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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亲爱的读者们： 

你们好！ 

每个学年在 CCS 迎来送往，情不自禁地爱上班里的每一个

孩子，同学们坚持学中文，走进了中文学校的高级班，应该由衷

地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里常常有一群群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们，中文学校对他们

而言，不仅是学中文，而且是会老朋友们的地方，嘻哩哈拉打闹

中，温故着少年们的友情。少年的天地洋溢着青春和新奇的味道，

性格迥异的他们，顽劣淘气中迸发着思想的火花，文静羞怯挡不

住他们独到的见地，虽未深思熟虑，却也时时精深的刻木三分。 

中文不仅是书本上的字词段章，还是一门令人骄傲的语言，

它传承着几千年的文化韵味，点点滴滴都是宝藏，带着这群孩子

们，我们一起徜徉中华文化的海洋，说古道今，指点江山，品味

艺术。中文尽管是父辈们期待孩子能继承的母语，却是一个难以

掌握的语言能力。 

同学们反复地听－说－读－写，在一系列的课堂课后的练习

中感悟中文的奥妙，应用中文点评时政新闻趣事，叙说生活精彩

故事，分享自己的点滴心得；期待自己能够驾驭多语言，在未来

纵横更广阔的天地，迎接更多的挑战。 



II 
 

《中文之星》收录的这几篇文章是这一群同学侃侃而谈的课

后随笔，稚润的言语，少年的情怀，分享的是他们从心里发出的

话语。学以致用，用中文表达我们自己，放飞我们的思想，从点

滴做起，方方面面去应用中文，真正地掌握好这门语言。 

请一起赏读。 

 

Pre-AP 班 赵晖老师 

  



III 
 

 

（Abgail Oo，6 岁，指导老师：Ashle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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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龙舟节 

叶瑶亭（12 岁） 

龙舟节是一个中国节日，连海外华人都一起庆祝的。龙舟

节的更正式的名字就是端午节，一般，人们会想起这是个吃粽

子的节日。这个节日在很多亚洲地方都庆祝，除了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门。庆祝龙舟节/端午

节是在阴历五月五日。 

端午节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屈原的大臣

被放逐，因为皇帝想跟秦国做联盟，屈原不同意。后来楚国被

秦国攻破了，屈原十分伤心，就去跳江淹死了自己。听说了这

件事，跟他一心的人用龙头船去试着救他。没有找着他之后，

人们就往河里扔了粽子，这样子，鱼就不会吃屈原的尸体了。

这就是传说中龙舟赛和吃粽子的传统怎么开始的。 

现代端午节一般在龙舟节活动那天之前就开始庆祝了。端

午节的时候，我们全家一块儿聚起来，吃粽子。北卡当地组织

了一个庆祝活动，有不同的团队上台跳舞，唱歌，打武术，弹

琴，和其他别的娱乐，最特别的是当地的中文学校组业余团

队，和当地的专业团队一起参加龙舟赛，比赛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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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参加了凯瑞中文学校的龙舟队，和队友们一块儿

划船。一条船上有 10 排，一排两个人。船头有一个鼓手，让

划船的人一块儿出力划，得很整齐才行。作为一个专业的船

首，他负责调整方向。每次船上必须要有 8 位在划船的女士，

否则成绩会被扣分。划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规整。总共二

十个人，假如有的人这么划，有的人那么划，船不会快的。划

船的人的船桨要一块儿进水，拔出水，再进去，需要合作。 

 

（Evan Wu，7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龙舟节那天，我们早上九点到，划了第一轮，被分到了 C

组。第二轮，我们开始落后，我们在最后的一点时间超了对

手。第三场，我们得了 C 组第二名，只比第一名慢了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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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但是比我们自己的第一轮快了 7 秒多。一天虽然很累，但

是很好玩儿。明年，我会再参加的！ 

（指导老师：赵晖） 

 

龙舟节 

曹家榕 (11 岁) 

话说那端午节，大家肯定会先想到赛龙舟和吃粽子。是

的，的确有这两种习俗，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它的由来，日期，

和其他含义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究。 

端午节，又称龙节、重午节、龙舟节、正阳节、浴兰节、

天中节等等。顾名思义，它中间的那个的“午”就代表着农历五

月初五，人们常常在这一天里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正

如《易经·乾卦》所说，“飞龙在天”，仲夏端午，还是龙飞天的

日子，代表着大吉大利。 

至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传说战国时

期，楚国军队在战斗中屡屡败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和其他

小国一起被秦国一同吞噬。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眼看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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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母国落败成这个样子，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

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

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把农历五月五日作

为纪念屈原的日子。渔夫们还在这一天往汨罗江里丢饭团，以

让河里的鱼虾吃饱 ，就不会再去咬屈原的身体了。还有人往江

里倒雄黄酒，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原。又到后

来，饭团就演变成了粽子，和喝雄黄酒一同成为了端午节的两

大习俗。 

这个传说只是

众多端午节的

由来的传说之

一。但端午节

的意义和习俗

是永恒不变

的。端午节，

这个“神圣”的

节日，早已刻入了中国史册，让后代们永远，永远铭记于心。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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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节 

王秋霖（13 岁） 

什么时候是龙舟节 

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部分。每年阴历五月五日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龙舟节的特别传统 

吃粽子和划龙舟 

端午节的传说 

端午节是来纪念一个叫屈原的诗人。以前，在战国时代，

屈原和他的三个医生被国王驱逐出国。这时候，屈原写了三首

诗：《离骚》，《天问》，和《九歌》。在诗中，他说他如何

担心国家和人民，许多人受了感动。在阴历的五月五日，敌人

冲进了楚国。因为屈原的祖国快要失败了，而屈原不想离开他

的祖国，他就跳进河里面，淹死了。他死以前，写了一本《怀

沙》的书。 

屈原死了以后，很多楚国的人很伤心，他们就划船去找屈

原。这就会发展成今天的龙舟比赛。还有一些人拿着食物，把

食物（饭团，鸡蛋）扔到河里。就这样，鱼虾不会咬屈原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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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后来，人们想出用棕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吃粽子和龙舟赛都被传下来了，来纪念屈原这个爱国诗人。 

（指导老师：赵晖） 

 

（Erik Yun，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给新生的一封信 

杨海盟（13 岁） 

八年级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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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在这个学期，我选修了程序设计，加上所有学生都要求上

的数学，社会科学，科学，英语艺术，健康生活，和体育课。 

我感觉家庭与消费者科学很有趣，因为在这个选修课里，

会有机会做不同的甜食。我建议你不要上程序设计课，因为这

门课很无聊。唯一有趣的事情是有一些讲密码破解的内容。 

这个学校有一些有趣的课程，不过，这个学校也有很多无

意义的课程。 

希望你一切顺利！ 

（指导老师：赵晖） 

 

学校课程和俱乐部 

张立恒（13 岁） 

我现在在 Davis Drive 中学上八年级。因为 Davis Drive 是

个公立中学，所以没有私立学校那么多能选修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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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Drive 八年级的学生必须上一门科学课，一门社会学

课，一门英文课和一门数学课。他们还需要上一门选修课和体

育课。数学课和其他的课不一样，有不同的水平的课。我上的

是数学三这门课。 

我们学校有很多选修课，像西班牙语，跳舞课，设计和工

程课，编程课，画画课，家庭经济课，管乐队和弦乐队。我在

管乐队吹单簧管。我喜欢管乐队，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而且

我在管乐队里也有很多好朋友。 

我们学校还有很多俱乐部，像科学奥林匹克，科学碗，数

学，辩论，英文写作，西班牙语，化学，新闻报纸，和摄影。

我从六年级开始就参加了科学奥林匹克，科学碗和数学俱乐部，

因为我非常喜欢科学和数学。 

我对学校有一个建议，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和运动有关的俱

乐部，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还可以和朋友们一

起玩。如果是新来的学生，我建议你选你自己最有兴趣的俱乐

部，而不是为爸爸妈妈选修。只有这样，你才会愿意下最多的

功夫。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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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y Zhao，7 岁，指导老师：Ashley Wang） 

学校课程和俱乐部 

刘德伦（12 岁） 

我在 Mills Park Middle School 上学。我的学校有六、七、

八三个年级。每一年你必须上六门课。你必须上的课有数学，

英语，科学，社会学，和体育健康，最后一门课你可以选择。

你选的课中如果没有音乐课，那你可以选修打字课和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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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选的课还有画画课，工程课，英语课，还有家政课。我

选的课是乐队，我们乐队有很多乐器。 

除了课程以外，我们学校还有很多课外俱乐部。有

Mathcounts，Science Olympiad，我的世界游戏，Dungeons

和 Dragons，等等。我们也有很多体育队，比如篮球队，足球

队，排球队，拉拉队，橄榄球队和棒球队。我选的俱乐部是

Mathcounts！ 

（指导老师：赵晖） 

有趣的学校俱乐部 

张健坤（13 岁） 

我的学校有很多有趣的俱乐部。我最喜欢的三个是乐队，

数学俱乐部，和科学奥林匹克。 

在乐队里，我们每天一起练习吹乐器。我们练习的曲子有

一些很快，有些很慢，把音乐的快乐都带给我们。我听到每一

个乐器的声音混合到一起时，觉得很美妙。每一年我们都有好

几个演出，我们也每年参加一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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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数学俱乐部学到了很多很有用的知识。我在数学俱乐

部里面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们每周做一些数学题，到二月

份，前四名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在科学奥林匹克俱乐部，我们准备二月份的比赛。每一个

人有两三个东西要准备。有一些是要造一个东西，比如，像一

个飞机或一个桥。或者是要学习一个东西，像太阳系，解剖学，

或天气。 

这三个俱乐部都很有意思。我每年都爱去这些俱乐部。 

（指导老师：赵晖） 

 

（Alina Zh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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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和课程 

叶瑶亭（12 岁） 

我今年在 Cary Academy 上八年级。我的学校有很多不同

的课程和俱乐部。中学部总共有七门课程和 44个俱乐部。在我

们学校，把课程叫专业 “majors”，就是一般学校的“electives”。

六年级和七年级只有六个专业：舞蹈，戏剧，一个弦乐乐队，

一个别的乐器的乐队，合唱和艺术。到了八年级，有一个新的

专业叫 video production，学生可以学会怎么修改视频录像。 

这 44个俱乐部涉及很多不同的种类，从艺术到音乐到做饭

和读书。我从六年级起就一直在弦乐乐队。 

我们学年分成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有 26个俱乐部。我这

个学期在一个叫“Young Adult Literature Lovers”的俱乐部。我

们有时候会讨论读过的好书，有时候做手工。十一月份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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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旅行，到查尔斯顿的一个活动，会有很多作家来讨论自己

的书，然后给粉丝们签名。 

第二个学期我准备试着参加一个叫”Passion Project” 的俱

乐部。这个俱乐部就是让学生来干他们有兴趣但是一般没有时

间来发展的爱好。有的人会决定学一个新的语言，学习别的才

能。我想去那里学装饰蛋糕。我非常喜欢这件事，但是平时没

有什么时间来练习，所以我在这个俱乐部就可以有时间来练啦。

第三个学期，我准备要参加一个叫“Great American Movies” 的

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会一起看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电影，一般都

是古老一点的，比如希区柯克指挥的电影，或者赫本的有名的

作品。我想参加这个俱乐部是因为我今年对电影感兴趣。 

我给进我们学校的低年级学生的建议就是干你想干的事情，

然后不要怕新的东西。我自己最开始的两年总共可以参加六个

不同的俱乐部，可是，因为我没想尝试新的东西，只参加了四

个不同的俱乐部。现在，我很后悔，因为我现在想参加很多中

学的俱乐部，但只能选两个，明年就是高中的俱乐部，又不一

样了。没准儿，这是好事，因为我就能尝试更多新的东西了。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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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Nolan，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评论手机广告 

曹家榕（11 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连一部看似普通的手机，也能产

生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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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餐馆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外卖单。外卖员

一下子就愣住了：“咦？这人一定下错了单！美国耶！这哪送的

过去嘛......” “喂！快点送过去！愣着干吗？”老板的咆哮声在耳

边响起。可怜的外卖员无奈地接过盒饭，开始了他那漫长的送

餐之旅。 

过河时，外卖员小心翼翼地捧着盒饭，生怕它沾上一滴水；

上山时，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爬着，但仍旧拎着那盒外卖，生怕

它滚下去；就连穿越沙漠时，沙尘暴也没能抵挡他保护那盒饭

的坚定信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外卖员顺利地把盒

饭交给了客户，圆满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昔日朝气

蓬勃的年轻人已俨然成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大叔。他摸了

摸口袋，掏出那部“饱经沧桑”的手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

这部手机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赶紧用水冲洗了一下，手机铃声

竟然响了！随即便听到了老板那熟悉的声音。回想起自己的旅

途，外卖员的手机被淋得湿透，被冻得僵硬，还用来敲过椰子，

现在竟然还能正常地运作，真是一个奇迹！ 

这部手机广告是一部夸张短片，情节看似荒唐，但侧面反

映了这部手机的强大，令观众在欢笑当中对这部手机的强大留

下深刻的印象。。 

（指导老师：赵晖） 



 

- 16 - 
 

 

（Denica Chen，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非常夸张的手机广告 

杨正人（13 岁） 

送外卖的先生从遥远的地方一路行到了订餐客人的目的

地。虽然送外卖的先生经过了大山，大河，大沙漠，雪山，大

丛林， 和大海，但是他只完成了他的路程的百分之五十。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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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先生已经告诉老板任务完成了，他就开始了他回家的遥远

路程。 

他走到了岸边，不知道如何过大海，正准备把他的手机卖

掉，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小木船。规规矩矩，圆圆的太阳刚从

地面升出了海里，一阵凉凉的风吹来，花香扑鼻，鸟不停地发

出叫声，送外卖的先生感到非常娱乐。然后，他无可奈何地坐

进船就走了。他划了划，划了划，划了整整一天一夜，已经累

得不能动了。送外卖的先生睡了一会儿，又开始划船。他饿

了，就会打鱼吃，他渴了，就会喝攒下的雨水。 

整整过了半年后，他才到了岸上，遇见了一个大丛林。这

个丛林非常潮湿，外面也非常热，送外卖的先生变得大汗淋

漓。他没走多远就碰到了一群食人族，这一些食人族都三天没

有吃饭了，一看到了这送外卖的先生就眼巴巴地盯住了他，连

嘴巴都开始流口水了。送外卖的先生一见到这些野外的食人

族，就吓得直发抖。他的额头上的冷汗，一滴一滴地掉到了地

上，造成了个小水塘。食人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送外卖的先

生也呆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天下起雨了，雨越下越

大，风也开始吹起来了， 风越吹越大，把旁边的树都吹倒了，

顺其自然地就把那些食人族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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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 Hartley，7 岁，指导老师：Ashley Wang) 

送买卖的先生感到非常安心，快乐地继续往前走。他在非

常潮湿的丛林里正走着，看见远处高树上的一个大果子，就更

快地往前冲了。他到达了这棵树的面前后，才发现原来这棵树

树有一百多米高。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安全意识，所以他就开始

往上爬这棵树。他爬了爬，又爬了爬，爬了很久以后才终于到

了顶点，哪知道，一到顶点处才发现果子在另外的一个树上，

他却爬了旁边的一棵树。过了几个钟头，送外卖的先生，从树

上爬了下来，又开始爬另外的一个树，爬到了顶上之后，才发

现果子已经从树上掉下去了。于是，他只好从树顶上又爬了下

来，捡起果子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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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的先生走了十天之后就到了雪山的地方，没想两遍

就开始爬这个气势雄伟的山。送外卖的先生就会白天从清晨一

直爬到晚上，只有到了晚上才会休息。送外卖的先生爬了八个

月才爬到了山顶，然后又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爬了下来。他又

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走过了一个大沙漠，热得连做饭都不用

炉子，直接放在地上就熟了。后来送外卖的先生又开始游泳，

一直游到了对面。最后他走过了大山，就回到了他的家乡。 

送外卖的先生回到了他的办公室，要继续地工作和挣钱。

老板看到了一个魔神的人进来，感到非常惊奇，其实他已经不

认识送外卖的人了。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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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搞笑的手机广告 

张立恒（13 岁） 

深夜，张三坐在上海的一个包子店里玩他的 Mann 手机。

在他后面，他的老板在电话上跟一个顾客说话。张三正要得一

个高分，从后面听见一声： 

“快点送去。” 

张三转过身来问老板为什么要自己这么晚去送饭，可是老

板已经走回柜台不理他了。张三把餐厅订单看了一眼，立刻转

过身来对老板说:“老板，你这个也太远了吧。你给点钱打车行

不行？” 

“你说什么？快去。” 

张三只好跳上了自行车，把伦敦的地点放进他的 Mann 手

机，拿起包子骑走了。 

张三骑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早晨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座大

山前。他没办法把自行车骑到山上，只好把自行车留在山下的

一座小村庄里。 

张三爬呀爬呀，终于爬过了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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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过了中国的山和河，中东的沙漠，俄罗斯的冰山，摩

洛哥的雨林，和地中海，一个月以后终于来到了伦敦。 

这时，顾客在他的伦敦房子里想，Why didn’t he come? 

This delivery takes forever. 

张三走到顾客的门前，敲了一下门。顾客开了门，看见了

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的中国人正站在外面。这个中国人左

手拿着一个 Mann 的手机，右手拿着一包带着包子味道的泥

浆。 

张三问：“先生，这是你点的外卖?” 

 

（Tiffany Zhu，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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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把泥浆看了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三接着

说：“另外，先生，请你下次在你自己的国家点餐，好不？” 

顾客听不懂，问：“Can you speak English?” 

张三走出去，把手机洗了一下，用他的 Mann 手机打给了

老板。张三告诉老板，他把饭送到了，他现在在回去的路上。 

过了千山万水，Mann 手机的声音还是清清楚楚。 

Mann！！！ 

 (指导老师：赵晖) 

领导制度的变迁 

刘德伦（12 岁） 

人类社会的领导制度随着人类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迁。 

中国原始社会的时候，部落领导人采用禅让制。禅让制就

是领导人选出才能和品德都很出色的人作为下一个领导人。比

如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之后，变成了世袭制，中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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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封建社会。这时，领导的位子在家族中传下去。这样的

封建王朝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直到清王朝的灭亡。 

在古代的希腊和今天的美国，人们用民主制度产生领导

人。民主制度先在雅典出现，全体希腊人投票选出领导人。美

国建国以来也采取了这样的民主制度。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

生。 

我认为最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我选了这一个，是因为它

最公平，人民可以选出要谁来领导他们。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

就会更听人民的意见。禅让制不好，因为领导人是由一个人选

出来的，这个人有可能被欺骗或蒙蔽。封建制也不好，因为如

果国王死的早，他可能让他的五岁的儿子当皇帝。五岁的孩子

怎么能领导好一个国家呢？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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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导制度 

陈少杰（13 岁） 

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产生新的领

导人。 

在中国古代，通常是通过禅让制来产生新的领导人。禅让

制是在领导人于临终前选择一个国家的下一任领导人。历史上

有许多伟大的领导人像尧，舜，禹就是这么产生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领导人往往产生于世袭制。世袭制是通

过家族，由统治者传给统治者，通常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目前

世袭制在拥有君主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日本）使用。但是，在

这些国家，君主只有荣誉统治权，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权力。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领导人，包括丘吉尔温斯顿和罗斯

福。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像美国，使用选举/民主制度。所有的

人民大众参与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以便他们的领导人代

表人民，而不是一小部分权力参与者的权利。这确保了国家领

导人的公正。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领导人像丘吉尔温斯顿, 西

奥多罗斯福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是这么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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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许多国家（例如北朝鲜，中国 和以前

的苏联）举行模拟选举，在形式上他们公平地选举领导人。以

此为幌子来保证他们官员的利益，其实选举通常是被操纵的，

官员是腐败的。 

家族关系，选举或任命产生了许多不同种的领导人，而这

些接班人的多样化体系将给未来世界带来许多的多样化。 

我个人最喜欢选举/民主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最公平的制

度。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国家领导人 

（指导老师：赵晖） 

 

(Denica Chen，8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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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 

王若兰（13 岁） 

一个好的领导是像舜和尧。舜是个能干，和很聪明的人，

他爱百姓。他也很有爱心，因为别的人都用鞭子打牛，可是舜

不打牛，他打簸箕。这样黄牛觉的他打了黑牛，黑牛以为他打

了黄牛。尧非常注重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他的门前有一面鼓，

如果一个人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他们就打那个鼓。尧听到鼓声，

就会出来听取意见。 

选择领导者的正确方法是投票。 就像如何选择舜一样，许

多人都说尧是有价值的，然后在做出决定之前，还要征询更多

人的同意。可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对投票的结果，有时最终

结果是 49％和 51％，那么谁才是更好的领导者。同样，当人

们投票时，他们也不知道候选人的情况。当然，在他们当选之

前，他们会说好话，但是当他们成为领导人时，他们可能会完

全不同。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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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y Zhang，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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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导制度 

张立恒（13 岁） 

在历史上，曾经有两种主要的领导制：君主制和民主制。

两种制度都已经有几千年了，每种制度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  

君主制是一个人控制国家的所有事情，民主制是领导是被

人民选出来的。很多人认为民主制是最好的一种制度，因为每

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领导的位置是选举产生的。 在

历史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很多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

用民主制来管理国家。 

很多人认为君主制对人民不公平，对国家不好。我认为君

主制在某些情况下，对国家更有用。因为在君主制下，皇帝能

决定所有的事情，所以事情就会完成得非常快。比如说，秦始

皇能很快地修长城，保护国家，他还统一了度量衡；法国的国

王路易十四因为有绝对的王权，所以能控制法国的教会，军队

和经济，镇压国内的叛乱，把法国从一个又弱又小的国家变成

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俄国的彼得大帝不管别人的反对，对政

治，经济，军事和科学作了改革，才能把俄国变成欧洲最强的

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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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Shen，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但是我认为君主制最大的问题是用世袭制把领导的位置传

下去。世袭制和禅让制不一样，世袭制是把领袖的位置传给自

己的儿子，而禅让制是选出一个又能干又有德行的人来做新的

领袖。因为皇帝的后代不一定有和他一样的能力，一样的德

行，就没办法管理好国家。在历史上，每个中国的朝代都是开

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能干的皇帝，所以国家很稳定。可是后来

的皇帝，因为没有像第一个皇帝那样经历了辛苦，所以有可能

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这一下，国家就没有稳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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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住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君主制可能是最好的领

导制。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民主制可以更好地选出下一代

的领导人，所以更有可能成功。 

（指导老师：赵晖） 

 

领导制度 

张安琪（13 岁）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民主政府，唐纳德·特朗普目前是总统。

中国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习近平是领导人。 

在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言权，他们有言论自由。中国政府

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他们有领导人，但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小

组互相聚在一起讨论新事物，例如政策方向，法律和预算。美

国有 3 个政府分支机构，权力分配相等，所以没有人拥有太多

权力。这些是半合理的政府方式，但是在选举领导人时，人民

可能会被民主政府中竞选总统的人所误导。人民可能会受到与

政府无关的其他事物的影响；例如降低税收等。这将对个人有

所帮助，但不会使整个国家受益。同时，中国由一群人来决定，

这不仅会给个人带来利益，而且会造福整个国家。但是，如果

领导团体中的人们不打算为有益于公众的事情投票，这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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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糟糕。因此，执政的最佳方法是选举一个人担任总统，但总

统有很多人监督。 

（指导老师：赵晖） 

 

 

(Sarah Stanwood, 7 岁, 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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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株待兔 

王秋霖（13 岁） 

故事：以前，一个农夫在地里干活儿。他每天很辛苦地干

活。他出了很多汗，特别口渴，特别饿。突然，一只兔子不小

心地撞到了一棵树，把脖子折断了，死了。农夫高兴极了，把

兔子捡起来，回家吃了兔子。从那天以后，农夫不干活儿了，

只在树下等着兔子撞树。几天过去了，兔子没有来，地里的草

长得比农夫还高。 

成 语 的

寓意：你要

努力工作。

如果你不努

力工作，你

只靠运气，

你不会成功

的。 

（指导老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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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 

陈若水（15 岁） 

北卡的秋天色彩斑斓，我和爸爸决定一起远足，去欣赏那

迷人的秋色。十一月的一个周末，天气已经转凉，爸爸开车带

我去了乌姆斯特德州立森林公园。在一条穿越森林的小道上，

我们边走边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在游客中心，我们查看了公园的地图以后，选了一条供初

学者步行的萨尔小道。刚刚进入小道， 我们就见到两个小孩在

一个小桥上玩耍。她们显然是跟着父母从森林的另一边走过来

的。看到这些小朋友都可以穿过森林，我们确信这条路并不难

走。 

这个森林里有很多参天大树，就算是大晴天也不能见到太

阳，只能见到一缕缕穿过树叶的阳光。可能是因为树林里一直

阴天，我们总是可以听到昆虫的叫声，就象我家周围听到的夜

虫的声音。这些大树自生自灭，有些树倒了，露出数十尺宽的

树根。林间小道上也一直有细一点的树根伸出地面，给我们的

远足增加了不少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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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弯弯曲曲凹凸不平的小道上，我因为没有经验，有时候

会失去平衡。爸爸跟我说，这样的远足虽然有点难度，但风险

不大，正好适合象我这样的初学者。有些人为了高难度的刺

激，会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爸爸还说，他喜欢做高风险的

科研，这样又有趣又不会伤害身体。 

 

（Jingheng Xiao，5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我们快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森林边有一片雾濛濛的蓝

色，我们边走边猜这是一片湿地还是湖区。不一会儿，我们就

看到一个路标指向一个小湖。我们决定先在湖边休息。从小道

出来，我们看到湖边有人在钓鱼，有人在散步，还有人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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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是一片蓄水湖，湖边有人造的水泥堤坝。堤坝边上有一

堆石头，顺着石头走下去有一条小溪。我问爸爸可不可以爬石

头，爸爸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我们俩一起

小心翼翼地从石头上爬到小溪边，那些晃晃悠悠的石头我又有

些害怕又很兴奋。 

从湖边回来，我们接着走小道的下半段。我们在湖边的时

候，注意到了五颜六色的树叶，很纳闷为什么在小道上没看见

这么漂亮的色彩。等回到小道上，我们才看到原来高处的树叶

确实五彩缤纷，只是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忙着低头看眼前的

路，没有抬头看树上的秋色。 

这条将近五公里的小道走起来比我想象的费劲。正当我觉

得累的时候，迎面跑来了一位锻炼的中年人。想到我是在走路

而不在跑步，又想到刚才碰到的两个幼儿园的小孩，我觉得自

己不能停下来歇着，而应该象他们一样坚持下去。爸爸为了转

移我的注意力，跟我聊起了我们学校的趣事。聊着聊着，我们

就走到了小道的尽头。 

这次远足真有趣，我不仅看到了美丽的秋色，满足了探险

的欲望，还学会了坚韧的精神。 

（指导老师：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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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趣的聚会 

陈若水（15 岁） 

上周没有中文课，中文学校组织了一次郊游。我们一家

四口去了 Apex 社区公园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

的周末。 

这个公园很好玩。我和妹妹还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公园

里聚会的地方。我们先去了一个新建的操场。这个操场里有

很多健身的游戏，可以攀登、跳跃和奔跑。我们刚到的时候

有很多露水，所以我和妹妹都小心翼翼的。后来，露水在太

阳下慢慢蒸发，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地互相追逐了。来郊游

的小朋友们越来越多，我们轮流玩了很多游戏，直到义工们

召集我们去合影留念。 

合影以后，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开始环绕公园的小湖散步。

因为刚刚下过雨，湖水还很浑浊，但是湖面很平静，有一种

自然的美。我们一家四口走在队伍的前面，爸爸妈妈边走边

聊，我和妹妹则在林荫小道上时跑时停。路边有很多有趣的

小东西。我和妹妹有时候捡石子，有时候捡松臻。当我们拿

着一把松臻给爸爸看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不是在雪松鼠储藏

过冬的食物，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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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湖一周以后，我们都有一点累了。好在中文学校的义

工们早已准备好了凉水和午餐，还有水果和甜点。吃完以后，

我和妹妹又有精神了，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操场和别的同学玩

了很多游戏。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聚会。我和妹妹真的像松鼠一样又蹦

又跳，还带回了松针回家“过冬”。。 

（指导老师：李嘉） 

（Kera Zhang，6 岁，指导老师：赵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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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陈若水（15 岁） 

我的妈妈今年四十出头，她在一家数学培训机构兼职，

但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我和妹妹的学习生活。我的妈妈为人

乐观开朗，她不仅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老师和朋友。 

我的妈妈既擅长数学又善于讲解。她每天都教我一些学

校里学不到的数学知识，帮我解答我不会做的数学难题。在

妈妈的帮助下，我很有幸参加了学校的数学兴趣小组，还参

加了全州的数学比赛。虽然妈妈总是鼓励我尽最大的努力，

但她从不要求我每次都考高分。因此，我每次考试之前都不

紧张，我知道只要我平时努力了，考好考坏妈妈都不在意。

在妈妈的引导下，我的心态一直很好，很多朋友都羡慕我有

一个开明的妈妈。 

妈妈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总是让我轻松

快乐。每天放学回家，我和妹妹都跟妈妈有说有笑，无所不

谈。妈妈总是象朋友一样地问我们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

还经常用我们同龄人的口吻和我们对话，她常常逗得我们哈

哈大笑。因为妈妈象朋友一样对我们，我有什么烦恼都会跟

她提，她总是很乐意倾听，偶尔也帮我出主意。她那平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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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幽默的态度让我觉得她不象一个长辈，更象一个朋友。

因为有妈妈这个朋友，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我为有一位亦师亦友、和蔼可亲的妈妈感到骄傲。我爱

我的妈妈！ 

（指导老师：李嘉） 

 

 

（Cindy Zhang，7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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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 

田佩弦（17 岁） 

我有一个好妈妈！她非常爱我，疼我。我觉得和妈妈生活

在一起很幸福。 

我的妈妈的故乡是中国北京市。她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生活

了二十多年。大学毕业以后移民到美国。 她身上还保留着许多

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她说话也是北京的音调，都带着儿音，非

常有趣。每次和妈妈回中国，她都会和她许多朋友见面。 

妈妈在我的生活上照顾我。每天给我做早饭。因为学校的

饭菜不健康，她还在每周二，三，五不上班的时候给我做午

餐。她上班的几天，也是给我准备好午饭以后再去上班。晚饭

更是丰盛。经常给我们全家做地道的北京菜。我很爱吃。妈妈

总是把家收拾的很干净。她经常说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干净舒适

的环境里。 

妈妈还经常计划带我们去旅游。她总说要让我们多长见识

和见闻。我们一到节假日就出去游玩。我们不但见识了美好的

景色，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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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工作认真负责。她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她还教了

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我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还有一年的就要离开家上大学了。我会想念我的妈妈

的。 

（指导老师：李嘉） 

 

（Tan Xin，6 岁，指导老师：Alice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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