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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语：本期彩虹刊登的学生作文由中文班

五年级柴精华和张冬兰老师班的同学们供稿：

主题为《假如我是…….》，《去餐馆》和

《暑假见文》等；孩子们的文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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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内容：衷心祝贺我校家长达丽女士于 11

月 24 日，2018 年在 Upper Dublin 举办的

第二届“亚都好声音”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祝贺我校家长达丽女士荣获“亚都好声音”

冠军 

我校家长达丽女士 11 月 24 日在

Upper Dublin 举办的第二届“亚都好声音”的

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达丽从小喜爱歌唱，从三岁开始她就

展现出对音乐十分喜爱，自幼儿园、小学、

中学、大学直至工作期间一直都是文艺骨

干，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从高中

起，她开始在兰州艺术学校学习声乐，启蒙

老师李树忠教授领引她走进了声乐的大门，

从此她的歌声更加圆润和甜美。 

李老师离开兰州时把她推荐给自己的

好朋友：西北民族大学声乐系教授：魏志章

老师。她从师于魏教授，继续学习声乐一直

到考进大学去北京求学。 

尽管从事医生职业的父亲没有如她所

愿地让她报考音乐学院，但是她在大学期间

从没有间断过声乐的学习，她以自己独特甜

美的声音多次赢得学校的嘉奖，并被选入校

合唱团并担任领唱。同时受教于校合唱团指

挥黄培方老师：黄老师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

艺术家，著名声乐教育家、和国家一级演

员。 

黄老师非常欣赏达丽的演唱天赋，因

此经常私课传授她声乐知识。毕业后达丽成

为一名心血管科的医生，在繁忙的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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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她发奋努力地考进中央交响乐团社会音

乐学院声乐系，并从师于著名的女高音歌唱

家、国家一级演员傅海燕老师。 

虽然因为工作和学业时间上的冲突，

她不得不中途辍学，没有完成她所热爱的音

乐学院的学业，但是傅老师的声乐课使她的

声乐水平更上了一层楼，可以说那段时间也

是她演唱生涯中的鼎盛时期。出国后，她的

声乐学习间断了，但是她一直活跃在特拉华

州和滨州的各种华人舞台上，多次在特拉华

州的春节联欢会上参加各种形式的表演。 

 

三年前，达丽女士搬到滨州，同长城中文学

校结缘，开始在我校春节联欢会上表演独唱。 

 

2016 年表演了独唱“望月” 

 

 2017 年独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相信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8 年达丽女士终于在美国找到了一位声乐

老师，再次开始声乐学习。上周末“亚都好声

音”的比赛中，有五位专业评委：李霞、费越、

张万霞、黄茉莉和黄思雨，五位嘉宾评委：

李灏（ACP 主席）、沈桓（大费城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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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徐娟（费城京剧社代表）、詹

妮（旋律艺术团代表）和曹宜谦（海华都市

报社长），还有将近 20 位观众评委。 

 

达丽女士凭借自己独特的嗓音和深厚的声乐

功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的确是实至名

归！ 

 

 

 

 

 

 

 让我们再次祝贺她，希望在 2098 年的春节

联欢会上我们能聆听这位好声音的美妙歌喉！

也祝福她在歌唱艺术上插上歌声的翅膀越飞

越高！ 

～～～～～～～～～～～～～～～～～～～ 

     长城中文学校 五年级学生作文 

                       去餐馆 

                     五年级 向晴晴                  

 妈妈和爸爸带哥哥和我去中餐馆吃晚

饭。我们到了的时候，妈妈和爸爸找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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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人的桌子然后坐下了。我们一边看菜单，

一边等着妈妈的朋友。他们到了的时候，孩

子的父母都一起点菜。   

 孩子们也都想要点他们自己的菜。餐

馆里有很多好吃的菜。有烤肉，青菜，豆子，

肉串，还有各种各样蔬菜和肉汤。我最喜欢

的烤鸭才花 3 美元！大人都喝了葡萄酒然后

孩子就喝了果汁。    

 大家都吃得很饱。吃完了的时候，大

人坐在一个桌子聊天。小孩子们在餐馆里做

了一个游戏玩。要准备回家的时候，我的爸

爸付了钱。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 

            暑假趣闻 

                五年级 唐宁馨 

  我和妹妹暑假去了中国，可好玩了。

我们先去了北京，在北京看颐和园，还爬了

长城。然后我们去了新疆，在新疆骑马也吃

到了好吃的羊肉串(我爸爸做的羊肉串更好)。

真是太好玩了！我们找了个导游，去了很多

好玩儿的地方。 

然后我们回到了姥姥姥爷家(天津)。

在那儿我和妹妹每天都去夏令营玩。我在夏

令营学了怎么玩魔方和说绕口令。星期六我

有时候会和姥爷买菜。我发现中国有很多人，

他们都爱喝茶。姥姥总和别人谈话。过了一

个月，爸爸来了，带我们去爷爷奶奶家。我

们在爷爷奶奶家玩了十天，就回家了。 

我们先坐火车回北京，然后去机场回

美国。飞机上空位子很多。我很开心能回家。 

～～～～～～～～～～～～～～～～～～～ 

      去餐馆 

宋玮文   五年级 

 妈妈出门开会了，爸爸开着汽车带着

我和弟弟去餐馆吃饭。       

餐馆的名字叫生记。我们点了青菜，

还点了一些炸鱼、肉、炒饭和米饭。我、爸

爸、弟弟都开吃了！饭菜都好好吃啊！可是

我妈妈炒的菜更好吃！在那儿工作的人给我

们倒上了水，我和弟弟都喝了很多水。我吃

完了我的饭，可是我的弟弟没有吃完他的饭，

爸爸也吃完了他的饭了。爸爸说我今天吃得

很好。我很开心！然后爸爸去上了厕所，我

带着弟弟也去了厕所，等了很久才轮到我们

能上。      

爸爸去付钱了，付完钱，我们高高兴

兴地离开了餐馆。 

～～～～～～～～～～～～～～～～～～～  

              和 作家 Jen Calonita 

                张 心 雅    五年级 

星期五晚上，我和爸爸一起去儿童图

书世界（Children’s Book World）和 著名

作家 Jen Calonita 见面。她写了一套我最喜

欢的书 Fairy Tale Reform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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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的路上，我在爸爸的车里高兴得

都坐不住。我们到的时候，Jen Calonita 已

经在里面了。她的个子不高，有金色的头发，

还有咖啡色的眼睛。她问我“你最喜欢我写的

哪个人物？”我说 “我最喜欢 A.G, 因为她很勇

敢也很害羞。”Jen 说她也喜欢。我和她谈了

一会儿，接着她教我做了一根魔法棒。 

我看见一本她新的书。我问爸爸，

“我可以买一本吗？”爸爸 说，“要是你喜欢，

就给你买一本吧。”买完了书，我请  Jen 

Calonita 给我在书上签了名。然后我们高高

兴兴地回了家。  

～～～～～～～～～～～～～～～～～～～ 

                       去海边 

                    五年级 曾天翼  

今年三月，我们全家一起去了佛罗里

达旅游。那天早上，爸爸租了车，在加油站

给车加满了油，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去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很多车，所以车开得

不是很快。我和弟弟在车上谈起了等下我们

在海边玩什么。 

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海边。

大海真漂亮啊！水是蓝蓝的，非常干净。沙

滩上的沙子又软又白，脚踩在上面很舒服，

我们在海边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 

去中餐馆 

杨启迪      五年级 

         星期一，妈妈开车带我和我的哥哥去

一家中餐馆。里面，人很少， 空位子很多。

中餐馆里的面条气味很香，你在外面已经会

闻到他们做的面条！我们进来，找到了一个

位子就坐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三个菜单。

我点了捞面，我哥哥点了炒鸡肉，然后我妈

妈点了炒鱼片。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把我们

的菜端上来了。我试了一口面条，我觉得很

好吃。 

         饭菜的味道好极了，我们都吃得很饱。

这顿饭才花了六十多美元。妈妈付了钱，我

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餐馆。 

～～～～～～～～～～～～～～～～～～～ 

            去加油站 

              毛嘉嘉     五年级 

有一天在去迪士尼的路上, 我们刚刚

去了麦当劳 和肯德基, 车上的油表显示没油

了。我们很快开车去加油站加油。爸爸把汽

车关掉, 然后下了车去加油。我们很累, 因为

我们玩了一整天, 在等爸爸加油時, 我们先吃

完我们的冰淇淋, 然后又吃完了爸爸的薯条, 

我们还偷吃了妈妈的西兰花, 但是妈妈的西兰

花不好吃。 

爸爸加完了油,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

了。 

～～～～～～～～～～～～～～～～～～ 

            加油站 

                   潘莉愉     5C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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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时，我注意到一

个东西，“妈妈，”我指着仪表板说：＂你的

车快没有油了。＂妈妈快速看了一下仪表板，

看到箭头指向 E（空）了。妈妈一边开车一

边对我说：”哦，我的天！我们得先加油，然

后再回家，好吗？＂ 

当我们进入加油站时，我看到那里有

很多其他汽车，有红色，绿色，蓝色，白色，

黑色和银色。 每个油泵几乎都已经有车了。 

幸运的是，我们在看见最后一个空位。＂你

有垃圾吗？＂妈妈问。 我递给她一个用过的

塑料袋，还有一些糖果包装纸。 “妈妈，我可

以用刷子刷一下挡风玻璃吗？ ＂我问道。 妈

妈说，当然可以。 很快，妈妈就给车加满油，

我们又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 

暑期见闻                          

                    王颖萱 5D 班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非常好，我和爸

爸去湖边钓鱼。 

我有一根粉色的小鱼竿，上面有一个

小浮漂和小鱼钩。到了湖边，人不是很多，

我找了一个我以前钓过的好位置，这里的太

阳鱼很多，也容易上钩。爸爸把蚯蚓穿在鱼

钩上，我来甩鱼竿，然后就盯着浮漂等鱼咬

钩。 

不一会儿，浮漂开始动了起来，有鱼

在咬钩。又等了一会儿，浮漂沉到水面下

了，很快地跑了起来。我把鱼竿使劲提了起

来，看到一条小太阳鱼在钩子上。我叫来爸

爸，他帮我把小鱼卸了下来，我把小鱼放

了。       

我们又钓了几条小鱼，太阳下山了，

我们就回家了。 

～～～～～～～～～～～～～～～～～～～ 

去长木公园 

祝闻森    5D 班 

         秋天到了，妈妈开车带我们去长木公

园。爸爸，妈妈，姥姥，妹妹和我都想去看

公园里漂亮的红叶。 

         星期六，长木公园里的人很多。公园

里的树可美了。叶子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

红，有绿，还有黄。 

         快离开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南瓜。

我笑着说： “妈妈，你看，这个南瓜多大啊！

给我买一个好吗?” 妈妈说，“好吧，要是你付

钱，就给你买一个！” 爸爸，姥姥 和妹妹都

笑了起来。接着，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长

木公园。 

～～～～～～～～～～～～～～～～～～～ 

                    去加油站 

 

                  辛佳丽  五年级 

 

 今天我和我的妈妈和爸爸去加油。 

今天我们刚刚出去买东西回来。上了

高速公路，爸爸说：“我们圥去加油，然后再

回家＂。我们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就能看着加

油站。进了加油站，爸爸下车去开始加油，

妈妈在跟旁边的人聊天。那个人指着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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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涚：＂我很喜欢这车的颜色＂。我看见妈

妈和爸爸都在忙，我就去拿了一把刷子开始

刷我们的挡风玻璃。我很喜欢刷窗户，觉得

很好玩。等爸爸加完油我也把窗户刷的干干

净净了。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今天真好，我们又出去买东西，又去

加了油，都是我喜欢作的事情。你喜欢加油

吗？ 

～～～～～～～～～～～～～～～～～～～ 

                     去 餐 馆 

 

              邵亦乐    五年级 C 班 

 

星期天是姐姐的生日。我们全家决定

去中餐馆吃晚饭。 

中餐馆里人很多，我们等了一会儿才有座

位。我们坐下来，点了一壶茶，一边喝茶一

边看菜单。为庆祝姐姐生日，还点了红酒和

果汁。服务员来的时候，我们点了香喷喷的

担担面，虾，红烧鱼和青菜，还点了我最喜

欢的烤鸭。服务员端上烤鸭时，还敲了一下

锣。看着满满的一桌菜，我感觉我的肚子好

饿啊！每一个菜都很好吃！ 

晚餐快结束时，爸爸妈妈举起酒杯，我举起

我的果汁，一起祝姐姐生日快乐，心想事成! 

～～～～～～～～～～～～～～～～～～～ 

                      加油站 

 

                   郑⾬雨清/ Tina 

 

我今天要去纽约，接我的外婆。她现

在还在⻜飞机上。我和妈妈要开两个小时才

到纽约。妈妈说要先去加油。我们到了了加

油站时，妈妈看了了车上的油表。看⻅见没

有多少了。先把吧⻋车关了，然后给我二十

块美元， 叫我进去付钱。我开⻋车门，走进

了加油站的超市，跟加油站的人说要二⼗ 

块。 

二号。他说好的，我一边⾛走出去⼀

一边说谢谢。我出来时，跟妈妈说付了了钱

了了。说了了以后妈妈就开始加油了了。今

天加油站的表很慢，可能因为加油站没什么

油了。过了十分钟以后。。。。十九，二

⼗，加完了了！！妈妈说加了十分钟才加

完，是不不是因为今天很热？我说可能是加

油站没油了。我们开了⻋车门，⻋车开动了

了、然后就要开去纽约了。开两个小时才后

到达飞机场！ 

～～～～～～～～～～～～～～～～～～～ 

                       加油站 

                

                     陈新怡 Cindy 

 

我们要去吃晚饭。我, 爸爸和妈妈去

餐馆吃饭。在餐馆里, 我们点了了很多青菜, 

⾁和⻥汤，我们都吃的很饱。吃完了了饭, 我

们离开了餐馆准备回家。我们上了车接着坐

到位子上。汽车离开了停⻋车场，爸爸在马

路上开车,     车上的油表没油了，我们很快开

去加油站加油。汽车进了加油站后, 爸爸把汽

车关了了, 然后下了了车。 

下车后，爸爸去加油。汽车在加油时

后妈妈下车刷玻璃。我看着油表的数⼦子跳

动得很快。在加油时后我在⻋车⾥里里等。

加完了油爸爸和妈妈上了⻋车，关了 

门，我们回家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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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暑假 

 

                 魏安安     五年级 

 

        今年我回中国了。我回姥姥姥爷家，还

去了我爷爷家。爷爷家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弟

弟。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商店。我们还去了很

多公园。我们还去爬山呢！爬山的时候我们

喝了很多水！很好玩！我和弟弟玩的特别的

开心。 

        我们还去了北京，住在四合院里，很漂

亮！第二天，我们还去爬长城了呢！爬的时

候，又累又好玩！最后我们全家一起得了好

汉证书。 

         这个暑假我非常开心！ 

～～～～～～～～～～～～～～～～～～～ 

 买文具 

黄雨涵   五年级 

快开学了，今天我和妈妈去超市买文

具。 

超市里有很多东西像尺子，画笔还有

各种各样的书本。我买了书包和书本。后来

我去了个不一样的超市去买别的东西。这个

超市里有很多人。他们有的也在买文具。我

去找我要的东西。妈妈照顾我的弟弟。我找

完我要的东西后，我们去给钱。给完钱后，

我们回家了。 

～～～～～～～～～～～～～～～～～～～ 

              假如我是长笛演奏家 

               刘润泽    五年级 

假如我是长笛演奏家，我想参加很多

演出，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我了。我会参加一 

些大的比赛。我吹的声音会很美丽，我会知

道每一个音。我还会写很多新的曲子，我喜

欢欢乐的曲子，它们会很好听，听众也会很

开心。我也会跟一些人一起表演，我们会成

为好朋友。 

假如我是长笛演奏家，我会表演我的

曲子给总统听。他没准儿喜欢没准儿不喜

欢，你觉的他喜欢还是会不喜欢？我会经常

去听音乐会，我会听我自己吹的曲子，我能 

够听到世界各地的乐器。我也会学习一两个

别的乐器，也许我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乐器。 

假如我是长笛演奏家，我的梦想是在

一个特别大的比赛里吹我的笛子，并且取得

好的成绩。我要达到我的梦想就得好好练

习，我会很开心要是我达到梦想，我会一直 

努力地练习。 

～～～～～～～～～～～～～～～～～～～ 

                  假如我是妈妈 

           五年级   张心雅 （九岁） 

假如我是妈妈，我希望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每天早晨我会叫

我的孩子起床。我也会下楼去做早饭，再送

他/她们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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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会去上班，下班回家收拾屋子，

做饭。我希望我的家人身体健康，还有一个

舒适干净的环境。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好好地学习，做

作业和课外题。我也会教我的孩子们做饭和

洗衣服。因为这样，将来他们都可以照顾好

自己。在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我们全家去

海边玩。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有好的

工作和有他/她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

没有做完作业就不能看电视。孩子们不好好

学习，暑假就哪里都不能去。如果学得好就

带他/她们去中国玩儿， 或者去马里兰州的

Ocean City 玩儿。孩子们生病的时候我就会

在家照顾他/她们。 

我希望我的丈夫是个中国人。我希望

我的丈夫是个很好的人。我说什么他都会听。

他要有钱和爱我。我不希望我的丈夫一天到

晚在手机上玩。假如我是妈妈，等我的孩子

长大了，我会给我的孩子交大学学费。我爱

我的妈妈，所以我也要像她一样。 

~~~~~~~~~~~~~~~~~~~~～～～～ 

                      假如我是水 

                   潘莉愉     5C 班 

假如我是水，我可以在海滩上一遍又

一遍地拍打人们的脚；我可以制造出各种各

样的波浪；我可以在海上来回摆动帆船。 

我可以在瀑布中撞击岩石峭壁，或者

像溪流一样洒落。我可以在湖中跋涉，在河

里奔跑。我甚至可以住在厨房的水槽里，等

待家人的使用。我可以帮助富人，穷人，所

有的人；植物，动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我可以在零度时冻结成冰块，然后在

100 度时沸腾变成蒸汽。我又可以在这温度

之间做回正常的自我。我可以像水汽一样升

到天空，形成一片云。当我难过的时候，我

会下雨；当我生气时，我会产生闪电，当我

快乐时，我会让阳光透过我使我变得闪亮。 

你可以在玻璃杯或瓶子里找到我。我

很乐意让你神清气爽。这就是我的工作。我

想知道我是否真的能成为水？我是否能被在

地图上，互联网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吗？

可惜这只是个梦想。我现在只能是我。而我

正在写一篇”假如我是……”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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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