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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场大雪
二年级：孙浩然 指导教师：韩晶老师

恭祝新春快乐、阖家幸福、吉祥如意!
上期优秀作文

今天早上我往窗外一看是白茫茫的一片雪，我很兴奋。我走到楼
下去吃早饭，吃完早饭，我和爸爸还有我的妹妹一起去箭头公园滑雪。
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我趴在滑雪板上，像火箭似的冲了下去。我们
轮流的滑，滑了一个小时。我们回家后我觉得很开心。我希望明天还
能去箭头公园滑雪。

上期评选出的优秀作文是：
•

七年级翁小薇同学的《饺子》，指导老师：史力红老师。入选评
语：能发掘出一项传统美食的历史背景， 小作者严谨认真的态度值

我很喜欢在第一场大雪里玩。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场大雪了。

得赞赏。
•

吃完午饭，我们又出去在家门口打雪仗。我和我的妹妹一个队打
爸爸。我们打的爸爸到处跑。我们玩得很开心，一直玩到黑天才回家。

七年级孙安迪同学的《儿时的照片》，指导老师：史力红老师。入
选评语：文中流露出深深对国内亲人的思念；细节描写非常准确，
这样读者也能分享到小作者成功后的喜悦。

•

七年级钟宜卿同学的《打新冠疫苗》，指导老师：史力红老师。入
选评语：叙述简洁，文笔流畅。

•

二年级周业萱同学的《比熊》，指导老师：齐立新老师。入选评
语：对小狗观察细致入微， 描写形象生动；对熊的描写很生动。

•

二年级廖瑾言同学的《我学会了包饺子》，指导老师：齐立新老师。
入选评语：细节描写非常准确， 这样读者也能分享到小作者成功后
的喜悦；文条理清晰，把饺子的寓意、形状、包法，写得清楚明了，
最后借助饺子表达了美好心愿！

•

AP中文Sophia Xi 同学的《北京》，指导老师：田园老师。入选评
语：一篇短文写尽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是很困难的。小作者选择了故
宫和烤鸭这两个北京元素， 非常有代表性；对北京的建筑和小吃的
描写资料翔实；精准抓住北京的特点 - 六朝古都、描写古都的建筑
代表（紫禁城），古都的饮食文化（烤鸭、冰糖葫芦）结尾紧扣主
题！。

•

8G 中文陈正国同学的《我的 烹饪课》，指导老师：田园老师。入选
评语：文章清晰有条理。

•

四年级王嘉泽同学的《自我介绍》，指导老师：杨学军老师。入选
评语：记述细致生动。

我的妹妹
二年级：Ethan Liao

指导教师：齐立新老师

我的妹妹叫琪琪。我一直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像一个会走，会
吃和会说话的大玩具。如果给琪琪画一张像，我用大大小小的圆就可
以画好。大的圆做脸和身体，小的圆做眼睛和鼻子。
琪琪现在两岁半了。我更喜欢她了，因为她是我的小帮手。琪琪
会开心地帮我把衣服放到我的衣柜里，虽然我时不时在我的衣柜里找
到爸爸的袜子。

祝贺上期“优秀作文”获奖的同学和老师们！
第二届联丰（太古）-瑞华杯到目前为止所有入围优秀作文已在瑞华网
站登出，接下来每期的入围作文也将陆续刊登。欢迎大家赏读。

通知
请大家注意太古-瑞华杯Crea ti ve Writing Competition截止日期为
01/31/2022 （详情请见下页fl yer）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很听我的话。有时候爸爸，妈妈，姥爷和姥姥
叫琪琪去吃饭，她只会不停地说她唯一知道的英文词语“no ， no ，
no”。但是我上场的时候，她就不说“no no”了，然后一蹦一蹦地跟我
去洗手吃饭。
最后一个原因是琪琪
很喜欢模仿我。我看书时
，她就挤在我旁边看书，
可是常常会把书倒着拿。
我带上口罩出门上学时，
琪琪也会带上口罩，把小
圆脸遮得只留下小眼睛了
。

请尚未付清学费的家长们尽快付清学费。付款方式：
• Zel le quick pay to: payment@raychineseschool.org; 收款人： Ra y
Chi nese School; memo 上要写明你的login ID。
• 也可以使用支票付款，请在支票上写好你的ID
我不得不说琪琪有时
• 支票可以于周六带到实体课地点（肯尼迪中学），
候很捣乱，但是我还是很
• 或寄给下面地址：
喜欢她。我希望我和琪琪
Ra y Chi nese School p.o. Box 4018 Na pervi lle IL 60567一起开开心心地长大。
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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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巴亚尔塔港之旅
五年级：杨霈義 指导教师：高晓钟老师
今年寒假，我们和朋友一起去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度假。我们
是平安夜到达的，一共待了两个星期，那里实在太好玩了，有太多
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先把我最喜欢的三项活动分享给大家
吧。
我最喜欢的是浮潜。我们是乘船去耶拉帕浮潜，耶拉帕虽然不
是一个岛，但需要乘船才能到达。 到达以后，我们可以选择皮划艇
或浮潜，我和我的朋友选择了浮潜；我爸爸选择了皮划艇。由于有
很多人参加，我是被分在第二组浮潜。当我下水往下看时，真是神
奇，有这么多鱼！有些鱼游得离我很近,我可以用手抓起一条。浮潜
后，我们去了耶拉帕小镇，还骑马去看了瀑布。
接下来我们又去钓鱼。当我爸爸妈妈告诉我我们要去钓鱼时，
我很兴奋。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带着食物和饮料去码头。我们乘
着一艘叫 Lucky 的船。虽然在到达钓鱼地点的前几个小时很无聊，
而且一开始我们运气不好，第一次下钩只钓到了 1 条鱼，但第二次
钓到了 5 条鱼！最后，在第三次，我们钓到了 4 条鱼。我们总共钓
到了 10 条金枪鱼！遗憾的是 10 条鱼是你能钓到的最大限量。在回
码头的途中·，我们还顺便游了泳。

这次旅行中最令人觉得刺激的部分是乘坐摩托艇。这天是整个
假期的最后一天，我问我爸爸妈妈我是否可以去玩水上摩托艇（因
为他们不让我跳伞），他们说可以。我们跑到我们住的酒店旁边的
海滩，找到了那个出租摩托艇的人。起初，他要价20 分钟 50 美元，
我们觉得有点贵，经过讨价还价后他同意降到 30 分钟降40美元。
我是第一个上去开的（当然是和我爸爸一起，因为我年纪不够，需
要大人陪伴），我们周围有很多岩石，我们绕着圈子开得飞快，简
直太有趣了。可惜的是，我不得不在 7 分钟后停下来，换我们的朋
友开（我们分开了时间）。然后又换成我，我们这样轮流开。半个
小时过得真快，其实我意犹未尽。结束后我们去买了食物，在游泳
池旁边，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后，我们又打台球和下国
际象棋直到午夜才去睡觉。
我很感谢这次旅行中碰到的“英雄们”，他们是那些在背后为我们
提供服务的酒店员工。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才能让我们有一
个愉快的假期。

圣诞树
六年级：张润雯 指导教师：许毓婷老师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三， 正好我们学校放假了。爸爸说，“快
过圣诞节了，你帮我把圣诞树装起来吧。” 我高兴地答应了。
爸爸从车库的架子上拿下了圣诞树的盒子，轻轻地放在地上。
我和爸爸用剪刀把盒子打开。我先帮爸爸把圣诞树拿了出来，再放
好底架，然后把第一部分树放好。最大的树枝就是第一部分。第二
部分比第一部分稍微小一点。第三部分最小，所以放在最上面。
支好圣诞树以后，我们去拿挂件。我们家有很多漂亮的挂件。
挂件五颜六色的，可漂亮了！有各种颜色的灯笼：有红色的，有绿
色的，还有金色的、粉色的、银色的，还有蓝色的…… 我们还有一
个大狗灯笼。大狗灯笼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它闪赭红色的光，还
有很多其他颜色，五彩缤纷。不过我也喜欢银色的松塔，它虽然很
小，但是很漂亮。挂件最多的是金色的小铃铛，轻轻一摇还叮叮作
响。挺好玩的！
把树装好后，爸爸打开开关。哇！五颜六色的小彩灯同时亮了
起来。可好看了！当圣诞树上的灯亮起来的时候，我盼望已久的圣
诞节就快要到了！

日记：寒假之旅
六年级：沈默熙

指导教师：许毓婷老师

2021年的寒假，我和家人外出旅游，朋友一家也和我们一起去
旅游。
第一天我们开车到Na s hville， Tennesee。到达时已经很晚了，
我们住在宾馆里休息。
第二天我们到达 Atl a nta, Georgia。晚上去石头山看镭射灯展。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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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一大早和朋友 Andrew 一家去爬石头山。这座山很特别，
因为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朋友先到达石头山，但是我们先爬到
山顶。他们爬得太慢了！

他竞选活动大力支持。我和弟弟妹妹挨家挨户上门发传单，还到繁
忙的街道口插宣传牌。梁保罗最终成为芝加哥西郊瑞柏市有史以来
第一位华裔市议员，创造了历史。梁保罗的当选让我们华裔在市议
会的餐桌上有了一席之地，不再是“哑裔”。

第五天我们到达了Fl ori da。这里可好玩了！我们先去划船。划
船时，我们看到了很多动物，其中有鳄鱼、乌龟等，还看到了海
牛！还有各种各样的鸟。
第六天，我们一起去了沙滩。Andrew 游泳的时候，喝到了海水，
他说好咸啊！晚上，两家人一起去吃海鲜，很好吃！

第七天，我们去看海豚了。坐船上海，可以看到很多海豚跟着
在船后面跳跃，很活泼可爱。但是，看完海豚，回程路上堵车了1个
小时。这里太多人了！
第八天，另外一个朋友 Di no 来见我。我们在沙滩捡贝壳，捡到
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贝壳，有像螺丝一样尖尖的，有些像一把小扇子，
有漂亮的琥珀色。妈妈说要多捡些回去粘贴成一副作品。我们还堆
了沙城堡。
第九天，我和 Di no 去了universal studios。这里有过山车和4D 电
影。我看4D电影时，就像我真的在电影里。电影里有水的时候，就
真的洒水在我身上，还可以感觉我掉下去了。坐过山车时，Di no 叫
得好吵!可笑的是，做坐过山车之前，他说他不会叫的，他还说我肯
定会叫的。其实，我一下都没叫，而且我觉得这个过山车没那么恐
怖！
第十天，我们去看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城堡。其实，我觉的得
那里很无聊，但是不想跟我父母说！
第十一天， 我们往回走了。在路上下了很大的雪！我们看到了
一辆车翻车了！我们快到家时，我却很想回Fl ori da。 因为 Florida 很
热，不会下雪。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这次旅游真好玩！我希望可以再去
Fl ori da！

我是华裔，我骄傲
中文 8G：詹美

指导老师：田园老师

“啊？你连钢琴都不会弹？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我同学惊讶地
问我。我笑着回答：“不一定要会弹钢琴才能算华裔吧！”我同学严
肃地说，“我认识的所有的华人，要不就弹钢琴，要不就拉小提琴。
你两个都不会，还能算是中国人吗？再说，你从小到大一门课外数
学课都没有上过，一场数学比赛都没参加过！你这还能叫华裔吗？”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了。我同学的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华裔？
难道华裔都从小被父母逼着弹钢琴、拉小提琴的吗？难道华裔
都是三岁开始练加减法，五岁开始背乘法口诀表，十岁就考AMC8
（美国八年级数学竞赛）吗？难道华裔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吗？难道华裔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
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螺丝钉吗？难道华裔都不
关心政治，遇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

今年9月，新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尚气与十环传奇》上映。
它的男主角是一位亚裔演员刘思慕。他父母从小就让他好好读书，
找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但刘思慕的梦想是找到自己人生的目的，找
到表达自己的机会。《尚气与十环传奇》上映以来已取得超过4亿
美元的票房，对于众多亚裔孩子来说，能在屏幕上看到和自己同族
裔的人成为超级英雄，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鼓舞。
今年11月，在费城地铁上，一位华裔女孩儿，Chris tina Liu，看
到几位华裔男同学被欺负，她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想要制止霸凌。
她的勇气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人受到伤害时，不要袖手旁观，
大家都要站出来去帮助他们。华裔不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
家瓦上霜的族裔！
我们华裔孩子能成为医生、律师、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
也能成为歌唱家、演员、钢琴家、政治家、CEO，等等。我们不要
被华裔的刻板印象所限制。血脉不可卑，除非你的心自卑！让我们
华裔团结互助，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我是华裔，我骄傲！

守株待兔
九年级：吴睿治 指导教师：刘鑫老师
“守株待兔” 是一个很有名的成语故事。它是由一个寓言故事演
化来的。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努力工作，只想
走捷径，最后他会一无所获。这个寓言故事是这样说的：

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因为他每天勤劳地
耕种着这块田地，所以收成极好。一天他在田地耕作的时候，他忽
然看到一只兔子飞快地跑来跑去，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一棵树，顿时
撞断脖子死去了。农夫急忙跑过去一看，喜出望外地把拣起那只死
兔子就带回家，做成了一顿美食，美美地吃了一顿。
从此以后，农夫认为自己可以每天在树下等着撞死的兔子过日
子，也就不用天天劳累地耕种，所以他就放下农具，从那以后就不
再耕地了。他一心一意地坐在那棵树底下等兔子跑来撞头死去。

可是，时间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田
地里长满了野草，庄稼荒芜不堪。可农夫还耐心的在树旁边等兔子，
却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人们都嘲笑他的这种行为，并且很快传遍
了全国。
一只兔子碰到树上死去本来是非常偶然的事。农夫无法证明别
的兔子也一定会像那只兔子一样撞死。这种行为太愚蠢, 太懒惰了。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不要总想着不劳而获。不肯努力的工作，只想得
到意外收获的人是懒惰，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你不努力地工作，你
就不会成功。所以为了得到好的成绩，你就需要努力学习。现在人
们也用“守株待兔”来比喻一些人死守经验，不知变通。

滑雪之旅
9G 中文：杰西卡Jessica McLaughlin

我妈妈告诉我，当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冬奥会的时候，《西雅
图时报》的体育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副标题是《美国人大爆滑冰冷门
使关颖珊和斯露斯卡娅相形见绌》，立刻就有一位华裔美国人读者
以愤怒的语气向该报编辑说道：“副标题当然是指关颖珊不是美国人。
这刺激了像我一样的很多华裔美国人的神经”。后来在众多的反对声
中，《西雅图时报》为这一错误标题道了歉，解释说这是报刊编辑
掉以轻心的结果。这让我们听到了美国华裔的声音。
今年4月，华裔代表梁保罗竞选瑞柏市市议员。西郊华人社区对

指导教师：Angela Schlicht

2022 年 1 月 12 日，我们终于得到了学校的允许可以提早离开
学校去滑雪。因为我们是学校的滑雪板和滑雪俱乐部的成员，所以
有资格代表学校去雅富顿阿尔卑斯滑雪山滑雪，真是盼星星, 盼月
亮,最终把它盼来了！
雅富顿阿尔卑斯山位于明尼苏达州，距离学校有两个小时的路
程，由于疫情，我们必须提前预订并且每一位学生都必须出示我们
的疫苗记录才能进入滑雪室内取暖区。那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接下页👇）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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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我们不需要因为寒冷而经常进去室内，真是适合户外活动。这是一
个雪道种类非常齐全的滑雪区，从初学者到经验丰富的滑雪高手都
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比如：有标准的U型的单板雪道，还
有雪橇道（滑道长度大于1000米），从山顶盘旋而下。如果有人不
具备专业的滑雪水平的话，这一条滑道便是从山顶下山的最佳选择。
它们居然还有狗拉雪橇，我们都为此感到非常地兴奋！当我们做完
热身运动，开始滑雪时，天气非常温暖，风也显得轻柔多了，我将
雪杖支撑在地上, 微微一用力, 就滑出去了。开始速度很慢, 但越来越
快, 北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 我灵活地转了一个弯，在下滑的过程中
不断用雪杖加速和保持平衡，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长长的银色的飘
带上飞翔，我想小鸟在飞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感受到了滑
雪的快乐!
在雅富顿阿尔卑斯山滑雪时，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在升降椅上时
欣赏到的天空景色。雪场的周围环绕着美丽的雅富顿州立公园，人
们可以从山上欣赏壮丽的山谷景色，或者乘坐滑雪升降椅到达高地
陡峭的山坡，那里风景更美。在露天的山坡上，随着我们的升降椅
缓缓升起，我和我的朋友们看着迷人的风景，让我们意识到自然的
美丽，以及我们在自然中的美妙。中午有的地方太阳光很强，但我
们都戴着滑雪镜，它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我们迎
来了日落，太阳收起刺眼的光芒，变成了一张红彤彤的圆脸。慢慢
地，颜色越来越浓，非常好看，它红红的脸映红了半边天，像大大
的眼睛，放射着温柔的光，将世界笼罩在它的温暖之中，我们在缆
车上看这夕阳，它让我们感觉离太阳如此之近，几乎可以伸手触摸
到。我们好像融化在这夕阳里了。。。。。。

我们在依依不舍中离开了雅富顿阿尔卑斯山雪场，盼望还可以
再一次来这里滑雪。

自我介绍
四年级：邹梓熙

指导老师：程咏梅老师

大家好，我叫邹梓熙。今年八岁，是公立学校三年级的学生，
学习四年级的数学；在中文学校上四年级。

我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我的妹妹叫伊伊，
她很可爱。我一有空，就会和她一起玩，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我的爱好是画画、溜冰和游泳。我每周都有画画课和溜冰课。
我已经画过了很多幅画，都很好看。我才刚刚开始学习溜冰，我觉
得溜冰很有意思。我已经学会了自由泳和仰泳，现在学蛙泳和蝶泳。
虽然游泳很累，但我还是很喜欢。
我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我还爱看电影。最喜欢看《变形金
刚》，已经看完了第三部，现在我想看第四部。这个电影真的很好
看！我推荐给大家。
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和妹妹去旅游。我去过的地方有
洛杉矶、台湾和香港。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又去了洛杉矶旅游。我们
游览了环球影城、迪士尼乐园、好莱坞和星光大道，还去了海滩。
长大以后，我想当个画家、科学家或考古学家。

四年级：郑艾琳 指导教师：程咏梅老师
我的名字叫郑艾琳，我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年十一岁。
我 家 有 五 口 人 ： 爸 爸 、 妈 妈 、 姐姐 、 弟 弟 和 我 。
我的爱好有很多，像看书、画画、睡觉、跑步、交朋友、编码
和写作。有时候我会很安静，有时候我会很疯狂。当我安静的时候，
我会观察外面的事物，也会坐下来画画、写作、看书和编码。做这
些事情使我增长了见识，在不断进步。当我疯狂的时候我会奔跑和
大 声 叫 喊 ， 这 样 释 放 了 我 的 情 绪 。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老师或者一位作家。我想当一名老师，因
为我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很多小孩子们；我想当一名作家因为
我可以发布很多书，让很多人读到我的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创造
力。

自我介绍
四年级：任柔依 指导教师：程咏梅老师
我叫任柔依，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温柔的依靠。我出生在2013年1
月8日，现在九岁，属龙。我也想像龙一样强大。
我的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他们三个人都戴
眼镜，只有我不戴眼镜。 我们住在伊利诺伊州瑞柏市。我在瑞柏
市瑞华中文学校上四年级，我的老师每周花很多时间帮助我学习中
文，我喜欢我的中文老师。
蓝色是我最喜爱的颜色。天空和大海都是蓝色的，蓝色给人平
静放松的感觉。 我爱吃的食物有很多，像芝士通心粉、饺子、面
条和炒饭等。 我喜欢跟着家人一起去旅游，去过的地方有日本的
富士山、中国的长城、墨西哥的坎昆和加州的环球影城等。平时在
家的时候我会弹钢琴、画画和读书。
我还很喜欢小动物。长大以后我想当一名动物学家，这样就可
以更好地照顾和保护它们啦。

自我介绍
四年级：张漪晨 指导教师：程咏梅老师
大家好，我叫张漪晨，今年六岁了，属羊。
我的爱好是画画和涂色，最喜欢画飞龙。我还喜欢读书，最喜
欢的英文书是《DOG MAN》，最喜欢的中文书是《小巴掌童话》
和《小屁孩日记》。 除了画画和读书，我还喜欢滑滑板，当我踩
上滑板比爸爸跑得还快，感觉像飞一样。
我还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外出旅游，去过的地方有迪斯尼乐园、
动物园和水族馆。迪斯尼乐园里有我最喜欢的过山车，每当我坐上
它，我的心情就会跟着它一起上上下下，特别刺激，下次我还要去
玩。动物园里有我最喜欢的四不像和白蛇。四不像虽然它长得非常
奇怪，但是当它遇到危险时，可以隐藏起来迷惑敌人。白蛇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蛇，它外形非常美丽，有时还会出现在神话故事里。
我长大以后想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帮助受伤的人和生病的人，
让他们减少痛苦。

加利福尼亚之旅
四年级：周业潭 指导教师：杨学军老师
冬假的时候，我和妈妈、爸爸、妹妹去加利福尼亚看望爷爷奶
奶，找我的堂兄妹们玩。
第一天，我们去了好莱坞环球影城玩。我最喜欢玩哈利波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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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车，有蜘蛛要吃我，有龙 要喷火在我的脸上，也有很多小鬼儿吓
唬我，还有一棵大树要打我 …… 四周很黑，让我既害怕又 兴奋。

右的时候,他特意向著名音乐家师襄子学弹琴。他学习一首曲子的
时候，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步是读谱子，熟悉曲子的曲谱，风格
和大致结构，并整个都熟记下来；第二步继续不断琢磨，一段一段
学习、体会，第三步，在练习中达到弹琴的技艺纯熟，并掌握乐感，
坚持把曲子弹到最好。一般普通人像我一样，会对重复做一件事情
都会感到厌倦，可是孔子追求完美。不断地练习，他还做到了第四
步：完全将乐曲融化在心里，彻底理解音乐的意义和曲子作者的思
想，他的老师师襄子都被他的热情感动得哭了 。不只这些，孔子还
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和学说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传
说他教了三千门徒。他的学说被广泛采纳并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中。

第二天，我们去了乐高乐园。我喜欢那里的过山车，从高点很
快冲下来，很刺激。我还喜欢 坐小船看各种童话故事。有乐高搭建
的 5 本童话故事：小红帽，三只小猪，杰克与豌豆，阿拉丁 和灰姑
娘。
第三天，我们去了堂兄的家。因为奶奶爷爷得了新冠，我们只
能开车到他们家门口，远远地 看着他们，跟他们说嗨。然后跟他们
视频过圣诞。祝他们快好起来！圣诞节那天我们拆了礼物， 我得到
了两个怪兽卡车和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有一辆怪兽卡车是遥控的，
我很喜欢。我们一起 照了像，玩了游戏，看了电影 Si ng 2。电影很
有意思，说的是他们大家团结一起表演了一个节目，战胜了自己的
故事。我们还去跳床游乐场，晚上一起吃了寿司。

我和家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圣诞节，在我们走之前奶奶爷爷的
身体也好了很多，我很开心。 离开前，我们又开到奶奶爷爷家门口
跟他们说再见。我们还远远地一起拍了全家福。我下次还想 去加州
看他们。希望下次疫情过去，我去加州看望爷爷奶奶的时候就可以
抱抱他们，和他们住在 一起了。希望每个人都能身体健康！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
是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利他主义。他的学说又称为儒家思想，有四个
方面。礼仪，五常，正名和仁义。礼仪是要统一的仪式；五常是五
种重要的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
关系；正名是用正确的头衔；仁义是善良的美德。所有这四个方面
被用来达到儒家思想的目的，这正是统治者需要的，所以被社会迅
速采纳并运用了两千多年。我们中文田老师说，我们学习中文也要
像孔子学琴一样，的确需要我们用心专一，深入其中，才能有更深
的体会，得到更大的收获，不半途而废，就能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
趣。

我爱中国的高铁

成语故事“老马识途”

AP中文 ： Kristen Chen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四通
八达的陆海空交通方式给人们在中国旅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最
爱的交通方式，就是高铁。
首先，高铁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非常快的速度。高铁的平均速
度可高达每小时350公里。 如果开车走高速公路或者坐普通火车，
从天津到北京需要两个多小时，坐高铁现在只需要半个小时，对于
旅行的人来说节省了很多时间。高铁不仅快，也十分得便宜和方便。
虽然高铁不如飞机快，但是大部分的高铁站都建在市区，家门口就
可以上车。而且，高铁的班次不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到达时间固定，
所以高铁在中国成为人们旅行的最佳交通方式。
目前，中国的高铁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很大很全的网络系统。不
管您是工作，旅游或者是探亲，中国的高铁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把
你送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省会和主要的大中城市，比如：北京，上
海，天津，西安，哈尔滨，福州，广州，等等。因为有了这样四通
八达的高速交通系统，这自然地促进了各地的人们和物品的互相交
流，观光旅游等等，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几年以前去中国时，就乘过谐和号高铁列车；感受了一下前
所未有的速度与激情，只见白色的钢铁巨龙由远及近，慢慢出现在
大家眼前，车头像子弹头一样，流畅的线条、时尚大气的外观，
哇！时代感，科技感爆棚！我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激动
人心的一刻。那天，我们从天津市区出发，10分钟左右就到了高铁
站，真正从家门口乘上了高铁。高铁车厢内干净整齐，座位又宽绰
又舒适。火车在高速行驶时，颠簸和噪音也非常小。记得2015年中
国高铁一出“硬币不倒”的绝技惊呆了一位外国小伙子，也惊艳了全
世界；我也看了他的视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同样试了
一试，果真是“硬币不倒”，平稳得很！

我对中国的高铁印象非常好。我盼望新冠疫情尽快结束。我好
能再坐高铁在中国旅行。我爱中国的高铁！

《 孔子》
8G中文 ：王钰铮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中文 8G：Kyle Wang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今天我们中文课学习了《说马》，我知道了成语故事“老马识
途”。
那是在很久以前，人们经常骑马，后来人们发现老马有认路的
本领，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有一次齐桓公带兵出很远的的地方打
仗.他们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他们迷路了，因为去的时候是春天，
山谷里的实木都很茂盛。可是现在是冬天树木便光秃秃的，到处都
被大雪覆盖着，整个山谷完全变了样，所以大家跟本人不知道原来
的路在哪里。 齐桓公代领大军，在山谷里转了好半天，也没能走
出去。如果在不能出去，他们恐怕要饿死在山谷里。
终于，一个叫管仲的人对齐桓公说，听说年龄大的马有认路的本领，
于是齐桓公听了同意试试看，管仲从军队里掏出几匹老马解开绳子，
让老马们走在大军的前方走，老马们慢慢悠悠地往同一个方向走出。
齐桓公让大军看着他们往前走，果然看见了山的出口，大家都得救
了！
老马识途本来是说老马认识走过的路。现在人们经常用这一个
成语来形容人年大而经验丰富。

我喜欢旅游
8G 中文：姚阔程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旅游是一种让人放松、增长见识和享受自己的方式。旅游让你
走向世界各地、大开眼界，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我非常喜欢旅游。
世界各地的风景都很美丽，精彩和引人入胜。地球上有许多常
年温暖的地方，比如在赤道附近，所以有很多人都喜欢去那里玩儿，
逃离冷飕飕的冬天。地球上也有许多独特的地标，像黄石国家公园、
埃菲尔铁塔、北京长城、加拿大班芙公园等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很
独特，所以吸引很多人去游览这些著名的地标。
在旅游的时候，你也能吃到许多不同类型的美味佳肴。而且，
你能随心所欲地吃！在世界各地的饭馆里，它们的菜单千差万别，
但都高级又美味。这些美食让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俗习惯。

旅游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让你见识到世界的自然风光，领略
全球的风土人情，体验各地的人文风貌，享受地方特色美食。总之
可以让你感受到不同于书本上的体验，正如古人所说“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让我们一起去旅游吧！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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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外宠物 -- 小野猫
9G 中文 ：娇娇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放学回家，推开门就看见两只小猫被开门的声音吓得四处逃窜。
它俩横着尾巴像箭一样一个要往左跑，一个想往右拐，还撞在了一
起，往左拐的那只钻到了沙发下面，往右拐的这只挤进了大橱后面。
立刻，屋里一片宁静。
这就是我家的宠物，两只小野猫。 本来我是没有宠物的，放学
后就要去溜冰的我似乎不可能有宠物。老师当时让我们写宠物的时
候，我只写了我养的多肉植物。

它俩的意外出现是在去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家上网课，后院突
然蹲着两只像毛球一样的小猫。它们在有阳光的地方舒服地晒着太
阳。小小的身体，圆圆的脑袋，好像是妈妈在院子里凉晒着的两只
绒毛玩具一样。
我担心它俩会饿，告诉了妈妈，妈妈为小猫做了猫食，我到院
子里放食物给它们。刚开始它们很害怕我，要等我离开后才敢上来
吃。慢慢的，它 们习惯我喂它们了。不用离开，它们也能在我的附
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到了十月份，天渐渐冷了起来，我开始担心这两只小野猫如何
过冬的问题。 妈妈从朋友那里借来了笼子。 我们在笼子里放上了吃
的，并在笼子上盖上了毯子，这样抓它们 的时候它们就不会受到惊
吓了。
两只小野猫顺利抓进了屋里，但是它俩每天除了为吃饭出来以
外，其他时候只要我们在家就一直躲着。于是就出现了我之前提到
的我们到家的情景。
妈妈为此，联系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他们上门来费了好大功
夫，终于把两只小野猫带走，为它俩打了防疫针，做了驱虫和绝育。
做完这些工作后两只小野猫又送回到了我们的家。为了它俩不在外
面冻死或者被土狼吃掉，我们决定把这两只小野猫养在了家里。
由于它俩是野猫，没有和人交往的经验，完全不像我同学家可
以抱着的真正的宠物猫。我只要一靠近，它俩就逃走了。我为此学
习了很多知识，了解到让“野猫”变“家猫”需要很大的耐心。
每天，我和爸爸妈妈都很努力的让小猫信任我们，它俩在慢慢
的和我们成为好朋友。

（👈接左下）
在了网上。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爱护小动物。妈妈写道：“尊重
弱小动物的举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里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文字对大家说：“请关爱我们身边的
小动物，让它们健康起来，快乐起来，让它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的朋友群
9G 中文：褚陶陶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感恩节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谈谈我所感激的事
情。其中 的一个是感谢我的朋友群。虽然由于这场病毒大流行我
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真正聚在一起，我感恩我们可以在网上分享快乐
悲伤、互相支持。
我和我的两个朋友从七年级开始建立的聊天群，叫做"派对时
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发消息交流日常，说“早安”和“晚安”，一起
抱怨家庭作业。每当我心情低落，我都会去Pa rty Ti me和在线的朋
友交流，帮我减轻烦恼，帮我振作起来。
我的朋友群人越来越多，除了平常的交流，我们最大的收获是
一起创作的故事。我们会花几个小时一个接一个地创作我们的角色，
计划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描述他们所处的场景细节。我们建立了一
个引述文件，记录了超过 200 页的故事情节发展。故事角色们会按
计划好的情节去经历和面对的各种悲喜剧。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也
成长为一名作家，学会怎样创造一个有凝聚力的叙事。 我的朋友
群中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用系统自动更错，但它经常会将她的话误
纠成其他内容，或者根本无法纠正她的话，于是产生了各种笑话。
我们专门创建了一个“笑话崇拜”，围绕着我的一个故事角色创作了
各种命名错误的笑话。我们举办了很多派对—庆祝各种“纪念日”，
例如纪念故事角色的诞生或某个情节的诞生；各式各样的名义都可
以用来“纪念”。非常吸引人！
总而言之，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群，感谢建立的如此有意义的
朋友圈。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的好好坏坏，起起落落的时光，我希
望将来我们能够像现在一样保持联系和交谈。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
一起做，希望繁忙的高中生活不会“榨干”我们剩下的快乐，我们能
够做我们想做的一切。

我眼中缤纷的世界
二年级：Lucas Jing 指导教师：王丽诗老师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两只小野猫已经来我家三个月了。它俩性
格完全不同，大的那只我起名叫“博霸”，因为它胆子非常大，对什
么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它很快就适应了家里的环境。

博霸是一只缅因猫，长着一身灰色的长毛， 尤其是脖子的那一
圈毛让它看上去像一只威风凛凛的小狮子。现在我回家，博霸不会
再吓得四处逃窜了，只要听到我们喊它的名字，它就会竖着尾巴高
兴地出来迎接我。
小的那只胆子太小了，只要听到声音就害怕的到处找地方钻。
妈妈只能把家里的所有角落，洗衣机后面，家具背后它能躲的地方
都擦得干干净净。为了不让它钻的时候把身上的毛弄脏。
这只小猫有棕色的斑毛，我起名叫“可可”。 它的黑棕色斑点似
乎有着孟加拉猫的高贵血统，因此它总是显得很高冷。可可只在晚
上安静的时候出来，在我身边蹲着，一副乖巧懂事又战战兢兢的样
子。偶尔和博霸玩一会，一听到声音就又躲起来了。
虽然这两只小猫还有些惧怕人类，让它俩完全适应人类的生活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希望我能用自己的爱，让这两只小猫知道
人类也是它们的好朋友。
我的妈妈将这两只小野猫的救助过程写了四万多字的故事，发

从我开始记事的第一天起，这个世界就是丰富多姿五彩缤纷的。
世界上的每一年、每个月、每个星期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各种各样
的颜色。
春天时，我起床的时候从窗户可以观察到外面树木的形状和颜
色，又粗又壮的树干是灰棕色的，上面有许多新的小树枝从树干凸
出来。树枝上长了细细的嫩芽，像密密麻麻的绿色小点在细长柔软
枝条上生长。树下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花朵。突然，我看到一只鸟从
旁边的一棵树飞过来，唱起了嘹亮的歌声。它找到一根树芽来打窝，
它找了很多断了的树枝来做他的房子。
夏天时，我在沙滩上能看到深蓝色的海洋，在长方形的毛巾上
有一张躺椅。我坐在椅子上觉得很舒适。我跑到金黄色的沙子上面。
那里能在火红的太阳底下晒太阳。许多海鸥成群结队着在海边冲浪，
我就跑到海岸开始跟海鸥们一起玩耍。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
还有滔滔的海浪和白色的海鸥构成了一幅特别惬意的画面。
秋天时，我走在水泥路上，路上铺满了红色、黄色、橘黄色以
及咖啡色等等许多不同的颜色的叶子。我继续的走啊走走到农场，
那里有许多长长的玉米和又大又圆的南瓜。一阵清风吹来，把路边
的干草都吹得很凌乱。在一棵茂盛的树上面长满了红彤彤的苹果，
香味散发到农场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动物都跑来吃几个甜甜的苹果，
连我都被苹果的香味给吸引了。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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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后院的不速之客

冬天时，我在暖暖厚厚的被子里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白茫茫的，厚
厚的雪把长在地上的草埋得很深很深。我也看到我和我的哥哥前几
天搭的雪人，想到外面那么好玩我就想出去玩雪。于是，我就从被
窝里跳了出来，把我的外套、雪裤、手套、帽子、和靴子全都穿上
之后就出去玩雪去了。我打算给我们前几天搭的雪人再加一个伙伴，
我滚了三个又大又圆的雪球再把它们堆到了一起，再找两根树枝做
它的手臂。我给雪人戴上了一个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四年级： 梁蔚雯 指导教师：杨学军老师

每个季节都有它独自的色彩，这些各有千秋的元素组成我眼中
缤纷的世界。

下雪了，我在窗前写作业，抬头看见窗外一片雪白，突然一只
小狐狸从对面的小池塘上走过 来。
它很安静，一身红色的毛和黑色的小脚，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
耷拉在身后。它的脸长得很可 爱，尖尖的耳朵，一双机警的眼睛
看着四周。我兴奋地敲了一下窗子想和它打招呼，小狐狸被吓 到
了，飞快地跑了，在白白的雪地上留下一串小小的脚印。
我真后悔敲了窗子，要不然小狐狸会多在我家后院待一会儿

佛罗里达寒假游记
三年级：吴皓月 指导教师：彭薇老师
我这个寒假去了佛罗里达。第一天我去了迈阿密的沙滩。迈阿
密的沙滩在大西洋旁边，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的海洋。那里有很多
人，有些在游泳，有些躺在椅子上看手机，有些人像我一样在捡贝
壳。那里的贝壳很小，但是好看。有粉色的和白色的，也有棕色的。
我也捡到了珊瑚，珊瑚是一个像脑袋的，上面有很多小圈圈。我和
妈妈走了很远，看见很多各种颜色的椅子，有粉色的，蓝色的，桔
色的和紫色的。我在那里还看见了很可爱的海鸥宝宝，它们好小，
也有小小的翅膀，还不会完全飞起来，但是它们跑得很快。我的大
哥哥租了一个椅子躺在那儿睡觉晒太阳。
第二天我们去了Everglades 国家公园，看见了很多种鸟。有的鸟
有彩色的羽毛，有一些可以潜水。我在Everglades的游客中心买了一
个望远镜，我想用它来找海牛。我们还看见很大的鱼和乌龟，还看
见了一条鳄鱼，它在睡觉。我没有看见海牛，有点失望。下午我们
去了Key La rgo, 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水族馆，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鱼和小
小的寄居蟹，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珊瑚。
第三天我们去了Key Wes t。在路上去了一个可以喂大海鲢的地
方。我买了两桶小鱼来喂它们。我喂鱼的时候旁边有很多鹈鸟，有
的在水里，有的在岸上抢鱼，但是不能给它们鱼，因为给了它们一
个， 它们就会抢更多的鱼。你如果不给它们，它们就会咬人。我看
见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被咬了。我喂鱼的时候就拿一条小鱼丢
在水里，鱼就会过来把它吃掉。喂完鱼以后我们继续向下走。我们
经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桥。这个桥是很有名的七里长桥，有一段断
了。有一些人在上面照相，有些看风景，有些在散步。我们继续往
前走，终于来到了Key Wes t。我们首先去了最南端的一个地标，那
个地标像一个大大的椭圆形的罐子，上面写着美国大陆最南端，90
英里到古巴。我到了美国的最南边，很开心。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鸡。它们在街上逛，有两三只在打架，不停地叫，一个
追一个，有的飞上屋顶了。我没有看见过鸡飞到屋顶上，我很惊奇，
觉得很有趣。在鸡打架的路旁边，妈妈看见了美国一号公路开始的
地方，我在下面照了相。我们路过一家卖冰激凌的商店，我买了一
个草莓巧克力的冰淇淋，非常好吃。我的妈妈买了一个佛罗里达有
名的青柠檬冰激凌，我的爸爸买了一个佛罗里达有名的青柠檬冰激
凌派。然后我们去海边看日落。我看见太阳慢慢地落到海里，日落
的时候刚好有只帆船在太阳中间，很漂亮。我在日落广场看了一个
女的举着一个火棒表演，也有甩链子的和变魔术的。看完日落我们
就去吃饭了。
第四天是圣诞节，我们在去老虎尾巴沙滩的路上看到很多鳄鱼，
鱼和鸟。鳄鱼在沼泽地里躺着晒太阳睡觉 ，有一两个在水里游泳。
鸟站在鳄鱼的旁边，在吃很小的鱼。我们去老虎尾巴沙滩是因为听
说那里有很多独特的贝壳。老虎尾巴沙滩很大，走了很远才来到海
边。白白的沙滩，蓝蓝的海，有人钓鱼，也有人划船。那里的贝壳
很有特色，大大小小，有些有花纹，有许多不同的颜色，有各种粉
色的，榛棕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浅棕色的，还有很多沙钱。我
的哥哥在人少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海螺，我为他感到高兴。
佛罗里达的冬天好暖和，很好玩，有很多棕榈树，好漂亮，我
喜欢佛罗里达。

……
我曾盼着小狐狸能再来，每天都会在做作业的时候看看后院，
可是它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好喜欢我家后院的这位不速之客！如
果有一天它突然出现在我的窗前，我将会多么开心 啊!

我喜欢足球
一年级：顾凯闻 指导教师：张立群老师
我第一次踢足球是小时候在家里和爷爷一起传一个小球，妈妈
说我应该参加一个足球队。后来我们搬家去了美国，我参加了
AYSO。
我在AYSO玩了3年，AYSO不是太难，但那个时候我只有5岁，所
以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难的。我们有很多比赛，都是和自己的队友
比。冬天来了，我们就停止训练了。
于是春天，我参加了Wi za rds 足球俱乐部，因为AYSO对我有点
太简单了。
如今我的足球场大了很多，我也交了很多朋友。
我很喜欢足球，因为有很多自由，我也喜欢在球场上奔跑。我
最喜欢的位置是守门员和前锋。喜欢守门员是因为我可以跳得很高，
也可以倒地扑球。喜欢当前锋，因为在这个位置很容易进球得分。
这两个位置都很重要，一个可以防止对方进球，一个可以为自己球
队进球。
我爱足球，我会继续努力训练，希望有一天我能参加世界杯！

塑料吸管
三年级：仲伟博 指导教师：彭薇老师
哦，不。。。你知道吗，每年大约有10万只海洋生物因为塑料
吸管进入它们的喉咙、肺和胃而死掉？我认为塑料吸管应该被禁止。
塑料吸管不但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污染了地球，最重要的是它们对
我们星球上的动物有害。
我认为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们用了太多我们
每天需要的贵重材料，像汽油和燃料。这只是很多原因中的一个。
第二个原因是它们填满了我们的垃圾场和海洋。就说我们的海吧，
里面有那么多丢弃的塑料东西，包括吸管。有些人回收他们用的塑
料，但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回收。这是应该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另
一个原因。
我的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塑料吸管会伤害
动物！大约10万只海洋生物死于肠道或身体中的塑料。例如海龟，
它们喜欢吃水母，可能会把塑料吸管当成水母吃掉。还有海豚。它
们虽然非常聪明，但可能会把塑料错认成鱼吃了。塑料对它们的身
体和胃有害。这是应该禁止塑料吸管的最后一个原因。
你可能会说：你可以随时回收塑料啊！就像我之前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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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是每个人都回收塑料的。即使他们这样做了，有些塑料也是不可
回收的！因此，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回收利用，这还不够。那你用什
么呢？你完全可以使用竹子吸管，不锈钢吸管和纸吸管。这就是为什
么我认为塑料吸管应该被禁止。

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的。你们年轻人对
待生命就像路边的石头，不像我们这些老东西，能多活一天是一
天。”虽然电影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灵婆到底为什么对世界这么讥
诮，但是我们可以从她说的话推断出来，他当灵婆当了很久了；已
经累了，有一种不想活了的感觉。听了这一段话后，我觉得灵婆是
整个影片中最悲情的角色。

总之，塑料吸管应该被禁止，因为它们使用了太多的资源，污染
了环境，最重要的是它们会伤害到动物。如果我们能禁止使用塑料吸
管，我们就给全世界帮了一个大忙！好啦，我要去买竹子吸管啦。再
见！

夏威夷
三年级：仲伟轩 指导教师：彭薇老师
海浪悄悄地向沙滩冲去，给站在我前面的几个人泼了一身咸咸
的海水，人们在凉爽的蓝色的水中欢笑。我的姐姐站在海里的浅水
区玩儿水，我决定和她一起玩儿，所以也踏水过去了。水很温暖，
在我的皮肤上感觉很好。我张开双臂迎接着宜人的阳光。

在《大鱼海棠》的结尾，灵婆把牺牲自己的秋变回了人型，让
秋做他的接班人。这一个小插曲让我们更了解灵婆的来历：多年前
她也牺牲了自己，所以当时的灵婆就把这份工作交给了他。就这样，
每过几百几万年会换一次灵婆；每过几百几万年会有像灵婆，像秋
一样的人，为了让他们爱的人快乐而抛弃了自己。这种人非常的稀
少，所以当上了灵婆以后就很难遇上一个可以接自己班的贤人。
灵婆在电影里可以算是一个边缘角色。她一直没有讲出自己的
故事，一直没有说明却当年的她到底是好是坏。但是，从一些小小
的示意和插曲，我们能感受到灵婆其实有很多悲苦的个人经历，只
是一直不敢或者不想说出口，我为她流泪。

当时感觉阳光好温暖，心里很开心，胆子也更大了，所以我踏
水走得更远了。那是我的错误。
海浪很温和，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回到浅水区，那也是我的错误。
起风了，海浪速度加快，随着风摇摆。
海浪突然变得很猛，海水一下感觉深起来，我几乎站不稳。我
走进了一个沙坑，滑倒了。海水高过我的头，把水送进了我的嘴里，
我咳嗽了起来。一个大浪把我推向大海深处，我记得我像洗衣机里
的衣服一样翻来覆去，然后我被吐了出来。好像大海吃到了一只烂
梨一样，觉得很难吃，一口把它吐出来了。接下来我知道的时候，
我躺在细细的沙滩上，从头到脚滴着沙子和水。我赶快站了起来，
用手拂去泳衣上的沙子。
“哇，那是我一生的标志性的时刻！”我在想，努力回想着刚才
两分钟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最后我决定“我很幸运“。很快我们就要回家了。虽然大海对我
很残酷，但我还是忍不住对着金色的沙滩和美丽的棕榈树微笑 。
“再见，海滩。明天再见。”我低声说。然后不知不觉中，海滩已经
消失在午后的天空中。

我的小猫- Misty
9G 中文：陈自远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灵婆
AP中文：袁璐希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道德
经》，这就是电影《大鱼海棠》的开头。
在电影《大鱼海棠》里面，灵婆是最吸引我的一个角色。她掌
管所有善良人类灵魂的人物。她拥有一只鱼的头和一个人的身体，
性格比较神秘而高冷。灵婆虽然是位商人，做的是买卖生命的交易，
但也不市侩，反而带有一些幽默和温情。灵婆似乎在很久以前是一
个跟春一样的人，为了感恩自己的救命之人而放弃了自己的性命；
但是，成了灵婆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愤世嫉俗的起来了。
春初次见到他的时候，灵婆坐在一个被四只大黑猫抬的轿里面。
这是因为，在灵婆住的如升楼里，只有猫这个动物肯陪伴他。电影
的导演用猫来陪伴灵婆，是为了在收管善良灵魂的灵婆和收管邪恶
灵魂的鼠婆之间产生对比。鼠婆身边一只有群群老鼠；这些老鼠就
是她收管的灵魂。灵婆身边有猫，代表她不接受坏人，只愿意收好
人的灵魂。

我家养过一个小猫叫Misty。它眼睛是绿色的，像翠玉一样，腮
边长长的胡须笔直的像三根天线一样，两只耳朵是尖尖的，鼻子是
粉色的，它到我家的时候还小，差不多四月到六月。它的毛每天都
在一点一点的换图案，看起来很有趣。
Misty它整天欢欢喜喜地，一点都不知道疲劳，妈妈说它有好动
症，整天疯疯癫癫的，让人感觉很淘气，它每天早早就醒，晚上也
不想睡觉。后来，我们给它一个新玩具，它就很高兴，一直和玩具
玩个不停。一次，当我们给它一个换新床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想上
去，就喜欢我妈妈的被子。妈妈的被子总是软软的，我觉得那是为
什么它喜欢的原因。 我一到它的房间里，它就和我玩。只见它一
会儿跑到我的身边，左右来回绕圈，时不时地舔我的手。一会儿乘
我躺下来休息的时候，用脚轻轻地在我身上摩挲。。。它的喵喵声
很可爱，每次它出声，我都想抱着它。而它则是用软软的头，向我
怀里蹭了蹭，似乎很是享受；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它就闻到香味
跑到桌子上来舔。所以，我们就用猫咪零食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到别
的东西。

当我哥哥出门了，它就会在门口等着，一直到哥哥回家，然后
它才回去睡觉。Mi s ty很喜欢在窗前面的座椅里等哥哥，因为那里
有很多的阳光，每一次在座椅里，它精神放松，开始闭上眼睛休息，
春为了复活救了她的鲲放弃了她一半的寿命；灵婆在收下春的
身子蜷成一团，像个毛茸茸的球，让人想上去拍它一下。。。 后
命之前，苦情的说：“我告诉你什么事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
来妈妈把Mis ty给了哥哥，然后我再领养一个，所以现在Mi s ty在哥
一个错，你想要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犯
哥的大学宿舍里陪着他。哥哥也经常在它的朋友圈里发Mi s ty的图
片，我永远喜欢Mi s ty。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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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英雄
八年级 ：张一诺
头微微靠在车窗，阳光洒在脸颊上，看着窗外离学校行驶渐行
渐远的车辆，头发虽被风吹得凌乱不堪，但我脑海里的那个四年级
的回忆也永远不会被吹散。

每当最后一节课下课铃一响，大家都会迅速的背上书包，一窝
蜂的涌出教室，你追我赶的跑出校门，而我却截然不同。隔老远，
就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招着手，插在一小群骑电瓶车的人群里，
每天同样的时间，相同的位置。我想起姥爷经常开玩笑地对我说，
他每次都要等好久，其他同学没一个像我这样磨磨唧唧。
那天下午，终于下课了，我慢慢悠悠的走出教室，披上雨衣。
刚放学瓢泼大雨就终于小了一点，也约好了和小伙伴们出去玩，心
想着自己有多幸运。本是满怀欣喜的离开了学校，但左看右看，愣
是没找到那个高大的身影。
望着一个个不仅离我越走越远，又还和爸妈有说有笑的同学们，
仿佛都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自己，我低着头，想着今天和伙伴们
的约定，估计又要言而无信了，边等边迫不及待的跺起了脚，水花
声立刻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大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姥爷没回
头看我，好像在回避我的眼神，他只是把我肩上沉甸甸的书包接了
过去，我撅着个嘴，低下了头，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直勾
勾的瞪着地上，仿佛水花能压制住我心头的怒火。走到电瓶车前，
姥爷才和我说到：“今天下雨，交通不太好，来的时候比较慢，回家
的路也会比较堵。”话音刚落，我就盯着电瓶车自言自语起来：来晚
了就算了，别的同学也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看您有半点歉
意，唉，今天我可真倒霉……想着想着，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我不由自主看着姥爷大声说：“您既然知道今天下雨，为什么还不早
点出发来接我，我在这等了那么久，我…我回家还有好多作业要做
呢！”

（👈接左下）
但心里的某一处还是怀念着那段时光，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去。如
果真的可以那样，我一定会向姥爷表明我的心意，尤其是那句欲言
又止的谢谢，和从未说出口的歉意。

中式汉堡包 - 肉夹馍
AP中文：张秦月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肉夹馍。 肉夹馍是中国陕西西安的著
名小吃。这名字意思是“肉馅的夹馍”。我在西安长大，所以我从小
就吃过肉夹馍，觉得很好吃。肉夹馍和西方的汉堡包很像，只不过
汉堡包是面包夹牛肉饼，肉夹馍是馍，也就是烧饼，夹切碎的猪肉。
要做好肉夹馍，先要做好烧饼。烧饼必须用活面发酵。烙饼时，
火候要掌握好，烙到饼的表皮稍微发黄最好。最后做成的圆形烧饼，
大约有成人的手掌大小，一指多厚。太薄，夹肉时容易破裂漏馅。
好吃的肉夹馍，最关键的是肉。肉选用肥廋均匀，全肥就太油腻，
全廋又太柴。爸爸说：“肥肉不腻口，瘦肉满含油才是正宗肉夹馍
的口感呀！”肉先在锅里煮，同时加入生姜、辣椒、大料、八角、
酱油、食盐等调料。煮熟后，切成细丁，浇上肉汁，喜欢吃香菜的
还可以拌入切碎的香菜。最后夹入从中间切开，但又有点粘连的热
烧饼当中。这样，一个浓香四溢，松软可口的肉夹馍便做好了。外
脆里嫩可是肉夹馍难得的境界！
我们 芝加哥的中国城里有一家西安饭馆就有肉夹馍。作为中式
的汉堡包，肉夹馍焦香酥脆的外皮和肉香四溢的内馅，一口咬下总
能给人大大的满足。如果你们还没吃过，去芝加哥时候，一定要试
一试这个西安著名小吃 -- 肉夹馍。

《综艺玩很大》
8G 中文：郑悦伽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可是刚说完，后悔都还来不及，我就发现姥爷上半边脸被什么
东西染红了，好像是血。我满脸惊恐的盯着姥爷，他下意识的用布
满茧子的左手遮住那半边脸，迅速的把头转了过去。我刚要开口质
问，姥爷马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到：“没事，今天雨大，路太滑，
我打着电话车没骑稳，就把脸蹭了一下。”
见姥爷已经做上了电瓶车的前座，手握车把，准备要出发，我
也急忙跨上后座，赶忙问到：“您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这伤看起来还
挺—” 话都还没说完，就被姥爷打断了。 “我没事，你不是还要回家
写作业呢么，不重要，我没事，让你姥姥给我简单清理一下伤口就
好。”

“啊…我…” 刚想开口解释，姥爷就开起了电瓶车，想道歉却没来
得及，心里充满了愧疚，怎么就没控制住自己呢？怎么就没冷静下
来问问姥爷发生了什么呢？我惭愧的低下了头。
电瓶车慢慢的加快了速度，耳边只剩嗖嗖的风，看着周围的建
筑慢慢模糊，脑子里的记忆也慢慢滑过，光阴似箭，从我上小学开
始，姥爷每天都会骑着同样的电瓶车，一天不落的送我上学和课外
班，电瓶车也从崭新骑到破旧不堪，从学校到家骑车大概要半小时，
风吹日晒，但四年了，姥爷一天都没落下过。这些记忆虽然渺小，
但积少成多，从未变过。突然觉得，我一直欠了姥爷一句谢谢您和
对不起，可又不知为何，每次都是欲言又止，卡在喉咙里，藏在心
底。
绵绵小雨还在下，打在姥爷肩上，我瞄了一眼前方，看到姥爷
左手上的血染红了车把，想必那伤口一定很痛吧。我躲在姥爷身后，
却好像一点也没被雨淋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风吹得，眼眶里
忽然湿漉漉的。

我最喜欢看的综艺节目就是台湾的 “综艺玩很大”。他们是一个
外景節目，所以去各种地方。他们不一定只去台湾的城市，也去过
了日本和韩国。节目的主持人很幽默，并且对粉丝们很好。主持人
是：Ki d和吴宗宪。他们中一个很有綜艺细胞与多年培养的娱乐節
目经验，另一个則是很有拼命及疯狂玩游戏的本领。

《综艺玩很大》 是大型的综艺游戏节目，每一集都特别好看。
里面有八个人分成两个队，互相竞赛，每一个对有四个人。第一个
队叫黑队。第二个队叫黄队。第三个是，红队（就是专门做游戏和
拍摄跟并管理大家）。我自己喜欢的是黄队因为Ki d主持人在哪一
个队。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队长。吴宗宪平常当关主，但是也会跟
Ki d哥同一个队。最重要是，这个节目够好笑！吴宗宪可能为了节
目效果，他不是那么在乎输赢，万幸他的度把握得很好，让大家都
满意。
我常常看到来賓们和主持人在努力的，甚至是拼命地比赛，很
多来宾为了节目效果，肯为了节目做牺牲，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一
起玩游戏时，让我感受到他们不畏艰难的幸苦付出，因此，也激发
我努力的完成生活中的挑战。
《综艺玩很大》节目中不只是游戏，也有介绍美食，美景，跟
搞笑的特色。拍摄地点通常是在有特色的旅馆和露营车。也顺便介
绍了各种各国美食，还有不同国家的餐厅，有时候会用游戏来决定
来宾和主持人要住哪里还有吃什么。
如果你对台湾美食和美景有兴趣 ，也喜欢风趣，幽默的综艺节
目。《综艺玩很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在此推荐给大家。

虽然现在的我已经长大了，电瓶车的后车座也再也撑不下我了，

（接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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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
8G 中文：杨瑞英

指导教师：田园老师

我的爱好是做甜点。在疫情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需要隔离。
学完习以后，我不能去打网球，也不能跟朋友们出去玩。我每天呆
在家里头很无聊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开始学会做点心。
我决定跟着YouTube学。我先想好想做的甜点，然后到YouTube
上去找视频。我把材料都准备好，我就开始按照视频那样做。我是
初学者，所以严格地遵守配方的要求，亦步亦趋。因为做甜点，现
在家里头多了各种各样的烘烤工具。
我在这两年的时间做过许多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失败，但每一
次失败都是一个有趣的经历。我做过 饼干，瑞士奶油卷，奶酪蛋糕，
年糕，奶油蛋糕，等等。我最喜欢做蛋糕。
做蛋糕的原料有牛奶、鸡蛋、糖、低筋面粉、香草精华、泡打
粉、和一丁丁点盐。先把烤箱预热上。在一个碗里把湿料-鸡蛋、
牛奶、香草精华、和糖-搅拌在一起，用另外一个碗把干料混合在
一起。然后把干料倒进装湿料的碗里，轻轻搅拌均匀。在烤盘上喷
一点油，把蛋糕液倒进里面。把烤盘慢慢放进烤箱里，设定好时间
就可以开始烤了！Di ng! 半个小时过了以后，时间到了。现在把蛋
糕拿出来，在中间用筷子插一下，看熟没熟。筷子出来很干净就熟
了！晾一会儿就可以从烤盘倒出来了。真香呀！用“柔滑”这一个形
容词来形容蛋糕的口感真是准确！把一大勺蛋糕塞入口中, 带有淡
淡乳酪香味，十分诱人, 那软软的蛋糕中还夹着又甜又蜜的奶油, 真
是美味至极啊!

(👈接左下)
超过了所有的对手，并以2秒多刷新了自己的个人50米蝶泳的最好成
绩。我太激动了，我很自豪，并为FMC接力队的每个队友而骄傲。

这次游泳接力比赛我特别开心，我还懂得了一个道理： 遇到挫
折要沉着冷静， 不慌张。我也为我们F MC队的另外三名队友点赞。
成功是大家齐心协力争取的。我爱游泳，我更爱我的教练和队友。

通知
至此，太古-瑞华杯作文大赛已截稿。所有提交作文均已刊出。每期
校刊评选出来的优秀作文，也可在瑞华学校的官方网站查看。

感谢各位踊跃投稿的同学们！感谢家长们的支持！感谢老师们的指
导！预祝同学们比赛取得好成绩！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爸爸和哥哥说我做的比店里卖的都好
吃, 妈妈经常给我看她在网上看来的点心照片,我会研究配方试着做。
看着妈妈，爸爸，和哥哥开心的吃着我做的点心，我心里甜滋滋的，
好像吃了蜜糖似的。上高中以后, 我打算去点心店打工, 说不定可以
和高手偷学几手呢。

劳动创造快乐！ 如果你有空的话，应该尝试做甜点！

难忘的游泳比赛
六年级：陈可儿 指导教师：郭志宏老师
2021年7月22日到7月25日，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组的州立比赛在
FMC游泳馆举行。在我参加的所有比赛项目中，200米混合接力给
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游泳比赛有几十个游泳队参加。游泳选手都格外优秀，比赛非
常激烈。最精彩的是接力比赛。特腾，妮寇，竹和我代表FMC游泳
队参加了10岁年龄组女子200米混合接力。
我们四个小伙伴既激动又紧张，认真地做好了热身活动。随着
裁判老师的一声哨响， 比赛拉开了帷幕。第一棒是特腾的仰泳，她
迅速跳入水中，快速地挥动双臂，其他八个队员也不示弱， 以更快
的速度追了上来。这时特藤似乎被水呛到了，只见她速度突然减慢，
被其他队员甩到了倒数第二名。这下我们队的小伙伴们都着急起来，
我也十分担忧。第二棒妮寇跳水了，开始了蛙泳赛程，她奋力直追，
不放弃。下一棒就是我的蝶泳，我心里砰砰直跳，特别紧张，手忙
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我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遇事不要慌，
要冷静， 要积极地相信自己”。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两口气， 使自己
安定下来。经过队友妮蔻用力追赶，她以第五名摸到泳池墙壁。 她
的不懈努力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立刻入水，展开双臂用力打水，并
屏住呼吸， 尽量减少换气， 加速追赶。此时我感到了身上有无穷
的力量，五米， 两米， 一米，我追上了许多选手。在最后几秒钟，
我使出浑身力气，象飞鱼一样冲刺， 我赶上了最后一个游在前方的
选手， 我足足地憋了最后一口气，用力潜水并伸开手臂， 第一个
抵达终点，我成功了！ 此时啦啦队的欢呼声十分高涨， 好像能掀
开房顶似的。我队的第四棒自由泳选手竹也不负众望， 她以飞快的
速度完成了接力，并为我队取得了冠军。比赛结束了， 全场沸腾了，
队友们欢呼跳跃地和我拥抱。教练高兴地告诉我，在接力中我不仅
（接右上👉）
投 稿 ／ 广 告 ：Newsletter@raychineseschool.org

杨思军内科家庭医师诊所 中文热线 630-312-0731.
办公电话630-759-0088. Email: napervilleclinic@gmail.com
地址 (1) 1260 Iroquois Ave, building 300, RM 302, Naperville, IL60563
(2) 454 W Boughton Rd, Suite C,Bolingbrook, IL60440. 杨思军医师具
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竭诚为中文学校的学生和父母提供多方位的医
学 临床健康服务。包括多种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咨询， 全家体检，学
生学校体 检，学校运动检查sport exam，疫苗接种。并培养了许多中
学生进医学院。
CAP Dental Care -- 地 址 : 555 N Washington St, Naperville,
IL 60563(Naperville火车站附近). 电话: (630)420-1212.
陈开云医生, 华西口腔正畸博 士,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年; 庞
若愚 医生, 华西口腔牙周博士, UIC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20年
; Stephen Fako, Loyola Uni versi ty Dental School DDS, 执业30年。 Pri va te
pra cti ce, famil y dentis try (成人/儿童): 口腔全科 (急诊,洁牙,补牙,拔牙,镶
牙 ); 口 腔 牙周 ( 深 洁牙 , 牙 周手 术, 种植 牙); 口 腔正 畸( 自 锁/ 全
瓷 /Invisalign Clear Bra ces) 。 接 受 PPO ; 为 无 保 险 病 人 提 供
membership, 享 有 20-30% 折 扣 。 免 费 咨 询 种 植 牙 、 bra ces 。
Ema i l: info@capdentalcare.com http://www.capdentalcare.com
Rocket Ice Arena - @ Bolingbrook, IL 60440 www.rocketice.com
Your premier i ce s kating des tina tion! Rocket Ice offers the bes t
Ice Skati ng and Lea rn to Pla y Hockey classes in the Southwes t
Suburbs . Our highl y qualified ska ting ins tructors a re dedica ted to make
sure your child ma xi mizes thei r ska ting potential. We offe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yea r.
For
more
i nformation, Email:events@rocketice.com; Tel:630-67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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