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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恩节 
编者按：⼀一株不起眼的⼩小花，努

⼒力绽放着它的芬芳，感恩阳光对

它的照耀；⼀一只不知名的⼩小鸟，

婉转唱着动听的歌声，感恩⼤大树

庇护它的⼩小窝。感恩节，不仅是

家⼈人团聚的节⽇日，也教会我们常

怀感恩之⼼心，⾯面对世界。“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在刚过去

的这个感恩节，你想起了谁，你

体会到什么？欢迎来稿与我们分

享。 

 
我的感恩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心驰 

 

感恩节是合家欢聚的节⽇日。

因为是感恩节，所以每个⼈人都会想

想他们要感谢的⼈人和事。每个⼈人都

有他们爱的东西：家庭、朋友、动

物或⾷食物。但是，是什么让感恩节

这么神奇呢？是家庭，是朋友，是

⽕火鸡，还是南⽠瓜派？

 
 

对我来说，感恩节是和妈妈

⼀一起做⽕火鸡⼤大餐，是和我的朋友⼀一

起玩捉迷藏；感恩节是三种不同⼜⼝口

味的派和提拉⽶米苏蛋糕。吃不完的

美⾷食，说不完的笑话，我的感恩节

永远不会⽆无聊。 

 

每年感恩节，我家都会有满

满的两桌⼈人。当妈妈把烤好的⽕火鸡

放在桌⼦子上，房间⾥里充满了⾹香味。

⼤大⼈人们坐在餐厅⾥里有说不完的话。

我和我的朋友们坐在早餐⾓角落，⼤大



声地谈笑。平时从来不进门的甜饮

料，在感恩节可以尽情地喝。吃了

这么多蛋糕和南⽠瓜派后，我感到内

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感恩节

就是⼀一个字：吃。

 
 

天⿊黑以后，我们总是像⼩小⼩小

孩⼀一样玩捉迷藏。我们躲在窗帘后

，柜⼦子⾥里，相互吓唬。尽管，这不

是感恩节的习俗，但这是我们的传

统。 

今年，你感谢了什么？⽆无论

你感谢⽗父母，感谢⽼老师，还是感谢

朋友，我们都知道感恩节充满了爱

。

 
 

井底之蛙 

编者按：“井底之蛙”的故事，被

讲了⼀一遍又⼀一遍，你是否好奇如

果有⼀一天，这只⽿耳熟能详的青蛙

从井底跳了出来，它会看到什么

？又将经历怎样的冒险？请看美

洲华语五年级的同学们⽤用丰富的

想象⼒力带给我们精彩的青蛙之

旅。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家睿 

  

 青蛙跳出来以后，有⼀一个⼩小

朋友⾛走过来。她看到青蛙就问她的

妈妈，“我们可以领养这只青蛙吗？



”她的妈妈说，“好！”于是，⼩小朋友

就把青蛙带回家。⼩小朋友的爸爸写

报纸，他每天⼤大声读给家⼈人听。⼩小

朋友的妈妈每天看看电视，所以青

蛙每天听报纸和电视。⼩小朋友每天

带它出去玩，因此，青蛙每天学很

多新东西。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青蛙跳出来以后，它发现⾃自

⼰己错了。原来，世界这么⼤大! 它看

见鸟在天上飞来飞去，它就问鸟，“

你从哪⾥里来？”鸟说，“我从⼀一千⾥里

外来的。”青蛙问，“我可以和你⼀一

起飞吗？”鸟说，“好，我们去吧!”

于是，青蛙就跳到鸟的背上，飞上

天了！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米亚 

 青蛙跳出来以后，它看见世

界这么⼤大，⾼高兴极了！它不停地跳

着，看见很多美丽的花和⼀一条⼩小河

。它说，“我真⾼高兴跳出了井底，我

的⽣生活很美好。”然后，它跳过⼩小河

，来到⼀一条⼤大路上。它看见很多车

，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时候，⼀一辆

车开过来。青蛙说，“啊，真神奇！

”刚说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

，⼀一个⼥女孩在路边看见⼀一只死了的

青蛙。 

 
 

美洲华语五年级                     于浩洋 

 青蛙跳出来以后，它去了⾳音

乐厅。它听见乐队的⾳音乐，决定⾃自

⼰己也要唱歌。它张开嘴，“哇，哇，



哇。”⼈人们不喜欢它的歌声，把它赶

了出去。他很伤⼼心，就回到井底，

⼤大哭了⼀一场。 

 

 

 

 

美洲华语五年级                     陈⽶米克 

 青蛙跳出来以后，看见它前

⾯面有⼀一只奇怪的⼤大鸟。⼤大鸟张开嘴

巴要吃它。青蛙闭上眼，想⾃自⼰己要

死了。但是，这时候突然起了⼀一阵

⼤大风，把青蛙又刮回到井⾥里。它睁

开眼，看见周围，惊喜地叫道，“噢

，原来外⾯面的世界和井底⼀一样！” 

看图说话 

编者按：“看图说话”看似简单，

其实是踏向长篇⼤大论写作的基

础。它为写作提供⽅方法，在写话

的过程中可以理解并积累丰富的

词汇，从⼀一句话顺利过渡到⼀一段

话，再到⼀一篇完整的⽂文章。此

外，还可锻炼学⽣生的观察⼒力。要

让“看图说话”起到它的作⽤用，就

要做到“看仔细，想明⽩白，说清

楚，写完整”。请看⼀一组美洲华

语九年级的“看图说话”。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有⼀一天，詹姆⼠士赢了⼀一张去

北京的来回飞机票，他很⾼高兴，赶

快拿去给爸爸看。但是他不会说、

读和写中⽂文，于是，他去中⽂文补习

班学了⼀一个学期。他觉得学中⽂文很

难，最后只学会说，“你好吗？” 

 当他⾛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

看到这么多读不懂的街道名，找不

到他要去的旅馆，⼼心⾥里有⼀一点着急

。他正想问路边的⼀一个⼩小伙⼦子，但

想起他只会说“你好吗？”没想到那

个⼩小伙⼦子会说英⽂文。原来，北京经

常有外国的游客，很多⼈人都会说英

⽂文。詹姆⼠士⾼高兴极了，跟着那个⼩小

年轻⼈人去找他订好的旅馆。 

 

 

 

美洲华语九年级                     彭静嘉 

 Justin 的爸爸给他钱去上中⽂文

课，他说：“你要好好学中⽂文，要不

然这个钱就浪费了。” Justin 点了⼀一

下头。⼀一个⽉月后，Justin 每天都去

学中⽂文。他决定去中国做⽣生意。从

那天起，他很晚才睡觉，每天认真

学习，⼀一年过了，他就决定去中国

了。

 

 Justin 和他爸爸觉得去上海最

合适。上海有很多⽣生意机会。他到

了中国就租了⼀一个公寓。他马上就

去做贸易的地⽅方了。Justin 想着他

终于可以⽤用上他学的中⽂文了。他见

到⼀一个中国⼈人，那⼈人没说中⽂文。她 

说：“hello？” 又有⼀一个中国⼈人和他

打招呼说：“how are you？”  Justin

想，我需要说中⽂文吗？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杨蕾娜 

 有⼀一天，Peter 的爸爸给他⼀一

张飞机票，说：“孩⼦子，你不是⼀一直

想晚去中国吗？现在可以梦想成真

了。” 

 ⼀一个⽉月以后，Peter 坐在了北

京的学校学中⽂文。空闲时间，他⾛走

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Peter 可以在

路上和⾏行⼈人⽤用中⽂文问好。有趣的是

，⼤大家更多在⽤用英⽂文向他问好。能

够互相学习语⾔言，是 Peter 北京之

⾏行最⼤大的收获。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琪 

 在⼤大卫年轻的时候，他请求

他的⽗父母给他买⼀一张去中国的机票

。他的梦想就是学习中⽂文，在他⼗〸十

⼋八岁时，他的⽗父母终于给他买了⼀一

张机票，所以他搬到了中国。 

 在中国他到学校去学中⽂文，

学怎么说、听明⽩白和写中⽂文。他努

⼒力学习。⼏几年后，他毕业了，并开

始在中国⼯工作。他发现去上学学中

⽂文真的是很值得的，因为他能理解

⼤大家对他说的话！他⽤用了他的时间

努⼒力地学习，他的梦想成真了。 

 

校园内外 

编者按：平凡⽣生活中，时光慢慢

从指尖滑过。虽然⼤大多数⽇日⼦子很

平淡，但时不时也有有趣的事情

发⽣生。提起笔，记下这些⼩小趣

事，抒发⼀一些⼩小感想，这⼀一点点

的记录，像定格的镜头，渐渐会

成为我们⽣生命中珍贵的回忆。 

 



 
 

今年的万圣节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今年的万圣节晚上，虽然很

冷，可是我还是去要糖了。 

 
 我打扮成⼀一个看太多书的⼈人

，眼睛⾥里充满了⾎血，⽽而且又⼤大又凸

，头发又长又⿊黑。我跟我的朋友和

弟弟妹妹们在我家附近到处敲门，

按门铃要糖，我们玩得很⾼高兴， ⼀一

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我要到了⼋八

磅的糖果，我想把⼀一半的糖果送给

别的⼉儿童。 

 今年的万圣节又好玩，收获

又多。 

 
 

 

今年的万圣节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今年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

还有我的弟弟⼀一起去要糖。我们去

了⼀一条街，每家去要糖。我们得到

很多的糖。 

 在⼀一条车道上有很多可怕的

⿁鬼怪，可是我没有被吓倒。我的弟

弟开始抱怨，所以我们休息了⼀一会

⼉儿。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8点半了

，那天真好玩。 

 

 



⼩小散⽂文两则 
美洲华语六年级                     郭佳琳 

 
  

 今年我上初中六年级了。从

开学到现在，已经上了三周。在这

段时间⾥里，我交了五个新朋友！她

们都很风趣。午饭的时候，我们都

坐在⼀一起吃午饭，聊天和说笑。 

 中学真有趣，我有⾃自⼰己的置

物柜还得每节课换教室。中学的⽼老

师和同学们都各有各的性格。我觉

得这对我在学习⽅方⾯面很有帮助。 

 

           ------------------------------ 

 

 秋天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秋天的⽓气侯刚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

热。 我喜欢和姐姐去外⾯面玩。 

 

 
  

 秋天是我游泳的季节。我很

期特和我的队友参加游泳⽐比赛。秋

天还是采苹果的季节。我觉得采苹

果真有意思。秋天的苹果⾮非常甜，

还可以做苹果派，真好吃！ 在秋天

，我喜欢看落叶从树上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