中国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和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哥哥⽤用微信

来 视频， 聊天。 他们 还可以跟 ⼏几

⼗〸十年没见到的中国朋友们发短信。 

有了微信， 世界变得微⼩小了。 

 
中国还有⼀一个名牌叫联想。 

联想开始是在北京由 ⼗〸十⼏几名科技⼈人

员创办。  1996 联想成为中国最⼤大



的电脑公司。 2005 年联想买下了

IBM 电脑部门。 2013 年联想已经

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2014 年

联想又买下了美国的 Motorola ⼿手机

部门。 我家⾥里就有联想的产品， 

⼀一个⼿手机， 两台笔记本电脑。  

  
 

美洲华语⼋八年级               王 昊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Lenovo

）是⼀一个中国的计算机公司。 他们

卖 各种各样的计算机， ⼿手机和电

视。 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

的销售商。 

 
联想的总部在北京， 也在美

国的北卡。 他们在六⼗〸十个国家有⼯工

⼚厂， 他们还在⼀一百六⼗〸十个国家卖他

们的产品。 在 2005 年， 联想买了 

美国 IBM 的个⼈人计算机部门。 在

美国很多⼈人也⽤用联想的计算机。 我

的妈妈， 外公外婆， 和爷爷奶奶

都⽤用联想计算机。  

 

 

中国的长城 

美洲华语⼋八年级             程皓琳 

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长城很长，有两万公⾥里长，⼈人们叫

它万⾥里长城。长城是在两千年前，

秦朝时造的。那时候，蒙古⼈人想打

进中国，秦始皇命令他⼿手下的⼈人造

⼀一堵墙来挡住蒙古⼈人。⼈人们说长城

像⼀一条龙，在太空中都能看到它。

长城是中国最有名的古迹。到中国

去旅游的⼈人都会想去长城⾛走⼀一⾛走。

我两岁的时候去过长城，可是我现

在记不得了。我下次去中国⼀一定会

去爬长城。 



美洲华语⼋八年级             唐诗琪 

中国的长城是很受欢迎的地

⽅方。长城在公元前 206 年建好，有

2300 多岁了。长城的建造在当时有

很多⽤用途，但现在留给⼤大家惊⼈人的

景象。长城在中国的北⽅方，有 13，

170.7 英⾥里（21，196.18 公⾥里）长。

⼋八达岭是长城的⼀一部分，参观的⼈人

最多。箭扣是长城⼀一个⾮非常独特的

地⽅方，有着美丽的景⾊色。很多⼈人在

建长城时死亡。现在 30%的长城已

经消失了，我们要保护长城。

 

⽣生活杂谈 

每个⼈人每天⾝身边都会发⽣生⼀一些⼩小

事，由这些琐碎的时光就连成⽣生

活。如果你留⼼心这些⼩小事，写下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或

许它会带给你⼀一些启⽰示。请欣赏

⼀一组“⽣生活杂谈”。 

 
⼀一⾸首五感诗 
美洲华语三年级                        钟霖 

我看见了许多⼩小朋友， 

我听见了⾼高⾼高兴兴的说话声， 

我闻到了甜甜的苹果汁， 

我吃到了软软的糖果， 

我摸到了⼩小朋友的⾯面具。 

 

上学的第⼀一天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党伊璐 

有⼀一天，路路⾛走出门外，问

妈妈：“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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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中⽂文学校学习。”

路路说：“可是我不会读也不会写中



⽂文呀！” 妈妈笑着告诉她：“正因为

你不会读写中⽂文，所以你才要去中

⽂文学校啊。”

 

 到了中⽂文学校，她⼀一开始很

害羞，可是她的⽼老师对她很好。过

了⼀一会⼉儿她就不害羞了。她很快在

那⾥里认识了许多好朋友！她⾮非常喜

欢学习中⽂文，在中⽂文学校⾥里很开⼼心

。

 

我爱电脑 

马⽴立平中⽂文四年级           王⼦子轩  

我爱我的电脑，它像⼀一个朋

友，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在你⾝身边。

我可以⽤用它玩我最喜欢的游戏，买

我需要的东西，和写我的作业。我

的电脑是我很爱的东西。(现在它又

帮我写这篇作⽂文!）我还可以⽤用它跟

我的朋友打电话。我妈妈也⽤用我的

电脑⼯工作，和买她需要的东西，有

时候，她也⽤用它看她喜欢的电视剧

。这是我为什么爱我电脑的原因。

 

 

今年暑假 
美洲华语四年级                        尼克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开了六

千英⾥里的车横跨美国。我们去了很

多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还坐电梯爬

上了圣路易的拱门。 



有⼀一次，我们决定在⼀一个⼭山

崖边睡觉。睡觉的时候，我的表哥

不⼩小⼼心把我踢到了离⼭山崖边只有⼗〸十

五英尺的地⽅方，虽然很危险，可是

没出问题。反正，我和我家⼈人旅⾏行

得很愉快。 

 
 

我的朋友的⽣生⽇日  

美洲华语五年级                 ⽅方博誉 

昨天我去我的朋友家。我到

他家的时候, ⼀一个我的朋友已经到

他家了。我们去他们家的楼 下玩了

球。我们也玩撞沙发的游戏。过了

⼀一会 ⼉儿他的妈妈叫我们上楼吃饭。

我们吃的是⽐比 萨饼。我们吃饭的时

候, 我们的朋友 Matthew 来了。他

来了以后我们吃完饭就接着去楼下 

玩。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一起去⼀一

个玩蹦蹦床的地⽅方叫 Rockin Jump

。我们在那⼉儿跟⼀一些⼤大 孩⼦子玩 

DodgeBall。他们问我们 "你们想不

想让 我们扔的很使劲?" 我的朋友 

Matthew 笨笨的 说 "你们扔的最使

劲吧。" 我和我的朋友都跑了。 过

⼀一会⼉儿,⼀一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过⼀一会⼉儿去了⼀一个冰激

凌商店。我们买的冰激凌都 是棉花

糖⼜⼝口味的。很好吃。我们在那⼉儿见

到 了我们的朋友Zach。我们从那⼉儿

就回家了。 我们在车上讲了可笑的

故事。我们到他们家了以后我们就

去楼下玩⼉儿。我们在楼下玩了⾜足球,

和曲棍球。过⼀一会⼉儿我的妈妈来接 

我了。 

 



爱护环境 

AP 中⽂文                         林润炎      

 ⽬目前，⼤大海⾥里有将近五万亿块

塑料垃圾浮在海⾯面上，⼀一共重达⼆二

⼗〸十七万顿。此外，在中国，空⽓气污

染每天会引起四千⼈人的死去。还有

，每⼀一秒，我们的地球会减少⼀一千

棵⼤大树，减⼩小空⽓气⾥里的氧⽓气。地球

上的环境已经在遭受巨⼤大的伤害，

现在轮到世界上的⼈人民开始启动改

⾰革来帮助地球。不管你是⼯工⼚厂的⽼老

板，国家的领导者，或⼀一般的市民

，谁都可以帮助环境，改变地球现

在的情况。 

 要帮助地球，⾸首先要提升保护

环境意识。提升了⼤大家的保护环境

意识，你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市民去

帮助地球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

提升保护环境意识，这包括在学校

举办⼀一个帮助地球的俱乐部，在社

区⾥里举办不同的保护环境类的活动

等。 

 第⼆二步⼤大家能做的就是在办公

室，学校，和家⾥里主动改变⼀一些简

单的东西。这包括把灯泡换成荧光

灯泡，回收纸，玻璃，和塑料，重

⽤用塑料袋和瓶⼦子，减短洗澡时间，

和关灯。要是美国的每⼀一个⼈人把洗

澡时间减少⼀一分钟，⼀一年就可以省

掉两万亿升左右的⽔水。 

 要是世界上的⼈人全部⼀一起努

⼒力帮助地球，很快，我们的地球就

能回到以前的模样了。这样，世界

上的动物，植物，和⼈人们都能⼀一起

和平和健康的⽣生活在地球上了。 

 
环境问题 
AP中⽂文                          朱可沁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越来越

热。这个队我们地球伤害很⼤大。因

为，天⽓气越⾼高，南和北边的冰⼭山就

滑得越来越快。冰⼭山对保持低温很

有帮助因为它们是⽩白⾊色的。⼤大量的



⽩白⾊色可以反射热太阳强烈的光线。

海⽔水只能吸收太阳的热⼒力。可是，

最近，⼈人类们派出的⼆二氧化碳在很

快的升长。这些⽓气体被困在地球的

⼤大⽓气层。因为⼤大⽓气层有这么多⼆二氧

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有的反射的

光线被这陈⽓气体挡住了，就又回到

地球上。

 

通过哪怕是⼀一⼩小点的变化，你

都可以帮助地球。⽐比如说洗澡每天

少 5 分钟，在⼀一个⽉月⾥里⼀一个⼈人就可

以节约⼤大于 375 加仑的⽔水。洗澡的

⽔水需要⼤大量的电⼒力。发电⼚厂会破坏

⼤大⾃自然，和很多放出⼆二氧化碳。⽽而

，少⽤用⽔水会帮你省很多钱。别的⼩小

变化包括把不⽤用的灯关掉，刷⽛牙时

把⽔水关掉，和不要每天开空调。 

在中国读书系列 
很⾼高兴我们又收到俞⽂文婷同学“在中

国读书系列”的第⼆二篇⽂文章。这是⼀一

篇在课堂完成的考试作⽂文。细读整

篇⽂文章下来，虽然⽂文内没有华丽的

辞藻，细致的修辞，但洋溢在⽂文中

的真实情感，依旧让⼈人感动，让⼈人

真实地感受到她⾯面对未知前⽅方的那

种忐忑，以及不断⿎鼓励⾃自⼰己的那份

勇敢和乐观。在此祝福她能永远充

满信⼼心地⾯面对⾃自⼰己的每⼀一个早晨，

也借此⿎鼓励我们⼤大家勇敢⾯面对⽣生活

中的困难，“ After all...tomorrow is 

another day!" 

 
那个早晨                      俞⽂文婷 

我还记得，在今年的九⽉月⼀一

号，上学的第⼀一天，我早上六点都

不到，就起来。我还记得，那个早

晨是我在中国第⼀一次上学，妈妈，



姐姐和妹妹都在美国。我还记得那

个早晨我特别害怕，也很想家。我

还记得那个早晨我对⾃自⼰己说：“俞⽂文

婷，你不⽤用害怕，你只要活过这⼀一

天就可以了，就这⼀一天，过后就可

以哭了，就这⼀一天。”那时候想不到

，过了那天，每天早晨都会像这样

想，只要过了这⼀一天就可以了。那

时候也想不到，在中国读四个⽉月的

书，会过去得那么快，⽽而且，那个

早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开始

。

 
在美国，我每天都要装，每

天都要做⼀一个不是我的⼈人。每天都

要做“那个聪明的⼈人”，英⽂文⾥里的

“the smart one”。在美国，我的每次

考试都要考100分，作业要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人不是我⾃自⼰己。到了

中国，我的新同学们都已经⽐比我聪

明得多，所以，我不⽤用再做最聪明

的⼈人，终于我可以做回我⾃自⼰己了。 

那时我也没想到，那个早晨

将带我到⼀一个有很多困难，有很多

眼泪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每天

都⽐比在美国是早起⼀一⼩小时，⽽而且晚

睡⼀一⼩小时。那个地⽅方每天给我有四

个⼩小时的作业，要求我读看不懂的

中国古⽂文，还会要求我写六百多字

的记叙⽂文。⽽而那个地⽅方，就是学校

。 

但是，那同⼀一个早晨，也带

我到⼀一个有很多朋友，让我很愉快

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和朋友们

⼀一起笑，每天早晨快乐地起来，每

天开⼼心地回家。那地⽅方也就是我的

学校。 

我知道我回美国后，是永远

不会忘记这学校的。我知道那个早

晨，是在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

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