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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编者按：⽣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

且，还有⼼心中的梦想。 梦想让

我们有追求，梦想给我们以⿎鼓

励，梦想带给我们⽣生活的动⼒力。 

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最初的梦

想是否已在忙碌的⽣生活中遗失？

美洲华语九年级“关于梦想”的⼀一

组⽂文，带给我们清新的视野，年

轻的勇⽓气，让我们带着赞赏，带

着感动⼀一起来欣赏吧。 

【引语】                           

美洲华语九年级       周悦涵⽼老师  

 今年暑假，我给美洲华语⼋八

年级（现九年级）的暑期作业之⼀一

是写⼀一篇命题作⽂文 《（我的）梦想

》。我知道这是⼀一个颇具难度的⼀一

个题⽬目，因为梦想这个题⽬目所能够

承载的， 既可以⽆无限到任何时空的

跨度， 也可以局限于⼀一滴⽔水的晶莹

。 今天，当我读着这⼀一篇篇 《（

我的）梦想》，尽管他们的阅历和

⼈人⽣生积淀尚显稚嫩，语⾔言表达⽐比较

青涩，写作的⼿手法和⽂文章的架构也

有待提⾼高，但是，他们的笔清晰地

告诉了我， 梦想的初⼼心，梦想的坚

持，以及梦想的真谛。  

 三年前，受⼀一个电视节⽬目的

启发，我也写过⼀一篇题为《梦想》

的⽂文章，回想起来，我仍可以感到

梦想的脚步依然。但是， 我不知道

在孩⼦子们的眼⾥里，梦想是什么？ 我

也⼀一直在问⾃自⼰己，梦想这个题⽬目是

否过于“穿越了”。现在， 我意识到

， 我的担忧是多余的，我看到，这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搭载着梦

想的翅膀，起飞了、、、我为之感

动，也为之骄傲。 

这⾥里，我将部分作⽂文推荐到

《⽂文芽》，让更多的⼈人们分享她们

的梦想！

 



 美洲华语九年级             朱可嘉    

我的梦想就是去 Yale ⼤大学。 

在 Yale 我要选择很多不同的课程，

学到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在 Yale

，我也可以参加体育运动。我很喜

欢游泳，也许我可以参加国际⽐比赛

。Yale 也有很多的名⼈人：我可以当

⼀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我可

以是希拉⾥里的校友。我也能交很多

朋友。 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一起做

功课，⼀一起做项⽬目。我们都住在⼀一

起，课后，我们互相讨论，互相帮

助，分享知识。我的妈妈和爸爸都

说⼤大学的朋友可以当⼀一辈⼦子的朋友

。我会加倍努⼒力去追求我的梦想。 

我还有很长时间才能上⼤大学

。现在我要把我的游泳成绩提⾼高。

我也要把数学提⾼高很多。夏天暑假

我去了⼀一个数学的夏令营。⼤大家都

⽐比我聪明！哎呀，我好笨啊！为了

实现我的梦想，我要⾮非常努⼒力。我

相信我⼀一定会实现这个梦想，我期

待着梦想成真。 

我并不是⼀一个很懒的⼈人。妈

妈说我⼀一点⾏行动也没做。然⽽而，我

会⾏行动起来，让梦想变成现实。 

 

美洲华语九年级                 孙韬 

 我的梦想就像其他的中⽂文孩

⼦子的梦想。我就想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最想上的⼤大学是 Yale, 但是进

Yale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先要⾃自

⼰己学习好，然后把我的 SAT 考好，

才会有⼀一个机会上 Yale。可也不能

只靠学习好上好的⼤大学。还要⼲干其

他的活动，像体育活动和帮別⼈人。

去了 Yale 以后，我就有机会找到很

好的⼯工作，更好地帮助家⼈人，帮助

社会。  

 我的梦想是上 Yale. 

 

 
 



美洲华语九年级             林若耶      

   

 迪斯尼⾥里的灰姑娘把梦想描写

成⼼心许的愿望。我觉得梦想是⼀一个

从⼩小都有的愿望，不停的努⼒力把从

⼩小在幻想的愿望变成现实才是真正

的成功。 

 梦想不仅是你⾮非常想要的东西

，也是⽣生活中的⿎鼓励。每次别⼈人笑

你或者说你什么都做不好时，你⼼心

中实现梦想的希望都会帮助你在此

地站起来，挑战别⼈人说你的话。每

次你伤⼼心或难过，梦想就会提醒你

还有⼀一个明天，提醒你什么时候都

有希望。 

 每⼀一个明天，你就可以从⽣生活

密密⿇麻⿇麻的失望迷宫⾥里⾯面胜利的⾛走

出来。每努⼒力⼀一天，你就可以把⽣生

活⾥里⾯面碎掉的希望重新拼绘出⼀一个

新的开始；每努⼒力⼀一天，你就可以

跟以前不相信你的⼈人说你已经做到

了；每努⼒力⼀一天，你的梦想就可以

离实现更近了。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梦想

。要是你现在还没有想好将来想要

的⽣生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

得你应该去想，想⼀一想你最需要，

最想要，最盼望的世界，并且把这

个世界变成现实吧！   

 

 

 

美洲华语九年级             倪步清     

 为了写这篇作⽂文，我特地查

询了“梦想”这个词。梦想，是对未

来的⼀一种期望，是现在想未来的事

，需要努⼒力可以到达。梦想就是⼀一

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每⼀一个⼩小朋友对将来的职业

都有梦想，如医⽣生，科学家，运动

员等。⽽而我的梦想就是将来当⼀一个

在美国的中⽂文⽼老师，让更多⼈人学习



中国⽂文字，了解中国⽂文化。随着中

国的强⼤大和发展，会有更多⼈人想要

学习中⽂文。以后我可以在美国的⼤大

学⾥里开中⽂文课，吸引更多学⽣生来选

修我的中⽂文课。周末也可以在附近

的中⽂文学校教下⼀一代⼩小朋友学习中

⽂文，通过学习中⽂文，使得更多的⼈人

喜欢中⽂文，喜欢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梦想，现在我

要学好中⽂文，这样， 我就有能⼒力浏

览和阅读更多的中⽂文书籍，了解中

国历史。 在⼤大学⾥里， 学习更多的

课程，充实⾃自⼰己。未来我要做⼀一个

好⽼老师，引导学⽣生们的注意⼒力，让

他们喜欢学中⽂文。 

 ⽼老师这个职业很重要，很伟

⼤大，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承给下⼀一辈

的学⽣生们。因此我的梦想很明确，

就是当⼀一位中⽂文⽼老师。把中国的⽂文

字，历史，⽂文化，⾔言传⾝身教给下⼀一

代。 

美洲华语九年级             韦致旗     

我有⼀一天还在做作业的时候

，我的妈妈跟我说，“你那个中⽂文作

业有没有做？”  我还在想啊？什么

作业，要写什么啊？ 我的妈妈说，

“你要写你的梦想” 。我还在想啊？

什么是梦想，我昨天的“梦”想不起

来了。 妈妈说，“你的梦想，不是

你做的梦”。 

我去了 Google 找了⼀一找什么

是梦想。Google 跟我说，“梦想”（

词语）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指在

现在想未来的事，或是可以达到，

但必须努⼒力才可以达到的情况，梦

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

的东西，甚⾄至可以视为⼀一种信仰。

我就去想, “Google 还在说啥？” 我

就偷偷的⽤用了 Google Translate。 

我那时发现  “哇，Google 好好⽤用啊

”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跟 Google ⼀一样



好⽤用，简单，也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网络⼯工具 。 

美洲华语九年                纪雅瑄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帮助

世界上所有的流浪动物。我想这样

做，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动物，我不

愿意看到这样的景象，世界上许多

流浪的动物忍受着⽆无家可归的痛

苦。我想， 我能够帮助这些动物找

到他们可爱的家。如果他们有任何

疾病或伤害，我能够帮助他们治

疗。我不想让他们受苦。 

 我有⼀一只狗，我很爱他。我

希望他永远不受伤。所以，我会为

我的梦想⽽而努⼒力，去救助那些流浪

的动物，让他们安全地⽣生活在充满

爱的世界⾥里，健康地⽣生活在他们美

丽的家园。

 

 我想帮助世界上流浪的动

物。这就是我的梦想。 

 

美洲华语九年级             徐之萍 

从五岁开始，我⼀一直梦想长

⼤大后能够成为⼀一名医⽣生。让⼈人们活

得更长，更好。 

我妈在⼀一家医院当康复医⽣生

。当我第⼀一次参观了我妈的医院以

后，我梦想着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康

复医⽣生。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我

要做⼀一个营养师， 预防疾病的发⽣生

，⽽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的症状。

 当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人

做⼿手术时，⼿手术中病⼈人流了很多⾎血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成为外科医

⽣生的原因。我⼀一直对营养学感兴趣

。我喜欢学习关于饮⾷食的知识，让

⾃自⼰己保持健康的饮⾷食。我认为通过

良好的营养可以预防很多疾病，保

持健康， 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爱医学，希望帮助⼈人们活

得更长更好。因为我不喜欢⼿手术和

流⾎血，所以我想成为⼀一名营养师，



成为⼀一位营养学家，这样我可以帮

助⼈人们预防疾病。 

 

美洲华语九年级             李明允 

我梦想在未来做游戏设计，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玩电脑

游戏，⽽而且我觉得做游戏设计更有

趣、更有创意。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一周的游

戏夏令营，⽤用 Clickteam Fusion 和

RPG Maker 编写了⼀一个 RPG 游戏

。我特别喜欢那个夏令营。我想继

续学计算机程序设计， 今年在咱们

的中⽂文学校我选修了电脑编程， 也

是因为我想实现我的梦想。 

 

美洲华语九年级             伍超荣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在纽约

市的时代⼴广场跟鸟⼉儿们⼀一起飞。但

是那只是⼀一个幻想，所以是不可能

实现的。 

 我希望将来可以拥有⼀一个顺

利的⼈人⽣生和美好的⽣生活。我要好好

学习，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我打算

到 Carnegie Mellon 学习计算机科学

。我也想要在 Carnegie Hall 拉⼤大提

琴，弹钢琴。但是，我担⼼心我在

Regents Exam 中考不到最⾼高的百分

之⼀一。 

美洲华语九年级            林博⽂文                    

 

 我的理想是住在加拿⼤大。我

有许多理由要住在加拿⼤大。第⼀一，

加拿⼤大有很好的医疗全保；第⼆二，

加拿⼤大⽓气候凉爽；第三，加拿⼤大很

少参与国际战争。出于这些原因，

我愿意住在加拿⼤大。

 
 加拿⼤大有很好的医保，除了

精神医疗和居家治疗，它的医保包

括⼀一切治疗。加拿⼤大医保的宗旨是

，“给所有的加拿⼤大公民已全部医疗

保险，包括诊所和医院治疗”。对于



平凡的公民来说，这些都是很重要

的社会福利。 

 我喜欢加拿⼤大凉爽的天⽓气，

夏天不需要空调，有研究表明，较

冷的天⽓气有助于⼈人体燃烧过多的脂

肪，利于⼈人的健康。 

 最后，加拿⼤大很少参与国际

战争。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有

很友好的邻国，这些优点，都给公

民们以和平的⽣生活环境。 

 总之我的理想是住在加拿⼤大

。这个国家有我喜欢的⽓气候、很好

的医疗保险和稳定的国际关系。这

些优点，对我来说很重要。 

 

夏天的故事 
编者按：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留下许多欢乐时光。写下来，记

下来，让它成为⽣生活中快乐的回

忆。这不经意的许多瞬间，就编

织成我们美好的⼈人⽣生。 

 

 

美洲华语三年级                爱丽     

 今年暑假的时候，爸爸开车

带我们去加州看外婆。我们花了两

个⽉月的时间旅⾏行。我觉得最好玩的

是在北达克它州看到牦⽜牛，还在北

达克它州国家公园交了⼀一些好朋友

。我觉得最害怕的是看到⼀一个⼈人的

腿被牦⽜牛撞伤了。我很喜欢暑假的

旅⾏行。 

美洲华语三年级             陈安迪 

 这个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去了

加拿⼤大。加拿⼤大很美，也有很多动

物。我看到熊，狼，⽩白尾⿅鹿，麋⿅鹿

，还有牦⽜牛。我还⾛走在冰川上。冰

川上很冷，也很滑。我穿着厚厚的

外⾐衣，爸爸妈妈扶着我在冰川上⾛走

。我很⼩小，冰川很⼤大。我喜欢这次

旅⾏行。 

 



美洲华语三年级   Evan Thorsen  

 夏天到了，我和爸爸妈妈去

海边玩沙⼦子，看见很多⼤大鲸鱼。我

们还去爬了很⾼高很⾼高的⼭山，看见美

丽的风景。夏天太好玩了！ 

 美洲华语三年级             纪熠暄 

 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了⼀一

个叫 Wild Wood 的⽔水上乐园。那⾥里

有你可以想象的⼀一切，过⼭山车，⽔水

上滑梯，⼤大游泳池，沙滩，以及更

多更多好玩的。我们去坐过⼭山车，

⽔水滑梯，真是有趣。我们还在游戏

园花了很多时间玩游戏。 

美洲华语三年级               钟岩 

 我在暑假⾥里去了很多夏令营

。⾥里⾯面有踢⾜足球的，有画画的，有

机器⼈人的，Minecraft 游戏的，还有

舞蹈。我玩得很⾼高兴。 

美洲华语四年级                 陆桉 

 这个夏天我去了个⽔水上乐园

。我去乘了⼀一次过⼭山车，这个过⼭山

车经过⼀一个很陡的坡。我很喜欢那

个过⼭山车，爸爸不能去，因为他的

眼睛不好；妹妹太⼩小，所以妈妈也

不能去。我就⼀一个⼈人上去了，因为

是直坡，所以很喜欢它。 

 

美洲华语四年级             安英康 

 在暑假⾥里，我去了中国外婆

外公的家。他们的家在旅顺，在那

我们去了旅顺海洋公园，还有⼀一个

⼉儿童乐园，在那⾥里我最喜欢玩具摩

托车。

 
 我们还去了桂林，在那⾥里我

们看见象⿐鼻⼭山。这⼭山⾥里⾯面有⼀一个洞

，所以它的名字是象⿐鼻⼭山。从桂林

我们又去了阳朔，在那⾥里我们全家

骑四个座位的⾃自⾏行车。我们最后去

了北京，在北京我们去了烤鸭店，



他们的鸭⼦子真好吃！ 

 我喜欢去中国旅⾏行！ 

 

美洲华语四年级             陈祖⽟玉    

 今年夏天，我跟我的表弟们

到印尼的巴厘岛去玩。我们在那⾥里

租了⼀一个别墅，靠着海滩，⾥里⾯面有

⼀一个游泳池，⼀一条船。另外还有厨

师，他们做了各样的菜。我们有⼀一

天吃意⼤大利⾯面，又有⼀一天晚上我们

吃了鱼。 

 我们每天都在游泳池⾥里玩，

有时候我们也去钓鱼。我们还去了

浮潜，我看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鱼

和珊瑚礁。 

 这趟旅⾏行真是好玩极了！ 

                                                

⼩小语世界 

编者按：这期《⽂文芽》很⾼高兴收

到学前班⼩小朋友王可⼉儿的投稿。

虽然只是⼀一幅涂⾊色作品加⽂文字，

但不难看出这是学习语⾔言快乐的

开始。加油，王可⼉儿！ 同时，

还请⼤大家欣赏黄昭雯同学的短

句，简单的语⾔言透着诙谐，让⼈人

感受到上学的快乐。 

学前⼤大班                       王可⼉儿 

 

 

 

马⽴立平六年级                 黄昭雯 

秋⾼高⽓气爽天⽓气好， 

背着书包上学校。 

看见⽼老师和同学， 

⼤大家⼀一起哈哈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