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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奶奶: 

 

    开学了，我在长城中文学

校二年级。我的老师是张老

师，她教我们说汉语，写汉

字，读儿歌。黄老师教我们跳

舞。 

 

   我要去中国看您。    

                                          

您的孙女： 

杨芮嘉 

      

亲爱的博雅姐姐: 

 

       我想你。我已经

上中文学校了。老师非常

好。我很喜欢学中文。我

在家里和爸爸妈妈弟弟讲

汉语。明年我去中国看

你。 

 

你的妹妹： 

高悦菡 

 

亲爱的妈妈： 

 

    妈妈不要叫我小娃

娃。我已经上学了。我

知道中文。 

 

您的儿子： 

 

胡修明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爱你

们。我现在学习了

写字和读书，所以

我已经懂事了。我

知道我要好好学

习，不让你们为我

担心。 

 

    我真的已经长

大了，请你们放心

吧！ 

 

你们的儿子： 

天天 

 时光文艺沙龙系列摄影讲座第四讲 《艺术人像摄

影》    主讲人: 谭琳 

 时间: 11月18日下午2:30至5:00 

 地点: Lawrence Hall一楼的礼堂。 

 

 秋季汉语水平考试（HSK）在我校举行 

 时间：12月2日 

http://www.greatwall.org/?page_id=1803
http://www.greatwall.org/?page_id=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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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很感谢你们的辛

勤工作，并且鼓励我

们做到最好。爸爸，

我知道为了我们和您

的病人们，您每天很

早去工作。妈妈，我

也知道您很努力地为

我们工作和照顾我

们。 

       我真的已经长大

了，请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女儿： 

雅雅 

                               

亲爱的妈妈： 

 

        我爱你。我喜欢打棒

球和读书。我坐校车去学

校。我们学校真是好。老

师教我们画画儿。我喜欢

去学校。 
 

您的儿子： 

 

浩浩（甘浩然） 

 

 

亲爱的爷爷奶奶： 

 

       你们好！中文学校

开学了，我喜欢中文学

校。在这里我们一起学

中文，写汉字，说汉

语，读儿歌。我喜欢我

的老师和同学们。 

       在家里妈妈天天和

我讲中文。我也喜欢和

你们打电话讲中文。 
 

你们的孙子： 

钮心笙 

 

亲爱的老师:     

 

        我不喜欢上学校，妈妈爸

爸说不行；我喜欢玩游戏，妈

妈爸爸说不行。为什么老是不

行呢？妈妈爸爸说：因为你已

经长大了。 
 

您的学生： 

杨文清 

亲爱的妈妈： 

 

       我很想您。我喜欢写

中文和读儿歌。我最喜欢

的颜色是红色。我很喜欢

跑步。我很想和你跑步。 

 

您的女儿： 

孙可忻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不要把我当小孩子，

我已经上学了。我小时候总

是乱丢文具，不知道爱护书

本和笔。现在我一定要好好

爱护它们。平时在学校里要

学好英文。每周日要去中文

学校学中文、画画。我已经

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请

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女儿： 

 

小玉 

亲爱的老师： 
     

        我喜欢去中文学

校学习。我喜欢画画

儿，我喜欢红色。 
 

您的学生： 

 

迪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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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我真觉得对不起全家。嗨！ 下次再做计划，一定得

查清楚，差点毁坏了全家在一起珍贵的好时光啊！ 
 

我的爱好 

潘莉怡 9C 

  指导老师： 唐京川 

       我的爱好是美术。从小时候，我都很喜欢画画。它让我

用我最喜欢的方法表达我自己。我在二年级时候在长城中文

学校开始跟着陆老师学画画。我现在已经学了素描，粉彩，

水彩画和油画。我最喜欢用油彩画出山水景色和美丽的花

朵。我也很喜欢画龙。我画过一幅有蓝天绿树和红花的风景

画。美术让我安静下来和放松。 

    学美术有很多好处。它让我的作业显得更美。画画还帮

助我把我的海报设计得更加精美。 

    有一次，我的英文学校举行了一个学生手册封面设计比

赛。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设计了一幅封面。我把我的封面

交给老师。整个学校要投票给他们最喜欢的一幅。要投票的

那一天，我顾不上认真学习，焦急地等待比赛的结果。当我

得知我赢得了第一名时，我真开心。大家都夸我设计得好。

从此，我更喜欢美术了。 

    我想继续学美术。长大以后，我想要当一个建筑设计

师。我希望能把我的爱好运用在工作上。 

    画画是我的爱好, 它将佯随着我的生活。使我更加炔

乐,让我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我的爱好  
                             

易玥婷 (9-10) 

指导老师： 唐京川 

    我有很多爱好.我喜欢唱歌,读书和弹钢琴.唱歌是我喜

欢的爱好.我每天都唱歌.英文歌和中文歌我都会唱.我也参

加了学校的合唱团.我长大想当一名歌唱家.我有时间的时

候,就写歌.去年,我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关于我的学校的

歌,还在学校的早会上向全校师生播放了.很多同学听了很喜

欢我的歌,并开始学唱这首歌. 

    我也非常喜欢读书和读杂志.我喜欢读小说. 每天我都

读书,读得很快.暑假的时候,每天我至少读一本书.我希望我

可以写一本书. 

     我五岁就开始学钢琴了.我现在十二岁了,所以我学了

七年.我每天都要练琴,我会弹很多歌了.每个星期我都去上

钢琴课.每年有一到两次的表演.我们一般给养老院的老爷爷

老奶奶表演,他们很喜欢听我们弹钢琴.我也很喜欢弹钢琴给

他们听.我也喜欢自己写歌,长大也想教别的小孩子. 

   这些都是我的爱好.这些爱好让我很快乐,让我的生活很

丰富. 

我的暑假生活-记新泽西五月岬之旅 

   王涓涓 9C                                         

  指导老师 ; 唐京川 

    每年我都盼望着暑假。因为在校期间总是忙忙碌碌，

只有暑假才有一些机会和家人一起。今年的暑假，我提议

去新泽西的五月岬。由我亲自制定旅游计划。就这样，我

们全家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在一个费城郊区美好的八月份

的一天下午启程了。  

    在五月岬，我们去看了海鸟，钓了螃蟹，观了海豚，

还去了畜牧场，动物园看了很多动物，包括羊驼和美洲驼

等。所有这些都使我很开心，只有一件事让我又内疚又后

悔： 

    旅行计划的第三天是去南五月岬吃比利伯伯的薄煎

饼，然后去钓螃蟹。钓到晚饭前顺路到五月岬角的驼羊畜

牧场观看驼羊，晚上路过著名的龙虾房品尝当地的龙虾和

海鲜。全家一至说好计划！我们一家先美美地吃了一顿薄

煎饼餐，兴致勃勃开车奔向海湾去捕蟹。没想到店主告诉

我们海潮不够大，不能捕蟹，得等到傍晚七点。正在失望

之际，爸爸说五月岬角的海鸟了望台有上千种海鸟，不如

去观察海鸟。哇，各种各样的都有：漂亮可爱的蓝翅苔

莺，金冠鹪鹩，勇猛的秃头鹰，优雅的紫翅雀。。。我们

留恋忘返，没想到已是近六点了！我们赶紧开向畜牧场，

到时已过六点半了。幸好门还开着，畜牧场路边高高的垂

柳树向我表示欢迎。我兴奋地大喊：“驼羊，我终于来

啦！”。 我奔出车去，跑向远处正在圈里悠闲玩耍的驼羊

们。哇，这麽多，足有几十只。我兴奋得眼睛闪亮。驼羊

们也好奇地看着我好像等我和他们玩耍。正在我欣喜若狂

之际，忽听有人大喊：“畜牧场关了，开门再来！”。我

正迟疑，以为要我到店里去买门票，于是就向老人跑去。

这时一位老妇人也出来冲我嚷：“已过七点了，你再不离

开我就叫警察啦！”。这时我才听明白，他们是赶我走

呢！我好扫兴，驼羊没欣赏成，反倒遭了恐吓，倒霉！仔

细一看路边的牌子，原来畜牧场只有周末两天开门，而且

只开到下午四点。真是个计划上的失误。 

    车里的哥哥们觉得又震惊又好笑，我又沮丧又懊恼。

见我那麽难过和气愤，两位幽默哥哥都逗我开心，说好像

是在看早期美国南方电影，农场主端着猎枪保护农场，对

付这位花生米大的小女强盗。大概蚊子们更喜欢哥哥们的

臭脚味，只见哥哥们被我带进来的饿蚊子咬得手忙脚乱。 

想起一些这类电影里可笑的场面，幻想这对老人拎了猎枪

来赶我的情形--有猎枪吗？天黑，没看清，又看着哥哥们

奋力搏斗蚊子的可怜样子，我忍不住又笑了。如果真象想

象的那样，说不定有生命危险呢！我越想越恐怖，越想越

美东地区第一届少儿中文写作大赛  

—费城长城中文学校参赛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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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猴子的足球      

 Amy Chen 

    有一天，小猴子在河旁边玩儿。它突然看到树底下有

一个足球。这个球是白色的，上面还有黑色的点点。小猴

子很喜欢这个球，它没停下来想是谁的，就把它抱回家

了。小猴子一边走一边想:“这个球不是我的，但是我很喜

欢它。而且，是我先找到的，就是我的了。” 

    小猴子一天到晚都把足球藏在一个包里。没人时，它

才把球拿出来玩儿。它想”如果别人看见了，肯定会想把

它拿走，所以要把它藏起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

小猴子的足球不见了。它找呀找，每个能想到的地方都找

过了，但就是找不到。小猴子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小山羊来到小猴子的家，问:“小猴子， 这

个足球是你的吗？＂小猴子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是我

的？＂ 小山羊说：“我前几天从山顶看见你玩儿这个球，

所以我猜是你的。＂小猴子说：“谢谢你，小山羊！＂  

    小山羊走了后，小猴子想了想：“我很喜欢这个足

球，但它不是我的。它的主人找不到它，肯定象我昨天那

样难过。我应该把它还给它的主人。＂于是，小猴子拿着

足球去找它的主人。小猴子碰见小蛇。它问：“小蛇，这

个足球是你的吗？＂小蛇说：“这个球不是我的,但很像我

给小猪的生日礼物。＂小猴子说：“谢谢你小蛇，再见！

＂小猴子走到小猪的家。它问：“小猪，这是你的球吗？

＂小猪说：“是我的球！谢谢！我有一天把它带到河边

玩，就再没看见它了。谢谢你帮我找到它。”                                        

小猴子把球递给小猪，说了声：“不客气。＂然后，就走

出小猪家。它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高兴地是自己做了一件

好事，难过地是自己再也不能玩那个足球了。这时，它看

见一个没人要的小篮子，就假装它是足球，踢了起来。小

猪正好从房子里往这边看，看见小猴子。小猪看看自己的

小足球，又看看踢篮子的小猴子，打开门去追小猴子。 小

猪说：“我把这个球送给你，当感谢你帮我找回了它的礼

物。＂小猴子说：“谢谢！＂小猴子高兴地和小猪一起踢

起足球来。  

    从这以后，小猴子经常请小山羊，小蛇和小猪一起在

小猴子家外面玩儿足球。有时，小猴子找不到足球，大家

都会帮它找。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小猴子的的足球。 
 

老  瓦  匠 

陈培芸 （Amy Chen） 

     从前，有一个瓦匠，做的瓦片又好看又结实，人人都

说好。但是，老瓦匠感到自己老了，做不动了。老瓦匠

想，“做了一辈子，该退休了。”他跟他的老板说：“我

很老了，不能 像以前那样做瓦片了，你让我退休吧。 ＂

老板想：“我不想 让这个老瓦匠走，他做的瓦片很好。

但是，他做了那么多年，很辛苦，我应该让他走。我想送他

一件礼物，感谢他这么多年的帮助。＂老板跟老瓦匠说：

“你走前，我要你再做一些瓦片放在一个房子上。”老瓦匠

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就匆匆忙忙地做了很多瓦

片，放在房子顶上。但是因为他没象以前那么认真地选料，

配方，加工，所以他这次做的瓦片破破烂烂，大家都觉得他

没在好好工作。他把这些瓦片放在房子上面，房子看上去很

不好看。老板说：“老瓦匠，这个房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现在是你的房子了。”老瓦匠很感动，对老板谢了又谢。老

瓦匠退休后，住进这个房子，很高兴。有一天，下大雨，老

瓦匠的新房子漏雨。老瓦匠想：“这个房子上的瓦是我做

的，但是我没好好做，现在我自己受罪了。我如果知道这个

房子是给我做的，那我肯定把它顶上的瓦片做好。”老瓦匠

回到他的工作间，认认真真做了一堆瓦，把房顶修好了。这

件事以后，老瓦匠认识到：“我如果每个房子都认真地做，

像给我自己做一样,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我的中秋节 

李昱霖 (6C) 

  指导老师： 唐京川 

    中秋节的时候，月亮特别圆。这是欣赏月亮最佳的时

候。我们坐在院子里，一边吃月饼一边享受月光，还有凉凉

的晚风。 

    妈问我是否看到了月亮里的嫦娥，玉兔。这时候，我又

叫妈妈给我再讲了一遍嫦娥奔月的故事。我好象真得看见嫦

娥在月亮里跳舞呢！。 

    我和弟弟还在月亮下做灯笼。我们用红红的纸和小棍做

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灯笼。然后，我们把蜡烛放进去。小弟弟

可高兴了。他拎着灯笼走来走去，还唱着歌。逗得我们哈哈

大笑。 

    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很快乐的中秋节。 

科莫多巨蜥 
易祥辉  7C 

指导老师： 齐红伟 

 

        一天一个男孩被一个条科莫多巨蜥咬了一口。第二天, 

他变成了一条中国龙，他去了学校,可是没有人发现他已经变

成了一条龙了。第三天, 他在学校打了一个喷嚏，火就喷了

出来，没有人看到，火是从哪来的，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看

到着火了。这时科莫多巨蜥来了，他问了男孩龙：*“要变回

去，不要？”男孩说：“要。” 男孩龙的话音刚落学校的火

就停了。一切都正常了，男孩很高兴。科莫多巨蜥看了男孩

最后一眼，离开了，可能从此以后也就永远消失了。 

(*注:这里的语法顺序是故意这样安排的,目的突出巨蜥讲人

类话不熟练.) 

演讲班作文选登—指导老师：魏东飞 

总编：袁树林  本期编辑：袁树林 本期校对: 袁树林 凌菲 本期植字：魏东飞 张冬兰  本期摄影：韩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