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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秋天的十四行诗 

放火烧了叶子 

秋天悄悄的进入到世界上 

显示出她的雄伟的荣耀 

新的新赛季开始了 

从脚下的紧缩 

到天空中的压区 

秋天的明亮的赤褐色头发 

反映了整个地球 

秋天与树木共舞 

并将它们震撼到核心 

秋天让它们光秃秃的 

就开门让冬天进来 

冬天用他的冷冷的微风 

吹拂秋天的余烬 

（盛凯乐，14 岁，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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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鲍勃 

孙瑞（14 岁） 

从前有一个名叫鲍勃的侦探。在这个城市里，他很少见过犯罪,

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安全和平静的城市。 

有一天，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发现他的儿子晚上还没有回来，都已

经快 11:00 点了。就在那时，他收到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电话。他

接了电话，只听见一个人说：“我有你的儿子，你必须给我 500万美元

的现金。你必须把现金放在一个行李袋，然后把袋子放在树林深处的

垃圾箱里，如果我发现有警察参与，我会杀掉你的儿子。如果明天半

夜 12:00 点，钱不在那里，你的儿子就会死。”然后他挂了电话。 

这个富人马上去找鲍勃，告诉他刚才接的电话。“好的，我会把

你儿子救回来的。”鲍勃说。“你不能让这个坏人知道你在找他，要不

然我儿子会死的。”富有的人着急地说。“我儿子才 23 岁，他不能死呀！

哇哇！”“不用担心，我肯定不会让您的儿子死的。我会把这个罪犯抓

起来的。”鲍勃说。 

于是，鲍勃仔细地看了所有的安全摄像头，终于发现了一个奇怪

的事情。看起来这个孩子在开车的时候被一个人绑架了。鲍勃去现场

检查指纹。他观察了车里面，最终在方向盘上找到了一组指纹。他迅

速收集指纹，并去他的办公室收集数据。这些数据似乎表明，这是一

个名叫杰夫的人的指纹，他住在树林里的一个小木屋里。鲍勃认为：

“他可能正试图发财致富，搬出他的小木屋。哎呀，他自己出来找一

个工作不就能搬出来了？！” 

一看就知道杰夫不是一个专业的绑架人员。要不为什么不带手套

去绑架别人。鲍勃决定独自一人去木屋。杰夫怀疑有人跟着他，鲍勃

必须在半夜之前抓住杰夫，这个少年可不能死。 



 

 

 

于是，他拿起一把手枪和一些飞镖，跳进他的车里，然后开进了

树林里。当他看到他已经接近了房子的时侯，他下了车。他悄悄地爬

到房子的窗户前，看见杰夫在睡觉，那个少年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是

鲍勃的机会。“这个人好笨啊！不好好做一些准备。”鲍勃想。 

他用一把的飞镖装进了他的枪。但是就在这时候，鲍勃发现，杰

夫房子外面都装了震动感应器。“坏了！”鲍勃想到。就在这时候，震

动感应器开始响了。杰夫被震动感应器吵醒了，很快地拿起他的手枪

先对准那个少年开了一枪，把他打伤了。鲍勃和杰夫开始向对方开枪。

等到鲍勃终于打中了杰夫的时候，他已经被一个子弹擦过了他的肩膀。

鲍勃疼得不行了，但是这个少年更重要。他很快地把少年搬到车里，

他在狂流血。鲍勃很快地开始开车往医院去。他拨打了 911 让警察来

处理事情。 

鲍勃开到了医院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流血。医生们很快地为他

们两个处理伤口。鲍勃的伤不严重，但是，那个少年的伤得很厉害。

子弹差一点就打到心脏上了。 

同时，警察把杰夫的手铐了起来，带到监狱去，然后过几天上法

庭去看他会被定成什么罪。 

过了几天，杰夫被警察带到了法庭。法官最后审判说：“杰夫有

罪，因为他绑架了一个人，还企图谋杀他。我判他二十年徒刑。”下

面的观众都开始鼓掌，都感到很满意。杰夫被带到监狱去了。 

等到那个少年和鲍勃听到了这个结果，他们都很高兴。那个富有

的人对鲍勃非常的感谢。他给了鲍勃五百万现金，然后鲍勃就退休了。

这个富有的人再也不让他儿子自己去那个地方了。他会一直培着他，

要不就是派两个人看着他。 

这个城市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安全，没有人犯罪，又变成了那个

平静的城市了。 

（指导老师：赵晖） 

  



 

 

 

吹牛的小猪 

吴海伦（14 岁） 

从前，有一大片农场。有好多动物在农场上住着，还每天帮助住

那里的农民。农民喂动物们，他们就帮她干活。他们不干活的时候，

农民也不在了，他们就在一起聊天。在他们里面有一只猪，在农场就

他做最少的活。所以，他就说的比别的动物多多了。 

每天，他跟动物们吹牛他比他们好多少。马可以推二十草垛的话，

他就能推五十草垛。狗得有十分钟，猪说他在 5 分钟内就能做得完。

他吹的最多是他能吃多少的能量，因为他是个猪。农场动物们没跟他

吵架，因为他们做完活就太累了。他们都知道猪在那儿撒谎吹牛皮，

但是他们把他们的力气都用在劳动那儿了。 

有一天，一只小兔子来到了农场。她是特别瘦，看上去像都没有

到一磅。那位农民把她带来就跟他的孩子们玩，所以她干的活也不多。

但是，她不爱跟别的动物吹牛，又不喜欢撒谎的动物。她听到猪吹牛

他能比牛吃的东西多，她就生气了。为什么他能吹牛，其实他啥活也

不干，就每天又偷懒，又吃的胖胖的。 

“猪，我想跟你来一场吃的比赛。你能赢的话，我就把你所有的

活都干了。我赢了的话，你永远不能跟任何动物吹牛。”猪哈哈笑得

说：“行，小兔子。咱们明天太阳降落的时候，就开始比。明天，我

开始给你写一个我每天干的事的名单。”，别的动物们希望猪输了，

但是小兔子就那么小，怎么能吃那么多呢？ 

在比赛之前，小兔子就什么也没有吃，都快要饿死了。但是，她

有信心能把小猪给打趴了。有的动物让小兔子吃几口食物，但小兔子

一小口也没有动。猪在他那儿把他的所有的食物都给吃了，就去睡觉

了。 



 

 

 

时间到了，猪和小兔子见面了。动物们已经都找了两大堆食物，

小兔子和猪都看不见别的，就能看见那么多吃的。一只公鸡讲了规

则：”谁能把他们的一大堆食物都给先吃完，他就赢了这个比赛。太

阳出来以后，谁吃的最多就赢了。“他叫了一大声，”一，二，三，吃！

“比赛就开始了。在吃的时候，猪又笑，又贬低小兔子，告诉她他怎

么都容易就要赢了她。小兔子根本不听他，就不停的吃。猪看小兔子

没有反应，就跟另外的动物夸口，动物们就快烦死了。 

太阳出现了，猪才吃完了半个堆，小兔子把全部的食物都给吃

了。”小兔赢了！“动物们高高兴兴得跳了起来。猪快要哭了的问小兔

子，”你那么小，怎么赢了？“ 

小兔子看了猪一眼，告诉他：”我不吹牛，我能干啥还是不会干

什么，我做到我会干的，也不会撒谎我不会干的。因为你没有仔细干

活，所以你就没有赢，你就吹牛还不如不说。“猪从此以后就不跟任

何动物吹牛了。他永远也没有再跟别的人撒谎。 

 

（指导老师：赵晖） 

  



 

 

 

北卡的飓风 

Anna Hu（14 岁） 

“你们看到新闻上的飓风吗？好像要直接通过罗利。”Annika 问。

今天是星期二早上，我们在外面等校车。 

“没有啊，真的会有飓风？”我好奇地问。“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虚惊，

北卡这边很少有这种事情。” 

“不，气象频道说要直直过罗利。” 

“好吧，”我回答，还不相信。“今天下车为什么那么晚啊？” 

星期三，到了学校我的朋友问我有没有准备飓风来的时候，没电

怎么办。“没有啊，”我说。“你们家有吗？” 

“有！昨天晚上我们去超市买了零食。” 

“真的？我们什么都没买。” 

下午从学校到家的时候我赶着妈妈去商店买飓风的零食。我大吃

一惊，超市的架子都快空了！每个东西只剩几包了。有可能这个飓风

比我想的还大。到家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学校的网站。 “星期四九月

十三日全部 Wake County 学校都取消！”我兴奋地喊。太高兴了！那

天晚上，我十一点才睡着。我想，明天外面会有洪水吗？外面的树回

倒在我们家屋顶上吗？ 

“姐姐！姐姐！看外面！”妹妹喊。发现了什么事情？我看了窗外。 

“啊！什么都没有。不是有一个飓风吗？” 

“哈！骗你！”今天一定能去上学，现在我们还得不上课。我回去

床上再睡了几分钟。整天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做了点儿作业，跟朋

友玩儿了一会儿，吃了点儿飓风零食。结果星期五学校也取消了。星

期五什么也没有，又得补上课。我们停电停了一分钟都不到。 

后来星期一的课又被取消了。新闻说一个高压系统把飓风往南推

了，刚好错过罗利。星期二回到学校时我问了朋友是否他们家发生了

什么事，都说没有。真的是，为了一个无害的飓风现在得补三天课。 

 

（指导老师：赵晖） 



 

 

 

 

 

 

 

 

（Abby Liu， 9 岁，指导老师 Alice Zhao）  

  



 

 

 

星球大战 7 

罗安喆（14 岁） 

今天是 3010 年一月一号，大家都在庆祝新年。我在公园里和我

同学一起在放爆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可谁又会想到，马上就要

发生事情呢？ 

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轰轰的声音，我们都抬起头来，望着黑暗

的天空，只见几个巨大的飞船飞向这边。这种飞船我在新闻上看过，

它们是从火星来的。这些火星人已经分别把别的 6 个星球上所有的生

命都毁灭掉了，它们每占领一个星球时，两方会有巨大的战争，所以

我们叫它星球大战，而它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地球。（今年是 3010 年，

每个星球上都住着不同种类的生命）。 

幸好科学家们已经提早做好了准备，造好了超光速太空飞船，如

果我们打不过火星人，就用这些太空飞船逃离地球。飞船渐渐地降落

了下来，公园里的所有人都拼命往外面跑，只有我，躲在一棵大树后

面拿着照相机观察着它们。等飞船完全降落后，从每个飞船里都走出

来四个外星人，它们各个长得跟人很像，而每个火星人手里都有一个

激光枪。飞船边上有一个雕像，它们一见它就用激光枪把他一下子变

成了灰尘。看见这一幕，我一下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连忙悄悄地溜

出了公园。来到了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大家都知道了火星人来到

地球的事，都逃跑了。 

飞机场里人山人海，所有飞机都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国家的首都。

联合国已经在每一个首都里，造好了足够的超光速太空飞船。我现在

住在美国，所以所有的飞机当然都向华盛顿 DC 飞去。我有幸乘上了

一架波音 999，火速赶到了华盛顿。我们一到那边，有许多人把飞机

上所有的人都带到了飞船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飞行员就会带着我

们去外太空。飞船里面很大，里面至少已经有了几千人，而且还有许

多地方空着。这些飞船有非常好的铁皮，就是一百万个激光枪同时对

着一个点射，飞船里面根本都感觉不到。而且，飞船上还有隐形装置。



 

 

 

飞船里面基本上是应有尽有，就像一个巨大的宾馆似的。飞船边上有

密密麻麻的战士，每人手上有一个喷火枪，背后有一个随身微型火箭

炮。 

外星人很快就到了，船长连忙命令打开隐形装置。周围的士兵们

也举起了兵器，做好了战斗准备。外星人的首领来到了白宫前，我们

的总统也出来见它们。星际翻译家走出来开始和外星人对话。外星人

们一点都不友好。不但如此，他们还威胁了人类，叫他们交出地球。

世界大战 7 爆发了…… 

在飞船里的人都趴在窗前看着这场战斗。外面是一层非常厚的烟。

不过，人们还是可以看见外面的战争，个个士兵都血淋淋的，有些头

都没有了，有些的尸体根本就不完整。可是呢，外星人根本不怕喷火

枪，它们还是完好无损，一个都没死。无奈之下，船长只好发动飞船，

逃离了银河系。 

我们在飞船里一下子飞到了外太空。边上已经有好多别的国家的

飞船在等我们。我们往地球看的时候，整个地球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

等大家都到齐了后，我们一起飞往了金河系。金河系是离地球十几光

年远。我们在宇宙飞船里飞了几年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金河系。金河系

里有一个跟地球很像的星球，可比地球大一倍。我们就在那个星球着

陆了。着陆了后，我们用¾的星球来居住，然后用剩下的地方来做超

级武器实验室。 

在新的星球上，科学家们研究了比氢弹强一万倍的核武器。我们

用这个导弹，发到了银河系，把这个银河系都变成了灰烬。这样的话，

火星人不会再找到金河系，把第二个地球也毁掉。 

就这样我们把火星人打败了。 

（指导老师：赵晖） 

  



 

 

 

比较中华哲学与西方哲学 

万灵心（14 岁） 

历史有四大古代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中华文明，

和古代印度文明。每个文明有它的特点，也有共同之处，现在只有中

华文明还存在。中国丰富悠久的哲学思想一直流传到现在。传说八卦

是伏羲发明的，这就是中华的世界观的源头。我们用八卦来形成阳和

阴。阳和阴是相反的,相互存在。没有热怎么能有冷呢？我们的世界总

是在变。要是在白天时候，阳比阴多很多，但是，黑夜来的时候，就

会相反。 

孔子，老子，和孙子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 

孔子的想法是专注于自强和厚德。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干自己该

干的事情，大家要做正确的事，无论有人在看还是没人看。孔子的思

想被称为儒家。孔子的学生把他所有的话编成了一本书《论语》。 

老子的想法主要是每个东西都有两面。像大树和小草，虽然大树

看着很强大，但有很大的风来，它就会倒下来了。小草虽然很小和柔

软，却会好好的。老子也觉得人的外表不反映他们的心里。老子的思

想被称为道家。著名诗人苏东坡对道教很有兴趣，他的一首诗《定风

波》体现了道家的思想，就是与自然和谐，无为而治。 

孙子最出名的是《孙子兵法》。他认为赢得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

避免战争，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避免战争，比如政治，经济，外交等方

法。如果不幸战争发生了，你必须要知道敌我双方的特点，使用意想

不到的打法。 

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

是从希腊来的。他们不仅在他们的时代受到高度重视，在现代还受到

尊重。 

苏格拉底公元前 370 年出生在雅典。虽然苏格拉底从没有把他的

思想写下来，人们仍然叫他“西方哲学之父”。他的思想都是他的学生



 

 

 

写的，像柏拉图，也有别的哲学家写过他的思想。我觉得他最有价值

的贡献是”苏格拉底法”。这种方法通过反复地提问和质疑，帮助你找

到你的想法和理论的错误，最终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苏格拉底老是

问一些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他不说自己聪明或有智慧，而是把

他所有的思想归功于他的老师。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也是在雅典出生的。他创立了“雅

典学院”，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所高等学府。他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形

式论”。形式论要回答两个问题：如果人们重视的东西可以被轻易带

走，那么人类怎么能在生活中找到价值？我们身体的感官在改变，但

我们的理性是永恒的，哪个更值得信赖？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两部分，

物质世界和理性世界。从我们的理性世界，我们可以通到理想国。在

理想国，我们不会因为物质世界的变化和痛苦而受影响，这样我们能

在生活找到永恒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在雅典学院的学生。他写了“宇宙论”，直接

与柏拉图的思想相矛盾。”Universal”是个抽象的属于描述某些物体的

共同点，如特征或品质。他觉得“universals”只能跟物体存在，不能自

己存在，这就是布柏拉图的想法。他还认为，“universal”存在的所有

物体的普遍性将保持不变。 

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这些哲学家都有很多的想法。

我多次因为他们深刻的思想感到震惊。西方哲学更侧重于大概念和思

想，而中国哲学家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品质。我发现中国哲学家更容易

理解，他们所说的东西更适用于我和我的日常生活。希腊哲学更多致

力于超越物质领域的事物，这些事物让我更多地思考，但我不能轻易

地在生活中使用它们。 

我发现有趣的是，许多文化在所有事物中都列有三大，孔子、老

子和孙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腊神话有他们的三大

神，在历史中也有三大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朱利叶斯凯撒和拿破

仑。这仅仅是巧合，还是我们只选择最重要的三个人？还是因为人们

觉得三是个好的数字？ 

（指导老师：赵晖） 

  



 

 

 

特朗普的小牛 

Gordan Tao（14 岁） 

美国的一个小农场里住着一头小牛，它的名字叫云云。云云小的

时候被汽车撞到了，醒过来的时候，它的腿受伤了，也记不得父母是

谁。云云童年的回忆也忘记了。因为云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它就到

处乱走。到了晚上，云云开始犯困，而且它受伤的腿开始疼了。云云

在马路旁边的一棵树下躺了一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个农民在路旁边散步，看见了云云在树下睡觉。农民

看到了它的伤腿，觉得很可怜，就把云云带回它的农场，恢复了它的

伤腿，像养一个宠物一样养着它。农民和云云高兴地一起生活了三年。

云云跟农民住着很开心，但是它还是不知道它的爸爸妈妈是谁。 

一天，云云在跟农民看电视。每个晚上，云云会跟这农民一起看

电视。这一天他们在看CNN。突然，特朗普在电视的屏幕上出现了。

云云突然认识了他的脸面。小牛大声音地叫，“特朗普是我的爸爸！”。 

农民对云云回答，“你疯了吧？特朗普怎么会是你的爸爸呢？”。

云云不理它，着急地跑出农民的房子。它顺着一条路，跑着，跑着，

过了十五多分钟，它跑到了一个标志的前面。标志上写着“欢迎到纽

约”。云云面对着前方，看到了许多摩天大楼。这时候，云云开始犯

困了，但是它没有地方睡觉，所以它就随便找了一个酒店，在酒店的

前厅睡着了。 

“云云？”，云云想着，“谁在叫我？”。云云环视了它的四周，看

见了一个人。“你到底是谁？”。神秘的人回答，“我是特朗普”。云云

大吃一惊。它找到了这个人，是它的爸爸。突然，特朗普开始叫着，

“先生，您不能在这里睡觉。” 



 

 

 

“啊？”云云张开它的眼睛，看见了一个前台文员。“这是一个酒店。

要睡就开一个房间睡“。云云说：“那我就开一个房间”。前台文员问，

“您怎么付钱呢？”。云云回答，“不用担心，我的爸爸是特朗普。” 

“叮叮！叮叮！” 云云打着哈欠,接着用它的脏手揉它的眼睛，看

着闹钟的时间。“哎呀，已经十点钟了！我要赶快吃早餐！”。云云急

忙刷牙和换衣服，赶紧地坐电梯。到了出口时，它看见了昨晚的那位

文员。“老板，你还没交钱呢！”。云云想回答，但是它要抓紧时间找

它的爸爸，没有时间跟前台文员交流。 

云云随便找到了一个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一个三明治，和一

些饼干。服务员问他怎么付钱的时候，云云回答了，“你跟我爸爸

说。”，就开始走了。服务员对他喊着，“哎！你的爸爸到底是谁？”，

但是云云没听见，它已经走出去了。 

在街上，云云到处问陌生人它的爸爸在哪里。一位年轻人问着，

“你的爸爸是谁？”。云云兴奋不已地回答，“特朗普！“。年轻的人哈

哈大笑了一下，说，“特朗普？你这是搞笑吧？”。又过了两个多分钟，

一位商人对它说，“特朗普？你疯了！让开，别耽误我的时间。”，就

着急地跑开。云云看着他的背面，觉得那个人很不礼貌。这时，他发

现了那个人的衣服有一些字：“特朗普房产公司”。云云对他叫着，”先

生！等一下！你是不是跟我的爸爸一起工作？“。 

云云追着商人，追到了一个很高的塔。它上面有一个大标志，写

着“特朗普塔”。云云看着，说：“对，就是这里。”它看着它的周围，

又看见了那位商人。云云的眼睛张大了。他正在跟他爸爸，特朗普，

交流呢！云云兴奋地喊，“特朗普！我是你的儿子！特朗普！”。特朗

普和那位商人向他看。商人说着，“哎呀，又是这个笨蛋。”。云云跑

到特朗普的面前：“爸爸？”。特朗普对小牛微笑。“云云，你该起床

了。” 

云云张开了它的眼睛。农民对着他问，“睡得好吗？”。云云回答，

“爸爸，我刚才做了个最奇怪的一个梦。” 

（指导老师：赵晖） 



 

 

 

 

 

 
 

（Kara Piacenti，9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由禅让制想到的 

Anna Hu（14 岁） 

中国历史上尧把领袖位子让给了舜，舜又把位置传给了禹，这是

禅让制。如今世界上有各种政府形式：民主，帝制，共和国，极权主

义，法西斯主义，专政，共产主义等，哪种政府比较好呢？今天我要

把民主和专政比一比，看一看各种政府的好处和坏处。 

民主是一种代议政府。每个公民都可以投票，选自己要的候选人

去代表他们。有最多票的候选人就被选上了。美国政府就是一个民主

政府。 

专政也是一种国家政府，可是只被一个人控制，叫独裁者。国家

的公民没法操作国家。在一个专政国家，独裁者一直领导到他死掉为

止，然后她的儿子或者女儿会接替他。北朝鲜就是一个专政国家。 

民主还是专政比较好？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控制他们的政府。在

专政国家人民对政府一点儿控制都没有。可是，好多时候民主国家选

的人不一定是正确的人。一个非常基本的例子是；候选人一说一加一

等于三，他也说他喜欢狗。候选人二说一加一等于二。候选人二是正

确的，可是候选人一有比较多的人给他投票，所以他就当选了。 

专政的坏处是人民没有很多自由。比如，人们要离开国家，几乎

不可能，非常难。到处都有摄像头，政府天天看着你干什么，听着你

说什么。报纸和新闻都被审查了，有没有说国家不好的话。如果公民

不喜欢领导人，他们就没办法。一个国家有很多人，不可能每个人每

件事情都同意。这样子有可能人们会暴动。可是，如果有一个好领导，

没私利的人被选上了，专政也可以让每个人都成功。 

所以哪种政府是最好的呢？这要你自己决定。每种政府都有自己

的好处坏处，没有一种完善的政府。 

（指导老师：赵晖）  



 

 

 

祖先的传统文化艺术 

Sophia Dai（14 岁） 

中国的传统艺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传统艺术有汉字书法，中国

画，和瓷器等。 

我们最早的汉字叫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我觉得甲骨

文的字一点儿不像我们今天的汉字！几千年之后，“金文”变成中国人

用的字母。华人是把金文刻在钟和鼎上。钟和鼎是用青铜器做出来的，

那时，没有很多人会用青铜器做出东西，又过了好几年，秦始皇用

“小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人们觉得小篆写出来的字很高贵。后来，

我们有“隶书”，隶书很像今天用的汉字，你一看就能认出一些字！ 

中国汉字历史里面也有些很漂亮的毛笔字体，特别的一个就是王

羲之写的《兰亭集序》，我们今天也叫它“行书”。还有张旭的《古诗

四帖》，我觉得《古诗四帖》的字画得很漂亮，很像草！ 

每个毛笔画会有一个印章，印章就是像古代的签字。印章上面的

字有两种：凹下去的字和凸起的字。凹下去的字就是刻到印章里面的，

刻出来一个字或是一个图画，这是红底白字的。凸起的字或图画就是

把字旁边的石头刻掉，是白底红字的。 

中国画里有一种传统的画叫“手卷”。手卷不像今天的图画。它们

很长很长的，都会有几十尺长！手卷一般是卷起来的。欣赏的时候，

你要先把一段拉开。欣赏完，就把那段卷起来，再打开一段欣赏。手

卷的画不是我们平时看的焦点透视，是散点透视！你能看到好几个东

西！ 

瓷器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做瓷器的国

家。很多国家会做陶器，但是他们都不会做瓷器。瓷器都来自中国，

所以中国就叫瓷器。 



 

 

 

宋朝做的瓷器很出名。那时，他们把做瓷器的地方叫“窑”。定窑

以生产白瓷出名，他们有做孩儿枕。宋朝还有哥窑和钧窑。哥窑做的

铁线金丝瓶非常漂亮！钧窑做出了红色的瓷器。元朝做出了著名的青

花瓷，青花瓷是蓝色和白色相间。蓝色燃料是从伊拉克国家进口到中

国的。青花瓷里面的图片有汉族文化，波斯文化和蒙古文化的融合。

清朝制造了彩色的瓷器，比如“五彩盘”和“福桃瓶”。 

中国古代的汉字书法，中国画和瓷器真的不像我们今天的汉字书

法，国画和瓷器。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中华历史，就能更多地知道我

们祖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指导老师：赵晖） 

 

 

  



 

 

 

秋天 

宋卓芸（16 岁）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很美好。在春天，树上都开满了花，地上

的雪都没有了，你可以听见动物在起床，鸟在唱歌。在夏天，全身都

热，外面也热，窝里也热，很好的天气去沙滩游泳。在冬天，动物都

睡了，天气也凉了，很好的时候去玩雪。那秋天是什么样的呢？在秋

天，树上的叶子很漂亮，天气不热不凉，正合适。很适合跟朋友们出

去玩！ 

树上的叶子有红色，黄色，棕色，还有紫色，这些颜色放在一起，

很像一个美丽的图画，很令人感觉奇妙和舒服，许多人都和家人朋友

一起走到外面看枫叶，有的家人还带着他们的朋友，开到很远的地方

去看枫叶。 

在秋天的时候，还有很多大家都庆祝的节日。比如说，感恩节，

万圣节。在万圣节，朋友们都穿万圣节的服装，挨家去要糖，要完糖

之后，每个朋友的袋子里都装了满满的一袋糖，大家睡觉前，都吃了

满肚子的糖。在感恩节，大家都吃火鸡，玉米，土豆，干粮，还有蔬

菜和蛋糕，一起团聚，感谢这一年的收获。这些节日，让秋天更漂亮，

更感人。 

秋天的天气，不冷不热正合适。所以，大家都能感受到秋天的美

好，从树叶到节日，秋天是一个快乐的季节。 

 

（指导老师：赵晖） 

  



 

 

 

贪婪的公主 

李健（14 岁） 

从前在阿拉伯半岛有一位年轻的公主。她的父亲决定该是她结婚

的时候了，来世界各地的求婚者都追求她，要求和她结婚。 

公主拥有她想要的一切，但她从未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所以她将

搜索范围缩小到了那些拥有最好礼物的追求者。她选择的三个追求者

是 Abioye，Adisa 和 Adebowale。为了决定她要嫁给谁，她告诉他们

所有人都要去皇室。当他们在那里时，她问他们一个问题，“我为什

么要嫁给你？” 

Abiodye说：“我亲爱的公主，如果你嫁给我，我将把我的一生和

全部献给你。你将永远被我在心灵，身体和精神上全神贯注。” 

Adisa 说：“我亲爱的公主，如果你嫁给我，你会得到任何你想要

的东西。如果你把第一次婚姻交给我，我会做任何事情来给你你想要

的东西。” 

最后，Adebowale 说，“我的公主，如果你嫁给我，你将获得世

界上所有的财富。我家的金银宝石和财物都属于你。然而，所有人最

大的恩赐将是我内心的所有爱，我愿意给你。” 

可是Adebowale并不爱公主。他只想要结婚，因为这会让他出名

并让他得到一半的王国的钱。不幸的是，公主并不知道。她很贪婪，

只看到她与 Adebowale 结婚后会获得的财富，所以她将 Abioye 和

Adisa 送走，并与 Adebowale 结婚。因此，Adebowale 完成了他的任

务。Adebowale 和皇室公主离开了宫殿，一起住在一个新的宫殿里，

国王为他们建造了这座宫殿。Adebowale 假装爱上了公主，只过了几

个星期，他给她金银宝石和礼物。公主在结婚后的两个月真的很开心。

但是，有一天，Adebowale 决定是时候接管这个王国了。所以，有一

天在公主睡觉的时候，Adebowale 杀了她，然后潜入城堡并杀死了国



 

 

 

王和王后。当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Adebowale 成为了国王。他拥

有他曾经想要的一切，公主的贪婪导致王国陷入了混乱。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并不总是好的。 

 

（指导老师：赵晖） 

 

 

（Chelsea Li，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赏金猎人 

张晔洋（14 岁） 

很久以前，在远处的一个星系中，有一个名叫李健的赏金猎人。

他住在 P100X 星球上，是一个采矿殖民地。他的工作是帮背后的老板

们收钱。因此，他不是最受欢迎的人，但他幸存下来，并与他的生活

同行。 

有一天，他得到了老板的任务。他要向一位名叫安德鲁罗的人收

取 3000 美元，这是为他的太空船付款。这是一项正常的任务，当他

去收钱时，他一无所知。当他到达地址时，他找到了一个简单，正常

的房子，没有任何异常。他敲门，

等待回答。门打开了，露出一个中

年男子，头发凌乱，身材瘦削。李

健 说 ： “ 你 好 。 我 是 来 自

CostcoBountyServices 的李健。我

来这里向你收取 3,000 美元的款项，

你欠 CostcoInc.的“，安德鲁回答

说，”我对 Costco 不欠任何东西，

请问这是为了什么？“”这笔付款是

为了对你的太空船进行维护。“安

德鲁回答说，”哦，是的，我记得

这个。我真的没有这笔钱。你能晚

点回来吗？“李健回答道，”不，我

现在要收 3000 美元，否则我将不

得不拿你的 3000 美元财产来抵押

那 3000 美元。“ 

突然间，一声巨响。随着枪声响起，当安德鲁开始跑向他的太空

船时，李健被击中了肩膀。“停一下！”李健试图站起来喊道，但由于

失血而摔倒了。当安德鲁跑进他家后面的森林里时，李健爬到他的车



 

 

 

上，抓起绷带和吗啡。他服用吗啡并用绷带包扎伤口。在他的车后面

是一个笼子。在笼子里面是一只 K9 狗，他释放了这只狗并给了狗安

德鲁的衣服样品。狗立即开始奔向森林，捕捉到安德鲁的气味。李健

跟在后面，因为受到了伤口的轻微阻碍。 

随着他们走得更深，李健开始担心他们已经失去了他。然而，狗

突然开始向房子的方向跑回来。李健紧随其后，喘着粗气，伤口开始

悸动。然后，当他们越过空地时，他正爬上他的太空船，即将爆炸进

入太空。李健将他的步枪瞄准了火箭，并将火箭炸成碎片，导致安德

鲁和宇宙飞船坠落在它的侧面。李健跑到驾驶舱，把门打开，露出受

伤的安德鲁。他把他拖出去，给他戴上手铐。“你因为逃避逮捕和殴

打人员而被捕。”他把安德鲁放在他的车后部，然后开车送安德鲁去

监狱。 

安德鲁的所有财产后来被没收并拍卖以偿还他的债务。李健回到

了正常的收债日子，并过着正常的日常生活。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一个笨蛋 

罗安喆（14 岁） 

假如我是一个笨蛋，我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 

很多人总是很讨厌笨蛋，但我总觉得笨蛋也有它自身的好处啊。

真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本人不是笨蛋，也不算聪明，但是我

总是觉得当笨蛋要比当天才好很多。 

或许笨蛋可以比我们少很多的考试，少很多的作业，少很多的压

力，少很多的烦恼，少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既然不能成为一个笨

蛋，幻想一下也不是我的错吧。 

我不怕考试，我只怕分数和压在身上重的无法喘气的期望。大人

们总是一厢情愿的把我当成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分数

期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对于这种东西，我还是能够一笑而过，

并不去和他们计较。但我承认，有些时候还是会或多或少受到那么一

点影响。可是，笨蛋就不会天天为名次期望所困，妈妈一定不会硬要

你成材，或许会和蔼地鼓励你。而我，失败后只能挨骂。小时候，我

一直听大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现实看来，失败只会给你带来

别人的冷嘲热讽。 

每个礼拜，都有如同噩梦般的小考试一个一个像洪水猛兽一样向

我扑来。尤其是西班牙语的考试，接连两次测试的失败，严重的打击

了自己的信心。我妈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地跟我说，内容总是千篇

一律：考试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只有 93 分？有没有总结原因？下次

考试要怎么办？你考不进大学怎么办？我每次总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我

的房间里，心理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幸亏我心理承受能力强，在

一次又一次严厉的打击之下挺住了。可是，笨蛋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

妈妈一定不会狠批一顿，或许如果有一点点的进步，妈妈也会表扬他。

而我，即使是进步也会一样挨骂。 



 

 

 

英语数学人文科学。为什么老师总会给我们亲爱而短暂的周末蒙

上一层阴影？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那么喜欢让我们做一遍

又一遍的题目，算一次又一次的习题。就仅仅因为我们有时大脑不小

心的短路，就代表我们从来不听？代表着我们是坏学生？每天课堂里

要做的题目就可以烦死一头，不，是一群牛，再加上漫天乱飞的笔记。

大家一起哀悼我可怜的脑细胞，就这样一个个的死掉。哀悼我每天 5：

30就要起床，去赶校车。假如我是笨蛋，也许我也不会被逼着去上重

点中学，然后去上重点高中。请大家为我默哀三分钟。每天如果没有

完成作业，或者把作业忘在家了，那么至少要被老师扣分。扣分就扣

分吧，但是回家以后还要被妈妈莫名其妙的问 30 分钟：你为什么没

做作业？知不知道 GPA有多重要？你去看看人家孩子，你为什么不能

像他一样?可是,笨蛋如果不做作业，妈妈一定不会一天到晚批评他，

或许会很宽容的手下留情。而我，一旦没完成作业，就会倒霉。 

我不是笨蛋。我要比笨蛋多很多很多的烦恼。或许我没有当过笨

蛋，也不会知道笨蛋是不是也会有他的烦恼。所以，我还有一点羡慕

的空间，羡慕他们比我快乐一点。 

假如我是笨蛋，我会不会也开始不停的抱怨笨蛋的烦恼呢？ 

假如我是笨蛋，我会不会也开始一点点掐死自己的幻想呢？ 

假如我是笨蛋，我会不会也开始想象当天才是怎么样的呢？ 

假如我是笨蛋，我会不会也开始想象……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一只鸟 

Anna Hu（14 岁） 

每天早上，我得六点起床。起完床马上就得去上学了，上课上七

个小时。上完课我回家，做作业，吃饭，刷牙洗脸睡觉。然后每天再

全部重复一边。如果我是一只鸟，我不用上学。可以天天在外面飞，

飞到我飞不动了。我得自己找东西吃，找地方睡。可是，我可以什么

时候要起来就起来，什么时候睡觉就睡觉。如果我是一只鸟，我能跟

着地上的人看看他们每天干什么。 

我不是不喜欢上学，可是有时候每天早早起床去学校做一样的事

情会累。每天我看着教师窗外面的小鸟飞来飞去，一起闹着玩儿。它

们不用早早赶着睡觉，所以每天能早早起来。每天过得就像周末一样

的。 

如果我想去迪士尼玩儿，我们得开车开十二个多小时！如果要去

加州，得做六个多小时的飞机，还得转机。小鸟就不用，它们要去就

去，自己飞就可以了。一飞就能跟云彩一起飞，能跟飞机一起飞。天

上的风景应该不错！飞累的时候就到地上跟蚂蚁一起爬。 

当一只鸟只有几点坏事。找食物吃比较困难。每天早上妈妈给我

做早饭和准备带去学校的午饭。晚上她也给我和妹妹做好吃的晚餐。

鸟只能在外面抓虫或者吃地上捡起人掉的饭。晚上它们得在外面睡在

树上，不像我有一张舒服的床。 

如果我是一只鸟，有很多我可以干的事情；到处飞，天天玩儿，

或者随时起床睡觉。可是，也有比较差的方面。如果我是鸟，我得自

己找饭吃。妈妈不能给我做好吃的炒饭或者蛋饼。我没有床睡，得睡

在树上。最后，全部都考虑的话，我觉得当人还是比较好的。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一条龙 

吴海伦（14 岁） 

假如我是一条龙，我要是一条神奇的，喜欢帮助人类的龙。 

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突然变成了一条腾飞的巨龙。我

是一条神奇的龙。我从窗户里飞到天空中，我看到在一些农民的田地

里。寸草不生，干旱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地里都又干又热，谁也呆

不住，他们都不能干活了，人们都没有东西吃。孩子们又干又瘦。看

到这个情景，我想我得发挥我神奇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我深深地吸

了一大口气，吐出去好多好多的水。水哗哗的流到地上了。苗子慢慢

的长了出来。农民们都来看。他们快乐地叫了起来，“我们有救了！

谢谢大龙！”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我为我能帮助他们感到很欣慰。 

我飞着飞着。忽然，一大阵风打到了我，好大的风呀！原来是北

卡的飓风刮过来了。我向下一望，很多房子已经都淹在水里了，有的

房子已经都毁坏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很多地方已经都停电了，道

路不通，人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时候，我腾飞到高高的云端里，吸了

一大口气。把下雨的云都给吸走了，雨立刻停了。接着，我又把洪水

吸到肚子里去了。飓风过去后，我开始给人们送瓶装水，还有粮食让

他们吃。还给了他们带好多工具和木头，让他们能快一点去修他们的

房子。看到人们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了。我为我又能帮助了人类一次，

感到自豪。 

我醒来后，我觉得我不仅要做一条造福人类的龙，更要做一位爱

帮助人们的人。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一棵树 

宋卓芸（16 岁） 

温暖的太阳照在我的肩膀上，很舒服。松鼠爬在我身上，有点儿

痒。小鸟坐在我的胳膊上，睡起了大觉。蚂蚁在我的脚下，筑起了家。

我给人们荫凉，我给大家氧气。我的任务很重大！没有我，大自然不

会这么好，不会这么美丽。 

假如我是一棵树，我会站得很高，快碰到天的感觉。我看见蓝蓝

的天，白白的云，他们的形状，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很享受这种感

觉，像在一个美好的梦里，永远不想起来。我站得又高又直，还能看

到天上飞的鸟。黄的，红的，黑的，蓝的，都能看到，很漂亮。 

假如我是一棵树，我每天会体验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自己成

长，不用吃东西，也可以活几百年。首先，二氧化碳和水进入我的身

体，然后太阳的光，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葡萄糖和氧气。我再把

氧气送出来，大自然就有了新鲜的空气，就可以帮助人和动物们呼吸。

我的这份工作，非常重要。地球上的生命都需要我。这是一个多么奇

妙的过程啊！ 

假如我是一棵树，我的朋友也很多。每天都有小动物和我在一起。

他们有的在我脚下睡觉，有的在我脚下玩，有的每天在我身体上爬来

爬去，有的还在我的肩膀上唱歌。不管怎么样，这些小动物都带给了

我快乐，我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总的来说，假如我是一棵树，我会经历美好的事情，经历不一样

的生活，会帮助人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指导老师：赵晖） 

  



 

 

 

 

 

（Andrew Y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假如我是在中国长大 

Sophia Dai（14 岁） 

去年暑假，我去中国旅游。在那儿，我经常问我自己：“假如我

是在中国长大，我会是什么样子呢？” 

假如我是在中国长大，我会跟我大家庭的亲戚们更熟悉。我去年

去了中国，见了姥姥，爷爷，奶奶，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我爸爸妈

妈的兄弟姐妹，表兄表妹，和我的表兄表妹。他们都对我很好，请我

吃饭，带我去买衣服，给我做好吃的，也跟我玩儿！我还记得和我的

表姐玩得很好。她和我都喜欢韩国的音乐，我们经常会讨论我们最喜

欢的偶像。如果我在中国长大，我可以每天跟我的表姐玩儿，每天见

我的亲戚。 

假如我是在中国长大，我会不会长得很胖？在中国，到处都有好

吃的。我姥姥住的房子对面有一个大广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早餐，午餐，晚饭都有！去年暑假我每天去对面喝个奶茶，吃个面条，

喝个鲜榨果汁，都非常便宜！中国人有这么多吃的选择，为什么他们

都那么瘦呢？我想了想，可能因为大家每天都走路，少开车。晚上老

太太们也在广场跳广场舞。 

假如我是在中国长大，我会在中国上学。去年暑假，我在烟台第

一小学上了两周的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每天有语文课，数学

课，体育课，英语课，音乐课，和传统文化课。我最喜欢上的课是英

语课！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我还喜欢体育和数学课。到吃饭时间，

学生会回家去吃午饭，睡个午觉。学生两点钟后才会回学校接着上课，

五点钟放学。我在学校见了很多好朋友。 

我想了这么多，可是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想到：我不会在中国出生，

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我家早就已经住在美国了。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妹妹，不是姐姐 

高瑞彤（14 岁） 

在我的家里，我是姐姐--我的妹妹比我小四岁。我，妹妹和爸爸

一块儿快乐地生活在我妈妈的“专制统治”下。如果妈妈让我把我的袜

子捡起来的话，袜子就应该已经在洗衣筐里面快乐地呆着。如果她叫

我把我的午饭饭盒从书包里拿出来，饭盒就应该在水池里乖乖的呆着。

但是，有的时候，这些规则不是每个人能遵守。比如说，我的妹妹就

有特殊例外。她可以跺脚，哼哼，哭，然后她就逃脱了。这就是为什

么有的是有我想假如我是妹妹，不是姐姐。 

如果我是妹妹，不是姐姐，我就可以每天在家里玩儿乐高和摆摊

儿，因为我的作业比我姐姐的少的多得多。当姐姐在写她的好多好多

的作业，我就可以把我的很少的作业写完，看会儿电脑，吃点东西，

玩儿。如果我是妹妹不是姐姐，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想要做的；

不象姐姐每天都坐在饭桌上写作业。我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假如我是妹妹，不是姐姐，我就不需要当妈妈的小白鼠了。比如，

当我上高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操心选课，因为我的姐姐都已经把

东西都搞清楚了。如果我是妹妹，我就可以慢慢的生活了，我可以看

我姐姐怎么学习怎么成长。 

哦，还有。如果我是妹妹，不是姐姐，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

候，我就可以问姐姐。当姐姐时，有的时候会遇到不知道怎么办的一

些情况只能问妈妈或爸爸，因为妹妹很小不懂很多事。但如果我是妹

妹的话，我就会有一个姐姐，一个小伙伴儿，她就可以帮我，照顾我，

如果我不惹她生气的话。 

如果我是姐姐，不是妹妹，我会有人可以问问题，我会有更多的

自由时间，和我不需要当妈妈的科学实验里的小白鼠。问题是，这是

不会发生的。怎么才能把我变成妹妹呢？我准备睡觉去做梦了。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我 

万灵心（14 岁） 

假如我是我，我会每个周末先爬到床上尽情地读书，在被子里舒

舒服服的，不必担心其它的事情。我会读到不想读的时候，然后去写

作业。我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学校的作业，因为这些作业很简单。可

是我还得做其它的功课，比如中文作业和弹钢琴。我必须花时间和精

力来做这些有难度又不太喜欢的事情，不只是为了让我的妈妈高兴，

也是给我自己的挑战。 

假如我是我，我喜欢花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虽然他们有时

候有点烦人，但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还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我想逃

避从妈妈那儿来的不间断的提问，躲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但是，每个

夜晚，我要数数我得到的祝福，包括爸爸妈妈给我的爱和关心。当我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经常想念我的姐姐，猜测她正在比我晚三个小时

的西海岸做什么。我祝愿她平平安安，工作顺利。 

假如我是我，我会花很多时间练习书法，然后仍掉那些不够好的，

只留下我最满意的。我会写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文章，但是我会边写

边笑，因为我喜欢。虽然有时我也想成为别的什么人或事，但是我就

是我。我很高兴我是我，为我所有的一切感到自豪，我就是我。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游戏高手 

Gordan Tao（14 岁） 

我小时候就喜欢玩游戏。我常常在中文学校看到比我大的小孩儿

玩我的世界，超级马里奥兄弟,和部落冲突。他们会一起哈哈大笑地打

游戏。我先玩的游戏是我的世界。我每天一放学就会去我的房间玩游

戏。我在三点开始，就可以玩到六点钟。妈妈看我每天玩两三个小时

的电脑，就开始担心我的学习和体质。一天，她终于把我玩电脑的时

间限于一个小时。 

过了一些年，在六年级时，我的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游戏，

叫反恐精英：全球攻势。那天回家的时候，我就买了反恐精英。我一

开始玩的时候，我就迷上了。过了两年，我现在玩反恐精英：全球攻

势的水平比我刚开始的时候高多了。 

我长大的时候想成为一个专业游戏高手。他们会去很多国家参加

游戏比赛。最好的反恐精英：全球攻势队每年可以赚七十万美金以上。

如果我是一个游戏高手，我就会去很多地方参加这些比赛，像巴黎，

伦敦,卡托维兹,和纽约。我会每天努力地练习，直到我是这世纪最厉

害的反恐精英：全球攻势游戏高手。 

（指导老师：赵晖） 

  



 

 

 

假如我是维也那男孩合唱团歌手 

Kyle Sheng（14 岁） 

我从小很喜欢唱歌，一个最大的梦想是加入世界上最好的维也那

男孩合唱团。我听了好多维也那合唱团唱的优美圣洁的歌，看了合唱

团的介绍，曰思梦想，我一天我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真的成了

维也那合唱团的小歌手。 

我到了维也那古老美丽的校园，校长热情地拥抱了我，说欢迎你

加入合唱团。合唱团歌手 JosephStallen 带我参观了校园。我看见了雄

伟壮观的大教堂，见到了著名的合唱团指挥 Giovannia,Giovannia 介绍

了我们要去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还参观了以后每天都要练习唱歌的宽

大明亮的练音室，我又遇见了我的从意大利来的合唱団室友马克。马

克看起来是个阳光、外向，友好的男孩，很喜欢微笑。 

第二天七点钟，我被窗外的阳光和鸟声唤醒，兴奋地开启了新的

一天。马克带我来到物理课教室，我还很惊讶，原来合唱团里的孩子

也要学习除了唱歌以外的课目，上完物理，阅读课后，终于盼望到了

唱歌课的时间。合唱团老师让我们躺在地上，放一夲书在肚子上，练

习呼吸。老师让我们用德语唱德国歌，美妙的和声在周围回荡着，听

见自己的声音融合在合唱团朋友中，时而高声激昂，时而低声吟唱，

我真的好开心。下午，每个合唱团的孩子都要练习自己选择的乐器，

每个孩子都会有世界顶级老师一对一的乐器课。我选择了长笛乐器，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进步很快，成为了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奏家。 



 

 

 

 

时间过的真快，一年后，老师终于通知大家要在神圣宏伟的圣保

罗教堂演出，我被选为在 AveMaria 歌曲第一个声部独唱。紧张地排

练进行着，盼望已久的圣诞演出开始了，我们穿着蓝白条纹的水手制

服，一字排开，悠扬的管风琴在教堂中响起，我开口唱出了第一个音，

听到自己声音回荡在教堂里这么优美，我顿时有了信心，面对成百上

千的观众，唱完了独唱部，又和合唱团朋友们声音自然交合在一起，

唱出了一首又一首激动人心的乐章，最后一曲，全场观众站起 

结束了，全场观众继续站立，持续鼓掌。很多人都鼓励我说你唱

的真好，我喜欢你唱歌时微笑，也有观众告诉我说我们的歌声唤醒了

他们美好的回忆。 

我很喜欢在合唱团的每一天。很感恩我是维也纳男孩合唱团的歌

手，希望更多的小男孩喜欢唱歌，赞美世界，加入维也那合唱团。 

 

（指导老师：赵晖） 

  



 

 

 

吹牛的小猪 

吴海伦（14 岁） 

从前，有一大片农场。有好多动物在农场上住着，还每天帮助住

那里的农民。农民喂动物们，他们就帮她干活。他们不干活的时候，

农民也不在了，他们就在一起聊天。在他们里面有一批猪，在农场就

他做最少的活。所以，他就说的比别的动物多多了。 

每天，他跟动物们吹牛他比他们好多少。马可以推二十草垛的话，

他就能推五十草垛.狗得有十分钟，猪说他在 5 分钟内就能做得完。他

吹的最多是他能吃多少的能量，因为他是个猪。农场动物们没跟他吵

架，因为他们做完活就太累了。他们都知道猪在那儿撒谎吹牛皮，但

是他们把他们的力气都用在劳动那儿了。 

有一天，一只小兔子来到了农场。她是特别瘦，看上去像都没有

到一磅。那位农民把她带来就跟他的孩子们玩，所以她干的活也不多。

但是，他不爱跟别的动物吹牛，又不喜欢撒谎的动物。她听到猪吹牛

他能比牛吃的东西多，她就生气了。为什么他能吹牛，其实他啥活也

不干，就每天又偷懒，又吃的胖胖的。 

“猪，我想跟你来一场吃的比赛。你能赢的话，我就把你所有的

活都干了。我赢了的话，你永远不能跟任何动物吹牛。”猪哈哈笑得

说：“行，小兔子。咱们明天太阳降落的时候，就开始比。明天，我

开始给你写一个我每天干的事的名单。”，别的动物们希望猪输了，

但是小兔子就那么小，怎么能吃那么多呢？ 

在比赛之前，小兔子就什么也没有吃，都快要饿死了。但是，她

有信心能把小猪给打趴了。有的动物让小兔子吃几口食物，但小兔子

一小口也没有动。猪在他那儿把他的所有的食物都给吃了，就去睡觉

了。 

时间到了，猪和小兔子见面了。动物们已经都找了两大堆食物，

小兔子和猪都看不见别的，就能看见那么多吃的。一只公鸡讲了规



 

 

 

则：”谁能把他们的一大堆食物都给先吃完，他就赢了这个比赛。太

阳出来以后，谁吃的最多就赢了。“他叫了一大声，”一，二，三，吃！

“比赛就开始了。在吃的时候，猪又笑，又贬低小兔子，告诉她他怎

么都容易就要赢了她。小兔子根本不听他，就不停的吃。猪看小兔子

没有反应，就跟另外的动物夸口，动物们就快烦死了。 

太阳出现了，猪才吃完了半个堆，小兔子把全部的食物都给吃

了。”小兔赢了！“动物们高高兴兴的跳了起来。猪快要哭了的问小兔

子，”你那么小，怎么赢了？“ 

小兔子看了猪一眼，告诉他：”我不吹牛，我能干啥还是不会干

什么。我做到我会干的，也不会撒谎我不会干的。因为你没有仔细干

活，所以你就没有赢，你就吹牛还不如不说。“猪从此以后就不跟任

何动物吹牛了。他永远也没有再跟别的人撒谎。 

（指导老师：赵晖） 

 

(Grace Li，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学校的故事 

Nina Song（16 岁） 

今天是星期一，明明第一天上新学校。学校的名字叫“艺术小学”。

明明觉得很激动。他想交到更多的朋友。明明走到了学校的大门前，

看到学校很大，旁边的公园很美丽。他进了学校，走到大办公室，然

后签了名。后来，他就去找他的班级，是在一年级二班。走进教室，

明明先见到他的两个老师，张老师和明老师。他们都很年轻，爱穿漂

亮的衣服，而且很爱欢迎新同学。张老师教的是美术，明老师教的是

舞蹈。明明非常喜欢学艺术。他觉得未来他会很开心！ 

上课之前，老师们让每位同学都说一说自己的名字和他们喜欢的

动物。明明的答案是兔子，他觉得兔子很可爱，明明最喜欢的兔子是

黑白色。明明的班里有三十五位同学，所以同学们用了很长时间才介

绍完。介绍完了之后，已经下午一点，都该吃中午饭了。同学们在教

室外面排好队，然后走到食堂。食堂的空间很大，能成很多人。明明

吃了鸡肉，蔬菜，还有米饭和汤。食堂的饭做得很丰富，又很好吃。

明明吃完了饭，开始跟他旁边的同学说话。不久，明明又交了两位新

朋友，方方和小米。 

小小的舞蹈课很好玩。明明的班学会了很多不错的舞蹈动作..... 

晚上，明明要回宿舍睡觉，宿舍里的床和物品都准备得很美丽。

明明洗完澡，跟同学们说晚安，然后就睡了。今天的课非常好，明明

迫不及待地等上明天的课。 

指导老师（赵晖） 

  



 

 

 

足球赛 

孙瑞和盛凯乐（14 岁） 

在 2010 年 6 月 10 日的阴暗之夜，一个小男孩出生在北京的协和

医院。他五个月大就出生了，太早了。反而，出生的程序一点儿问题

都没有。他的妈妈给他起名叫刘伟，意思是强大,非凡。他的父亲等着

他长大做伟大的事情。当刘伟年轻时他总是很安静，虽然他的父亲是

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刘伟看起来并不像他对任何运动感兴趣。当他

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一起玩的时侯，他没有和他们一起玩。他只想玩他

的玩具车。人们认为非凡的儿子刘伟踢足球非常糟糕，但是在 2017

年的早晨，刘伟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真正实力。 

刘伟现在快七岁了，跑步时，瞬间发力很快又灵活。他都比大部

分的十五岁的中国孩子跑得还快。刘伟在场地上踢球时，最放松了。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使出他的全力。所以，这一年，他被放在一个十

五岁的球队。就这样，一个七岁的孩子在一个十五岁的球队，刘伟还

是这个队上的球星。在 2017 年的一个早晨，他会跟他的球队竞争中

国十五岁以下的冠军。这一场比赛，是刘伟人家看到他踢的最好的一

次。刘伟踢的是前锋的位子。每次刘伟拿到球他就像一个法师。就像

他在用魔法，轻松地过了人，让他们站的那里不动，好像在发呆一样·。

等比赛完了以后，对面的队都被气坏了。刘伟一个人踢进了七个球。

最后的比分是八比领。旁边的球迷都叫着，“小刘！小刘！小刘！” 

旁边的球迷里面也坐着一位中国球队的球探。他看见这个七岁的

小孩踢球者难得多的天赋，就过来对他说，“刘伟啊！我叫王秀英！

我是中国的球探。你踢球有这么多的天赋！你明年想不想来加入我们

的中国儿童足球俱乐部？” 

刘伟回答高兴地说，“好啊！” 



 

 

 

王秀英更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从来没见过小孩有这么多的天

赋！我能保证你 2026 年就可以在中国的球队上踢了！我觉得吧，你

在队上，中国足球队还真的有可能赢世界杯呢！” 

2026 年，六月十三号的晚上，中国足球队在准备明天的世界杯

的决赛。马塞洛里皮，中国球队的主教练对他的队员们说：“咱们已

经到这一步了。这个球队是中国历史最强大的了。明天我们就要踢决

赛了。刘伟，你要是像上周那样踢，我们一定可以赢巴西的。你们都

要信任彼此。好，我现在讲一件战略。咱们中场拿到了球尽量传给刘

伟让他一对一对方的后卫。要是刘伟不是一个选项，就传给咱们两个

边锋，丁李杰和张永。谁拿到了球，尽量先传到差不多角球的那一部

分，踢一个高球，让刘伟头进球门。那是刘伟最擅长的了。好了我们

去睡觉吧，早睡早起。” 

队员们都站在一圈儿，“一，二，三，中国！我们肯定能赢得。”

队员们都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球队已经在球场了。好几万人都去看比赛。马塞洛

里皮对他的队员说：“大家，放松，我们只要配合的好，传球传到位，

我能保证咱们可以赢。刘伟，你今天是队长。”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中国球队围了一个圈：“一，二，三，中国

胜利！” 

在上半场，刘伟突破了左边。沉浸在空间中，对手的最高的球员

的速度总是会给主队的第二号造成问题。在半场哨响之前几分钟，张

永冲过了对方的左后卫，传了一个寻找的高球。刘伟立马看见了这个

机会，就跑到门旁边把足球头进门里面。第一场结束了，巴西队的教

练很生气，因为他的队在输。他不想让他最厉害的高个子去踢，因为

他不想让他累着，所以没有选择的教练就把内马尔放上场。每一次刘

伟的队试着从内马尔拿球，内马尔会装得像他被刘伟的队友碰到了。

利用这内马尔的不光彩的行为，巴西获得了两分,也让了他们得到了更

高的分数。 

刘伟很生气，他从小总是把巴西视为榜样，但是现在他们在用邪

恶的策略。刘伟把他的盲目愤怒变成了击败巴西队的决心。他首先向



 

 

 

巴西队发表了衷心的演讲给他们讲了作弊有多糟糕，令他惊讶的是，

另一支队伍中最高的球员回答了说:我是阿韦拉多，我在这个球队上踢

了很长时间了，看见了这个球队的垮台。巴西队以前是一个很强大很

厉害的队,我们的团队合作和传球技巧令人惊叹，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的

队立即降级，因为这么多像内马尔的糟糕球员。刘伟被这个言语感动

了，跟阿韦拉多同意，他们应该有一个公平 l 的比赛。巴西队同意把

内马尔赶出巴西队，大家尽力而为，然后足球比赛又开始了、阿韦拉

多立马就往球门冲，因为他的速度超过了每个人，就进了一个球。但

是一个球队不能总是只依赖一名球员。所以第二次阿韦拉多往球门冲

的时侯，刘伟和他的队员很快就把球抢走了。张立立即开球并将球传

给了刘伟，刘伟那这球往球门冲，但是阿韦拉多赶上了他，所以刘伟

立马把球传给了李杰，李杰把球运下了场，然后把球踢到天上。大家

都认为球已经消失了，但是六位看了到了这个机会，就把球倒勾了到

球门里。 

最后，中国队终于赢了巴西队！ 

 

（指导老师：赵晖） 

  



 

 

 

小鸡找家 

Anna Hu and Sophia Dai（14 岁）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一只小小的鸡在他的家里睡觉。外面的风

很大，雪下的又大又厚，看不见什么东西。忽然，风吹得很大很大，

把这个小鸡的房子吹倒了！小鸡害怕外面的风，就跑来跑去找掩蔽。

可是，风一吹，就把小鸡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小鸡撞晕了，不小心

昏倒了。。。。 

我慢慢张开眼睛，看见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大地。我在哪里？

这个神奇的冰粉沫是什么？妈妈呢？爸爸在哪里？弟弟还行吗？忽然

间我想到了，半夜是不是有个暴风雪? 

我的房子被吹走了！完了，现在要干什么？！我没房子，没家鸡，

没饭吃，这边一个动物都没有。我越想越伤心。我舔到了一个，两个，

三个咸咸的眼泪，流下我的黄黄毛毛的脸。三个眼泪变成一条小溪，

一条小溪变成一条大河。我没感觉到，我躺回雪地里睡觉。 

过了几个小时，我醒来了。大雪终于停了。我左看看，右看看，

什么都没看到，都被雪盖住了。妈妈，爸爸，弟弟都不见了，我要去

哪儿？跟谁住？我往上看，看到了又黑又亮的漂亮的夜景。很多很多

的小星星。哎？我可以跟着北极星走！我应该见到几个农场和动物，

应该能找到一个家！明天早上，我就出发！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很早就醒来了。天气还是很冷，可是太阳已

经把一层雪化掉了。我开始往北走。走了很久很久，终于走到了一大

片绿。绿上面站着一头牛！我开始叫，“嘿！牛哥哥！牛哥哥！可以

帮我吗？” 

大牛哥慢慢转了他的黑白黑白的大头。“你要什么？”他问。 

“你们这边有暴风雪？你的家人有被吹走吗？” 



 

 

 

“暴什么风雪。我们牛什么灾害都能受过。动都不用动。” 

“哦，那太好了！我能跟你们住吗？我会帮你工作，做饭，都可

以。好不好？” 

“不，你对我们没有用。去找别的动物吧，我们不要你。” 

“你们不要我？” 

“不好意思，小鸡。往北再走几天，还有一个农场，问他们吧。” 

“噢，好吧。谢谢。” 

所以我闷闷不乐得开始走了。 

“下一个农场可能会要我。”我告诉自己。今天外面那么漂亮，不

应该那么伤心。 

过了一个星期，我听到讲话的声音！我再走快了一点儿，终于看

到了一只羊往我的方向走来。 

“你是谁？”他喊。 

“我的名字是小鸡！我的家被暴雪风吹走了。我在找个新家，可

以跟您住吗？我会干活儿，做饭，割草，都行！” 

“小鸡，慢一点儿讲。我老了，听不清楚！你的家被吹走了？” 

“对，” 

“哦，太糟糕了。对不起。” 

所以可以跟你住吗？” 

“听一听后面的声音。听见了吗？” 

“听见了，” 



 

 

 

“那个声音都是我的家羊。我们有三十几只羊，已经很挤了。再

加一只鸡我的头就要爆炸了。对不起小鸡，我的家太大了。” 

“哦.....好吧。你知道下一个农场在哪儿吗？” 

“往西走两天，右手边有一个小农场，他们应该能让你住。” 

“好吧，谢谢你。” 

我悲痛地转身往西面走。忽然，那只羊叫了出来： 

“小鸡，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一些好吃的果子！你应该先吃点食

物再走！” 

我跟着羊去他的家。在那儿，我吃了很多很多果子和种子，终于

吃的很饱。我有好几天没有吃饭！吃完了，小鸡说了谢谢，就往西面

走去找第三个农场。 

我没往回看就开始往西边走了。为什么谁都不肯让我跟他们住呢？

我开始失去希望了。我有什么问题吗？哎呀。我的腿已经走不动了，

我的黄色的毛变成褐色了。我好久没吃到真正好吃的饭了。我以后会

找到家吗？前方我看到了一棵大树，所以我就躺下睡觉了。 

“嘿！小鸡！你丢了吗？”一个奇怪的语音问。我张开眼睛，看到

一只鸡的脸。 

“对，我的家被暴雪风吹走了。我已经去了两个农场找庇护，可

是谁都不让我住。” 

“谁会让一个这么可爱的小鸡走开呢？你可以跟着我家住。” 

“真的吗！？”我开心地问。 

“真的，”鸡阿姨回答。我感觉像一个二十磅的石头从我背上被抬

起来了。 

“谢谢你！谢谢你！鸡阿姨，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不用谢，叫我鸡妈妈。” 

从此以后，小鸡跟她的新鸡家高高兴兴地一起住。他有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和他玩儿，每天早早起床干活儿，觉得很幸福。这个家是小

鸡可以要求的最好的家。 

 

（指导老师：赵晖） 

 

 

 

 

（Lucy Yang，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凯瑞中文学校（Cary Chinese School）是一所

501(c)3 非盈利教育机构，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

培养双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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