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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也快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我真想

跳进凉爽的池水里游泳。我在上海的家所在的小区里有一个露天

游泳池，每年夏天妈妈都会带我去游泳。那个游泳池不大，但也

分为深水和浅水的区域。我就在那里学会了蛙泳和自由泳。但是

我最喜欢的是和朋友们一起在水池里玩。我们有各种玩法，比如

比赛游泳，潜到水下捡硬币，玩水球，比赛憋气，还有时候会打

水仗。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忘记了时间，每次妈妈喊我回家时

天都快黑了，我还不想离开。想到很快又要回上海，又可以和朋

友们一起玩水了，我心里充满了期待。” 

就在孙凡琋小朋友满怀期待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

也迎来了《中文之星》第二卷第 2 期。本期《快乐的节假日》共

收录了 CHL 马立平四年级 Jean Xu 和中文四年级于国威老师班

级学生的 28 篇写作。此外，来自赵锦绣、赵蓓蓉和 Ellen Zeng

三位老师绘画班的小朋友贡献了 26 幅画作。 

特别感谢 Fiona Hartley，为我们精心完成了这一期的制

作编辑。 

《中文之星》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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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节日 

Lia Solomon（9 岁）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诞节。每年圣诞节是在 12 月 25

日。在圣诞节那天，我很早起来跳下床。我穿上衣服，跑下

楼梯。哇！下来楼梯时候，看见一个又大又美丽的礼物！我

到一楼时候，我又看见好多礼物啊！他们都很漂亮。 

 
  

我看见一个大的礼物有我的名字。我走到大礼物旁边，

剪断黄色的彩带，打开盒子。里面有一件大毛衣！我很高兴！

接着我又打开一个礼物。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啊！每年我的妈

妈给我好玩的玩具。 

  

  



 

 

 

妈妈从楼上下来时候，我就说谢谢。我的妈妈说不客

气。妈妈走到厨房里，问我：你要吃早饭么？我说好，就坐

下吃麦片，喝一点牛奶。我吃完了飯，就要去玩雪了！  

 
  

  我穿上妈妈送我的大毛衣，就开门出去。在外面，雪

从天上飘下来。 我做了一个大雪人，还去一大斜坡上滑雪。

玩了一个小时后，我的妈妈就叫我回家。我进了门，妈妈就

给我一个杯子热巧克力奶。这就是是为什么我最喜欢的节日

是圣诞节了。 

  

  

 
 

（指导老师：于国威） 



 

 

 

中国的回忆 

陈天明（9 岁） 

2018 年夏天的一个凌晨，我和我的家人坐着朋友的车

去了机场。我们要坐飞机到中国。  

第二天的下午飞机抵 达了上海，我们出了机场然后住

进了旅馆。 旅馆非常漂亮，有各种各样的园林建筑。我们把

东西放进旅馆后，就去看旅馆里的各种亭子和假山。 

 

 

(Ian Hu, 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后来， 我们去了迪斯尼乐园。里面非常热闹。有一个

坐船的地方非常有趣, 在船上可以看到很多迪士尼的人物。

晚上还有烟火，可是太挤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 

我们后来去了东方明珠。从上面看下的景色非常飘亮。

我们先去了一个透明地板的地方。我上去的时候，有一点害

怕，因为透明地板在很高的地方，地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当

是过了一会，我就习惯了。我们后来去了一个模拟飞船的地

方。那里可以从塔顶看上海的建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用 VR

看宇宙。 

我很满意这次上海的旅行。我以后还要再去上海。  

 

（指导老师：Jean Xu） 

上海的回忆 

孙凡琋（9 岁） 

去年冬天，我和妈妈从上海来到北卡，定居下来了。当

时，北卡也挺冷的，还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洁白的雪就像给

大地盖上了一层雪白的地毯。上海下雪的时候不多，要下雪

也常常不能积雪，因为污染融化了雪。所以我更喜欢北卡的

冬天，可以打雪仗，堆雪人，还可以参加滑雪或者溜冰活动。 

三月的时候，北卡的樱花开了，粉的，白的，一朵朵，

一簇簇，布满了枝头，真漂亮。让我不由得想起在上海我们



 

 

 

小区里的樱花树。樱花盛放的时候，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樱

花的花瓣就会随风飘落，远远望去美极了。我和朋友们看到

后，就去摇晃树干，让更多的花瓣掉下来，自己站在落下的

花瓣中，感觉像仙子一般。当花瓣铺满地面，足够堆成一堆

了。我和朋友们又用树枝或扫把落地樱花堆成一堆，然后抓

一把往天上扔。樱花落地到处都是。在你的头发，身体，还

有衣服上。我们还拿了几个塑料杯，把樱花和树叶放进去，

摆成像饮料的样子，或是做成樱花饼的点心，装作喝下午茶

的样子过家家呢！每逢这个樱花的时节，我和我的朋友们总

是玩得很开心！所以北卡的樱花让我怀念起上海还有我的朋

友们。 

 

 

（Christy Wang，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也快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我真想

跳进凉爽的池水里游泳。我在上海的家所在的小区里有一个

露天游泳池，每年夏天妈妈都会带我去游泳。那个游泳池不

大，但也分为深水和浅水的区域。我就在那里学会了蛙泳和

自由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和朋友们一起在水池里玩。我们

有各种玩法，比如比赛游泳，潜到水下捡硬币，玩水球，比

赛憋气，还有时候会打水仗。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忘记了

时间，每次妈妈喊我回家时天都快黑了，我还不想离开。想

到很快又要回上海，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水了，我心里充

满了期待。 

我还期待回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更喜欢中国的食

物。就像上海的小笼包，薄薄的皮，包着满满的肉馅，咬一

口，满嘴都是鲜美的汤汁。还有桂花糖藕，甜甜糯糯的，冰

镇以后，格外清凉可口。我还喜欢上海的特色小馄饨，皮薄

馅香，汤也好喝，我每次都能吃完一大碗。我真希望在美国

的北卡也能吃到这些正宗的中国美食啊。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我心里很兴奋呢！ 

 

（指导老师：Jean Xu） 

 

  



 

 

 

2018 圣诞滑雪之旅 

汤宇康（10 岁） 

今年圣诞节我妈妈为我们计划了去滑雪的旅行。我们

和我的朋友 Jake 家一起去西弗吉尼亚的雪鞋山（snowshoe）。 

第一天，我爸爸开车，我们先去租了滑雪的工具。然

后一路开到山脚下的旅馆，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 我爸爸继续往山上开，很快我们就到山

上了。办好手续，我们就去滑雪了。我爸爸教我怎么滑，怎

么停下来，怎么快起来，怎么转弯。这些教好了， 我跟着爸

爸去滑最容易的绿道。我觉得滑雪很有趣。 

 

（Andrew Y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第三天，我的朋友 Jake 来了。我和 Jake 一起去滑有点

难的蓝道。我们俩都觉得那儿很好玩。 

第四天，我们去滑了黑道，觉得不是很难，但是也不

容易。 

第五天是圣诞节，我们又去了一个新的雪道。晚上我

们一起吃了晚饭。第六天我们就回家了。 

我很喜欢这次旅行，我明年还想去。 

（指导老师：于国威） 

 

我的第一次爬长城 

王一帆（14 岁） 

我的第一次爬长城是在 2016 年七月份，我跟我的妈妈，

妹妹和大姨一起去的。在爬长城的那天早上，我们拿了很多

水和防晒霜。这是因为夏天天很热。爬到最上边的时候，我

们买了帽子做纪念，我的帽子上写着“长城”我们还在长城上

照了好多照片。  

我们想爬长城是因为长城很伟大，也代表着中国的历

史。  



 

 

 

我们坐着缆车到了第一个烽火台。 我们爬长城的时候

很累也很热。那天真的太热了，非常热，超级热。因为长城

上没有树，比有树的地方更热。但长城上有卖西瓜的，我们

吃了好多，不知是不是因为天热，感觉西瓜特别甜。  

从长城上下来时我的腿都软了，快走不动了，但我们

很开心。  

长城有很长的历史。建长城时，很多人都累死了。长

城是唯一能从太空船上看见的建筑。我以后还会去爬长城。

我很喜欢那里。 

（指导老师：Jean Xu） 

 

（Chelsea Li，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第一次坐过山车 

袁那森（10 岁） 

我有很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踢球，第一次游泳，第一

次滑雪，等等。但是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坐过山车。 

我第一次坐过山车是 2016 年在 Busch Gardens。我和妈

妈一起坐“The Lochness Monster”过山车。我们排队的时候看

见了在过山车上的人尖叫，这令我更加紧张了。轮到我们的

时候，我的心已经跳的飞快了。我们上了过山车，工作人员

把大家的安全带扣好，可是这时候，我不想坐了，我的手开

始出汗。但是妈妈鼓励我不要怕，让我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过山车已经开始了。我也不能回头了。我好担心过山车会从

轨道上掉下来。那我刚 8 岁就要就死了，我还有很多事情没

有做完啊。在这时候，过山车已经缓慢地上坡了。有的人开

始尖叫，我还在看着远处，结果车突然冲了下去，马上翻了

两个跟头，我努力不让自己害怕。经过了几个波折，过山车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心好久才平静了下来。两只手握的紧紧

的，全是汗。  

这次坐过山车虽然吓人，但很刺激，这次经历，让我变

的更加勇敢和敢于尝试自己以前没试过的新东西。这真是一

次难忘的经历。 

（指导老师：Jean Xu） 



 

 

 

 

(Jerry Liu，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快乐的圣诞节 

周亮亮（10 岁） 

今年圣诞节，我和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去 Snowshoe 

Mountain 上滑雪。爸爸和妈妈开了七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山上。

山上有厚厚的白雪，真的很美丽啊！ 

我非常喜欢滑雪，而且喜欢在不同的滑道上滑。黑道最

难，今年我的目标是上黑道。但是我很害怕，因为黑道很高，

还有冰，很多人在上面摔倒了。 



 

 

 

爸爸带着我在蓝道上认真练习了一个上午。吃完午饭后，

我们开始准备上黑道上滑。我还是很黑怕。爸爸劝我要勇敢

点，我就上了黑道，从高山上滑下来。我感觉我越来越快了，

我就努力地让我慢下来，最后我终于到了山下。滑过一次后，

我就不那么害怕了，在黑道上开始舒服地滑了。滑了一个下

午后，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饭，看电视，度过了一个

快乐的圣诞节。 

今年圣诞节非常难忘，因为我克服了困难，完成了我的

目标。 

（指导老师：于国威） 

 

 
（Qinglan Hu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第一次潜水 

陈奕恺（10 岁） 

2018 年底的圣诞节假期，我们全家坐邮轮来到美国维

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圣托马斯岛的 Coki 海滩很美丽，水

又清又蓝，是潜水的好地方。  

虽然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浮潜过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下

到海里潜水。我希望在海里潜水能比在海面上的浮潜看到更

多的鱼。  

在潜水之前，教练先在岸上教我们学习潜水基本技能

和安全知识。我们学会水下用嘴呼吸，做手势与别人交流，

怎样往下潜，怎样往上浮等等。  

我们在岸上学完了，穿上潜水背心，背上氧气罐，戴

呼吸面罩，脚上穿着脚蹼，下到海里。先在浅的海里练习五

个基本技能。  

浅海里练习完了，我们开始游到深海里潜水。我们刚

潜到水下几个英尺的深度，我就感到我的耳朵很痛，我记得

教练告诉过我们这是因为水的压力造成的，我们必须捏着鼻

子鼓气，让耳朵里的气压平衡。我就照着教练教过的方法，

捏着鼻子鼓气，耳朵就不痛了，我就继续往下潜水。  

海里的世界真好看， 有各种各样的鱼，还有许多珊瑚。

到了深水的海底，教练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海参，就捡起来，

首先递给我，我把海参拿在手里，感觉很软，看完后，我把

海参传给下一个人，大家都拿着海参看完后，就把海参放回

海底。  



 

 

 

过了好一会儿，我检查氧气还有多少，看到仪表的指

针在黄色警告区里，我用学过的手势，告诉教练，教练就带

着我们继续往前游。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海滩里很多游泳的

人。心想，怎么这么快？我还没有潜够呢，就要结束了。我

们就回到岸边，从水里出来。  

我们卸下潜水工具， 离开圣托马斯岛的 Coki 海滩，

回到邮轮上去。一路上，我心里还很激动，我今天看到了很

多很多的鱼！ 

 

  

 
（指导老师：Jean Xu） 



 

 

 

 
（Lauren Ye, 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圣诞节 

冯绍兰（10 岁） 

我的圣诞节很好玩我很喜欢玩儿。我的妹妹很喜欢打开

礼物在树下。圣诞节早上我和我的妹妹要等我爷爷和奶奶来。

我的妹妹不要等她要开礼物。他们来的是后我们拍照片和打

开礼物。我拿到了很好的礼物。我也很喜欢。吃饭的时候我

们有很多的吃的。有米饭，鱼，蔬菜，芦笋，烤肉，虾，西

兰花。都很好吃我也很喜欢吃米饭和烤肉。我的妈妈，奶奶，

和爸爸走饭。圣诞节很好玩儿我打开很好的礼物饭也很好吃。



 

 

 

这个圣诞节很好玩儿。我和我的妹妹都很喜欢圣诞节。我也

很喜欢看我的爷爷和奶奶。圣诞节在我的家都会很好玩儿也

很热闹。我很喜欢圣诞节。 

（指导老师：于国威） 

 

(Isabelle Zou, 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欢乐的圣诞节 

李乐乐（10 岁） 

2018 年 12 月 21 日是我的这学期最后一天，晚上我就要

坐飞机去旅行庆祝圣诞节。 



 

 

 

首先我到拉斯维加斯，第二天晚上我坐游乐园的游览车

升高到 400 英尺高空俯视整个城市，拉斯维加斯的夜景实在

是太漂亮了！然后我的爸爸开车到大峡谷，在这儿 我见到了

地球上最美丽的风景。这儿巨大的红色石头非常壮观，我还

在玻璃桥上行走，从空中欣赏美丽的风景，心里一边害怕一

边看， 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两天，我还参观了洛杉矶的环球

影城。在这儿我去了哈利波特主题公园，身临其境地感受了

电影中的场景，非常激动。 

这就是我的 2018 年圣诞节！ 

（指导老师：于国威） 

 

 

（Lauren Shen，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过圣诞节 

方雪玉（10 岁） 

我们家有一棵仿真的 6 英尺的圣诞树。每年临近 圣诞节

的时候，我们家的客厅里就会空出一个地方用来摆放这棵圣

诞树并且装饰的很漂亮。让我高兴的是，今年我家又增添了

一棵小的真的圣诞树。我 把这棵圣诞树放到大的圣诞树的前

面，并且每天我都会按时的放一些水在它的盆里。这样， 圣

诞老人会在平安夜时把给我的圣诞礼物放在圣诞树下。 

 
（Ethan Lee，6 岁，指导老师：Ellen Zeng） 



 

 

 

到了圣诞节的早晨，我跑到圣诞树下打开圣诞老人送给

我的礼物。我高兴地发现可爱的圣诞老人送给我一只漂亮的

小毛绒玩具小花猫，二只穿着粉色和蓝色的小玩具狗，几只

我喜欢的彩色铅笔和闪光胶。这些都是我最心仪的礼物。 

在接下来的二天里， 我开始准备出去滑雪的物品。27

号我们约了朋友去维吉尼亚的滑雪场去滑雪。到了滑雪场，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租了雪具，然后去雪道开始我们的滑雪

旅程。我们从初级雪道开始滑，沿路看到了美丽的雪景。 最

后我们进入了更高级的雪道，看到了更加美丽的景色。我们

在雪场度过美好的二天假期，我们还利用了一天的时间，参

观了博物馆，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珍宝。 

我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我将开始去上学了。 

（指导老师：于国威） 

 

（William Piacenti，6 岁，指导老师：Ellen Zeng） 



 

 

 

兵马俑的回忆 

王烨容（10 岁） 

2018 年，我、姐姐、妹妹、爸爸和奶奶去西安兵马俑

参观。 

那天太热了。我们下了车 , 等着奶奶告诉我们去哪

儿。 奶奶领着我们去见我们的英文翻译。英文翻译跟着我们

坐车，到了兵马俑。 她马上开始介绍。那是中国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死的时候建造的。那个兵马俑十分壮观、雄伟。英文

翻译告诉我们，每个兵马俑的脸都是不同的。再往前走，有

一块地方兵马俑还在土的下面没有挖掘出来。 

爸爸问“你猜，为什么有些兵马俑还在土下面呢？”我想

了想。 

 



 

 

 

“啊！我知道！因为土挖出来的时候，颜色不一会就会

没了！”再往前走，有的兵马俑头没有了！  

我问奶奶  ”为什么那些兵马俑头没有了？” 奶奶笑了

笑。  

“那是因为兵马俑在土下那么多年，埋在土下，头就掉

了！” 英文翻译叫我们去看兵马俑各种各样的站法，还有的

兵马俑在射箭。  

我们看完了兵马俑，回家去了。  

从参观兵马俑，我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在回去的

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的地下一定还有很多古迹没有开发出

来。  

（指导老师：Jean Xu） 

 

（Lisa Lin，9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去海洋世界的回忆 

Iris Nica（10 岁） 

2019 年 4 月 22 日，我和弟弟，爸爸去奥兰多的海洋世

界。 

我们起床以后，立即吃早饭。然后，我们开车去海洋世

界。我门先去看一个海豚剧院，还吃了棉花糖，看到海豚们

跟着音乐跳了一只舞，它们是十分可爱。海豚训练师告诉我

们，海豚的历史。海豚会做很多很棒的技巧。最后，很多海

豚一起跳舞。 

离开海豚剧场，我们又去看了海獭和企鹅。我真的喜欢

看海洋动物。 

我很喜欢海洋世界，真想再去一次！ 

（指导老师：Jean Xu） 

 

（Abby Liu，9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哈瓦那回忆 

姚凯文（11 岁） 

一周前，我和我的全家去哈瓦那游玩一天。我们是乘坐

游轮去的。首先，我去了哈瓦那的历史街区，坐了一个很老

的车。哈瓦那的老城好好看呀！有一座房屋有好多小石头拱，

很好看的。 

还 有 一 个 很 像 美 国 的 Capitol 

Building，就是古巴的国会。坐这车，

我们去了山顶，山顶上有一个很大耶

穌 的 雕 刻 ， 这 个 雕 刻 叫 Christ of 

Havana 。 之 后 ， 我 们 来 到 海 明 威

（Hemingway）最喜欢的酒吧，用西

班牙语叫”La Floridita” 。里面的人很

多，有一个海明威的塑像。很多人和

塑像合影。他们给了我一杯没有酒精

的鸡尾酒，叫“Daiquiri”。它也有点像柠檬汁的颜 色。它的口

味有点酸，有点甜。我很喜欢它。我们也在那里吃了午饭 。

吃完了饭以后，就去了革命博物馆，也去了艺术博物馆。 

最后，回到了游轮，看了哈瓦那的日落。 

（指导老师：Jean Xu） 



 

 

 

 

(Chelsea Li，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的中国记忆 

李东杰（11 岁） 

三年之前，我和爸爸去了中国，现在想起来很好玩。 

我们是放暑假的时候去的。我们先去了香港，因为我爸

爸要在那里开会。香港我们坐缆车去一个很高的地方看整个

香港的景色。看见很多很大，很高的楼房，还看到了大海。

我们住在了一个很好的旅馆，Hyatt。 



 

 

 

后来去了广州看姑妈和叔叔。我们去了一个商场里的游

乐场玩了，还有一个公园里的游乐场，有很多游戏。我姑妈

的女儿也在那里，后来做高铁去爷爷奶奶家里，他们的家在

一座很大，很高 的山。旁边很远的地方没人，只有一个农场，

里面养了 100 多头牛。早上山上到处都是牛。爷爷家也养了

很多山羊，有白色，有灰的，还有黑的和花的。有很多小羊，

很可爱。我们也去爬了很高的石头山上，很好玩，可以看到

很远的地方。在爷爷奶奶家也吃了他们自己种的西瓜，梨子，

和玉米。 

我们也去了黄山。是中国最有名的山。上面的风景很好

看，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很好玩。我很高兴因为我今年暑

假又要去中国了。 

（指导老师：Jean Xu） 

 

（Fiona Zhang，6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上海的回忆 

黄赫远（11 岁） 

2018 年 9 月，因为回国的飞机票便宜，而且刚好我和妹

妹的学校放假，我爸爸还可以看在上海的同事，我爸爸就带

着我和妹妹去上海旅行了。 

我们在上海的一部分旅程，是去参观世界上第二高的大

楼——上海中心大厦。 

那天，我们在黄埔江边，等着船带我们过江。等了一会

儿， 船来了，我们上了船，过了江，然后打算走到上海中心

大厦。我们边走边看路边的地图找上海中心，找到路线后我

们开始走，走了一会儿，就到了上海中心大厦。 

我们走进上海中心，首先看见很多大楼模型。这些模型

都是世界上其它的摩天大楼，包括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其

中上海中心大厦是第二高楼。我们边走边看，看了一会儿，

就去坐电梯。电梯旁边的墙上有个牌子，牌子告诉我们，这

个电梯是世界最快的电梯，它的速度是每小时 45.8 英里。我

们乘电梯，先去了观光层，然后去在 118 层的最高的顶楼。

这个大楼真高！我们走走看看，风景非常好。从顶层上面往

外看，上海特别，特别，漂亮！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坐电

梯下楼，走出了上海中心大厦。 

我很喜欢上海，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后我还会再来

的。 

（指导老师：Jean Xu） 



 

 

 

我的中国回忆 

徐一葛（10 岁） 

在中国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东西。去年暑假， 我

们全家去了中国，我特别喜欢那里。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的迪斯尼。上海的迪斯尼有点

像奥兰多的迪斯尼，那里有很多的摩天轮和好吃的东西。 

接着，我去了香港的 Peak 山，我和爸爸漫步于 Peak 山

顶，看山下漂亮的风景。我们还看到一些动物，其中，有一

群鹿在吃草，我们看着它们，它们也瞪着我们，真有趣！ 

 

（Zimo Y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然后，我又去了四川，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排骨面。那

家小店里有一只可爱的猫咪。我和姐姐非常喜欢那只可爱的

猫咪。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今年暑假我想再去中国！ 

（指导老师：Jean Xu） 

 

我第一次去加拿大 

李东杰（11 岁） 

去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去加拿大温哥华去玩。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加拿大。  

爸爸很早就给我买了旅行用的箱子。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装好我的衣服，和一些用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

出租车就来了。我们把箱子放到出租车里面，我们坐的出租

车，很快就到了机场。转了几次飞机后，晚上，我们终于到

了温哥华。  

我刚一到温哥华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玩。我看到了很多山，

有很多我没见过的高楼，其中有一栋还是螺旋型的。第二天，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玩，先去了公园，公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花，都很好看。 我们接着去了一个岛，岛上有玩具店，还有

水上公园，很好玩。我们又去了海洋馆，看见了很多海洋里

面的动物。我们还去了一座山，但是没有坐哪里的索道车。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一座吊桥。那是温哥华最有名的地方。人

走到桥上面，摇摇晃晃，而且桥很长。最后，我们去看了海

和在水上面起飞的飞机，但是我们没有坐飞机。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中餐馆吃饭。饭很好吃。那里的

天气很好，夏天也不热。街上的人都很友好。  

后来要走的时候，我感觉很伤心，因为我觉得温哥华是

个很好玩，很好看的地方，不想走。  

我回家之后，很多天都和爸爸说起温哥华的事情。我还

说我很想搬到温哥华去住。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玩。  

（指导老师：Jean Xu） 

 

（Aiden Liu，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第一次滑雪 

王烨容（10 岁） 

在 2016 年，我家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去西弗吉尼亚滑雪。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去滑雪。 

到西弗吉尼亚滑雪场，需要开车五个多小时。我们到的

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就睡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滑雪课。我和姐姐还有另外两个姐妹一块儿学习滑雪。

我们先学简单的动作。学完之后，我们到一个山坡。我们的

老师先滑下去。姐姐第二。我第三。另两个姐妹是第四和第

五。当我滑下去的时候，我很紧张。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冲下了山。 

这就是我第一次滑雪的经历，我初步学会了滑雪。我很

喜欢滑雪，我想每年都能去滑雪。 

（指导老师：Jean Xu） 

 

（Michael Liu，4 岁，指导老师：Ellen Zeng） 



 

 

 

第一次照顾猫咪 

熊海天（10 岁） 

我和姐姐都很喜欢猫咪。今年冬天放假的时候，姐姐的

朋友婷婷姐姐问我们能不能帮她照看她的猫咪，因为他们一

家要出去玩儿。姐姐问妈妈，妈妈说可以！婷婷姐姐给我们

一个袋子，她的妈妈说袋子里边装的是猫咪的零食。婷婷姐

姐的弟弟拿来了猫咪的便盆。婷婷姐姐和她的妈妈拿来了猫

咪睡觉的大笼子。妈妈看见了，说：“猫咪还躺在笼子里边！”

我也看见猫咪了！猫咪好可爱呀！这只猫咪是个女孩子，婷

婷姐姐说她的名字叫咪咪。咪咪身上有橘黄色的毛和白色的

条纹。 

阿姨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喂猫咪的，怎么跟猫咪玩儿，

还有怎么清理猫咪的大小便。我看见一个球在旁边，就拿起

球扔到桌子底下。阿姨让咪咪出来抓球，咪咪跑得真快呀！

我知道怎么和咪咪玩儿了！阿姨说咪咪不能吃有盐的食物。

姐姐把食物装在碗里，放到墙边，咪咪跟着姐姐去吃她的饭。

我知道咪咪喜欢吃她的食物了！ 

咪咪要在我们家住八天，圣诞节也会和我们一起过！和

咪咪玩儿很有趣！她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在屋里跑步，玩球，

还和我们一起睡觉。不过有一次，我和咪咪玩球，她躺在地

上捉球玩，我去摸她。。。。。。咪咪无意中抓了我一下，



 

 

 

我的手指头被抓破了，流出来很多血，疼得很呀！妈妈抱着

咪咪，替她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了咪咪。现在我知道了，如

果咪咪在地上躺着，她不喜欢我们摸她的肚子。 

咪咪是一只很聪明漂亮的猫咪，又是一只活泼的猫咪！

没有哪一只猫咪可以比得过咪咪！我很喜欢这个新朋友！ 

（指导老师：Jean Xu） 

 

 

(Isabelle Zou, 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西安的记忆 

陈奕恺（10 岁） 

三年前的一天，我们全家去参观西安。  

到了西安，已经很晚了。我们到路上看见了很多人排着

队等着一个人在路上做吃的。我问爸爸：“那个人在做什么东

西，为什么有怎么多人等着吃那个东西？”  

爸爸说：“那个东西叫做肉夹馍，是西安很出名的小

吃。”  

“那我们能不能试一试？”  

“好，我们试一试吧！”  

我吃了肉夹馍，真是太好吃了。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人要吃肉加馍。  

第二天，我们去看兵马俑。 导游告诉我们：“中国第一

个皇秦始皇埋葬是，当时的人把很多假兵们埋在他的坟墓的

附近，想保护他。士兵不是真的，而是用粘土造的。士兵出

土前，每个士兵身上有很多颜色，但是因为出土把他们暴露

到空气中氧化，他们身上的颜色就消失了。士兵们长相各个

不同，每个士兵跟真人一样大小，手里持着不同的兵器。以

前，盗墓的人把士兵手里的兵器偷了一大半。现在，人门把

武器恢复了。”  

我问爸爸：“这里有多少个士兵？”  

爸爸告诉我：“秦始皇兵马俑一共有十万个士兵。这里是

第一个俑坑，还有三个俑坑。但是这个俑坑是最大的，一共

有四五万个士兵们。”  

从兵马俑出来以后，我总也忘不了西安的粘土士兵们。  



 

 

 

第三天，我们爬上了西安古城墙。  

我问爸爸：“西安为什么要造一座这么大的墙？”  

爸爸说：“古时候，西安是中国的首都。以前，有很多别

的国家要征服中国。明朝的时候，一个智者叫朱升告诉了皇

帝朱元璋，应该造一堵墙在西安的外面保护西安。你知不知

道，西安古城墙一共是三十里路。”  

“三十里路？！那差不多是十个英里！”  

我望着西安的古城墙，真想不到我看到的墙是那么厚，

而且有十英里长！  

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要记住西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出

名的市。  

（指导老师：Jean Xu） 

 

(Aiden Liu, 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看马戏的记忆 

胡修齐（10 岁）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妈妈带着姐姐，我和一个朋友去

北卡州交易市场看马戏表演。我们在停车场就看见了很多

人，因为人非常多，我们就只能坐在了后排。 

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了两个人跳大转轮，他们蹦蹦跳

跳，跳了好长时间才停。看了大转轮以后，我们又看了跳

圈圈，有一个人竟然跳了四个圈圈。看完跳圈圈以后，我

们还看到了很多大型的动物表演，有大马，大象，骆驼，

和其他马戏团的动物。最后有个人表演了骑摩托，他放了

十几把椅子，堆得很高，他骑着摩托做了很多高难度技巧。 

看完摩托表演，我们就要回家了，马戏表演太好看了，

我真想再看一遍。 

（指导老师：Jean Xu） 

乘坐游轮回忆 

姚凯天（10 岁） 

我在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三号，和妈妈，哥哥开车两天

来到了佛罗里达州，开始乘坐游轮。我们的游轮是去古巴

的。我们在游轮上一共住了四天。 



 

 

 

游轮好大啊！游轮上有很多音乐，很多餐厅，还有游

泳池。我喜欢吃煎鸡蛋。白天我游泳了，天气很暖和。晚

上我看了游轮上表演的节目。我在游轮上的礼品店买了一

个玩具羊驼，它很可爱。我还看了书，只用一天就看完了

三百四十三页的书。 我在船上每天都看日落，海上的日落

非常美。 

这是我难忘的一次乘游轮经历！ 

（指导老师：Jean Xu） 

 

（Michael Liu，4 岁，指导老师：Ellen Zeng） 



 

 

 

童年的回忆 

王一帆（14 岁） 

我小的时候，特别想有个弟弟。那时候，我在中国上

一年级。我去的小学是在深圳的保税区小学。 

我是从美国搬到了中国，可才一年，我的妈妈怀孕了。

所以，我上完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回到了美国。 

有一天早上，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要去医院，我要

自己去邻居家等校车上学。我放学回家以后，爸爸告诉我，

我有妹妹了。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因为我很想要个弟弟。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个妹妹也挺好。 

（指导老师：Jean Xu） 

 

（Jessica Liang，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第一次滑雪的回忆 

许凯越（10 岁） 

我的第一次滑雪是在弗吉尼亚 2018 年。  

我们去滑雪前我们要穿很厚的衣服。那个衣服穿上很

热。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滑雪的学校。在那个学校我们学了

几个技巧。一个技巧就是怎么停下来。我们和还学了怎么

滑快一点儿和慢一点儿。我学会了我们去了第一个滑雪的

地方。滑雪道有三种：最简单的是绿道，下来是蓝道，最

难的是黑道。第一个滑雪的地方我们要从一个斜坡滑下去。

我第一次滑下去我很着急，我滑一下，我就飞快的滑下去

了。我的爸爸和哥哥先滑下去的，我们滑完了第一个滑雪

的地方，我们就去了第一个简单的滑雪地方，那个简单的

地方是绿道。我要上一个缆车上去，如果不上缆车我们就

不能去那个绿道。 我上去以后，我们就走左边去那个绿滑

雪道。如果我们走前面，我们就滑下一个很陡的蓝滑雪道。

如果我们走右边，我们就滑下一个不太陡的绿滑雪道。我

们下了最简单的绿滑雪道后，我觉得很简单，我们滑了好

多次。  

第二天，我上了绿道和蓝道，绿道的速度快，很好玩，

蓝道很快很快的，很陡，特别好玩。我在蓝道和绿道滑了

好几遍。我也上另外一个绿道，那个绿道也很陡，很不容

易停下来。  



 

 

 

第三天，我滑了每一个绿道和一个蓝道，我没有滑黑

道，因为黑道太陡了，我觉得不安全，我害怕摔坏了。我

的妈妈第一次上了绿道，我，我的爸爸和哥哥都上了蓝道。 

这次我们去滑雪太好玩了，以后我们家都想再去一遍，

我想下次试试一个黑道，我的妈妈想试试一个蓝道，我觉

得我的哥哥和爸爸也想试试一个黑道。我们等着今年冬天

再去那里滑雪。 

（指导老师：Jean Xu） 

 

(Ethan Lee，6 岁，指导老师：Ellen Zeng) 



 

 

 

和姥姥在一起的时光 

袁那森（10 岁） 

我的姥姥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我特别喜欢她。现在她已

经去世了，但是我经常还能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我特别爱我的姥姥，因为她也很爱我。我生病的时候她

会照顾我，给我煮小米粥。用中国的小米特别香，我的病很

快就好了。她常常陪我玩，我们特别喜欢在一起玩纸牌游戏。

我们最喜欢拼蛇游戏，每次都有很多欢乐。我们一家和姥姥

去过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去过中国的青岛、三亚，也去过

美国的 Myrtle Beach 和 Blue Ridge Mountain。我们春天去摘

草莓，秋天的时候去摘葡萄，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开心的时光。 

现在姥姥去世快一年了，我很想念她。谢谢她给我这些

回忆。 

（指导老师：Jean Xu） 

熊猫的回忆 

李书易（11 岁） 

2018 的秋天，我和爸爸, 妈妈去北京动物园，这家动物

园里有我喜欢的大熊猫，可是我们需要另外买票，才能看到

大熊猫。 



 

 

 

我们第一次去看熊猫的时候，熊猫全都在睡觉。他们都

懒懒地躺在地上。第二次看的时候，有一只熊猫醒了，他开

始吃竹子。他嘎吱嘎吱地咬着竹子，很快就吃完了一根。有

很多人在等着和熊猫合影，每个人都喜欢熊猫，因为他们太

可爱了。他们有着圆滚滚的肚子，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尾巴。 

半个小时过去了，又有几只熊猫醒了，也开始吃起了竹

子。我们等一会儿，熊猫们终于吃完了竹子。我们再进去熊

猫馆，看到另外的熊猫也醒来吃东西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熊猫，它们比图片上的样子还要

可爱！ 

（指导老师：Jean Xu） 

 

（Jiayu Cao，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我登石头山的回忆 

刘德伟（9 岁） 

三月份的一个周末，我，爸爸, 妈妈，和哥哥去了亚特兰

大看哥哥的游泳比赛。 

星期天的上午，天气睛朗，我和爸爸去登石头山。爸爸

用手机记录了我的时间，我登上了山顶以后，看了爸爸的手

机，我的时间是 20 分钟。我打破了哥哥的登山纪录。我渡过

了愉快的一天。 

（指导老师：Jean Xu） 

 

（Jessica Lian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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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本费：$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