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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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华语九年级                   董汉翔 

  

 今年的感恩节，我们全家去

⼀一个好朋友家和他们⼀一起庆祝。外

⾯面很冷，所以我和其他好朋友在楼

下玩游戏。⼤大⼈人们在楼上看电视和

聊天。我们有好多好吃的⾷食物：⾹香

烤⽜牛排，猪排，北京烤鸭，还有爷

爷奶奶做的包⼦子和饺⼦子。我最喜欢

吃⽜牛排和猪排，但是我们并没有吃

⽕火鸡。 

 

 虽然我们呆在朋友家呆了七

个⼩小时，对我来说，⼀一点没有觉得

时间很长。我妈妈和叔叔们，阿姨

们聊了很长时间，也很⾼高兴。我那

天过得很⾼高兴，感谢叔叔，阿姨们

的热情招待，也感谢我的朋友们和

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节⽇日。 

 

 

 
  

 



美洲华语九年级                   程皓琳   

  

 感恩节那天，我们开车去纽

约城的⼩小阿姨家，接他们⼀一家去住

在宾州彼知堡的⼤大姨妈家。那天，

天⽓气不冷，路上的车不多，我们在

车上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地开了六

个多⼩小时，到了⼤大姨妈家。这时，

天已经快要⿊黑了。 

 哥哥提前⼀一天先到了，他正

在烤⽕火鸡呢。我和表弟急忙下楼玩

游戏，玩的很开⼼心，⼏几个⼩小时很快

地过去了，已经要吃饭了。哥哥烧

的⽕火鸡很诱⼈人，脆脆的⽪皮，嫩嫩的

⾁肉，很可⼜⼝口，很好吃，没过⼗〸十分钟

，⽕火鸡的⾁肉都被吃光了。⼤大家都夸

奖哥哥做得好，希望明年他还会来

给我们烧⽕火鸡。除了⽕火鸡，我每年

感恩节最盼望的菜就是⼟土⾖豆泥。去

年，⼤大家都觉得⼟土⾖豆泥太咸，所以

没有⼈人吃，⼟土⾖豆泥都归我了。今年

的⼟土⾖豆泥不咸也不淡，⼤大家都喜欢

，我还得抢着吃。去年的陷⼦子是按

照美国⼈人的⽅方法做的，今年的是带

⼀一点中国⼜⼝口味做的。 

 今年的感恩节，我最开⼼心的

事是能见到了半年没见到的哥哥了

。 

 
 每年的感恩节，我都要⼼心⾥里

默默感谢我的家⼈人，⽼老师，和我的

朋友。 

 

美洲华语九年级                     张欣怡 

 

今年的感恩节是很特别的⼀一

个节⽇日。所有其他的年，我们都是

只有⾃自⼰己⼀一家⼈人吃饭，聊天。但是

今年，我们请了朋友来我们家。 

我们在感恩节的那⼀一天请了

差不多五家⼈人来我们家，很热闹。

我们提前收拾好了家。我们也做了

和买了许多美国和中国特⾊色的饭和



菜。我也帮做了⼀一道开味菜 －－⼩小

热狗，英⽂文叫 pigs in a blanket。这

个很好吃，也很受欢迎。⼩小孩⼦子们

把⼩小热狗都已经吃完了！我⾃自⼰己都

没有吃到⼏几个。我们还准备了⽕火鸡

和苹果派。 

差不多 6 点的时候，⼤大家都

来到我的家。每家⼈人都准备了他们

擅长的饭菜和点⼼心。⼤大家⼀一起喝酒

，聚餐，欢度感恩节。⼤大⼈人们还唱

了卡拉 OK。我的朋友和她的家⼈人

⼀一起来我们家做客。我们⼀一起聊天

玩游戏。她的弟弟和我的弟弟也玩

的很好。他们⾛走的时候还说下次还

要来玩。 

⼤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发⽣生了

⼀一个⼩小意外，我的弟弟把别⼈人带来

的南⽠瓜派打翻在地！太可惜了。 

这是⼀一个多么愉快的感恩节

啊！我希望明年还和我的朋友⼀一起

吃美味的⾷食品再庆祝感恩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彭静嘉  

 

 感恩节那天，我们⼀一家去了

新泽西州，跟我妈妈的中学同学聚

会。我们⼀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 

 我们带了三个菜，锅贴，粉

条和虾，和炒⾯面条。我们开了两个

⼩小时才到了她们家。还有⼀一个家庭

是从马⾥里兰开车过来的。我们吃了

⽕火鸡，⾯面条，和很多别的。⼏几个妈

妈们讲了她们⾼高中的记忆，她们现

在的⽣生活，和⼤大选。边吃花籽，边

谈话。到了九点，我们就谢了他们

离开了。 

 开车回家的时候，因为

Palisades  Mall 就在我们开回家的

路上，哥哥建议我们去 Target 买⼀一

个 Xbox 1S。到了 Target，我们以

为被抢光了，其实还有很多。我们

再看了⼀一会⼉儿有没其它要买的，但

是没有。我们就回家了。 

 



美洲华语九年级                     彭北洋 

 

美国最初的感恩节是移民到

美洲的⼈人感谢美洲原住民的帮助⽽而

创⽴立的节⽇日。后来就成为特别的⼀一

天，让⼈人们感激所拥有的东西。 

但是现在就很不同了。感恩

节后的星期五成为了⿊黑五，⼀一个专

门让⼈人买特别便宜的东西的⽇日⼦子。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感恩节那天就

会开始买东西了。很多公司都发现

它们把打折的东西拿到星期四就会

有⼈人买，公司就可以赚更多钱。⼈人

们就不会跟家⼈人呆在⼀一起共度⼀一个

晚上。他们直接出去买乱七⼋八糟的

东西。 

即使感恩节那天有很多打折

的产品，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感恩节

的原来的⽬目的。

 
 

美洲华语九年级                   俞⽂文婷 

 

 今年感恩节的天⽓气特别好，

又不冷，又不热。那天早上我和妹

妹去我们家附近的⾼高中打了两个⼩小

时⽹网球，然后再回家洗澡，准备下

午在我的隔壁邻居家的感恩节派对

。 

 那天我⾮非常兴奋因为那个派

对会是我第⼀一次跟美国⼈人庆祝感恩

节。在我邻居家只有他们的家⼈人和

我的家⼈人，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熟

悉，⼀一开始很尴尬。在这个聚会之

前我和妹妹和妈妈做了⼀一些吃的东

西。我和妹妹做了⼀一些⼩小汉堡，然

后妈妈做了⼀一份韩国排⾻骨。我们的

⼩小汉堡是当成点⼼心吃的，刚放下很

快就被⼤大家吃完了，我和我的两个

姐妹都只吃了⼀一个。 

 吃完了⼩小汉堡以后，我们跟

我们邻居的婆婆讲了⼀一会⼉儿话。我

们跟她讲我们⽣生活正在发⽣生的事情

。跟他们的婆婆说完话之后，我们

跟他们家的⼩小狗玩了⼀一会⼉儿。他们



狗的名字是 Lucas。 Lucas 又可爱

又好玩。它特别喜欢到处跳来跳去

。我们⽤用 Lucas 的玩具跟它玩扔和

捡。我们⼀一直跟 Lucas 玩到要吃饭

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小孩⼦子有⼀一

个桌⼦子，⼤大⼈人另外有⼀一个桌⼦子。 晚

饭除了⼤大⽕火鸡外，还有沙拉，⾖豆⼦子

，红薯，韩国排⾻骨，和⼟土⾖豆泥。这

些东西我都喜欢吃，可是我最喜欢

吃的是他们做的红薯，因为他们在

红薯上⾯面放了⼀一层特别好吃的坚果

。  

 ⼤大家吃完以后，⼩小孩⼦子的任

务是洗碗。在这⾥里，我的任务是把

碗擦⼲干。我们⼩小孩⼦子⼀一起边聊天，

边听⾳音乐，边⼲干活，虽然需要洗碗

， 但是还是很开⼼心。我们把碗洗完

了就上楼到我邻居房间⾥里聊天和看

好玩的东西。看了⼀一会⼉儿，就是吃

甜点的时间了。甜点有各种各样的

馅饼：南⽠瓜饼，蔓越莓饼,    坚果饼

,    苹果饼和⾹香蕉奶油饼。我最喜欢

的是南⽠瓜饼，特别是上⾯面放了⽣生奶

油的时候。 吃完甜点以后，⼤大家在

客厅⾥里⾯面聊聊天。 

 不久，他们的亲戚就⾛走了，

然后我们也回家了。我们回家的时

候，还是挺早。于是我们就看了⼀一

个电影。这个感恩节过得很轻松愉

快

！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杨蕾娜 

 

 随着天越来越早得⿊黑，树上

叶⼦子慢慢落下，初冬到来时，感恩

节也就来了。 

 感恩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

就像中国的中秋节。 ⽽而我们每年都

去以前在新泽西认识的朋友家过节

，已经有四五年了。平时没机会见

⾯面的⼀一帮朋友们欢聚⼀一堂。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一桌，爸爸们⼀一处，妈



妈们⼀一厅，⼩小孩们⼀一楼。我是⾥里⾯面

最⼤大的孩⼦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就⼀一

个⼈人看书，平时学习活动忙，总算

有机会看书⼏几个⼩小时。我也会帮年

幼的孩⼦子装冰激凌。 

 今年的⿊黑五，我第⼀一次去购

物，买了鞋⼦子和⾐衣服，当然⼤大部分

是在⽹网上买的，妈妈还买了新⼿手机

给我，真是意外惊喜。我不喜欢逛

街，妈妈说感恩节的⾐衣服也没换季

时便宜，但买到⼼心仪的东西还是很

开⼼心的，妈妈答应我明年会专门请

假陪我好好购物。 

 感恩节过了，就等着过圣诞

节，新年了，期待放假去滑雪。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今年的感恩节过的真开⼼心。

有好⼏几家朋友到我家来，爸爸妈妈

做了很多好吃的，还烤了⼀一只⼤大⽕火

鸡，⼤大家都吃得很饱， 

 晚饭后⼤大⼈人们喝酒聊天，⼩小

孩⼦子们有的打游戏；有的看电视；

有的做⼿手⼯工。那天晚上过了⼗〸十⼆二点

，⼤大家才各⾃自回家，每个⼈人都玩得

很开⼼心。 

 

美洲华语五年级        厉程朴 

 今天是感恩节，是快乐的⼀一

天。我们⼀一家⼈人吃了⽕火锅，我特别

要感谢的是我爸爸和妈妈，我感谢

我的爸爸每天给我美味的⾷食物；我

感谢我的爸爸很⾟辛苦的劳动；我感

谢我的妈妈给我宝贵的⽣生命；我还

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因为他们给

了我⼀一个幸福快乐的家。 

 

 



快乐时光 
编者按：从开学时的初秋，到现

在的寒冬，时光须臾⽽而过。虽然

⼤大多数⽇日⼦子很平淡，但时不时有

些快乐的节⽇日点亮我们的⼼心房。

特别是孩⼦子们喜欢的万圣节，之

后的感恩节，然后是圣诞节。圣

诞树上灯光亮起时，新年也快来

了。欢迎⼤大家来稿分享你的每⼀一

个节⽇日。 

圣诞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林若耶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这

是因为每年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去买

圣诞树和把装饰品挂在树上。每年

我和妈妈都会去购物中⼼心买新的装

饰品。我现在已近存了各种各样的

装饰品了。我们家不仅要挂上⼩小雪

⼈人，五颜六⾊色的球，丝带，和⾃自⼰己

做的⼩小玩具。我们还会把灯挂在树

上。每年我都会收到好多迫不及待

要的游戏，⽑毛绒玩具，和书。在学

校，朋友们也互相送对⽅方会喜欢的

礼物。有的时候，我也会给爸爸妈

妈做或买礼物呢！  

 今年，我不可以买圣诞树，因

为我们全家都要到⽛牙买加玩。虽然

我很开⼼心，我还是有⼀一点想念买传

统的圣诞树。在⽛牙买加，我⾮非常想

游泳和吃到好吃的⼩小吃。我希望今

年的圣诞节会玩的很开⼼心。      

 
 

那年圣诞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倪步清                                                         

  圣诞节是家⼈人团聚，朋友欢

聚的⽇日⼦子。每年年底，学校都放⼀一

两个星期的假让⼤大家享受寒假。 



 我妹妹的⽣生⽇日是⼗〸十⼆二⽉月⼆二⼗〸十

七⽇日，圣诞节后两天。因为妹妹的

⽣生⽇日离圣诞节很近，我们经常就把

圣诞节和⽣生⽇日 party 结合在⼀一起庆

祝，有礼物有蛋糕有 party。 

两年前的冬天，我的外婆在中

国把腿摔断了。因为我要上学，爸

爸也要上班，妈妈和妹妹回去中国

看望外婆。那年圣诞是我们第⼀一次

分开两地，但是通过 Face time 我

们和远在中国的妈妈妹妹外公外婆

视频聊天，⼀一起欢度圣诞和妹妹的

⽣生⽇日。科技让距离变得很近，让相

隔两地很远的亲⼈人都可以团聚。

 

那年我们请了⼀一家住在纽约市

的好朋友来开 party 住⼏几夜。后来

，我又去他们家玩。阿姨带我们去

参观她的公司，⼀一路上我感受到城

⾥里浓浓的节⽇日⽓气氛。街道两旁都是

圣诞彩灯，商店⾥里各种圣诞装饰温

暖欢乐，还有⼀一颗⼤大⼤大的圣诞树在

旁边的公园⾥里，晚上会亮起⽆无数的

彩灯。 

 那年的圣诞节，虽然我们家

⾥里的成员分开两地，但对我来说是

⼀一个特殊难忘的圣诞节！ 

万圣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李恺睿 

 

 今年万圣节我玩的太开⼼心了

，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要糖了

。其实今年万圣节的时候乐团还得

练习，但是我太想去要糖了，我就

没去乐团，很多⼩小孩都没去，所以

我没有被骂。

 
 我们先在朋友家⾥里玩⼉儿，吃

了⽐比萨饼和玩了摔跤，还玩了游戏

，然后我们就去要糖了。今年我打

扮成了⼀一个吸⾎血⿁鬼，我的吸⾎血⿁鬼的

脸上还可以挤出⾎血，⾮非常酷。我们

为了拿到最多的糖，就没有休息，

⼀一直都在跑。我们还⽐比赛看谁拿到



最多的糖，我拿到了⼆二百四⼗〸十九颗

糖，所以我赢了⽐比赛，今年的万圣

节太好玩了！ 

万圣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徐之萍 

 

 万圣节那天，因为我有乐队

排练，所以没能去要糖，我的乐队

⽼老师带来糖果发给⼤大家，我的朋友

告诉我，我错过了很多要糖果的乐

趣。我们虽然错过了机会，但是我

觉得去乐队排练也挺好的，因为我

既拿到糖果又学到了东西。 

 要糖果不是万圣节唯⼀一重要

的部分，可是很多孩⼦子想要糖果，

为什么呢？因为糖是⼀一个很上瘾的

东西，⼩小孩⼦子就想吃糖去满⾜足他们

，他们不在乎服装或节⽇日的⽓气氛。 

 万圣节是来⾃自于爱尔兰的节

⽇日。万圣节那天，⼈人们穿上服装是

为了吓⾛走⿁鬼魂。今天⼤大家都认为万

圣节是⼀一个免费要糖果的节⽇日。请

⼤大家爱护万圣节的⽓气氛，不只是为

了糖果。

 

 

 

万圣节 
美洲华语⼋八年级                    伍绍荣 

 

 今年的万圣节很有趣。虽然

我们那天有课，但是我没有任何的

作业。那天⼀一放学，我就开始穿上

万圣节的服装，我讨了很多糖，我

有很多的Kit-Kats、M&Ms、Milky 

Ways 和很多其他的糖。我很喜欢万

圣节，因为我很喜欢吃糖。我也特

别喜欢万圣节的服装。我今年实在

太开⼼心了。 

 



⾦金翅鸟书评 

编者按：我校⾦金翅鸟图书馆⾃自开

办以来，⼀一直红红⽕火⽕火，受到⼤大

家热烈欢迎。新近推出的借书证

更是别具⼀一格，开放的内页设计

⿎鼓励学⽣生在阅书之余，写下书

评。校刊《⽂文芽》的新专栏－－

⾦金翅鸟书评，欢迎⼤大家书评来

稿，长短不拘，⼀一句话也⾏行。累

积三个书评就可获得⼀一⽀支铅笔奖

励。 

 

马⼒力平五年级                         黄昭雯 

 

书名：咕咚先⽣生 

书评：咕咚先⽣生乱吃东西，它肚⼦子
痛，所以它去呱呱医⽣生。呱呱教它
怎么分类。 

书名：船夫⼤大叔 

书评：⼀一个船夫⼤大叔帮动物过河，
它们送船夫⼤大叔礼物。 

书名：驼背奶奶与⽼老虎 

书评：驼背奶奶与⽼老虎⽐比赛在⽥田⾥里
⼯工作，要是⽼老虎赢了，它要吃驼背
奶奶；可是它输了，最后成了种地
能⼿手。 

马⼒力平三年级                         黄浩轩 

 

书名：船夫⼤大叔 

书评：好⼼心的⼤大叔帮别⼈人过河。 

书名：咕咚先⽣生 



书评：咕咚先⽣生乱吞东西。 

书名：忧虑⾍虫麦尔龙 

书评：他很担⼼心，然后不担⼼心了。 

书名：驼背奶奶与⽼老虎 

书评：奶奶与⽼老虎⽐比赛种地和拔
草。 

美洲华语三年级      Johannes Soltau  

 

书名：蓝精灵图画故事 

书评：游游要去旅⾏行，可是他被⼀一
个坏蛋抓起来了。蓝爸爸把他救回
家。 

书名：长⿐鼻⼦子折了 

书评：⼤大象的⿐鼻⼦子折了，他给⼩小猪
说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于是⼤大象说
了他的故事。 

美洲华语七年级                     陈安幸 

 

书名：⼩小屁孩⽇日记 

书评：格雷格在他的冬天有⼀一个不
好的时间。他从⽗父母那得到⼀一个娃
娃，但他“失去”了它，害怕它会困
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