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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节⽇日 

编者按：快乐的圣诞假期结束

了，元旦的钟声已开启了新的⼀一

年。尽管节⽇日的点点滴滴已成为

回忆，但曾有的温馨却永远萦绕

在我们⼼心头。 继前两期刊出许

多同学的节⽇日⽂文章，本期我们很

⾼高兴唐诗琪和郑新尧同学继续和

我们分享他们的快乐感恩节。赵

佳琪同学巧妙地⽤用⼀一封信向妈妈

表达了她的感恩之⼼心。信中通过

回忆⾃自⼰己的成长，细腻深情地诉

说着对妈妈的爱。通篇读来，让

⼈人感动，相信妈妈多少的⾟辛苦，

也会化成甜蜜的欣慰。

 

给妈妈的⼀一封信 

美洲华语九年级                     赵佳琪   

 

亲爱的妈妈， 

  

 感恩节是⼀一个欣赏和表达爱

的节⽇日。每到感恩节的时候，很多

⼈人对在他们的⽣生活中⽀支持和爱护的

每个⼈人表⽰示感激之⼼心。在美国，感

恩节也是家庭团圆的节⽇日。在今年

的感恩节，我只是想⽤用这封信来表

达我对你的感激，我⾮非常幸运，因

为我的⽣生活⾥里⾯面有你。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早产

⼉儿，你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

我，确保我是健康的。你在我⾝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以致你总是提到，

如果我不是那么难带，你不会有那

么⼤大压⼒力，你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

照顾姐姐。你总是找到各种各样的

⽅方法来让我和姐姐快快乐乐地成长

。你买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保持我

们的健康，给我们提供条件学习钢

琴、游泳和跆拳道。你教我很多东



西，你教我如何总是努⼒力做得⽐比我

现在更好，你教我如何总是帮助⾝身

边的⼈人。

 
 妈妈，你每天很⾟辛苦地接送

我上下学，去游泳训练、⽐比赛。但

是，我很抱歉，有时候我表现得不

是很好。我有时想都不想，就说⼀一

些让你很⽣生⽓气的话，即使我不是真

的那个意思。我长⼤大了，我还是经

常犯错误，因为我总是天真地认为

那是对我最好的。我有时会⽣生⽓气，

因为我认为你对我要求太严厉，但

最后，我总是能认识到这才是对我

最好的。妈妈，你总是⿎鼓励我尽可

能做到最好，以获得最好的成绩。

你总是⽀支持我游泳，即使你不是最

了解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游得更好。

没有你，我会迷失我⾃自⼰己。 

 我知道我不是经常表达这种

感激。我真想告诉你，我进⼊入⾼高中

以来⼀一直很紧张，新学校、新同学

和新环境。我怕我没有做到我最好

，你会失望。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真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

会⾮非常，⾮非常地努⼒力学习，刻苦训

练。我希望我可以让你在未来更⾃自

豪。谢谢你，妈妈。 

 我爱你，感恩节快乐！ 

                           

                                    爱你的，佳淇 

 

我的感恩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唐诗琪        

  

 感恩节我去了唐⼈人街，因为

那⼀一天是我奶奶的⽣生⽇日。我和我的

表姐还去了 Bryant Park 滑冰。 

 奶奶这⼀一年差不多⼋八⼗〸十五岁

，刚刚从中国来美国。在奶奶的⽣生

⽇日聚会上，我还看到我的表姐们、



表哥和表弟们。   

 

 
  

 奶奶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 那⼀一天⼤大家都来了，除了我的姑

姑还在中国，我的⼆二伯也没来。那

⼀一天我也和我最好的表姐，还有其

他表姐和两个表哥⼀一起去滑冰。刚

开始学滑冰的时候我摔倒了，但是

快回家的时候终于学好了。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给了我爱和希望；我也感谢我

的朋友，他们⼀一直帮我，在我需要

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直会在那⾥里；

我也感谢我的弟弟，他是我的好弟

弟。 

 

我的感恩节      

美洲华语九年级                     郑新尧 

  

 这个感恩节，我们去我的亲

戚家。 

 我们在家时已做了⼀一只⽕火鸡

，⼀一些⼟土⾖豆泥、⾁肉汁和苹果派，我

们把这些⾷食物都带到亲戚家。到了

那⾥里，⼤大家都已经在那了。他们把

⽕火锅和很多⾷食物摆在桌上，⾷食物都

很好吃。 

 那天很热闹，我们吃完了以

后，孩⼦子们都到上⾯面去玩⼉儿。我们

说说笑笑，说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到我们的学习。最后⼗〸十点

钟时我们孩⼦子们都去Black Friday 购

物。 

 虽然我们没买那么多的东西

，但是在⼀一起还是很好玩。 

 

 
 



中国印象 

编者按：中国是世界上很强⼤大的
国家，是中⽂文学校⾥里很多爸爸妈
妈的祖国，我们和中国有道不尽
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很多同
学在美国出⽣生，爸爸妈妈还是希
望他们通过上中⽂文学校、到中国
旅游等学会中国的语⾔言，了解中
国的⽂文化习俗，为⾃自⼰己的中国⾎血
缘感到骄傲。本期 AP 中⽂文班向
书骏同学的⽂文章写出了他眼中的
中国，严肃的思考和细致的观察
贯穿全⽂文。另外美洲华语五年级
⼏几位同学的⼩小短⽂文也让我们从另
⼀一⾓角度看出中国和学中⽂文对他们
的影响。 

 

我眼中的中国 

AP 中⽂文                                   向书骏 

 

中国在我的眼⾥里是个很有特

殊意义的国家。我的爸爸妈妈都是

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我从他们

那⾥里了解到很多中国⽂文化习俗。我

去过中国三次，吃了中国的饭菜，

坐了⾼高速铁路和公共汽车。总体来

说，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控制很多⽹网站，像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中

国的政府不想⼤大部分⼈人知道中国之

外的事。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社交

平台，像微信和微博。还有因为⼯工

业发展太快，⼈人类过度消耗能源，

中国的城市有很多雾霾。中国的军

队有多于两百万⼈人，是世界上很强

⼤大的，第⼀一是美国。中国还做了最

快的计算机，还有先进的航天技术

。虽然中国在有的地⽅方还⽐比美国差

，但中国很快就会跟上来了。 

还有，中国有三千年记载的

历史，⽐比美国多很多。美国 1776 年

建⽴立的，⽽而中国夏朝 2070BC 建⽴立

的。所以，中国又有很多唯⼀一的东

西，像长城、兵马俑和紫禁城。在



历史的⽅方⾯面中国⽐比美国强。中国⼈人

⼜⼝口众多，有各种各样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文化很丰富

。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中国。 

 

 
 

我的名字 

美洲华语五年级                     朱家睿 

 我的名字叫朱嘉睿，是妈妈

起的。嘉是美好的意思，睿是有远

见的意思。妈妈爸爸希望我成为⼀一

个优秀的⼈人，所以在我的名字⾥里赋

予了期望。 

我的名字 

美洲华语五年级                   厉程朴 

  我姓厉，厉害的厉，我的名

字叫程朴。我是家谱⾥里的程字辈，

爸爸希望我成为⼯工程师，成为有⽤用

的⼈人。  

学中⽂文 

美洲华语五年级                    党伊璐         

 我喜欢学中⽂文，因为中⽂文很

重要。将来我去中国，要和朋友、

亲⼈人说中⽂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国

将来会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学中⽂文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学中⽂文有很多好处。学中⽂文

不容易，可是可以让你变聪明，也

可以让你跟很多中国⼈人⽤用中⽂文交谈

。学中⽂文还可以让你了解中国⽂文化

。最后，我还可以交到很多中国朋

友。所以，我认为学中⽂文很有⽤用。 

 



趣说宠物 

编者按：⾛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

到遛狗的⼈人，养宠物在我们⽣生活

中越来越常见。⽆无论是猫、狗或

其它的⼩小动物，它们都带给我们

⽆无尽的欢乐。⼩小朋友们最喜欢有

个⼩小宠物或可爱的⽑毛绒玩具了。

和⼩小动物说话、玩耍，可以激发

爱⼼心、忘掉烦恼、没有孤独。照

顾⼩小宠物，也可以锻炼⼩小朋友的

责任感。请欣赏本期⼏几位同学带

给我们的宠物故事。 

 

我最喜欢的宠物 

美洲华语五年级                         尼克 

 

 我最喜欢的宠物是⼀一只天竺

⿏鼠，它的名字叫 Jodic（JD）。 

 我养这只天竺⿏鼠四年了，它

实在很可爱，是在情⼈人节前⼀一天出

⽣生的。因为它最喜欢吃院⼦子⾥里的杂

草，所以它帮了我们很多忙，让我

们不⽤用再去除草；因为我每天都跟

它玩，所以它总是知道我⾼高兴还是

难过。我真爱它。 

 

我最喜欢的宠物 

美洲华语六年级                     黄梓娅

 
我最喜欢的宠物是我的鱼。

它的名字叫 Pablo。 Pablo 是⼀一条

Betta 玫瑰花瓣鱼，因为它的尾巴

和鳍是深红⾊色的，并且很宽，看上

去好像⼀一⽚片玫瑰花瓣。我在 Petco 

买的  Pablo。 我喜欢它，因为它不

会和我争吵。我可以告诉它我的秘

密，它不会告诉别⼈人。 

我给它取名字 Pablo， 这是

⼀一个西班⽛牙名字。它的玫瑰花瓣样

⼦子让我想到了西班⽛牙漂亮的裙⼦子在

风中摆动。我爱我的 Pablo 。 

 



我和 Miu Miu 

美洲华语⼋八年级                     倪步清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兔⼦子，它今

年才⼀一岁，这只兔⼦子叫 Miu Miu。 

Miu Miu 是我在今年⽣生⽇日领养的。

它雪⽩白的⾝身体上有⿊黑⾊色斑块，它像

熊猫⼀一样有两只⼤大⼤大的⿊黑眼圈。使

它的眼睛看起来又⼤大又可爱。 

 Miu Miu 在我们家已经待了五

个多⽉月了。它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做作业时，它就趴在旁边看着

我。我每天从学校回来，Miu Miu 

都在门旁迎接我。晚上 Miu Miu 就

在它最喜欢的⽪皮凳⼦子上休息。Miu 

Miu 很喜欢我们摸它，帮它抓⽿耳朵

。但是我们想把它抱起来时，它可

能会躲起来。Miu Miu 很爱⼲干净，

会⾃自⼰己回笼⼦子上厕所，每天我都帮

它打扫⼏几次笼⼦子。它有⾃自⼰己的饭碗

和⽔水瓶。 Miu Miu 有它⾃自⼰己的糖果

，它乖的时候，我们就晃⼀一下袋⼦子

。Miu Miu 听到了袋⼦子摇晃的声⾳音

，就跑过来领糖果。不过为了 Miu 

Miu 的⾝身体健康，每天只能给它吃

⼀一两颗糖。

 

 虽然有时候它很调⽪皮，喜欢

瞎咬东西，偶尔乱撒尿，但是它还

是很可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

我们都很喜欢 Miu Miu! 

我的猫             

马⼒力平四年级                         李婷婷 

 

 我家有⼀一只猫，它的名字是

李⽩白。我们叫它李⽩白，是因为李⽩白

这只猫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正在学 

“铁棒磨成针” 这篇课⽂文，⽽而且我也

刚好姓李。 

 有的时候我追李⽩白，它就沿

着墙跑到门⾥里⾯面；有的时候李⽩白会

想抓我的⼿手。要是你离它太近的时

候，它就会想抓你。李⽩白有时也会

躲起来。但是它很好玩。 

 



我的⼩小兔⼦子 

马⼒力平六年级                         陶庭美 

 

 我有⼀一个⽑毛绒⼩小兔⼦子，它很

可爱。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 Earl。

⼏几年以前，妈妈从店⾥里买来这只兔

⼦子，原本让我送给我的朋友作⽣生⽇日

礼物的，可是后来我因为⽣生病没有

去她的⽣生⽇日聚会，妈妈就把兔⼦子给

我了。 

 我觉得 Earl ⽐比我的其它任何

动物玩具都更可爱。它的脑袋圆圆

的，像⼀一个很⼤大的鸡蛋⼀一样。它的

⽿耳朵向上翘着，好像时刻在听我们

说话。它圆圆的眼睛向外突出，显

得⼗〸十分机灵可爱。它圆溜溜的眼睛

下边有条线，那条线能帮你找到它

的⿐鼻⼦子。它的⿐鼻⼦子是咖啡⾊色的，但

是它⼩小到⼏几乎看不见。⿐鼻⼦子下⾯面是

⼩小⼩小的粉⾊色的嘴巴，向下嘟着。每

次我看到它，都感觉他好像饿了，

找我们要吃的。 

 Earl 的⾝身体是⽩白⾊色的底⼦子上

带着咖啡⾊色的花纹。它有⼀一个很⼤大

的肚⼦子，是纯⽩白⾊色的。Earl 的腿很

长，要是它能动的话，⼀一定能跳得

很⾼高。他有⼀一个短短的⼩小尾巴，尾

巴上⾯面是咖啡⾊色的，下⾯面是⽩白⾊色

的。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Earl 就

坐在我的床上，等我回家。⼀一放

学，我就跟它⼀一起玩。它的⽑毛做得

⾮非常柔软，摸起来舒服极了。我的

妹妹也喜欢它，所以有时候她偷偷

地跟它去玩。她最喜欢拿兔⼦子的尾

巴戳妈妈的脸，每次它这样做的时

侯，都会开⼼心地⼤大笑。我和我的哥

哥还有妹妹⼀一起和 Earl 玩游戏。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它，它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