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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刊登的学生作文由中文班

六年级孟育老师班的同学供稿：主题《《我

的爱好》，孩子们细心撰写他们所热爱的运

动， 音乐，像棋， 书画等等。 

本期内容：十月二十八日长城中文学校 PTA 

组织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秋季家庭聚会。 

***************************************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 

                 张家森 (6C) 

我从四岁开始学习踢足球，现在十岁

了。 我已经踢了七年球了. 足球是我最喜欢

的运动。每年的春天,秋天和冬天我都会参加

足球训练和比赛。每个星期四我都需要练习

踢一个小时足球，每个星期六比赛一个小时。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足球呢？那是因为一边踢

球还可以一边与小朋友们玩。我每年都可以

交很多新朋友, 因为足球是很好的运动，踢好

足球不尽需要体力还需要动脑筋, 我 学到了

很多知识, 通过长时间训练和队友的配合，我

得了许多奖牌。这些奖牌也鼓励我更努力地

练习踢足球，以希望踢得更好。所以足球是

我最大的爱好。我最崇拜的足球明星是 Linol 

Messi。我有个 Messi 的汗衫，那是我最谢

欢的衣服。是阿姨从 Messi 的家乡西班牙买

来送个我的礼物。因为阿姨知道我最喜欢

Messi。这是我最喜爱的足球运动。我的梦

想就是成为足球明星明星。 

*******************************************       

我的爱好  

                    杨启宁 （6C） 

我的爱好是下国际象棋。我六岁的时

候我妈妈带我去上了一个中文学校办的的国

际象棋班。我很玩皮，很多事都不知如何做，

就知道玩游戏，不想动脑子所以也很少下棋。

通常我认为爸爸妈妈什么都懂，但我发现爸

爸妈妈不会下棋。所以我开始用我课堂上学

到的下棋知识,方法教妈妈如何下棋，可是妈

妈不动脑子，结果你知道了每次都是我赢。

这增强了我的兴趣。 

在我三年级时，我在的尖子班老师组

织了一个国际象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四年

级以后，我参加了我的第二个国际象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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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赛是我所在的英文学校组织的。我得

了 4/4 分，得了第二名。在我十一岁时，我

仍然喜欢国际象棋。从那以后我参加了三十

多次国际象棋比赛，每星期二也去一个国际

象棋俱乐部训练。 

我喜欢国际象棋，因为不仅可以学很多东西，

也变化莫测，没有人总是赢。既使有人的积

分比我高 100 多分，但只要我认识思考，想

到下一步如何下，但对手想不到时，我还是

可以赢他的。 

国际象棋的魅力在于它真是变化莫测，

既使下很多遍也可能有不同结果，不像我做

的数学题，做很多遍结果都是一样。我非常

喜欢国际象棋所生产的魅力。 

******************************************* 

                       我的爱好 

                       叶郁涵 6C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我家四个人

也都不一样。我爸喜欢游泳，我妈喜欢烹调，

我姐喜欢拉小提琴。而我呢？我却喜欢弹钢

琴。当我五岁时，我就想妈妈送我去学钢琴。

而我妈妈认为自己家没有琴，学费又贵，携

带不方便，建议我学小提琴。于是买了一把 

⅛ 小提琴开始学。到了六岁，我还是想学钢

琴。直到七岁时才同意送我去学钢琴。虽然

还没有钢琴，每次要去老师家练习，或用电

子琴练，或到学校的琴室去练。就这样，到

九岁时，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钢琴。 我非常珍

惜它，一直到现在，我每周都去上我的钢琴

课。不管学校的作业多或少，我每天都会练

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它能使我安静和放

松，我也喜欢它的声音。当我在弹奏时，好

像沉浸在音海里，很享受。学习它同时可以

教我音谱和音乐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

钢琴的原因。 

*******************************************  

                      我的爱好 

                        李恬欣 6C 

        要说我的爱好， 那可真不少，除了拉小

提琴， 弹钢琴， 游泳以外， 我最喜欢的爱

好是练空手道。 

        一开始是妈妈要我学的， 我问：“为什

么要学这个呢？” 妈妈说：“以后遇到坏人

的时候， 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你也可以保护

我们大家！”  

我一听特别高兴， 就开始学了，经过几个月

的练习， 老师还带我们参加了中文学校的春

节晚会， 我们表演完了， 观众都给我们鼓掌， 

我可高兴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参加了升级考

试， 我一开始是空手道白带， 考试时我认真

仔细地完成了老师教给我们的动作， 尽管我

很紧张， 但是还是完成了老师的要求， 最后

老师通知我，我顺利地升到下一级：黄带:我

高兴地哭了， 全家都为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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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更喜欢练空手道了， 妈妈夸我长大了。 

******************************************* 

                   我的爱好 

                   杜一萌 6C 

我的爱好是搭乐高。我喜欢搭乐高,因

为我搭的时候觉得很轻松。我也喜欢买乐高,

买回来时我都会很快搭好,搭好的时候我都会

摆在窗台上作为装饰。 

我爱好搭乐高的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搭

乐高让我觉得很快乐,很幸福。我从小就很喜

欢搭乐高。不是店里买的就是我自己想出来

的。我开始爱搭乐高是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

给我买了一个专门给小孩的乐高.是专门给小

孩的因为那个乐高很大,所以小的小孩不会咽

下去.正常的乐高都是很小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小时候的乐高都丢

掉了.但是有一天妈妈和我在走路时看见有一

大袋乐高被当作垃圾放在路边,里面有各种形

状的乐高片,我和妈妈就把那袋乐高拿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妈妈把乐高洗了一下.然后我就用

那些乐高搭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例如我搭了房

子,桥,人等等. 

从此我就更喜欢搭乐高了. 

*******************************************          

我的爱好 

田璐 6C 

 我喜欢画画。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看

见喜欢的东西，就会赶紧把它画下来。大概

六岁的时候，在后院的树枝上看见一只红色

的 cardinal。画完后，妈妈发现我画的红鸟

跟网上的图片特别像。爸爸妈妈认为我对形

象的记忆很出色。所以他们决定让我学画画。 

 我开始在长城中文学校缪老师的小班

学画画。主要学了五颜六色的蜡笔画。然后

跟王老师学了一年素描，画了很多动物和日

常用品。爸爸发现我画画的比例不够好，因

此我今年上陆老师的绘画课，加强基础训练。

我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画了一些水壶，

锅，汽车等，接着又画了人物的头像。老师

跟我说，明天就可以开始学习画油画了，我

特别兴奋。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当我给朋友和老师写生日卡片和圣

诞卡片时，我都会在卡片上画一幅小画。每

当我在学校做手工，都会做得很完美。我三

年级时的一个有关阿米什人的手工作品，被

老师留下作为教具。  

 我有很多爱好，画画是我最喜欢的一

个。我相信将来的生活和工作都会离不开它。 

******************************************* 

                      我的爱好 

                      刘润丰 6C 

我的爱好是游泳。 我喜欢游泳，因为

我游得很快。我每个星期都会练习四个小时，

每次比赛我的成绩都会提高，我喜欢看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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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断进步。我最喜欢的是 50 米自由泳。这

个项目速度快，非常刺激。 

我喜欢游泳因为通过游泳我认识了很多小朋

友。我每次游完了都会跟别人玩儿卡片或跟

别人聊天儿。我也很喜欢鼓励我的队友。他

们有时游的时候我没有在游，所以我就看他

们游泳。 

我喜欢游泳，因为我觉得游泳练习很有趣，

我可以在练习中使用脚蹼， 然后所有你需要

做的就是用力踢！ 脚蹼会让我游得非常快，

象一条鱼一样。我们在练习中还会使用浮板，

这有助于我们发挥，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

来改善整体游泳姿势。 这是为什么我喜欢游

泳！ 

******************************************* 

                          我的爱好  

                          彭楚薇 6C 

我的爱好是读书。我现在读的书是

《The missing : book1  FOUND》。《The 

missing : book1  FOUND》是科幻小说。  

我 最 喜 欢 的 系 列 书 籍 是 《 Mark of the 

Thief》。《Mark of the Thief》是动作和神

话的小说故事。它的人物包括一个 14 岁的男

孩 ， 叫 NIC 和 一 个 14 岁 的 女 孩 ， 叫

AURELIA. 还有一个老上尉和 NIC 的妹妹。

因为 NIC 有魔法，他身受很多危险。老上尉

也有魔法，他想拿到 NIC 的魔法。 NIC 是一

个奴隶，所以老上尉把他买下来了。老上尉

有时是好人，有时是坏人。AURELIA 帮助

NIC 一起和敌人斗争，最后 AURELIA 以为

NIC 死了，但是 NIC 用他最后的魔法复活了。  

我 们 在 学 校 里 正 在 读 的 书 是 《 Maniac 

Magee 》 。  我 们 在 学 校 里 读 过 的 书 有

《Wish Tree》 和《Half-a-Moon Inn》。 

******************************************* 

                           我的爱好 

                           高云程 6C 

我的爱好是踢足球。我很小的时侯， 

我就天天在我们家的地下室和我姐姐踢足球。

有时侯也会在家门口和我们邻居家的小朋友

踢足球。我参加了镇里的足球俱乐部的足球

队，每星期都有训练和比赛。我最喜欢的是

每次比赛结束后， 会有我喜欢吃的零食。我

也曾被选为“足球名星” 去参加比赛。 

 我现在的足球队的名字叫“LMSC 

Blizzard”。我是我们队的前锋，我的球衣

号码是 23 号。我每星期有两次训练和一次比

赛。比赛有时在附近的公园，有时在比较远

的地方。我的队赢了很多场比赛，我们很高

兴。 

 我很喜欢踢足球。踢足球不但有趣而

且会交到很多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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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好 

                             许安蕊 6C  

我的爱好是游泳。我很小就开始学游

泳 了 。 我四 岁 开始 在 Friends‘  Central 

School 学。但是，老师只教了很少游泳方面

的知识，于是没学到东西。 

我六岁去 Radnor 夏令营。我们需要

考游泳。大家都游得又快又好。他们觉得不

难。于是，我也跳进水里，开始游。结果，

我的头沉到水下，水冲进了鼻子里。考试没

通过。老师说我是“初学者”。 

过了几年，妈妈又让我上游泳课。最

后我就在 YMCA 上课了，一直上到现在。 

在游泳时，我能换气。我喜欢仰泳和

蝶泳，也爱潜水取环的游戏，跳到水里也非

常好玩……。我觉得游泳的每一个部分都很好

玩。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是我的爱好。 

×××××××××××××××××××××××××× 

我的爱好 

张乐然 6C 

 我的爱好是弹钢琴，因为对我，弹琴

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也弹了快四年了。

你们会不会问 “为什么呢？”然后我的答案

是：很好玩，大家都喜欢听，还有很放松。 

我很小就要弹琴，大概从六，七岁就

开始弹了。一天，我的表姐送给我家一个电

子琴，到现在还留着呢。那时候我就很奇怪，

我在想，“为什么我按一下琴，它就会出声

音呢？” 

过了几天，我听到楼下的琴声，我下

楼，看见了爸爸在琴上弹“小星星”。我说

“爸爸，你弹的很好听，”然后爸爸说“谢

谢，你想不想弹？”然后我说“我不会弹，

但是你可以教我吗？”“好啊”爸爸说。然

后他就开始给我讲怎么弹这个歌，然后妈妈

走进来了，她说，“啊，要不要我给你和妹

妹报一个弹琴的课？”我跟妹妹一起说“我

们要！”于是我就开始弹琴了。过了不久，

爸爸就给我们买了一架新的钢琴。 

我弹琴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每次学一

个新的曲子都会有不一样的困难，但是我觉

得最难的曲子是小奏鸣曲（sonatina），因

为它们有很快的地方和很慢的地方。我还有

很多其它的困难呢，每次弹一个新的曲子就

要用很长的时间。但是弹好了就很好听。 

虽然我的成绩只到了四级， 但是我还

在努力地练习。 

我还有其它的爱好，这就是其中一个

爱好，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 

                       我的爱好 

                        许愿 6C 

我最喜欢的爱好之一是滑冰。我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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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只用了八个月，但我真的很喜欢

参与其中。当我滑冰时,除了玩乐我不需要考

虑任何别的事情。当我在冰面上旋转和跳跃

时，我可以想像我是那样的优雅。我喜欢滑

冰的主要原因是我可以炫耀它的美丽，以激

励其他人开始自己滑冰。 

尽管落在坚硬的冰面上可能会非常痛

苦和令人沮丧，但是一旦你多次尝试并取得

成功，这将是值得的。经过几个小时的失败

后，当你跳起跳跃时，你会感到非常满意和

胜利。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跳跃你可以尝试，

这使你的日常训练更有趣。虽然跳跃是例程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步法填补了跳跃

之间的空隙。例程的另一部分是旋转。旋转

是跳跃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在空中。您可以

在旋转中加入多种类型的身体位置变化，以

使其更加有趣。 

当我独自滑冰并拥有整个冰场时，我

不必担心会撞到任何人。当每个人都看着我

表达我的激情时，我可以滑出我的内心和自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滑冰。 

******************************************* 

            PTA 举办秋季 FamilyNight 

金秋的十月，又是一年一季的枫叶红

的时节，外面五彩缤纷的树叶给渐渐变冷的

深秋增添了不少的色彩，似乎也带来了一些

暖意。在这秋去冬来的季节交替的日子中，

一年一度的长城中文学校的秋季家庭聚会于

10 月 28 号傍晚在 Upper merion 中学顺利

举行。首先侨报小记者副总编 Amy Huang 

给大家分享了她学习提高中文的经验， 给正

在学习中文的小朋友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的建

意。庄兰理事长给大家做了简洁的讲话，欢

迎大家参加此次中文学校促进学生，家长各

自之间的相互交流的活动， 同时希望此次活

动也给每天忙碌于工作的家长， 努力学习英

文和中文功课的小朋友们带来一个放松，愉

快， 有趣的夜晚。 

尽管秋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但新

老长城人还是纷纷赶来参加 PTA 组织的此次

聚会， 共有一百多人参加这次活动， 其中包

括现在长城中文学校学习多年的学生及家长， 

也有刚刚进入我们长城中文学习的新朋友和

他们的家长，在看到了老朋友的 同时，又结

交了新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分享了 40 多道中

来自不同家庭的风味美食，整个大厅充满了

欢声笑语，优美的卡拉 OK 歌声，让人感受

到长城这个大家庭的生机和活力。 

晚餐后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学习打鼓，

做手工， 玩卡片游戏，旗袍班的妈妈们给我

们做了精彩的旗袍走秀表演， 美在不言之中。

爱好唱歌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放开歌喉，快乐

地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流淌在大厅的中国民

族音乐， 让我们感到似乎回到了久为的家园，

又吃到了地道的家乡的美味佳肴， 听到熟悉

亲切的乡音，每位来宾都在这次聚会中度过

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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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由长城中文 PTA 组织，得到学校理

事会和校委会的大力支持，和众多长城义工

家长的鼎力协助，在此一并感谢！我们明年

再聚！ 

 

 

 

 

 

 

崔秀敏报道 

编辑语： 

彩虹期刊征稿：鼓励同学们投稿彩虹，作文

题材不限，希望大家踊跃投稿! 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