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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长城中文学校校刊(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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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于    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于    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于    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演讲比赛于1111月月月月8888日在长日在长日在长日在长

城中文学校成功举行城中文学校成功举行城中文学校成功举行城中文学校成功举行。。。。    

    来自大费城地区的六所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华夏    来自大费城地区的六所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华夏    来自大费城地区的六所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华夏    来自大费城地区的六所中文学校, 长城中文学校,华夏

樱桃山中文学校,明朗中文学校,春晖中文学校,华夏费城分樱桃山中文学校,明朗中文学校,春晖中文学校,华夏费城分樱桃山中文学校,明朗中文学校,春晖中文学校,华夏费城分樱桃山中文学校,明朗中文学校,春晖中文学校,华夏费城分

校, 光华中文学校的四十五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校, 光华中文学校的四十五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校, 光华中文学校的四十五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校, 光华中文学校的四十五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在各自学校的预选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在各自学校的预选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在各自学校的预选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在各自学校的预选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年龄从六岁到十五年龄从六岁到十五年龄从六岁到十五年龄从六岁到十五

岁岁岁岁，，，，有来美前就学习中文多年的有来美前就学习中文多年的有来美前就学习中文多年的有来美前就学习中文多年的，，，，也有出生在多文化背景也有出生在多文化背景也有出生在多文化背景也有出生在多文化背景

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家庭的，，，，但他们都表现出了高超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丰富的但他们都表现出了高超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丰富的但他们都表现出了高超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丰富的但他们都表现出了高超的中文表达能力和丰富的

中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中国文化知识，，，，使得此次比赛成为了一次高水平的文化交使得此次比赛成为了一次高水平的文化交使得此次比赛成为了一次高水平的文化交使得此次比赛成为了一次高水平的文化交

流活动流活动流活动流活动。。。。    

    除了流利的汉语    除了流利的汉语    除了流利的汉语    除了流利的汉语、、、、纯正的语音语调纯正的语音语调纯正的语音语调纯正的语音语调、、、、和声情并茂的表和声情并茂的表和声情并茂的表和声情并茂的表

达之外达之外达之外达之外，，，，这次比赛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参赛学生们这次比赛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参赛学生们这次比赛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参赛学生们这次比赛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参赛学生们

都在自己的演讲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都在自己的演讲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都在自己的演讲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都在自己的演讲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在讲述了一个生动在讲述了一个生动在讲述了一个生动在讲述了一个生动

有趣的故事或朗诵了一段优有趣的故事或朗诵了一段优有趣的故事或朗诵了一段优有趣的故事或朗诵了一段优

美动听的诗歌之后美动听的诗歌之后美动听的诗歌之后美动听的诗歌之后，，，，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都更深入地讲出了自己对人都更深入地讲出了自己对人都更深入地讲出了自己对人都更深入地讲出了自己对人

生生生生、、、、亲情亲情亲情亲情、、、、文化的思考文化的思考文化的思考文化的思考。。。。    

        感        感        感        感谢谢谢谢校校校校长长长长余余余余晓晓晓晓明,教明,教明,教明,教学学学学

副校副校副校副校长长长长周磊, 理事周磊, 理事周磊, 理事周磊, 理事长:长:长:长:依慧, 依慧, 依慧, 依慧, 

家家家家长联谊会长联谊会长联谊会长联谊会主席 :王主席 :王主席 :王主席 :王锻强, 办锻强, 办锻强, 办锻强, 办

公室公室公室公室经经经经理: 路平,注理: 路平,注理: 路平,注理: 路平,注册册册册副校副校副校副校长:长:长:长:

徐永江,文化主任:姚海蓉, 徐永江,文化主任:姚海蓉, 徐永江,文化主任:姚海蓉, 徐永江,文化主任:姚海蓉, 学学学学

生: 生: 生: 生: Jason Xu, Emily Lu, Jason Xu, Emily Lu, Jason Xu, Emily Lu, Jason Xu, Emily Lu, 

Claire Song, and Phoebe Claire Song, and Phoebe Claire Song, and Phoebe Claire Song, and Phoebe 

Cai,Cai,Cai,Cai,家家家家长:闫长:闫长:闫长:闫善善善善红,红,红,红,万万万万应应应应杰,路杰,路杰,路杰,路

平和平和平和平和Robin KarakousisRobin KarakousisRobin KarakousisRobin Karakousis等等等等义义义义

务务务务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工作人员. 员. 员. 员.     

Photo provided by Photo provided by Photo provided by Photo provided by 大田 大田 大田 大田 

Nature Soy & Nature Soy & Nature Soy & Nature Soy & 老老老老枪枪枪枪    

                    油画习作   油画习作   油画习作   油画习作   Lisa Huang 16Lisa Huang 16Lisa Huang 16Lisa Huang 16岁岁岁岁        

指导教师 李国富指导教师 李国富指导教师 李国富指导教师 李国富    

关于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关于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关于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关于第二届大费城地区大田杯中文

演讲比赛的报道  演讲比赛的报道  演讲比赛的报道  演讲比赛的报道             周磊           周磊           周磊           周磊    



 

 

第 2 页 

六年级作文                       六年级作文                       六年级作文                       六年级作文                       辅导教师  管素英辅导教师  管素英辅导教师  管素英辅导教师  管素英     

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        本期编辑：：：：吴孟丹吴孟丹吴孟丹吴孟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本期校对: : : :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周磊 六年级同学周磊 六年级同学周磊 六年级同学周磊 六年级同学    

一件难忘的事  易祥辉 一件难忘的事  易祥辉 一件难忘的事  易祥辉 一件难忘的事  易祥辉 6C6C6C6C     
    这个寒假,爸爸    这个寒假,爸爸    这个寒假,爸爸    这个寒假,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外公和我简单装修了地下室外公和我简单装修了地下室外公和我简单装修了地下室外公和我简单装修了地下室。。。。这这这这

是一件难忘的事是一件难忘的事是一件难忘的事是一件难忘的事。。。。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我们整理了地下室我们整理了地下室我们整理了地下室我们整理了地下室，，，，把没有用的东西扔了把没有用的东西扔了把没有用的东西扔了把没有用的东西扔了。。。。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我的爸爸和妈妈量了地下室我的爸爸和妈妈量了地下室我的爸爸和妈妈量了地下室我的爸爸和妈妈量了地下室，，，，这样他们就知道买多少地毯这样他们就知道买多少地毯这样他们就知道买多少地毯这样他们就知道买多少地毯

了了了了。。。。    

    第一天,爸爸和妈妈买好地毯后    第一天,爸爸和妈妈买好地毯后    第一天,爸爸和妈妈买好地毯后    第一天,爸爸和妈妈买好地毯后，，，，我们把地毯铺开了我们把地毯铺开了我们把地毯铺开了我们把地毯铺开了，，，，我我我我

帮妈妈量了地毯帮妈妈量了地毯帮妈妈量了地毯帮妈妈量了地毯。。。。我们要铺满地面我们要铺满地面我们要铺满地面我们要铺满地面，，，，所以妈妈裁剪了地毯所以妈妈裁剪了地毯所以妈妈裁剪了地毯所以妈妈裁剪了地毯。。。。

接下来我们把专门用来粘地毯的胶水涂在地面上接下来我们把专门用来粘地毯的胶水涂在地面上接下来我们把专门用来粘地毯的胶水涂在地面上接下来我们把专门用来粘地毯的胶水涂在地面上，，，，等了十五等了十五等了十五等了十五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然后把地毯粘在地上然后把地毯粘在地上然后把地毯粘在地上然后把地毯粘在地上。。。。    

                第二天我们开始铺楼梯的地毯第二天我们开始铺楼梯的地毯第二天我们开始铺楼梯的地毯第二天我们开始铺楼梯的地毯。。。。我又帮妈妈量好地毯, 我又帮妈妈量好地毯, 我又帮妈妈量好地毯, 我又帮妈妈量好地毯, 

妈妈剪好后,爸爸用专门钉地毯的钉书机把地毯钉在楼梯上妈妈剪好后,爸爸用专门钉地毯的钉书机把地毯钉在楼梯上妈妈剪好后,爸爸用专门钉地毯的钉书机把地毯钉在楼梯上妈妈剪好后,爸爸用专门钉地毯的钉书机把地毯钉在楼梯上。。。。

就这样我们把地下室简单地做好了就这样我们把地下室简单地做好了就这样我们把地下室简单地做好了就这样我们把地下室简单地做好了，，，，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以后以后以后以后，，，，我我我我，，，，

弟弟和姐姐就可以在地下室玩了弟弟和姐姐就可以在地下室玩了弟弟和姐姐就可以在地下室玩了弟弟和姐姐就可以在地下室玩了。。。。    

    

儿时的记忆  付豪 儿时的记忆  付豪 儿时的记忆  付豪 儿时的记忆  付豪 6C6C6C6C    
    我五岁那年的春天    我五岁那年的春天    我五岁那年的春天    我五岁那年的春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姐姐骑自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姐姐骑自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姐姐骑自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姐姐骑自

行车行车行车行车，，，，我骑三轮车我骑三轮车我骑三轮车我骑三轮车，，，，在人行道上跑在人行道上跑在人行道上跑在人行道上跑。。。。我姥姥跟着一起看着我我姥姥跟着一起看着我我姥姥跟着一起看着我我姥姥跟着一起看着我

们们们们。。。。我看我姐姐已经在人行道上转弯的地方飞跑我看我姐姐已经在人行道上转弯的地方飞跑我看我姐姐已经在人行道上转弯的地方飞跑我看我姐姐已经在人行道上转弯的地方飞跑。。。。第一个兴第一个兴第一个兴第一个兴

奋的想法奋的想法奋的想法奋的想法：：：：哇哇哇哇！！！！我的姐姐骑这么快啊我的姐姐骑这么快啊我的姐姐骑这么快啊我的姐姐骑这么快啊！！！！我希望我也能骑得那我希望我也能骑得那我希望我也能骑得那我希望我也能骑得那

么快么快么快么快！！！！我使劲踩踏板我使劲踩踏板我使劲踩踏板我使劲踩踏板。。。。在地面不平的人行道上在地面不平的人行道上在地面不平的人行道上在地面不平的人行道上，，，，我的三轮车我的三轮车我的三轮车我的三轮车

车轮上下颠簸车轮上下颠簸车轮上下颠簸车轮上下颠簸。。。。第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第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第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第一个令人鼓舞的想法：：：：我离姐姐越来越近我离姐姐越来越近我离姐姐越来越近我离姐姐越来越近

了了了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的脚旋转速度更快我的脚旋转速度更快我的脚旋转速度更快我的脚旋转速度更快。。。。我的身体不均衡地上下颠我的身体不均衡地上下颠我的身体不均衡地上下颠我的身体不均衡地上下颠

簸转动簸转动簸转动簸转动。。。。突然突然突然突然，，，，我的三轮车翻了我的三轮车翻了我的三轮车翻了我的三轮车翻了，，，，整个人在倒在地上整个人在倒在地上整个人在倒在地上整个人在倒在地上，，，，脸部脸部脸部脸部

刮到水泥地上刮到水泥地上刮到水泥地上刮到水泥地上。。。。我起来后我起来后我起来后我起来后，，，，我请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我请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我请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我请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是：：：：这这这这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摸摸我的脸我摸摸我的脸我摸摸我的脸我摸摸我的脸。。。。怎么是湿的怎么是湿的怎么是湿的怎么是湿的？？？？我希望我不会看我希望我不会看我希望我不会看我希望我不会看

到血在手上...为什么我觉得不痛到血在手上...为什么我觉得不痛到血在手上...为什么我觉得不痛到血在手上...为什么我觉得不痛？？？？这是什么...血这是什么...血这是什么...血这是什么...血！！！！啊啊啊啊！！！！

血血血血！！！！我开始哭我开始哭我开始哭我开始哭，，，，我的姥姥也吓坏了我的姥姥也吓坏了我的姥姥也吓坏了我的姥姥也吓坏了。。。。她拉起我回了家她拉起我回了家她拉起我回了家她拉起我回了家，，，，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镜子前看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我了镜子前看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我了镜子前看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我了镜子前看到自己已经不是原来我了…………    

    

    今年的圣诞节 王星兰今年的圣诞节 王星兰今年的圣诞节 王星兰今年的圣诞节 王星兰  6D 6D 6D 6D  
    今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圣诞礼物今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圣诞礼物今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圣诞礼物今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很多圣诞礼物。。。。圣诞老人今年没圣诞老人今年没圣诞老人今年没圣诞老人今年没

有到我家有到我家有到我家有到我家。。。。我怎么会知道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因为爸爸事先叫我把我想要因为爸爸事先叫我把我想要因为爸爸事先叫我把我想要因为爸爸事先叫我把我想要

的礼物写在一张单子上的礼物写在一张单子上的礼物写在一张单子上的礼物写在一张单子上，，，，这样爸爸这样爸爸这样爸爸这样爸爸，，，，妈妈和姐姐就知道我的妈妈和姐姐就知道我的妈妈和姐姐就知道我的妈妈和姐姐就知道我的

圣诞愿望了圣诞愿望了圣诞愿望了圣诞愿望了。。。。    

                因为爸爸的手臂摔断了因为爸爸的手臂摔断了因为爸爸的手臂摔断了因为爸爸的手臂摔断了，，，，不能提很重的东西不能提很重的东西不能提很重的东西不能提很重的东西，，，，所以今年所以今年所以今年所以今年

我们买了一棵很小的圣诞树我们买了一棵很小的圣诞树我们买了一棵很小的圣诞树我们买了一棵很小的圣诞树。。。。我喜欢看他们修剪圣诞树我喜欢看他们修剪圣诞树我喜欢看他们修剪圣诞树我喜欢看他们修剪圣诞树。。。。我我我我

问叔叔要了他修剪下来的一根树枝带回了家问叔叔要了他修剪下来的一根树枝带回了家问叔叔要了他修剪下来的一根树枝带回了家问叔叔要了他修剪下来的一根树枝带回了家，，，，放在了我的房放在了我的房放在了我的房放在了我的房

间里间里间里间里，，，，它使我的房间闻起来很清香它使我的房间闻起来很清香它使我的房间闻起来很清香它使我的房间闻起来很清香。。。。    

                我家的传统是我和我姐姐每年一起装点圣诞树我家的传统是我和我姐姐每年一起装点圣诞树我家的传统是我和我姐姐每年一起装点圣诞树我家的传统是我和我姐姐每年一起装点圣诞树。。。。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今年姐姐自己开始弄了今年姐姐自己开始弄了今年姐姐自己开始弄了今年姐姐自己开始弄了，，，，使我很生气使我很生气使我很生气使我很生气。。。。尤其是她没让我挂上尤其是她没让我挂上尤其是她没让我挂上尤其是她没让我挂上

我最喜欢的小天使像和小鹿挂件我最喜欢的小天使像和小鹿挂件我最喜欢的小天使像和小鹿挂件我最喜欢的小天使像和小鹿挂件。。。。不过我家的圣诞树站立在不过我家的圣诞树站立在不过我家的圣诞树站立在不过我家的圣诞树站立在

我家门窗前我家门窗前我家门窗前我家门窗前，，，，晚上点亮了晚上点亮了晚上点亮了晚上点亮了，，，，还是显得格外美丽还是显得格外美丽还是显得格外美丽还是显得格外美丽。。。。    

                圣诞节一早我们全家一起围在圣诞树前听圣诞音乐圣诞节一早我们全家一起围在圣诞树前听圣诞音乐圣诞节一早我们全家一起围在圣诞树前听圣诞音乐圣诞节一早我们全家一起围在圣诞树前听圣诞音乐，，，，唱唱唱唱

圣诞歌圣诞歌圣诞歌圣诞歌，，，，拆礼物拆礼物拆礼物拆礼物，，，，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    

一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  葛瑞思 一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  葛瑞思 一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  葛瑞思 一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  葛瑞思 6D6D6D6D    
            去年的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和另外两家朋友一起去我们全家和另外两家朋友一起去我们全家和另外两家朋友一起去我们全家和另外两家朋友一起去

cruisecruisecruisecruise了了了了。。。。我们的船很大我们的船很大我们的船很大我们的船很大，，，，就象一个漂在海上的旅馆就象一个漂在海上的旅馆就象一个漂在海上的旅馆就象一个漂在海上的旅馆。。。。船船船船

上有很多房间上有很多房间上有很多房间上有很多房间，，，，可以住很多人可以住很多人可以住很多人可以住很多人，，，，还有许多游泳池还有许多游泳池还有许多游泳池还有许多游泳池，，，，健身健身健身健身

房房房房，，，，商店商店商店商店，，，，餐厅餐厅餐厅餐厅，，，，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在这次旅程中在这次旅程中在这次旅程中在这次旅程中，，，，我们靠岸去了我们靠岸去了我们靠岸去了我们靠岸去了

Orlando,FLOrlando,FLOrlando,FLOrlando,FL和和和和BahamasBahamasBahamasBahamas的的的的NassauNassauNassauNassau和和和和FreeportFreeportFreeportFreeport。。。。我最喜欢的一我最喜欢的一我最喜欢的一我最喜欢的一

站是站是站是站是NassauNassauNassauNassau。。。。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我们去了AtlantisAtlantisAtlantisAtlantis度假村度假村度假村度假村。。。。

AtlantisAtlantisAtlantisAtlantis的景色很美的景色很美的景色很美的景色很美，，，，有白色的沙滩有白色的沙滩有白色的沙滩有白色的沙滩，，，，又蓝又清的海水又蓝又清的海水又蓝又清的海水又蓝又清的海水，，，，

好玩儿的水上公园好玩儿的水上公园好玩儿的水上公园好玩儿的水上公园，，，，还有奇妙的还有奇妙的还有奇妙的还有奇妙的AtlantisAtlantisAtlantisAtlantis遗址遗址遗址遗址。。。。而我觉得而我觉得而我觉得而我觉得

最有趣的还是我们在海豚湾的活动最有趣的还是我们在海豚湾的活动最有趣的还是我们在海豚湾的活动最有趣的还是我们在海豚湾的活动。。。。    

    在海豚湾    在海豚湾    在海豚湾    在海豚湾，，，，我们先换上潜水服我们先换上潜水服我们先换上潜水服我们先换上潜水服，，，，然后听海豚训练员讲然后听海豚训练员讲然后听海豚训练员讲然后听海豚训练员讲

解有关海豚的一些常识解有关海豚的一些常识解有关海豚的一些常识解有关海豚的一些常识。。。。马上就要下水了马上就要下水了马上就要下水了马上就要下水了，，，，我好激动啊我好激动啊我好激动啊我好激动啊，，，，

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海豚接触过呢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海豚接触过呢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海豚接触过呢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海豚接触过呢。。。。我们随着海豚我们随着海豚我们随着海豚我们随着海豚

训练员走进水里训练员走进水里训练员走进水里训练员走进水里，，，，一只可爱的海豚向我们游了过来一只可爱的海豚向我们游了过来一只可爱的海豚向我们游了过来一只可爱的海豚向我们游了过来，，，，它的它的它的它的

名字叫名字叫名字叫名字叫Jonah,13Jonah,13Jonah,13Jonah,13岁了岁了岁了岁了。。。。它很温顺它很温顺它很温顺它很温顺，，，，乖乖地游到我身边让我乖乖地游到我身边让我乖乖地游到我身边让我乖乖地游到我身边让我

摸他的背摸他的背摸他的背摸他的背，，，，它的皮肤摸起来象橡胶的感觉它的皮肤摸起来象橡胶的感觉它的皮肤摸起来象橡胶的感觉它的皮肤摸起来象橡胶的感觉，，，，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我还我还我还我还

拿小鱼喂它拿小鱼喂它拿小鱼喂它拿小鱼喂它，，，，它张嘴等着它张嘴等着它张嘴等着它张嘴等着，，，，我一松手我一松手我一松手我一松手，，，，小鱼掉进它的嘴小鱼掉进它的嘴小鱼掉进它的嘴小鱼掉进它的嘴

里里里里，，，，一下子就被吞进肚去一下子就被吞进肚去一下子就被吞进肚去一下子就被吞进肚去。。。。海豚训练员还给我们指出来海海豚训练员还给我们指出来海海豚训练员还给我们指出来海海豚训练员还给我们指出来海

豚身体的每个部位豚身体的每个部位豚身体的每个部位豚身体的每个部位，，，，告诉我们如何根据海豚的背鳍来区分告诉我们如何根据海豚的背鳍来区分告诉我们如何根据海豚的背鳍来区分告诉我们如何根据海豚的背鳍来区分

不同的海豚不同的海豚不同的海豚不同的海豚。。。。我还拥抱我还拥抱我还拥抱我还拥抱，，，，亲吻海豚亲吻海豚亲吻海豚亲吻海豚JonahJonahJonahJonah，，，，并和它合影并和它合影并和它合影并和它合影。。。。最最最最

后后后后，，，，几只海豚还在我们面前做了很精彩的表演几只海豚还在我们面前做了很精彩的表演几只海豚还在我们面前做了很精彩的表演几只海豚还在我们面前做了很精彩的表演。。。。这真是一这真是一这真是一这真是一

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啊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啊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啊次难忘而有趣的经历啊。。。。    

    

我的猫咪咪  陈旸旸我的猫咪咪  陈旸旸我的猫咪咪  陈旸旸我的猫咪咪  陈旸旸    
    学学学学校放假了校放假了校放假了校放假了。。。。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妈妈带妈妈带妈妈带妈妈带我去中我去中我去中我去中国国国国去看姥姥去看姥姥去看姥姥去看姥姥，，，，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和和和和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我想我想我想我想着着着着““““哇哇哇哇！！！！这这这这是我第一次要去中是我第一次要去中是我第一次要去中是我第一次要去中国国国国。。。。这应该会这应该会这应该会这应该会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玩的玩的玩的玩的。。。。””””    到了姥姥和到了姥姥和到了姥姥和到了姥姥和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的家,我看到了一的家,我看到了一的家,我看到了一的家,我看到了一个个个个小白小白小白小白猫猫猫猫。。。。        

                这这这这是我第一次是我第一次是我第一次是我第一次见见见见到咪咪到咪咪到咪咪到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长长长长得很漂亮,得很漂亮,得很漂亮,得很漂亮,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的白毛的白毛的白毛的白毛，，，，

圆圆圆圆圆圆圆圆的的的的脸,脸,脸,脸,    蓝蓝蓝蓝蓝蓝蓝蓝的眼睛的眼睛的眼睛的眼睛。。。。它很活它很活它很活它很活泼,泼,泼,泼,    也很也很也很也很聪聪聪聪明明明明。。。。我我我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跟我的跟我的跟我的跟我的

姥姥聊天太姥姥聊天太姥姥聊天太姥姥聊天太长长长长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变变变变得很得很得很得很无无无无聊聊聊聊。。。。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厨厨厨厨房吃房吃房吃房吃点东点东点东点东西西西西。。。。突然突然突然突然，，，，

咪咪跳出咪咪跳出咪咪跳出咪咪跳出来来来来，，，，吓吓吓吓了我一跳了我一跳了我一跳了我一跳。。。。它它它它开开开开始叫始叫始叫始叫。。。。我我我我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出出出出来来来来了,了,了,了,    告告告告诉诉诉诉

我我我我。。。。它叫就是因它叫就是因它叫就是因它叫就是因为为为为它要和你吃它要和你吃它要和你吃它要和你吃饭饭饭饭。。。。从从从从此此此此，，，，我和咪咪我和咪咪我和咪咪我和咪咪变变变变成了最成了最成了最成了最

好的朋友好的朋友好的朋友好的朋友。。。。我每天喂咪咪吃我每天喂咪咪吃我每天喂咪咪吃我每天喂咪咪吃东东东东西西西西。。。。我跟它玩球我跟它玩球我跟它玩球我跟它玩球。。。。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时时时时候它候它候它候它

到我的床睡到我的床睡到我的床睡到我的床睡。。。。每次我看每次我看每次我看每次我看见见见见它我都它我都它我都它我都觉觉觉觉的很的很的很的很开开开开心心心心。。。。如果大家出去如果大家出去如果大家出去如果大家出去

玩玩玩玩，，，，我要留在家跟咪咪玩我要留在家跟咪咪玩我要留在家跟咪咪玩我要留在家跟咪咪玩。。。。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很快就很快就很快就很快就过过过过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我和我妈妈妈妈收拾行李箱收拾行李箱收拾行李箱收拾行李箱，，，，要回美要回美要回美要回美国国国国。。。。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到了美到了美到了美到了美国国国国。。。。我很想咪咪我很想咪咪我很想咪咪我很想咪咪。。。。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会会会回中回中回中回中国国国国

去看它去看它去看它去看它。。。。我在等我在等我在等我在等着这着这着这着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