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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刊登的学生作文由中文班

六年级齐孟老师班同学们供稿：主题为《假

如我是…….》，文中充分体现了他们丰富的

想像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中文水平的进

步。 

新年寄语：挥手告别 2018，让我们张开双臂

拥抱 2019， 祝愿长城中文学校的老师，同

学和家长们在 2019 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平安，快乐。特别祝愿每位学习中文的小朋

友再接再厉，持之以恒，中文水平更上一层

楼！ 

新任校长姚海蓉女士的任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 

New school principal, Laura Yao, will start 

her term at 1/1/2019. 

～～～～～～～～～～～～～～～～～～～ 

孟育老师语：上学年开始之际，为配合侨报

第七届美国少年儿童中文大赛，同时也为更

好地了解同学们中文程度，布置了作文作

业：内容可以是”假如我是”，也可以是假期

中你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或一位你认为最重

要的人。不少短文写得很生动。但 6c 班的家

长们都很谦虚，对孩子们要求很高，最终都

放弃了参加侨报比赛的机会。现在让我们一

起来欣赏 6c 同学们的习作。 

～～～～～～～～～～～～～～～～～～～ 

             假如我是一棵大树 

                        杨启宁 6C 

假如我是一棵大树,  我会活两百年， 

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在春天,我的叶子会发

芽; 在夏天, 我的叶子会茂盛， 在秋天,我的叶

子会掉下来，在冬天, 雪会飘落在我的身上。

每年都是一样的。我长出新叶子，叶子变茂

盛，叶子掉下来，雪飘下来。 

在春天我看见鸟儿往北飞。在秋天我

看见鸟儿往南飞。 

每天我看着人走来走去，我看他们笑，

我看他们哭。我看小宝宝学会走路，看小宝

宝看我。我看他们长大，也看他们变老。下

雨的时候我看见蚂蚁搬家。雨停了，我看见

蚯蚓在地上爬。我早上听见鸟儿唱歌，中午

看见人吃冰淇凌， 下午听见知了在叫，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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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萤火虫飞来飞去，夜里梦见一个男孩在

写一篇题目为“假如我是一棵大树“的作文。 

假如我是一棵大树，我会看见，听见，和梦

见很多东西。 

～～～～～～～～～～～～～～～～～～～ 

            假如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高云程 6C 

 我很喜欢踢足球。如果我是一名足球

运动员，我会天天训练，  我会参加很多比赛

而且要拿很多奖。我会去不同的地方跟不同

的人踢足球。我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会

去吃他们的有名的食物， 去交很多朋友，还

会去看漂亮的地方。如果我去中国， 我会去

北京，上海，香港等很多大城市。我还会去

昆明看我的亲人。 

 如果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会参加

许多电视节目，做很多演讲， 还有给小朋友

签名。我会把我挣的钱捐献给需要的人。我

会回到我的学校，跟学生一起踢足球，跟他

们聊聊天，还有看我的老师。 

 如果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会感到

很骄傲，而且我每天都会过的很高兴。 

～～～～～～～～～～～～～～～～～～～ 

                    假如我是一条河  

                           6C 彭楚薇 

假如我是一条河， 我的两岸会有许多

可爱的小鸭子们在玩耍。乌龟在河边的大石

头悠闲地晒着太阳。小鱼吐着泡泡，飞快地

在河底游来游去。小蝌蚪喜欢在水里玩捉迷

藏。 

金色的阳光从岸边树林间洒落。高大

的柳树的长长枝条垂在水面上。 斑点梅花鹿

口渴了在岸边喝水。河水欢快地流淌。小石

子在河底随着水流滚来滚去。大石头下会有

小虾。 

春天的时候，大雁从南方飞回来了。

蜻蜓也来产卵了。秋天了，金黄的小叶子飘

落到我的水里面上。冬天来了，如果很冷，

我会结一层薄冰，青蛙和鱼在河底保暖。下

大雨了，河水会变得很急，有时候会漫上岸

边，蚯蚓会爬出地面。 

～～～～～～～～～～～～～～～～～～～ 

              如果我是一只猫 

                      许愿 

     如果我是一只猫，我可以整天和我的

主人依偎在一起。当他们在家的时候，我总

是喜欢跟着他们到处跑还有跳到他们的床上

睡觉。当他们不在家时，我会独自睡觉或与

狗一起玩耍。 

如果我有能量，我会跑来跑去追逐红

点，或者拍打挂着的东西。如果我饿了，我

会发牢骚，直到我得到食物。 

如果我生气了，我会刮沙发或地毯甚

至是他们-我的主人。我会嘶嘶声，我会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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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工作或做作业时惹恼我的主人, 直到他们开

始关注我。 

如果我是一只猫，我不必上学或上班，

我可以整天放松和玩耍，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情。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而不用担心

发胖。作为一只猫，在主人生气的时候，我

会让他们快乐起来。在他们烦躁的时候我会

让他们平静下来。 

如果我是一只猫，那就是我会做的,那

有多好。 

～～～～～～～～～～～～～～～～～～～ 

                 假如我是一名宇航员 

                       6C 王皓辰 

        如果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会摇身一变，

我最想变成一名宇航员。 

       当我来到太空，我就可以知道那种没有

重力的感觉，轻轻松松地一跳，就能跳得很

高，也能在太空中到处飘来飘去。我最想到

火星上去，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人去过那里，

我就成了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了。 

        如果我是一名宇航员，我还可以知道人

们能不能在火星上生活。我想坐着宇宙飞船

到别的星系去找外星人。如果我真的能找到

外星人，我会和他打招呼说话，成为好朋友。

如果这个外星人不想和我成为朋友，我就会

把乘坐我的宇宙飞船飞快地离开，继续去寻

找别的外星人，直到找到愿意和我做朋友的

外星人。我就会对这个外星人朋友做很多很

多研究，然后我就会知道他们怎么能在太空

呼吸。 

如果有一天我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也能在太空正常地呼吸。我还会把太空变

成像地球这样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人们就

不会像现在这样，路上就不会堵车，到处都

有足球场，和我的老朋友还有外星人新朋友

一起踢球，那该多好啊！ 

～～～～～～～～～～～～～～～～～～～ 

                     假如我是宇航员 

                        6C 刘润丰 

假如我是宇航员，我每天都会在训练

馆里面训练。我的梦想是要升上月球。我在

月球上会拣很多石头，所以回到地球以后可

以仔细的研究这些石头。 

在月球上没有太大的重力，所以我可

以跳得特别高，还可以跟别的宇航员比赛。

我们可以比谁跑的最快，还可以比谁跳的最

高。 

假如我是一位宇航员，我会破一个记

录。我会在天空中待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回

来了大家都会尊重和喜欢我。我会帮助到很

多科学家。我在月球上做的实验和捡回来的

东西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月球上有很

多地方都没有被发现呢，还有很多地方只去

过一两遍，但是常去的地方肯定有东西没被

发现，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呢。我付出很大

的努力和练习给科学家带回更多的知识，给

大家更多的知识我也会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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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一位宇航员，我在训练馆训

练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好伙伴，所以我在那

儿不会无聊。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聊天和出去

玩儿。我还可以跟他们出去看电影和吃很多

很多爆米花。 

～～～～～～～～～～～～～～～～～～～ 

           假如我是一个中国市长 

                       6C 李恬欣 

假如我是一个中国市长，我会让全市

的小朋友和我一样快乐！ 我喜欢中国， 每年

爸爸妈妈都带我回中国，我有一位表姐， 每

次回去，看见她都有好多作业要写，我问妈

妈：“为什么表姐要写那么多作业呢？”妈妈

说：“中国的小朋友都这样。”我想：我也没

写那么多作业，但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如果我是一个市长， 我会让学校老师

给小朋友少些作业，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玩。

还有每次我回中国，都看到很多人抽烟，在

美国我很少看见。我问妈妈：“为什么不一样

呢？”妈妈说：“美国有法律，不允许在公共

场合抽烟。” 如果我是一个市长，我也要公布

这样一条法律，这对身体多好啊！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从没

吃过。我在美国学校有好多小朋友也喜欢吃

中国菜。如果我是一个市长，我会让中国小

朋友到美国来介绍中国好吃的东西。当然美

国也有好吃的，我们可以互相介绍，多好啊！ 

我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努力学习，真

的成为一位市长。 

～～～～～～～～～～～～～～～～～～～ 

                      我心爱的妈妈 

                            6C 张家森 

我最爱的人是我的妈妈. 因为当我心

情不好时，她会试着让我振作起来;当我饿的

时候，她会为我做饭。 在假期我们一起去有

趣的地方玩，我们互相帮助。  

她非常友好, 同时也非常严格. 我们同

意我在周末可以玩二个小时。 当我和朋友一

起玩，忘了回家时，她会来叫我回家。我非

常喜欢与我的妈妈喜欢一起玩耍和闲逛。  

她参加我的足球比赛并为我的球队欢

呼. 我爱我的妈妈。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让我们

选写一个最重要的人或事的作文时，我选择

写妈妈作为我最重要的人的原因。  

～～～～～～～～～～～～～～～～～～～ 

                     暑假趣闻-台湾  

                        6C 吕惜恩 

今年暑假，我们全家去台湾看奶奶， 

还顺便又做了一次环岛游。在台北的那一个

星期，我们住在非常有特色的圆山大饭店

（The Grand Hotel ）。我非常喜欢在圆山

大饭店 50 米的泳池里游泳。 

有一天，爸爸带我们去林书豪曾去过

的钓虾场玩。我们每人都钓到了两只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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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钓虾之后，给虾抹上盐放在烤炉上把火

打开来，翻几次就熟了。我不太喜欢吃虾，

所以我们还订了其他很好吃的菜。 

因为北边有台风，我们去了南部垦丁

玩。在那儿我们看了很多热代植物。榕树有

细长的气生根，银叶树有板根。我们还在”一

线天”走过。”一线天”是两个大山挤在一起， 

只有下面有一个小洞人可以从那里走过。之

后爸爸开车沿着东海岸，追着海浪，带我们

去了太鲁阁爬山，走山洞，看瀑布，蓝天白

云和小河。在知本我们泡了温泉。酒店房间

里就可以泡很舒服的温泉。 接下来一路北上，

经过无数的九曲十八弯山路，无数的隧道。

最后我们钻过了 12.9 公里，世界第九长的雪

山隧道，回到了台北。然后我们飞回美国。 

 

圆山大饭店 

 

我钓的虾 

 

我走过的山中隧道 

～～～～～～～～～～～～～～～～～～～ 

                   最难忘的一个人 

                         6C 叶郁涵 

有一个人是我不能忘记也永远不会忘

记的人。他就是我的爷爷-叶圣普。他是一位

有趣的人。他曾经是中学老师，现在已经退

休了。我的爷爷和奶奶两个人都是老师。现

在, 他已经八十二岁了，但是，身体还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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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他是我最难忘的人呢？第一，听我

父母讲，爷爷自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一直没

有闲着，帮助我伯伯做生意已有很多年。第

二，自从我出生以后，爷爷就不怕辛苦从中

国来到美国照顾我和我姐姐每天的生活。 

他喂我牛奶，也给我换尿不湿。这些

虽然是他新学的”技术”，但非常认真地学习

做这些以前不曾做过的事。第三，我爷爷很

有趣。常常逗我哭，又逗我笑。每一次全家

人一起出去参加活动，都是他在一旁陪着我。

我记得有一次，爷爷短暂外出几天，我天天

坐在门口等着他回来。现在我也长大了，爷

爷也早就回到他生活最熟悉的地方-中国。 

我们常常通过视频聊天，他也说我的

中文水平进步很大。 

～～～～～～～～～～～～～～～～～～～ 

                  我最难忘的事 

                       6C 田璐 

 我最难忘的事，是我们今年暑假去了 

Kalahari Resort。Kalahari Resort 是个滨州

的一个很大的水公园，既可以在里面玩水滑

梯，又可以在外面游泳。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吃喝玩乐。我

们玩了好多次小滑梯，在水里打篮球，我还

和爸爸去泡了热水浴。第二天，我们全家去

挑战一个很陡峭的大水滑梯，把我吓的都要

哭了。最后，我们还去玩了两种冲浪，一种

是趴在冲浪板上的，第二种是在一个很大的

游泳池里大家一起冲浪和游泳。我们玩得很

开心。这是我暑假最难忘的事。 

～～～～～～～～～～～～～～～～～～～ 

            最难忘的一件事—爬长城 

                            张乐然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爬长城。去年夏

天我们家和我表姐一家一起去爬了长城  ----

- 这是古代人用砖头和米浆打造的世界上最

长的墙。 

 我们是开车去那儿的。 从远看长城是

很高很长，像一条巨龙歇在山顶上。到了长

城的入口，我看见一个石头，上面刻了几个

字。爸爸说那是一句有名的话 “不到长城非好

汉”。我抬头往上看，长城好大好高。我很高

兴我们要爬这座最有名的墙。我们开始爬的

时候， 我们发现长城的台阶有的高有的矮。

爸爸说这是因为山有的地方陡，有的地方缓。 

我的妹妹，表姐和我的大姨在前面快快的爬

上去。我和我的妈妈跟在后面，大姨夫和爸

爸在最后面慢慢的爬。我们爬到了第一个烽

火台就已经累了。烽火台旁边刚好有一个小

商店，里面有零食，冷饮和各种各样的纪念

品。爸爸给大家买了冰激凌，还给我和妹妹

每人买了一块金属牌子。牌子上的字说“我登

上了长城”，也有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吃完

冰激凌我们又往上爬了一会儿就下山了。下

山时我们都很小心因为有的台阶很陡。 

 爬长城好累可是我很开心。我爬上了

长城，成了真的“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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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忘的一件事去大狼窝水上乐园 

                 Luke Zhu 朱路路 6C 

         我们今年夏天去了宾州北部的大狼屋。

大狼屋是个水上乐园。每年我们都会去，还

在那里住一个晚上。我最喜欢的是海浪池。

还有各式各样的水滑梯。 

        我和我的姐姐商量坐哪个水滑梯。 我们

坐了 Double Barrel Drop，我觉得那个水

滑梯很好玩，但是我觉得排队太长了。大狼

屋有七个大的水滑梯。我跟姐姐都去玩了，

玩得很开心。我最喜欢在波浪池里跳波浪。

那里的饭也很好吃。小弟弟在专门在小小孩

玩的滑梯玩，他一开始有点害怕，后来玩得

不肯走了。玩累了，我们去了我们的房间去

睡觉。 

        早上 9 点水公园就开门了。大狼屋也有

迷你高尔夫和还有保龄，他们也有一个

arcade。我觉得外面的游泳池没什么用。 

        这是我夏天去的地方，我们一家人都很

喜欢。我们在水上乐园过了快乐的二天. 

～～～～～～～～～～～～～～～～～～～ 

彩虹征稿通知：彩虹期刊主要以发表刊登学

生的作文为宗旨，记录每位同学的成长为目

的，欢迎长城中文学校的同学们积极踊跃向

彩虹投稿！ 

6C 同学们的快乐时光 

 

 

 

拔河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