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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一出来我就出去吃草太阳一出来我就出去吃草太阳一出来我就出去吃草太阳一出来我就出去吃草。。。。我喜欢又跑又跳我喜欢又跑又跳我喜欢又跑又跳我喜欢又跑又跳。。。。我我我我

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一边吃草一边甩尾巴。。。。我有时候爱在河边喝水我有时候爱在河边喝水我有时候爱在河边喝水我有时候爱在河边喝水，，，，有时有时有时有时

候爱在马厩睡觉候爱在马厩睡觉候爱在马厩睡觉候爱在马厩睡觉。。。。小朋友都喜欢我小朋友都喜欢我小朋友都喜欢我小朋友都喜欢我。。。。    

((((3C  廖安然廖安然廖安然廖安然     Anran Liao)  

 

早上八点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洗脸刷牙早上八点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洗脸刷牙早上八点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洗脸刷牙早上八点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洗脸刷牙，，，，穿好衣穿好衣穿好衣穿好衣

服服服服，，，，吃完饭就去上学吃完饭就去上学吃完饭就去上学吃完饭就去上学。。。。我一放学回来就去做作业我一放学回来就去做作业我一放学回来就去做作业我一放学回来就去做作业，，，，我我我我

一边做作业一边做作业一边做作业一边做作业，，，，一边想问题一边想问题一边想问题一边想问题。。。。我有时候在学校画画儿我有时候在学校画画儿我有时候在学校画画儿我有时候在学校画画儿，，，，

有时候在学校跳舞有时候在学校跳舞有时候在学校跳舞有时候在学校跳舞，，，，我又喜欢学习我又喜欢学习我又喜欢学习我又喜欢学习，，，，又爱运动又爱运动又爱运动又爱运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做个人人都爱的好学生做个人人都爱的好学生做个人人都爱的好学生做个人人都爱的好学生。。。。    

((((3C  倪雪儿 倪雪儿 倪雪儿 倪雪儿 Michel Ni) 

 

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春天一来，，，，我就变成绿色我就变成绿色我就变成绿色我就变成绿色。。。。大风的时候大风的时候大风的时候大风的时候，，，，我会摇我会摇我会摇我会摇

来摇去来摇去来摇去来摇去。。。。小鸟喜欢在我身上又唱又跳小鸟喜欢在我身上又唱又跳小鸟喜欢在我身上又唱又跳小鸟喜欢在我身上又唱又跳。。。。大太阳时大太阳时大太阳时大太阳时，，，，人人人人

们都喜欢坐在我下面们都喜欢坐在我下面们都喜欢坐在我下面们都喜欢坐在我下面。。。。    

((((3C  伍宇超 伍宇超 伍宇超 伍宇超 Andrew Wu) 

 

我长着很美丽的翅膀我长着很美丽的翅膀我长着很美丽的翅膀我长着很美丽的翅膀；；；；一到春天一到春天一到春天一到春天，，，，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

我我我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他们会一边追着我一边大他们会一边追着我一边大他们会一边追着我一边大他们会一边追着我一边大

声的叫着声的叫着声的叫着声的叫着。。。。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我会飞来飞去我会飞来飞去我会飞来飞去我会飞来飞去，，，，有时候我又爱在有时候我又爱在有时候我又爱在有时候我又爱在

花丛中跳舞花丛中跳舞花丛中跳舞花丛中跳舞。。。。    

((((3C  黄秋晨 黄秋晨 黄秋晨 黄秋晨 Amy Huang) 

 

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天一黑，，，，人们就可能看见我了人们就可能看见我了人们就可能看见我了人们就可能看见我了。。。。我一边围着地球我一边围着地球我一边围着地球我一边围着地球

转转转转，，，，一边自己转一边自己转一边自己转一边自己转。。。。我可以在云里跑来跑去我可以在云里跑来跑去我可以在云里跑来跑去我可以在云里跑来跑去。。。。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

像个圆盘像个圆盘像个圆盘像个圆盘，，，，又大又亮又大又亮又大又亮又大又亮，，，，有时候象把镰刀有时候象把镰刀有时候象把镰刀有时候象把镰刀，，，，挂在树梢挂在树梢挂在树梢挂在树梢。。。。

人都希望在晚上见到我人都希望在晚上见到我人都希望在晚上见到我人都希望在晚上见到我。。。。    

((((3C  刘良华 刘良华 刘良华 刘良华 Hilary Liu) 

 

我跳来跳去我跳来跳去我跳来跳去我跳来跳去。。。。我一边玩一边唱我一边玩一边唱我一边玩一边唱我一边玩一边唱。。。。我有时候读书我有时候读书我有时候读书我有时候读书，，，，

有时候弹钢琴有时候弹钢琴有时候弹钢琴有时候弹钢琴。。。。我高兴时又唱又跳我高兴时又唱又跳我高兴时又唱又跳我高兴时又唱又跳。。。。    

((((3C  李丹丹 李丹丹 李丹丹 李丹丹 Jasmine Li) 

三年级作文三年级作文三年级作文三年级作文《《《《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                ？》                ？》                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辅导教师 魏东飞    

我在水里游来游去我在水里游来游去我在水里游来游去我在水里游来游去，，，，一边吃饭一边游一边吃饭一边游一边吃饭一边游一边吃饭一边游。。。。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有时候

在水底在水底在水底在水底，，，，有时候在水面有时候在水面有时候在水面有时候在水面，，，，我又有爸爸又有妈妈我又有爸爸又有妈妈我又有爸爸又有妈妈我又有爸爸又有妈妈，，，，小朋小朋小朋小朋

友们都喜欢我友们都喜欢我友们都喜欢我友们都喜欢我。(。(。(。(3C  陈查理 陈查理 陈查理 陈查理 Charl ie Chen)  

    

天一变冷天一变冷天一变冷天一变冷，，，，我就开始冬眠我就开始冬眠我就开始冬眠我就开始冬眠。。。。其他季节其他季节其他季节其他季节，，，，我会在水我会在水我会在水我会在水

里游来游去或者在沙滩和石头堆里爬来爬去里游来游去或者在沙滩和石头堆里爬来爬去里游来游去或者在沙滩和石头堆里爬来爬去里游来游去或者在沙滩和石头堆里爬来爬去。。。。我一边我一边我一边我一边

游一边找食物游一边找食物游一边找食物游一边找食物。。。。我有时候把脖子缩到外壳里我有时候把脖子缩到外壳里我有时候把脖子缩到外壳里我有时候把脖子缩到外壳里，，，，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

伸出来伸出来伸出来伸出来。。。。和我的身体比和我的身体比和我的身体比和我的身体比，，，，我的头又小又尖我的头又小又尖我的头又小又尖我的头又小又尖。。。。和别的动和别的动和别的动和别的动

物比物比物比物比，，，，我是最长寿的我是最长寿的我是最长寿的我是最长寿的，，，，可以活一千年哪可以活一千年哪可以活一千年哪可以活一千年哪。。。。哪种动物都哪种动物都哪种动物都哪种动物都

比不过我比不过我比不过我比不过我。。。。    

((((3C 陈凯瑞陈凯瑞陈凯瑞陈凯瑞     Carrie Chen) 

 

我有时候爱在家里看书我有时候爱在家里看书我有时候爱在家里看书我有时候爱在家里看书，，，，有时候爱在公园荡秋有时候爱在公园荡秋有时候爱在公园荡秋有时候爱在公园荡秋

千千千千。。。。我喜欢学习我喜欢学习我喜欢学习我喜欢学习，，，，又喜欢唱歌又喜欢唱歌又喜欢唱歌又喜欢唱歌。。。。我喜欢一边玩儿一边我喜欢一边玩儿一边我喜欢一边玩儿一边我喜欢一边玩儿一边

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我很喜欢哈利波特我很喜欢哈利波特我很喜欢哈利波特我很喜欢哈利波特。。。。我有又黑又长的头发我有又黑又长的头发我有又黑又长的头发我有又黑又长的头发。。。。

((((3C 张菡喆 张菡喆 张菡喆 张菡喆 Rachel Zhang )  

    

人们叫我花儿人们叫我花儿人们叫我花儿人们叫我花儿，，，，可是我从来不在春天里开放可是我从来不在春天里开放可是我从来不在春天里开放可是我从来不在春天里开放。。。。人人人人

们叫我花儿们叫我花儿们叫我花儿们叫我花儿，，，，可是我在你的手里会融化可是我在你的手里会融化可是我在你的手里会融化可是我在你的手里会融化。。。。人们叫我花人们叫我花人们叫我花人们叫我花

儿儿儿儿，，，，可是我只有一种颜色可是我只有一种颜色可是我只有一种颜色可是我只有一种颜色。。。。我有时候在天空中飞舞我有时候在天空中飞舞我有时候在天空中飞舞我有时候在天空中飞舞，，，，

有时候变成孩子们玩耍的球有时候变成孩子们玩耍的球有时候变成孩子们玩耍的球有时候变成孩子们玩耍的球。。。。我给大地披上一层白我给大地披上一层白我给大地披上一层白我给大地披上一层白

衣衣衣衣。。。。    

((((3D 万明昱 万明昱 万明昱 万明昱 Catherine Wan)  

    

冬天里我不在冬天里我不在冬天里我不在冬天里我不在，，，，我睡觉去了我睡觉去了我睡觉去了我睡觉去了。。。。春天一来我就起春天一来我就起春天一来我就起春天一来我就起

来来来来，，，，便成了很多的颜色便成了很多的颜色便成了很多的颜色便成了很多的颜色。。。。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也变成很多我也变成很多我也变成很多我也变成很多

颜色颜色颜色颜色。。。。而秋天一来而秋天一来而秋天一来而秋天一来，，，，我就准备睡觉去了我就准备睡觉去了我就准备睡觉去了我就准备睡觉去了。。。。    

((((3D  王丫丫 王丫丫 王丫丫 王丫丫 Yvette Wang)        

    

    我七岁了    我七岁了    我七岁了    我七岁了，，，，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

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 …? …? …?     

((((3D 邓华美 邓华美 邓华美 邓华美 Jassica Penrose) 
                                      （（（（接第接第接第接第4444页页页页））））  



  

 

第 2 页 

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五年级AAAA班作文班作文班作文班作文《《《《我的中国新年我的中国新年我的中国新年我的中国新年》                》                》                》                辅导教师 万亦平辅导教师 万亦平辅导教师 万亦平辅导教师 万亦平    

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蒋伊笑    

我的这个中国年过得很快乐我的这个中国年过得很快乐我的这个中国年过得很快乐我的这个中国年过得很快乐。。。。    

每年过春节每年过春节每年过春节每年过春节，，，，我所在的长城中文学校都举行联欢会我所在的长城中文学校都举行联欢会我所在的长城中文学校都举行联欢会我所在的长城中文学校都举行联欢会。。。。

今年也一样今年也一样今年也一样今年也一样。。。。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参加了演出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参加了演出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参加了演出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参加了演出。。。。我们演了小我们演了小我们演了小我们演了小

品 品 品 品 ““““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妹妹也参加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妹妹也参加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妹妹也参加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妹妹也参加了精彩的舞蹈表演““““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我觉得我们都表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们都表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们都表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们都表演得很好。。。。    

晚会结束后晚会结束后晚会结束后晚会结束后，，，，我们回家吃饺子我们回家吃饺子我们回家吃饺子我们回家吃饺子。。。。我家过节的时候我家过节的时候我家过节的时候我家过节的时候，，，，我我我我

们吃了很多饺子们吃了很多饺子们吃了很多饺子们吃了很多饺子。。。。饺子是我外婆和外公做的饺子是我外婆和外公做的饺子是我外婆和外公做的饺子是我外婆和外公做的。。。。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吃

他们做的饺子他们做的饺子他们做的饺子他们做的饺子。。。。        

吃完饺子以后吃完饺子以后吃完饺子以后吃完饺子以后，，，，爸爸就把电视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爸爸就把电视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爸爸就把电视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爸爸就把电视打开看中央电视台的

““““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我最喜欢的演出就是魔术我最喜欢的演出就是魔术我最喜欢的演出就是魔术我最喜欢的演出就是魔术。。。。魔术师把魔术师把魔术师把魔术师把

一个吸管插在镜子里一个吸管插在镜子里一个吸管插在镜子里一个吸管插在镜子里，，，，吸管把外面杯子里的咖啡吸光了吸管把外面杯子里的咖啡吸光了吸管把外面杯子里的咖啡吸光了吸管把外面杯子里的咖啡吸光了。。。。    

这就是我快乐的中国年这就是我快乐的中国年这就是我快乐的中国年这就是我快乐的中国年。。。。    

    

孙樊博孙樊博孙樊博孙樊博    

我的中国新年过得很好我的中国新年过得很好我的中国新年过得很好我的中国新年过得很好。。。。你的呢你的呢你的呢你的呢？？？？我的新年发生两件我的新年发生两件我的新年发生两件我的新年发生两件

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台上表演第一件事就是在台上表演第一件事就是在台上表演第一件事就是在台上表演。。。。在新年那天,也正好是长城在新年那天,也正好是长城在新年那天,也正好是长城在新年那天,也正好是长城

中文学校的新年晩会中文学校的新年晩会中文学校的新年晩会中文学校的新年晩会。。。。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晚会上表演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晚会上表演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晚会上表演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在晚会上表演

了个情景剧叫了个情景剧叫了个情景剧叫了个情景剧叫《《《《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这个情景剧中有人扮演这个情景剧中有人扮演这个情景剧中有人扮演这个情景剧中有人扮演

““““河河河河””””，，，，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狼狼狼狼”,”,”,”,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羊羊羊羊””””，，，，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有人扮演

““““树树树树””””，，，，还有人是还有人是还有人是还有人是““““旁白旁白旁白旁白””””。。。。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玩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玩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玩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好玩，，，，因因因因

为表演里的为表演里的为表演里的为表演里的““““狼狼狼狼””””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很好笑。。。。我们在台上用我们最好的声音我们在台上用我们最好的声音我们在台上用我们最好的声音我们在台上用我们最好的声音

演我们的情景剧演我们的情景剧演我们的情景剧演我们的情景剧。。。。那时台下观众们看完了很高兴那时台下观众们看完了很高兴那时台下观众们看完了很高兴那时台下观众们看完了很高兴，，，，很想有很想有很想有很想有

机会再看一遍机会再看一遍机会再看一遍机会再看一遍。。。。    

第二件又有意义的事是晚会后的年夜饭第二件又有意义的事是晚会后的年夜饭第二件又有意义的事是晚会后的年夜饭第二件又有意义的事是晚会后的年夜饭。。。。晚会后我就晚会后我就晚会后我就晚会后我就

兴奋地回了家兴奋地回了家兴奋地回了家兴奋地回了家。。。。我那么高兴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的年夜饭我那么高兴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的年夜饭我那么高兴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的年夜饭我那么高兴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年的年夜饭

会有一大顿饺子会有一大顿饺子会有一大顿饺子会有一大顿饺子（（（（加醋加醋加醋加醋）。）。）。）。我很喜欢吃饺子加醋我很喜欢吃饺子加醋我很喜欢吃饺子加醋我很喜欢吃饺子加醋。。。。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我我我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先祝新年,然后我们吃了饺子先祝新年,然后我们吃了饺子先祝新年,然后我们吃了饺子先祝新年,然后我们吃了饺子。。。。那天的那天的那天的那天的

饺子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饺子饺子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饺子饺子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饺子饺子肯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饺子！！！！！！！！！！！！我一吃完就给爸妈我一吃完就给爸妈我一吃完就给爸妈我一吃完就给爸妈

拜年拜年拜年拜年。。。。拜年后我的爸爸妈妈高兴兴地给我红包拜年后我的爸爸妈妈高兴兴地给我红包拜年后我的爸爸妈妈高兴兴地给我红包拜年后我的爸爸妈妈高兴兴地给我红包。。。。    

这就是我的新年这就是我的新年这就是我的新年这就是我的新年。。。。我爱新年的红包和年夜饭我爱新年的红包和年夜饭我爱新年的红包和年夜饭我爱新年的红包和年夜饭。。。。我太喜我太喜我太喜我太喜

欢过新年了欢过新年了欢过新年了欢过新年了！！！！    

    

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李昱霖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好多好玩的:有舞狮子有好多好玩的:有舞狮子有好多好玩的:有舞狮子有好多好玩的:有舞狮子，，，，吃吃吃吃

饺子和放鞭炮饺子和放鞭炮饺子和放鞭炮饺子和放鞭炮。。。。今年的新年是一月二十二日今年的新年是一月二十二日今年的新年是一月二十二日今年的新年是一月二十二日。。。。为了庆祝新为了庆祝新为了庆祝新为了庆祝新

年,我们中文学校举办了联欢会年,我们中文学校举办了联欢会年,我们中文学校举办了联欢会年,我们中文学校举办了联欢会。。。。    

我要表演两个节目我要表演两个节目我要表演两个节目我要表演两个节目，，，，一个是舞台情景剧一个是舞台情景剧一个是舞台情景剧一个是舞台情景剧《《《《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

一个是舞蹈一个是舞蹈一个是舞蹈一个是舞蹈《《《《草原姑娘草原姑娘草原姑娘草原姑娘》。》。》。》。星期天一大早星期天一大早星期天一大早星期天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妈妈就带着我去妈妈就带着我去妈妈就带着我去

一个中学彩排一个中学彩排一个中学彩排一个中学彩排。。。。我的舞蹈是第一个彩排我的舞蹈是第一个彩排我的舞蹈是第一个彩排我的舞蹈是第一个彩排。。。。彩排的节目很多彩排的节目很多彩排的节目很多彩排的节目很多，，，，

所以相对于每个节目来说所以相对于每个节目来说所以相对于每个节目来说所以相对于每个节目来说，，，，上台彩排的时间很短上台彩排的时间很短上台彩排的时间很短上台彩排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但是我们但是我们但是我们

都很认真地配合老师完成了所有的彩排都很认真地配合老师完成了所有的彩排都很认真地配合老师完成了所有的彩排都很认真地配合老师完成了所有的彩排。。。。    

两点的时候,联欢会正式开始两点的时候,联欢会正式开始两点的时候,联欢会正式开始两点的时候,联欢会正式开始。。。。我又兴奋又紧张我又兴奋又紧张我又兴奋又紧张我又兴奋又紧张，，，，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能展示最好的自己能展示最好的自己能展示最好的自己能展示最好的自己。。。。在在在在《《《《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里, 我是一只里, 我是一只里, 我是一只里,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羊羊羊羊””””，，，，但却是一只聪明的但却是一只聪明的但却是一只聪明的但却是一只聪明的““““小羊小羊小羊小羊””””。。。。在在在在““““狼狼狼狼””””的面前的面前的面前的面前，，，，很很很很

好地保护了自己好地保护了自己好地保护了自己好地保护了自己。。。。在在在在《《《《草原姑娘草原姑娘草原姑娘草原姑娘》》》》里, 我是一个活泼里, 我是一个活泼里, 我是一个活泼里, 我是一个活泼，，，，欢欢欢欢

快的小姑娘快的小姑娘快的小姑娘快的小姑娘，，，，骑着马骑着马骑着马骑着马，，，，在草原上奔跑在草原上奔跑在草原上奔跑在草原上奔跑。。。。我努力地配合音乐我努力地配合音乐我努力地配合音乐我努力地配合音乐

完成好每一个动作完成好每一个动作完成好每一个动作完成好每一个动作。。。。并把我的微笑带给大家并把我的微笑带给大家并把我的微笑带给大家并把我的微笑带给大家。。。。让大家开开让大家开开让大家开开让大家开开

心心地过一个年心心地过一个年心心地过一个年心心地过一个年。。。。    

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一个又一个。。。。不知不觉联欢会结束了不知不觉联欢会结束了不知不觉联欢会结束了不知不觉联欢会结束了。。。。新新新新

的一年就在这回味中又开始了的一年就在这回味中又开始了的一年就在这回味中又开始了的一年就在这回味中又开始了。。。。    

    

聂婷婷聂婷婷聂婷婷聂婷婷    

我的新年又快乐又好玩我的新年又快乐又好玩我的新年又快乐又好玩我的新年又快乐又好玩！！！！    

我的亲戚从纽约来我们宾州家和我们一起过新年我的亲戚从纽约来我们宾州家和我们一起过新年我的亲戚从纽约来我们宾州家和我们一起过新年我的亲戚从纽约来我们宾州家和我们一起过新年。。。。我我我我

们晚餐 吃得很丰富们晚餐 吃得很丰富们晚餐 吃得很丰富们晚餐 吃得很丰富：：：：有鱼有鱼有鱼有鱼，，，，有虾有虾有虾有虾，，，，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好吃的。。。。我最我最我最我最

食欢吃的就是火锅食欢吃的就是火锅食欢吃的就是火锅食欢吃的就是火锅。。。。吃完了晚餐吃完了晚餐吃完了晚餐吃完了晚餐，，，，大家 都 到 楼上去看 大家 都 到 楼上去看 大家 都 到 楼上去看 大家 都 到 楼上去看 

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节目只有在春节才这个节目只有在春节才这个节目只有在春节才这个节目只有在春节才

能看到能看到能看到能看到。。。。节目非常棒节目非常棒节目非常棒节目非常棒，，，，演员们跳得很美演员们跳得很美演员们跳得很美演员们跳得很美。。。。节目里有各种各节目里有各种各节目里有各种各节目里有各种各

样的歌样的歌样的歌样的歌，，，，他们穿的衣服让他们的舞蹈显得更漂亮他们穿的衣服让他们的舞蹈显得更漂亮他们穿的衣服让他们的舞蹈显得更漂亮他们穿的衣服让他们的舞蹈显得更漂亮。。。。    

看完节目看完节目看完节目看完节目，，，，妹妹和我帮妈妈做汤圆妹妹和我帮妈妈做汤圆妹妹和我帮妈妈做汤圆妹妹和我帮妈妈做汤圆。。。。吃汤圆吃汤圆吃汤圆吃汤圆，，，，它代表 它代表 它代表 它代表 

““““团团圆圆团团圆圆团团圆圆团团圆圆””””。。。。汤圆里还有一些切碎的苹果汤圆里还有一些切碎的苹果汤圆里还有一些切碎的苹果汤圆里还有一些切碎的苹果，，，，梨和橘子梨和橘子梨和橘子梨和橘子。。。。

最后妈妈最后妈妈最后妈妈最后妈妈，，，，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姨妈姨妈姨妈姨妈，，，，奶奶和爷爷给我和妹妹红包奶奶和爷爷给我和妹妹红包奶奶和爷爷给我和妹妹红包奶奶和爷爷给我和妹妹红包。。。。    

我的新年过得很愉快我的新年过得很愉快我的新年过得很愉快我的新年过得很愉快。。。。    

    

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王大宇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我去我的朋友家庆祝中国新年我去我的朋友家庆祝中国新年我去我的朋友家庆祝中国新年我去我的朋友家庆祝中国新年。 。 。 。 我吃的意大利我吃的意大利我吃的意大利我吃的意大利

面条, 牛肉, 还有饺子面条, 牛肉, 还有饺子面条, 牛肉, 还有饺子面条, 牛肉, 还有饺子。。。。我们还玩儿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玩儿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玩儿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玩儿捉迷藏的游戏。 。 。 。 我喝我喝我喝我喝

的太多了的太多了的太多了的太多了。。。。    

后来后来后来后来，，，，我又玩了电子游戏, 还吃了一个大蛋糕我又玩了电子游戏, 还吃了一个大蛋糕我又玩了电子游戏, 还吃了一个大蛋糕我又玩了电子游戏, 还吃了一个大蛋糕。。。。    

在第二天在第二天在第二天在第二天，，，，我帮大人铲雪我帮大人铲雪我帮大人铲雪我帮大人铲雪。。。。我还看了我还看了我还看了我还看了““““春节晚会春节晚会春节晚会春节晚会””””。。。。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所以早晨上学起晚了所以早晨上学起晚了所以早晨上学起晚了所以早晨上学起晚了。。。。    

    

    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陈希亮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今年春节我们一家去参加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刚刚刚刚

一去一去一去一去，，，，我就去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到后台练习我们的节我就去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到后台练习我们的节我就去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到后台练习我们的节我就去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到后台练习我们的节

目目目目。。。。我演石头我演石头我演石头我演石头，，，，就是手里拿一张画着石头的大纸板就是手里拿一张画着石头的大纸板就是手里拿一张画着石头的大纸板就是手里拿一张画着石头的大纸板。。。。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说我不用演什么说我不用演什么说我不用演什么说我不用演什么，，，，就拿好纸板不动就行了就拿好纸板不动就行了就拿好纸板不动就行了就拿好纸板不动就行了。。。。我们练了一会我们练了一会我们练了一会我们练了一会

儿儿儿儿，，，，老师说大家休息吧老师说大家休息吧老师说大家休息吧老师说大家休息吧，，，，一会儿上台好好表演一会儿上台好好表演一会儿上台好好表演一会儿上台好好表演。。。。    

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KarateKarateKarateKarate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我们教练也要我们练习我们教练也要我们练习我们教练也要我们练习我们教练也要我们练习。。。。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都穿着制服都穿着制服都穿着制服都穿着制服，，，，还有腰带还有腰带还有腰带还有腰带，，，，看着很精神看着很精神看着很精神看着很精神。。。。练了一阵练了一阵练了一阵练了一阵，，，，教练让教练让教练让教练让

我们去看节目我们去看节目我们去看节目我们去看节目，，，，一会再上台表演一会再上台表演一会再上台表演一会再上台表演。。。。    

我们一家看节目我们一家看节目我们一家看节目我们一家看节目，，，，有唱歌有唱歌有唱歌有唱歌，，，，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还有小品还有小品还有小品还有小品，，，，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看看看看！！！！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会儿，，，，老师叫我们去后台准备老师叫我们去后台准备老师叫我们去后台准备老师叫我们去后台准备。。。。我们都很紧张我们都很紧张我们都很紧张我们都很紧张，，，，

老师说加油老师说加油老师说加油老师说加油！！！！我们都很认真地表演我们都很认真地表演我们都很认真地表演我们都很认真地表演，，，，我听到台下的掌声我听到台下的掌声我听到台下的掌声我听到台下的掌声，，，，

很激动很激动很激动很激动。。。。老师说大家表演得很好老师说大家表演得很好老师说大家表演得很好老师说大家表演得很好！！！！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 ！ ！ ！     

后来后来后来后来，，，，我又上台表演了我又上台表演了我又上台表演了我又上台表演了KarateKarateKarateKarate，，，，我很认真地听教练的我很认真地听教练的我很认真地听教练的我很认真地听教练的

口令口令口令口令，，，，做得很认真做得很认真做得很认真做得很认真，，，，又听到台下的掌声又听到台下的掌声又听到台下的掌声又听到台下的掌声，，，，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高兴极了！！！！下台下台下台下台

(Continued on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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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后后后，，，，爸爸妈妈都说我表演得最好爸爸妈妈都说我表演得最好爸爸妈妈都说我表演得最好爸爸妈妈都说我表演得最好，，，，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今年春节和大家一起过今年春节和大家一起过今年春节和大家一起过今年春节和大家一起过，，，，真高兴真高兴真高兴真高兴！！！！    

    

张华纬张华纬张华纬张华纬    

今年我的春节过得很快乐今年我的春节过得很快乐今年我的春节过得很快乐今年我的春节过得很快乐。。。。我们全家去我们全家去我们全家去我们全家去New JerseyNew JerseyNew JerseyNew Jersey的时的时的时的时

候候候候，，，，天下了好多雪天下了好多雪天下了好多雪天下了好多雪。。。。我们跟好朋友们在一家湖南餐馆吃饭我们跟好朋友们在一家湖南餐馆吃饭我们跟好朋友们在一家湖南餐馆吃饭我们跟好朋友们在一家湖南餐馆吃饭。。。。

我们吃了好多湖南菜我们吃了好多湖南菜我们吃了好多湖南菜我们吃了好多湖南菜。。。。有的是辣的有的是辣的有的是辣的有的是辣的，，，，有的是不辣的有的是不辣的有的是不辣的有的是不辣的。。。。我们吃我们吃我们吃我们吃

了肉了肉了肉了肉，，，，鱼鱼鱼鱼，，，，菜菜菜菜，，，，汤汤汤汤，，，，海鲜和年糕海鲜和年糕海鲜和年糕海鲜和年糕。。。。我很喜欢湖南的我很喜欢湖南的我很喜欢湖南的我很喜欢湖南的““““辣子辣子辣子辣子

鸡鸡鸡鸡””””，，，，吃得我满脸都是汗吃得我满脸都是汗吃得我满脸都是汗吃得我满脸都是汗。。。。年糕也真好吃年糕也真好吃年糕也真好吃年糕也真好吃！！！！听说是听说是听说是听说是““““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高高高高””””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吃完晚饭后吃完晚饭后吃完晚饭后吃完晚饭后，，，，我们又去他们家玩儿了好久我们又去他们家玩儿了好久我们又去他们家玩儿了好久我们又去他们家玩儿了好久。。。。我我我我

跟他们的小孩儿一起玩儿了游戏跟他们的小孩儿一起玩儿了游戏跟他们的小孩儿一起玩儿了游戏跟他们的小孩儿一起玩儿了游戏。。。。大人都在说话大人都在说话大人都在说话大人都在说话。。。。我们大约我们大约我们大约我们大约

十一点钟才走十一点钟才走十一点钟才走十一点钟才走。。。。大约一点钟大约一点钟大约一点钟大约一点钟，，，，我们到了家!我们到了家!我们到了家!我们到了家!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我帮妈妈和爸爸包饺子我帮妈妈和爸爸包饺子我帮妈妈和爸爸包饺子我帮妈妈和爸爸包饺子。。。。我们吃了白菜和韭菜我们吃了白菜和韭菜我们吃了白菜和韭菜我们吃了白菜和韭菜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可是我更喜欢吃韭菜饺子可是我更喜欢吃韭菜饺子可是我更喜欢吃韭菜饺子可是我更喜欢吃韭菜饺子。。。。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央

电视台的电视台的电视台的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  。  。  。  晚会里有唱歌的晚会里有唱歌的晚会里有唱歌的晚会里有唱歌的，，，，耍魔术耍魔术耍魔术耍魔术

的的的的，，，，玩杂技的玩杂技的玩杂技的玩杂技的，，，，还有说相声的还有说相声的还有说相声的还有说相声的。。。。我最喜欢的是变魔术的我最喜欢的是变魔术的我最喜欢的是变魔术的我最喜欢的是变魔术的，，，，因因因因

为我觉得很奇怪为我觉得很奇怪为我觉得很奇怪为我觉得很奇怪。。。。那位魔术师把一双手从镜子里伸出来那位魔术师把一双手从镜子里伸出来那位魔术师把一双手从镜子里伸出来那位魔术师把一双手从镜子里伸出来，，，，我我我我

也看到不是他的手也看到不是他的手也看到不是他的手也看到不是他的手，，，，而且那双手居然拿着一块儿魔术师要的而且那双手居然拿着一块儿魔术师要的而且那双手居然拿着一块儿魔术师要的而且那双手居然拿着一块儿魔术师要的

红点心!红点心!红点心!红点心!    

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去我一定还会去我一定还会去我一定还会去““““中国城中国城中国城中国城””””。。。。到了那到了那到了那到了那，，，，我看我看我看我看

到了挂的红灯笼和贴的对联到了挂的红灯笼和贴的对联到了挂的红灯笼和贴的对联到了挂的红灯笼和贴的对联，，，，我还见到了好多人我还见到了好多人我还见到了好多人我还见到了好多人，，，，听到了鞭听到了鞭听到了鞭听到了鞭

炮声炮声炮声炮声，，，，我也看到了舞狮子我也看到了舞狮子我也看到了舞狮子我也看到了舞狮子。。。。看完那些活动后看完那些活动后看完那些活动后看完那些活动后，，，，我们又去了一我们又去了一我们又去了一我们又去了一

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饭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饭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饭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饭。。。。我们吃了包子我们吃了包子我们吃了包子我们吃了包子，，，，饺子 和火锅饺子 和火锅饺子 和火锅饺子 和火锅。。。。我吃我吃我吃我吃

得很美得很美得很美得很美！！！！我们离开中国城的时候我们离开中国城的时候我们离开中国城的时候我们离开中国城的时候，，，，那里还很热闹那里还很热闹那里还很热闹那里还很热闹！！！！        

在春节在春节在春节在春节，，，，我还得到了两个红包我还得到了两个红包我还得到了两个红包我还得到了两个红包。。。。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和爷爷我和爷爷我和爷爷我和爷爷

QQQQQQQQ了一会儿了一会儿了一会儿了一会儿。。。。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了，，，，““““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 ” ” ，，，，我还跟他我还跟他我还跟他我还跟他

说我们的春节过得很好说我们的春节过得很好说我们的春节过得很好说我们的春节过得很好。。。。他说他的春节也过得很好他说他的春节也过得很好他说他的春节也过得很好他说他的春节也过得很好。。。。    

今年春节今年春节今年春节今年春节，，，，我过得真是很愉快我过得真是很愉快我过得真是很愉快我过得真是很愉快。。。。不但丰富多彩不但丰富多彩不但丰富多彩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而且我

学到了好多有关学到了好多有关学到了好多有关学到了好多有关““““春节春节春节春节””””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 。 。 。 我希望明年的春节会更我希望明年的春节会更我希望明年的春节会更我希望明年的春节会更

好好好好！！！！    

    

张天赐张天赐张天赐张天赐    

我过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年我过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年我过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年我过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年。。。。    

我的姐姐和哥哥放假了我的姐姐和哥哥放假了我的姐姐和哥哥放假了我的姐姐和哥哥放假了。。。。他们回家过年他们回家过年他们回家过年他们回家过年。。。。他们来这儿吃他们来这儿吃他们来这儿吃他们来这儿吃

年饭年饭年饭年饭。。。。我吃了鱼我吃了鱼我吃了鱼我吃了鱼，，，，饺子饺子饺子饺子，，，，猪肉和白菜猪肉和白菜猪肉和白菜猪肉和白菜，，，，我们还喝了肉汤我们还喝了肉汤我们还喝了肉汤我们还喝了肉汤。。。。大大大大

家都吃饱了就去处面玩儿 家都吃饱了就去处面玩儿 家都吃饱了就去处面玩儿 家都吃饱了就去处面玩儿 。。。。    

外面下雪了外面下雪了外面下雪了外面下雪了。 。 。 。 我们到外面去滑雪我们到外面去滑雪我们到外面去滑雪我们到外面去滑雪。。。。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二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一一一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大年初一。。。。我们学校庆祝了中国春节我们学校庆祝了中国春节我们学校庆祝了中国春节我们学校庆祝了中国春节。。。。在学校在学校在学校在学校，，，，我做了我做了我做了我做了

一个演讲 (一个演讲 (一个演讲 (一个演讲 (PowerPoint)PowerPoint)PowerPoint)PowerPoint)。 。 。 。 我给五年级同学讲了什么是中国我给五年级同学讲了什么是中国我给五年级同学讲了什么是中国我给五年级同学讲了什么是中国

春节春节春节春节。 。 。 。 我告诉他们今年是龙年我告诉他们今年是龙年我告诉他们今年是龙年我告诉他们今年是龙年，，，，我还教同学们包饺子我还教同学们包饺子我还教同学们包饺子我还教同学们包饺子。。。。中中中中

午午午午，，，，我的爷爷和奶奶把饺子做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把饺子做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把饺子做好了我的爷爷和奶奶把饺子做好了。。。。我妈妈把饺子送到学校我妈妈把饺子送到学校我妈妈把饺子送到学校我妈妈把饺子送到学校

给同学们和老师吃给同学们和老师吃给同学们和老师吃给同学们和老师吃。。。。我还给每个同学一个红包我还给每个同学一个红包我还给每个同学一个红包我还给每个同学一个红包，，，，红包里有一红包里有一红包里有一红包里有一

块人民币块人民币块人民币块人民币。。。。    

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节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节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节我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节！！！！    

        
 

(Continued from page 2) 

 

 

张张张张健健健健聪聪聪聪 

我的春我的春我的春我的春节过节过节过节过得非常快得非常快得非常快得非常快乐乐乐乐。。。。    

在大年除夕在大年除夕在大年除夕在大年除夕，，，，我我我我参参参参加了加了加了加了长长长长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城中文学学学学校的春校的春校的春校的春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节联欢会。。。。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5C5C5C5C” ” ” ” 的情景剧的情景剧的情景剧的情景剧《《《《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狼和小羊》》》》里当了一个里当了一个里当了一个里当了一个““““石石石石

头头头头””””。。。。真好玩儿啊真好玩儿啊真好玩儿啊真好玩儿啊！！！！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我和爸爸我和爸爸我和爸爸我和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爷爷和奶奶爷爷和奶奶爷爷和奶奶爷爷和奶奶

一起去了外面的餐馆吃饭一起去了外面的餐馆吃饭一起去了外面的餐馆吃饭一起去了外面的餐馆吃饭。。。。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我们都吃得饱饱的。。。。在那之在那之在那之在那之

后后后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回家了，，，，并一起放了一些烟火并一起放了一些烟火并一起放了一些烟火并一起放了一些烟火。。。。虽然其中有一虽然其中有一虽然其中有一虽然其中有一

些没有放出火花些没有放出火花些没有放出火花些没有放出火花，，，，但是还是很好玩但是还是很好玩但是还是很好玩但是还是很好玩。。。。后来我们就进了屋后来我们就进了屋后来我们就进了屋后来我们就进了屋

子子子子。。。。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看了一些看了一些看了一些看了一些““““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的节目的节目的节目。。。。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

节目是神奇的魔术节目是神奇的魔术节目是神奇的魔术节目是神奇的魔术。。。。表演的人是来自台湾的刘谦表演的人是来自台湾的刘谦表演的人是来自台湾的刘谦表演的人是来自台湾的刘谦。。。。他真他真他真他真

棒棒棒棒，，，，可以从一面镜子里变出一只手可以从一面镜子里变出一只手可以从一面镜子里变出一只手可以从一面镜子里变出一只手，，，，手上还拿了一个甜手上还拿了一个甜手上还拿了一个甜手上还拿了一个甜

品品品品。。。。后来后来后来后来，，，，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给我发了压岁钱爸爸妈妈都给我发了压岁钱爸爸妈妈都给我发了压岁钱爸爸妈妈都给我发了压岁钱，，，，我也我也我也我也

给他们了一点小礼物给他们了一点小礼物给他们了一点小礼物给他们了一点小礼物。。。。终于终于终于终于，，，，时间实在太晚了时间实在太晚了时间实在太晚了时间实在太晚了， ， ， ， 我准备上我准备上我准备上我准备上

床睡觉了床睡觉了床睡觉了床睡觉了。 。 。 。     

这这这这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个个个个非常有趣的一天非常有趣的一天非常有趣的一天非常有趣的一天。。。。兔年兔年兔年兔年过过过过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迎迎迎迎来来来来了了了了

龙龙龙龙年年年年，，，，真真真真开开开开心心心心！！！！ 

    

区钧棋区钧棋区钧棋区钧棋    

我的新年是很好我的新年是很好我的新年是很好我的新年是很好。。。。我吃汤圆我吃汤圆我吃汤圆我吃汤圆，，，，饺子饺子饺子饺子，，，，和 去唐人街和 去唐人街和 去唐人街和 去唐人街。 。 。 。 

妈妈和爸爸给我和弟弟很多钱妈妈和爸爸给我和弟弟很多钱妈妈和爸爸给我和弟弟很多钱妈妈和爸爸给我和弟弟很多钱。。。。我很喜欢看花灯我很喜欢看花灯我很喜欢看花灯我很喜欢看花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有雪玩儿有雪玩儿有雪玩儿有雪玩儿。 。 。 。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外公外公外公外公，，，，外婆外婆外婆外婆，，，，去餐馆吃饭去餐馆吃饭去餐馆吃饭去餐馆吃饭。。。。有有有有

鱼鱼鱼鱼，，，，白菜和鸭子白菜和鸭子白菜和鸭子白菜和鸭子。。。。我要收拾房间和不睡觉我要收拾房间和不睡觉我要收拾房间和不睡觉我要收拾房间和不睡觉。。。。我都要吃葡我都要吃葡我都要吃葡我都要吃葡

萄萄萄萄，，，，场子场子场子场子，，，，和年糕和年糕和年糕和年糕。。。。我和弟弟玩我们的我和弟弟玩我们的我和弟弟玩我们的我和弟弟玩我们的（（（（gundamgundamgundamgundam））））的玩的玩的玩的玩

具具具具。。。。我爱我的中国新年我爱我的中国新年我爱我的中国新年我爱我的中国新年。。。。    

    

龙翔龙翔龙翔龙翔    

春节前后的周末春节前后的周末春节前后的周末春节前后的周末，，，，我参加了很多的联欢会我参加了很多的联欢会我参加了很多的联欢会我参加了很多的联欢会。。。。有的是在有的是在有的是在有的是在

朋友家朋友家朋友家朋友家，，，，有的是在中文学校有的是在中文学校有的是在中文学校有的是在中文学校，，，，还有的在社区中心还有的在社区中心还有的在社区中心还有的在社区中心。。。。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我最喜

欢的联欢会是在我家的欢的联欢会是在我家的欢的联欢会是在我家的欢的联欢会是在我家的。。。。    

那天我很快乐那天我很快乐那天我很快乐那天我很快乐。。。。我的朋友毛头一家,梵博一家我的朋友毛头一家,梵博一家我的朋友毛头一家,梵博一家我的朋友毛头一家,梵博一家，，，，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HollandHollandHollandHolland。 。 。 。 我们玩儿了游戏机我们玩儿了游戏机我们玩儿了游戏机我们玩儿了游戏机，，，，砸球, 还看了电砸球, 还看了电砸球, 还看了电砸球, 还看了电

视视视视。。。。我妈妈那天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妈妈那天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妈妈那天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妈妈那天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我和我的朋友都吃得我和我的朋友都吃得我和我的朋友都吃得我和我的朋友都吃得

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足球联欢会很特别足球联欢会很特别足球联欢会很特别足球联欢会很特别。。。。联欢会有表演垫球联欢会有表演垫球联欢会有表演垫球联欢会有表演垫球，，，，有唱歌有唱歌有唱歌有唱歌，，，，有有有有

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还有抖空竹还有抖空竹还有抖空竹还有抖空竹。。。。我喜欢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小朋友们玩我喜欢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小朋友们玩我喜欢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小朋友们玩我喜欢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小朋友们玩

儿的儿的儿的儿的，，，，有乒乓球有乒乓球有乒乓球有乒乓球，，，，有高尔夫球有高尔夫球有高尔夫球有高尔夫球，，，，台球台球台球台球，，，，空气曲棍球空气曲棍球空气曲棍球空气曲棍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桌上足球桌上足球桌上足球桌上足球。。。。我最喜欢玩儿空气曲棍球我最喜欢玩儿空气曲棍球我最喜欢玩儿空气曲棍球我最喜欢玩儿空气曲棍球，，，，我赢了二十多次我赢了二十多次我赢了二十多次我赢了二十多次。。。。

我最讨厌的是我到楼下就喘不上气我最讨厌的是我到楼下就喘不上气我最讨厌的是我到楼下就喘不上气我最讨厌的是我到楼下就喘不上气，，，，因为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了，，，，空气空气空气空气

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    

不过不过不过不过，，，，我的中国新年还是很快乐我的中国新年还是很快乐我的中国新年还是很快乐我的中国新年还是很快乐。 。 。 。     

    

----万亦平注万亦平注万亦平注万亦平注：：：：这十一篇关于春节的作文很不错这十一篇关于春节的作文很不错这十一篇关于春节的作文很不错这十一篇关于春节的作文很不错，，，，是同是同是同是同

学们自己经过努力的成果学们自己经过努力的成果学们自己经过努力的成果学们自己经过努力的成果，，，，请同学们继续加油请同学们继续加油请同学们继续加油请同学们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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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接第接第接第1111页页页页）  ）  ）  ）      

    

    我能帮助人们劳动    我能帮助人们劳动    我能帮助人们劳动    我能帮助人们劳动。。。。我又高又大我又高又大我又高又大我又高又大。。。。我有时候吃我有时候吃我有时候吃我有时候吃

草草草草，，，，有时候喝水有时候喝水有时候喝水有时候喝水。。。。我喜欢跑来跑去我喜欢跑来跑去我喜欢跑来跑去我喜欢跑来跑去。。。。我一边走路我一边走路我一边走路我一边走路，，，，一边一边一边一边

做工做工做工做工。。。。人们能骑我比赛人们能骑我比赛人们能骑我比赛人们能骑我比赛。。。。    

    (    (    (    (3D  张佳妮 张佳妮 张佳妮 张佳妮 Connie Zhang) 

    

春天一来我就开春天一来我就开春天一来我就开春天一来我就开，，，，在春风中我摇来摇去在春风中我摇来摇去在春风中我摇来摇去在春风中我摇来摇去。。。。在夏天在夏天在夏天在夏天，，，，

蝴蝶有时候来跳舞蝴蝶有时候来跳舞蝴蝶有时候来跳舞蝴蝶有时候来跳舞，，，，蜜蜂有时候来采蜜蜜蜂有时候来采蜜蜜蜂有时候来采蜜蜜蜂有时候来采蜜。。。。秋天到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树树树树

叶变黄了叶变黄了叶变黄了叶变黄了，，，，我在风中飘来飘去我在风中飘来飘去我在风中飘来飘去我在风中飘来飘去。。。。冬天我在雪地里冬天我在雪地里冬天我在雪地里冬天我在雪地里，，，，一边一边一边一边

睡觉一边等待春天的到来睡觉一边等待春天的到来睡觉一边等待春天的到来睡觉一边等待春天的到来。。。。我又美丽又芳香我又美丽又芳香我又美丽又芳香我又美丽又芳香，，，，所以大家所以大家所以大家所以大家

都喜欢我都喜欢我都喜欢我都喜欢我。。。。    

((((3D 3D 3D 3D 雅雅 雅雅 雅雅 雅雅 Maria Karakousis)Maria Karakousis)Maria Karakousis)Maria Karakousis)    

    

我是一个八岁的男孩我是一个八岁的男孩我是一个八岁的男孩我是一个八岁的男孩。。。。我有一个好哥哥我有一个好哥哥我有一个好哥哥我有一个好哥哥，，，，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

叫高杨宇龙叫高杨宇龙叫高杨宇龙叫高杨宇龙。。。。我喜欢体育我喜欢体育我喜欢体育我喜欢体育，，，，我喜欢玩儿游戏我喜欢玩儿游戏我喜欢玩儿游戏我喜欢玩儿游戏。。。。我爱我的我爱我的我爱我的我爱我的

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我很喜欢去我的英文和中文学校我很喜欢去我的英文和中文学校我很喜欢去我的英文和中文学校我很喜欢去我的英文和中文学校。。。。我想将来我想将来我想将来我想将来

当美国总统当美国总统当美国总统当美国总统。。。。    

((((3D 3D 3D 3D 高杨俊仁 高杨俊仁 高杨俊仁 高杨俊仁 Phillip Gao)Phillip Gao)Phillip Gao)Phillip Gao)    

    

秋天一来秋天一来秋天一来秋天一来，，，，我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我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我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我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我有时候在树我有时候在树我有时候在树我有时候在树

上上上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地上。。。。当我需要离开树的时侯当我需要离开树的时侯当我需要离开树的时侯当我需要离开树的时侯，，，，我就轻轻我就轻轻我就轻轻我就轻轻

地飘来飘去掉到地上地飘来飘去掉到地上地飘来飘去掉到地上地飘来飘去掉到地上。。。。人们都能看见我人们都能看见我人们都能看见我人们都能看见我。。。。    

((((3D 3D 3D 3D 森林 森林 森林 森林 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Bryson Cliggett)      

春天一到我就变成绿色春天一到我就变成绿色春天一到我就变成绿色春天一到我就变成绿色。。。。我有时候长得快我有时候长得快我有时候长得快我有时候长得快，，，，有时有时有时有时

候长得慢候长得慢候长得慢候长得慢。。。。下雨后我长得又快又长下雨后我长得又快又长下雨后我长得又快又长下雨后我长得又快又长。。。。我在夏天和秋天我在夏天和秋天我在夏天和秋天我在夏天和秋天

都长得很慢都长得很慢都长得很慢都长得很慢。。。。冬天到了我就睡觉了冬天到了我就睡觉了冬天到了我就睡觉了冬天到了我就睡觉了。。。。    

((((3D 3D 3D 3D 爱玲 爱玲 爱玲 爱玲 Irene Piro)Irene Piro)Irene Piro)Irene Piro)    

    

猫一来我就跑猫一来我就跑猫一来我就跑猫一来我就跑。。。。晚上我跑来跑去偷好东西吃我一晚上我跑来跑去偷好东西吃我一晚上我跑来跑去偷好东西吃我一晚上我跑来跑去偷好东西吃我一

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边吃一边玩。。。。我有时候偷油喝我有时候偷油喝我有时候偷油喝我有时候偷油喝，，，，有时候偷花生吃有时候偷花生吃有时候偷花生吃有时候偷花生吃。。。。我我我我

又怕猫又怕人又怕猫又怕人又怕猫又怕人又怕猫又怕人。。。。        

(3D (3D (3D (3D 朱文玉  朱文玉  朱文玉  朱文玉  Jade Zhu)Jade Zhu)Jade Zhu)Jade Zhu)        

    

大风来了,我不怕大风来了,我不怕大风来了,我不怕大风来了,我不怕。。。。水一来, 我就去水一来, 我就去水一来, 我就去水一来, 我就去。。。。人们每天人们每天人们每天人们每天

都离不开我都离不开我都离不开我都离不开我。。。。我一边帮人们我一边帮人们我一边帮人们我一边帮人们，，，，一边干坏事一边干坏事一边干坏事一边干坏事。 。 。 。 用我可用我可用我可用我可

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    

((((3D 3D 3D 3D 程冠捷 程冠捷 程冠捷 程冠捷 Guanjie Cheng)Guanjie Cheng)Guanjie Cheng)Guanjie Cheng)        

    

我长着两只大耳朵, 四条腿, 一条尾巴. 主人一我长着两只大耳朵, 四条腿, 一条尾巴. 主人一我长着两只大耳朵, 四条腿, 一条尾巴. 主人一我长着两只大耳朵, 四条腿, 一条尾巴. 主人一

回来, 我就跑到他们身边.我有时侯睡觉, 有时侯玩回来, 我就跑到他们身边.我有时侯睡觉, 有时侯玩回来, 我就跑到他们身边.我有时侯睡觉, 有时侯玩回来, 我就跑到他们身边.我有时侯睡觉, 有时侯玩

我的玩具. 我跑得又快, 跳得又高, 很多人都选我我的玩具. 我跑得又快, 跳得又高, 很多人都选我我的玩具. 我跑得又快, 跳得又高, 很多人都选我我的玩具. 我跑得又快, 跳得又高, 很多人都选我

做他们的宠物.做他们的宠物.做他们的宠物.做他们的宠物.    

((((3D 3D 3D 3D 王海天 王海天 王海天 王海天 Andrew Wang)Andrew Wang)Andrew Wang)Andrew Wang)    

    

我七岁了我七岁了我七岁了我七岁了，，，，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是三年级的小学生。。。。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我在长城中文学

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校学中文。。。。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我的中文名字叫…? …? …? …?     

((((3D 邓华美 邓华美 邓华美 邓华美 Jessica Penrose)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SATSATSATSAT自测自练自测自练自测自练自测自练    

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阅读理解    

选择与下列划线词语意思最接近的答案选择与下列划线词语意思最接近的答案选择与下列划线词语意思最接近的答案选择与下列划线词语意思最接近的答案。。。。    

    

1、、、、老师们读到这篇精彩的文章老师们读到这篇精彩的文章老师们读到这篇精彩的文章老师们读到这篇精彩的文章，，，，都都都都赞叹赞叹赞叹赞叹不已不已不已不已。。。。    

    AAAA、、、、称赞称赞称赞称赞    

    BBBB、、、、称赞的话称赞的话称赞的话称赞的话    

    CCCC、、、、称赞佩服称赞佩服称赞佩服称赞佩服    

    DDDD、、、、赞同而帮助赞同而帮助赞同而帮助赞同而帮助    

    

2、、、、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还是非常有但还是非常有但还是非常有但还是非常有魅力魅力魅力魅力。。。。    

    AAAA、、、、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很能吸引人的力量很能吸引人的力量    

    BBBB、、、、使人陶醉使人陶醉使人陶醉使人陶醉    

    CCCC、、、、诱惑诱惑诱惑诱惑    

    DDDD、、、、传说中的鬼怪传说中的鬼怪传说中的鬼怪传说中的鬼怪    

    

3、、、、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有声有色有声有色有声有色有声有色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让大家让大家让大家让大家    

   大饱眼福   大饱眼福   大饱眼福   大饱眼福。。。。    

    AAAA、、、、成语成语成语成语，，，，形容表现得十分生动或工作形容表现得十分生动或工作形容表现得十分生动或工作形容表现得十分生动或工作、、、、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展开得很有活力          展开得很有活力          展开得很有活力          展开得很有活力    

    BBBB、、、、成语成语成语成语，，，，形容工作有始无终形容工作有始无终形容工作有始无终形容工作有始无终    

    CCCC、、、、成语成语成语成语，，，，比喻有名誉比喻有名誉比喻有名誉比喻有名誉、、、、有威信有威信有威信有威信    

    DDDD、、、、因使用或受损失而逐渐减少因使用或受损失而逐渐减少因使用或受损失而逐渐减少因使用或受损失而逐渐减少    

    

4、、、、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地方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地方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地方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地方，，，，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AAAA、、、、维持某种状态使不消失或减弱维持某种状态使不消失或减弱维持某种状态使不消失或减弱维持某种状态使不消失或减弱    

    BBBB、、、、护卫使不受损害护卫使不受损害护卫使不受损害护卫使不受损害    

    CCCC、、、、成为事实成为事实成为事实成为事实    

    DDDD、、、、继续存在继续存在继续存在继续存在，，，，不受损失不受损失不受损失不受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